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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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推广类 成果登记号: 9612020Y0604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超大型无缝多层钢结构高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公布名
（专用项目

）

主要完成人 王西胜，卜延渭，寇建国，李锡伟，李存良，贾子文，薛新铭，马小波，王瑜
辉

主要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信息产业电子
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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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结构 代码 5603530

2 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结构 代码 5603540

3 结构设计 代码 5603050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房屋建筑业

所属陕西省重点发展领域 无

任务来源 部委计划, 自选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编号：2018-S4-121；
2.陕西建工集团科技委员会课题，编号：SJKT-2017-05。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1.第8.6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项目，编号：建科验字[2019]第092号。

授权发明专利（项） 4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32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16年6月1日 完成：  2018年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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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通过研究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及其在大型工程中的应用，在设计控制、
钢结构施工、混凝土施工、机电安装等四个领域，分别形成⑴叠层厂房防微振抗震软弱层设计创新技术
；⑵超大面积高洁净度电子厂房气流诊断与控制技术；⑶钢结构空间梯次安装创新技术；⑷超长超宽无缝
钢框架结构合龙技术；⑸高表面系数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冬期施工养护技术；⑹华夫板高精度施工
技术；⑺超高纯电子特气管道正压法氦气检漏施工技术；⑻多层封闭式管廊管道模块化预制及滑移安装创
新技术；⑼通风空调风系统检测节预制安装技术等多项关键施工技术。
      该项目形成8项发明专利（已授权4项）、12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地方标准、6项省级工法、5项企业标
准、8篇论文等研究成果，经鉴定总体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部分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研究成果
在CEC咸阳彩虹第8.6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项目、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存储
芯片二期项目等多项大型工程中成功应用，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同意推荐该项目申报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提名该项目为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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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属于土木工程领域。成果服务对象为设计院、施工单位、科研机构等。 

随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如半导体、芯片、液晶面板等的快速发展，常规电

子工业厂房已经不能满足高科技产品生产的工艺要求，特别是单体厂房遵循的生产

环境、建筑功能、精度控制等技术标准更加严格，由此提出超大型无缝多层钢结构

高洁净厂房建筑概念。然而，超大型无缝多层钢结构高洁净厂房在设计理念、建造

技术与常规电子工业厂房显著不同，传统技术手段已很难解决结构设计、施工建造

等方面的工程难题。 

鉴于此，项目组在省部级科研项目资助下，投入研究经费 940万元，围绕超大

型无缝多层钢结构高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及应用开展系统研究，分别从结构设计、

施工建造等角度出发，基于理论分析、数值模拟、试验研究、现场实测，形成了完

整、系统的超大型无缝多层钢结构高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成果对行业的科

技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重大推动和引领作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主

要创新成果包括： 

（1）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设计创新技术：创新性提出高烈度地区叠层

厂房钢框架+正交桁架结构体系，结合厚板密柱微振系统，解决了刚度突变与防微振

问题；创新性采用差别化区域离散建模及网格处理，模拟预知生产全过程、多维度

的气流动态状况，解决了气流扰流和交叉污染导致产品良率下降的问题，同时降低

洁净空调系统的能耗。 

（2）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钢结构施工控制技术：通过建立分区施工单

元，结合机械选型、构件分级、技术间歇、安装效率因素影响，创新性提出钢结构

空间梯次安装技术，打破了单一起重设备依次吊装各类构件的传统方法，大幅提高

多层钢结构厂房的安装效率；考虑超长超宽无缝多层钢框架结构平面刚度和竖向刚

度分布特点，创新性提出超长超宽无缝钢框架结构合龙技术，确立了施工阶段和使

用阶段均满足结构变形和应力的温度控制范围，实现分区施工的最优合龙方式和合

龙顺序。 

（3）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混凝土高精度施工技术：研发了高表面系数

钢-混组合楼板内置循环水管养护技术，从混凝土内部提供持续稳定热源，提高了冬

期混凝土强度增长速度；研发了悬空型大刚度装配式模板支撑体系、联结式奇氏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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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技术及移动轻型布料机弱冲击混凝土浇注技术，实现华夫板结构高精度施工及

空间立体同步作业。 

（4）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机电安装关键施工技术：研发了正压法氦检

漏检测技术，实现了泄漏位置和泄漏率的快捷、精准确定；开发了封闭式管廊管道

模块化预制滑移安装技术及配套装置，达到了施工连续、安全高效的效果；提出了

椭圆形风管和大截面矩形风管测点排布方法，解决了传统方法布设测点开孔降低风

管强度、测量效率较低的难题。 

基于以上成果，项目组编制地方标准 1部、企业标准 5部；省级工法 6项；获

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4件，实用新型专利 12件；发表学术论文 8篇。 

项目成果已成功应用于 CEC·咸阳彩虹第 8.6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ACF

厂房、CEC·咸阳彩虹第 8.6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OC厂房、三星（中国）半

导体有限公司存储芯片二期工程、西安奕斯伟硅产业基地工程等，产生了重大社会

与经济效益。 

经以周绪红院士为组长、肖绪文院士为副组长的专家组鉴定，一致认为：“总体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叠层厂房防微振抗震软弱层设计创新技术、钢结构空间梯

次安装创新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果应用工程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

“国家优质工程金奖”、“中国钢结构金奖”、“住建部绿色施工科技示范工程”、“工

程建设项目绿色建造设计水平评价一等成果”、“陕西省优秀工程设计奖一等奖”等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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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主要科技创新（限 5页） 

超大型无缝多层钢结构高洁净厂房在设计理念、建造技术与常规电子工业厂

房显著不同，传统技术手段已很难解决结构设计、施工建造等方面的工程难题。

本项目以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为研究对象，从结构设计、钢结构施工、

混凝土施工、机电安装等方面，通过理论分析、数值模拟、试验研究、现场实测，

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形成了完整、系统的超大型无缝多层钢结构高洁净厂房

建造关键技术，多项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极大地推动了该技术在相关领域的发

展和进步。主要创新成果如下： 

创新成果 1：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设计创新技术（学科分类：结构设计；

成果证明材料附 2.8、2.9、2.14） 

（1）创新性提出高烈度地区叠层厂房钢框架+正交桁架结构体系，结合厚板

密柱微振系统，解决了刚度突变与防微振问题。 

传统的液晶面板叠层厂房均位于低烈度区，结构形式为钢筋混凝土框架+钢

支撑结构，在层间设置钢支撑来解决叠层对于结构体系带来的软弱层和薄弱层的

不利影响。高烈度区若采用传统结构体系，钢支撑布置的数量和位置将严重影响

生产工艺对空间的要求，且钢支撑位置地震力过于集中，相关构件超限。本技术

创新性采用了钢框架+正交桁架结构体系，利

用第二生产层下夹层（第 3 层）的高度，形成

纵、横向钢桁架，钢桁架上设置华夫板结构，

从结构体系上避免了传统混凝土框架带来的软

弱层和薄弱层的问题，也满足了精密设备防微

振（≤12.5μm/s）的要求，填补了国内空白。 

（2）创新性采用差别化区域离散建模及网格处理，模拟预知生产全过程、多

维度的气流动态状况，解决了气流扰流和交叉污染导致产品良率下降的问题，同

时降低洁净空调系统的能耗。 

随着电子洁净厂房建设朝着超大型化、高洁净度方向的发展，气流诊断与控

制难度不断增大，由于气流组织不良，

导致尘埃粒子污染产品，使良率下降。

通过对模拟范围进行区域离散化，进行

差别化网格划分，对于核心区域进行参

数调整，网格加密处理，非核心区域减

少网格划分，减少非结构化网格比例。

较传统方法，网格划分数量减少 50%，

网格划分质量大幅提高，降低了扭曲度

（扭曲率大于 0.95），残差曲线平滑降

低，收敛步数不超过 500 步。解决了计

算模型容易发散的难题，加快了计算收

图 1 叠层厂房布置示意图 
 

图 2 优化前后残差曲线图对比 

图 3 气流诊断改善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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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速度，减少了迭代次数，提高了计算精度。通过自主研发的动网格技术，实现

全工况动态不间断气流模拟与控制。对不同时刻的颗粒运动轨迹、不同时刻的运

动速度矢量、不同时刻的运动压力分布，进行持续不间断气流模拟，为气流组织

诊断与调试控制提供可靠的基础数据，实现 FFU 及高架地板设计及工艺布置的设

计优化校核，解决了气流扰流和交叉污染，满足了工艺要求，降低了系统能耗。 

创新成果 2：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钢结构施工关键技术（学科分类：金

属结构；成果证明材料附 1.1、2.11、2.12、2.13、2.14） 

（1）创新性提出钢结构空间梯次安装技术，打破了单一起重设备依次吊装各

类构件的传统方法，大幅提高多层钢结构厂房的安装效率。 

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具有平面尺寸超大、柱网尺寸大、层高大且变

化多、构件种类多数量大的特点，施工难度集聚增大，采用单一起重设备顺序吊

装各类构件的传统安装方法工效低。结合柱、桁架、梁、檩条等构件的种类、重

量在竖向呈现的鲜明分级变化，提出包括平面梯次安装、竖向梯次安装的空间梯

次安装技术，通过考虑多影响因素（机械选型、构件分级、技术间歇、工种配比、

安装效率）的模拟分析，得出分区最优工作面的工序搭接，形成以“中心区域现

行，两侧区域紧后”的平面梯次安装，以及各重量级别构件采用对应级别起重设

备集群进行竖向梯次安装，显著提高了吊装设备的利用效率，工效提高 2 倍以上，

填补了行业空白。一项依托工程实现了 93 天完成 13.5 万吨钢结构的安装，创造

了行业新纪录。 

 
图 4  梯次安装示意 

（2）首次提出超长超宽无缝钢框架结构合龙技术，结合整体结构平面刚度和

竖向刚度分布特点，确定施工分区单元，建立最优合龙方式和合龙顺序。 

对于超长超宽无缝钢框架结构温度作用是关键控制因素，无论在施工阶段还

是在使用阶段都对整体结构的力学性能产生重

要影响。目前，超长超宽无缝钢框架结构工程应

用较少，合龙技术尚不成熟。因此，为避免施工

过程中温度应力的累积，降低温度效应，施工阶

段确定合理施工顺序和合龙方式尤为关键，直

接涉及结构的安全。鉴于此，考虑超长超宽无缝

多层钢框架结构平面刚度和竖向刚度分布特

点，创新性提出超长超宽无缝钢框架结构合龙

技术，利用施工过程有限元仿真分析，明晰施工

阶段和使用阶段均满足结构变形和应力的温度

 

图 5 某工程分区模型稳定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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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范围，建立分区施工的最优合龙方式和合龙顺序，可显著减小施工过程中温

度应力的累计，有效降低温度效应。此外，通过取消柔性屋面合龙带、减少楼板

合龙带，缩短总工期 15%以上。该技术在工程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创新成果 3：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混凝土施工关键技术（学科分类：

混凝土结构与钢筋混凝土结构；成果证明材料附 2.7、2.10、2.13、2.14） 

（1）研发高表面系数钢-混组合楼板内置循环水管养护技术，从混凝土内部

提供持续稳定热源，提高冬期混凝土强度增长速度。 

钢-混组合楼板浇筑单元在长边方向的截面如图所示，表面系数M=15.27m−1，

相比常规矩形混凝土板浇筑单元，组合楼板的比表面积较常规现浇混凝土楼板高

23%左右，且钢材导热性能良好，所以组合楼板在养护过程中热量损失非常严重，

尤其是在低温、敞开的环境下，养护方法对组合楼板中混凝土的强度增长速度至

关重要。本技术创新钢-混组合楼板混凝土养护方法，研发了蒸汽供应系统、自动

换热系统、热水循环系统，通过在组合楼板内埋设 PE-RT（管径不超过 1/3 最薄

处板厚）管道，采用 35℃~45℃的低温热水，保持混凝土内部温度≥15℃，经试验

统计，C30 混凝土 7d 强度达到 25MPa，提高了冬期混凝土强度增长速度，缩短了

施工工期。 

  
图 6 管道布设截面图与试验数据统计 

（2）研发了悬空型大刚度装配式模板支撑体系、联结式奇氏筒固定技术和移

动轻型布料机弱冲击混凝土浇注技术，实现华夫板结构高精度施工及空间立体同

步作业。 

针对超大型无缝多层钢结构体系，研发了悬空型鱼腹式桁架模板承力体系，

对鱼腹式桁架与钢框架梁形成的组合体系进行受力仿真分析，提出其刚度控制指

标，实现跨间板面挠度在 2mm以内的高精度控制。结合奇氏筒的构造特点，创新

性研发联结式奇氏筒固定技术，实现奇氏筒群模块化精确定位，考虑到混凝土作

业过程对奇氏筒产生的扰动，发明了弱冲击混凝土浇注技术，研发了轻量化、可

移动数控混凝土布料机，精确控制浇筑路线，充分减小混凝土作业对奇氏筒的扰

动。通过系统研发华夫板高精度施工技术，依托项目减少钢化物资 5%-10%，缩短

工期 15%以上，表面平整度（2mm/2m）一次合格率 80%以上（行业平均水平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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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图 7 华夫板高精度施工技术应用模型 

创新成果 4：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机电安装施工关键技术（学科分类：

混凝土结构与钢筋混凝土结构；成果证明材料附 1.2、1.3、2.6、2.13、2.14） 

（1）研发了正压法氦检漏检测技术，实现了泄漏位置和泄漏率的快捷、精准

确定。 

针对高纯电子特气系统（如 SiH₄、Cl₂、NH₃、NF₃、H₂等）输送管道中对于窒

息性、腐蚀性、有毒性、易燃易爆性、易挥发性的小分子量高危介质要求零泄漏

的特点，首次提出特气管道内充入氦气与氢气的混合气体，利用氦气分子直径最

小（直径 0.26mm）的特点，开发了氦气检漏装置，对电子特气系统中的焊缝、阀

门、连接点处检测是否有氦气泄漏，通过数据判断泄漏情况。 

 
 

图 8 氦气检漏原理图 

①待检测管道系统②快速接头③TPU 软管

φ12④针型阀 

图 9 氦气检漏装置示意图 

①气室壁（海绵）②检测孔（孔径φ6-

φ8）③气室④UPVC 管 

（2）开发了封闭式管廊管道模块化预制滑移安装技术及配套装置，达到了施

工连续、安全高效的效果。 

通过对管廊管道施工工序的分析优化，根据管道焊接层间允许的 5min 时间

间隔的工艺要求，创新设计了封闭管廊内管道提升装置和驱动输送系统装置，在

固定位置设置管道组对和焊接作业工位，实现了管道安装作业模块化、流水化。

主驱动辊排速度：v=6m/min；单根管道最大尺寸：L=12m；焊缝实际层间时间：

LAG=L/v=2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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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封闭式管廊管道模块化预制滑移安装技术工艺图 

1-管道提升装置  2-待提升管道  3-主驱动装置  4-外对口装置   

5-作业平台  6-辊轮  7-钢结构管廊  8-待滑移管道  9-牵引钢索  10-牵引装置 

（3）提出了椭圆形风管和大截面矩形风管测点排布方法，解决了传统方法布

设测点开孔降低风管强度、测量效率较低的难题。 

通风空调系统是电子净化厂房项目重要的系统，风量是保证洁净室换气次数

控制洁净度的核心技术指标，本项目经过研究、试验，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测量孔

开孔方法、研发出预制测量节测试通风空调系统性能的方法及其配套结构，实现

了系统在测试时精准、高效并且零污染，促进了电子行业施工测试技术的进步。 

椭圆形螺旋风管的检测点布置，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均无规范和报道，创

新性提出了椭圆形螺旋风管检测点等面积法布置的最佳方案，填补了行业空白，

为检测椭圆形螺旋风管介质性能参数提供了科学的现场测试方法。针对大截面矩

形风管检测布点，创新性引入切贝切夫法加权布点，避免了在高宽比相差较大时

传统方法因高度方向的检测点不足对检测准确度的影响，在减少开孔数量的条件

下使检测结果更接近介质实际性能。 

  
图 11  椭圆形螺旋风管测量节检测点 

采用等面积法布置图 

图 12  矩形风管检测点 

“切贝切夫法”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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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2. 科技局限性（限 1 页） 

本成果部分技术对建筑功能、结构体系的应用有一定要求，安全防护技术在

设施轻量化上还需进一步优化，高表面系数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冬期施工养

护技术中管道埋设对于混凝土楼板性能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探讨，多层封闭式管廊

管道模块化预制及滑移安装施工技术仅适用于线型管道施工。 

对于技术的局限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扩大关键技术的适用性及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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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该成果《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创新性地提

出了多种关键施工技术，取得了大量数据和成果，推广应用良好，得到业界广泛认

可。具体如下： 

1、科技成果评价 

2021 年 6 月 20 日，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在西安主持召开了由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承担的“超大型无缝多层钢结构高洁净工业建筑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的成果评价会。 

以周绪红院士为组长、肖绪文院士为副组长的专家组评价，一致认为：“总体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叠层厂房防微振抗震软弱层设计创新技术、钢结构空间梯

次安装创新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附件 2.14） 

2、验收意见 

依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 1 项（编号：2018-S4-121）。 

经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组织专家审核顺利通过，验收意见如下：该项目

完成了绿色施工科技示范工程相关工作，实现了预先制定的目标，具有很好的示范

作用，同意通过验收。（附件 2.13） 

3、技术成果证明 

该项目创新点（1）、（2）、（3）研发的适用于高烈度区超长超宽无缝钢框架结

构的成套技术措施，获授权专利 10 项、地方标准 1 项、省级工法 4 项，且实现应

用转化；创新点（4）所提出的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机电安装施工关键技

术，获授权专利 6 项、省级工法 2 项，其中“通风空调风系统检测节预制安装技

术”已收录于《机电工程新技术》（2019 版）。 

4、工程应用评价 

该项目成果已成功综合应用于咸阳彩虹、三星二期等多个超大型电子厂房的

建设中，部分工程应评价如下：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咸阳彩虹工程，应用本项目开发的综合建造技

术，高效解决了建造过程中的技术难题，提前完成了建设投产任务，取得了显著的

经济与社会效益，对加快面板自主化进程作出了贡献。 

5、科技查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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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5 月 24 日，委托陕西省情报技术研究院对项目成果进行国内外科技

查新，查新结论为，相关文献未见明确述及综合以上技术用于超大型钢结构电子洁

净厂房建造施工中。 

6、学术专著与论文 

本项目各种关键技术在国内各类重要学术刊物共发表论文 8篇。 

7、推广交流 

1）中国安装协会举办的“机电工程项目管理与施工技术经验交流会”（2018

年）； 

2）中国建筑业协会举办的“中国建筑业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成立大会暨第

二届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承建境外工程经验交流会”（2017 年）； 

3）全国多个高校、学会、企业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土木工程国际学术会议暨

2017 中西部土木工程高峰论坛”（2017 年）； 

4）Synchro Software Ltd.举办的“4D 建造施工规划和进度控制&项目管理高

级研讨/培训会”（2016 年）； 

5）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中国钢结构协会相关专家多次到依托项目观摩、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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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本成果在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 8. 6 代 TFT-LCD 项目 ACF 厂房和 OC 厂房、三星（中国）半导体 12 英寸芯片二期项目 FAB

生产厂房、西安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1#生产厂房、2#拉晶厂房）应用。应用技术如下： 

序号 关键技术名称 子项名称 

1 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设计创新技术 
1.1 叠层厂房防微振抗震软弱层设计创新技术 

1.2 超大面积高洁净度电子厂房气流诊断与控制技术 

2 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钢结构施工控制技术 
2.1 钢结构空间梯次安装创新技术 

2.2 超长超宽无缝钢框架结构合龙技术 

3 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混凝土高精度施工技术 
3.1 高表面系数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冬期施工关键技术 

3.2 华夫板高精度施工技术 

4 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机电安装关键施工技术 

4.1 超高纯电子特气管道正压法氦气检漏施工技术 

4.2 多层封闭式管廊管道模块化预制及滑移安装创新技术 

4.3 通风空调风系统检测节预制安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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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情况列表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应用技术 应用对象及规模 应用起止日期 联系人/电话 

1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1.1、1.2 

2.1、2.2 

3.1、3.2 

4.1、4.2、4.3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 8. 6 代

TFT-LCD 项目 ACF 厂房 

建筑面积：48 万㎡ 

钢结构：9.7 万吨 

2016 年 6 月 

~ 

2017 年 12 月 

王伟 

13488233665 

2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1.1 

2.1、2.2 

3.1、3.2 

4.2、4.3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 8. 6 代

TFT-LCD 项目 OC 厂房 

建筑面积：16 万㎡ 

钢结构：3.8 万吨 

2016 年 6 月 

~ 

2017 年 12 月 

王伟 

13488233665 

3 
三星物产建设（西

安）有限公司 

2.1、2.2 

3.1 

4.2、4.3 

三星（中国）半导体 12 英寸芯片二期项

目 FAB 生产厂房 

建筑面积：29.5 万㎡ 

钢结构：4.9 万吨 

2018 年 3 月 

~ 

2019 年 12 月 

杨栋才 

13572174915 

4 
西安奕斯伟硅片技

术有限公司 

1.1、1.2 

2.1 

3.1 

4.2、4.3 

西安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 

建筑面积：13 万㎡ 

钢结构：4700 吨 

2018 年 11 月 

～ 

2019 年 10 月 

刘勇 

1315200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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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2.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1 经济效益 

本研究项目中的关键技术分别在类似工程中推广应用，取得经济效益共计约

3856.72 万元。 

（1）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 8. 6 代 TFT-LCD 项目 ACF 厂房共计产生经济

效益 1729.58 万元。 

（2）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 8. 6 代 TFT-LCD 项目 OC 厂房共计产生经济效

益 647.26 万元 

（3）三星（中国）半导体 12 英寸芯片二期项目 FAB 生产厂房共计产生经济效益

782.60 万元。 

（4）西安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共计产生经济效益 168.32 万元。 

2.2 社会效益 

（1）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 8. 6 代 TFT-LCD 项目 ACF 厂房、OC 厂房于

2016 年 6 月开工建设，历时 17.5 个月，于 2017 年 12 月提前两个月点亮投产，2018 年

7 月一期达产，12 月二期达产。施工过程应用了本课题全部关键技术以上成果指导施

工，使工程进度、质量、安全达到了预期效果，得到了建设、监理单位的一致好评。咸

阳彩虹第 8.6 代整体（含 ACF 厂房和 OC 厂房）月生产 150K 张液晶面板，比设计值提

高 25%，可实现年产值约 100 亿元，利税约 10 亿元。目前，以 CEC·咸阳 8.6 代液晶面

板生产线项目为龙头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投资规模达 400 亿元，年产值近 500 亿元，

使咸阳高新区成为中国西部唯一的国家级显示器件产业园，其产品通过“长安号”欧亚专

列销售至一带一路周边国家，被誉为“丝绸之路第一板”。 

（2）三星二期 FAB 厂房主体钢结构采用纯螺栓连接，钢结构钢量 4.9 万吨，在施

工过程中使用本科技成果中的部分关键技术，如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钢结构施

工技术与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机电安装施工技术，使工程进度、质量、安全达

到了预期效果，得到了建设、监理单位的一致好评。三星二期项目是三星海外投资历史

上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建成后将新增产能每月 13 万片，占三星电子全球产量的 40%，

新增产值 300 亿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闪存芯片生产基地，并带动一批配套电子信息

企业落户，使西安形成较为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  

（3）西安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 1#生产厂房建筑面积 8.8 万㎡，钢结构工程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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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2#拉晶厂房建筑面积 4.2 万㎡，钢结构工程 1600 吨。在施工过程中使用本科技成

果中的部分关键技术，使工程进度、质量、安全达到了预期效果，得到了建设、监理单

位的一致好评。西安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研发生产 300mm（12 英寸硅

片，建设月产能 50 万片、年产值约 45 亿元的生产基地，最终目标成为月产能 100 万

片、年产值超百亿元的 12 英寸硅材料企业，共同为陕西省及西安市打造全球半导体和

集成电路产业高地做出有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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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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超大平面
多层钢桁架电
子厂房钢结构
的梯次安装方
法

中国 ZL201711
354180.3

2017年
12月15日

国家知识产权
局

陕西建工
机械施工
集团有限
公司

卜延渭
；薛治平
；张伟等

2 发明专利
一种化工管道
泄漏性检测方
法

中国 ZL201810
283795.X

2020年
02月21日

国家知识产权
局

陕西建工
安装集团
有限公司

郭峰祥
；宇文睿
；寇建国
等

3 发明专利

一种采用预制
测量节检测通
风与空调系统
性能的方法

中国 ZL201510
039033.1

2019年
05月24日

国家知识产权
局

陕西建工
安装集团
有限公司

李兴武
；冯璐
；胡春林
；薛新铭
等

4 发明专利
通风空调系统
性能测试用测
量孔开孔方法

中国 ZL201510
197840.6

2017年
02月01日

国家知识产权
局

陕西建工
安装集团
有限公司

李兴武
；冯璐
；胡春林
；薛新铭
等

5 实用新型
专利

压型钢板组合
楼板的低温热
水养护系统

中国 ZL202021
597147.0

2020年
10月13日

国家知识产权
局

陕西建工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王西胜,
何坤, 马
小波等

6 实用新型
专利

采用微振柱铰
接解决结构刚
度突变的电子
厂房叠层结构

中国 ZL201822
227143.2

2019年
08月20日

国家知识产权
局

信息产业
电子第十
一设计研
究院科技
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李锡伟
；周晓梅
；李军

7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液晶面
板厂房叠层生
产时采用桁架
解决微振的实
施结构

中国 ZL201921
396132.5

2020年
06月12日

国家知识产权
局

信息产业
电子第十
一设计研
究院科技
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李锡伟；
周晓梅

8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钢结构合
拢带桁架模架
体系

中国 ZL201720
925383.2

2018年
02月06日

国家知识产权
局

陕西建工
集团有限
公司

张鼎；王
瑜辉；刘
勇等

9 论文

超长、超宽、
超刚无缝多层
钢框架厂房施
工过程温度效
应仿真分析

中国 ISSN:100
0-8993

2020年
11月01日 工业建筑

陕西建工
机械施工
集团有限
公司

贾子文
；郑江
；李存良
；王西胜

10 标准
陕西省建筑信
息模型应用标
准

中国 DBJ61T1
38-2017

2017年
09月18日

陕西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陕西建工
集团有限
公司

王巧莉
；王西胜
；李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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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西胜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7年11月17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67111728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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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1989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工民建

电子邮箱 1101372318@qq.com 办公电话 13389258311 移动电话 13389258311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北大街19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直属项目部总经
理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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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总负责人，全面主持项目关键技术研究工作，对创新成果1、2、3、4做出贡献；并组织了所有创新点
的推广应用。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2019年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工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超大型钢结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第1，2019-J-Y-19）;（2）2019年获陕西省建筑业协会建设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超大型钢结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第1）;（3）2018年获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超大型钢结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第1，16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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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延渭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6年08月13日 出  生  地 陕西子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419760813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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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毕业学校 西北建筑工程学院 毕业时间 1998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建筑工程

电子邮箱 54734204@qq.com 办公电话 029-80550098 移动电话 13991873765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北路406号 邮政编码 710032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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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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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主要完成人，主持完成钢结构关键技术研究，对创新成果2做出贡献。对创新点（1），首次提出钢结
构空间梯次安装理念，是“梯次安装”创新技术的核心发明者；对创新点（2），首次提出了针对超长超宽无
缝多层钢框架结构满足施工和使用阶段结构变形和应力的温度控制范围，确定了分区施工的最优合龙方式和合
龙顺序；组织了钢框架结构安装安全防护标准化技术的研究，形成施工工法；组织了创新成果2技术的推广应
用。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2015年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大型复杂钢结构施工时变过程分析及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第
8，14-2-63-R8)；（2）2019年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工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超大型钢结构电子洁净
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第5，2019-J-Y-19)；（3）2020年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工程建设科学技术
进步奖一等奖（延长石油科研中心超高层复杂施工技术研究，排名第5，2020-J-1-35-R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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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建国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3年11月01日 出  生  地 陕西泾阳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30219731101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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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电气自动化

电子邮箱 448718997@qq.com 办公电话 0917-2219348 移动电话 13891715602

通讯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公园路1号 邮政编码 721006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工程公司总工程
师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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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主要完成人，主持项目机电安装关键技术研究工作，对创新成果4的研发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创新点
（1） ，首次提出氦气检测正压法在特气管道中的应用，是“氦气检测正压法’特气管道检测技术的核心发明
者；对创新点（2） ，组织了封闭管廊多层管道固定节拍式施工技术研究，通过研制的驱动-牵引系统、输送
系统，实现固定节拍的模块化流水建造技术；对创新点（3），组织了“通风空调风系统检测节预制安装技术
”的研究，对于空调系统中大截面风管引入“切贝切夫布点法”，首创了椭圆形螺旋风管检测布点建造技术
；组织了创新成果4技术的推广应用。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 2019年中国安装协会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高纯度硅烷气核心装置施工技术创新与实践,排名第1，国科奖
杜证字0210(073)）;(2) 2018陕西省土木建筑协会第四次陕西省绿色建筑产业科技创新成果一等奖（陕西有色天
宏瑞克硅材料有限公司高纯度硅烷气核心装置施工技术，排名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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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锡伟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8年02月21日 出  生  地 四川三台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1011019680221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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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大学 毕业时间 1990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地下建筑与隧道
工程

电子邮箱 Lixw@edri.cn 办公电话 028-84387279 移动电话 13060078861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双林路251号 邮政编码 610021

工作单位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工一院董事长

二级单位 工业总院一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四川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6年06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主要完成人，对创新成果1、2、3、4做出贡献。对创新成果1，针对叠层电子厂房的结构特点，创造
性地采用钢桁架+华夫板结构形式，对创新成果2、3、4，提出了重要的改进思路；组织了创新成果1的推广应
用。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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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存良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5年05月01日 出  生  地 陕西蒲城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650501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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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1988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工民建

电子邮箱 248364223@qq.com 办公电话 13709194291 移动电话 13709194291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北大街19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未来城市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总经理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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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主要完成人，对创新成果2、3做出贡献。对创新成果2，指导研发完成钢结构关键施工技术，包括钢
结构空间梯次安装理念、确定合龙方式与顺序；对创新成果3，协助完成了高表面系数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
板冬期施工养护技术、华夫板高精度施工技术。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2015年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大型复杂钢结构施工时变过程分析及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第
4，14-2-63-R4）；（2）2011年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法门寺合十舍利塔工程结构施工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排名第6，2010-2-062-R6）；（3）2019年陕西省科学技术三等奖（高层钢框架结构施工关键技术研究，排名
第1，2019-J-4443-3-R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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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子文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2年04月01日 出  生  地 甘肃陇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2242519720401123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长安大学 毕业时间 2010年12月28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ziwenjia@163.com 办公电话 13991374234 移动电话 13991374234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金花北路406号 邮政编码 710032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钢结构设计院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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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主要完成人，对创新成果2第（2）条做出了贡献。针对创新点，组织了超长超宽无缝钢框架结构合龙
技术的研究，提出了满足结构变形和应力的温度控制范围，确定了分区施工的最优合龙方式和合龙顺序，发表
论文1篇。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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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新铭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4年10月21日 出  生  地 陕西延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6231984102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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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市政工程

电子邮箱 34228936@qq.com 办公电话 029-88420753 移动电话 15389275125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太白南路203号 邮政编码 710000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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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主要完成人，对创新成果4第（3）条的研发做出了贡献。对创新点，致力于通风与空调施工、系统调
试及性能检测的研究与技术创新，主持了“通风空调风系统检测节预制安装技术”的研究；组织了创新点技术
的推广应用。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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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小波 性别 男 排　　名 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94年06月07日 出  生  地 宁夏同心 民　　族 回族

身份证号 64032419940607321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助理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清华大学 毕业时间 2016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maxiaoxiaobo@163.com 办公电话 13092950783 移动电话 13092950783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北大街19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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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主要完成人，参与了创新成果2、3的研究工作并做出了贡献。 对创新成果2 ，参与了梯次安装、标准
化防护、信息化建设等工作；对创新成果3，参与了冬期养护部分系统的研发、高精度华夫板技术工作的研究
；组织了创新成果2、3技术的推广应用。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2019年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工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超大型钢结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排名第2，2019-J-Y-19）；（2）2019年陕西省建筑业协会建设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超
大型钢结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第2）；（3）2018年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超大型钢结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第2，16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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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瑜辉 性别 男 排　　名 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7年10月16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419871016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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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10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519707441@qq.com 办公电话 029-33246190 移动电话 13669194933

通讯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文兴路117号 邮政编码 712000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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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1日　至 2018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主要完成人，对创新成果3做出贡献。对创新点（1），协助研发了热水循环系统，实现了冬期施工低
温热水养护系统及施工方法；对创新点（2），首次提出了大刚度装配式模板支撑体系（合龙区为悬空型
），研发了联结式奇氏筒固定技术和移动轻型布料机弱冲击混凝土浇注技术。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2019年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超大型钢结构电子洁净厂房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排名第7，2019-J-Y-19）；（2）2020年陕西省建筑业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异形非对称结构及大
跨度预应力结构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排名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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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张义光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87280700 邮政编码 710003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北大街199号

联  系  人 王西胜 单位电话 029-87280686 移动电话 13092950783

电子邮箱 1101372318@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是本成果的完成单位，承担了课题的组织、调研、研究和工程应用；从人、财
、物各方面给予有力保证，确保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的正常进行。主要负责混凝土技术部分，针对超大型
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的混凝土结构特点，分别从支撑系统、混凝土施工工艺、冬期混凝土养护技术进行
创新研发，提出华夫板高精度施工技术，高表面系数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冬期养护技术，解决了在
超短工期下混凝土结构质量要求高的难题。以及指导开展机电安装施工技术，针对高洁净电子厂房机电施
工特点，分别从封闭管廊、洁净室的施工和检测调试工艺等进行研究，开发了管道模块化预制及滑移安装
技术，空调风系统性能检测结构成套技术，实现系统建造运营的高效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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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02
2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单位名称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王安华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82058875 邮政编码 710032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北路406号

联  系  人 卜延渭 单位电话 029-82550098 移动电话 13991873765

电子邮箱 54734204@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全程参与了本成果的研究，根据依托项目特点，在超大型无缝钢结构高洁净厂房钢结构施工技术中创
新形成关键技术：1）钢结构梯次安装技术，2）超长超宽无缝钢框架结构合龙技术，并形成专利1项，工
法1项，企业技术标准2项，论文2篇，以依托项目的关键技术在行业内多次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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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排　　名 3 法定代表人 赵振元 所  在  地 四川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8-84333172 邮政编码 610021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双林路251号

联  系  人 李锡伟 单位电话 028-84387279 移动电话 13060078861

电子邮箱 Lixw@edri.cn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之一，主要负责超
大型电子厂房的防微振、高洁净等部分内容的研究，针对叠层电子厂房的结构特点，创新性地采用钢桁架
+华夫板结构形式，提高微振需要竖向和水平刚度，解决了上下层刚度突变难题；首创差别化区域离散建
模及网格处理，解决了气流扰流和交叉污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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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4 法定代表人 罗宝利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88410710 邮政编码 710068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朱雀大街北段158号

联  系  人 寇建国 单位电话 0917-2219348 移动电话 13891715602

电子邮箱 448718997@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针对高洁净电子厂房机电施工特点，分别从特气管道、封闭管廊、洁净室的施工和检测调试工艺等进
行研究，开发了超高纯电子特气管道正压法氦气检漏施工技术、管道模块化预制及滑移安装技术、空调风
系统性能检测结构成套技术，实现机电安装技术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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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