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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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2022Y2462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1.6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设计施工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公布名
（专用项目

）

主要完成人 任高峰，杨小礼，朱朋刚，李宗建，屈家奎，郭张锋，田杰

主要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中铁第一勘察
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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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涵工程 代码 5801021

2 桥梁工程 代码 5604525

3 实体结构 代码 5603040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铁路工程建筑

所属陕西省重点发展领域 交通运输业

任务来源 自选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计划名称：1.6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设计施工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计划编号：YF110303A
基金单位：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授权发明专利（项） 5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5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10年11月1日 完成：  2013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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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设计施工通过采用混凝土格构式墩柱-横梁-连接板框架结构形式桥墩，创造性提
出在罕遇地震情况下允许桥墩局部开裂的设计理念车桥耦合性能良好，经济指标优越，通过桥址区风环境
数值模拟、桥墩墩体及主梁风载参数的CFD计算分析、桥梁典型状态气动弹性模型风洞试验研究及典型状
态的风载内力计算，对高墩桥梁的抗风性能进行评价，利用对框架结构应用于桥墩设计进行实验验证和有
限元分析并提出简化算法，且深入地研究了新型柱板式桥墩的破坏特征、裂缝开展情况、滞回特性以及钢
筋和混凝土应力情况，选用液压木质爬模体系最为合适液压木质爬模体系重量轻、造价相对较低，施工方
便快捷，在抛物线异型墩身结构施工中，墩身线形控制至关重要，施工中应从墩身浇筑节段划分开始着手
，通过建模试验分析不同外部条件下日照、温差、风荷载、对墩身线形的影响，制定切实可行的线形监控
方案，确保线形美观、质量可靠。通过优化混凝土配比、添加聚丙烯纤维、等措施。为今后铁路建设中该
类型墩身的推广及施工积累了宝贵施工经验。项目以应用于陕西、重庆、广西等地的超高墩中施工，该技
术获铁道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施工企业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国家级工法1项，铁道部部级优质工
程奖1项，授权发明专利5件，实用新型专利5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9篇，总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同意推荐2022年度提名陕西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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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韩侯铁路纵目沟特大桥 5#墩位于陕西省白水县纵目乡境内，全长 835m，主跨采用 

[78+2×136+78m]连续钢构，纵目沟特大桥 5#墩墩高105m,墩身由四根变截面立柱组成，立

柱顶部30m呈直线，下部75m在纵横向均按1.6次抛物线线形设置，该结构类型墩是"5.12"

汶川大地震后我国首次采用此类设计，具有高强抗震、抗风的效果，国内没有可借鉴成功

施工经验，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科研攻关项目。 

1、主要技术内容 

1)1.6 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结构设计方案研究；2）1.6 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结构

抗风性能研究；3）1.6 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结构抗震分析研究；4)1.6 次抛物线形铁路

超高墩模板和钢筋施工技术；5）1.6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桥墩线形控制技术；6）1.6次

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防裂技术；  

2、授权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5 件，“抛物线形柱板式空心桥墩墩身的养护结构及养护方法（授权号：

ZL201310382494.x）”、“一种曲线超高型桥墩墩身温度预应力裂缝的控制方法(授权号：

ZL201310693618.6)”、“曲线超高型空心柱板式桥墩墩顶实心段模板的安装方法（授权号：

ZL201310445084.5）、一种 1.6 次抛物线型特大桥墩测量及墩身线形控制方法（授权号：

ZL201310281791.5）”、抛物线形超高型桥墩施工中的塔吊转换方法专利号：（授权号：

ZL201310372219.X），授权实用新型专利5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9篇。 

3、经济技术指标 

通过试验测试数据准确，资料详实，结论明确；确保纵目沟特大桥安全、快速施工。

提出高墩施工控制技术，关键参数及不同自然条件下施工的参数取值，确定合理的施工方

法和参数。提出纵目沟特大桥大跨度悬灌梁悬灌施工的关键技术；确保纵目沟特大桥施工

安全和工期，通过在陕西省渭南市、山西省、重庆市、四川省、湖北省宜昌市、北海市等

地应用，该成果节约金额 16538.93万元。 

4、推广应用情况 

1.6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首次成功应用于铁路实桥，填补了国内空白在黄韩侯铁路施

工中，积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率先采用液压爬模施工技术，并成功应用到 1.6 次抛物

线线形中，首次将液压布料机应用于百米高墩施工中并取得成功，配套高墩自动喷淋养生

和视频语音监控系统，国内铁路高墩设计多采用结构整体性好、经济性能优越的传统圆端

型或矩形空心墩，由于受刚度条件控制，桥墩结面尺寸和圬工量很大，占工程总投资比例

较高。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墩身结构处于弹性工作状态，而基础往往由于受力过大，设计困

难，这是传统空心高墩的弱点，目前国外正在研究应用多柱格构式桥墩，这种新型桥墩有

可能取代传统圆端形或矩型空心高墩，具有高抗震抗风特性，在获得相同刚度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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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柱板式空心高墩圬工量少于传统空心高墩，1.6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技术为我国填补

了一项技术空白，为该结构类型墩在我国铁路建设中逐步推广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5、创新点融合 

1）首次将液压爬模应用于曲线新型柱板式超高墩的施工，具有重量轻、异型结构适应

性好、通用性强、操作简便、施工速度快、成本低等特点，提高了施工效率。 

2）在超高墩施工线型控制中，充分考虑温度、日照、风载等影响因素，采用数值分析

和测量定位监控相结合的技术，保证了墩身线型准确和美观流畅。 

3）采用优化混凝土配比，添加聚丙烯纤维，合理安排混凝土浇筑方法和顺序，应力集

中区增设高强防裂钢丝网，混凝土自动喷淋养护等综合措施，有效防止了柱板式钢筋混凝

土结构裂缝的发生并将壁挂式液压布料机成功运用到高墩大截面、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中，

确保了混凝土浇筑连续性及浇筑质量。首创新型柱板式空心高墩结构，在非罕遇地震下柱

板共同受力，罕遇地震下薄壁板开裂耗能，保护主体结构，分离式受力形式为高墩桥梁设

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4）系统开展了柱板式空心高墩抗震、抗风理论分析和模型试验研究，并通过现场实测

桥墩温度分布，对高墩温度场与温度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解决了该结构应用于铁路桥梁

工程实践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综上所述，研究成果在纵目沟特大桥施工中得到了成功应用，经济社会效益显著，为

类似工程施工提供了宝贵经验，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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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创新点 1：纵目沟特大桥 1.6 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墩高 105m，为西北铁路第一

高墩。在世界铁路上首次采用混凝土格构式墩柱-横梁-连接板框架结构形式桥墩，打

破了传统整体式桥墩的设计束缚，创造性提出在罕遇地震情况下允许桥墩局部开裂的

设计理念，解决了高烈度地震区高墩大跨桥梁设计难题，车桥耦合性能良好，经济指

标优越。 

佐证材料：科技评审证书（2017）中铁建科评字（102）号、科技查新报告（编

号：J20225001232743020）； 

核心刊物论文：1.《纵目沟特大桥新型柱板式空心高墩设计》李宗建,铁道标准

设计 2014,58(12)；2.《普速铁路 105m柱板式空心高墩细节设计研究》李兆章,铁道

标准设计 2021,65(03)。 

借鉴国内外高墩的研究成果及成功的应用经验，提出了 1.6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

墩的构造形式，墩柱间设置薄壁板及少量横梁联系，该桥墩以四个正方形墩柱为主要

受力构件，之间以薄壁连接板相连，沿桥墩高墩方向设置三道横梁以增强整体受力。

墩柱形式的比选采用圆形、正八边形、正四边形进行比选；横梁采用设置 3道、4 道、

5道横梁进行比选；连接板厚度考虑钢筋布置、剪力滞效应等，采用 0.7m板厚、0.8m

板厚、1m板厚进行比选。通过结构刚度、墩身圬工、施工方案等综合比较后，墩柱采

用正四边形倒圆角形式，沿墩高方向设置 3 道 2m 高的横梁，连接板厚度根据受力情

况采用 0.8m，1m 两种板厚。在连接板上设置 1m～1.5m不等的通风孔，以减小墩身温

度力。由于该墩型为首次采用，必须对其最优构造、合理刚度、静力、地震力、温度

力、风力、车桥耦合等一系列受力工况进行详细分析，掌握其受力机理。 

1.6 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的力学性能介于传统空心高墩与多柱格构式桥墩之

间，它既继承了传统空心高墩结构整体性好的优点，又兼有多柱格构式桥墩抗震性能

优越的特性。由于有横梁和薄壁板的联系作用，在正常使用阶段和多遇地震时，桥墩

可提供较大的刚度，保证桥梁结构安全运营；一旦遭遇强烈地震，薄壁板开裂后，结

构刚度迅速下降，周期延长，地震作用得到大幅度消减，从而保护主体结构免受损伤。

另外，如果地震力过大，柱底区域也可形成塑性铰，从而确保基础安全，避免桥梁结

构整体跨塌。 

这种分离式受力结构应用到铁路桥墩上是一次

大胆尝试。这一巧妙设计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各设计

构件的作用，在保证设计安全的前提下，减小了墩

身自重。经过比较分析，国内已建成 100m 以上高墩，

每米混凝土含量在 140m3/m 以上，而纵目沟特大桥

主墩每米混凝土含量为 102m3/m，墩身混凝土数量减小很明显。因此还显著减小了桩

基设计难度，节省了工程投资，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墩型的成功实

施，得到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多方赞誉，被形象的称之为：渭北高原上的“埃菲尔铁

塔”。 

创新点 2：通过多维度理论计算和不同施工状态下缩尺模型试验，首次对新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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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空心墩进行抗风性能研究：通过桥址区风环境数值模拟、桥墩墩体及主梁风载参

数的 CFD 计算分析、桥梁典型状态气动弹性模型风洞试验研究及典型状态的风载内力

计算，对高墩桥梁的抗风性能进行评价。 

佐证材料：（2017）中铁建科评字（102）科技评审证书、科技查新报告（编号：

J20225001232743020）； 

核心刊物论文：1.《新型柱板式高墩施工关键技术》陈敦、田杰、田大业，施工

技术 2015 年 04 期；2.《铁路新型柱板式空心墩刚构桥抗风研究》李宗建,高速铁路

技术 2015 年 06期； 

山区风环境的数值模拟是在计算机上对研究对象周围风的流动所遵循的动力学

方程进行数值求解(通常称为计算流体力学或 CFD)，从而仿真实际的风环境。通过这

一技术，细致深入的研究了桥墩和梁体在九个

来流风方向（NNW、北、西北、西、西南、南、

东南、东和东北），每个方向风速从 0～22m/s

设计风速工况下的受力情况，再通过 1：75 的

风洞缩尺模型（最大双悬臂状态和独墩状态两

种模型）试验进行验证，模拟了复杂山区的大

气边界层，得到了高墩计算所需的静力系数，

获得了深谷地区风速及风攻角沿跨向分布规律，提出了山区风特性的确定方法与标

准。最后对桥墩各控制截面的内力（静风荷内力和抖振内力）进行计算，结果显示，

新型柱板式空心墩抗风性能良好。 

创新点 3：首次对框架结构应用于桥墩设计进行实验验证和有限元分析并提出简

化算法：本项目采用拟静力模型试验首次研究了柱板式桥墩的破坏模式和滞回特性，

通过对比试验数据和有限元实体模型计算结果，对已广泛应用于框架剪力墙分析的二

元件杆系模型应用于柱板式桥墩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同时，对模型参数的计算公式

进行了修正，并应用于新型柱板式高墩非线性地震反应分析。通过模型试验与数值分

析两种手段，深入地研究了新型柱板式桥墩的破坏特征、裂缝开展情况、滞回特性以

及钢筋和混凝土应力情况。 

佐证材料：科技评审证书（2017）中铁建科评字（102）、科技查新报告（编号：

J20225001232743020）； 

核心刊物论文：1.《基于抗震设计的新型高墩构造比选——以黄韩侯铁路纵目沟

特大桥 105m 高主墩为例》李宗建，铁道标准设计

2020,64(06)：98-103+111。 

拟静力试验是目前研究结构或构件抗震性能中应用最

广泛的试验方法之一。本课题试验以黄韩侯铁路纵目沟特大

桥柱板式桥墩为原型，截取柱板式空心桥墩中间第三个节段

进行模型设计，制作设计比例尺为 1:10 的试验模型（制作

4 个纵向柱板式、3 个横向柱板式以及与横向对应的一个框

架模型共计 8 个试件模型，模拟桥墩纵横向刚度），对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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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板式高墩地震作用下破坏形式进行定性判定，并绘出板开裂过程滞回特性曲线。再

采用有限元模型，通过实体模型和杆系结构分别进行模拟，对高墩地震作用下线性和

非线性反应进行分析，对试验数据进行验证。 

对于柱板式结构的理论分析，是基于框架剪力墙结构的二元件杆系模型（将剪力

墙单元理想化为一个连接上下楼面水平无限刚梁的串连水平弹簧和转动弹簧组件。水

平弹簧代表墙的横向剪切刚度，转动弹簧代表墙的弯曲刚度），通过试验数据和有限

元数据分析，有效的验证了柱板式结构采用二元件等效模型进行结构受力分析的可行

性，从而可以通过实际结构相对应恢复力参数的计算来对板进行二元件模型的简化。

新型柱板式空心墩并不能直接采用经典的二元件理论，必须对经典公式和参数进行修

正（主要是连接板的屈服弯矩计算公式的修正），修正后的公式简化了计算，能方便

的求出连接板的初始刚度、屈服刚度、剪切开裂时的剪力、极限剪力；屈服弯矩等，

为该新型高墩的推广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创新点 4：针对 1.6 次抛物线形超高墩墩身变截面大，结构复杂、传统模板操作

难度大等技术难题，首次提出将液压爬模体系应用于 1.6次抛物线铁路超高墩的施工

具有重量轻、异型结构适应性好、操作简便等特点，提高了施工效率。 

佐证材料：科技评审证书（2017）中铁建科评字（102）号、科技查新报告（编

号：J20225001232743020）； 

知识产权：1.《曲线超高型空心柱板式桥墩墩顶实心段模板的安装方法（专利号

ZL201310445084.5）》； 2.《柱板式空心高墩施工用液压爬模（专利号：

ZL201320373477.5）》。 

核心刊物论文：1.《新型柱板式高墩施工关键技术》陈敦、田杰、田大业，施工

技术 2015 年 04 期；2.《新型柱板式超高空心墩预应力横梁施工技术》秦文,铁道建

筑技术 2014 年 05 期；3.《新型曲线柱板式空心超高墩施工技术》秦文,铁道建筑技

术 2014 年 04期。 

针对纵目沟特大桥 5#墩墩高 105m，采用卓梁 QPMX-50 型液压爬模模板配合塔吊

完成，卓梁模板设计为整体维萨板代替传统钢模板，操作简单方便，墩身四周 32 块

钢模用于立柱圆弧及柱板连接倒角处，木模 30 块用于直面，模板在完成一个节段后

重新改造加工。爬模利用自身的液压顶升系统和上下

两个换向分别提升导轨和支架，实现架体与导轨的互

爬，后移装置实现模板的水平进退。在第一次混凝土

浇筑完后，拆除模板及支架,吊装爬架，并将爬架挂在

相应的埋件点上；通过可调斜撑调整模板的垂直度；

后移拉杆装置将模板下沿与上次浇筑完的混凝土结构

表面顶紧，确保不漏浆，不错台。                        模板加固示意图 

墩身第 3 节段横桥向倾角最大约为 11°，新浇筑的混凝土水平分力为：

1×25×tan11°=4.5kN/m2，模板在加固时利用墩身内部劲性骨架。劲性骨架由 20#槽钢

组合成“［］”形截面，有较大的空间刚度。模板加固和纠偏可充分利用该骨架，另

外利用墩身下部已浇筑的混凝土上的模板体系预埋件，再加固或纠偏。 

7

202
2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墩身主筋为Ф32螺纹钢，最大倾角 110°，通过墩身浇筑高度和预埋钢筋长度，

确定钢筋倾斜角度，配合垂球将钢筋投影至施工平台上划线标记，在劲性骨架上安装

横向临时支撑，另一端沿标记线设水平杆，将墩身主筋并排斜靠于临时支撑水平杆上

并进行临时加固，绑扎墩身钢筋，拆除临时支撑。 

创新点 5：针对特定山区峡谷风致效应、长年多变日照温度效应等因素对格构式

曲线超高墩线型影响，突破施工时段环境参数与主体工程多场耦合技术难题，采用实

时数值分析和测量定位监控融合技术，保证了长周期施工条件下成桥后墩身线型准确

性和美观性。 

佐证材料：科技评审证书（2017）中铁建科评字（102）号、科技查新报告（编

号：J20225001232743020）； 

知识产权：1.《一种 1.6 次抛物线型特大桥墩测量及墩身线形控制方法（专利号：

ZL201310281791.5）》；2.《一种曲线超高型桥墩墩身温度预应力裂缝的控制方法（专

利号 ZL201310693618.6）》； 

核心期刊论文：1.《新型柱板式高墩施工关键技术》陈敦、田杰、田大业，施工

技术2015年04期；2.《新型曲线柱板式空心超高墩施工技术》秦文,铁道建筑技术2014

年 04期；3.《连续钢构大跨度边跨现浇段施工技术》田杰，交通建设与管

2014,(10):102-104；4.《论纵目沟特大桥5#主墩连续梁0#块施工》任超，建材与装

饰2016,(05)。 

按 7级大风，风速取 10m/s模拟。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分析短边、长边迎风运行

和施工状态下桥墩风荷载，分别在墩体顶部和底部加固定约束。当在风荷载作用下，

施工状态下桥墩的短边迎风最大横向位移为 3.612mm，位置出现在桥墩的顶端，第一

主应力在系梁位置会有应力集中现象产生。第三主应力出现在桥墩顶部，在系梁位置

同出现应力集中现象。而运行状态下桥墩的短边迎风最大横向位移为 1.059mm，位置

出现在桥墩中上部。第一主应力的分布由上到下递减。第三主应力的最大位置出现在

桥墩顶部，分布同第一主应力由上到下递减。 

在风荷载作用下，施工状态下桥墩的长边迎风最

大横向位移为 3.655mm，长边迎风位置出现在桥墩顶

部。第一主应力的分布较平均，在横梁位置有应力

集中现象。第三主应力的最大位置出现在桥墩顶部，

在横梁位置同样有应力集中现象。而施工状态下桥

墩长边迎风的最大横向位移为 1.06mm，位置出现在

桥墩中上部和底部。第一主应力的分布由

上到下递减，无应力集中现象。 

5#墩温度变形采用全站仪观测 zt3037

至 zt2038距离来计算气象改正值。仪器在

测距为 1km 时，温度每变化 1℃，产生的

测距误差约为 1.1mm；大气压每变化 1hpa,

产生的测距误差在 0.3mm。施工需选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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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时间校模，清晨墩身温度均匀，墩顶未因温度差引起的位移。 

线形分解和测量控制依据墩身曲线方程计算轴线数据，整

个墩身由 12个圆弧 12个倒角组成，在墩身人行步板上切割一

个 20×20cm 的方洞，将激光靶安装在此处，脚架立在承台上

安装垂准仪。使激光束再靶上形成一个直径 1mm的光点，做好

标记。任意水平转动垂准仪，看多次光点中心偏差是否超过

1mm，此时激光束竖直线即为该控制点的垂直方向线。 

创新点 6：采用优化混凝土配比，添加聚丙烯纤维，合理安排混凝土浇筑方法和

顺序，应力集中区增设高强防裂钢丝网，混凝土自动喷淋养护等综合措施，有效防止

了柱板式钢筋混凝土结构裂缝的发生。并将壁挂式液压布料机成功运用到高墩大截

面、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中，确保了混凝土浇筑连续性及浇筑质量。 

佐证材料：科技评审证书（2017）中铁建科评字（102）号、科技查新报告（编

号：J20225001232743020）； 

知识产权：1.《一种曲线超高型桥墩墩身温度预应力裂缝的控制方法（专利号

ZL201310693618.6）》；2.《抛物线形柱板式空心桥墩墩身的养护结构及养护方法（专

利号：ZL201310382494.X）》；3.《大体积混凝土承台温度测量装置（专利号：

ZL20152096413.0）》； 4.《大体积混凝土承台施工用温度装置（专利号：

ZL201520973271.5）》；5.《一种墩底大体积混凝土的控温装置（专利号：

ZL201320549636.2 ）》 ； 6.《混 凝土桥墩 自动喷 淋养 护系统 （专利 号 ：

ZL202120504087.2）》。 

通过现场试验对配合比设计优化，粗骨料采用二级级配、I 级粉煤灰作为混凝土

掺合料同时增加添加高性能减水剂和聚丙烯纤维。优化后的配合比为:水泥：砂：碎

石：粉煤灰：水：减水剂=384：671：1094：96：149：5.28。 

将 5#主墩墩身混凝土浇筑分 26个节段，最

大浇筑高度 5m,最小浇筑高度 2m，通过试验模

拟，墩身下部（25m 以下）用 2台 46m 汽车泵浇

筑，上部用 2台地泵浇筑，泵管沿墩身内壁上下

布置，而上部直达施工平台连接内爬式壁挂液压

布料机，布料机有效旋转半径 12m。混凝土先立

柱，后连接板对称交替浇筑。 

混凝土养护采用自动喷淋装置，喷淋水管于模板上口沿墩身内外环向布置，喷淋

管上每隔 0.5m 安装 1 个喷嘴，待混凝土强度达到拆模条件时模板体系后移，养生水

用高压水泵送至喷淋系统内，通过喷嘴形成雾状喷至刚脱模的混凝土表面，始终保持

新浇的混凝土表面湿润。 

2017 年 8 月 22 日通过了中共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评审，科技成果评审证书

编号：（2017）中铁建科评字（102）号评审结论： 

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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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局限性 

 

针对 1.6次抛物线型空心超高墩特点情况，采用的卓梁液压爬模体

系，利用自身的液压顶升系统和上下两个换向分别提升导轨和支架，实

现架体与导轨的互爬，能够保证稳步安全爬升。局限性：只能用于超高

墩施工，液压爬模费用较高。 

针对 1.6次抛物线型空心超高墩线性控制技术，1.6 次抛物线型柱

板式空心高墩建立数据化模型进行线形计算分析，研究不同的外部条

件、不同季节、日照、风荷载、塔吊作用对墩身线性的影响，安装垂准

仪，打开向下发射激光束按钮，精确调平垂准仪。局限性：线性控制难

度较大，需要充分考虑外部环境情况下进行线性控制，仅限于超高墩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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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1．成果关键技术创新点 

“1.6 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设计施工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2017 年 8

月 22 日通过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专家评审（编号：（2017）中铁建科评字

102 号）评审意见（见附件）： 

1）首次将液压爬模应用于曲线新型柱板式超高墩的施工，具有重量轻、异

型结构适应性好、通用性强、操作简便、施工速度快、成本低等特点，提高了

施工效率。 

2）在超高墩施工线型控制中，充分考虑温度、日照、风载等影响因素，采

用数值分析和测量定位监控相结合的技术，保证了墩身线型准确和美观流畅。 

3）采用优化混凝土配比，添加聚丙烯纤维，合理安排混凝土浇筑方法和顺

序，应力集中区增设高强防裂钢丝网，混凝土自动喷淋养护等综合措施，有效

防止了柱板式钢筋混凝土结构裂缝的发生并将壁挂式液压布料机成功运用到高

墩大截面、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中，确保了混凝土浇筑连续性及浇筑质量。 

4）首创新型柱板式空心高墩结构，在非罕遇地震下柱板共同受力，罕遇地

震下薄壁板开裂耗能，保护主体结构，分离式受力形式为高墩桥梁设计提供了

一种全新的思路。 

5）系统开展了柱板式空心高墩抗震、抗风理论分析和模型试验研究，并通

过现场实测桥墩温度分布，对高墩温度场与温度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解决了

该结构应用于铁路桥梁工程实践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综上所述，研究成果在纵目沟特大桥施工中得到了成功应用，经济社会效

益显著，为类似工程施工提供了宝贵经验，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科技查新 

“1.6 次抛物线形空心超高铁路桥墩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2022 年 6 月

15 日西南信息查询中心查询”对成果关键技术进行国内外查新，报告编号：

J20225001232743020，查新结果（见附件）： 

检出文献中，见有 1.6 次抛物线柱板式空心高墩施工技术，桥梁空心薄壁

墩整体式提升托架施工技术研究等相关文献报道，但本项目所述横梁采用托架

法施工，外侧托架液压爬模的承重三角架体做为承重牛腿，内侧用预埋型钢组

合的牛腿做为承重托架，同时利用 ANSYS 软件对墩身线性建立有限元分析模

型，计算长短边风荷载，进一步利用“双掺技术”，采用新型的聚羧酸高效减水

剂，添加聚丙烯纤维，采用自动喷淋系统养护的“1.6 次抛物线形空心超高铁

路桥墩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在所检文献以及时限范围内，国内外未见文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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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有新颖性。 

3．质监站、西安铁路局对纵目沟特大桥评价： 

 采用新工艺、新技术，率先采用液压爬模施工技术，并成功应用到 1.6 次

抛物线线形中，首次将液压布料机应用于百米高墩施工中并取得成功，配套高

墩自动喷淋养生和视频语音监控系统在该项目成功运用后已推广到西安铁路局

在建项目其他桥梁和隧道（视频监控）中使用。  

国内铁路高墩设计多采用结构整体性好、经济性能优越的传统圆端型或矩

形空心墩，由于受刚度条件控制，桥墩结面尺寸和圬工量很大，占工程总投资

比例较高。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墩身结构处于弹性工作状态，而基础往往由于受

力过大，设计困难，这是传统空心高墩的弱点，目前国外正在研究应用多柱格

构式桥墩，这种新型桥墩有可能取代传统圆端形或矩型空心高墩，具有高抗震

抗风特性，在获得相同刚度的前提下，新型柱板式空心高墩圬工量少于传统空

心高墩，新型柱板式空心高墩综合施工技术为我国填补了一项技术空白，。研究

成果在纵目沟特大桥施工中得到了成功应用，经济社会效益显著，为该结构类

型墩在我国铁路建设中逐步推广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4．与国内外技术对比：（详见查新报告） 

项目横梁采用托架法施工，外侧托架液压爬模的承重三角架体做为承重牛

腿，内侧用预埋型钢组合的牛腿做为承重托架，同时利用 ANSYS软件对墩身线

性建立有限元分析模型，计算长短边风荷载，进一步利用“双掺技术”，采用

新型的聚羧酸高效减水剂，添加聚丙烯纤维，采用自动喷淋系统养护的“1.6

次抛物线形空心超高铁路桥墩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在所检文献以及时限范

围内，国内外未见文献报 

5.国内外重要科技奖项： 

（1）“黄陵至韩城至侯马铁路总目沟特大桥”荣获 2017-2018年度铁道部

优质工程一等奖； 

（2）“1.6 次抛物线形空心超高铁路桥墩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荣获 2019

年度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3）“黄韩候铁路纵目沟特大桥设计”荣获陕西省第十九次优秀工程设计

一等奖； 

（4）“1.6 次抛物线形空心超高铁路桥墩快速施工工法”荣获 2015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级工法； 

（5）“1.6 次抛物线形空心超高铁路桥墩关键技术研究”荣获 2017年度全

国滑模、爬模工艺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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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黄陵至韩城至侯马铁路全长 204.58km，是连接陕西省中部与山东省南部的

重要能源运输通道。其中纵目沟特大桥 5#主墩和孔鹿角河特大桥 5#、6#墩中应

用。 

纵目沟特大桥 5 号主墩于 2014 年 5 月完成封顶，2015 年 12 月黄韩侯铁路

开通运营。项目依托 1.6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墩高 105m，为西北铁路第一

高墩。系统开展了结构设计方案研究、1.6 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抗风性能研

究、新型高墩抗震性能研究等关键技术，掌握新结构受力机理。提出了二元件

结构简化设计方法，并应用于工程实践，对推动铁路桥梁建设科技进步具有重

要意义，继本桥成功建设之后，已经有类似结构开始在国内陆续推广采用。 

纵目沟特大桥 5#主墩采用 1.6 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式结构，结构复杂、

科技含量高、施工难度大，是我国在桥梁建设中首次采用此类设计，施工中积

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重点突破了液压爬模在抛物线中的应用、1.6 次抛物

线形空心超高铁路桥墩形控制技术，柱板式结构防裂控制技术，壁挂液压布料

机在超高墩中的应用，1.6次抛物线形空心超高铁路桥墩机械优化配置等难题，

在规定的时间内优质完成墩身施工任务。 

项目积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率先采用液压爬模施工技术，并成功应用

到 1.6次抛物线线形中，首次将液压布料机应用于百米高墩施工中并取得成功，

配套高墩自动喷淋养生和视频语音监控系统在该项目成功运用后已推广到西安

铁路局在建项目其他桥梁和隧道（视频监控）中使用。  

项目部率先使用的各个系统，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也

成为了相关单位观摩、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先后迎接了中国铁路总公司质监总

站处长、西安铁路局局长、西安铁路局 2012年度安全风险管理现场观摩会、兰

州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师生近 80余人、多家新闻媒体等单位、领导人来项目观

摩学习，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国内铁路高墩设计多采用结构整体性好、经济性能优越的传统圆端型或矩

形空心墩，由于受刚度条件控制，桥墩结面尺寸和圬工量很大，占工程总投资

比例较高。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墩身结构处于弹性工作状态，而基础往往由于受

力过大，设计困难，这是传统空心高墩的弱点，目前国外正在研究应用多柱格

构式桥墩，这种 1.6 次抛物线形桥墩有可能取代传统圆端形或矩型空心高墩，

具有高抗震抗风特性，在获得相同刚度的前提下，新型柱板式空心高墩圬工量

少于传统空心高墩，1.6 次抛物线形空心超高铁路桥墩综合施工技术为我国填

补了一项技术空白。研究成果在纵目沟特大桥施工中得到了成功应用，经济社

会效益显著，为该结构类型墩在我国铁路建设中逐步推广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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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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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铁路西安局

集团有限公司第

三工程指挥部 

1.6次抛物线形

铁路超高墩设计

施工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黄韩侯铁路工程

土建 HHZQ-1标纵

目沟特大桥

/1.57亿元 

2010.11.1～

2013.3.30 

张军

/1888392

0361 

2 

中国铁路西安局

集团有限公司第

三工程指挥部 

1.6次抛物线形

铁路超高墩设计

施工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黄韩侯铁路工程

土建 HHZQ-1标孔

鹿角河特大桥

/9500万元 

2012.5.5～

2013.12.10 

张军

/1888392

0361 

3 
中铁二十二局集

团有限公司 

1.6次抛物线形

铁路超高墩设计

施工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高平至沁水高速

公路沁水河特大

桥/7500万元 

2014.3.5-20

16.9.10 

王英森

/1334671

9966 

4 

中国电建集团成

都勘察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1.6次抛物线形

铁路超高墩设计

施工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两河口水电站库

洛古村至下瓦然

洛古特大桥

/10400万元 

2016.3.5-20

18.12.10 

范金泉

/1879336

6288 

5 
重庆特发建新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 

1.6次抛物线形

铁路超高墩设计

施工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石黔高速公路石

会山特大桥

/12000万元 

2016.5.10-2

019.5.30 

王维军

/1804916

0859 

6 
渝涪铁路有限责

任公司 

1.6次抛物线形

铁路超高墩设计

施工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重庆至怀化线涪

陵至梅江段 4标

段保家左线特大

桥/12300万元 

2016.10.1-2

019.8.30 

张秦军

/1852334

4366 

7 

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铁路枢纽东环

线建设指挥部 

1.6次抛物线形

铁路超高墩设计

施工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重庆铁路枢纽东

环线项目南彭三

岔桥/10100万元 

2018.10.5-2

020.11.25 

郭岩

/1518118

1100 

8 

北海市城市建设

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1.6次抛物线形

铁路超高墩设计

施工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北海西村港跨海

大桥/85000万元 

2019.8.1至

今 

李宏强

/1822033

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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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效益 

该技术主要应用于陕西省渭南市、山西省、重庆市、四川省、湖北省宜昌市、

北海市等地应用，该成果节约金额 16538.93 万元。 

1）应用于陕西省渭南黄韩侯铁路纵目沟特大桥、孔鹿角特大桥降低施工成本

5091.5 万元 

①墩身模板方案优化，节省模板材料费用 1180.8万元。（钢木模比选）；②墩

身施工进度提前工期 6个月，节约管理费用 1080万；③优化机械设备投入，减少

费用约为 2830.7万元（按 6个月计算）。 

2）应用于重庆市石黔高速、涪秀二线铁路、重庆东环铁路、四川省两河口洛

下洛古特大桥项目降低成本 2386.44 万元 

①应用液压爬模体系技术节约材料费 1020.54 万元；②墩身施工进度提前工

期 5个月，节约管理费用 980万；③自动喷淋技术应用，节约人工费 150.3万元；

④配合比优化节约费用 235.60万元。 

3）应用于山西省至沁水高速公路沁水河特大桥降低成本 2101.54 万元； 

①应用液压爬模体系技术节约材料费 620.89 万元；②配合比优化节约费用

650.43万元；③优化机械设备投入，减少费用约为 830.22 万元（按 6个月计算）。 

4）应用于北海市西村港跨海大桥部分工程降低成本 5751.25 万元； 

①墩身模板方案优化，节省模板材料费用 1580.8万元。（钢木模比选）；②墩

身施工进度提前工期 5 个月，节约管理费用 720 万；③优化机械设备投入，减少

费用约为 1900.33 万元（按 5个月计算；）④配合比优化节约费用 1550.12万元。 

5）应用于湖北下牢溪特大桥部分工程降低成本 1208.2 万元。 

①优化机械设备投入，减少费用约为 501万元（按 3 个月计算）；②墩身模板

方案优化，节省模板材料费用 581.2 万元；③墩身养护采用自动喷淋系统，节约

人工费 126万元。 

2、社会效益 

1）随着我国交通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公路、铁路和城市道路不断出现越来

越多高墩大跨桥梁，高墩桥梁施工技术也日趋成熟，而对于新型、异型曲线超高

墩施工技术与方法的研究已成为桥梁建设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纵目沟特大桥

5#主墩采用 1.6 次抛物线形空心结构，设计新颖、结构复杂、科技含量高、施工

难度大，这是“5.12”汶川大地震后我国首次采用此类设计,具有高强抗震、抗风

的效果，在我国桥梁建设中尚属首例，无可借鉴的施工工艺及经验。  

2）1.6 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为国内首例，被列为铁道部攻关项目，该项目

填补了我集团公司一项技术空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曲线桥施工技术控制措施。 

3）纵目沟特大桥 5#主墩顺利封顶，标志着一项新型铁路桥梁设计、施工科技

攻关的成功，为 1.6 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积累了宝贵经验，为该类高抗震、抗

风桥墩在地震多发区的推广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6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成功应用于黄韩侯铁路工程，提前 6个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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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墩施工任务，确保了节点工期目标。授权专利 10件，获批国家级工法、省部级

工法 1项、发表论文 9篇取得了重大的创新并有非常大的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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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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物线形柱板
式空心桥墩墩
身的养护结构
及养护方法

中国 ZL201310
382494.x

2015年
11月25日 第1846183号

中南大学
、中铁二
十局第三
工程有限
公司

杨小礼
；刘义立
；王路路
；任高峰

2 发明专利

一种曲线超高
型桥墩墩身温
度应力裂缝的
控制方法

中国 ZL201310
693618.6

2015年
05月02日 第1775075号

中南大学
；中铁二
十局集团
第三工程
有限公司

杨小礼
；刘义立
；许敬叔
；任高峰
；方哲

3 发明专利

曲线超高型空
心柱板式桥墩
墩顶实心段模
板的安装方法

中国 ZL201310
445084.5

2015年
11月04日 第1834479号

中南大学
；中铁二
十局集团
第三工程
有限公司

杨小礼
；刘义立
；杨子汉
；任高峰
；方哲

4 发明专利

一种1.6次抛
物线型特大桥
墩测量及墩身
线形控制方法

中国 ZL201310
281791.5

2015年
06月24日 第1735867号

中南大学
; 中铁二
十局集团
第三工程
有限公司

杨小礼;
刘义立;
王路路;
任高峰

5 发明专利

抛物线形超高
型桥墩施工中
的塔吊转换方
法

中国 ZL201310
372219.X

2015年
05月20日 第1815582号

中南大学
; 中铁二
十局集团
第三工程
有限公司

杨小礼;
刘义立;
方哲; 田
杰

6 实用新型
专利

柱板式空心高
墩施工用液压
爬模

中国 ZL201320
373477.5

2013年
12月18日 第3322436号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三工有限
公司

任高峰
；田杰
；李晓燕
；郭张峰
；胡国旗
；唐辉
；何东
；夏祥宝
；田大业
；郭保民
；任超

7 实用新型
专利

大体积混凝土
承台温度测量
装置

中国 ZL201520
96413.0

2016年
04月06日 第5109982号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三工程有
限公司

任高峰
；王锋
；朱朋刚

8 论文
曲线新型柱板
式高墩施工关
键技术

中国

《施工技
术》
2015年
04期
（77-
80+84）

2015年
05月25日 《施工技术》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三工程有
限公司

陈敦; 田
杰; 田大
业

9 论文
铁路新型柱板
式空心墩刚构
桥抗风研究

中国

高速铁路
技术
2015,6(02
)：45-50

2015年
04月20日

《高速铁路技
术》

中铁第一
勘察设计
院集团有
限公司

李宗建

10 论文
新型曲线柱板
式空心超高墩
施工技术

中国

《铁道建
筑技术》
2014年
04期
（52-
56页）

2014年
04月20日

《铁道建筑技
术》

中铁二十
局集团有
第三工程
有限公司

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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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任高峰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3年02月28日 出  生  地 陕西渭南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210119730228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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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铁道学院 毕业时间 1997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869014866@qq.com 办公电话 无 移动电话 18681868386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太华北路89号 邮政编码 400065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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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11月01日　至 2013年03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审核“1.6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设计施工关键技术研究”方案；
2）提出创新点五：针对特定山区峡谷风致效应、长年多变日照温度效应等因素对格构式曲线超高墩线型影响
，突破施工时段环境参数与主体工程多场耦合技术难题，采用实时数值分析和测量定位监控融合技术，保证了
长周期施工条件下成桥后墩身线型准确性和美观性；
3）授权：柱板式空心高墩施工用液压爬模（专利号：ZL201320373477.5）、混凝土桥墩自动喷淋养护系统（专
利号：ZL201220504087.2）、一种曲线超高型桥墩墩身温度预应力裂缝的控制方法(专利号
：ZL201310693618.6)。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2019年度获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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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小礼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8年05月15日 出  生  地 陕西渭南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512101197805151718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中南大学 毕业时间 1996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262426170@qq.com 办公电话 13650532321 移动电话 13650532321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太华北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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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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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1月01日　至 2013年03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根据施工图纸，现场调研等方式，编制制定.6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设计施工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方案。
2）主持编制申报该技术成果发明专利。授权专利:抛物线形柱板式空心桥墩墩身的养护结构及养护方法（专利
号：ZL201310382494.x）；抛物线形超高型桥墩施工中的塔吊转换方法（专利号：ZL 201310372219.X）；一种
墩底大体积混凝土的控制装置”（专利号：ZL201320549636.2）、曲线超高型空心柱板式桥墩墩顶实心段模板
的安装方法（专利号：ZL201310445084.5）、一种1.6次抛物线型特大桥墩测量及墩身线形控制方法（专利号
：ZL201310281791.5）。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2019年度获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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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朋刚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5年12月23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咸阳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43119851223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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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08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kjbu2013@163.com 办公电话 无 移动电话 18680716972

通讯地址 重庆市南岸区黄桷垭镇崇文路28号附7 邮政编码 400065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总工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重庆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10月01日　至 2013年03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对“1.6次抛物线形铁路超高墩设计施工关键技术研究”方案进行审核；
2）提出了创新点二：通过多维度理论计算和不同施工状态下缩尺模型试验，首次对新型柱板式空心墩进行抗
风性能研究：通过桥址区风环境数值模拟、桥墩墩体及主梁风载参数的CFD计算分析、桥梁典型状态气动弹性
模型风洞试验研究及典型状态的风载内力计算，对高墩桥梁的抗风性能进行评价。
3）大体积混凝土承台温度监测装置（专利号：ZL201520969413.0）、大体积混凝土承台施工用温控装置（专利
号：ZL201520973271.5）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1.6次抛物线形空心超高铁路桥墩快速施工工法”2015年度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级工
法，批准文号：建质【2015】2015号
2）2019年度获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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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建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0年12月15日 出  生  地 四川眉山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511121198012153210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正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南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05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桥梁工程

电子邮箱 23117832@qq.com 办公电话 02982365385 移动电话 15829298035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西影路2号桥隧处 邮政编码 710043

工作单位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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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0月01日　至 2013年03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提出创新点一：高墩。在世界铁路上首次采用混凝土格构式墩柱 横梁 连接板框架结构形式桥墩，打破
了传统整体式桥墩的设计束缚，创造性提出在罕遇地震情况下允许桥墩局部开裂的设计理念，解决了高烈度地
震区高墩大跨桥梁设计难题.
2）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篇。《新型柱板式高墩施工关键技术》施工技术2015年.04期；《铁路新型柱板式空心墩
刚构桥抗风研究》高速铁路技术2015 年第04 期；《基于抗震设计的新型高墩构造比选——以黄韩侯铁路纵目
沟特大桥105m高主墩为例》铁道标准设计2020,64(06)；《纵目沟特大桥新型柱板式空心高墩设计》铁道标准设
计 2014,58(12)。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 “哈大客运专线大跨度钢箱叠拱桥关键技术研究”获2014年度铁道学会科技一等奖；
2.”新型柱板式空心搞得关键技术研究”获2016年度铁建科学技术二等奖；
3.“黄韩候铁路纵目沟特大桥设计”获陕西第十九次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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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家奎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2年11月07日 出  生  地 四川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4010319721107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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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大学 毕业时间 1994年07月10日 所学专业 桥梁工程

电子邮箱 kjbu2013@163.com 办公电话 无 移动电话 023-62626947

通讯地址 重庆市南岸区黄桷垭镇崇文路28 号附7 邮政编码 400065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总经理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重庆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11月01日　至 2013年03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参与方案的编制。
2）提出创新点三：首次对框架结构应用于桥墩设计进行实验验证和有限元分析并提出简化算法，拟静力模型
试验首 次研究了柱板式桥墩的破坏模式和滞回特性，通过对比试验数据有限元实体模型 计算结果，对已广泛
应用 于框架剪力墙分析的二元件杆系模型应用于柱板式桥墩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支撑材料：科技评审证书
（2017）中铁建科评字（102）号、科技查新报告（编号：J2022500123274302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2019年度获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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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张锋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0年06月12日 出  生  地 陕西 澄城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301031970061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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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毕业学校 石家庄铁道大学 毕业时间 2019年01月08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693452470@qq.com 办公电话 023-62626947 移动电话 15923188333

通讯地址 重庆市南岸区黄桷亚崇文路28号附7 邮政编码 400065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总工程师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重庆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11月03日　至 2013年03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参与方案实施，技术总结；
2）提出了墩身养护采用自动喷淋系统及液压爬模维萨木板，减轻了模板重量保证了工期点。
3）提出创新点六：优化混凝土配比，添加聚丙烯纤维，合理安排混凝土浇筑方法和顺序，应力集中区增设高
强防裂钢丝网，混凝土自动喷淋养护等综合措施，有效防止了柱板式钢筋混凝土结构裂缝的发生。并将壁挂式
液压布料机成功运用到高墩大截面、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中，确保了混凝土浇筑连续性及浇筑质量。
4）柱板式空心高墩施工用液压爬模（专利号：ZL201320373477.5）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2019年度获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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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杰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9年09月08日 出  生  地 陕西咸阳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4041979090810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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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07月30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6079097@qq.com 办公电话 18691331666 移动电话 18691331666

通讯地址 重庆市南岸区黄桷垭镇崇文路28附7 邮政编码 400065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总工程师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重庆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10月01日　至 2013年03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参与“曲线新型柱板式空心超高墩施工技术”方案方案、并组织实施；
2）提出创新点四：针对 1 .6 次抛物线 形超高墩墩身 变截面大 ，结构 复杂 、 传统 模板 操作难度大等技术难题
首次 提出 将 液压爬模体系应用于 1 .6 次抛物线铁路超高墩 的施工具有重量轻、异型结构适应性好、 操作简便
等特点，提高了施工效率；
3）参与技术总结和专利材料的撰写工作，论文新型柱板式高墩施工关键技术（施工技术2015年2月下第44卷第
4期）、连续钢构大跨度边跨现浇段施工技术（桥梁与隧道工程）。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1.6次抛物线形空心超高铁路桥墩快速施工工法”2015年度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级工
法，批准文号：建质【2015】2015号
2）2019年度获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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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02
2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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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82152888 邮政编码 710016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太华北路89号

联  系  人 王永丽 单位电话 029-82153633 移动电话 1365621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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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参与课题的研究，针对柱板式墩身施工难题，提出了将液压爬模应用于曲线新型柱板式超高墩
的施工，具有重量轻、异型结构适应性好、通用性强、操作简便。并授权高墩液压爬模实用新型专利。
2）针对1.6次抛物线柱板式高墩线性控制难题，提出了在超高墩施工线型控制中，充分考虑温度、日照、
风载等影响因素，采用数值分析和测量定位监控相结合的技术，保证了墩身线性控制质量。
3）墩身主筋倾斜角度定位，利用墩柱内劲性骨架连接临时钢筋定位水平杆，快速定位钢筋倾斜角度，解
决了无法利用传统高墩施工钢筋绑扎辅助架的难题，大幅提高施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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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吴青华 所  在  地 重庆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3-62626940 邮政编码 400065

通讯地址 重庆市南岸区黄桷垭镇崇文路28号附7

联  系  人 朱朋刚 单位电话 023-62626947 移动电话 18680716972

电子邮箱 kjbu2013@163.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参与项目课题组研究，针对抛物线型空心超高桥墩的施工特点，提出了曲线超高型空心柱板式桥墩
墩顶实心段模板的安装方法和曲线形超高型桥墩施工中的塔吊转换方法等创新技术，有效地满足 了桥墩
线形要求，实现安全可靠快速地施工。
2)面对山区多变的环境，提出了曲线形柱板式空心桥墩墩身的养护结构及养护方法和一种墩底大 体积混
凝土的控温装置等技术手段，改善了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异性墩身的养护问题，对于加快施工 进度并保
证施工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3)采用诸多的创新技术，顺利完成依托工程的建设，多次获得业主和监理单位的奖励，发挥了该成果技术
的优势。在其他项目中，运用该技术成果，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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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3 法定代表人 黄超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82365835 邮政编码 710043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西影路2号

联  系  人 李宗建 单位电话 029-82349576 移动电话 15829298035

电子邮箱 23117832@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首次采用混凝土格构式墩柱-横梁-连接板框架结构形式桥墩，打破了传统整体式桥墩的设计束缚
，创造性提出在罕遇地震情况下允许桥墩局部开裂的设计理念，较传统铁路桥墩墩身每米混凝土数量减少
38方；
2)提出了空心墩进行抗风性能研究：通过桥址区风环境数值模拟、桥墩墩体及主梁风载参数的CFD 计算分
析、桥梁典型状态气动弹性模型风洞试验研究及典型状态的风载内力计算，对高墩桥梁的抗风性能进行评
价。
3）通过拟静力模型试验首次研究了柱板式桥墩的破坏模式和滞回特性，通过对比试验数据和有限元实体
模型计算结果，对已广泛应用于框架剪力墙分析的二元件杆系模型应用于柱板式桥墩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
。
“黄韩候铁路纵目沟特大桥设计”获陕西省第十九次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该项目关键技术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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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