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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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开发类 成果登记号: 9612021Y0813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

公布名
（专用项目

）

主要完成人 白国良，吴涛，刘明生，杨琦，刘浩强，徐亚洲，秦朝刚，梁保真，辛力，崔
国静，张仲伟

主要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长安大学，中国建筑西北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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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结构 代码 5603540

2 结构抗震技术 代码 6172030

3 代码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房屋建筑业

所属陕西省重点发展领域 城镇化与城市发展

任务来源 国家基金, 部委计划, 省级计划, 省市基金, 委厅局和设区市级计划, 其他企业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考虑尺寸效应的高强轻骨料混凝土深受弯构件受剪性能分析，51578072；2.陕
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计划-重点产业创新链-项目：高烈度区装配式结构抗震性能与设计方法研究
，2015KTZDSF03-05-01；3.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计划-重点产业创新链-项目：装配式砼剪力墙结构关
键技术研究及应用，2015KTZDSF03-05-03；4.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计划-新兴产业重大产品（群）-项
目：装配式砼剪力墙结构施工组织及安装关键技术研究，2015KTCQ03-18；5.陕西省国资委科技创新专项
资金项目：装配式砼剪力墙结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2014gykc-013。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43523106x-2015KTZDSF03-05-01/01；220521879-2015KTZDSF03-05-03/01；220521879-2015KTCQ03-18/01。

授权发明专利（项） 28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107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12年1月1日 完成：  2019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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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会认真审阅了项目提名书及附件材料，确认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符合要求。本单位和项目完成单
位均已对项目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
该项目针对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开展了系统性、先导性和创新性研究。建立了
装配式砼构件钢筋连接和混凝土结合面计算原理与实用设计方法；提出了高效型、耗能型装配式混凝土结
构连接构造技术及设计方法；首次通过振动台试验，研究了装配式与现浇结构抗震性能的异同，构建了基
于位移和损伤双控的抗震性能设计方法，提出了性能评价的指标体系；创新性地提出了装配式建筑通用化
、标准化的设计模式，建立了装配式混凝土构件生产、建造和信息化管理的成套应用技术。主编及参编国
家行业、地方标准及图集20项，对高烈度地区装配式砼结构的推广应用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指导作用；获授
国家专利、软件著作权、工法等知识产权135项；成果已在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高
端人才生活基地等96个项目中获得应用，建成国家级、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化基地6个、“秦创原”建筑
工业化研究中心1个，获住建部、陕西省建筑业创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7项。
项目完成单位作为我省“秦创原”共性技术研发和重点领域创新联合体主体单位，强强联合，发挥各自优
势，深度融合，“两链”联动；完成的成果创新性、先进性突出，推动行业科技进步作用显著，应用效果
对于提升“陕西建造”影响力，促进陕西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提名该项目为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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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属于土木建筑领域。

发展装配式建筑是实现我国建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装配式建筑因具有提高建筑品

质和建造效率、节省资源，促进建筑企业转型升级且有益于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等优点，

得到国家积极倡导和政策大力支持，也受到建筑行业的高度重视。我国 58%的国土面积、

50%以上的城市位于 7 度及以上地震高烈度区。由于高烈度地震区的装配式建筑地震作

用大、结构响应大，结构整体性和抗震能力要求高；同时传统装配式结构沿结构横向和

竖向连接部位的连续性差、各构件间力传递性能弱和变形不协调，结构整体性差等问题，

致使在高烈度区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连接技术与计算原理、结构抗震分析理论与设计

方法、工业化生产与配套工艺等方面存在诸多技术瓶颈难题亟待解决。针对前述问题，

本项目团队历时 10 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重点项目、

陕西省社发重点项目、陕西省国资委科技创新专项等 20 余个项目的支持下，以“装配式

混凝土钢筋高效连接→新型构件性能→整体结构抗震性能→标准化设计→工业化生产→

产业化应用”为技术路线，通过试验研究、理论分析与工程示范，对高烈度区装配式混

凝土结构关键技术开展了原创性、系统性研究，在构件连接技术与分析方法、新型连接

子结构抗震性能与理论分析原理、整体结构强震灾变机理与设计方法、装配式建筑标准

化设计、工业化生产与工程应用等方面取得了系列的创新性成果。

本项目的主要技术创新包括：（1）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筋连接与混凝土结合面分析

理论及设计方法。通过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建立了装配式混凝土构件套筒灌浆钢筋连

接粘结滑移力学模型和钢筋-灌浆料-套筒界面相互作用的空间钢筋-筒壁应力计算模型，

提出了基于可靠度理论的锚固长度计算公式；分析了高效钢筋浆锚搭接连接受力机理，

提出了极限粘结强度和搭接长度计算公式；建立了装配式混凝土构件结合面抗剪强度计

算公式；解决了装配式混凝土构件钢筋连接及界面抗剪的技术难题。（2）新型装配式混

凝土构件性能设计原理与计算方法。基于装配式框架连接节点破坏特点，提出了区别于

现浇节点设计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创新性提出了适用于装配式框架结构和剪力墙结

构的高效耗能连接技术，揭示了新型连接技术受力机理，建立了承载力计算公式和变形

控制方法；提出了包括预制梁-现浇柱、预制梁-剪力墙、叠合梁-叠合板、叠合主梁-次

梁、预制剪力墙-板、预制剪力墙之间的连接技术；解决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性能设计的

技术需求。（3）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设计理论。基于全灌浆套筒钢筋连接装配式

混凝土框架子结构抗倒塌机制，提出了装配式框架结构抗连续倒塌分析方法及承载力计

算公式；通过地震模拟振动台试验，探究了强震作用下装配式与现浇混凝土剪力墙结构

抗震性能、结构响应的差异性，首次提出了装配式结构地震破坏等级的划分标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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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建立了装配式结构抗震设计方法和双参数地震损伤计算模型；提出了基于“等同

现浇”设计要求的构造技术。（4）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预制与施工成套应用技术。

基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构件/部品标准化设计技术、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构件预制关键技

术、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工法创新技术，建立了综合考虑表面装饰与构件一体化、

连接节点标准化、部件设计模数化、工厂集成化的深化设计方法和工业化建造技术；

形成不同结构体系构件的关键部位建造技术、配套设备及生产线，建立了部品/构件

工业化、数字化、信息化的生产建造方法和质量管理体系，并形成了配套的生产及

施工创新技术。

基于本项目研究技术，项目组主编完成了《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DBJ

61/T87-2014）、《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程》（DBJ 61/T118-2016）、《装

配式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要点》（DBJ 61/T169-2020）、《装配式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标准》（T/SCIA 004-2021）等装配式结构设计、施工规程与图

集等陕西省装配式建筑标准体系和主要参编完成了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

准》（GB/T 51231-2016）、国家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等

标准、图集共 20项；编著《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指南》、《建筑工程绿色施工实施指南》、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实务》等 6部，发表科研论文 120篇；获核心知识产权 135项

（发明专利 28项，实用新型专利 74项，软件著作权 7项，省级工法 26项）；获授国家

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和陕西省建筑产业现代化基地 6个（具有建筑 PC工业生产线 14

条、市政生产线 2+7条）；建成西部装配式建筑工业化协同创新中心、陕西省“秦创原”

新型建筑工业化研究中心、“秦创原”陕建控股联合研究中心各 1个，获住建部装配式建

筑示范工程和陕西省建筑业创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7项。研究成果引领了陕西装配式建

筑建设、提升了“陕西建造”影响力和促进了全国装配式结构发展。

本项目研究成果已在西安交通大学科技创新港、西部科技创新港高端人才基地项目、

西安奥体中心、高新天谷雅舍、建筑产业现代化 PC工厂、恒大悦龙台项目、西咸新区

秦汉新城秦兴佳苑安居小区、西安兴盛家园、西安御锦城浐河东岸住宅、西安金泰•东郡、

西崔家庄棚户区改造项目、正尚盛世家合等 96项工程项目中应用；项目成果完成单位近

四年累计新增销售额 14.58亿，新增利润 2.54亿，新增税收 0.95亿。研究成果解决了高

烈度地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难题，提高了高烈度地区混凝土建筑装配率，有力地促

进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科技进步和工程应用，推动了陕西装配式建筑技术创新链和产

业链的深度融合，促进了我国建筑工业化发展，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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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针对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与应用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基于大量试验研

究、理论分析和工程验证，取得了丰富的创新性成果。针对钢筋连接技术，建立了钢

筋连接粘结滑移分析理论和锚固长度实用设计方法，提出了小型化套筒连接和高效浆

锚连接新技术；在构件连接中提出了增强装配式混凝土构件塑性区域抗震性能的新型

干式连接技术，建立了基于位移的预制构件性能设计方法；针对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

构，揭示了基于压拱效应的装配式框架子结构抗倒塌机理、地震作用下装配式结构与

现浇结构破坏机理和耗能机制的差异性，提出了装配式剪力墙结构地震破坏等级划分

标准和性能水平，建立了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方法与评价指标；在部件生产与施工方

面，提出了装配式建筑通用化、模数化、标准化的设计流程，构建了装配式建筑系列

部品/构件生产体系，建立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构件制作与施工的成套应用技术。

1.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筋连接与混凝土结合面分析理论及设计方法

学科：工程结构，见论文[3-5、9-16、20-23、31-35]，硕博论文[4-7]，专著[1-6]，
专利[5-12、27-32、38-43、52-74]，工法[3、7、9]，标准[1-6、13-20]，评价证明[1-2]，
结题验收证明[2-4、8-9、12、14-15、17-21]，应用证明[3-96]。
1.1.1 装配式混凝土构件套筒灌浆钢筋连接设计理论

（1）钢筋粘结滑移力学模型

进行了套筒灌浆连接锚固性能研究，建立了考虑灌浆料微膨胀和套筒环箍作用的

套筒灌浆连接粘结滑移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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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筋-筒壁应力计算模型

分析了多因素影响下钢筋连接应力的变化规律，基于厚壁圆筒理论，建立了钢筋-
灌浆料-套筒界面相互作用的空间钢筋-筒壁应力计算模型，可以准确计算不同锚固长度

下钢筋及套筒应力量值，并研发了小型化灌浆连接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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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钢筋-筒壁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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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可靠度理论的锚固长度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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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锚固长度、钢筋直径、灌浆料强度、筒壁直径和反复荷载影响，建立了基于验

算点法的高烈度区钢筋套筒灌浆连接锚固长度计算公式。

套筒灌浆连接的临界锚固长度计算公式：

( / 20.064) / (10.536 / 3.904 / )a y cu gl f f R d   （1-5）

1.1.2 装配式混凝土构件高效浆锚约束钢筋搭接连接设计理论

分析灌浆料强度、保护层厚度和搭接长度对连接内力传递机理的影响规律，提出

了考虑螺旋箍筋约束的高效钢筋浆锚搭接连接极限粘结强度和搭接长度计算公式。

1.1.3 装配式混凝土构件结合面承载力设计方法

预制构件混凝土接触面应采用粗糙面设计以保证结合面的粘结效果，基于界面抗

剪机理，建立了具有安全可靠度的装配式混凝土构件界面抗剪强度设计公式。考虑装

配式建造工艺对混凝土框架节点核心区域的影响，建立了不考虑直交梁有利影响的节

点核芯区截面抗震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1）预制叠合构件水平结合面

 Rk(K) ck k1 ck k2 ck k2min ,0.10 0.15V f A f A f A   （1-8）

（2）预制梁构件竖向结合面

 Rk k Rk(K) ck scmax , 0.10V N V f A  （1-9）

（3）节点核芯区截面抗震受剪承载力
'

j b0 s
j t j j j yv svj

RE c

1 1.1 0.05
b h aV f b h N f A
b s

 


 
   

 
（1-10）

（4）剪力墙水平接缝

u 1 c y s( 0.7( ))V K A f A N   （1-11）

1.2 新型装配式混凝土构件性能设计原理与计算方法

学科：工程结构，见论文[6-19、24-30、36-53、60-78]，硕博论文[3]，专著[1-4]，
专利[1-4、13、75-88]，软著[102-106]，工法[4-8、12-18]，标准[1、4、9、12-15]，评

价证明[1-2]，结题验收证明[1-5、8-10、14-21]，应用证明[16-68]。
1.2.1 耗能型装配式混凝土柱设计理论与设计方法

（1）耗能型装配式混凝土柱连接方法创新设计

结合装配式混凝土构件性能研究基础，提出了承插连接和非承插连接的钢法兰-精
轧螺纹钢筋组合的塑性区连接技术，显著提高施工速度、工程质量和构件抗震性能。

σs σsftk

q1

q q
ftk

d d
D

c D c
1

图 1-2约束浆锚钢筋搭接力学模型

（1）极限粘结强度

=(3.624 +0.298 0.993)u cu
l

d c f
l d

  （1-6）

（2）极限锚固长度
2

1

0.54
[8 ( 2 ) ]

stk
s

tk E s v

Sd fl
f A a D d d 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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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耗能型装配式混凝土柱设计方法

结合试验结果，研究了装配式混凝土柱破坏机理、延性性能、滞回耗能、强度及

其刚度退化规律，建立了耗能型装配式混凝土柱承载力计算公式和抗震设计方法。

图 1-3 试件破坏形态与骨架曲线

2 21
1 1 2

1 1( ) ( )
3 3e e

M H h H H h
K

       （1-12）

1 1( )M P GF
H h
  


 （1-13）

图 1-4 装配式混凝土柱滞回性能

1.2.2 高效型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性能设计方法

（1）高效型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创新设计方法

结合装配式混凝土钢筋连接关键技术的研究成果，研究了小型化套筒灌浆连接和

高效浆锚约束搭接连接构件抗震性能，提出了箱形、H 型钢高效预制剪力墙连接技术。

（2）基于位移的高效型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性能设计方法

研究了高效型装配式剪力墙构件破坏机理、滞回曲线、耗能、强度与刚度退化规

律，分析了预制构件层间变形和有害变形比例，建立考虑连接方式的足尺装配式剪力

墙数值模拟模型及分析方法，构建了基于位移性能目标的预制构件抗震性能设计方法。

装配式构件内力需求计算公式：

=b eff effV K u ， 2(2 / )eff eff effK T M ， 2

1 1

/
n n

eff j j j j
j j

u mu mu
 

  ，
1

/
n

eff j j eff
j

M mu u


 （1-14）

图 1-5 试件滞回曲线

1.2.3装配式混凝土构件连接整体性构造技术

提出了预制与现浇混凝土相结合的构造措施，包括预制梁-现浇柱、预制梁-剪力墙、

叠合梁-叠合板、叠合主梁-次梁、预制剪力墙-板、预制剪力墙之间的连接措施，以保

证构件可靠连接和结构整体性。

预制梁
现浇柱

现浇层

支座中线

对焊或搭焊

剪力键

≥10d

≥20

h

现浇柱

现浇层

支座中线

预制梁

≥0.5La（LaE)、3b/4

≥0.5La（LaE)、3b/4

锚板

≥20

剪力键

h

叠合预制部分

叠合梁纵筋
≥0.4La E

1
5
d

1
5
d墙体预留

连接钢筋

预制剪力墙板

≥0.4La E

预制墙板 现浇混凝土

水平钢筋

纵向钢筋

≥

≥
拉筋

拉筋

拉筋

键槽键槽

键槽

水平钢筋

现浇混凝土预制墙板

纵向钢筋

≥

≥

拉筋

拉筋

键槽

键槽
键槽

图 1-6预制梁现浇柱节点 图1-7叠合梁与剪力墙连接 图 1-8预制墙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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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设计理论

学科：工程结构，见论文[1-2、54-57、72-77、89-98]，硕博论文[1-2]，专著[1-3]，
专利[19-26、33-37、61-67]，软著[102-106]，标准[1、6]，评价证明[1-2]，结题验收证

明[1-3、8-9、12-13、15、17-19、21-23]，应用证明[3-15、24-64、70-71]。
1.3.1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子结构抗倒塌性能分析方法

研究了全灌浆套筒钢筋连接装配式混凝土框架子结构抗倒塌机制，采用拆除构件

法建立了进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抗倒塌设计方法，提出了增强装配式框架节点整体稳

固性的构造措施。

图 1-9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子结构抗倒塌分析

1.3.2 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抗震性能设计与评价方法

根据本项目组提出的装配式混凝土构件钢筋及结合

面连接设计方法与预制构件构造措施建造了大比尺装

配式剪力墙结构，通过地震模拟振动台试验，对分析了

与现浇结构整体稳固性和抗震性能的异同，结果表明提

出的设计方法及构造措施可以满足“等同现浇”的设计

理念。

（1）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抗震性能参数评价

通过地震模拟振动台试验，对比分析了频率、阻尼

比和振型等动力特性，研究表明不同设防烈度下装配式

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加速度、位移角、滞回耗能、延性满

足整体结构设计参数要求。

图 1-11 结构地震响应对比分析

（2）装配式剪力墙结构抗震性能评价指标与方法

考虑装配式剪力墙结构破坏特点，提出了与现浇结构体系大规范相适应的地震破

坏等级划分标准，建立了不同地震等级下整体结构损伤状态的双参数模型，提出了基

于层间位移角和损伤指数的量化评价标准。

图 1-10 剪力墙整体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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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地震破坏等级与损伤限值及层间位移角限值

破坏等级 性能水平 损伤限值
层间位移角θ

现浇结构 装配式结构

I 级 完全正常使用 D<0.03 θ<1/1500 θ<1/1500
II 级 正常使用 0.03≤D<0.10 1/1500<θ<1/1000 1/1500<θ<1/1000
III 级 立即使用 0.10≤D<0.30 1/1000<θ<1/210 1/1000<θ<1/210
IV 级 生命安全 0.30≤D<0.50 1/210<θ<1/120 1/210<θ<1/120
V 级 难以修复 0.50≤D<0.90 1/120<θ<1/53 1/120<θ<1/68
VI 级 接近倒塌 0.90≤D 1/50<θ 1/68<θ

1.4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预制与施工成套应用技术

学科：工程结构，见论文[79-88、99-119]，硕博论文[8-10]，专著[4-6]，专利[14-18、
44-51、63-101]，软著[107-108]，工法[1-26]，标准[4-12、16-20]，评价证明[1-2]，结题

验收证明[2-8、10-16、20-24]，应用证明[3-68、74-96]。
1.4.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构件/部品标准化设计技术

针对高烈度地区装配式建筑整体性和抗震性能的要求，提出了满足结构受力的深

化设计方法；应用 BIM 技术完成了建筑、结构、机电多专业的协同设计，实现了预制

部品部件的高度集成化应用；提出了装配式再生混凝土与轻骨料混凝土非结构构件设

计方法，减轻了结构自重；建立了标准户型库和预制部品部件库，实现了预制部品部

件、连接节点的标准化设计；通过少规格、多组合的设计理念，实现了装配式建筑标

准化与个性化的统一。

1.4.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构件预制关键技术

针对传统建筑业生产效率低、产品性能单一等问题，建立了数字化、智能化、集

成化的预制部品部件生产线，实现了主体结构、保温、装饰、机电管线一体化的集成

生产技术；针对预制构件生产成本高、转运效率低等问题，提出了新型生产模具技术、

高效转运支架技术及磁力盒固定构件模具的创新方法等；建立了数字化钢筋加工生产

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预制构件生产制作及质量管理体系，促进了建筑工业化的发展。

图 1-12 工厂化生产线

1.4.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工法创新技术

针对高烈度区预制构件配筋构造复杂、钢筋连接可靠性要求高、缺乏配套施工工

艺等问题，提出了预留孔钢筋浆锚连接技术，研发了新型施工装备及器具产品，形成

了预制混凝土构件新型连接施工工法，健全了装配式建筑建造标准体系；针对传统施

工沟通效率低、质量和安全问题隐患大等问题，基于 BIM 技术建立了信息化管理平台，

协同进行施工场地布置、吊装施工模拟、安全文明管理等环节，提高了工程项目信息

化管理水平，确保了装配式结构工程质量安全，提升了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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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局限性

项目组在科学研究和工程应用的实践过程中发现，下述问题尚需进一步解决。

（1）近年来我国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获得了快速发展，通过可靠的连接技术和构造

措施建立了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相适应的“等同现浇”设计要求，极大地促进了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在住宅、办公楼、体育场馆等建筑的广泛应用。但为了获得效果更加

优良的建造方式和结构抗震性能，需要创新性地建立基于新型钢筋/构件连接的“非等同

现浇”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体系，更加适应混凝土结构装配化建造特点，进一步促进装配

式混凝土结构体系的发展和应用。

（2）混凝土结构在我国的应用具有量大、面广的特点，本项目组包含了高校、设计

院和施工单位（获批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化基地），涉及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应用的各个关

键技术环节，在项目的实施与应用中形成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产业化应用的局部（区域）

产业链。目前，陕西省乃至全国各设计院、施工企业在适应建筑工业化转型升级过程中，

由于传统分工、基础条件、企业产品布局和政策引导与支持等方面遇到较多的困难，在

整个建筑业内尚未形成完整和有效的产业链，阻碍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推广应用。今

后，应进一步探索基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应用的全行业转型升级的合作与应用模式。

（3）本项目研究过程中培养了部分科研技术人员、产业化工人，有效地推动了陕西

省装配式建筑的应用。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总体尚处于发展阶段，设计人员缺少工业化

与个性化的设计思维，施工技术人员缺乏相应的技术培训，多数施工单位还不具备完整

的工业化施工能力，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装配式建筑的发展。今后，应该结合装配式混凝

土结构在工程应用中总结的相关技术经验，继续完善、丰富相关的标准化设计指南和技

术指导手册等内容，大力培养装配式建筑技术推广的应用人才，补齐装备研发等技术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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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1. 工程标准、图集研发与编制

本项目完成单位作为主编单位和主要参编单位，完成人作为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参编

人，基于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关键技术试验与理论研究、标准化设计、工业化施

工应用等创新技术成果，主编、主要参编了 20部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及图集（附件 10-2.2.1
（1）），并在陕西省及西部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设计、施工中获得广泛应用。

多项工程应用成果获得住建部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和陕西省建筑业创新技术应用示范工

程，为推动陕西及西部地区建筑业转型升级和装配式建筑产业化应用提供了先导和引领

性的技术支持，为我国装配式建筑在高烈度地震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依托本项目的创新点 1.1、1.2和 1.3在全国率先编制了陕西省《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

构技术规程》（DBJ61/T 87-2014）（荣获 2014年西安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其中装配

式混凝土构件钢筋连接及整体结构抗震性能设计成果被写入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

筑技术标准》（GB/T51231-2016）和国家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1-2014）；依托本项目创新点 1.4主编了陕西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程》（DBJ61/T118-2016），为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工程应用提供了重

要的指导作用（附件 10-1.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标准化设计的相关成果《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构造节点图集（剪力

墙结构）》（陕 17G 13）、《钢筋混凝土叠合楼板（60mm厚底板）》（陕 19G14）和

《预制钢筋混凝土梯段板》（陕 19G15）等内容也纳入了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有力

地促进了装配式建筑标准化设计和预制加工技术在全国的推广应用（附件 10-2.2.1（1））。
2. 科技成果评价

2021年 4月 20日，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组织专家，对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长安大学、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西安建工绿色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组共同完成的“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成果

进行了科技评价。以肖绪文院士为主任的评价委员会认为：项目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其中围绕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体系中的新型高效套筒灌浆连接、螺

纹钢筋-钢法兰组合连接装配式混凝土柱等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附件 10-2.2.2（2））。

3. 同行院士专家评价

中国工程院周福霖院士、聂建国院士对“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关键技术及工程

应用”成果的共同评价：预制构件钢筋连接技术的分析与设计方法，解决了装配式混凝土

结构应用的关键技术难题；基于装配建造工艺，提出的高效型连接构造技术，有力推动

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工程应用。

国家土建结构预制装配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李国强教授（比利时皇

家科学与艺术学院外籍院士）对本项目的评价：基于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在保证预制

构件钢筋连接可靠性下，建立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连接技术和结构设计方法，解决了高

烈度地区装配式结构推广应用的难题，促进了陕西及西部地区建筑工业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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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技成果查新

项目研究内容于 2021年 3月 31日进行了国际科技成果查新（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

站（Z08），报告编号：202136000Z08D066），通过 26个国内外文献库、数据平台文献

检索后得出结论：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中外文献中，除本查新项目组发表的相关成果外，

与本项目查新点相同的未见报道，本成果创新点成立。

5. 课题验收意见

支持本项目研究成果且由本项目组主持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陕西省重点科技

计划等项目共 20项，均已通过国家和省级相关技术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且顺利结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专家组对“考虑尺寸效应的高强轻骨料混凝土深受弯构件受剪性

能分析（51578072）”（面上项目）给出准予结题的意见（附件 10-2.2.2（3））。

陕西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对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项目（社会发展领域-重点产业链

项目）7项，包括“高烈度区装配式结构抗震性能与设计方法研究（2015KTZDSF03-05-
01）”、“地震区钢筋高效连接技术研发及配套产品开发（2015KTZDSF03-04）”及装配

式住宅设计标准化体系研究（2015KTZDSF03-01）”等项目的结题验收意见为验收合格

（附件 10-2.2.2（3））。

6. 工程应用评价

（1）在西安交通大学科技创新港（应用证明[57]）、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应用证

明[17、74]）、三星半导体预制构件项目（应用证明[16、19-20]）、延长石油科研中心（应

用证明[93]）、建筑产业现代化 PC工厂一期项目（应用证明[6-8]）、陕西能源绿色建筑

产业园项目（应用证明[91]）等 40余项公共建筑项目中（附件 10-2.1），应用了装配式

混凝土结构钢筋连接与混凝土结合面分析理论，构件性能设计原理与计算方法，结构设

计、预制与施工成套应用技术（创新点 1.1、1.2和 1.4），解决了装配式混凝土构件关键

技术连接及构造的技术难题，改善了结构的抗震性能，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2）在秦兴佳苑安居小区（应用证明[3]）、恒大悦龙台、金辉世界城（应用证明

[22-23]）、金泰·东郡（应用证明[90]）、滹沱村公租房（应用证明[94]）、兴胜家园（应

用证明[24]）、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高端人才基地小户型住宅项目（应用证明[15]）等 40
余项住宅建筑中（附件 10-2.1），应用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筋连接与混凝土结合面分

析理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设计理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预制与施工成

套应用技术（创新点 1.1、1.3和 1.4），解决了装配式混凝土在住宅建筑中设计、预制及

施工的技术难题，实现了建筑户型多样性与标准化。

（3）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应用证明[37]）、西安地铁二号线二期一标段

工程（应用证明[66]）、秦汉新城天工三路市政工程（应用证明[68]）等项目中（附件 10-2.1），
应用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筋连接与混凝土结合面分析理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

预制与施工成套应用技术（创新点 1.1和 1.4），拓展了装配式混凝土构件连接技术和工业

化施工技术的应用范围，提高了土木工程领域工业化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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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据本项目完成单位和部分应用单位的不完全统计，本项目技术已应用于包括西安交通大

学科技创新港、西部科技创新港高端人才基地项目、西安奥体中心、西安市宏景小学、西咸

新区秦汉新城秦兴佳苑安居小区、西安兴盛家园、西安御锦城浐河东岸住宅、西安金泰•东
郡、西崔家庄棚户区改造项目、正尚盛世家合等 96 项工程中（应用情况与佐证资料见下表、

其他附件 10-2.1）。基于本项目技术成果，在全国率先主编的陕西省地方工程建设标准《装

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DBJ61/T 87-2014）、《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与质量

验收规程》（DBJ61/T 118-2016）、《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工艺标准》（DBJ/T
61-124-2016）、《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标准》（T/SCIA 004-2021）等及主要参

编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见必备附件 10-1.2、其他附件 10-2.2.1（1）），在省内、国内已

被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人员广泛采纳和应用。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限 10 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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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建

工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①②
③④

西部科技创新港高端人才基地项目/建筑面
积 52400m2,三层以上为预制砼剪力墙结构，

装配率为 66.7%

2019-03-01
/2021-06-01

李 琛
/13909183200

①②
③④

西咸秦兴佳苑/西北首个装配式剪力墙结构，
建筑面积 22万m2，12栋主楼 3层以上为预制

砼构件，预制率 65%

2018-04-01
/2020-09-18

刘振和
/15129269192

①②
③④

兴胜家园项目，总建筑面积 32万 m2，其中
装配式建筑总面积 24万m2，单栋建筑装配率

均大于 50%，最高 51.65%

2021-04-26
/2022-03-25

曹 登
/18691017918

①②
④

万和四季项目建筑面积 10.2万 m2，其中
9#-12#采用装配式建造，装配率 50%

2021-01-26
/2022-03-30

刘 卫
/13152365907

①③
④

明月听蘭项目建筑面积 7.3万m2，三层以上采
用装配式技术，装配率大于 50%

2021-03-30
/2021-09-15

郑 志
/18700050908

①②
③④

石家庄绿凯赵卜口项目，建筑总面积12万m2，
地上结构采用叠合板、墙体等预制砼构件，节

省成本 450余万元

2021-03-05
/2022-03-20

贺 鹏
/15399305185

①②
③④

安康装配式建筑 PC车间配套工程，总建筑面
积 5639.65m2，采用预制砼叠合板、墙板等构

件 720块，装配率为 65.93%

2020-08-20
/2022-02-13

董 伟
/17772973357

①②
④

西崔家庄棚户区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 30.17
万m2，采用预制砼构件共 6364个

2021-03-01
/2022-03-07

王一博
/18991280393

①②
③④

建筑产业现代化 PC宿舍楼工程，总建筑面积
为 5683.98m2，装配率达 67%

2017-04-01
/2018-05-20

赵 磊
/13772159228

①②
③④

建筑产业现代化办公楼，获住建部第一批国家
级装配式产业基地，装配率 67%

2017-03-07
/2018-03-022

谭 龙
/18966809675

①③
④

宝湾大厦项目总建筑面积 10.3万 m2，共计
1448块叠合板，192块预制墙板，单件预制

混凝土构件最重 3.5t

2020-04-15
/2021-10-15

赵 建
/17792598006

①②
③④

西安航天基地安置项目三期，其中 18#-24#采
用装配式技术，预制砼工程量为 3430m³

2021-03-09
/2022-03-30

余 侃
/1862915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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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陕西建

工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①②

③④

高新天谷·雅舍项目，总建筑面积 11万 m2，
采用预制墙板、叠合板、楼梯板等预制构件，

共计 5287块

2020-09-15
/2022-03-21

虢文刚
/18192257229

①③

④

西安高新第一高中项目/建筑面积 20万m2，采
用预制砼叠合板、楼梯、墙板等

2019-10-01
/2020-07-01

李博超
/18691525559

①②

③④

明颂花园二期 1#-42#，总建筑面积 16.7万m2，

水平构件预制率均大于 80%
2020-08-13
/2022-03-30

董小峰
/18966918921

①③

④

绿舟新城 1号商住楼及地下车库工程，预制
砼构件工程量为 452.6m3

2018-08-15
/2018-12-15

任 伟
/18191784252

①②

④

北京昌平区东小镇项目 18栋住宅总建筑面积
28.3万m2，主要采用预制砼叠合板、内墙、

外墙等，装配率为 50%

2020-03-01
/2021-12-21

杨 超
/15229099923

①④

北京石景山区衙门口棚户区改造项目为装
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总建筑面积 16.9万

m2，装配率大于 60%

2029-09-14
/2022-03-30

谢 天
/15399229887

①④
西安世贸北辰项目DK3地块二期工程/采用
预制砼楼梯、叠合板、空调板等，工程量为

578m³

2019-04-17
/2019-08-10

王 超
/15771724157

2 中建西北设
计研究院

①③

④

西安市宏景小学项目总建筑面积 15310m2，地
上结构采用装配式砼建造技术，包括叠合板、

预制轻质砼墙板等

2019-09-01
/2020-12-10

潘映兵
/13259745577

3
西安建工绿

色建筑集团

有限公司

①②

③④

兴盛家园/总建筑面积 2520.4m2，预制砼总量
310.97m³，装配率达 53%

2015-02-01
/2016-07-01

余 涛
/13709214025

①②
新疆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砼预制清水

挂板、看台板等，工程量 2800m3
2019-05-21
/2020-09-30

周富军

/17726756607

4
西咸交大科

技创新港发

展有限公司

①②

③④

西安交通大学科技创新港施工项目/总建筑

面积 8323.76m2，预制砼构件涉及型号 110
种，构件总数达 347件

2017-04-01
/2018-12-10

解崇晖
/15388681602

5
陕西金泰恒

业房地产有

限公司

①②

③④

金泰·东郡装配式示范项目/总建筑面积

5329.7m2，装配率达 78%
2019-10-20
/2020-11-10

史宇驰

/15091190395

①②

③④

陕西能源绿色产业园 4#宿舍、5#办公楼项
目/建筑面积 10037.7m2，国家 AAA级装配

式建筑，装配率 91.1%

2018-07-28
/2021-04-30

史国峰
/17742427256

6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分行

①③

④

陕西中银大厦项目，共22层，抗震设防烈度8
度（0.20g）/结构连体部分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

叠合板/节约模具材料40%

2013-06-01
/2015-04-01

谭吉强
/13991930160

7 陕西延长石油

房地产公司

①②

④

延长石油科研中心/建筑面积19.9万m2，墙板、
空调板、楼梯等均为预制砼构件

2013-08-01
/2015-10-01

呼玉鑫
/13571971001

8 西安市公租房建

设管理公司

①③

④

滹沱村公租房项目/建筑面积 19386.95m2，
其中内外墙、阳台板、空调板等采用预制混

凝土构件

2018-05-01
/2019-09-01

余 涛
/13709214025

9 西安市宏府建

筑工程公司

①②

④

西安市长安区郭南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总建

筑面积 41041m2，墙体、叠合板、楼梯等均
预制砼构件

2019-03-01
/2022-01-15

刘云飞
/17792111120

10 陕西润翔置业

有限公司

①②

③④

正尚盛世家合项目/建筑面积 40.7万 m2，墙

体、叠合板、楼梯等均预制
2018-05-01
/2021-12-18

郭彦旭

/18142391710

注：应用技术①，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筋连接与混凝土结合面分析理论及设计方法；应用技术②，新型

装配式混凝土构件性能设计原理与计算方法；应用技术③，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设计理论；

应用技术④，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预制与施工成套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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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

近四年直接经济效益（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总投资额 2,282 回收期（年） 2

年份 新增销售额 新增利润 新增税收

2018 17,824 3,408 811.9

2019 19,513 4,737.8 1,626.2

2020 46,891 11,004.9 2,810.45

2021 61,615.41 6,222.08 4,227.82

累计 145,843.41 25,372.78 9,476.37

经济效益的有关说明及各栏目的计算依据

1）项目总投资额 2282万元，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市等纵向项目资助 432万

元，企业列入计划的项目资助累计 550万元，项目完成单位配套研发经费 450万元，应

用项目单位配套资金 850万元（附件 10-2.2.2）。

2）将开具了工程应用（含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益证明的工程项目中的新增销售额、

新增利润、新增税收总额累计分摊到各年中计算所得，各栏目中没有计入投资方（业主）

节约投资、建设方工期缩短和材料节约等费用（附件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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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效益

项目组围绕国家大力发展装配式结构、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产业政策需求，

针对高烈度地区推广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技术难题，在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连接、结构技

术研发与设计、技术标准编制、PC制造基地建设及施工工艺创新、专业技术人才培养、

工程推广应用全链条开展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孵化，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1）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以标准化设计、工业化生产、机械化施工等为主要特点，对优

化施工场地配置、节约建材和降低损耗、节约水资源、减少施工噪音、减少空气污染、

降低建筑能耗等方面具有根本性改善。研究成果解决了在高烈度地区推广应用装配式混

凝土结构的系列技术难题，提高了结构的抗震安全性，扩展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应用

范围，促进了高烈度地区混凝土建筑装配率的提高，并已在近 100 项工程中应用，对创

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附件 10-2.1）。

2）主编了陕西省工程建设标准《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DBJ61/T

87-2014）、《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程》（DBJ61/T118-2016）、《装

配式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要点》（DBJ 61/T169-2020）等配套的标

准及图集，参编了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和国家

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等。解决了当前建筑工业化发展

的迫切需要，完善了装配式结构及混凝土结构领域的规范体系，显著提升了我国装配式

混凝土结构的理论研究与工业化建造水平，推动了建筑业科技进步（附件 10-2.2.1）。

3）项目基于全链条技术创新与产业孵化，建成装配式混凝土 PC工业生产线 14条、

市政车间生产线 2+7条，获批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和陕西省建筑产业现代化基地

6项，获住建部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和陕西省建筑业创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7项，建成西

部装配式建筑工业化协同创新中心 1个、秦创原新型建筑工业化研究中心 1个、秦创原

陕建控股联合研究中心 1个。已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装配式建筑发展模式，提升

了我省建筑工业化技术水平，有效发挥了示范引领和产业支撑作用（附件 10-2.2.3）。

4）项目研究与推广应用中，重视目标导向，加强产学研紧密、有效合作，以“产业

链”需求为目的，实施“创新链”问题研发，为项目完成单位培养了一批硕、博士研究

生和装配式结构施工技术人员及其装配式结构施工工人；项目执行期间为相关企业单位

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1000余名；为装配式结构推广应用和工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附

件 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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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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大比尺装
配整体式剪力
墙模型结构及
制作方法

中国 ZL201610
445597.X

2018年
06月01日 2945884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白国良
,秦朝刚
,徐亚洲
等

2 发明专利

一种装配式剪
力墙构件竖向
钢筋原位自锁
连接结构

中国 ZL201610
041246.2

2018年
01月23日 2788761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白国良
,秦朝刚
,赵腾飞
等

3 发明专利

预制装配式混
凝土构件用钢
筋锚固预留孔
成孔装置及方
法

中国 ZL201510
469001.5

2018年
03月09日 2839787 长安大学

吴    涛
,刘    喜
,白国良
等

4 标准
装配整体式混
凝土结构技术
规程

中国 DBJ 61/T
87- 2014

2014年
07月01日

陕建发
[2014]160 号

西安建工
集团有限
公司，西
安建筑科
技大学
，中国建
筑西北设
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等

白国良
,刘浩强
,徐亚洲
等

5 其他 装配式混凝土
建筑施工实务 中国

ISBN
978-7-
112-
26039-3

2021年
03月01日

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2021.3

陕西建工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建筑
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
公司，陕
西建工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等

6 标准

装配式建筑工
程（混凝土结
构）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要
点

中国 DBJ 61/T
169-2020

2020年
09月01日

陕建发
[2020]1008 号

中国建筑
西北设计
研究院有
限公司
，西安建
构实业有
限公司等

杨琦,  辛
力,  刘浩
强等

7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OpenSees计算
过程监控软件 中国 2019SR01

94174
2019年
02月28日 03665509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白国良
,刘  彪等

8 论文

装配整体式剪
力墙模型结构
振动台试验研
究

中国

DOI:10.1
4006/j.jzjg
xb.2018.0
2.002

2018年
04月01日

建筑结构学报
2018,39(02):17
-27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长安大
学

白国良
,秦朝刚
,徐亚洲
,吴  涛等

9 其他

装配式混凝土
结构构件通用
性钢模具设计
加工工法

中国 SXSJGF2
019-071

2019年
12月13日

陕建发
[2019]1268 号

西安建工
绿色建筑
集团有限
公司

刘浩强
,蓬永刚
,杨保弟
等

10 其他 预制外墙挂板
施工工法 中国 SXSJGF

2020-096
2021年
01月19日

陕建发[2021]
14号

陕西建工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建五
建公司）

梁保真
,柴彦昌,
史宇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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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国良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55年04月29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西安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550429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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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1996年05月30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guoliangbai@126.com 办公电话 029-82207885 移动电话 15353493149

通讯地址 西安市雁塔路中段13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邮政编码 710055

工作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行政职务
西部装配式协同
创新中心主任

二级单位 土木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2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 对创新点1.1、1.2、1.3、1.4有主要贡献。（2） 项目主持人，负责技术路线、研究方案的整体制定，主
要完成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筋连接技术、预制构件受力性能及整体结构抗震性能的试验与理论研究
，建立了装配式混凝土构件连接及结构抗震性能设计方法。（3）依托协同创新平台，指导相关研究成果的工
程推广应用。
【佐证材料】:附10-1（专利 1-3， 标准 1，项目 1）；附10-2.1（ 工程应用3-8、17、25-35）；附10-2.2（知识产
权（专利1-7、28-38等，专著1-2），评价证明（验收与结题2、17），其他（获奖1，论文1-8、16-60等，硕博
论文1、3-5））等。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与混合结构体系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5年，排名第一
；证书号码：2015- J-221-2-02-R01。2.“绿色低能耗材料结构体系设计方法与工程应用”，陕西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2017年，排名第一；证书编号：2017-1-23-R1。3.“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与混合结构体系理论研究及
工程应用”，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4年，排名第一；证书编号：14-1-25-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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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涛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6年09月22日 出  生  地
安徽省六安市霍
山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42427197609220016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14年06月01日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03年12月01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wutao@chd.edu.cn 办公电话 029-82337226 移动电话 13991322194

通讯地址 西安市长安中路161号长安大学小寨校区 邮政编码 710061

工作单位 长安大学 行政职务
研究生院执行院
长

二级单位 建筑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长安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2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 对创新点1.1、1.2、1.3、1.4有主要贡献。（2）主要完成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关键连接技术的试验研究和
理论分析，提出小型化套筒灌浆连接与高效钢筋浆锚搭接技术，箱形、H 型钢高效预制剪力墙连接技术，简化
了施工工艺；指导并参加了预制构件生产线建设和工程应用。
【佐证材料】:附10-2.1 (工程应用3-5、28、35-42等)；附10-2.2.1（专利8-12、41-49，专著3）；附10-2.2.2 （科
技成果评价，验收与结题1、4）；附10-2.2.3（论文1-15、61-88，硕博论文2、6-8）。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混凝土框架结构地震倒塌破坏机理及设计方法”，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7年，排名第一；证书
号码：2017-1-24-R1。2.“钢-砼组合结构与混合结构体系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15年，排名第四；证书号码：2015- J-221-2-02-R04。3.“地震区大型火电厂混凝土框排架结构关键技术与
应用研究”，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3年，排名第二；证书号码：201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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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明生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6年05月07日 出  生  地 甘肃省武威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32319660507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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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建筑工程学院 毕业时间 1989年07月15日 所学专业 工业与民用建筑

电子邮箱 2477828940@qq.com 办公电话 029-87361835 移动电话 13991280698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北大街199号 邮政编码 710000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总经理（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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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对创新点1.2、1.3、1.4有重要贡献。（2）主要完成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构件预制、施工吊装、信息化管
理和数字化运维等产业链技术开发与应用；指导成果重点应用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兴佳苑安居小区、西安高
新第一高中新校区、御锦城浐河东岸住宅等多项示范性工程，提高了装配式建筑产业链工业化生产及信息化管
理的水平。
【佐证材料】:附10-1.3 (项目2-3)；附10-2.1（工程应用3-10、12-16、18-19、24-64）；附10-2.2.2 评价证明（科
技成果评价，验收与结题3、7-8、10）；附10-2.2.3 其他证明（示范项目与产业化基地1、3、5-8）等。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管理及资源化利用”，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15年，排名
第三；证书号码：2016-J-E-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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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琦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3年01月21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西安市户
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319630121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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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大学 毕业时间 1993年10月01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yq@cscecnwi.com 办公电话 029-68519096 移动电话 13991386517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文景路98号 邮政编码 710018

工作单位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总工程师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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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 对创新点1.2、1.3、1.4有重要贡献。（2）主要完成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深化设计规程及图集的编制与应
用，提出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构件连接关键构造技术与标准化设计方法；重点指导成果在陕西中银大厦、正尚盛
世家合经济适用房南区、西安高新第一高中新校区等项目中获得应用，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标准化设计及应用
做出了重要贡献。
【佐证材料】:附10-1.3 （项目4）；附10-2.1（工程应用4、10-12、29、69-71、92-93）；附10-2.2.1 核心知识产
权（标准5-6、8、12）；附10-2.2.2 评价证明（科技成果评价，验收与结题12、21）等。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大型公共混凝土结构连续倒塌破坏机制与性能提升技术”， 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19年，排名第
三；证书编号：2019-J-4047-2-R03 。2. “现代钢管结构理论研究及关键技术应用”， 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2018年，排名第八；证书编号：2018-1-25-2-R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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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浩强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1年12月23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西安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711223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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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07月15日 所学专业 工业与民用建筑

电子邮箱 779527002@qq.com 办公电话 029-88853399 移动电话 13991116060

通讯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太白南路22号坤元TIME中心1310室 邮政编码 710605

工作单位 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总工程师

二级单位 西安建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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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 对创新点1.3、1.4有重要贡献。（2）主要完成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体系生产线建设及工程推广应用，并
开发了标准化的新型生产模具，创新了预制工艺和建造模式；推动研究成果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滹沱村公
租房、新疆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兴盛家园等项目中应用。
【佐证材料】:附10-1.2 (标准1-2)；附10-2.1 (工程应用72-88)；附10-2.2.1（专利20、68-76，工法2-4）；附10-
2.2.2 评价证明（科技成果评价，验收与结题6、16）；附10-2.2.3 其他证明（获奖1-3，论文113-116）。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绿色低能耗材料结构体系设计方法与工程应用”，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7年，排名第六；证书
号码：2017- 1-23-R6。2.“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西安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4年，排名第
二；证书号码，2014-1-6-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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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亚洲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8年07月23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榆林市佳
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272919780723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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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大学 毕业时间 2009年04月15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yazhou_xhu@163.com 办公电话 029-82202947 移动电话 18509260895

通讯地址 西安市雁塔路中段13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邮政编码 710055

工作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土木工程学院 党　　派 无党派人士

完成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2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 对创新点1.2、1.3有贡献。（2）主要完成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抗震性能和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
抗震及抗倒塌性能的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建立了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设计方法，为该结构体系在
高烈度区的应用提供理论支撑。
【佐证材料】:附10-1.1 (专利1-2)；附10-1.2 (标准 1)；附10-2.2.1 知识产权（专利1、3、37-40）；附10-2.2.2 评价
证明（科技成果评价，验收与结题17）；附10-2.2.3 其他证明（获奖1，论文1-2、5-8、24-25，硕博论文9-
1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与混合结构体系理论研究与工程应用”，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4年，排名第
四；证书号码：2014-1-25-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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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朝刚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9年04月15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渭南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52419890415401X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副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19年01月10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qinchaogang415@126.com 办公电话 029-82337233 移动电话 18700945385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中路75号，长安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邮政编码 710061

工作单位 长安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建筑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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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 对创新点1.2、1.3有贡献。（2）主要完成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预制构件受力性能和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
构抗震性能试验研究，提出了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抗震性能的评价指标及实用设计方法。
【佐证材料】:附10-1.1 (专利1-3)；附10-2.1 (工程应用6-8)；附10-2.2.1 知识产权 (专利1-4、8-9、36-38)；附10-
2.2.2 评价证明 (科技成果评价，验收与结题9、19)；附 10-2.2.3 其他证明(论文1-2、5-8，硕博论文1)。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绿色低能耗材料结构体系设计方法与工程应用”，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7年，排名第十；证书
号码：2017- 1-23-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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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保真 性别 男 排　　名 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4年07月08日 出  生  地
山东省菏泽市郓
城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219740708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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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16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工商管理

电子邮箱 1329630423@qq.com 办公电话 029-82460015 移动电话 13709116289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浐灞区金花北路4333号 邮政编码 710000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陕五建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二级单位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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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 对创新点1.4有贡献。（2）主要负责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业化建造及信息化管理研究与推广
应用；结合装配式结构的建造特点，提出了工业化水平高的预制及建造工艺，完成了多个典型装配式混凝土结
构示范工程的建设。
【佐证材料】:附10-2.1 ( 工程应用11-12、16、24-30)；附10-2.2.1 核心知识产权（专利61-62，工法1，标准16-
17）；附10-2.2.3 其他证明（示范项目及产业化基地3、12-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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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力 性别 男 排　　名 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1年11月29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渭南市大
荔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5231981112954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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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09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28395099@qq.com 办公电话 029-68515930 移动电话 13909230648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文景路98号 邮政编码 710018

工作单位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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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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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 对创新点1.3、1.4有贡献。（2）主要完成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标准化设计及工程应用，主持了
多个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项目的设计。
【佐证材料】:附10-1.3 (项目4)；附10-2.1 (工程应用10-12、92-93)；附10-2.2.1 核心知识产权 (专利19、63-
67，标准5-6)；附10-2.2.2 评价证明 (验收与结题21) 等。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大型公共混凝土结构连续倒塌破坏机制与性能提升技术” ，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19年，排名第
六；证书编号：2019-J-4047-2-R06。2.“楼梯间隔震结构设计方法及成套关键技术研发”，陕西省土木建筑科
学技术奖 ，一等奖，2020年，排名第一；证书号码：1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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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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崔国静 性别 女 排　　名 10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6年03月04日 出  生  地 河北省衡水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3118219860304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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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理工大学 毕业时间 2012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420487644@qq.com 办公电话 029-33136174 移动电话 15891710533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文创大厦16-1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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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配式建筑技术
研究院院长

二级单位 陕西建筑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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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 对创新点1.1、1.4有贡献。（2）主要承担装配式混凝土预制构件的生产、工程应用及产业化工人培训
，完成装配式混凝土预制构件工业化生产体系建设。
【佐证材料】:附10-1.2 (标准3)；附10-2.1 (应用6-9、31-35)；附10-2.2.1 核心知识产权（专利13-14、51-55，教材
5，标准4、7）；附10-2.2.3 其他证明（论文89-9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程”，陕西省土木建筑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8年，排名第六
；证书编号：1617-1-6。 2.“陕西省城镇综合管廊施工与质量验收规程”，全国市政行业市政工程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2018年，排名第六；证书号码：中市协科20180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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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仲伟 性别 男 排　　名 1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92年07月17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韩城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5811992071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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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安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20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429888539@qq.com 办公电话 029-82207885 移动电话 13227756163

通讯地址 西安市雁塔路中段13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邮政编码 710055

工作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土木工程学院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7年07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 对创新点1.1、1.4有贡献。（2）主要承担装配式结构钢筋套筒灌浆连接试验研究和装配式结构信息化
管理研究，对预制混凝土构件的生产及数字化建造提供了技术支持。
【佐证材料】:附10-2.1 （工程应用证明3、6-8、17、90-91；附10-2.2.2 评价证明（科技成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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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奇维 单位电话 029-87281031 移动电话 15829689098

电子邮箱 1650886060@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长安大学、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进行长期合作，开展装配式混凝土结构PC生产线，装配式结构施工技术
、装配式结构施工工艺和信息化管理等方面研究，促进了陕西省乃至西部地区装配式建筑的推广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负责装配式混凝土预制构件的生产基地建设、装配式结构施工成套
工艺和信息化管理技术的研究，完成相关技术成果的转化与工程应用。提出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预制构件
工业化生产和智慧建造等技术，并应用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兴佳苑安居小区、西安高新第一高中新校区
项目、御锦城浐河东岸住宅项目、建筑产业现代化PC工厂一期项目宿舍楼、办公楼等多项工程，取得了
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总结相关技术研究成果和工程实践经验，获得数十项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施工相关的工法、专利、培训教材等知识产权，主编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程》
(DBJ61/T118-2016)、《陕西省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DBJ 61/T138-2017)等多部标准及图集，建成
“秦创原”建筑工业化科技孵化平台，有效地促进了科研成果的转化。
         申报资料齐全、规范，无知识产权纠纷，人员排序无争议。
         本报奖项目经过向社会7天公示，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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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王树声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传　　真 029-82202330 邮政编码 710055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中段13号

联  系  人 高音 单位电话 029-82202330 移动电话 13359230996

电子邮箱 kjccgb@xauat.edu.cn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我校以白国良教授为负责人的科研团队，与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安大学、中国建筑西北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开展长期合作，针对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
关键连接技术、抗震性能和设计方法等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项目组针对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钢筋连接、构件性能、结构抗震设计方法等进行了试验研究、理
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建立了装配式混凝土构件连接系统构造技术，结构抗震性能设计及评价方法，解决了
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构造技术及抗震设计的难题，提高了装配式结构的预制率和工业化建造的水平
。率先在全国主编了陕西工程建设标准《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DBJ61/T87-2014）等标准与
图集，获得包括专著、国家专利、软件著作权、科研论文等大量研究成果，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推广应
用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延长石油科研中心、陕西中银大厦、金辉世界城、西安奥体中
心、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芯片项目、滹沱村公租房项目等近100项工程中，取得了显著的经济、
环境和社会效益。
         申报资料齐全、规范，无知识产权纠纷，人员排序无争议。
         本报奖项目经过向社会7天公示，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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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大学

排　　名 3 法定代表人 沙爱民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传　　真 029-61105261 邮政编码 710064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朱宏路北段（渭水校区）北辰楼805

联  系  人 杨锐 单位电话 029-61105257 移动电话 18710451185

电子邮箱 kjcgk@chd.edu.cn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长安大学以吴涛教授为负责人的科研团队，与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
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合作，长期开展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
结构新型钢筋连接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应用。
          研究团队在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钢筋连接性能、耗能型预制构件及其抗震性能等方面进行
了试验研究与理论分析，研究成果丰富且应用广泛，其中在小型化套筒灌浆连接与高效钢筋浆锚搭接技术
、箱形螺栓和H型钢连接剪力墙技术等方面做出了创新性成果，为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和工
程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撑。研究成果已纳入工程建设标准《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DBJ61/T 87-
2014)及西安建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标准《PC预制构件生产作业指导书》（Q/JGSY-ZY-PC-
2015），并成功应用于西安市兴盛家园5#楼装配式示范项目、丝绸之路贸易产业中心等大量工程项目。
         申报资料齐全、规范，无知识产权纠纷，人员排序无争议。
         本报奖项目经过向社会7天公示，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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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排　　名 4 法定代表人 王军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68515775 邮政编码 710018

通讯地址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景路98号

联  系  人 刘源 单位电话 029-68515641 移动电话 13060412258

电子邮箱 49402157@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长安大学、
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合作，联合开展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标准化设计及工程推广应用。
          在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标准化设计技术研究和相应标准、图集研究与编制方面，中国建筑西
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基于大量研究成果和工程设计实践，总结项目设计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和经验积累
，建立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标准化设计的系列方法，解决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缺乏设计标准和建造图集的
技术问题。研究成果获得多项国家专利，编制了工程建设标准《装配式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要点》（DBJ 61/T169-2020）等，在陕西中银大厦、正尚盛世家合经济适用房南区、西安高新
第一高中新校区等项目应用。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工作促进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对该结构
体系的推广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申报资料齐全、规范，无知识产权纠纷，人员排序无争议。
         本报奖项目经过向社会7天公示，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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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5 法定代表人 陈震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89852225 邮政编码 710065

通讯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太白南路丈八街办22号西安建工大楼13-14层

联  系  人 张瑞华 单位电话 029-89852214 移动电话 15829275175

电子邮箱 88288602@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与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长安大学、中
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长期合作，积极开展高烈度区装配式混凝土构件生产基地建设和装配式混
凝土结构施工关键技术的成果应用转化。
          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技术成果转化为目标，以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科研成果为基础
，依托本项目建立的装配式建筑系统构造技术、构件及结构设计方法，完成装配式混凝土结构PC生产线
的建设和构件预制技术、结构建造施工工艺研究，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体系的工业化推广应用做出了重要
贡献。基于本项目的核心技术和工程实践，获得包括国家专利、施工工法及论文等成果，作为主要完成单
位联合编制了工程建设标准《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DBJ61/T 87-2014），建成了PC生产线
，相关技术成果已成功转化并广泛应用于包括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滹沱村公租房项目、新疆乌鲁木齐奥
林匹克体育中心、兴盛家园等项目，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的工作促进了科研成果的技术转化，实现了“产-学-研”相结合，促进了相关技术的推广应用。
         申报资料齐全、规范，无知识产权纠纷，人员排序无争议。
         本报奖项目经过向社会7天公示，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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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