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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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2022J0326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寒冷地区文化建筑节能减碳机电设计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

公布名
（专用项目

）

主要完成人 薛洁，杨肖虎，赵凤霞，罗昔联，张军，孟祥兆，喻家帮

主要完成单位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

是否国家秘密技术项目 否

项目密级 非密 定密日期

保密期限(年) 定密机构(盖章)

学科分类

名称

1 节能技术 代码 48050

2 太阳能利用技术 代码 4703710

3 地热能利用技术 代码 470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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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计划, 省市基金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计划项目“太阳能低温热源相变蓄热换热设备”，2015KTCQ01-99
陕西省科技新星项目“多孔金属强化相变蓄热储能机理及相变蓄热罐设计开发”，2019KJXX-098
陕西省自然基金“大空间遗址博物馆文物适宜保存环境及调控机理研究”，2018JM509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微米纤维表面修饰通孔金属泡沫热质输运机理研究”，51506160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2015KTCQ01-99

授权发明专利（项） 8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17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14年1月15日 完成：  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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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单位意见
 （适用于单位提名）

 

提名者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19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联 系 人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联系电话 13659147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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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意见：
    本项目结合工程实践和实验研究，对寒冷地区文化建筑的机电节能设计关键核心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工程价值的原创性成果：
    1、研制了高导热率石蜡基复合相变材料、高效的相变蓄热强化传热结构以及不同相变温度的新型高效
低温相变蓄热设备，减少了蓄热时间，提高了蓄热效率，降低了材料成本。
    2、建立了太阳能与市政热源、地热能、空气能等多种能源耦合利用的架构体系，通过太阳能相变蓄热
技术、空调系统气流组织优化、中深层取热蓄热技术、建筑智能化控制技术等关键技术系统性地解决了寒
冷地区文化建筑高效节能设计的难题。
    3、建立了高效楼宇智能化能耗管理系统，进一步降低了建筑运营期间的能耗。

    成果已成功应用于黄帝文化中心、铜川市工人文化宫、咸阳博物院等重大工程项目中，取得了显著的社
会、经济和环境效益，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项目成果总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其中相变蓄热材料和储热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提名资料齐全、规范，内容翔实，无知识产权纠纷，人员排序无争议，符合陕西省科技进步奖提名条件
。
    建议提名该项目为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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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提名项目奖励等级意向（由项目组填写）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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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完成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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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建筑热环境、土木建筑技术科学领域。 

根据我国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的规定，我国共划分为五个建筑热工设计分区

区，其中包括寒冷地区。寒冷地区涉及 14 个省、市、自治区，面积约 350 万平方

公里，人口 3.5 亿左右，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 30%。该地区人口众多，重工业

经济发达，供暖需求量大。除此以外，寒冷地区历史悠久，历代古都多建于该地区，

文化底蕴浓厚，具有大批已建、新建和改建的文化建筑。在寒冷地区民用建筑中机

电能耗占建筑总能耗的 80%以上，其中空调能耗约占 50%，是亟需节能减排的大户，

具有很大的节能潜力和空间。在“30/60双碳目标”的背景下，针对寒冷地区文化建筑

单位面积冷热负荷高、室内湿度难下降、热舒适性要求高、机电管线排布复杂等几

大难题，以寒冷地区文化建筑机电节能设计方法为研究对象，在陕西省科技统筹创

新工程计划项目的资助下，本研究团队经历 7 年持续的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开

发和示范工程建设，取得如下创新性成果： 

1. 基础研究：建立了适用于寒冷地区文化建筑的机电节能设计方法。以给排水、

暖通、电气及智能化专业的节能减碳技术为主线，研究了文化类建筑的特点、周边

能源情况、机电各类系统架构等内容，通过理论研究、数值模拟方法、实验手段等

对文化类建筑机电设计的节能减碳关键技术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和验证。分别对

这类建筑的复合能源系统架构体系、空调系统气流组织优化、太阳能相变蓄热技术、

中深层取热蓄热技术、建筑智能化控制技术等关键技术进行了创新和推广，提出寒

冷地区文化建筑机电节能减碳关键技术的设计方法。该成果解决了文化建筑机电设

计过程中各机电系统无法高效耦合的问题。 

2. 技术开发：研制了高导热率石蜡基复合相变材料、高效的相变蓄热强化传热

结构以及不同相变温度的新型高效低温相变蓄热设备。蓄热时间缩短了 80%，导热

能力提高了 5~10 倍，提高了蓄热效率，降低了材料成本。项目团队还针对中深层地

热井间距、中深层地埋套管换热器内自循环换热量展开了大量研究，确立了一种新

型计算方法，为实际工程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持。此外，项目团队对博物馆空调开展

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博物馆文物区与游客区隔离调控系统、葬坑环境置换通风调控

与净化系统，为文化建筑内部高大空间的气流组织进行了优化，并保证了室内的洁

净度。该成果为文化建筑机电设计解决了太阳能和地热能高效利用的关键问题，其

推广应用对于建筑节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可显著节约能源和降低碳排放。 

3. 产品试验项目：目前已开发商用蓄热模块和民用蓄热热风机，蓄热储能技术

已于多个项目进行试验，取得良好节能效果。在西安市莲湖区第二实验中学运用了

2 台 90kW 电锅炉+8 台 500MJ 相变热池，最大供热负荷 420kW，用电负荷 20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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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市大兴初级中学运用了 2 台 360kW 电锅炉+32 台 600MJ 相变热池，最大供热

负荷 1256kW，用电负荷 720kW。在西安市莲湖区卫生服务办公大楼采用 32 台相变

蓄热设备，目前已承接 2021 年 1 月 15 日至 3 月 15 日的采暖委托运营服务。产生了

显著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对我国低碳建筑发展具有引领和推动作用。 

4. 文化建筑机电创新设计与示范应用：完成了寒冷地区文化建筑多系统、多类

型、全方位的机电节能设计。在上述成果的支撑下，项目团队建立了太阳能与市政

热源、地热能、空气能等多种能源耦合利用的架构体系，在“机电全局统筹-量化评

价-优化机电设计”的模式指导下，以寒冷地区文化建筑为研究对象，在寒冷地区开

展了剧院、展厅、博物院的机电节能设计和工程示范。先后完成了黄帝文化中心，

获得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一等奖、陕西省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创新二等奖；铜川市工人文化宫，获得陕西省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中国安

装工程优质奖。延安大剧院，获得陕西省第十九次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中国建设

工程鲁班奖。累计创作项目设计面积近 20 万㎡，聚焦于低碳建筑机电设计，并建立

了高效楼宇智能化能耗管理系统，进一步降低了建筑运营期间的能耗。根据业主单

位提供的数据，该成果可以为寒冷地区文化建筑机电系统节约运行费用 34.3 元/㎡/

年，累计帮助业主单位节约运行费用 686 万元/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4570 吨/年，减

排二氧化碳约 11392吨/年。系统性地解决了寒冷地区文化建筑高效节能设计的难题，

推广了寒冷地区文化建筑机电节能设计方法在实际工程项目中的应用。 

项目团队共发表论文 10 篇，总被引 342 次；其中 SCI 9 篇，SCI 被引次数 332

次，单篇最高达他引 127 次，其中 4 篇 SCI 入选前 ESI 高被引论文（前 1%），1 篇

SCI 入选 ESI 热点论文（前 0.1%）；国内期刊 1 篇，被引次数 10 次。项目组 10 篇

代表作均发表在 Applied Energy（IF：11.446）、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IF：

10.696）、Energy & Buildings（IF：7.201）、Renewable Energy（IF：8.634）、Indoor and 

Built Environment（IF：3.067）、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等国内外建筑学领域顶级学术刊

物。10 篇论文总影响因子 88.07，平均影响因子 8.807。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授权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 6 项，软件著作权 1 项。基

于研究成果的国家级、省部级项目结题 4 项。项目组主要完成人入选王宽诚青年学

者、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西安交通大学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A 类），获陕西省

环境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陕西省环境学会青年科技奖、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一等

奖、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Applied Energy 期刊高被引论文奖等科研奖励；以项目

团队为核心的陕西省能源环境与建筑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入选陕西省重点科技创

新团队。依托本项目培养博士 3 名，硕士 10 名。研究成果对推动我国在寒冷地区文

化建筑机电节能设计方法的应用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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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本课题结合工程实践和相关课题研究，对寒冷地区文化类公共建筑机电

节能减碳设计关键核心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和工程实践，取得了一系列具

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工程价值的成果，本研究创新点如下： 

（1）科学技术领域：本科技创新点属于节能技术、太阳能利用技术学

科领域。基于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计划项目 “太阳能低温热源相变蓄热

换热设备（2015KTCQ01-99）”课题，以节能减排和提高能量利用效率为目

标，对太阳能的低品位热量相变蓄热进行了基础研究，剖析太阳能热利用的

关键环节在于热量的有效存贮。该课题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于： 

①本研究团队已自主开发出高导热率石蜡基复合相变材料：该材料将具

备低温相变特性，在保持石蜡相变潜热大、无毒、稳定的原有优点外，通过

添加适量复合材料，使其具备较高的导热系数，为提高太阳能蓄热性能的提

供理想储能介质；本项目中开发的相变材料显著拓宽了传统相变材料的相变

温度范围，提高了其导热系数，传统相变材料的相变温度为 45~60℃，导热

系数为 0.1~0.2W·m-1·K-1，本研究团队研制的复合相变材料相变温度为

35~45℃，导热系数提高 10~20 倍 [见附件 2.1.1、2.1.2、2.1.16~19、2.1.20]。 

②已开发出优化高效的相变蓄热强化传热结构：通过传热数值模拟和实

验相结合的科研手段，取得适用于相变储热的强化导热结构参数，有效提高

蓄/放热效率，解决相变蓄热的关键问题；实验结果表明，在相同的工况和

蓄热管尺寸的情况下，金属泡沫―翅片管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传热效果，并

大大缩短了蓄热时间。以传统壳管式换热器为比较依据，金属泡沫―翅片管

可以将石蜡的完全熔化时间减少约 85.83％，温度响应率提高了 544.6％ [见

附件 2.1.1、2.1.2、2.1.16~19、2.1.20]。 

③已开发了多组不同相变温度的新型高效低温相变蓄热设备，可替换现

有蓄热装置。根据实验和数值模拟结果，本研究团队研制的新型高效低温相

变蓄热设备的相变温度降低了约 10℃，相变蓄热设备的完全熔化时间、温

度响应率、平均热流密度、平均 Nu值分别提高了 87.48%、719.3%、360.04%、

1209%。[见附件 2.1.1、2.1.2、2.1.16~19、2.1.20]。 

（2）科学技术领域：本科技创新点属于节能技术、太阳能利用技术学

科领域。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微米纤维表面修饰通孔金属泡沫热质输运

机理研究”（51506160），以确立金属泡沫基本输运物性参数的解析模型和建

立泡沫孔内局部对流传热模型为主要目标，对金属泡沫有效导热系数、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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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惯性系数等基本物性参数以及通孔泡沫内部的热质传导过程进行了基础

理论研究，明确了金属泡沫内部的热质输运机理。本项目的特色和创新之处

在于： 

①通过本项目建立了表面修饰通孔金属泡沫热质输运性质与泡沫宏/细

观拓扑参数之间的关系，确立了有效导热系数、渗透率、惯性系数等基本输

运物性参数的解析模型；（所提出的解析模型在高孔隙率范围内（孔隙率≥

0.9）给出了膨胀型节点，克服了以往解析模型无法准确预测通孔金属泡沫

节点大小的困难。提出的孔隙尺度—宏观尺度的多尺度“热迂曲度”概念阐

述了多孔介质有效导热系数受到“热迂曲度”的影响，并阐明广泛使用的经

典经验关联式中拟合系数的物理意义。模型预测误差提高到 6%以内。）[见

附件 2.1.21] 

②探明了热质输运机理、阐明微米纤维修饰对孔内局部对流传热的影

响 ；（ 通 过 引 入 基 于 分 支 算 法 得 到 的 流 动 迂 曲 度 弥 补 了

Bhattacharya-Calmidi-Mahajan 模型的物理缺陷，拓展后的模型能够在宽广孔

隙率（0.55 ~ 0.98）和孔密度（5~40 PPI）范围内良好预测通孔金属泡沫的

压降，是目前预测精度最高的模型。模型克服了以往解析模型无法准确预测

迂曲度随孔隙率变化规律的问题，考虑了雷诺数对阻力系数影响的压降模型

预测值更好地与实验数据吻合，平均误差更小。）[见附件 2.1.21] 

③建立了泡沫孔内局部对流传热模型。为金属泡沫用于固液相变储热的

理论设计与数值模拟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孔尺度理清了金属骨架与填充相

变材料之间的局部非热平衡特征，揭示了局部固-液界面形状、金属骨架表

面和相变材料之间的温度分布差异。使用所建立的解析模型能够解决以往使

用经验关联式作为核心基础的固液相变模型带来的较大误差问题，使得整个

模型解析度更高，预测精度更高。）[见附件 2.1.21] 

（3）科学技术领域：本科技创新点属于节能技术、太阳能利用技术学

科领域。基于陕西省科技新星项目“多孔金属强化相变蓄热储能机理及相变

蓄热罐设计开发”（2019KJXX-098），本项目旨在提升太阳能相变蓄热器的

蓄放热性能，运用针翅耦合金属泡沫形成新型复合强化结构，在提升相变蓄

热速率的同时大幅提升相变材料温度均匀性。本项目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在

于： 

①通过本项目设计了金属泡沫—翅片复合结构强化相变蓄热及梯度填

充金属泡沫的固液相变蓄热罐。（比传统蓄热罐，新型金属泡沫—翅片复合

填充蓄热罐能够节省蓄热时间 85.8%；并实现快速热响应，放热速率提升

95.8%。）[见附件 1.1.1~3、2.1.5~6、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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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提出了相变蓄热单元流体侧及相变侧双侧填充结构，获得了最优的金

属泡沫结构参数及质量分配；（比传统蓄热罐，新型双侧填充金属泡沫的蓄

热罐能够节省蓄热时间 88.5%；温度提升率是传统蓄热罐的 10 倍。）[见附件

1.1.1~3、2.1.5~6、2.1.22]。 

③提出了环形翅片的优化策略，获得了最优的翅片间距与个数，实现了

蓄热速率的显著提升。（在使用相同金属材料的前提下，相变速率提升了 2.5

倍，蓄热时间缩短了 65%。）[见附件 1.1.1~3、2.1.5~6、2.1.22]。 

（4）科学技术领域：本科技创新点属于节能技术学科领域。基于陕西

省自然基金“大空间遗址博物馆文物适宜保存环境及调控机理研究”

（2018JM5091），对遗址博物馆的局部通风系统、蒸发冷却系统和风幕系统

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设计了一种新型加热床系统，对其热性能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本项目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于： 

①提出了博物馆文物区与游客区隔离调控系统、葬坑环境置换通风调控

与净化系统，为文化建筑内部高大空间的气流组织进行了优化，并保证了室

内的洁净度。（与传统博物馆空调系统相比，该新型系统具有节能率 43.9%

以上，文物局部洁净度提升 9.3%，能够更好维持文物周围温湿度，保护文

物）[见附件 2.1.3、2.1.4、2.1.9、2.1.10、2.1.13、2.1.14]。 

②研究了高效节能的空调系统（空气幕和毛细辐射等），实现对博物馆

文物环境的独立控制，保证文物赋存条件和室内空气品质。（新型系统能够

维持环境具有 24.4℃的稳定状态，并且通过局部送风与温湿度独立控制获得

了 40%的节能率。）[见附件 2.1.3、2.1.4、2.1.9、2.1.10、2.1.13、2.1.14]。 

（5）科学技术领域：本科技创新点属于节能技术、地热能利用技术学

科领域。项目团队还针对中深层地热井间距、中深层地埋套管换热器内自循

环换热量展开了大量研究，确立了一种新型计算方法，为实际工程应用提供

了技术支持。本研究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于： 

①确立了一种针对中深层地热井井间距的计算方法，基于传热学的导热

及对流规律，根据实际工程中所采用的地热井参数以及地岩土的热物性参

数，应用经验关联式与数值计算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对超大管长——管径比

的地热井内换热器换热过程以及热量在不同热物性岩土中的扩散情况进行

模拟计算，从而了解运行过程中不同运行参数下换热器的取热过程对岩土温

度场的影响情况，获得不同时刻不同运行工况下的影响半径(即换热器的存

在对岩土初始温度场的最远影响范围)，采用循环迭代结合数值计算的方法，

在工程实施前对地热井内换热器的运行情况进行模拟计算，提前掌握换热器

取热过程中对周围岩土温度场分布的影响，着重了解影响半径的大小，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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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际工程中多个地热井的井间距设计提供参考，以期达到更好的经济效

益。根据本发明的计算方法，当井内换热器的尺寸参数及地点发生改变时，

只需要更改参数设置部分，即可通过计算得到所需要的影响半径、岩土温度

分布等物理量，而不需要改变计算部分，从而大大节省了计算时间。所得结

果能够为地热井井间距的选取提供参考，有助于节约工程成本，提高地热井

的运行效率，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在进行所述地

热井内换热器计算的过程中，无需对计算过程进行调整改变，仅需根据不同

地点、不同换热器结构、不同的系统运行方式，对初始参数中的换热器参数

及当地岩土热物性参数随深度的变化情况进行设置即可，因此本发明对于该

类套管式换热器具有普适性，能够指导实际工程的进行，起到事先预估井间

距，提高经济性的作用。为实际工程中多口地热井井间距提供设计参数，防

止井间热干扰，实现地热井占地面积预测及取热量最大化 [见附件 2.1.7]。 

②提出了一种针对中深层地埋套管换热器内自循环换热量的计算方法，

本发明基于传热学的基本理论，根据实际工程中所采用的地埋套管换热器的

参数和运行工况等参数，对超大管长-管径比的地埋换热器进行控制体划分，

避免了传统网格划分计算方式在应用于管长、管径比过大的换热器时所带来

的计算困难；根据换热器静置时管道内工质的初始温度及周围岩土的温度分

布、热物性参数，依据各控制单元体的热平衡进行迭代计算，从而获得换热

器在静置情况下，由于温差引起的管内工质自然对流与周围岩土的换热量。

通过对岩土管壁间导热与管内对流传热的耦合计算，获得换热器对周围岩土

温度场的影响，为地热井静置期的工程应用提供设计参数，同时为系统运行

时的岩土温度场的评估提供数据参考。由于核心计算过程可以通过计算机编

程的方式实现，因此在正式实施前可以通过调试确定时间步长、迭代次数。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当地埋套管换热器的尺寸参数及地点、静置时间发生改

变时，只需要更改参数设置部分的输入参数，即可通过计算得到所需要的换

热量和静置工质温度等物理量，无需对其他计算部分进行更改，从而大大节

省计算时间，为后续换热系统的运行提供了参考 [见附件 2.1.8]。 

（6）科学技术领域：本科技创新点属于节能技术学科领域。本研究团

队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寒冷地区文化建筑机电设计时综合利用

各类能源的系统架构，充分利用了项目周边的市政供热（空调、供暖系统热

水系统）、电能（电制冷空调系统、多联机）、空气能（多联机、空气源热泵）、

太阳能（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通过太阳能相变蓄热技术、空调系统气流

组织优化、中深层取热蓄热技术、建筑智能化控制技术等关键技术系统性解

决了寒冷地区文化建筑高效节能设计的难题。依托于机电一体化设计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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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选择建筑内部机电各类系统的形式，同时配合土建做好墙体保温、自然

通风、遮阳等节能措施，从设计源头降低建筑能耗 [见附件 1.2.1、1.5.1、

2.1.24]。 

（7）科学技术领域：本科技创新点属于节能技术学科领域。提出了“机

电全局统筹-量化评价-优化机电设计”的模式，基于能耗预测协同群策控制

理论的前馈响应机制，建立了高效楼宇智能化能耗管理系统，进一步降低了

建筑运营期间的能耗。对建筑物能耗进行了实时的计量、监测与管理，实现

了对建筑物的照明、电梯、空调系统、通风系统、给排水系统等能耗进行分

区、分项、分类计量，对各栋楼、各区域、各楼层用电的能耗数据进行实时

监测，便于用户掌握能耗量，发现使用过程中的能耗问题，及时调整达到精

细化管理的目标。智能照明系统可全面掌控建筑内照明灯具的运行情况，及

时调整以便合理控制相应区域的照明,既能达到最佳照明环境，又能达到节

能的效果,以上两个系统对建筑后期运行节能和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撑 [见附

件 1.2.1、1.5.1、2.1.24]。 

（8）科学技术领域：本科技创新点属于节能技术学科领域。提出了一

种新型建筑排水“零排放”的方法，通过水量平衡的计算，将生活污水通过生

化处理得到净化，雨水收集采用海绵城市措施，收集的雨水通过物化处理（过

滤加消毒等）得到净化；雨污处理后水质满足的情况下全部进行回用，用于

绿化及道路浇洒等 [见附件 1.2.1、1.5.1、2.1.24]。 

（9）科学技术领域：本科技创新点属于节能技术学科领域。针对场地

排水的实施，提出一种低影响开发设施的生态方法：以过滤、渗透为主要功

能的生态透水路面、生态植草沟、下凹式绿地、雨水调蓄池等。雨水控制及

利用以调蓄为主要目的，调蓄池与初期雨水弃流池一并考虑。在设置雨水调

蓄池时一并考虑初期雨水弃流，控制面源污染。初期雨水弃流量按地面

3~5mm 取值，初期雨水弃流池的排水单独排入室外污水管网。场地雨水遵

循源头减排原则，尽可能减少灰色管道数量，通过收集回用系统、雨水资源

化利用达到最大化 [见附件 1.2.1、1.5.1、2.1.24]。 

本研究团队针对寒冷地区文化建筑项目各机电系统关键技术进行了研

究，特别是针对太阳能利用和储热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6 项，软件著作权 1 项，发表发表高水平论文 10 篇，并

参编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和图集 2 部，为后期设计和实施寒冷地区文化建筑

机电系统提供了扎实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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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局限性 

（1）局限性 

根据此类项目的功能和能源需求，此类项目综合利用了电能、空气能、太阳能

等多种能源，通过合理的系统形式和新技术的应用，解决了工程实际中缺少常规冷

热源时项目的供冷供热、生活热水的需求，依托于太阳能相变蓄热技术、空调系统

气流组织优化、中深层取热蓄热技术、建筑智能化控制技术等关键技术系统性解决

了寒冷地区文化建筑高效节能设计的难题，实现了精细化设计，降低了建设成本，

降低了建筑能耗，同时为后期运维节能提供了数据支撑，但是此成果有如下局限性： 

① 对功能单一、机电系统种类少的住宅类、酒店类不具有适用性，在这些类

型建筑中推广有一定的局限性。 

② 该研究成果中的太阳能相变蓄热技术和中深层取热蓄热技术有较强的地域

性，主要适用于西北寒冷地区，该区域太阳能和地热能资源丰富，所以可以进行大

规模应用，对于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暖地区、温和地区而言太阳能和地热能资源

较为匮乏，且冬季供暖需求不旺盛，所以在这些地区该研究成果不具备普遍适用性。 

（2）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 

① 针对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的民用建筑冬季供暖能耗巨大的问题，提出了太

阳能清洁供暖系统，攻坚关键技术难点，初步建立小型示范项目，扩大太阳能利用

方向和推广领域。 

② 进一步研究中深层地源热泵、污水源热泵等清洁冷热源系统的关键技术，

为将来的机电系统精细化设计提供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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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1. 项目课题顺利结题并得到业内的肯定评价，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1）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计划项目“太阳能低温热源相变蓄热换热设

备”课题项目（2015KTCQ01-99），已完成结题验收，由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和西安交通大学共同完成。验收委员会认为项目研制的产品与国内

外同行研究成果相比处于先进水平，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突破性，社会和经济

效益十分显著 [见附件 2.1.20]。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微米纤维表面修饰通孔金属泡沫热质输运机理研

究”（51506160），已完成结题验收。该项目取得了优异的成果，收到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充分认可，结题获得“特优”评价 [见附件 2.1.21]。 

(3) 陕西省科技新星项目“多孔金属强化相变蓄热储能机理及相变蓄热罐

设计开发”（2019KJXX-098），已完成结题验收。验收委员会认为该项目设计了

金属泡沫—翅片强化相变蓄热复合结构及梯度填充金属泡沫的固液相变蓄热

罐。对石蜡熔化、蓄热过程进行了研究，获得了基于相界面、熔化率、温度场

及速度场动态再现的特性规律，建立了泡沫孔内局部对流传热模型：通过对金

属多孔结构优化，建立了梯度孔隙率结构，提出了多孔金属强化固液相变蓄热

模型与蓄热器设计方法 [见附件 2.1.22]。 

2. 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并受到同行专家的积极评价。 

项目成果发表于 Applied Energy、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Energy & 

Buildings、Renewable Energy、Indoor and Built Environment、西安交通大学

学报等国内外顶级权威期刊，10 篇代表作总他引 342 次，其中 4 篇 SCI 入选前

ESI 高被引论文（前 1%），1 篇 SCI 入选 ESI 热点论文（前 0.1%），单篇 SCI 最

高他引 127 次。 

引用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和同行专家的正向评价有：苏州科技大学原校长、

国家杰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陈永平教授，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国科学院电

工所王志峰研究员，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瑞士能源研究中心副主席 Sophia 

Haussener 等储能领域的国内外专家对项目团队填充金属泡沫的相变蓄热罐的

研究表示赞同，高度评价了项目团队针对内嵌金属泡沫的固液相变储能罐蓄放

热过程的可视化实验测试平台，认为内嵌金属泡沫是新颖且更实用的固液相变

强化方法。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教授 Kamel Hooman 对项目团队翅片式高性

能管壳式相变蓄热罐的系列研究予以高度评价，研究成果被《Applied Energy》,

《Info Mat》期刊的官方主办微信公众号两次报道 [见附件 2.1.25]。 

3. 科技查新 

分别以下 3 个技术要点为查新点：① 研制了泡沫金属-针翅高效复合相变

蓄热强化传热结构，开发了新型高效相变蓄热设备；② 建立了太阳能与市政热

源、地热能、空气能等多种能源耦合利用的架构体系，通过太阳能相变蓄热技

术、空调系统气流组织优化、中深层取热蓄热技术、建筑智能化控制技术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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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技术系统性地解决了寒冷地区文化建筑高效节能设计的难题。③ 提出了“机

电全局统筹-量化评价-优化机电设计”的模式，基于能耗预测协同群策控制理论

的前馈响应机制，建立了高效楼宇智能化能耗管理系统，进一步降低了建筑运

营期间的能耗。 

与国内同类研究、技术进行对比，经检索并对国内相关文献资料分析对比

结果表明：在国内公开发表的中文文献中，未见其他与本项目查新点完全相同

的报道，并形成科技查新报告 [见附件 2.1.23]。 

4. 本研究内容与国内同类研究与技术的比较及客观评价 

本项目与国内、国外同类研究、技术的对比情况如表 5.1 所示，对比信息

来源于所检索到的国内外文献资料。 

表 5.1 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的比较 

创新

点 
比较内容 本项目研究 国内外同类研究 

创新

点 1 

太阳能相变蓄热

的理论及应用研

究 

研究了换热设备的蓄热

速率、温度分布等性能参

数，从理论分析、实验研

究、数值模拟三种手段探

索了换热表面积对蓄热

性能的影响 

通过研究相变材料性

质、熔化凝固时间、以

及换热流体流动状态等

参数，完善太阳能相变

蓄热理论，并不断探索

蓄热影响因素，推广理

论应用。 

创新

点 2 

相变蓄热材料和

蓄热装置的相关

特性研究 

通过添加石墨烯、纳米

铜、纳米碳管等新型高导

热率微粒研制复合石蜡

低温相变蓄热材料；开发

强化相变蓄热的新型换

热结构，提高相变蓄热换

热器的吸热和放热速率；

研发可替换现有蓄热装

置的新型高效可变蓄热

温度的低温蓄热装置 

提出了添加金属泡沫、

金属翅片以及纳米流体

等方法复合相变材料，

研究了管壳式、盘管式

等蓄热装置，仍需进一

步研究强化换热方式并

优化蓄热装置结构，以

提高相变蓄热效率。 

创新

点 3 

局部通风系统、

蒸发冷却系统和

风幕系统在遗址

（考古）博物馆

的应用研究及新

型加热床系统的

热性能研究 

提出了博物馆文物区与

游客区隔离调控系统、葬

坑环境置换通风调控与

净化系统，为文化建筑内

部高大空间的气流组织

进行了优化，并保证了室

内的洁净度 

研究了高效节能的空调

系统（空气幕和毛细辐

射等），实现对博物馆文

物环境的独立控制，但

需优化气流组织，保证

文物赋存条件和室内空

气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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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1）标准理论应用：研究成果应用于规范标准并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研究成果为完善相关国家行业标准规范提供了科学依据。其中《空气源热

泵集中生活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程》DBJ 61/T 193-2021 和《空调系统热回收装

置选用与安装》06K301-2，分别提供了空气源热泵和空调系统热回收的具体实

施技术措施，为合理实施机电系统和优化设计提供了指导。研究结论为《空气

源热泵集中生活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程》DBJ 61/T 193-2021 为不同地区的空气

源热泵集中生活热水系统如何设置提供了标准可循，并规范了空气源热泵集中

生活热水系统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工作，做到节能安全、经济适用，保障空气

源热泵集中生活热水系统的工程质量；《空调系统热回收装置选用与安装》

06K301-2 提供了 2 类热回收形式、6 种常用的热回收装置，详细介绍了各种热

回收装置的原理、性能特点、计算选用方法、系统流程、控制原理以及施工安

装要求，提供了全面的、系统的热回收装置设计选用图集。 

（2）工程实践应用：研究成果支撑了我国寒冷地区文化建筑机电节能设

计方法理论及应用的推广 

研究成果满足工程应用需求，其中的机电节能设计方法和技术措施为我国

寒冷地区文化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方向指引，改善了文化建筑室内热

环境，提高了采暖和空调的能源利用效率，为建筑减排领域国家及行业标准的

编制和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需求提供关键技术的参考和基础理论支撑；研究成

果被积极应用于多个寒冷地区文化建筑项目，推动建筑业早日实现“30/60 双碳

目标”，落实推广低碳建筑生产与建设。 

1）成果的创作设计应用：促进了我国建筑机电节能设计方法的应用推广 

项目团队建立了太阳能与市政热源、地热能、空气能等多种能源耦合利用

的架构体系，在“机电全局统筹-量化评价-优化机电设计”的模式指导下，以寒

冷地区文化建筑为研究对象，在寒冷地区开展了剧院、展厅、博物院的机电节

能设计和工程示范。2014 年至今，项目团队为陕西、山西、甘肃等省份的 10

余个项目提供了寒冷地区文化建筑机电节能设计方法的技术支撑，主要应用单

位项目情况见表 6.1。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对我国低碳建筑发

展具有引领和推动作用。先后完成了黄帝文化中心、铜川市工人文化宫、咸阳

博物院等重大项目工程，累计创作项目设计面积近 20 万㎡，聚焦于低碳建筑

机电设计，并建立了高效楼宇智能化能耗管理系统，进一步降低了建筑运营期

间的能耗。根据业主单位提供的数据，该成果可以为寒冷地区文化建筑机电系

统节约运行费用 34.3 元/㎡/年，累计帮助业主单位节约运行费用 686 万元/年，

可节约标准煤约 4570 吨/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11392 吨/年。系统性地解决了寒

冷地区文化建筑高效节能设计的难题，推广了寒冷地区文化建筑机电节能设计

方法在实际工程项目中的应用 [见附件 1.2.1、2.1.24]。 

13

202
2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表 6.1 主要应用项目情况表 

序号 
项目

名称 
应用的技术 

应用对象及

规模 

应用起

止时间 

单位联系

人/电话 

     

1 

黄帝

文化

中心 

多种能源耦合利用的架

构体系、高效楼宇智能

化能耗管理系统、空调

系统气流组织优化、建

筑排水“零排放”技术 

文化建筑 

建筑面积：

22328 ㎡ 

2019 年

-至今 

张明 

137092978

86 

     

2 

铜川

市工

人文

化宫 

多种能源耦合利用的架

构体系、高效楼宇智能

化能耗管理系统、太阳

能相变蓄热技术、空调

系统气流组织优化 

文化建筑 

建筑面积：

21800 ㎡ 

2019 年

-至今 

马金星 

186293064

76 

     

3 

咸阳

博物

院 

多种能源耦合利用的架

构体系、高效楼宇智能

化能耗管理系统、太阳

能相变蓄热技术、空调

系统气流组织优化、中

深层取热蓄热技术、建

筑排水“零排放”技术 

文化建筑 

建筑面积：

38531 ㎡ 

2014 年-

至今 

惠旭东 

159029421

93 

     

2）预期应用前景：研究成果对其他地区文化建筑的机电节能设计发展起

到引领作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每年寒冷地区新建文化建筑面积近 

2000 万 m2，据此可推算出，若将本项目相关技术推广至我国寒冷地区，可降

低相关项目运行费用 25%左右，预期应用后累计减排量为 113.92 万吨 CO2/年，

节约电量为 11.43 亿 kWh，节省 45.71 万吨标煤/年。将带来直接经济效益 6.86

亿元左右，经济效益可观，有利于促进寒冷地区文化建筑项目的更新推进。 

实践证明，运用多种能源耦合利用的架构体系、太阳能相变蓄热技术、中深层

地热能取热蓄热技术、高大空间气流组织优化技术等关键技术，对于寒冷地区

文化建筑机电设计方案的制定有着卓有成效的指导作用，对建成后建筑资源、

能源利用和运营成本降低等方面起着很好的控制作用，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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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 

本项目结合工程实践和太阳能相变蓄热系统设计、相变蓄热器关键核心部件先

进强化传热技术的积累研究，对寒冷地区文化建筑机电节能设计关键核心问题进行

了系统性研究和工程实践，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我国寒冷地区涉及 14 个省、市、自治区，面积约 350 万平方公里，人口 3.5 亿

左右，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 30%。核心研究成果已在陕西省、 山西省等寒冷地

区文化建筑推广应用近 20 万平方米，主要应用项目经济效益情况见表 6.2。根据业

主单位提供的数据，该成果可以为寒冷地区文化建筑机电系统节约运行费用 34.3 元

/㎡/年，总体帮助业主单位节约运行费用 686 万元/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4570 吨/年，

减排二氧化碳约 11392 吨/年。成果促进了我国寒冷地区文化建筑机电节能设计技术

转型，形成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切实改善了建筑室内热环境，提高了当地居民的

生活环境质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每年寒冷地区新建文化建筑面积

近 2000 万 m2，据此可推算出，若将本项目相关技术推广至我国寒冷地区，可降低

相关项目运行费用约 25%，将带来直接经济效益 6.86 亿元左右，经济效益可观，有

利于促进寒冷地区文化建筑项目的更新推进 [见附件 1.2.1、2.1.24]。 

表 6.2 主要应用项目经济效益情况表 

应用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万㎡） 

节约建筑运行费

用（万元/年） 

节约标准煤量

（吨/每年） 

温室气体减排

量（吨 CO2/年） 

黄帝文化中心 2.23 76.4 509.6 1270.2 

铜川市工人文

化宫 

2.18 74.7 498.2 1241.7 

咸阳博物院 3.85 132.0 879.8 2192.9 

（2）社会效益 

1. 研究成果支撑了我国相变蓄热技术及理论的推广 

项目组 10 篇代表作总他引 342 次，其中 5 篇 SCI 论文总他引 291 次，单篇 SCI

最高他引 127 次，其中 4 篇 SCI 入选前 ESI 高被引论文（前 1%），1 篇 SCI 入选 ESI

热点论文（前 0.1%），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专家的充分肯定 [见附件 1.1.1~3、2.1.3、

2.1.4、2.1.11~15]。 

2．研究成果对寒冷地区文化建筑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此外，研究成果不仅被陕西省多个项目应用实践，还被积极应用于 3 个省 5 个

地区 10 余个工程项目中，对寒冷地区文化建筑的机电设计提供了技术支撑。促进了

我国寒冷地区文化建筑机电节能设计技术转型，形成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切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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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了建筑室内热环境，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切实推进了低碳建筑的建

设，推动了我国“30/60 双碳目标”的早日实现。 

3. 推动绿色建筑的发展 

本项目的技术成果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了建筑的运行能耗，减少了二氧

化碳、二氧化硫、粉尘等污染物的排放，改善了建筑室内热环境，在创造经济效益

的同时，减少碳排放，减少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危害，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深远的

社会效益。 

4. 培养了一批建筑机电专业的科技创新人才 

项目组主要完成人入选王宽诚青年学者、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西安交通大学

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A 类），获陕西省环境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陕西省环境学

会青年科技奖、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

金面上项目、Applied Energy 期刊高被引论文奖等科研奖励；以项目团队为核心的陕

西省能源环境与建筑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入选陕西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依托本

项目培养博士 3 名，硕士 10 名。研究成果对推动我国在寒冷地区文化建筑机电节能

设计方法的应用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见附件 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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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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

Role of porous
metal foam on
the heat
transfer
enhancement
for a thermal
energy storage
tube

中国

Volume
239, 1
April
2019,
Pages
142-156

2019年
01月13日

Applied
Energy

西安交通
大学

杨肖虎
；喻家帮

2 论文

Thermal
response of
annuli filled
with metal
foam for
thermal energy
storage: An
experimental
study

中国

Volume
250, 15
Septembe
r 2019,
Pages
1457-
1467

2019年
05月07日

Applied
Energy

西安交通
大学 杨肖虎

3 论文

Effect of
inclination on
the thermal
response of
com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s for
thermal energy
storage

中国

Volume
238, 15
March
2019,
Pages 22-
33

2019年
01月11日

Applied
Energy

西安交通
大学 杨肖虎

4 发明专利

一种太阳能及
地下水联合供
能的供热及供
冷系统

中国 ZL201811
191870.6

2019年
12月06日 3624000

中国建筑
西北设计
研究院有
限公司

罗昔联
；薛洁

5 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相变
蓄热装置的谷
电储能系统

中国 ZL201811
190784.3

2021年
07月09日 4536638

中国建筑
西北设计
研究院有
限公司

薛洁；罗
昔联

6 论文

Experimental
study of a local
ventilation
strategy to
protect semi-
exposed relics
in a site
museum

中国

Volume
159, 15
January
2018,
Pages
558-571

2017年
12月01日

Energy and
Buildings

西安交通
大学 罗昔联

7 论文

Experimental
study on local
environmental
control for
historical site in
archaeological
museum by
evaporative
cooling system

中国

Volume
143,
Decembe
r 2019,
Pages
798-809

2019年
05月10日

Renewable
Energy

西安交通
大学 罗昔联

8 发明专利
一种季节性蓄
热的功能性供
热墙体

中国 ZL201910
324384.5

2020年
10月27日 4050949 西安交通

大学
杨肖虎
；孟祥兆

9 发明专利

一种太阳能相
变储热墙及带
有太阳能相变
储热墙的通风
系统

中国 ZL201511
025153.2

2018年
04月17日 2886392 西安交通

大学
杨肖虎
；孟祥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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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明专利
一种针对中深
层地热井井间
距的计算方法

中国 ZL201910
090650.2

2020年
10月27日 4051576 西安交通

大学 孟祥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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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洁 性别 女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1年11月10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7111102422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北建筑工程学院 毕业时间 1993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供热通风与空调
工程

电子邮箱 375255951@qq.com 办公电话 029-68515681 移动电话 13991856860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文景路98号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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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西北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

二级单位 第二机电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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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1月15日　至 2021年06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为本项目主要完成人，统筹协调保证课题按计划圆满完成。对研究团队参编相关的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和
图集以及发明创新点（1）、（2）、（3）、（6）、（7）有重要贡献。具体完成内容如下：1、主持参编了课
题相关标准、图集2 部；2、开发了三组高性能太阳能低温热源相变蓄能换热设备，参与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
型专利6项，是第四、第五知识产权的作者；3、提出了寒冷地区文化建筑机电设计时综合利用各类能源的系统
架构。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大唐芙蓉园” ，获2009年中国环境艺术（设计类）最佳范例奖；
“中国佛学院教育学院修建性详规”，获2013年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建筑工程公建一等奖；
“天人长安塔”，获2011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建筑工程二等奖，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优秀建筑工程一等奖；
“延安革命纪念馆”，获陕西省第十六次优秀工程设计省级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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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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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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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杨肖虎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6年12月03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2020219861203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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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

电子邮箱 xiaohuyang@xjtu.edu.cn 办公电话 029-83395117 移动电话 1320162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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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居学院建筑学
系副系主任

二级单位 人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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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1月15日　至 2021年06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课题重要完成人，对项目发明和创新点（1）、（2）、（3）有重要贡献。 具体完成内容如下：（1）自
主开发出高导热率石蜡基复合相变材料；（2）开发出优化高效的相变蓄热强化传热结构；（3）开发了多组不
同相变温度的新型高效低温相变蓄热设备，可替换现有蓄热装置。（4）发明了相关专利 2项，发表相关论文
6篇，是第1、第2、第3、第8、第9知识产权的作者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西安交通大学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2020年；
王宽诚青年学者，2020年；
西安交通大学青年人才跟踪支持计划，2019年；
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全省100名），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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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凤霞 性别 女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9年01月23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2196901230364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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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环境工程

电子邮箱 710645971@qq.com 办公电话 029-68519156 移动电话 13649299379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文景路98号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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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西北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

二级单位 第二机电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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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1月15日　至 2021年06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课题重要完成人，对项目推广和创新点（1）、（6）、（7）、（8）有重大贡献。具体完成内容如下
：（1）提出了一种新型建筑排水“零排放”的方法，通过水量平衡的计算，将生活污水通过生化处理得到净
化，雨水收集采用海绵城市措施，收集的雨水通过物化处理（过滤加消毒等）得到净化；（2）针对场地排水
的实施，提出一种低影响开发设施的生态方法；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黄帝陵轩辕庙区祭祀大院（殿）工程”项目先后获陕西省、总公司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中国勘察设计
协会，总公司优秀勘察设计一等奖及设计大奖；中建总公司的科学技术二等奖；建设部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金奖。
2、“宁夏党委新办公区”项目获总公司优秀勘察设计二等奖，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优秀建筑工程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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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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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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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罗昔联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9年02月21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3012419790221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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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3月01日 所学专业
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

电子邮箱 xlluo@mail.xjtu.edu.cn 办公电话 029-88965100 移动电话 15991896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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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级单位 人居学院 党　　派 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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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1月15日　至 2021年06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课题重要完成人，对项目发明和创新点（1）、（4）有重要贡献。 具体完成内容如下：（1）针对此类文
化建筑项目的办公室、大厅、观众厅、舞台等不同的功能和空间，合理设置不同空间的空调气流组织形式和送
风口，通过前期数值模拟，优化设计参数，提高空调舒适性，降低空调运行能耗；（2）发明了相关专利 2项
，发表相关论文4篇，是第4、第5、第6、第7项知识产权的作者。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 遗址文物贮存环境调控理论及方法，陕西省环境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2018
2. 遗址文物赋存环境监测调控理论及应用，陕西省土木建筑科学一等奖，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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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8年12月20日 出  生  地 陕西泾阳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423196812200014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毕业时间 1991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给排水

电子邮箱 343954925@qq.com 办公电话 029-68519251 移动电话 13609283680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文景路98号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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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西北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

二级单位 给排水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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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1月15日　至 2021年06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课题重要完成人，对项目推广和创新点（6）、（7）、（8）、（9）有重大贡献。具体完成内容如下
：（1）针对场地排水的实施，提出一种低影响开发设施的生态方法，通过收集回用系统，雨水资源化利用达
到最大化；（2）提出了一种新型建筑排水“零排放”的方法。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大唐芙蓉园” ，获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银奖；
“群贤庄小区” ，获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
 “中国佛学院教育学院”，获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
“延安革命纪念馆”，获陕西省第十六次优秀工程设计省级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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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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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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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孟祥兆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5年08月10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30229197508104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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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10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

电子邮箱 xzmeng@xjtu.edu.cn 办公电话 029-82664727 移动电话 1522921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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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居学院副院长

二级单位 人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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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1月15日　至 2021年06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主要参与人，带领研究团队部分成员完成实地调研，参与寒冷地区文化建筑机电节能设计关键技术的
研究工作，对项目推广和发明创新点（1）、（5）有贡献。发表了相关专利 4篇，是第8、第9、第10项知识产
权的作者。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 遗址博物馆环境监测与调控关键技术研究，“十二五”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2016年
2. 遗址文物贮存环境调控理论及方法，陕西省环境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2018年
3. 遗址文物赋存环境监测调控理论及应用，陕西省土木建筑科学一等奖，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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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家帮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94年09月28日 出  生  地 浙江嵊州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30683199409283212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工程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安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20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建筑与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1101578941@qq.com 办公电话 029-81315390 移动电话 18392886317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文景路98号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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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级单位 绿色建筑与绿色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 党　　派 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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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09月01日　至 2021年06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主要参与人，主要参与研发了一套太阳能低温热源相变蓄热换热设备，对项目发明创新点（1）、
（2）有贡献。研究了换热设备的蓄热速率、温度分布等性能参数，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高效相变
蓄热装置并进行了应用，并对寒冷地区文化建筑能源系统进行了综合评价分析，发表相关论文2 篇，授权1项
专利，是第一项知识产权的作者。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20年度优秀学术论文（第一作者）；
2. 获得Applied Energy国际期刊2020年度高被引原创论文奖（前0.1%）；
3. 获得2021年陕西省工程建设数据技术应用（BIM）技能大赛综合组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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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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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25

202
2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排　　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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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68515791 邮政编码 710018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文景路98号

联  系  人 赵阳 单位电话 029-68519107 移动电话 18729012929

电子邮箱 9043199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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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全面负责课题计划和工程项目的制定与
实施，主导完成了项目的实际工程应用及关键技术研发。作为技术指导单位完成了多个寒冷地区文化建筑
项目的机电方案设计，是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主要贡献如下：
1、基于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计划项目 “太阳能低温热源相变蓄热换热设备（2015KTCQ01-99）”课
题，本单位已自主开发出高导热率石蜡基复合相变材料，研制出优化高效的相变蓄热强化传热结构，有效
提高蓄/放热效率，解决相变蓄热的关键问题；并开发了多组不同相变温度的新型高效低温相变蓄热设备
，可替换现有蓄热装置。
2、提出了寒冷地区文化建筑机电设计时综合利用各类能源的系统架构，充分利用了项目周边电能、空气
能、太阳能、地热、污水等清洁能源，同时结合土建合理设计保温、外窗、遮阳等节能措施，从设计源头
降低了建筑能耗。
3、利用模拟、仿真等技术，结合项目实际调研数据，优化了机电设计的系统形式和参数，实现了精细化
设计。同时利用BIM技术解决了设计、施工阶段的碰撞、交叉、漏项等问题，减少了安装成本和周期。
4、建立了能耗管理系统和智能照明系统，便于用户掌握实时能耗，发现使用过程中的能耗问题，及时调
整以达到精细化管理的目标，为建筑后期运行节能和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撑。
该项目成果技术先进，创新性强，拥有本项目的2项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及1项软件著作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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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83395117 邮政编码 710049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咸宁西路28号

联  系  人 杨肖虎 单位电话 029-83395117 移动电话 13201622059

电子邮箱 xiaohuyang@xjtu.edu.cn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西安交通大学为本项目的合作完成单位，主要负责项目的基础理论研究及关键技术研发，实现项目研
究成果推广至工程实践应用，并为实际工程项目的前期方案设计提供技术支持，对本项目主要贡献如下：
1、该单位科研设施齐全，可为及时获取本项目研究所需的资料提供便利。项目组人员配有专门的研究环
境，研究实验室有独立的科研机位并配备高性能的计算机，有助于研究热点追踪，确保项目处于学科前沿
。
2、参与研发了太阳能低温热源相变蓄热换热设备，实现太阳能的清洁利用，拥有6项发明专利的所有权
，是本项目10篇相关论文的第一署名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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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