
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书
　

( 2022 年度)
　

一、项目基本情况
　

 

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奖励类别： 技术开发类 成果登记号: 9612022Y2423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蒙华铁路黄土隧道轻型支护体系及建造关键技术

公布名
（专用项目

）

主要完成人 任少强，仇文革，谢江胜，马兆飞，王刚，王建军，马传明，朱超，吴小波

主要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天佑智隧科技有限公司，浩吉铁路股份有限公
司，西南交通大学

是否国家秘密技术项目 否

项目密级 非密 定密日期

保密期限(年) 定密机构(盖章)

学科分类

名称

1 隧道工程 代码 5604533

2 代码

3 代码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其他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所属陕西省重点发展领域 交通运输业

任务来源 国家基金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隧道与地下空间围岩稳定性三度空间分布特征研究，51678497
蒙华公司，蒙华铁路隧道格栅钢架通用图专项设计（MHHTZX[2014]0096补1）
蒙华公司，蒙陕段隧道系统锚杆施作试验段专项工作（MHMSHTGC[2016]0003）
蒙华公司，阳山隧道大变形及控制的能量原理与方法研究（MHHTZX[2017]0012）
中铁二十局，蒙华铁路黄土隧道施工关键技术研究（YF1606SD02B）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授权发明专利（项） 8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13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15年1月1日 完成：  201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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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单位意见
 （适用于单位提名）

 

提名者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19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联 系 人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联系电话 13659147737

电子邮箱 sceas@vip.163.com 传　　真 029-87284808

提名意见：
      随着交通强国和一带一路等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黄土隧道的建设规模快速增长，黄土及软弱围岩是
隧道设计与施工是不可回避的地质背景，而配套支护理论、结构设计和施工控制方面与国家建造新理念存
在差距，隧道与地下结构的建造技术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该项目立足在黄土隧道设计支护理论、施工技
术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开展了围岩稳定性、支护体系优化及建造关键技术的系统性研究，形成了黄土隧
道轻型支护体系和限阻耗能型支护技术，解决了初支开裂变形难题，提升了隧道设计与施工水平，促进了
施工技术的进步。同时，项目研究成果响应国家“双碳”号召，在节能减排方面效果突出，实现了黄土隧
道的安全、高效、低碳建造。
      研究期间共发表论文16篇，其中核心期刊6篇；申请专利34项，其中已授权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
利1项；获得省部级工法3项；出版技术专著3部，培养研究生6人。
      该项目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创新性和实用性，在蒙华铁路黄土隧道中研发并应用了轻型支护体系和深
埋黄土隧道支护体系等关键技术，总结归纳该成果后在吴华高速、延子高速、延安东绕城高速、西延高铁
等工程中应用，为黄土隧道建设提供了技术保障，其理论和实践意义重大。本项目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其中限阻耗能型支护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项目的项目简介、参研单位及人员、知识产权等信
息已公示，无异议。提名该项目为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声明：本单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
，所提供的提名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调查处理。如有材料虚假或违
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提名项目奖励等级意向（由项目组填写）

一等奖

二等奖 √

三等奖

　　说明：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二、三等奖项目，实行按等级标准提名、独立评审表决的机制。提名单
者应严格依据省科学技术奖的标准条件，说明提名项目的贡献程度及等级建议。“提名一等奖”评审落选
项目不再降格参评二等奖，“提名二等奖”的评审落选项目不再降格参评三等奖。项目组与提名单位沟通
后，做出提名等级意见；提名项目正式提交后，提名等级建议不得变更。请在相应栏打“√”进行选择
，并由第一完成人签字确认。
       软科学标准计量科普类项目请勾选“二等奖”或者“三等奖”。

　　第一完成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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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 

蒙华（现更名为浩吉）铁路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通车里程最长的重载煤运铁路，

是国家北煤南运的铁路大通道，线路全长 1814.5km，隧道 228座，累计 468km。其

中黄土隧道 58座，累计 159.1km。陕西省境内黄土隧道共 51座，长度 148km，均位

于陕北黄土高原梁峁区，穿越第四系地层的砂质新黄土、黏质老黄土、粉质黏土等，

具有地形复杂、含水率高、超深埋变形大等工程特点，建设风险高。 

针对黄土隧道的建设难点，中铁二十局等单位联合成立攻关小组，依托蒙华铁

路黄土隧道工程的建设，开展了围岩稳定性、支护体系优化及建造关键技术的系统

性研究。综合采用资料调研、理论分析、模型试验、数值模拟、现场试验与测试的

方法，研究黄土隧道建造的新理论（围岩稳定性三度空间理论）、新方法（轻型支护

体系）及其关键技术，在保障隧道施工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施工效率、减少施工用

料，形成蒙华铁路黄土隧道的轻型支护体系及建造关键技术。 

（一） 主要技术内容 

（1）首次提出了黄土隧道围岩稳定性三度空间理论。提出了隧道围岩稳定性随

埋深存在“非稳-稳定-非稳”三个特征，划分了对应埋深为“浅-深-超深”、支护

难易程度为“难(DI)-易(E)-难(DII)”，通过极限状态法数值计算并结合实际给出

了不同含水率下的埋深界限，为轻型支护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2）首次建立了黄土隧道轻型支护体系。揭示了围岩压力已形变压力为主和支

护小偏心受压为主的受理特征，提出取消传统上的系统锚杆与型钢钢架，仅采用“格

栅钢架+网喷混凝土+限阻器（仅超深埋采用）”形成各空间的轻型支护体系。 

（3）优化了深埋黄土隧道支护技术。试验验证了全面取消系统锚杆、格栅钢架

替代型钢钢架的可行性，并对四肢 8 字结形式的格栅钢架的主腹筋、焊缝等设计参

数以及构造形式进行了轻量化优化，节省了施工材料消耗、提高了施工效率。 

（4）创立了超深埋黄土隧道限阻耗能型支护技术。利用围岩与支护的峰后承载

性能，研发了性能和种类齐全的、具有恒阻大变形特性的限阻器族，基于钢板型限

阻器建立了黄土隧道限阻耗能型支护的设计与施工方法，解决了超深埋黄土隧道支

护难题。 

（5）提出了满足轻型支护体系实施所需的构件加工和结构施工的配套设备、施

工工法与变形控制标准，全面提升了黄土隧道建造的安全性、高效性与经济性。 

（二） 知识产权情况 

研究期间共发表论文 16篇，其中核心期刊 6篇；申请专利 34 项，其中已授权

发明专利 8项，实用新型专利 1项；获得省部级工法 3项；出版技术专著 3部，培

养研究生 6人。 

（三） 技术经济指标 

（1）依托全工序机械化配套，形成“快挖、快支、快成环”的高效施工工法，

Ⅳ级围岩月进度指标 90～135m（平均 110m）、Ⅴ级围岩 70～110m/月（平均 75m），

与传统台阶法相比平均每延米减少人员数量 20%，综合工效提高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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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黄土隧道轻型支护体系，取消系统锚杆设置，节约锚杆用量 976.3 万

米，节省锚杆注浆 3.9 万方；格栅钢架取代型钢钢架，节约钢材用量 5905 吨，实现

减排 11 万吨。 

（3）研发的限阻耗能型支护体系，较传统治理方式，平均每延米节约成本 1.4

万元。 

（四） 应用推广及效益情况 

项目研究成果对陕西、甘肃、宁夏、内蒙、河南等地区的黄土隧道建设具有较

大的指导意义，蒙华铁路黄土隧道轻型支护体系及建造关键技术，通过大量的科技

研发和工程试验，形成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2015年～2019年在蒙华铁路黄土隧道

中研发并首次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近三年为蒙华铁路创效 8.2亿

元，项目研究成果先后在吴华高速、延子高速、延安东绕城高速、西延高铁等工程

中进行了推广应用，累计创造经济效益 10.01 亿元，得到了应用单位的一致好评和

高度认可。 

本项目成果保障了隧道施工安全，实现了零伤亡的安全管控要求；提高了施工

工效、减轻了劳动作业强度和人员投入，综合工效提高 33.3%；减少了资源投入，

实现减排 11万吨，采取零刷坡进洞，减少了对原地形的破坏；利用隧道弃渣与地方

政府共建高标准农田，实现造地 1080亩，保护了生态环境，减少了碳排放。 

蒙华铁路建设期间，得到了国家、地方各级单位、业内专家的高度重视，各项

重大工程节点吸引了中央电视台、人民网、陕西电视台等媒体的高度关注。通过技

术攻关，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促进了行业技术进步。尤其以限阻耗能型支

护体系为标志的成功应用，为国内隧道大变形支护提供了理念上的革新和方法上的

借鉴，得到了业内的广泛认可；研究形成的多项关键技术已应用于公路、铁路工程

领域，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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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随着交通强国和一带一路等战略的深入实施，黄土隧道的建设规模快速

增长，而在支护理论、结构设计和施工控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严重

制约了隧道建设高质量发展。项目团队依托蒙华铁路黄土隧道工程，在工程

建设相关科研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研究和实践黄土隧道

建造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为我国从隧道大国迈向隧道强国做出贡献，

同时响应国家“双碳”号召，实现黄土隧道的安全、高效、低碳建造，形成

了系列创新成果如下： 

创新点一：提出了按围岩稳定性划分不同含水率下黄土隧道浅-深-超深的埋

深界限，揭示了围岩压力和支护内力的分布特征，建立了“格栅钢架+网喷

混凝土+限阻器（仅超深埋采用）”的轻型支护体系。 

【学科分类：隧道工程 5801030。旁证材料：①论文：附件 3-1、3-2、3-3、

3-4；②专著：附件 4-1、4-2；③查新：附件 5-1；④鉴定：附件 5-2】 

（1）揭示了黄土隧道“浅-深-超深”围岩稳定性特征，提出了不同含水率下

的埋深界限 

通过对天然及人工裸洞长期稳定、砖石砌碹等简易支护人工洞室长期稳

定的调研与总结，提出黄土隧道存在能够自稳的埋深空间。通过基于强度折

减法的数值计算分析，得到裸洞安全系数 K 随埋深增加而先增后减的规律，

提出围岩稳定性随埋深增加普遍存在“非稳-稳定-非稳”三层空间，划分隧道

埋深为“浅-深-超深”，对应支护难易程度为“难(DI)-易(E)-难(DII)”（图 1-a）。 

以安全系数 K=1.0 为指标，当黄土含水率为 10%~25%时，Q3 黄土的浅-

深界限埋深 H1 处于 19~50m 范围、深-超深界限埋深 H2 处于 52~85m 范围（图

1-b），对于 Q2 黄土，H1=12~25m、H2=90~120m（图 1-c）。综合新老黄土的

埋深分布，分别取 Q3黄土的 H1 和 Q2 黄土的 H2 进行组合，即 H1=19~50m、

H2=90~120m，作为黄土隧道的稳定性空间界限埋深。 

 

图 1 黄土隧道围岩稳定性随埋深变化规律 

（2）揭示了围岩压力和支护内力的主要特征 

根据裸洞围岩破坏模式分析，浅埋隧道（图 2-a）为围岩的结构性失稳破

坏，围岩压力主要来源为塌落松散压力；深埋隧道（图 2-b）整体稳定，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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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裸洞围岩破坏模式 

支护情况下会因重力作用导致

局部掉块；超深埋隧道（图 2-c）

围岩应力超过自身强度，发生大

量的塑性变形而不能自稳；结合

工程实际中支护发生严重的贯

穿性破坏后（图 3-a）依靠残余

承载力持续变形而不垮塌的现象，提出深埋及超深埋隧道围岩压力主要来源

为形变压力。 

根据支护破坏反演分析（图 3-b），符合破坏模式的受力状态为小偏心受

压，深埋及超深埋隧道的支护内力测试结果（图 3-c）也验证了这一结论；通

过围岩-支护相互作用计算分析，浅埋隧道中支护受力状态同为小偏心受压；

综合提出隧道支护受力以小偏心受压为主，支护的安全性受喷射混凝土的斜

截面压剪破坏控制。 

 

图 3 支护受力与破坏特征 

（3）建立了适用于各空间的轻型支护体系 

1）提出全面取消系统锚杆、格栅钢架全面替代型钢钢架 

通过现场试验段测试，提出存在钢架情况下，边墙系统锚杆有效性不明

显可以取消；喷射混凝土强度足可以满足支护的强度和抵抗变形的需求，型

钢钢架可以全面采用格栅钢架取代。在“格栅钢架+网喷混凝土”支护组合形

式下，隧道变形、钢架受力、喷射混凝土受力较原设计变化不大，支护有效

性得到提高。 

2）优化了格栅钢架设计参数与构造形式 

研发了格栅钢架试验装置（图 4-a），通过模型试验揭示了格栅钢架承载

机理，明确了格栅钢架各部件对结构承载能力的贡献（图 4-b），提出了格栅

钢架优化指数 I，优化了四肢 8 字结形式的格栅钢架的主腹筋、焊缝等设计参

数： 

①在考虑围岩抗力作用下，围岩侧主筋直径的减小对试件极限承载力影

响不大，直径由 22mm 优化为 16mm；②腹筋对试件极限承载能力有削弱作

用，考虑加工、运输、安装过程中的刚度需求，直径由 14mm 优化为 10mm；

③在喷射混凝土包裹下，主腹筋搭接焊缝长度由 7cm 优化为 3cm 不会导致焊

缝先于试件破坏；④格栅钢架配箍率低，罩箍作用不明显，对试件极限承载

力提升不显著，可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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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四肢 8 字结格栅钢架优化结论，进一步模型试验优化围岩侧主筋和

腹筋。提出三肢三角筋构造和变腹筋四肢 V 字筋构造（图 4-c），三肢三角筋

虽然极限承载力有一定下降，但优化指数最高；变腹筋四肢 V 字筋有效规避

8 字结的加工工序繁琐、易使喷射混凝土不密实问题，可提高生产效率、改

善结构受力性能。 

 
图 4 格栅钢架试验与优化 

3）建立了“格栅钢架+网喷混凝土+限阻器”的轻型支护体系 

提出浅埋隧道在围岩改良与加固、超前支护等辅助措施下（图 5-a），采

用“H230 格栅钢架+网喷混凝土”的支护抵抗松散围岩压力；深埋隧道采用

“H150 格栅钢架+网喷混凝土”的轻量支护（图 5-b）可满足要求；超深埋隧

道采用“格栅钢架+网喷混凝土+限阻器”的支护先放后抗（图 5-c），格栅钢

架型号选用 H150~230。实践证明各空间轻型支护均能保障隧道施工安全，且

提高了施工效率和效益。 

 
图 5 轻型支护体系施作 

创新点二：研发了具有恒阻大变形特性的限阻器，建立了基于限阻器的耗能

型支护体系的设计与施工方法，解决了超深埋黄土隧道支护难题。 

【学科分类：隧道工程 5801030。旁证材料：①专利：附件 1-1、1-2；②

工法：附件 2-1；③论文：附件 3-5、3-6；④查新：附件 5-1；⑤鉴定：附件

5-2】 

（1）首次提出了限阻耗能支护理念，研发了具有初始峰值与恒阻大变形特征

的钢板型限阻器 

基于隧道施工过程能量转化关系理论分析，提出超深埋黄土隧道应充分

利用围岩与材料的峰后承载能力，通过有控制的变形来释放围岩压力、耗散

围岩剩余能量，最终达到支护稳定（图 6-a）；研发了具有初始峰值与恒阻大

变形特性的钢板型限阻器（图 6-b），通过模型试验与数值计算，获取了限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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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设计参数与性能参数之间的关系公式（图 6-c），为耗能型支护提供了基础

构件。 

（2）基于钢板型限阻器，建立了黄土隧道限阻耗能型支护的设计与施工方法 

提出采用竖板厚 6~8 mm、高 28 cm、间距 10~15 cm 的钢板型限阻器，

环向嵌入支护受力关键位置（图 7-a），连接方式采用栓接、连接筋和帮焊（图

7-b），形成限阻耗能型支护；通过设置限阻器和变形达到预期后封闭限阻器，

实现施工过程中支护的“刚-柔-刚”转变，既保障施工期安全，又保障运营期

承载能力。 

 
图 6 钢板型限阻器的研发 

 
图 7 基于钢板型限阻器的耗能型支护 

 

（3）研发了性能与种类齐全的限阻器族 

基于钢板型限阻器的试验段施工测试，通过数值计算与模型试验，对限

阻器性能进行优化升级，消除了直板屈曲导致的初始峰值的离散性及其与恒

阻值的关联性（图 8-a）；实现了恒阻值多梯度设计（图 8-b）：低（0.5~2MPa）、

中（4~5MPa）、高（8~10MPa）；实现了压缩量的高效提高（图 8-c），形成了

性能与种类齐全的限阻器族（图 8-d），为耗能型支护更大范围推广提供了基

础。 

创新点三：提出了满足轻型支护体系实施所需的机械化集成配套设施及其技

术参数、施工工法与变形管理控制标准，全面提升了黄土隧道建造的安全性、

高效性、经济性和低碳性。 

【学科分类：隧道工程 5801030。旁证材料：①专利：附件 1-3、1-4、1-5、

1-6、1-7、1-8、1-9；②工法：附件 2-2、2-3；③专著：附件 4-3；④查新：

附件 5-1；⑤鉴定：附件 5-2】 

（1）施工质量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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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轻型支护体系须全工序配套以大型湿喷机械手、自行式仰拱长栈桥、

沟槽一体机、数控弯筋机等为代表的机械设备（图 9-a），保障围岩加固、构

件加工和支护施作等工序的施工质量，施工方法采用短台阶或微台阶法（图

9-b）。 

 
图 8 限阻器性能优化 

 
图 9 全工序机械化配套 

（2）施工变形控制技术 

提出隧道变形量测与管理须

采用信息化监测系统（图 10）；浅、

深埋隧道采用传统变形控制标

准，超深埋隧道根据限阻器的设

计变形能力进行控制。蒙华铁路

黄土隧道限阻耗能型支护最大允

许变形上调至 300mm（表 1）；限

阻器压缩变形指标设定为 15cm，

当变形超过该指标时，采用喷混凝土辅以小导管注浆封闭限阻器。 

表 1 蒙华铁路黄土隧道限阻耗能型支护变形控制标准 

量测项目 

变形总量等级（mm） 变形速率等级（mm/d） 

III 级 

（绿色） 

II 级 

（黄色） 

I 级 

（红色） 

III 级 

（绿色） 

II 级 

（黄色） 

I 级 

（红色） 

拱顶沉降 ＜100 100～150 ≥150 <10 10～20 ≥20 

水平收敛 ＜200 200～300 ≥300 ＜20 20～30 ≥30 
 

 

(a) 量测数据实时上传   (b) 短信预警与消警 

图 10 信息化监测量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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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局限性 

本项目基于围岩稳定性提出了黄土隧道三度空间理论，针对各空间围岩破坏模

式和支护受力特征建立了轻型支护体系，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配套下，实现了黄土

隧道的安全、高效、低碳建造，有力的推进了黄土隧道建设技术的进步，但仍然存

在以下不足。 

（1）黄土隧道围岩稳定性三度空间是普遍性规律，本项目提出的围岩稳定性

空间埋深划分和对应支护设计参数适合大多数情况，其有效性在实践中得到验证，

而对于强湿陷性黄土等特殊地质条件，需在黄土基本物理力学性质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实际施工反馈，对其埋深划分与支护参数做进一步专项研究。 

（2）限阻耗能型支护仅应用了钢板型限阻器，且仅设置在左右拱脚处，钢板

型限阻器具有较高初始峰值和较低恒阻值，针对此特点升级得到的其他多型限阻器

均未在工程实践中应用。钢板型限阻器虽然成功解决了超深埋黄土隧道支护安全问

题，但隧道变形在限阻器峰值跌落阶段也表现出速率快的特点，此情况虽然在黄土

隧道中满足要求，但在向地质更为复杂、变形等级更大的岩质大变形隧道推广中，

限阻器类型、性能参数、布置数量和位置等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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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一）科技查新 

2022 年 5月 23 日委托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科技查新中心对“蒙华铁

路黄土隧道轻型支护体系及建造关键技术”进行查新，查新结论：相关文献述

及查新项目所述部分技术，但未见述及综合采用查新项目所述技术的黄土隧道

轻型支护体系。 

（二）专家评审意见 

2022 年 6月 27 日，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在西安组织召开了“蒙华铁路黄土

隧道轻型支护体系及建造关键技术”项目成果评价会，以陈湘生院士担任主任

的鉴定委员会对项目成果进行了鉴定，经专家组的质询和讨论，形成评价意见

如下： 

1.项目组提出了按围岩稳定性划分不同含水率下黄土隧道浅-深-超深的埋

深界限，揭示了围岩压力和支护内力的分布特征，建立了“格栅钢架+网喷混凝

土+限阻器（仅超深埋采用）”的轻型支护体系。 

2.研发了具有恒阻大变形特性的限阻器，建立了基于限阻器的耗能型支护

体系的设计与施工方法，解决了超深埋黄土隧道支护难题。 

3.提出了满足轻型支护体系实施所需的机械化集成配套设施及其技术参

数、施工工法与变形管理控制标准，全面提升了黄土隧道建造的安全性、高效

性、经济性和低碳性。 

专家委员会一致认为，该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限阻耗能型支

护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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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1）项目成果在蒙华铁路 58座黄土隧道得到了成功应用，创造了黄土隧道

Ⅳ级围岩月进尺 90～35m、平均 110m和 V级围岩月进尺 70～110m、平均 75m的高

效施工指标;减少了资源投入和工期延误，实现了蒙华铁路提前 6个月开通运营。 

（2）本项目研究成果已应用于吴华高速（3座隧道）、延子高速（4座隧道）、

延安东绕城高速（4座隧道）、西延高铁（1 座隧道）等存在大量黄土或深埋黄土

的工程中，黄土隧道轻型支护体系及建造关键技术实现了黄土隧道的安全高效施

工，产生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受到了应用单位的好评。 

序号 单位名称 应用的技术 
应用对象 

及规模 
应用起止时间 

单位联系人/

电话 

1 
浩吉铁路股份

有限公司 

DI-E-DII空间

黄土隧道轻型

支护关键技术；

限阻耗能型支

护结构研发与

试验；黄土隧道

格栅钢架优化

技术；黄土隧道

开挖及大机配

套 

蒙华铁路全

线及 58座黄

土隧道 

2015年 1月

-2019年 9 月 

朱超

18511986787 

2 

中铁建陕西高

速公路有限公

司 

限阻耗能型支

护体系 

吴华高速马

送梁、庄科

峁、庙沟隧道 

2019年 6月

-2020年 12月 

王海鹏

13153211517 

3 

陕西路桥集团

总承包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限阻耗能型支

护体系 
延子高速 

2019年 5月

-2020年 8月 

胡平

13909242809 

4 

西成铁路客运

专线陕西有限

责任公司 

DI-E-DII空间

黄土隧道轻型

支护技术。黄土

隧道开挖及大

机配套 

西延高铁洛

川隧道 

2020年 6月

-2021年 12月 

姜函

18706830222 

5 

陕西建工机械

施工集团有限

公司 

限阻耗能型支

护体系；黄土隧

道开挖及大机

配套 

延安东绕城

高速公路 

2020年 8月

-2021年 12月 

郭元科

1380516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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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经济效益 

（1）项目成果应用于蒙华铁路，产生了较大的经济： 

①针对黄土隧道浅埋空间不良地质，采取地表加固、超前水平旋喷桩预加固、

管井降水等综合措施。避免了隧道周边和掌子面失稳、坍塌事故发生，增加围岩的

自稳能力。较常规支护方案，每米（核心区域）节约工期约 1 天，节约总工期 180

天，累计节约成本 9720 万元。 

②采用初支结构设计参数优化，轻量化了黄土隧道支护体系，取消系统锚杆，

减少锚杆共计 976.2 万米；将型钢钢架优化为格栅钢架，减少钢架钢材用量 5904.8

吨，合计节约成本 43275.6 万元。 

③研发了 “限制支护阻力阻尼器”（限阻器），构建了限阻耗能型支护体系，减

轻了抵抗大变形增加的支护强度、减少了初支变形破坏的治理工作，共施作7051.6m，

平均每延米节约成本 1.4 万元，累计节约成本 9872.24 万元。 

④依托全工序机械化配套，形成“快挖、快支、快成环”的高效施工工法，Ⅳ级

围岩月进度指标 90～130m、Ⅴ级围岩 72～105m/月，与传统方法相比平均每延米减

少人员数量 20%，综合工效提高 33.3%，平均每延米节约施工成本 1377 元，合计节

约成本 19326.3 万元。采用蒙华铁路黄土隧道轻型支护体系及施工关键技术累计为

蒙华铁路节约成本 82194.14 万元。 

（2）蒙华铁路黄土隧道轻型支护体系先后应用于吴华高速、延子高速、延安东

绕城高速，通过实际验证，应用该技术减少了建筑材料的投入，显著降低了抵抗大

变形增加的支护材料和初支变形破坏的治理工作，提高了施工工效，节约了资源和

工期，分别为项目节约成本 5928.3 万元、2723 万元、2259 万元、7013 万元。 

    通过蒙华铁路黄土隧道轻型支护体系及建造关键技术的工程应用，累计节约施

工本达 10.01 亿元，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市场前景广阔。 

（二）社会效益 

《蒙华铁路黄土隧道轻型支护体系及建造关键技术》提出了新的支护理论、研

发了新的产品、形成了新的技术，成功解决了黄土隧道施工难题，在保证施工安全

的同时提升了施工效率、减少了施工成本，实现了蒙华铁路和其它应用项目黄土隧

道的安全、高效、低碳建设。 

该成果提升了隧道施工安全，实现了零伤亡的安全管控要求；提高了施工工效、

减轻了劳动作业强度和人员投入，综合工效提高 33.3%；减少了资源投入，实现减

排 11 万吨；采取零刷坡进洞，减少对原地形的破坏；利用隧道弃渣与地方政府共建

高标准农田，实现造地 1080 亩，保护了生态环境，减少了排放。 

通过技术攻关，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促进了行业技术进步。尤其以限

阻耗能型支护体系为标志的成功应用，为国内隧道大变形支护提供了理念上的革新

和方法上的借鉴，得到了业内的广泛认可；研究形成的多项关键技术已应用于公路、

铁路工程领域，因此，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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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限10条）
  

序号
知识产权

类别
知识产权
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1 发明专利
利用材料峰后
性能的大行程
组合型阻尼器

中国 ZL201710
998656. 0

2019年
06月25日 3428351 仇文革 仇文革

；王刚

2 发明专利
阻尼器的隧道
支护结构的施
工方法

中国 ZL201710
998287. 5

2020年
10月13日 4029027 仇文革

仇文革
；王刚
；龚伦
；段东亚
；张梅
；申志军

3 发明专利

穿越土石分界
地层的大断面
隧道稳定性控
制施工方法

中国 ZL201911
118119.8

2020年
11月10日 4087442

中铁二十
局集团有
限公司

任少强
；谢江胜
；刘之涛
；马传明
；张会安
；王森
；葛亮亮
；曹运祥
；王建军
；高王峰
；申运涛

4 发明专利
一种黄土冲沟
内浅埋隧道施
工方法

中国 ZL201911
074180.7

2020年
12月22日 4167260

中铁二十
局集团有
限公司

吴应明
;谢江胜
;吴小波
;刘之涛
;郭瑞;马
传明;张
会安；郭
尚坤;葛
亮亮;曹
运祥;王
建军;高
王峰;申
运涛

5 其他 蒙华重载铁路
隧道建造技术 中国 97871141

66174
2021年
04月01日

人民交通出版
社

浩吉铁路
股份有限
公司

张梅；申
志军；皮
圣；马兆
飞；朱超

6 其他
限阻器控制黄
土隧道大变形
施工工法

中国 SXSJGF2
019-106

2019年
12月13日

陕西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中铁二十
局集团有
限公司

邓  勇
；谢江胜
；高王锋
；王建军
；张会安

7 其他
黄土隧道微台
阶快速成环施
工工法

中国 国家铁路
局

2021年
05月07日 2019-2020

中铁二十
局集团有
限公司

谢江胜
；王建军
；高王锋
；曹运祥
；马继承

8 论文

一种适应隧道
大变形的限阻
耗能型支护结
构研发与应用

中国

10.13722/
j.cnki.jrm
e.2018.01
84

2018年
05月25日

岩土力学与工
程学报

西南交通
大学；成
都天佑智
隧科技有
限公司
；浩吉铁
路股份有
限公司

仇文革
；王刚
；龚伦
；申志军
；李畅
；党军

9 论文

Evaluation of
mechanical
performance
and
optimization
design for
lattice

其它
10.1016/j.
tust.2019.
02.008

2019年
02月01日

隧道与地下空
间

成都天佑
智隧科技
有限公司
；西南交
通大学

仇文革
；卢锋
；王刚
；黄黆
；章慧健
；张子韵
；龚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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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论文
初期支护组合
形式有效性现
场试验研究

中国

10.3973/j.
issn.2096-
4498.2018
.02.002

2018年
03月19日

隧道建设(中
英文)

浩吉铁路
股份有限
公司；西
南交通大
学

申志军
；黄海昀
；李思
；李冰天
；仇文革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无争议且为本项目独有，未曾在往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项目、往年其他省部级
（政府）科学技术奖励项目和本年度其他陕西省科学技术奖提名项目中作为支撑材料出现。用于提名陕西
省科学技术奖的情况，已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的权利人（专利指发明人）的同意
，有关知情证明材料均存档备查。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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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任少强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6年03月06日 出  生  地 陕西临潼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404196603061055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正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北京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19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13759998300@163.com 办公电话 13759998300 移动电话 13759998300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89号 邮政编码 701016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5年01月02日　至 2019年09月28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总体负责隧道施工技术攻关，提出了轻型支护体系施工控制技术。提出了满足轻型支护体系实施所需的机
械化集成配套设施及其技术参数、施工工法与变形管理控制标准（创新点5）。投入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80%，支撑材料：发明专利（穿越土石分界地层的大断面隧道稳定性控制施工方法ZL201911118119.8）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世界第一高隧—青藏铁路多年冻土带风火山隧道施工技术”获200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排名
：2。
2、“青藏铁路工程”获200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排名：48。
3、“兰新高铁碎屑流及薄层板岩隧道施工变形控制技术”获2016年度铁道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排名：1。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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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仇文革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59年08月01日 出  生  地 辽宁铁岭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51010319590801737X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南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00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桥梁与隧道工程

电子邮箱 qiuwen_qw@163.com 办公电话 13330991019 移动电话 13330991019

通讯地址
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工业集中区六期西南交通大
学研究院内

邮政编码 610225

工作单位 成都天佑智隧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无党派人士

完成单位 成都天佑智隧科技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四川

单位性质 其他类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5年06月01日　至 2019年09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持课题全面工作。提出了黄土隧道围岩稳定性三度空间理论。按围岩稳定性划分了黄土隧道浅-深-埋深
，通过数值计算并结合实际给出了不同含水率下的埋深界限，为轻型支护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创新点1)，研
发了黄土隧道轻型支护体系。揭示了围岩压力和支护内力的分布特征，提出仅采用“格栅钢架、喷射混凝土、
限阻器”三种结构的组合搭配，形成了适用于各空间的轻型支护体系（创新点2）。投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量的80%。支撑材料，发明专利（利用材料峰后性能的大行程组合型阻尼器ZL201710998656）、,EI期刊
：一种适应隧道大变形的限阻耗能型支护结构研发与应用。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地铁重叠隧道设计与施工关键技术研究，200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5；
2 隧道与地下工程重大突涌水灾害治理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2014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8；
3.超大断面马蹄形土压平衡盾构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2020中国铁道学会铁道科技奖特等奖；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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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谢江胜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1年09月25日 出  生  地 安徽安庆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40822197109255018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正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同济大学 毕业时间 2006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529010792@qq.com 办公电话 15389049809 移动电话 15389049809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89号 邮政编码 710016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科创部部长

二级单位 科技创新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5年01月02日　至 2019年09月28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黄土隧道轻型支护体系工法创新研究工作，完成轻量化支护体系的受力变形规律探索，获取了满足轻
型支护体系实施所需的机械化集成配套设施及其技术参数（创新点5），主导黄土隧道预加固措施方案研究。
投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80%，支撑材料，发明专利：穿越土石分界地层的大断面隧道稳定性控制
施工方法ZL201911118119.8；部级工法，部级工法《黄土隧道微台阶快速成环施工工法》。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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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马兆飞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7年01月16日 出  生  地 河北献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30929198701166933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石家庄铁道学院 毕业时间 2010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573701349@qq.com 办公电话 01051877711 移动电话 18875771263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路华源一里18号 邮政编码 100073

工作单位 浩吉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高级主管

二级单位 科技信息部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浩吉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5年09月01日　至 2019年09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蒙华铁路黄土隧道轻型支护体系的研究与创新，主要完成黄土隧道初期支护格栅钢架结构优化和现场
试验（创新点3），负责现场推广应用。投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50%，支撑材料，专著：蒙华重
载铁路隧道建造技术。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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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刚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9年10月03日 出  生  地 江苏丰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20321198910034613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无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南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20年07月15日 所学专业 桥梁与隧道工程

电子邮箱 swjtu_wg@163.com 办公电话 15680500037 移动电话 15680500037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犀安路999号西南交通大学 邮政编码 611756

工作单位 西南交通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土木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南交通大学
所 在 地 四川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5年06月01日　至 2019年09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围岩稳定性三度空间理论的论证与计算分析（创新点1），负责格栅钢架优化模型试验与现场试验
（创新点2）、限阻器研发模型试验与数值计算、限阻耗能型支护设计与力学性能现场测试（创新点4）。投入
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80%。支撑材料，发明专利利用材料峰后性能的大行程组合型阻尼器
ZL201710998656.0，阻尼器的隧道支护结构的施工方法ZL20170998287.5。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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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建军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6年04月19日 出  生  地 河南汝州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42219860419113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重庆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13年01月10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651303115@qq.com 办公电话 18502988763 移动电话 18502988763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89号 邮政编码 710016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项目总工程师

二级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5年07月10日　至 2019年09月28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构建轻型支护体系机械化集成配套设施及其技术参数和施工工法（创新点5），投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量的70%。支撑材料，部级工法：黄土隧道微台阶快速成环施工工法。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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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马传明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7年08月12日 出  生  地 山东惠民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502197708121218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湖南城市学院 毕业时间 2005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2350890@163.com 办公电话 18642154433 移动电话 18642154433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89号 邮政编码 710016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项目经理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5年06月01日　至 2019年09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项目科技创新的实施，参与黄土隧道施工工法和支护体系的研究，负责阳山隧道的技术应用和验证工
作。完成了耗能型限阻器支护结构实际应用和试验验证（创新点4），投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70%。支撑材料，省级工法：限阻器控制黄土隧道大变形施工工法，SXSJGF2019-106。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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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朱超 性别 男 排　　名 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4年10月25日 出  生  地 山东藤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30103198410250011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兰州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04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25502630@qq.com 办公电话 01051877703 移动电话 18511986787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路华源一里18号 邮政编码 100073

工作单位 浩吉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主任

二级单位 科技信息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浩吉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5年06月01日　至 2019年09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项目科技创新的研究，根据黄土隧道支护体系的受力特点，完善了黄土隧道控制标准，形成了完善的
监控体系（创新点5），投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50%。支撑材料，专著：蒙华重载铁路隧道建造
技术。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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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吴小波 性别 男 排　　名 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5年04月24日 出  生  地 四川遂宁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40419850424101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09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66808222@qq.com 办公电话 13228026866 移动电话 13228026866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89号 邮政编码 710016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6年04月01日　至 2019年01月2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项目科技创新的实施，参与深埋黄土支护体系的研究，负责郑庄隧道的技术应用和推广工作，研究了
黄土隧道开挖施工工法，完成了浅埋淤积土施工的方法（创新点2）投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70%，支撑材料，实用新型专利：一张基于套拱的深埋黄土变形控制施工结构，ZL201921867066.5。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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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雷位冰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82153628 邮政编码 710016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89号

联  系  人 王永丽 单位电话 18006217913 移动电话 18006217913

电子邮箱 809652212@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科研工作总体单位，负责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完成蒙陕段14座黄土隧道（43.56km）的建设。
       2．针对黄土隧道建设难点，创建了黄土隧道全工序机械化配套与施工关键技术，优化了黄土隧道施工
工艺和支护体系，创造了Ⅳ级围岩月进尺90～135m、平均110m和Ⅴ级围岩月进尺70～110m、平均75m的
高效施工进度记录。
       3．完成了锚杆、限阻耗能型支护等试验段的现场施作与测试工作，实现了黄土隧道软弱围岩轻型支护
体系的验证，确保了隧道施工安全。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
处理。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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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成都天佑智隧科技有限公司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胡兰 所  在  地 四川

单位性质 其他类型企业 传　　真 028-86919510 邮政编码 610225

通讯地址 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工业集中区六期西南交通大学研究院内

联  系  人 仇文革 单位电话 13330991019 移动电话 13330991019

电子邮箱 qiuwen_qw@163.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本项目技术服务总负责单位，在项目研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完成并提出了黄土隧道限阻耗能型
支护体系的设计和试验工作。
       2．完善了黄土隧道围岩稳定性的试验，分别创建了不同空间条件下支护措施和技术参数，为黄土隧道
轻型支护体系的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撑，创建了能够解决大变形的限阻耗能型支护体系，形成了成套设计方
案。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
处理。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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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浩吉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排　　名 3 法定代表人 田利民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10-51877238 邮政编码 100070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海鹰路9号院2号楼

联  系  人 马兆飞 单位电话 18875771263 移动电话 18875771263

电子邮箱 2230105504@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在本项目中与西南交通大学共同提出了黄土隧道轻型支护体系，保障了黄土隧道轻型支护体系和限
阻耗能型支护结构的顺利实施，确保了研究成果的广泛推广和应用。
       2．开发了基于空间稳定的超前加固成套技术，成功解决了浅埋条件下，围岩加固的技术难题，确保了
施工安全。
       3．组织相关成果进入设计，并指导现场方案实施，完成了蒙华铁路隧道施工的技术成果汇总，编辑并
出版了以黄土隧道轻型支护体系为核心的技术专著。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
处理。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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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西南交通大学

排　　名 4 法定代表人 徐飞 所  在  地 四川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传　　真 028-66369054 邮政编码 610031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联  系  人 仇文革 单位电话 13330991019 移动电话 13330991019

电子邮箱 qiuwen_qw@163.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本项目技术服务研发负责单位，完成了本课题理论研究、分析论证、模拟试验，提出并完成了围岩
稳定性三度空间理论的论证与计算分析。
       2．获取了黄土隧道围岩压力和支护内力的分布特征，完成了取消锚杆、型钢变格栅的技术研究和创新
，形成了成套技术理论。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
处理。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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