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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自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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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授权发明专利（项） 2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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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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深层地热清洁能源供热系统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证实了“取热不取水”的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
热技术具有取热持续稳定、地温恢复快、环境影响低的特点，适宜作为建筑清洁供热热源进一步大规模推
广应用。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产学研用合作模式，联合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建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成项目团队，明晰了中深层地热地埋管换热机理，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中深层地热地埋
管管群设计方法；通过开展全生命周期性能分析并基于所建立示范工程验证了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技术
的长期运行稳定性；通过研发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深层地热高效热泵机组等核心设备及施工工艺形成了
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成套技术。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建立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技术经济性评价体系并
基于项目实际运行开发出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系统智慧管控平台，创新建立了中深层地热能耦合浅层地
热能及储热新型供热系统。一系列成果的形成与应用真正做到了中深层地热能可持续高效利用，在中国西
部科技创新港建成了目前我国最大规模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项目，清洁供热项目总应用面积超过2000万
平方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项目提名书内容真实，完成人和完成单位排序符合实际。经公示无异议，同意提名该项目参加2022年
陕西省科学技术奖评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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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项目背景 
本项目致力于解决当前国内外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项目中遇到的管群取热设

计方法缺失、供热关键技术装置空白、站房运行管理困难等难题，以建设全国规模

大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示范项目为引领，开展了“中深层地热清洁能源供热系统

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研究，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破解了中深层地热能供热行

业技术发展瓶颈。 
2015 年 4 月，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联合西安交通大学及陕

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开展合作研发，从管群设计方法到核心

技术装置再到站房智慧管控系统形成了成套技术，在国内首次提出中深层地热地埋

管供热技术经济性评价体系，创新建立了中深层地热能耦合浅层地热能及储热新型

供热系统。依托研发成果，项目团队建成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科教板块综合能源供

应工程这一我国乃至全球 大规模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示范项目，填补了国内外

该领域技术空白。 
2．主要技术内容 

在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牵头组织下，以中深层地热地埋管

管群供热关键技术及应用为核心，按照从基础研究到关键技术到新型装备开发再到

终工程应用的思路，研究团队从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群设计、中深层地热供热关

键技术装置、供热智慧管控系统开发、中深层地热新型供热系统建立等四个方面进

行了中深层地热清洁能源供热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并取得了以下主要创新成果： 
1）发明了国际领先的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群供热设计方法。技术团队在国际范

围内首次开展了耦合地面管网系统考虑水力-热力交互特性的中深层地埋管管群换

热性能评估，量化了地表及岩土热补给对中深层地埋管管群传热贡献大小，分析了

管间热交互对中深层地埋管换热器取热性能的影响机理，同时结合三维数值模型优

化了管间距及布置方式并得到了工程验证，确定了管群设计 小及建议管间距，指

导了实际工程遇到的管群布置难题。相关研究结果和量化指标成为工程标准编制的

主要依据，并在标准中进一步提出了中深层地埋管管群供热系统设计方法。 
2）创新研发出国际先进的中深层地热供热关键技术装备。针对中深层地热地埋

管供热技术特点，研发形成运行稳定、高能效、节能效果明显的中深层地热热泵机

组，提高了热泵水温适应性，可灵活适配中深层地埋管供热技术使用。研发形成一

种新型地埋管内管换热结构，一种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井口装置等技术装备，相关关

键技术装备填补了行业空白，可显著提高系统能效。 
3）开发出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系统智慧管控系统并提出技术经济性评价体

系。综合人工神经网络优化算法、数据可视化技术以及构建的多场景供热节能模型

调控逻辑开发形成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智慧管控技术。在国内首次提出中深层地

埋管耦合热泵供热系统技术经济性评价体系，得出了考虑地埋管耦合热泵实时性能

变化的 优钻井深度，为中深层地埋管地热供热系统钻井施工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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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新建立了中深层地热能耦合浅层地热能及储热新型供热系统。针对浅层地

源热泵供热技术使用过程中难以规避的土壤热平衡问题，技术团队首次将中深层地

热同浅层地热有机结合，得出了系统 优耦合配比。还首次在工程上利用地上储热

装置将中深层地埋管供热系统与电网相结合，实现削峰填谷及清洁能源消纳。 
3．成果产出及所获奖励 

本项目研究成果共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8 篇（其中 SCI 论文 11 篇，EI 论文 3
篇，中文核心期刊 4 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 项（专利号：ZL201510654582.X、

ZL201910118395.8，另有 2 项实质审查），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4 项，外观设计专利

1 项，在地热模拟、供热站房智慧管控等领域获批软件著作权 5 项，参编国家及地

方工程建设标准 4 项，出版技术专著 5 部，荣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2 项（依托示范项

目于 2021 年获陕西省建筑业协会建设工程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并于同年荣获中国施

工企业管理协会工程建设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4．技术经济指标 

该项目技术成果提高了热泵机组水温适应性，机组能在 35℃进口水温以及 15℃
大温差下高效稳定运行，主机 COP 可达 6~7，相较于传统土壤源热泵机组每平方米

每月电耗降低 2kW·h，空间利用率提升 30%。套管换热器单位延米换热量从 180W/m
提升至 220W/m，单个地埋管经测试稳定运行功率 550kW， 大运行功率超 660kW。 

该技术在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科教板块得到成功应用，项目主要建设 6 座分布

式能源站，取热孔 91 口，其辐射供暖面积达 159.44 万平方米，总供暖负荷 75.69MW，

整个供暖季室内温度可达 23℃，供暖效果良好。其 不利工况供热成本 2.9 元/平方

米·月，为燃煤锅炉集中供热成本 5.8 元/平方米·月的一半，相较于燃煤锅炉集中

供热，一个采暖季可节约运行成本 2.9 元/平方米·月*151.29 万平方米（合同面积）

*4 个月=1754.96 万元。 
5．应用推广及效益情况 

中深层地热清洁能源供热系统关键技术成功应用于全国 大中深层地热地埋管

供热工程——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科教板块，有效解决了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群供

热设计、施工过程中的各项难题。建成投运辐射 159.44 万平方米供暖项目，整个供

暖季供暖效果良好，受到了央视一套及参考消息等主流媒体报道。 
该技术成果已在西咸新区 227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陆续推广应用，还成功输出至

北京市、河南省郑东新区等地，累计推广面积超过 2000 万平方米。以目前推广的

2000 万平方米建筑为例，一个采暖季（四个月）相比燃煤锅炉供热，可代替标准煤

约 32 万吨，节约供暖成本 2.3 亿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86 万吨，减少氮氧化

物排放约 4990 吨，减少粉尘排放量约 3070 吨。该项目取得多项创新性技术成果并

得到实际应用，对于推动北方地区地热能清洁取暖技术发展、能源结构转型、改善

大气环境及治污减霾、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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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1）发明了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群供热设计方法 
学科分类名称：土木建筑工程——市政工程——供热与供燃气工程（5605530） 
技术成果汇总：主编地方标准 1 部，附件 1-2；发表论文 2 篇，附件 7-6、7-7 
在国际上首次使用多场物理模拟软件 OpenGeoSys 建立了中深层地埋管换热器

管群系统热流耦合三维换热模型。为模拟中深层地热地埋管套管周边的换热过程，

将岩土体和中深层地埋管套管分别视作两个相互耦合的连续介质，由于其受热传导

与热对流的双重影响，建立了中深层地埋管套管周边岩土体热传导和热对流过程控

制方程（图 1）。于国际范围首次实现了考虑管间水力交互特性及热交互作用的性

能模拟，通过施加 Python 边界条件建立了中深层地埋管换热器管网拓扑模型并使

其遵循水力平衡定律，实现了分水器-中深层地埋管管群换热器-集水器的水力循环

过程，使管群换热模型更加接近实际使用情况。通过陕西省西咸新区某项目对管群

换热模型进行工程验证（图 2），结果表明通过模型计算的结果与实测结果匹配良

好（图 3），管群换热模型成功通过验证。 

 
图 1 模型控制方程 

 
 

图 2 OpenGeoSys 与 TESPy 耦合交互逻辑 图 3 中深层地埋管换热器管群模型验证结果 

采用验证过的模型进一步进行 20 年长期性能模拟（图 4、5），分析了中深层

地热地埋管管群长期取热的稳定性。同时，对中深层地埋管管群系统管间距及管

群布置方式进行了优化，首次提出并论证了 15m 单、多排管群间距的合理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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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群供热系统设计提供了依据。基于研究成果进一步发明了基

于松散泥砂岩地质的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系统、方法发明专利（审核中），解决

了在易垮塌的松散泥砂岩地层结构应用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的难题。 

  
图 4 二十年长期运行系统进、出口温度变化图 图 5 现场温度、流量监测验证 

2）研发出国际先进的中深层地热供热关键技术装备 
学科分类名称：能源科学技术——节能技术（48050） 
技术成果汇总：授权发明专利 1 项，附件 7-2；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 项，附件

7-4；主编区域技术导则 1 部，附件 1-3 
（1）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集成高效热泵机组 
研发出带有蒸发器进水旁通以及冷凝器水套管的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集成

高效热泵机组（图 6、7），主机 COP 可维持在 6～7 之间，相较传统热泵机组每平

方米每月电耗降低 2kW·h，能够最大程度利用地热能，技术水平国际领先。并且空

间利用率提升 30%，增强了设备的空间利用率。该技术成果已凝练为区域技术导则

1 项，协会标准 1 项。 

  
图 6 中深层地热热泵机组性能测试 图 7 中深层地热热泵机组成品机型 
（2）新型地埋管换热结构 
研发了一种带有镂空管壁的 PE 隔热套管，同时在内管内部设置导流壁、内套

管以及换热堵头，采用该型换热结构（图 8、9）可使套管换热器单位延米换热量

从 180W/m 提升至 220W/m，该型结构的研发填补了行业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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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内管换热结构原理图 图 9 内管保温结构原理图 

（3）中深层地热地埋管套管密封装置 
研发了中深层地热地埋管套管密封装置（图 10、11），该套管密封装置包括换

热头、金属外管、支撑部件和加重部件。换热头采用导热系数 380W/(m·K)的纯铜

材质加工而成，在提高技术套管底部密封性的同时也提高了套管底端的换热效果，

还可作为技术套管沉管。 

  
图 10 套管密封装置结构原理图 图 11 套管密封装置结构分解图 

（4）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井口装置 
研发出一种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专用井口装置（图 12、13），包括缓冲罐、钢塑

转换装置、排气组件等。该装置可有效提升循环介质回流效率，采用该套系统可将

调试工期缩短 30%。 

  
图 12 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井口装置结构图 图 13 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井口装置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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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发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系统智慧管控系统并提出技术经济性评价体系 
学科分类名称：自动控制科学技术——自动化系统——自动控制系统（4131220） 
技术成果汇总：出版专著 2 部，附件 7-8，7-9；获软件著作权 1 项，附件 7-5 
开发出供热站智慧管控系统（图 14），设计搭建的智能管控平台具有远程控制、

智能管理、能耗分析功能。开发了数据可视化技术，实现了供热系统的可视、可查、

可控，还可针对系统故障预警进行快速识别与快速诊断，保障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

行。 

 
图 14 智慧管控系统界面 

根据大数据分析构建了多场景供暖模型（图 15），通过最优供热路径探索形成

节能运行逻辑，整个系统节能率可达 15%。 

 
图 15 多场景供热模型 

在国内首次提出中深层地埋管耦合热泵供热系统技术经济性评价体系，得出了

考虑地埋管耦合热泵实时性能变化的最优钻井深度为 2500m（图 16、17），为中深

层地埋管地热供热系统钻井施工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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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最佳埋深选取曲线 图 17 系统长期运行净现值变化及回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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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了中深层地热能耦合浅层地热能及储热新型供热系统 
学科分类名称：土木建筑工程——市政工程——供热与供燃气工程（5605530） 
技术成果汇总：授权发明专利 1 项，附件 1-1 
技术团队首次将中深层地热同浅层地热有机结合（图 18），发明了一种复合式

土壤源热泵系统及控制方法发明专利（已授权），并开展了系统耦合及配比方式研

究（图 19）。经研究分析发现，浅层地埋管数量与中深层地热地埋管数量比值由 50
增加至 200 时，混合后相对于混合前电耗越小，且节省的电耗随着比值的增加而增

加，电耗相对下降率由 1.1%升至 2.2%，节能效益明显。考虑到中深层地热地埋管

和浅层地热地埋管的建设成本，浅层地热地埋管与中深层地热地埋管数量最佳比值

为 150~200 左右最为经济。该系统模式及控制策略从根本上解决了严寒/寒冷地区

累计冷热负荷不匹配对系统性能的不利影响，解决了浅层地源热泵供热技术使用过

程中难以规避的土壤热平衡问题。 

 
50 100 150 2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电
耗

量
 (

kW
)

浅层与中深层耦合比例

 混水前
 混水后

图 18 中深层耦合浅层地热热泵系统流程图 图 19 不同耦合比例与对应能耗分析图 
首次在工程上利用地上储热装置将中深层地埋管供热系统与电网相结合（图

20、21），实现削峰填谷及清洁能源消纳。 

  
图 20 储热材料优选及储放热性能调控图 图 21 中深层地源热泵耦合短时储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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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局限性 

中深层地热清洁能源供热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致力于解决当前中深

层地热地埋管供热项目中遇到的管群取热设计、供热关键技术装置、站房运行管理

难题，破解中深层地热能供热行业技术发展瓶颈。依托目前我国建设规模最大的中

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项目——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科教板块综合能源供应工程，从

管群设计方法到核心技术装置再到站房智慧管控系统形成了成套技术，在国内首次

提出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技术经济性评价体系，创新建立了中深层地热能耦合浅

层地热能及储热新型供热系统。取得了大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技术成果并

制定了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系统设计依据及技术标准，相关科技成果获得政府及

行业认可，对该技术大面积应用具有重大指导及推广意义。 

该成果可适用于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系统建设需要，但中深层地热能开发还

应结合实际地区地质条件进行分析，确定设计方法、埋管深度及埋深间距等重要参

数，因此部分研究成果从经济性上考量可能并非最优，仍需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下一步，将针对不同地区地质条件开发地埋管设计软件，减轻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

热热源设计分析工作量，推动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技术规模化推广应用，为建筑

供热领域“双碳”目标早日实现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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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1．科技成果评价意见，附件6-8 
2022 年 3 月 31 日，经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组织召开“中深层地热清洁能源

供热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科技成果评价会，形成如下评审意见： 
1）建立了中深层地埋管管群耦合地面管网系统水力交互瞬态热流耦合模型

，揭示了管间热交互作用及取热影响机理，为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群性能分析

及工程推广提出了一种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群设计方法。 
2）创新性建立了中深层地热能耦合浅层地热能及储热新型供热系统，发明

了集成高效高温热泵机组及井口装置等成套关键技术装备。 
3）明晰了地质参数、设计参数、运行参数对中深层地埋管换热器取热性能

的影响规律及中深层地埋管换热器岩土能量迁移特性，研发了中深层地热地埋

管管群供热系统智慧管控技术。 
该成果成功应用在西安交通大学科技创新港科创基地等实际工程中，经济

、社会、节能与环境效益显著，具有巨大的推广价值。 
专家委员会一致认为，该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中深层地埋

管管群供热设计优化方法、中深层地埋管清洁能源供热系统成套技术装备两项

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科技查新结论，附件7-1 

2022 年 3 月 25 日，经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Z08）查新，查新点： 
1）考虑地下水渗流和复杂地层地质条件的中深层同轴地埋管长期取热能量

运移机理分析及换热性能设计优化； 
2）基于耦合地面管网水力交互特性的中深层地埋管换热器管群热交互效应

评估及管群系统布置形式设计方法； 
3）以温区匹配为原则的中深层耦合浅层地热能/储能综合能源利用技术及

关键设备工艺研发； 
4）综合平均供热成本的中深层地埋管地热供热系统技术经济性评价体系构

建及机房智慧管控技术创新。 
综合分析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中外文文献中，未见

与本项目查新点完全相同的报道。 
3．工程应用及评价，附件2、7-3 

1）西咸新区交大科技创新港发展有限公司创新港科教板块综合能源项目评

价（见附件2） 
该项目主要采用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群供热技术，取热不取水，辐射供热

面积159.44万平方米，减少了埋地供热管网22公里，一个采暖季可替代标准煤

2.54万吨，节约供暖成本费用1754.96万元，该项目具备全寿命周期服务能力，

累计节约资金14855.3万元。 
2）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城市管理与交通运输局创新港科教板块综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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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项目评价（见附件2） 
据调查，该项目室内温度普遍稳定在20℃以上，供热效果良好，相较于传

统燃煤集中供热节能减排效益显著。以该项目为示范的中深层无干扰供热荣登

中央电视1套晚间新闻，向全国展示了沣西新城中深层地热能利用成果。 
3）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沣润区域综合能源站项目（见附件2） 
该项目采用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为主的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综合能源系

统，供热面积16.6万平方米，冬季室内温度可稳定在20℃以上，供热效果受到

患者、院方一致好评。该项目在 大程度上提升了系统能效、降低了运行成本

，且无烟尘、无废液、废气、废渣，为医院提供了良好医疗环境。 
4）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中深层地热热泵系统工程（见附件

7-3） 
根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专家组评审，该项目测试期间系统连续

稳定供热能力大于550kW， 大供热能力大于660kW，优于合同约定值，为北

京市推广该技术提供了基础数据。建议此技术作为北京市低碳供热热源的重要

技术之一积极推广。 
4．所获科技奖励及高被引论文情况，附件7-11、7-12、7-13 

1）“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群供热系统成套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于2021年4
月获陕西省建设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2）“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群供热系统成套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于2021年12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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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相关技术论文被引次数超两百次，获国内外多个研究团队引用及肯定。 
5．媒体评价，附件7-14 

1）“ 大规模无干扰地热供热系统启动”为主题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晚间一

套报道； 
2）“中国 大无干扰地热能系统投入使用”为主题新闻，在《参考消息》报

道； 
3）“零排放新能源供热技术投入使用节能环保成效高”为主题新闻，在陕西

二套新闻联播栏目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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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本项目研究成果应用于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科教板块、郑东新区科学谷数

字小镇（一期）、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中深层地热热泵供热项目等

工程项目。为应用单位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

益。本项目研究成果主要应用情况如下所述。 
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科教板块综合能源供应项目。该项目为本课题依托项

目也是本课题所建示范项目。该项目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主要为西

安交通大学创新港校区教学科研楼、学生宿舍、学生食堂等 52 个单体建筑提

供供热、供冷以及生活热水的综合能源供应服务，辐射供热面积 159.44 万平方

米，总供暖负荷 75.69MW，建设 6 座分布式能源站，中深层地热地埋管 91 个，

为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项目。通过该项目的实施验证了

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群换热模型，并对中深层地埋管管群系统管间距及管群布

置方式进行了优化，提出并论证了中深层地埋管管群合理布置方式及推荐设置

间距，为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群供热系统设计提供了设计依据。开发出匹配中

深层地热温区的高效热泵机组以及适用中深层地埋管施工工艺的关键技术装

置。通过多场景模型构建开发智慧管控系统，可对站房内设备进行远程集中控

制并通过能耗分析系统及外界环境温度变化实时调整运行策略，保证系统安

全、高效运行。从管群设计方法到核心技术装置再到站房智慧管控系统形成了

成套技术，将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技术标准化，提升了系统能效以及施工效

率，使项目整体管理水平得到提升，节约了成本，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

益。项目于 2019 年采暖季建成供热，供热效果良好，一个采暖季节约供暖成

本费用 1754.96 万元。经过三个采暖季的检验，室内温度始终维持在 20℃以上，

可满足创新港大型群体建筑供热需求。  
郑东新区科学谷数字小镇（一期）综合能源供应项目。该项目位于河南省

郑州市郑东新区，主要为科学谷数字小镇（一期）科创共享中心、酒店会议中

心和综合展示中心提供综合能源服务，辐射供热面积 85 万平方米，供热负荷

41.6MW，浅层地热供热占比 56.3%，中深层地热供热量占比 32.5%，其余为调

峰负荷，共建设 4 座分布式能源站。为充分利用区域地热资源，结合区域条件，

项目团队创新提出构建中深层地热耦合浅层地热供热方式并开展了系统耦合

及配比方式研究，得出了浅层地热地埋管与中深层地热地埋管数量最佳配比及

运行控制策略。中深层地热耦合浅层地热供热系统模式及控制策略从根本上解

决了严寒/寒冷地区累计冷热负荷不匹配对系统性能的不利影响，解决了浅层地

源热泵供热技术使用过程中难以规避的土壤热平衡问题。同时首次提出利用地

上储热装置将中深层地埋管供热系统与电网有机结合，实现削峰填谷及清洁能

源消纳的目的。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中深层地热热泵供热项目。该项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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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京市通州区，承担亚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 2.5 万平方米建筑供热需求

并为北京市提供中深层地热供热示范，为北京地区第一口中深层“取热不取水”
试验井。面对北京市通州区地质断裂带广发发育，地下裂缝复杂多样，地层岩

性变化大，漏失严重等特点，技术团队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持续攻关，首个中深

层地埋管施工仅用时 88 天，将成井效率提高了 50%，打破了北京区域两开不

可成井，成井需要半年的僵局。目前该项目已全面完成，通过了北京市发展改

革委组织的院士专家验收。院士专家一致认为该系统单个地埋管连续稳定供热

能力大于 550kW，最大供热能力大于 660kW。且针对以白云岩为主的复杂地

质条件，通过改善管理方法、优化工艺流程，缩短了钻井周期，实现了施工成

本有效控制。在国内首次实现全过程、全维度、全供热场景的试验数据采集、

分析与研究，是“双碳”政策实施后北京地区首个中深层地热（井下换热）示范

项目，为实现多能耦合能源系统和可再生能源综合供热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北京地区节能降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示范意义。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应用技术 应用对象 
及规模 应用起止时间 单位联系人/

电话 

1 

陕西西咸

新区沣西

新城能源

发展有限

公司 

中深层地热清

洁能源供热系

统关键技术 

应用于住宅、

学校、医院及

商业综合体等

各 类 建 筑 业

态，涉及供暖

面 积 1888.96
万平方米 

2018.11 
~ 

2022.03 

刘腾
18292075270 

2 
郑州郑沣

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 

中深层地热清

洁能源供热系

统关键技术 

应用于住宅、

公建建筑，涉

及 供 暖 面 积

103 万平方米 

2020.04 
~ 

2022.03 

王伟
18089136995 

3 

西咸新区

沣渭新能

源发展有

限公司 

中深层地热清

洁能源供热系

统关键技术 

应用于住宅、

公建建筑，涉

及供暖面积 81
万平方米 

2020.08 
~ 

2022.03 

王川
17702910610 

随着该项目 2019 年采暖季规模化投运，受到了央视一套以及参考消息等

主流媒体详细报道。在陕西省西咸新区，西咸新区中心医院、沣西新城总部经

济园综合能源站、沣西吾悦广场、万科地产、电建地产、保利地产、绿地地产

等一大批项目已建成。该技术还跨省输出至河南省郑东新区，规划实施供热面

积 3000 万平方米，目前即将建成 100 万平方米，截至目前，该项技术在全国

已推广应用达 2000 万平方米，供热建筑涵盖住宅、商业综合体、医院、学校、

办公建筑等各类业态，技术推广范围涵盖西北、华中、华北等大部分区域。随

着该技术成果的进一步推广应用，节能减排效益将逐步放大，对于大范围快速

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改善大气环境，治污减霾以及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

大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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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已将中深层地热清洁能源供热系统关

键技术应用于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项目二期、三期、五

期，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等用热项目，自 2018 年技术推广及应用以来，产生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以财务年报为计算依据，2018 年至 2021 年共计增加销售额：38676.12
万元，新增利润：4430.93 万元。（见附件 6-1） 

该技术相较于传统燃煤锅炉供热 5.8 元/平方米月的运行成本，其综合运行成本

为 2.5 元/平方米月，该技术运行成本主要为电费、人员管理和其它费用，其中电费：

4kWh/平方米月×0.4983 元/ kWh＝1.99 元/平方米月，人员工资 0.3 元/平方米月，

其它费用主要为设备维保及少量水费 0.21 元/平方米月。（见附件 6-1、6-4） 
沣西能源公司 2018 年拓展供暖面积 234.46 万平方米；2019 年累计拓展供暖面

积 610.06 万平方米；2020 年累计拓展供暖面积 1047.16 万平方米；2021 年累计拓展

供暖面积 1888.96 万平方米。相较于传统燃煤锅炉供热，按照上述运行成本计算依

据，四个采暖季预估节约运行成本 49904.45 万元。（见附件 6-1） 
另外，郑州郑沣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依靠该项目核心技术成果拓展供暖面积 103

万平方米；西咸新区沣渭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依靠该项目核心技术成果拓展供暖面

积 81 万平方米。成果应用的运行效益和节能减排效益显著。（见附件 6-2、6-3） 
以推广应用的 2000 万平方米建筑为例，与燃煤锅炉相比，一个采暖季（四个月）

减少 CO2 排放量约 86 万吨，减少 SO2 排放量约 2720 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约 4990
吨，减少粉尘排放量约 3070 吨，可代替标准煤约 32 万吨，相当于一个小型燃煤电

厂或中型燃煤供热站全年煤炭消耗量，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改善大气环境、治污

减霾具有重要意义。（见附件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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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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复合式土
壤源热泵系统
及控制方法

中国 ZL201510
654582.X

2017年
08月01日 第2572461号 西安交通

大学

王沣浩
；田春
；连娟丽

2 标准
中深层地热地
埋管供热系统
应用技术规程

中国 DBJ61/T
166-2020

2020年
03月02日

备案号J15150-
2020

主编：西
安交通大
学；参编
：陕西西
咸新区沣
西新城能
源发展有
限公司

起草人
：刘洪涛
；王沣浩

3 标准

西咸新区中深
层无干扰地热
供热系统应用
技术导则

中国
DB6112/
T 0001-
2019

2019年
07月16日

陕西省西咸新
区市场服务与
监督管理局

起草单位
：陕西西
咸新区沣
西新城能
源发展有
限公司
；西安交
通大学

起草人
：刘洪涛
；王沣浩

4 发明专利 一种热泵换热
器 中国 ZL201910

118395.8
2021年
06月08日 第4470058号

陕西西咸
新区沣西
新城能源
发展有限
公司

刘洪涛
；解振涛
；尚雷周
；张瑞
；狄风君
；苏杰
；葛成侠

5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中深层无
干扰地热井换
热管下井装置

中国 ZL201920
157780.9

2019年
01月30日 第9453146号

陕西西咸
新区沣西
新城能源
发展有限
公司

解振涛
；杨涛

6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地热井数据分
析系统V1.0 中国 2020SR16

67955
2020年
08月20日 第6468927号

陕西西咸
新区沣西
新城能源
发展有限
公司

刘洪涛
；解振涛
；周阳
；周玮

7 论文

设计参数对中
深层地埋管换
热器长期换热
性能的影响研
究

中国

10.13941/
j.cnki.21-
1469/tk.2
021.12.00
7

2021年
12月01日 可再生能源

陕西西咸
新区沣西
新城能源
发展有限
公司、西
安交通大
学、自然
资源部煤
炭资源勘
查与综合
利用重点
实验室

刘洪涛
；刘俊
；王沣浩
、蔡皖龙

8 论文
中深层地热地
埋管供热可持
续性研究

中国

10.13738/
j.issn.1671
-
8097.0210
86

2021年
06月29日 热科学与技术

陕西西咸
新区沣西
新城能源
发展有限
公司、西
安交通大
学热流科
学与工程
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刘洪涛
；陈宏飞
；刘攀峰
；刘腾
；杨富鑫
；谭厚章

9 其他 中国能源消费
系统及革命 中国

ISBN
978-7-
5577-
0661-6

2020年
03月01日 第046855号 山西经济

出版社
刘洪涛
；柴建

16

202
2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10 其他 中国碳排放与
低碳发展研究 中国

ISBN
978-7-
5096-
7170-2

2020年
08月01日 第096593号 经济管理

出版社

刘洪涛
；尚进
；解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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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洪涛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5年06月08日 出  生  地 江西南康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60782198506086018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11年03月31日

技术职称 副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安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11年11月27日 所学专业 工商管理

电子邮箱 64178688@qq.com 办公电话 02938020356 移动电话 18509106268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泾大道西一路1号西咸大厦 邮政编码 712000

工作单位 陕西省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行政职务 副局长

二级单位 陕西省西咸新区发展改革和商务局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其他类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5年04月01日　至 2020年03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主要科技创新1、2、3、4有贡献。担任项目研究总负责，全面统筹课题各项工作，确定课题研究方向、
实施计划及总体应用。负责管群供热设计方向把控，技术标准起草（见附件1-2）；组织中深层地热热泵换热
器及关键技术装置联合研发（见附件7-2）；构建并提出中深层地埋管供热技术经济性评价体系（附件7-
8）；牵头实施中深层地热耦合浅层地热供热系统研究（附件6-8）。对本项目的实施做出了实质性贡献，确保
本项目按期高质量完成。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21年开展的《中深层地热能地埋管管群供热系统成套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陕西省建筑业协会2021年第一
批陕西省建设工程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为第1完成人。（见附件7-11）
2021年开展的《中深层地热能地埋管管群供热系统成套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2021年
工程建设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为第1完成人。（见附件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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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沣浩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2年10月08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721008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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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1999年06月19日 所学专业
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

电子邮箱 fhwang@mail.xjtu.edu.cn 办公电话 02983395127 移动电话 13227006940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西安交通大学科技创新港19号楼 邮政编码 712000

工作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5年04月01日　至 2020年03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要对科技创新点1、3、4有贡献。提出了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群设计方法（见附件1-2）；为中深层地热
地埋管供热技术经济性评价体系构建提出了中深层地埋管最佳埋深（见附件7-6）；主要负责中深层地热耦合
浅层地热/储热综合能源利用技术研究（见附件1-1）。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21年开展的《中深层地热能地埋管管群供热系统成套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陕西省建筑业协会2021年第一
批陕西省建设工程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为第2完成人。（见附件7-11）
2021年开展的《中深层地热能地埋管管群供热系统成套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2021年
工程建设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为第2完成人。（见附件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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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振涛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1年12月08日 出  生  地 陕西铜川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20319811208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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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安理工大学 毕业时间 2007年04月27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66899343@qq.com 办公电话 02938020356 移动电话 13759912481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秀雅路923号 邮政编码 712000

工作单位 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董事长兼总经理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其他类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5年04月01日　至 2020年03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要对科技创新点1、2、3有贡献。为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系统方案研发负责人，提出了管群布置合理
管间距。负责中深层地埋管供热核心技术装置及施工工艺研发（见附件7-2，7-4）；负责地热井数据分析系统
开发（见附件7-5）；负责系统总体设计并对接成果转化。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21年开展的《中深层地热能地埋管管群供热系统成套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陕西省建筑业协会2021年第一
批陕西省建设工程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为第3完成人。（见附件7-11）
2021年开展的《中深层地热能地埋管管群供热系统成套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2021年
工程建设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为第3完成人。（见附件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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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富鑫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5年08月12日 出  生  地 广东茂名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40981198508120659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14年10月12日

技术职称 副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安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15年06月19日 所学专业
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

电子邮箱 fxyang@xjtu.edu.cn 办公电话 02982665417 移动电话 18966863023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咸宁西路28号 邮政编码 710049

工作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 行政职务
热科学与工程国
际合作联合实验

二级单位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5年04月01日　至 2020年03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要对科技创新点1有贡献。负责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可持续性及运行影响因素研究（见附件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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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炜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9年12月24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219691224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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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16年12月24日 所学专业 建筑与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13892806739@163.com 办公电话 02987280116 移动电话 13892806739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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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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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18日　至 2020年03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要对科技创新点2有贡献。为工程应用及成果转化总负责，负责工程项目的牵头实施（见附件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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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剑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2年07月25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101081982072512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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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信息工程大学 毕业时间 2004年07月24日 所学专业 计算机通信

电子邮箱 9060317@qq.com 办公电话 02938020356 移动电话 17762236633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秀雅路923号 邮政编码 712000

工作单位 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总经理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其他类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5年04月01日　至 2020年03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要对科技创新点3有贡献。负责智慧管控系统设计（见附件7-5），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示范项目建设
与成果转化（见附件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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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崇晖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7年09月02日 出  生  地 陕西咸阳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42419670902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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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1月28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1522037138@qq.com 办公电话 无 移动电话 15388681602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西安交通大学科技创新港陕建指挥部 邮政编码 712000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项目总工程师
，项目副总经理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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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18日　至 2020年03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要对科技创新点2有贡献。负责中深层地热地埋管末端施工工艺把控及成果转化（见附件6-8）。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21年开展的《中深层地热能地埋管管群供热系统成套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陕西省建筑业协会2021年第一
批陕西省建设工程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为第4完成人。（见附件7-11）
2021年开展的《中深层地热能地埋管管群供热系统成套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2021年
工程建设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为第4完成人。（见附件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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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阳 性别 女 排　　名 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8年03月22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519880322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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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10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建筑环境与设备
工程

电子邮箱 592927250@qq.com 办公电话 02938023115 移动电话 15929320055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秀雅路923号 邮政编码 712000

工作单位 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工程技术中心秘
书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其他类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7年05月01日　至 2020年03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要对科技创新点1、3、4有贡献。负责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群取热建模研究并具体负责储热装置耦合中
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系统模型搭建（见附件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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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玮 性别 男 排　　名 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8年02月09日 出  生  地 江西上饶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6232319880209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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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安理工大学 毕业时间 2010年06月25日 所学专业 环境工程

电子邮箱 174663521@qq.com 办公电话 02938020356 移动电话 18049289074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秀雅路923号 邮政编码 712000

工作单位 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其他类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9年01月01日　至 2020年03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要对科技创新点2、3有贡献。开展了中深层地热特性及设备适应性研究，负责课题各子项目协调联系
，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见附件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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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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解振涛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其他类型企业 传　　真 38026099 邮政编码 712000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秀雅路923号

联  系  人 刘腾 单位电话 02938020356 移动电话 18292075270

电子邮箱 1365691855@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沣西能源公司以运营项目提供开放实验平台，统筹管群供热热源设计、关键设备工艺研发、智慧管
控系统开发及技术经济评价体系构建、中深层耦合浅层供热及储热新型供热系统开发，为中深层地热清洁
能源供热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做出了突出贡献。
         沣西能源公司负责整个研究项目技术方案、项目规划、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并为项目研发提供了主要
经费。主要科技创新有：1）研发了中深层地热高效热泵机组等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装备及
施工工艺；2）基于地热井数据分析系统以及供热系统智能监控算法开发出供热站房智慧管控系统；3）提
出了松散泥砂岩地质的中深层地热能地埋管供热系统、方法；4）构建了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技术经济
性评价体系。
         核心技术授权发明专利1项，另有2项正在实质审查中，授权实用新型专利14项，外观设计专利1项
；主导编制区域技术导则1项，参与地方标准编制1项；获批软件著作权5项。
         沣西能源公司已将项目成果应用于全国2000万平方米建筑供热。建成投运目前全国最大中深层地热地
埋管供热项目；北京首个中深层地热项目——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中深层地热项目通过北京市发改委
组织的专家验收；河南郑东新区以科学谷数字小镇为代表的200万平方米即将建成。一系列核心技术成果
将为后续中深层地热清洁供热技术的进一步大规模推广提供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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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王树国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传　　真 无 邮政编码 710049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咸宁西路28号

联  系  人 蔡皖龙 单位电话 无 移动电话 18710792577

电子邮箱 cwl828@foxmail.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为本项目科技创新提供总体思路及实施方案。提出了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群供热设计方法；创新建
立了中深层地热能耦合浅层地热能及储热新型供热系统；参与构建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技术经济评价体
系。
         在国内外首次建立了基于双连续介质有限元方法的中深层地埋管换热器管群系统热流耦合三维换热模
型。于国际范围首次实现了考虑管间水力交互特性及热交互作用的性能模拟，并通过实际工程对模型进行
了验证。采用验证过的模型进一步进行长期性能模拟，分析了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群长期取热的稳定性。
同时，对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群系统管间距及管群布置方式进行了优化，为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管设计提供
了设计依据。基于此项目进一步提出一种复合式土壤源热泵系统及控制方法，创新建立了中深层地热能耦
合浅层地热能及储热新型供热系统。参与构建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技术经济性评价体系。
         授权发明专利1项；主编地方标准1项，主编区域技术导则1项；总结形成论文18篇，为该技术的后期
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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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排　　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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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邮政编码 710003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北大街199号

联  系  人 解崇晖 单位电话 无 移动电话 15388681602

电子邮箱 sjjtzg@tom.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科教板块施工总承包单位，为响应陕西省关于
推广应用使用清洁能源的号召，参与了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科教板块综合能源供应项目这一我国目前最大
规模无干扰供热示范项目的建设。在中深层地热超大群体建筑施工及成果转化应用过程中，陕建集团结合
项目实施提供了施工总体方案，组织、协调各项成果的应用落地。在项目实施及成果转化过程中，及时发
现了现有技术的不足和需要提升的关键点，并提供了研发思路。研发过程中陕西建工集团多次组织专家论
证探讨，提供及时指导，有力保障了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科教板块综合能源供应项目的成功建成投运，为
后期项目推广及项目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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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