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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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位认真审阅了项目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确认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内容符合填写要求，项目完成单
位均已对项目拟推荐情况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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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研究内容及成果属于土木建筑结构领域。

我国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的交汇处，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

家之一。高层建筑由于人员和财富集中，随着建筑高度的增加，水平荷载成为控制结

构设计的主要因素，高层建筑中抗侧力结构体系的选择、结构延性和耗能能力的大小

决定了结构的抗震性能，选用合理的结构体系和高效的抗侧力构件能有效提高建筑的

综合防灾能力。

项目基于我国近年来多高层钢结构建筑的发展趋势，以高性能钢结构抗侧力体系

为主线，针对新型高性能的半刚性连接钢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钢与混凝土部分组

合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高强钢框架-偏心支撑结构，以及装配式钢框架-轻质墙板结

构体系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分析了不同结构体系的内力转换与耗能机理，揭示结

构的地震损伤演化过程，形成了静载和动载作用下结构的高等分析方法和高效设计理

论。主要创新成果包括：

（1）国内外首次开展了半刚性钢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的试验和理论研究，揭示

了边缘构件对钢板墙抗剪极限承载力、初始刚度及延性的影响规律，分析钢板剪力墙

结构的地震损伤演化全过程，优化墙板布置方法，提出了考虑节点刚度影响的半刚性

钢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设计理论和高等分析方法。

（2）突破了钢与混凝土部分组合柱中半刚性节点设置的技术难题，开展了钢与

混凝土部分组合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的试验和理论研究，有效解决了钢板剪力墙结

构平面内的“沙漏现象”，避免了框架柱易发生面外失稳和板件的局部屈曲问题，形成

了一种全新的高性能结构形式，提出了考虑节点刚度和组合效应影响的钢与混凝土部

分组合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设计理论。

（3）开发了新型带耗能器的偏心支撑结构和高强钢框架-偏心支撑结构，给出了

新型偏心支撑结构的弹性刚度和极限承载力计算方法，建立耗能梁段转角与结构之间

的变形协调方程，揭示了结构罕遇地震下的层剪力分布状态，提出了基于性能的抗震

设计方法。

（4）首次将由再生骨料制作的轻质墙板应用于柔性钢框架，系统揭示了再生骨

料强度、取代率、墙板厚度、节点连接刚度、挂点布置等因素对结构性能的影响规律，

建立了各影响参数对结构承载力和刚度贡献的计算方法，开发了内嵌、外挂轻质墙板

的装配连接技术，提出了装配式钢框架-轻墙结构的设计理论和方法。

本项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科技计划等科研

项目支撑下，研究历时12年，先后投入近600万元研究经费，参编地方标准1部，获授

权发明专利13项，实用新型专利18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20篇，其中S
CI、EI收录64篇，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58名。相关成果获2015年中国铁道建筑总公

司科学技术一等奖、2020年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2021年国网陕西省

电力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和第十三届陕西省青年科技奖。经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Z
08）查新，“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中外文献中，与本项目查新点完全相同的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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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理论及技术研究成果在大庆西站高铁站房、西安迈科商业中心、西安绿地中心、

西安文化展示中心（长安云）、长安书院、兰州新区保障性住房项目、榆林三馆、榆

林市体育中心等大型公共建筑和复杂商业综合体工程中得到了示范和应用，新增产值

15.7亿元，新增利润2.35亿元。成果应用保障了大型复杂公共建筑的安全和冗余度，

提高了结构体系的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对西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安全、绿

色节能新技术应用等具有重要推进作用，产生了显著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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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一）立项背景

水平荷载作用下要求高层钢结构建筑具有较大的侧向刚度来满足位移需求，开发

科学合理的高性能抗侧力体系是解决高层建筑抗震的关键。本项目针对半刚性钢框架

-钢板剪力墙结构、钢与混凝土部分组合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高强钢框架-偏心支撑

结构、装配式钢框架-轻质墙板结构的连接力学特性、构件耗能机制、结构破坏模式、

协同工作以及设计理论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框架与剪力墙、框架与支撑的刚

度分配关系，揭示了不同结构体系的内力转换机制和耗能机理，确定竖向边缘构件的

刚度阀值，基于等效拉杆理论和恢复力特性建立了弹塑性分析模型，提出了基于性能

的结构抗震设计方法，研究成果为该类结构的工程应用提供技术保障，对西部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安全、绿色节能新技术应用具有重要推进作用。

图1 研究技术路线与主要研究内容

（二）详细科学技术内容、主要用途、技术原理

2.1钢板剪力墙结构体系的抗震性能及设计理论研究

（1）半刚性钢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

由于传统钢框架结构梁柱焊接节点有较大刚性，材料塑性变形很难开展，节点转

动能力不足，极易发生脆性破坏，国内外首次提出了半刚性钢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

体系，充分利用了半刚性钢框架节点变形和转动能力好，构造简单，安装简易，节约

用钢量的优势，以及钢板剪力墙侧向刚度大，滞回性能稳定，能量耗散力好等优点，

是半刚性钢框架和钢板剪力墙两个单项的集成，形成了一种新型高性能结构体系。

针对双腹板顶底角钢连接节点、端板连接节点对应无加劲钢板、十字加劲钢板、

斜加劲钢板三种钢板墙体进行了拟静力试验，从耗能能力、承载力、延性、应力分布、

高性能钢结构体系理论、技术与工程应用

半刚性框架
钢与混凝土部分组合框架

钢板剪力墙结构体系 偏心支撑结构体系 装配式钢框架-轻质墙板
结构体系

钢板剪力墙力学特性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

结构体系耗能机制
抗震性能和设计方法

新型全螺栓梁柱节点
连接技术和设计方法

新型半刚性抗剪键
预制楼板干式连接技术

外挂、内填墙板连接技术
结构抗震性能和设计方法

带耗能器偏心支撑结构
耗能机理和设计策略

高强钢框架-偏心支撑结
构分析模型和设计方法

偏心支撑结构基于性能的
抗震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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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板协同工作机理及加劲肋作用效果等方面分析了结构的内力转换和耗能机理；根据

Kishi & Chen幂函数模型确定节点的M–θ关系，分析了梁柱刚接、半刚接、铰接对结构

性能的影响规律；基于弹塑性时程分析法和等效拉杆理论，对钢板剪力墙结构进行地

震损伤演化分析，提出了结构的简化模型和抗震分析方法。

（1）双腹板顶底角钢节点 （2）破坏模式 （3）应力云图 （4）墙板屈曲波形

图2 半刚性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

（2）半刚性钢框架-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结构

传统加劲钢板剪力墙，加劲肋与墙板焊接连接，不但施焊难度大会引入较大残余

应力，而且由于加劲肋与内填钢板完全粘结，在约束墙板的同时参与抵抗部分水平力，

易出现加劲肋屈曲先于整体破坏的情况，不能持续起到抑制屈曲的功能。

针对平齐端板连接节点对应无加劲钢板、带横向撑杆型钢防屈曲钢板、纵横多肋

板条防屈曲钢板、预制混凝土盖板防屈曲钢板四种钢板墙体进行了拟静力试验，从耗

能能力、承载力、延性、应力分布、墙板协同工作机理及加劲肋作用效果等方面分析

了结构的内力转换和耗能机理。研究表明防屈曲构件的设置改善了钢板的实际受力，

提高了墙体的承载力及刚度，有效克服了滞回曲线的“捏缩”现象，避免了钢板噪音及

震颤，减少了对框架柱的依赖，同时也兼具薄钢板剪力墙施工简单等优点。对防屈曲

钢板剪力墙结构进行地震损伤演化分析，提出了半钢框钢框架-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结

构的抗震分析方法和设计理论。

（1）横撑加劲钢板 （2）密肋防屈曲板 （3）混凝土防屈曲板 （4）密肋防屈曲构造

图3 半刚性钢框架-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结构

（3）钢与混凝土部分组合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

首次提出了钢与混凝土部分组合框架—钢板剪力墙双重抗侧力体系。部分组合结

构柱通过混凝土和横向系杆对钢柱组成支撑作用，有效避免了钢板剪力墙结构平面内

的“沙漏现象”，抑制了框架柱平面外的整体失稳和组成板件的局部屈曲，解决了钢与

混凝土组合柱中半刚性节点的设置难题，实现了框架与墙板的强度匹配、延性匹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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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度匹配，形成了一种高性能的“强框架、弱墙板”，“强柱弱梁”的新型结构体系。

综合考虑半刚性部分组合框架中混凝土对节点性能的影响，通过引入混凝土组件

建立了部分组合柱-钢梁的半刚性连接力学模型；通过对现有钢板剪力墙结构分析模

型进行修正，获得了新体系的实用简化分析模型；考虑轴压和剪切作用，探讨了框架

柱柔度系数的适用性，提出了适用于新体系中部分组合柱的等效刚度算法，给出该类

结构的抗震设计方法。

 代表性论文[7-5、7-6]，知识产权证明[7-1、7-3、7-4]，应用证明[6-6、6-7]，学位

论文［附件7-8］。

2.2 偏心支撑结构体系抗震性能及设计方法研究

（1）带耗能器偏心支撑结构

根据“利用两个或多个耗能元件协同工作、同时耗能”的思路，首次提出在偏心支

撑斜杆上设置摩擦型耗能器，利用耗能器优良耗能能力和偏心支撑框架抗侧刚度大的

特点，有效减轻耗能梁段的破坏程度，增加结构延性。分别对带耗能器偏心支撑结构

和盖板加强型梁柱节点单斜杆偏心支撑结构进行低周往复荷载试验，分析结构在循环

荷载作用下的耗能机理、破坏模式、结构整体变形及耗能梁段受力特点，建立耗能器

刚度与单斜杆偏心支撑的刚度匹配关系，提出了带耗能器偏心支撑结构的耗能机理和

设计策略。

（2）高强钢框架-偏心支撑结构

利用耗能梁段优良的弹塑性变形能力和高强钢节约材料的优点，形成高强钢框架

-偏心支撑结构，对该新型结构进行了拟静力试验，给出了结构的极限承载力和抗侧

刚度计算公式。依据耗能梁段的塑性转角变形准则，确定高强钢框架的地震作用调整

系数，建立耗能梁段塑性转角与高强钢框架侧移角的变形协调关系，确定结构的最小

基底剪力，探索高强钢框架-偏心支撑结构弹塑性状态层剪力分布模式和内力分配，

提出结构的弹塑性地震反应简化分析模型和设计方法。

（3）偏心支撑结构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方法

依据位移拆分原理，确定结构的屈服位移，基于延性需求，确定结构的目标位

移，建立功能方程求解结构最小基底剪力，建立结构的理想整体失效模式，确定结构

在罕遇地震下的弹塑性层剪力分布模式，并考虑P-Δ效应和层刚度的修正，基于隔离

体原则设计非耗能构件，提出结构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方法。

耗能梁段计算公式：
 p pc p pr p

1 1 1

1 2
2

n n n

i i i p i
i i i
FH θ ω Lθ L e M θ βV eγ

  

     
（1）

屈服位移计算公式：

yb yc
y ys yf

R

2 0.5
sin 2
f f Hθ θ θ

E θ Eγ L
    

（2）
 应用证明[6-1、6-2、6-8、6-9]，学位论文［附件7-8］。

2.3 装配式钢框架-轻质墙板结构抗震性能及设计方法研究

（1）新型全螺栓梁柱节点连接技术

多、高层钢结构住宅的工业化、标准化趋势符合国家发展导向，具有良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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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为解决传统梁柱节点现场施焊，提高装配化率和施工速

度，创新性研发了方钢管柱 C 型悬臂段全螺栓连接节点和H型钢柱带牛腿拼接节点，

对两种新型全螺栓装配化节点进行了低周反复加载试验，综合分析节点的应力分布、

核心区剪切变形和失效模式，考察了节点的承载力、延性、塑性转动能力和装配效率，

揭示了地震作用下节点的破坏机理和塑性铰外移机制，给出了节点的三线性模型，提

出了全螺栓节点的设计理论和连接构造措施。

（2）预制楼板干式连接技术

针对传统栓钉抗剪承载力与变形难以协调问题，通过在支座区域设置“开孔折板

型半刚性抗剪连接件”，在提高预制楼板承载力、变形和整体性的同时，大大降低了

连接区域混凝土板的开裂问题，创新了预制混凝土楼板干式连接技术。进行了开孔折

板型半刚性抗剪件推出试验，分析连接区域的破坏模式、粘结滑移性能、承载力和变

形能力，给出了抗剪承载力计算方法。研究了干式连接连续跨混凝土楼板在竖向荷载

下的受力性能和破坏全过程，分析楼板与钢梁连接形式及板型变化的影响，提出了全

干式连接混凝土楼板刚度、挠度的理论计算公式和构造措施。

（3）装配式墙板连接技术

国内外首次将由再生骨料制作的轻质墙板引入轻型钢框架，构建适用于多高层住

宅的装配式钢框架-轻质墙板结构。通过对钢框架-内嵌现浇、内嵌预制、外挂墙板结

构的拟静力试验，揭示结构体系的协同工作机理和破坏模式，研究墙体与框架的刚度

匹配关系和耗能机理。综合分析了再生骨料强度、墙板厚度、节点连接刚度、挂点布

置等因素对结构性能的影响规律，建立了各影响参数对结构承载力和刚度贡献的计算

方法。分析不同阶段框架和墙板的受力状态、应力分布和弹塑性发展全过程，给出了

墙体开裂荷载和极限承载力的计算公式。基于内嵌和外挂两种墙体装配方式，提出了

结构的等效分析模型和设计方法，创新了装配式钢框架-轻墙结构的设计理论和方法。

（1）内嵌墙板 （2）外挂墙板 （3）外挂节点破坏试验

图4 装配式钢框架-轻质墙板结构

 知识产权证明[ 1-3、ZL201920499466.9、ZL201822134352.2、ZL201820222639.8、
ZL.201510038850.5]，应用证明[6-4、6-5]。
（三）关键技术和创新点

1．国内外首次对半刚性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开展了全面系统的试验和理论研

究工作，提出了考虑梁柱节点刚度影响的钢板剪力墙结构设计理论和方法，为抗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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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区半刚性框架与钢板剪力墙的组合使用提供了新途径。

2．解决了钢与混凝土组合柱中半刚性节点的设置难题，通过引入混凝土组件建

立了部分组合柱-钢梁的半刚性连接力学模型，提出了带有钢与混凝土部分组合柱钢

板剪力墙结构的设计方法，形成了“强框架、弱墙板”，“强柱弱梁”的新型结构体系，

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

3．创新发明了高强钢框架-偏心支撑结构新技术，高强钢框架-偏心支撑体系既吸

取了偏心支撑结构优异的抗震耗能特性，又有效地将高强钢材应用到多高层建筑中，

达到节约钢材的目的，对推动高强钢在我国建筑领域的应用有重要意义。

4．国内外首次将由再生骨料制作的轻质墙板引入轻型钢框架，开发了适用于多

高层住宅的装配式钢框架-轻墙结构的设计理论和方法。由再生骨料制作的轻质墙体

热工性能好、导热系数小、节能环保，能有效解决废弃混凝土的出路问题，符合国家

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成果在钢结构住宅中具有良好的应用推广前景。

（四）与国内外同类研究、技术的比较

主要技术
国内外同

类研究
本项目

半刚性框架-钢
板剪力墙结构

未见相关

报道

创新发明了半刚性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和防屈曲

钢板剪力墙结构，开展了双腹板顶底角钢节点对应

无加劲、十字加劲、斜加劲三种钢板墙系列试验和

理论研究，并建立成套设计理论和方法。

钢与混凝土部

分组合框架-钢
板剪力墙结构

未见相关

报道

创新发明了部分组合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系统

采用腹板双角钢、平齐端板和对穿螺栓连接、横向

系杆和斜向系杆、十字加劲和防屈曲钢板墙结构的

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建立成套设计理论和方法。

装配式钢框架

轻质墙板结构

抗震性能

未见相关

报道

首次系统完成了 9个装配式钢框架-内嵌现浇、内嵌

预制、外挂再生墙板结构的试验和理论研究，提出

了框架与墙体的连接构造和设计方法。

高强钢框架偏

心支撑结构基

于性能抗震设

计方法

仅有少量

关于结构

试验报道

全面系统研究高强钢框架-偏心支撑结构的变形机

制，提出层剪力分布和理想失效模式，提出了基于

性能抗震设计方法，能够节约钢材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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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局限性

(1) 尚未开发适用于半刚性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的设计软件和平台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虽然有限元能精确分析钢板剪力墙结构的受力性能，但计算

量大，操作复杂，不便于设计人员掌握和使用。今后研究需要在内力分析模块考虑钢

板剪力墙与半刚性节点的力学特性，提出简化的计算方法，在梁、柱和钢板墙的构件

设计中引入修正系数反应连接刚度的影响，开发简单易操作的商业设计软件，方便工

程设计人员使用。

(2) 考虑建筑使用功能的装配一体化墙板的研发未能展开

项目组从结构抗侧力体系出发，对半刚性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钢与混凝土部分

组合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高强钢框架-偏心支撑结构以及装配式钢框架轻墙结构体

系的综合抗震性能进行了全面研究，形成了系统的设计理论和方法，解决了结构层面

的力学问题。今后研究需要考虑建筑的使用功能和环境，研发便于施工、节能环保，

包含装饰、保温隔热、防火隔声功能的一体化墙板。

(3) 偏心支撑钢框架中耗能元件在震后修复及快速更换未能展开研究

将摩擦耗能器和耗能梁段相结合，形成多个耗能元件协同工作是本项目的创新技术，具有良

好的推广应用前景。项目组对该结构的抗震性能进行了深入研究，也对高强钢框架-偏心支撑结构

进行了拟静力试验，提出了设计方法。但是，截止目前，尚未对可更换耗能梁段的偏心支撑结构

进行研究，今后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揭示可更换耗能梁段的耗能机理，探索震后快速修复

技术。

10

202
2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五、客观评价

1．项目验收结题及成果登记情况

(1) 本项目所依托的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 项中国博士后基金、2项陕西省自

然科学基金，都已经通过相关部门的结题或验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审查结果：

“根据项目结题评价指标和有关规定，经审查，准予结题。”（附件 2-1~3、6-11~14）
(2) 项目成果中“抗弯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设计方法研究”已进行科技成果登记。

（附件 5-1）
2．科技奖励及科技查新情况

(1) 本项目相关研究成果“半刚性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抗震性能及设计理论”及
“装配式钢框架-轻质墙板结构抗震性能研究”获得了 2015 年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科学

技术一等奖、2020 年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2021 年国网陕西省电力

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和第十三届陕西省青年科技奖。（附件 7-9~14）
(3) 2022年 4 月 7日，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Z08）——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对

本项目进行科技查新，查新结论为：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中外文献中，与本项目查新

点完全相同的未见报道。（附件 6-22）
(4) 相关成果验收意见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组织对西安理工大学依托本项目完成的“变电站装配式钢结

构建筑整体解决方案”进行了验收。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该项目研究技术路线正确，

研究成果可大大提高钢结构变电站的施工效率、缩短施工周期，研究具有重要的工程

应用价值，成果达到了国内领先、部分成果达到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项目完成了合

同规定的全部内容，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附件 2-3）
3．参编国家、地方和行业规范规程 1 部，获专利授权 31 项

项目组成员参编《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等地方和行业标准，成为装

配式结构勘察、规划、设计、施工等通用的技术事项的强制规定，为装配式建筑的建

设提供了技术支撑。本项目的研究成果获发明专利 13项、实用新型专利 18项。（附

件 1-1~3，附件 7-1~4、7-7）
4．部分应用证明

(1)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应用证明：对支撑结构采用基于性能化的

抗震设计方法，提高了结构刚度，充分利用高效耗能梁的延性耗能作用，保证了主体

结构在大震作用的良好抗震性能，大大减小了构件断面，节省了造价，为公司和业主

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附件 6-1）
(2)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城市轨道与建筑设计研究院应用证明：采

用项目组研发的钢框架支撑结构的设计理论和方法，有效保证了结构的整体安全性，

为工程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

价值。借鉴该技术在西安站改、大庆西站等项目中进行了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

益。（附件 6-5）
(3) 甘肃建投钢结构有限公司应用证明：项目组研发的钢板剪力墙结构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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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方法，在兰州新区保障性住房项目中，被用于第 6 号、7 号和 9 号楼的防屈曲

钢板剪力墙结构体系的计算校核和构造优化，实现了项目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缩

短了工期，节约了成本，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附件 6-7）
(4)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用证明：成果应用保障了大型复杂公共建

筑结构的安全和冗余度，提高了结构体系的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在优化结构选型和连

接构造的同时，缩短了工期，节约了成本，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附件 6-3）
5．同行评价（附件 7-15）
以本项目为依托于 2011 年发表在期刊《建筑结构学报》的论文“半刚接钢框架-

钢板剪力墙结构滞回性能研究”已被引用 70 次，多次被刊载于《土木工程学报》、《建

筑结构学报》、《工程力学》的论文引用，2014 年入选“F5000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

学术论文”。
6．比利时皇家科学与艺术学院外籍院士、同济大学李国强教授

相关成果在 20多项工程中得到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保

障我国钢结构建筑强震作用下整体安全性和消能减震新技术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7．中国金属结构协会会长郝际平教授评价（附件 6-23）
总体而言，项目研究工作全面、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成果突出，具有良好推广应

用价值。

8．天津城建大学副校长、天津大学教授陈志华教授（附件 6-24）
研究成果对准确分析大型复杂公共建筑的损伤发展过程，掌握强震作用下结构的

耗能机理和破坏机制，选择科学合理的结构布置方案发挥了重要作用。

9．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东南大学徐赵东教授（附件 6-25）
研究成果提高了结构体系的综合防灾减灾能力，保障了大型复杂公共建筑的安全

和冗余度，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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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本项目以高性能钢结构抗侧力体系为主线，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进行

了钢板剪力墙结构、新型偏心支撑结构和装配式钢框架轻质墙板结构的整体抗震性能

研究，开发了经济高效的结构抗侧力体系和耗能减震新技术，形成了高性能钢结构抗

震设计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成果对保障钢结构建筑在强震作用下的整体安全性和新

型消能减震技术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考虑梁柱节点刚度影响的钢板剪力墙结构设计方法、部分组合柱柔度系数、

边缘构件刚度阀值、钢板剪力墙等效分析模型和基于性能的钢框架支撑结构抗震设计

方法等成果被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轨道与建筑设计研究院、柏涛国际工程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等多家设计单

位采用，对分析钢板剪力墙结构、支撑结构在强震作用下的损伤演化规律，掌握复杂

结构的弹塑性发展及薄弱区域，选择经济高效的抗侧力体系，提高罕遇地震作用下结

构体系的安全性和冗余度起到了关键作用。典型工程包括大庆西站高铁站房、西安迈

科商业中心、兰州新区保障性住房项目、西安文化展示中心（长安云）、长安书院、

西安火车站改扩建项目等大型公共建筑和复杂商业综合体工程。

成果中关于防屈曲钢板剪力墙、带耗能器偏心支撑技术、装配式轻质墙板的连接

方法和构造被中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中建钢构西安分公司、甘肃建投

钢结构有限公司、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西

北分公司等设计和施工单位采用，在耗能元件布置优化、装配式节点抗震承载力计算、

复杂节点连接和构造优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典型的工程包括西安迈科商业中心、

西安绿地中心、自贸国际项目（一期）酒店、榆林市体育中心、榆林三馆等存在复杂

节点的建筑。

项目成果在大型复杂多高层钢结构设计和施工项目中的应用，主要是利用研发的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钢与混凝土部分组合框架—钢板剪力墙、带耗能器偏心支撑结构

优化设计等方面，通过优化设计大大减小了结构成本和施工工期，具体应用情况详见

应用证明及技术服务合同。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应用的

技术

应用对象

及规模

应用起

止时间

单位联系

人/电话

对应附

件编号

1
中国建筑西北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支撑结构优化

分析、基于性

能化的抗震设

计方法

西安文化交流中

心、长安云、长

安书院

2015.6-20
21.9

王洪臣

1389189216
5

6-1

2
中铁一局集团建

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支撑连接节点

计算、连接构

造优化

西安动车段高级

修补强项目、昆

明枢纽扩能改造

工程项目

2014.5-20
20.10

张海亮
1347406406

8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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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陕西建工第九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复杂节点计

算、连接构造

优化

自贸国际项目

（一期）酒店、

榆林市体育中

心、榆林三馆

2013.6-20
21.10

贺鹏

1539930518
5

6-3

4
苏州百明建设有

限公司

钢结构维护体

系与配套技

术、新型连接

方式

苏地 2017-WG-8
号地块建设项

目、1200 万件精

密钣金件项目

2015.8-20
21.10

叶晓康

1825116622
6

6-4

5

中铁第一勘察设

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城市轨道与建

筑设计研究院

结构体系选型

优化、复杂结

构抗震性能分

析

西安站改、大庆

西站和黔张常铁

路张家界西站

2016.2-20
20.6

李慧

1599189360
5

6-5

6

中国铁路哈尔滨

局集团公司大庆

站搬迁改造工程

指挥部

加劲钢板剪力

墙

大庆西站站房工

程

2010.9-20
13.2

朱红兵
1380361779

9
6-6

7
甘肃建投钢结构

有限公司

防屈曲钢板剪

力墙

兰州新区保障性

住房项目

2016.8-20
17.4

马张永

0931290303
6

6-7

8
中建钢构有限公

司西安分公司

支撑连接节点

计算、连接构

造优化

西安迈科商业中

心项目

2014.2-20
17.4

王磊

1868183353
0

6-8

9
中建新疆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

西北分公司

支撑连接节点

计算和连接构

造优化

西安绿地中心 B
座

2014.1-20
18.4

段宏勃

1771957251
3

6-9

10
柏涛国际工程设

计顾问（深圳）

有限公司

结构体系优

化、抗震性能

分析

中粮集团前海亚

太总部项目

2016.1-20
18.12

方飞虎

1812603810
0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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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

本项目由西安理工大学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作为研发和推广单位，相关成果在

大庆西站高铁站房、西安迈科商业中心、西安绿地中心、兰州新区保障性住房项目、

西安火车站改扩建项目、西安文化展示中心（长安云）、长安书院、自贸国际项目（一

期）酒店、榆林市体育中心、榆林三馆等二十余栋近 100万平米新建建筑中采用。

设计、施工企业将项目成果与新技术应用于高铁站房、文体场馆、综合商业体、保

障住房及办公楼等，产生了显著经济效益。近三年新增产值为 15.7 亿，新增利润 2.35
亿（见附件应用证明）。

近三年经济效益 单位： 万元（人民币）

自然年
完成单位 其他应用单位

新增销售额 新增利润 新增销售额 新增利润

2019 51400 6717.5

2020 57500 7968.7

2021 48900 8826

累计 157800 23512.2

2．社会效益

1）项目针对高性能钢结构抗侧力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研发了半刚性框架钢板

剪力墙、部分组合框架钢板剪力墙、高强钢组合偏心支撑结构的新型结构体系，形

成了相应设计理论和方法。创新发明了带耗能器偏心支撑技术、外挂式墙板装配技

术、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等抗震新技术,并建立了成套设计施工方法和连接技术。成果

对准确分析大型复杂结构的损伤发展过程、掌握强震作用下结构的耗能机理和破坏

机制，选择经济合理的结构布置方案发挥了重要作用。项目完成的大量试验为工程

界和学术界积累了宝贵的研究数据。

2）项目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在设计、施工企业得到大量应用，提高了诸如大庆

西站高铁站房、西安迈科商业中心、西安绿地中心、兰州新区保障性住房项目、西

安文化展示中心（长安云）、长安书院、自贸国际项目（一期）酒店、榆林市体育

中心、榆林三馆等大型公共建筑在强震下的防灾减灾能力，优化了结构形式和连接

构造，创新了消能减震新技术，提高了我国钢结构建筑的综合防灾能力。

3）本项目发表论文120篇，其中SCI、EI收录64篇。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考虑

节点刚度影响的钢板剪力墙结构设计方法”、“防屈曲钢板剪力墙”、“钢与混凝土部

分组合框架技术”、“带耗能器偏心支撑技术”、“高强钢组合偏心支撑结构”、“装配

式轻质墙板连接技术”等新体系、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为从事土木工程专业研

究、设计和施工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提供了参考与指导，方便了成果

的工程应用与推广。本项目成果产生13项国家发明专利，18项实用新型专利，引起

15

202
2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良好社会反响。（ZL201910008991.0、ZL201711294855.X、ZL201410613112.4、
ZL.201610230661.2、ZL.201610231622.4、ZL.201610230590.6、ZL.201110146571.2、
ZL.201510038986.6、ZL.201510038850.5、ZL.201210253218.9、ZL.201610230995.X、
ZL201820222639.8、ZL201820228802.1、ZL201120183075.X、ZL201821002246.2、
ZL201920013342.5、ZL201920616904.5、ZL201920012636.6、ZL201920012628.1、
ZL201920615907.7、ZL201920499466.9、ZL201920499260.6、ZL201920499257.4、
ZL201920499325.7、ZL201920499259.3、ZL201721699060.2、ZL201822144975.8、
ZL201822134352.2、ZL201822137459.2）

4）项目研究过程中，培养博士研究生4名，硕士研究生54名。相关人员在从业

过程中，为推广本研究技术成果起到了积极作用，将产生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与效

益。

5）本项目的研究成果主要应用于土木工程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共安

全、改善民生、提高劳动就业人数，对西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提升等具有重要推进作用，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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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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翼缘先张拉
钢与混凝土部
分组合框架-
钢板剪力墙结
构

中国
ZL.20161
0230995.
X

2018年
01月16日 2781549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于金光
，郑春明
，郝际平

2 发明专利

半刚性框架
—内填再生混
凝土墙板及制
作方法

中国 ZL.20151
0038986.6

2017年
03月29日 2433128 西安理工

大学

郭宏超
，王鹤亭
，刘云贺

3 发明专利

一种快速装配
化的全螺栓连
接半刚性波纹
形抗剪连接件

中国 ZL201910
008991.0

2021年
11月16日 4796577 西安理工

大学

王振山
，刘云贺
，郭宏超
，田建勃
，李慎
，杜宁军

4 发明专利

柱翼缘后张拉
钢与混凝土部
分组合框架-
钢板剪力墙结
构

中国 ZL.20161
0230590.6

2018年
02月27日 2828892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于金光
，郑春明
，王雪明
，郝际平

5 发明专利

一种易于装配
的横撑式钢框
架钢板剪力墙
结构

中国 ZL.20161
0230661.2

2018年
06月22日 2972141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于金光
，王雪军
，郝际平
，郑春明

6 发明专利
一种带角钢的
复合式钢板剪
力墙

中国 ZL.20121
0253218.9

2015年
04月15日 1633274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李峰，张
玲玲，许
军

7 发明专利 斜置双层折板
钢板剪力墙 中国 ZL.20111

0146571.2
2011年
12月28日 1246604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李峰，薛
港，问晓
朋

8 论文

Cyclic
Performance of
Cross
Restrained
Steel Plate
Shear Walls
with
Transverse
Braces.

中国 2018,132:
250-260

2018年
11月30日

Thin-Walled
Structures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于金光
，冯啸天
，李波
，郝际平

9 论文

Behavior of
stiffened and
unstiffened
Steel Plate
Shear Walls
considering
joint properties

中国 2015,97:5
3–62

2015年
09月22日

Thin-Walled
Structures

西安理工
大学

郭宏超
，郝际平
，刘云贺

10 标准
装配整体式混
凝土结构技术
规程

中国 DBJ61/T8
7-2014

2014年
07月01日 J12667-2014 西安理工

大学 郭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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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宏超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1年12月09日 出  生  地 甘肃庆阳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2280119811209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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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1月20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ghc-1209@163.com 办公电话 82312339 移动电话 18966846679

通讯地址 西安市金花南路5号 邮政编码 710048

工作单位 西安理工大学 行政职务 副院长

二级单位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党　　派 无党派人士

完成单位 西安理工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8年01月01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第一完成人，西安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本项目总负责人。创新发明了“半刚性框架-钢板剪
力墙结构体系”，提出了考虑节点刚度影响的半刚性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设计理论和方法。创新发明了“外
挂式墙板装配技术”，建立了适用于多高层住宅的装配式钢框架-轻墙结构的设计理论和方法。
主要贡献证明材料附件编号：1-2、2-1、2-3、5-1、6-11、6-13、6-14、6-20、6-21、7-6、7-7、7-9~15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22年获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科技进步特等奖、
2020年获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
2020年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2020年获陕西省青年科技奖、2018年获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青年科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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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金光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5年12月19日 出  生  地 黑龙江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23022719851219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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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6月30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yujinguang@xauat.edu.cn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087522728

通讯地址 西安市雁塔路中段13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学院 邮政编码 710055

工作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行政职务
兼职校团委副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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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09月01日　至 2017年04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第二完成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发明了“半刚性框架-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结构体系
”、“肋板约束型和带有横向撑杆的型钢约束型钢板剪力墙结构体系”和“预应力钢与混凝土部分组合框架-
钢板剪力墙结构体系”，针对钢板剪力墙结构全面开展了考虑不同边框连接特性、不同边框轴压荷载、不同边
框材料和不同墙板形式的抗震性能和设计方法的研究，并结合大量试验研究，建立了钢板剪力墙结构的成套理
论和设计方法。
主要贡献证明材料附件编号：1-1、2-2、3-2、6-15、7-1、7-2、7-5、7-8、7-9、7-11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22年获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科技进步特等奖、
2020年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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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仓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3年11月10日 出  生  地 陕西韩城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58119731105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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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理工大学 毕业时间 2014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1726376057@qq.com 办公电话 029-2302668 移动电话 18791854036

通讯地址 陕西省榆林市开发区明珠大道榆商大厦B座6楼 邮政编码 719000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总工程师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2年01月01日　至 2018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第三完成人，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在本项目中根据组合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的基
本设计理论和方法，在榆林市体育中心项目中建立了组合柱-钢梁的半刚性连接力学模型，考虑轴压和剪切作
用，给出了部分组合柱柔度系数和等效刚度的计算方法，创新性地提出了该类结构的设计理论和方法。
主要贡献证明材料附件编号：6-3、6-21、7-9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20年8月获得陕西省土木建筑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020年8月获得陕西省土木建筑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2021年2月获得陕西省建设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021年5月获得陕西省建设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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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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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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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蔡玉军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0年07月27日 出  生  地 江苏泰州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319800727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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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大学 毕业时间 2007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525980939@qq.com 办公电话 82366996 移动电话 13891861594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公园南路60号中铁一院科技园 邮政编码 710043

工作单位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处总工程师

二级单位 建筑与规划设计研究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01月01日　至 2018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第四完成人，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建筑与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工，正高级工程师。在
本项目中结合钢框架支撑结构的基本设计理论和方法，进行大型复杂结构的弹塑性时程分析，优化结构布置方
案。
主要贡献证明材料附件编号：6-5、6-17、6-20、7-9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 《铁路客站大跨空间钢结构及钢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复杂节点构造创新》获铁道科技奖三等奖（2011年）；
2.《站房大跨度钢结构楼面TMD减振技术应用研究》获中国铁建科技进步二等奖（2014年）；
3. 《跨层重载异形桁架力学性能研究》获中施协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14）、中国铁建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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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2年06月30日 出  生  地 陕西米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27281982063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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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316369094@qq.com 办公电话 82365563 移动电话 15991893615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公园南路60号中铁一院科技园D座802室 邮政编码 710043

工作单位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所长

二级单位 建筑与规划设计研究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8年01月01日　至 2018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第五完成人，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正高级工程师，建筑与规划设计研究院所长。在本项目中
根据钢板剪力墙结构的基本设计理论和方法，在大庆西站高铁站房项目中进行大型复杂结构的弹塑性时程分析
，优化了结构布置方案。创新性提出了适用于大跨距结构的装配式桁架檩条。
主要贡献证明材料附件编号：6-5、6-6、6-17、6-20、7-9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 《高性能钢结构体系技术创新与工程应用》获中国金属结构协会科学技术特等奖（2022年）
2. 《多高层钢结构体系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获第五届陕西省土木建筑科学技术一等奖（2020年）
3. 《钢骨架轻型屋面板作用下门式刚架构件整体及局部稳定研究》获中国铁建科技进步一等奖（2018年）
4. 《跨层重载异形桁架力学性能研究》获中国铁建科技进步一等奖（2015年）；获中国施工企业协会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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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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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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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李峰 性别 女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3年10月12日 出  生  地 河南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631021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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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erica688@126.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186125172

通讯地址 西安市雁塔路中段13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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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九三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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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09月01日　至 2017年04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第六完成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本项目中针对钢板剪力墙结构开展了考虑不同边框形式和不同墙板形式的抗震性能和设计方法的研究，并结
合试验研究，建立了相应钢板剪力墙结构的设计方法。
主要贡献证明材料附件编号：7-3、7-4、7-8、7-9、7-11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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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山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0年10月28日 出  生  地 辽宁丹东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21062319801028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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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wangdayuwang@126.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8502952319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南路5号西安理工大学 邮政编码 710048

工作单位 西安理工大学 行政职务 院实验中心主任

二级单位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安理工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09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第七完成人，西安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本项目中参与了半刚性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研究、装
配式钢框架-轻质墙板结构抗震性能研究，负责数值仿真计算等工作。
主要贡献证明材料附件编号：1-3、6-17、6-20、6-21、7-8、7-9、7-11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科技进步特等奖（2022年）
2.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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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秀珍 性别 女 排　　名 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8年12月30日 出  生  地 山东莱州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681230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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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13571828178@163.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571828178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南路5号西安理工大学433信箱 邮政编码 710048

工作单位 西安理工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安理工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8年09月01日　至 2018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第八完成人，西安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本项目中负责带耗能器偏心支撑结构的研究，建立耗
能器刚度与单斜杆偏心支撑的刚度匹配关系，提出了带耗能器偏心支撑结构的耗能机理和设计策略。
主要贡献证明材料附件编号：6-12、6-19、6-20、6-21、7-8、7-9、7-11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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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理工大学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刘云贺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传　　真 029-82312419 邮政编码 710048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南路5号

联  系  人 刘芳园 单位电话 029-82312677 移动电话 13659116601

电子邮箱 yanfa2677@163.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西安理工大学属中央和陕西省共建、以陕西省管理为主的高校，是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入选高校、陕西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工程”支持高校。西安理工大学
课题组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自然科学基金、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对半刚性框架-
钢板剪力墙结构进行试验和理论研究，提出了考虑梁柱节点刚度影响的钢板剪力墙结构设计理论和方法
，为抗震设防区半刚性框架与钢板剪力墙的组合使用提供了新途径。将由再生骨料制作的墙板引入钢框架
，建立了适用于多高层住宅的装配式钢框架-再生墙板结构的设计理论和方法。开展了新型带耗能器的偏
心支撑结构和高强钢框架-偏心支撑结构的抗震性能和设计方法研究，给出了新型偏心支撑结构的弹性刚
度和极限承载力计算方法，建立耗能梁段转角变形与结构变形之间的变形协调方程，揭示了结构罕遇状态
下的层剪力分布状态，提出了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方法。对创新点1、3、4有主要贡献。研究历时12年
，投入研究经费600余万元，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20篇，其中SCI、EI收录64篇，授权发明专
利13项、实用新型专利18项。
主要贡献证明材料附件编号：1-2、2-1、2-3、5-1、6-11、6-13、6-14、6-20、6-21、7-6、7-7、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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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82202285 邮政编码 710055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雁塔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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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创新发明了“半刚性框架-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结构体系”、“肋板约束型和带有横向撑杆的型钢
约束型钢板剪力墙结构体系”，针对钢板剪力墙结构全面开展了考虑不同边框连接特性、不同边框轴压荷
载和不同墙板形式的抗震性能和设计方法的研究，并结合大量试验研究，建立了钢板剪力墙结构的成套理
论和设计方法；
       （2）创新发明了“预应力钢与混凝土部分组合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体系”，系统采用腹板双角钢、
平齐端板和对穿螺栓连接、横向系杆和斜向系杆、十字加劲和防屈曲钢板墙结构的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
，并建立成套设计理论和方法。
       （3）积极开展项目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并在多个使用钢板剪力墙结构的工程项目中进行技术指导工
作。
主要贡献证明材料附件编号：1-1、2-2、3-2、6-15、7-1、7-2、7-5、7-8、7-9、7-11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
处理。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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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3 法定代表人 黄超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82365555 邮政编码 710043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西影路2号

联  系  人 李慧 单位电话 029-82365563 移动电话 15991893615

电子邮箱 316369094@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根据项目组提出的钢板剪力墙结构的基本设计理论和方法、钢框架-支撑结构基于性能的设计方
法，积极开展项目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在大庆西站高铁站房和郑西高铁西安动车段高级修等项目中，进
行了大型复杂结构的弹塑性时程分析，准确分析结构的损伤发展过程、掌握强震作用下结构耗能机理和破
坏机制，优化了结构布置方案。通过科研成果在实际工程项目的应用，对试验及理论研究结果进一步修正
完善，为多高层钢结构体系抗震防灾关键技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创新发明了“装配式轻质墙板连接技术”和“大跨距装配式桁架檩条技术”，并建立了成套设计
施工方法和构造措施。
主要贡献证明材料附件编号：6-5、6-6、6-17、6-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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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4 法定代表人 张国华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912-2302668 邮政编码 719000

通讯地址 陕西省榆林市开发区明珠大道榆商大厦B座6楼

联  系  人 贺鹏 单位电话 0912-2302668 移动电话 15399305185

电子邮箱 286024189@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积极开展项目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以自贸国际项目（一期）酒店工程、榆林三馆、西安榆林商
会大厦等工程为依托，开展了新型带耗能器的偏心支撑结构和高强钢框架-偏心支撑结构的抗震性能和设
计方法研究，并在自贸国际项目（一期）酒店工程、榆林三馆、西安榆林商会大厦等工程得到应用。
       （2）积极开展项目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以榆林市体育中心项目为落脚点，首次开展了钢与混凝土部
分组合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的试验和理论研究，建立了部分组合柱-钢梁的半刚性连接力学模型，给出了
部分组合柱柔度系数和等效刚度的计算方法，提出了该类结构成套设计施工方法和构造措施。
主要贡献证明材料附件编号：6-3、6-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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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