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书
　

( 202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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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公益类 成果登记号: 9612022Y1629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传统木结构建筑安全性能提升关键技术及应用

公布名
（专用项目

）

主要完成人 谢启芳，周铁钢，袁春燕，张锡成，张风亮，张利朋，吴亚杰，白福玉，戚亮
杰

主要完成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长安大学，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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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结构 代码 5603510

2 综合减灾理论与减灾社会化 代码 6171010

3 古建筑的保护、修缮技术 代码 5605320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其他土木工程建筑

所属陕西省重点发展领域 公共安全

任务来源 国家基金, 省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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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损古建筑木结构抗震性态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51108373；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砖木结构古建筑群火灾风险预测的时空信息模型化方法研究，51608049；
3、陕西省自然科学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古建筑木结构抗震加固理论与方法研究，2016ZDJC-23；
4、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委托项目：古建筑抗震保护成套技术研究，2015226。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结题报告：20141151108373；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结题报告
：100020026032。

授权发明专利（项） 10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26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11年1月1日 完成：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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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木结构建筑具有鲜明特色，汇聚了我国各地区人民的建筑智慧，但其在环境灾害、地震、火灾等灾害
下的安全性能有待提升。在此背景下，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为首的项目组，综合运用损伤力学、智能识别
、减震增强等理论与技术，对传统木结构建筑在“环境、地震、火灾”三类主要灾害下“现状检测—性能
评估—性能提升”三个环节的技术难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形成了传统木结构安全性能提升的成套关键技术
，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发表学术论文68篇，出版专著5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0项、软件著作权1项，部
分成果纳入3部国家标准/导则、2部地方导则。
相关研究成果显著为我国传统木结构建筑安全性能提升提供了科技支撑，并在西安钟楼、党家村、上海云
间第一楼等传统木结构历史建筑、民居建筑的安全性能提升项目中得到应用，社会效益显著，具有很好的
推广价值。
经审查，该项目符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所规定的科学技术奖申报条件，报奖材
料齐全，格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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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实践的重要产物，是社会

发展及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凝固的乐章”。中华民族沿着长江、黄河等

土地肥沃、树木植被丰富的流域繁衍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传统木

结构建筑。她是中华民族重要历史发展产物之一，汇聚了各地区人民的建筑智慧，

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变迁及其社会特征，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

然而，由于我国传统木结构主要由能工巧匠凭技艺和经验建造而成，缺乏安全

分析和设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传统木结构所用材料——木材，一方面作为生物

质材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温湿度变化、紫外线、生物菌等环境灾害影响而导致木

构件、节点发生老化、腐朽、虫蛀、干缩开裂和榫卯松动等问题，进而导致传统木

结构性能退化、安全性能降低；潜在的地震风险使得其安全性能进一步受到威胁，

特别是对已发生性能退化的结构；另一方面，木材作为易燃性材料以其低燃点的特

性，容易导致传统木结构发生火灾，且一旦发生火灾常常是毁灭性的。因此，提升

我国传统木结构抵御环境灾害、地震灾害和防范火灾等方面的安全性能，从而保障

我国传统木结构这一重要历史发展产物的久远传承，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社会价值。

国内外学者对传统木结构安全性能提升已开展了前期研究并取得了部分成果，

但仍存在很多关键问题尚待解决：（1）缺乏高效的残损检测与损伤识别技术，检测

人员工作量大、主观性强；（2）如何在安全评估中考虑残损、损伤对结构性能带来

的不利影响；（3）抗震性能提升技术如何与传统木结构“以柔克刚”的防震机制一

致；（4）通过阻燃即增加木结构耐火时长仅仅能延长人员逃生时间，但难于避免木

结构建筑发生火灾后的损毁，木结构的抗火性能提升技术应以消除火灾风险为主。

在此背景下，为了我国传统木结构及其文化的科学保护与传承，项目组以传统

木结构历史建筑、传统木结构民居建筑为对象，以提升其在“环境、地震、火灾”

三类主要灾害作用下的安全性能为目标，对其安全性能提升的系列关键科学问题和

技术难题进行了十多年联合攻关。

本研究属于多学科交叉领域，涉及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程、管理工程、历史

建筑保护工程、计算机工程等学科，综合运用结构力学、损伤力学、智能识别、减

震增强、火灾情景模拟等理论与技术，攻克了传统木结构在“环境、地震、火灾”

三类主要灾害下“现状检测—性能评估—性能提升”三个环节的系统理论与技术难

题，形成了传统木结构安全性能提升的成套关键技术：

（1）提出了木构件外部显式残损基于图像技术的智能检测技术及其量化方法，

研发了构件的内部隐式损伤识别技术与方法，研发了传统木结构火源智能检测与识

别技术，解决了传统木结构残损现状高效检测、火源快速识别的难题。

（2）建立了传统木结构环境灾害下的残损性能退化模型，提出了残损传统木结

构的安全评估体系与方法，研发了残损传统木结构采用传统铁件材料的定量加固理

论与技术，解决了其在环境灾害下修旧如旧与定量化安全性能提升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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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确了传统木结构防震机制、能量耗散机理及其抗震性能退化规律，建立

了残损传统木结构抗震分析方法，提出了考虑残损现状、地震历史情况、文化价值

等多维特征的抗震性能评估体系与方法，研发了采用木质阻尼器的减震增强技术与

设计理论，解决了不改变传统木结构自身防震机制的地震安全性能提升难题。

（4）揭示了传统木结构火灾致灾机理，建立了高温后木材性能退化模型，提出

了传统木结构基于火灾情景模拟分析的火灾风险评估技术与方法，研发了其火灾风

险管控体系与方法，解决了从源头上降低火灾风险、提升安全性能的难题。

上述关键技术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36 项（其中发明专利 10 项、实用新型专利 26

项），获得软件著作权 1项，出版学术专著 5 部，发表学术论文 68 篇（其中 SCI 收

录 26 篇、EI 收录 32 篇），部分成果纳入 3 部国家规范、2 部地方标准。（受提名书

内容限值，支撑材料中只列举了 10 项代表性成果）

研究成果显著提升了我国传统木结构安全性能技术水平，为我国传统木结构及

其文化的保护、村镇群众住房的安全保障、传统建造技艺的传承提供了科技支撑，

为全国类似情况起到了示范作用。根据最新科技查新报告，国内外该领域未见以上

创新成果的相同报道。经专家组鉴定，项目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传统

木结构抗震评估与减震增强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项目组积极进行研究成果推广应用，开展了技术推广、技术培训、学术交流以

及工程应用等工作：（1）在各级政府部门支持下，相继成立了陕西省村镇建筑安全

与防灾研究中心、陕西省文物岩土与结构工程技术中心，对各省市、地方住建部门

管理人员在传统木结构安全性能提升等方面进行了技术推广和培训；（2）深入陕西、

云南、贵州、四川等传统木结构较多且贫困地区农村，对所编写的《农村危房改造

基本安全技术导则》进行宣讲，宣讲场次 100 余次，培训工匠 30000 余人；（3）成

功承办了包括《第四届全国木结构论坛》、《第五届全国村镇会议》在内的 10 余次研

讨、技术交流会，在全国传统木结构相关专家层面广泛宣传了本研究成果和技术创

新。各种途径的推广应用，使得本研究成果产生了重要的经济、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方面，研究成果实现了科技成果的工程化和产业化，为承担单位新增

产值 1.22 亿元（具体见第六部分：应用情况和效益）。同时也产生了包括木结构民

居改造成民宿等带来的良好间接经济效益。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成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1）对于提升传统木结构抵

御环境灾害、地震灾害能力、降低其火灾风险，从而提升传统木结构安全性能，确

保了传统木结构建筑的传承与发展；（2）传统木结构民居建筑的安全性能提升为脱

贫攻坚、住房有保障的如期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3）为传统木结构文化遗产建筑

和民居的保护、文化传承提供了科学依据；（4）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安全性能提升后，

有效避免拆除、重建，既节约了木材又避免经济损失；（5）为我国传统技艺的传承、

传统结构科技保护培养了科研、技术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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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项目以传统木结构建筑“现状检测—性能评估—性能提升”三个环节为

主线，研发了其在“环境、地震、火灾”三类灾害作用下的安全性能提升成

套创新技术。

创新点一：提出了木构件外部显式残损基于图像技术的智能检测技术及

其量化方法，研发了构件的内部隐式损伤识别技术与方法，研发了传统木结

构火源智能检测与识别技术。【学科分类】：木结构；综合减灾理论与减灾社

会化。【支撑材料】：其他附件 2-2-1、2-2-5。
（1）明确了传统木结构在环境灾害下的残损类型，揭示了各类残损的残

损机理；通过 152个实验室模型试验和 86个现场检测试验，研发了木构件腐

朽、虫蛀、开裂等三类主要外部显式残损基于图像识别的高效智能检测技术

与方法（图 1）；在揭示腐朽、虫蛀、开裂等残损对木构件力学性能影响机制

基础上，结合损伤力学理论，提出了木构件上述三类外部显式残损的量化指

标，建立了各量化指标的量化方法（图 2、3）。

图 1 裂缝图像识别 图 2 干裂木梁量化指标 图 3 腐朽木柱量化指标

（2）提出了木梁等构件基于曲率模态的内部隐式损伤识别技术，并通过

12根损伤木梁模态试验进行了验证（图 4）；提出了整体结构基于奇异值分解

偏最小二乘（PLS-SVD）和扩展卡尔曼滤波（EKF）混合方法的内部隐式损

伤识别技术，通过 1个大型传统木结构民居建筑振动台试验结果验证了所识

别损伤位置、损伤大小的准确性（图 5）。

图 4木梁曲率模态损伤识别 图 5 整体结构损伤识别理论、振动台试验验证

（3）明确了传统木结构火源类型，建立了火源信息数据库；提出了基于

射频识别（RFID）技术的火源识别计算理论与方法，研发了基于 RFID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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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源识别装置；提出了火源基于 RFID 技术、数据分析系统和通讯系统相

结合的智能识别技术，并经 16个不同传统木结构建筑人为火源的现场识别试

验进行了验证。

该创新点中，木构件外部显式残损的智能检测及其量化技术国内外尚未

见报道，整体结构内部隐式损伤的 PLS-SVD与 EKF混合法识别技术为首次

研发，基于 RFID 的火源智能识别技术填补了该技术在传统木结构应用的空

白。相关成果解决了传统木结构残损现状高效检测、火源快速识别的难题，

为掌握其残损现状与火灾隐患提供了科学依据，已在多处重要工程和大量传

统木结构民居中得到应用。【支撑材料】：其他附件 2-1-1、2-1-2、2-1-8、2-1-10。

创新点二：建立了环境灾害下传统木结构构件、节点、木构架的残损性

能退化模型，提出了传统木结构考虑残损性能退化的安全评估体系与方法，

研发了残损传统木结构采用传统铁件材料的定量加固理论与技术。【学科分

类】：木结构；古建筑的保护、修缮技术。【支撑材料】：必备附件 1-1-2、1-1-3，
其他附件 2-2-1。

（1）通过 15个残损木梁抗弯、12个残损木柱抗压、24个残损榫卯节点

（直榫、燕尾榫）抗转动、24个残损梁柱木构架抗侧性能模型试验，揭示了

残损木梁、木柱、榫卯节点、梁柱木构架等的性能退化机理，分别建立了残

损木梁抗弯、残损木柱抗压、残损榫卯节点抗转动、残损梁柱木构架抗侧性

能退化模型（图 6）。

图 6 干裂木柱抗压、松动榫卯节点抗转动、倾斜木构架抗侧性能退化模型

（2）明确了环境灾害下影响传统木结构安全性能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传

统木结构基于构件、节点性能退化的安全性能评价指标，建立了各评价指标

考虑性能退化的分级标准和评价等级，提出了传统木结构在环境灾害下的安

全性能评估体系与方法，编制了传统木结构安全性能评估的技术导则。

（3）采用传统加固材料镀锌铁箍及传统加固技术，通过 12个镀锌铁箍

加固劈裂木梁、15个铁箍加固墩接腐朽木柱柱脚、8个铁箍加固松动榫卯节

点和 8个铁箍加固倾斜木构架的试验研究（图 7），定量分析了加固材料尺寸、

位置、用量等对加固效果的影响规律，结合理论分析，建立了传统加固技术

的定量设计理论与方法（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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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铁件加固松动榫卯节点试验 图 8 铁件加固墩接柱脚设计方法

创新点三：明确了传统木结构的防震机制和能量耗散机理，建立了传统

木结构抗震分析理论与方法，提出了考虑残损现状、地震历史情况、文化价

值等多维特征的抗震性能评估体系与方法，研发了传统木结构采用木质阻尼

器的减震增强技术与设计方法。【学科分类】：木结构、综合减灾理论与减灾

社会化。【支撑材料】：必备附件 1-1-1，其他附件 2-2-2、2-2-3、2-2-6。
（1）通过 8个柱脚节点的滑移摩擦试验、12个柱脚节点（图 9）、16榫

卯节点（直榫、燕尾榫）的拟静力试验，揭示了传统木结构柱脚滑移隔震、

柱脚摇摆耗能减震、榫卯连接消能减震等具有中国智慧的结构防震机制；通

过 1个大型传统木结构模型（西安钟楼模型）振动台试验（图 10），明确了

传统木结构各部件的能量耗散机理（图 11）；结合结构动力分析理论和有限

元模型，建立了传统木结构抗震分析理论与方法，并通过振动台试验进行了

验证。

图 9 柱脚摇摆效应试验 图 10 西安钟楼模型大型振动台试验 图 11 能量耗散机理分析

（2）明确了影响传统木结构抗震性能的主要因素，建立了传统木结构抗

震性能退化模型（图 12），提出了考虑残损现状、地震历史情况、文化价值

等多维特征的抗震性能评价指标（图 13），建立了各抗震评价指标的分级方

法与分级标准，提出了传统木结构的抗震性能评估体系与方法（图 14）。

图 12 腐朽榫卯节点退化模型 图 13 评价指标分级标准 图 14 抗震性能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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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发了分别用于梁-柱榫卯节点和柱脚节点的木质耗能减震消能阻

尼器，明确了木质减震消能阻尼器性能，在配置减震消能阻尼器榫卯节点、

柱脚节点的拟静力试验基础上（图 15、16），掌握了其减震消能效果与规律，

建立了其滞回模型，提出了减震消能阻尼器的优化布置与设计理论及方法。

图 15 木质梁柱节点阻尼器及其试验 图 16 木质柱脚节点阻尼器及其试验

该创新点中，首次建立了柱脚节点、榫卯节点抗震性能退化模型，实现

了传统木结构考虑文化价值的抗震评估方法，创新性的提出了木质阻尼器的

减震消能技术与设计方法。相关成果解决了不改变传统木结构自身防震机制

的地震安全性能提升难题，为传统木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性能提升提供了科

学手段与技术，已在西安钟楼等历史建筑、大量民居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支

撑材料】：其他附件 2-1-5、2-1-6、2-1-7、2-1-9。

创新点四：建立了木材高温后性能退化模型，明确了木构件的燃烧特性，

揭示了传统木结构火灾致灾机理，提出了传统木结构基于火灾情景模拟分析

的火灾风险评估模型与方法，建立了传统木结构建筑群火灾风险管控体系与

方法。【学科分类】：木结构、综合减灾理论与减灾社会化。【支撑材料】：其

他附件 2-2-4、2-2-7。
（1）通过 156个木材燃烧和高温试验（图 17），分析了木材密度、含水

率、尺寸效应等因素对木材炭化速度、燃烧特性及性能影响规律，建立了火

场下木材炭化速度计算模型，提出了高温后木材性能退化模型（图 18），明

确了劣化木构件的燃烧特性和发展规律。

图 17 木材高温试验 图 18 木材高温后抗压强度退化模型

（2）提出了传统木结构基于火灾情景模拟分析理论的火灾风险危险性分

析方法，建立了传统木结构火场分析模型（图 19），定量分析了不同火灾场

景下传统木结构建筑内部温度、烟气浓度等变化规律，揭示了传统木结构火

灾致灾机理，研发了定量化的火灾风险评估模型与方法（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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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传统木结构火场分析模型 图 20 火灾风险评估因子

（3）揭示了传统木结构火灾脆弱性，提出了传统木结构建筑火灾下火焰

蔓延影响因素和变化规律（图 21），揭示了传统木结构火灾危险性的产生与

演变机理，研发了传统木结构火灾风险管控体系与方法（图 22）。

图 21 传统木结构火焰蔓延规律 图 22 火灾风险管控体系

该创新点中，首次确定了劣化木构件材料燃烧特性，创新性的提出传统

木结构古建筑群性能化防火评估模型以及“减灾始于消灭火源”的风险管控

理念。相关成果解决了从源头上降低火灾风险、提升安全性能的难题，为杜

绝或降低传统木结构火灾风险、提升安全性能提供了科学手段，已在党家村

等历史建筑群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支撑材料】：必备附件 1-2。
上述研究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8篇（其中SCI收录26篇、EI收录32篇），

专著5部，获得国家专利36项（其中发明专利10项），获得软件著作权1项，

部分成果纳入3部国家规范、2部地方标准（受提名书材料数量限制，支撑材

料中只列举了10 项代表性成果）。研究成果显著提升了我国传统木结构安全

性能技术水平，为我国传统木结构及其文化的保护、村镇群众住房的安全保

障、传统建造技艺的传承提供了科技支撑，为全国类似情况起到了示范作用。

项目组积极进行研究成果的推广。相关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传统木结构

历史建筑、民居建筑的检测、评估、性能提升及火灾风险管控，已在我国陕

西、山西、云南、贵州、四川、上海、江苏、浙江等传统木结构大省得到了

推广应用。项目核心技术为应用单位新增产值超 1.22亿元，获得了显著的直

接经济效益；同时，传统木结构改造成的民宿促进了当地老百姓的增收发展、

传统木结构历史建筑提升了当地旅游收入，均产生了重要间接经济效益。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成果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效益：（1）有力解决了科学

技术难题；（2）有效保障了群众住房安全；（3）有效促进了文化遗产保护；

（4）有力推动了群众脱贫致富；（5）有益强化了人才队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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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局限性

本项目“传统木结构建筑安全性能提升关键技术及应用”围绕传统木结构建筑

在环境灾害、地震、火灾下的“现状检测—性能评估—性能提升”三个环节存在的

研究不足，对智能现状检测与损伤识别技术、环境灾害下安全性能评估与加固技术、

抗震性能评估与减震增强技术、火灾风险评估与管控技术等重大科学和关键技术问

题开展了深入研究，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形成了传统木结构建筑安全性能提升

的成套技术，并及时推进成果转化，多方位有效地服务于工程建设部门和文物管理

部门，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村镇民居“两不愁三保障”发挥了重要贡献，取

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由于传统木结构建筑性能退化规律的难预测

性、地震破坏机理的复杂性等特点，以及可能遭受风灾、滑坡等灾害或多灾害，以

下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1）本项目主要针对传统木结构在环境灾害、地震、火灾三类灾害下的安全

性能提升，下一步拟针对风灾、滑坡等灾害及多灾害下的安全性能提升开展相应的

研究和应用。

（2）进一步研发适用于传统木结构建筑特别是文化遗产建筑的智能化减震控

制技术，提高传统木结构历史建筑的防震能力。

（3）利用数字孪生技术、物联网、远程实时监控等技术，建立传统木结构的

灾害监测预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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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1、科技成果鉴定

由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组织，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郑建国任主任委员等

组成的评价委员会认为：“项目成果技术先进、创新性强，已成功应用在西安钟

楼、党家村、上海云间第一楼等传统木结构历史建筑、民居建筑的安全性能提

升项目中，社会效益显著，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其中传统木结构抗震评估与减震增强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科技查新报告

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Z08）对传统木结构建筑的木构件外部显式残损及

构件内部隐式损伤识别技术与方法、传统铁件材料的定量化加固理论与技术、

木质阻尼器减震增强技术与设计方法、火灾风险评估与管控技术等4个查新点进

行了查新、比较、分析和鉴别，得出查新结论：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中外文

文献中与本查新项目查新点完全相同的未见报道。

3、学术著作情况

本项目研究成果在“建筑科学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T1级期刊《Engineering
Structures》、《土木工程学报》、《建筑结构学报》等高水平期刊上获得公开发表。

所研发的加固、减震技术获得多项国家发明。部分成果纳入了国家、地方规范/
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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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项目组积极开展技术推广与应用，研究成果已实现了科技成果的工程化，

项目核心技术为相关单位新增产值 1.22亿元。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如陕西西安

钟楼、山西应县木塔、上海云间第一楼等传统木结构历史建筑，以及如陕西安

康、汉中、贵州、四川等大量传统木结构民居的检测、评估、性能提升等工程

实践（见必备附件 1-2及其他附件 2-1-1 ~ 2-1-10）。同时本项目部分成果纳入

国家标准 3部，陕西省地方标准 2部（见其他附件 2-2-1）。

（1）将传统木结构外部显式残损图像检测技术和内部隐式损伤识别技术

广泛应用于大量传统木结构民居的损伤检测中，为快速完成量大面广传统木结

构民居的损伤检测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大量乡村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

中住房安全保障的如期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2）将建立的传统木结构构件/节点/木构架残损性能分析模型、安全评估

体系与方法、传统铁件加固理论与技术，应用在包括上海云间第一楼等因环境

灾害影响的传统木结构民居的修缮、加固中，为因环境灾害导致性能退化的传

统木结构安全性能提升提供了科学依据。

（3）将建立的传统木结构抗震分析理论与方法，抗震性能评估体系以及

采用阻尼器的减震增强技术与方法，应用在包括陕西安康、贵州贵阳等地区的

大量传统木结构民居改造提升中，也应用在包括西安钟楼、蓬溪县鹫峰寺等历

史建筑的抗震评估中，为抗震设防区特别是高烈度区传统木结构的安全性能提

升提供了科学依据。

（4）将建立的木材高温后性能退化分析模型、传统木结构火灾风险评估

模型与技术、火灾风险管控体系与方法，应用在包括陕西韩城党家村传统木结

构建筑群、三原城隍庙木结构建筑群等多处文化遗产的火灾风险评估与风险管

控中，为降低传统木结构特别是木结构建筑群的火灾风险提供了科学依据。

（5）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村危房改造基本安全技术导则》、《陕西省

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技术导则（试行）》等已在国内勘察设计单位、地方政

府中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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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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陕西省建筑工

程质量检测中

心有限公司

损伤检测与安

全性鉴定等

西 安 城 墙

安 定 门 城

楼 等 历 史

建筑

2017-09-01~
2021-12-30

胡晓锋/
18155603648

2 韩城市党家村

景区管理处

火灾风险评估

与管控

党 家 村 等

历史建筑
2019-07-28~
2019-12-26

解华鹏/
18909130515

3
陕西乐南建科

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工程检测、安

全性评估与加

固改造等

青 木 川 等

传 统 民 居

建筑

2018-10-15~
2021-12-31

段晓燕/
18744602598

4
陕西星智博建

筑科技有限公

司

损伤检测、安

全性能评估

三 原 县 李

靖 故 居 等

历史建筑

2018-08-01~
2021-12-30

杨欢/
13488311049

5
上海市建筑科

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抗震评估与加

固改造、火灾

风险评估等

上 海 云 间

第一楼、上

海 理 工 大

学 复 兴 路

校 区 钟 楼

等 历 史 建

筑

2015-09-01~
2021-12-31

张富文/
13774262868

6

浙江恒欣建筑

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贵阳分公

司

安全性分析、

修缮加固设计

等

贵 州 省 金

溪 村 少 数

民 族 特 色

村 寨 等 传

统 民 居 建

筑

2018-01-01~
2022-04-30

饶灵/
13984100711

7
四川建筑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

司

检测鉴定、抗

震性能提升等

蓬 溪 县 鹫

峰 寺 等 历

史建筑

2020-07-01~
2021-05-31

杨耀/
028-83371320

8 安康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安 全 性 能 提

升、技术培训

安 康 市 部

分 传 统 木

结 构 民 居

建筑

2016-01-01~
2020-12-31

阮国俊/
13992594888

9 西安市钟鼓楼

保管所
安全性评估

西 安 钟 楼

等 历 史 建

筑

2016-01-01~
2021-08-31

张清/
17792805018

10
西安建筑科大

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工程检测、抗

震评估与性能

提升等

旬 邑 县 郑

家 镇 南 村

等 传 统 民

居建筑

2018-10-15~
2021-12-31

谢通/
1522988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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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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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578.00 392.00
2020年 4045.00 441.00
2021年 459600 494.00
累 计 0.00 0.00 12219.00 1327.00

（1）所列经济效益的有关说明及计算依据：

项目组完成的科研成果“传统木结构建筑安全性能提升关键技术”已成功应用

于相关单位承接的与传统木结构民居、传统木结构文化遗产建筑相关的工程勘察、

检测与损伤识别、抗震评估、火灾风险分析、抗震性能提升、火灾风险管理等系列

工程中，2019-2021年，累计完成项目 360余项，合同额达 2亿 1639万元。

经财务部门审核，2019-2021 年累计完成项目 100 余项，合同额达 1 亿 2219
万元，新增利润 1327万元。

（2）其他经济效益指标的有关说明（间接经济效益）

① 传统木结构民居在安全性能得到提升的同时，保留了特有的乡土风貌和建筑

文化，特别适合发展民宿等有文化特色的旅游资源，很受旅客欢迎。在陕西、云南、

贵州、四川等已有大量采用传统木结构民居改造而成的民宿，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为当地老百姓的增收发展、特别是贫困地区老百姓的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 传统木结构历史建筑是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具有珍贵的文化价值，在安全

性能提升后，是地方旅游开发的重要内涵和要素，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旅游业

被誉为“永远的朝阳产业”，已和石油业、汽车业并列为世界三大产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旅游业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表现为有利于国家

和地区的收支平衡、改变产业和投资结构，以及旅游商品和食品的供应促进了工农

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间接经济效益。

③ 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安全性能提升后，可避免不必要的拆除、减少人民群众的

财产损失，同样发挥着重要的间接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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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会效益

（1）有力解决了科学技术难题

该成果有力地解决了传统木结构面对环境灾害、地震、火灾等灾害时的检测、

性能评估、性能提升的系统关键科学技术难题。对各省市、地方住建部门管理人员

在传统木结构安全性能提升等方面进行了技术推广和培训；深入陕西、云南、贵州、

四川等传统木结构较多且贫困地区农村，对所编写的《农村危房改造基本安全技术

导则》进行宣讲，宣讲场次 100余次、培训工匠 30000余人；成功承办了包括《第

四届全国木结构论坛》、《第五届全国村镇会议》在内的 10余次研讨、技术交流会，

广泛宣传了本研究成果和技术创新。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落地。

（2）有效保障了群众住房安全

传统木结构主要由能工巧匠凭技艺和经验建造而成，缺乏安全分析和设计。特

别是因为其所采用的材料为生物质材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环境灾害、地震、火灾

等灾害影响而导致传统木结构性能退化、安全性能降低。研究成果解决了传统木结

构安全性能提升的系统关键科学技术难题，并已在相关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为居

住在传统木结构建筑中的人民群众提供了安全保障。

（3）有效促进了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成果为全国各地区具有重要价值的传统木结构历史建筑的安全性能提升提

供了科学方法和依据，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发展与文化传承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有效、

科学的解决方法。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为历史文化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保护及

宗教文化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有效促进了传统木结构历史建筑等文化遗产的保护。

（4）有力推动了群众脱贫致富

传统木结构民居在安全性能得到提升的同时，保留了特有的乡土风貌和建筑文

化，特别适合发展民宿等有文化特色的旅游资源，很受旅客欢迎。在陕西、西藏、

云南、贵州、河南、广西、内蒙古、福建等已有大量采用传统木结构民居改造而成

的民宿，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为当地老百姓的增收发展、特别是贫困地区人民

群众的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人民群众的脱贫致富。

（5）有益强化了人才队伍培养

项目组是一个集老中青为一体的科研队伍，包括教授和教授级高工 8名，副教

授 6名，高级工程师 6名，培养博士及硕士研究生 30余人。形成了具有多学科配套、

学术思想活跃、善于开拓新领域、刻苦努力和朝气蓬勃等特色的科研团队。

团队重视自身建设、强化人才队伍培养。获批成为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

队，团队成员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陕西省脱贫攻坚贡献奖获得者、

陕西省五四青年、陕西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陕西省科技新星等国家和

省部级荣誉称号。为传统木结构保护与传承培养了大批亟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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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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阻尼力可
变的木介质摩
擦阻尼器

中国
ZL
20161086
0413.6

2018年
08月10日 第3030461号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谢启芳
，张利朋
，郭宝生
，王龙
，张栋

2 发明专利
一种采用角钢
加固木结构节
点的方法

中国
ZL
20151027
0632.4

2017年
03月15日 第2414508号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周铁钢
，朱瑞召
，张博

3 发明专利

一种穿斗式木
结构建筑柱架
耗能加固装置
及搭设方法

中国
ZL
20161086
0413.6

2018年
08月24日 第3047730号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张锡成
，王瑞鹏
，薛建阳
，葛鸿鹏

4 标准

陕西省农村房
屋安全隐患排
查技术导则
（试行）

中国
陕建发
[2020]284
号

2020年
12月10日

陕西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周铁钢
，艾宏波
，孙永民
，董振平
，张成中
，田鹏刚
，朱军强
，谢启芳
，隋龑
，张风亮
，赵祥
，万杰
，梁增飞
，谭伟
，马晨

5 其他 传统木结构抗
震性能与分析 中国

ISBN978-
7-03-
070219-7

2021年
10月01日 科学出版社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谢启芳
，王龙

6 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摩擦
片的可调节摩
擦力的扇形节
点摩擦耗能器

中国
ZL
20161084
1956.3

2018年
06月22日 第2968757号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张锡成
，齐振东
，薛建阳
，吴晨伟
，代武强
，张玉涛
，王瑞鹏

7 论文

Behavior of
Chinese
Dahurian
Larch Wood
after High-
Temperature
Exposure:
Degradation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Damage
Constitutive
Model

中国 8614740 2018年
10月03日

Advances in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谢启芳
，张利朋
，杨正雷
，王龙
，吴耀鹏

8 论文

Fire hazards in
heritage
villages: A case
study on
Dangjia Village
in China

中国 28：748-
757

2018年
12月28日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ction

长安大学

袁春燕,
何亚平
，冯迎宾
，王鹏飞

9 论文
拔榫状态下直
榫节点滞回性
能有限元分析

中国 36：138-
143

2019年
06月15日 工程力学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谢启芳
，张利朋
，王龙
，崔雅珍
，杨柳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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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
砖木结构古建
筑群火灾风险
评估与管理

中国
ISBN978-
7-5160-
2637-3

2021年
06月01日

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 长安大学 袁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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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启芳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8年07月20日 出  生  地 江西赣州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6210319780720251X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14年0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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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01月14日 所学专业
防灾减灾工程及
防护工程

电子邮箱 nacy.xie@163.com 办公电话 02982207610 移动电话 18629285782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路中段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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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全面负责本项目技术工作，主要贡献：（1）研发了传统木结构建筑损伤识别技术；（2）研发了传统铁件
材料的定量化加固理论与技术；（3）木质阻尼器减震增强技术与设计方法；（4）研发了传统木结构火灾风险
评估与管控技术。主要贡献对应“四、主要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一、创新点二、创新点三、创新点四。
证明材料附件编号：必备附件1-1-1、其他附件2-1-9、其他附件2-1-10、其他附件2-2-1、其他附件2-2-2、其他
附件2-2-4、其他附件2-2-6。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9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项目名称“古建筑抗震与振动控制关键技术与应用” ，排名第4，证书编
号：2019-J-4104-1-R04。
2015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项目名称“中国古建筑木结构抗震性能及其加固保护的研究与应用”，排
名第3，证书编号：2015-2-065-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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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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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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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周铁钢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0年12月26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701226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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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25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1150649036@qq.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991390120

通讯地址 西安市雁塔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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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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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项目具体工作，主要贡献：（1）研发了传统木结构建筑损伤识别技术；（2）研发了传统铁件材料的
定量化加固理论与技术。主要贡献对应“四、主要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一、创新点二。
证明材料附件编号：必备附件1-1-2、必备附件1-2、其他附件2-2-1。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20年度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科技二等奖，项目名称“黄土高原绿色人居空间规划理论与营建技术研究”，排名
第3，证书编号：2020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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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春燕 性别 女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7年03月06日 出  生  地 甘肃金昌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2030219770306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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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04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建造与
管理

电子邮箱 yuanchunyan@chd.edu.cn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891985498

通讯地址 陕西西安长安中路161#长安大学建工学院小寨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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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项目具体工作，主要贡献：（1）研发了传统木结构建筑损伤识别技术；（2）研发了传统木结构火灾
风险评估与管控技术。主要贡献对应“四、主要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一、创新点四。
证明材料附件编号：其他附件2-2-5、其他附件2-2-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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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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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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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张锡成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4年06月15日 出  生  地 山东菏泽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729011984061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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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xicheng-zhang@163.com 办公电话 02982202947 移动电话 15802992341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中段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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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主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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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项目具体工作，主要贡献：（1）研发了传统铁件材料的定量化加固理论与技术；（2）研发了阻尼器
减震增强技术与设计方法。主要贡献对应“四、主要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一、创新点三。
证明材料附件编号：其他附件1-1-3、其他附件2-2-3。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5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项目名称“中国古建筑木结构抗震性能及其加固保护的研究与应用”，排
名第9，证书编号：2015-2-065-R9。
2013年度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项目名称“中国古建筑木结构抗震性能及其加固保护研究”，排名
第9，证书编号：13I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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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风亮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5年06月09日 出  生  地 山东潍坊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7072519850309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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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7月23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364580843@qq.com 办公电话 02988644576 移动电话 18191026581

通讯地址 西安市莲湖区环城西路北段272号 邮政编码 710082

工作单位 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结构所所长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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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项目具体工作，主要贡献：（1）研发了传统木结构建筑损伤识别技术；（2）研发了传统铁件材料的
定量化加固理论与技术。主要贡献对应“四、主要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二。
证明材料附件编号：其他附件2-2-1。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20年度陕西省工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项目名称“延长石油科研中心超高层复杂施工技术研究
”，排名第7，证书编号：2020-J-1-35-R07。
2020年度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项目名称“约束再生混凝土结构体系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排名第7，证
书编号：2020-J-204452-2-R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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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利朋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91年03月04日 出  生  地 河北邢台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30521199103046271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20年09月22日

技术职称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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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09月15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lpgzhang@xauat.edu.cn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8717361310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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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项目具体工作，主要贡献：（1）木质阻尼器减震增强技术与设计方法；（2）研发了传统木结构火灾
风险评估与管控技术。主要贡献对应“四、主要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三、创新点四。
证明材料附件编号：必备附件1-1-1、其他附件2-2-4、其他附件2-2-6。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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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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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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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吴亚杰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91年01月18日 出  生  地 江西丰城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62202199101182033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19年08月21日

技术职称 副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同济大学 毕业时间 2020年06月17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yajiewu@xauat.edu.cn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9829772133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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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项目具体工作，主要贡献：研发木质阻尼器减震增强技术，提出木质阻尼器减震增强设计理论与方法
。主要贡献对应“四、主要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三。
证明材料附件编号：未列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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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福玉 性别 男 排　　名 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5年09月11日 出  生  地 黑龙江 哈尔滨 民　　族 满族

身份证号 230182198509111213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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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19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baifuyu360@163.com 办公电话 82201039 移动电话 15802939098

通讯地址 西安市雁塔路13号 邮政编码 710055

工作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行政职务 副总经理

二级单位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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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项目具体工作，主要贡献：研发传统木结构建筑损伤识别技术，建立整体结构基于奇异值分解偏最小
二乘和扩展卡尔曼滤波混合方法的内部隐式损伤识别理论与方法。主要贡献对应“四、主要科技创新”中的创
新点一。
证明材料附件编号：未列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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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亮杰 性别 男 排　　名 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91年01月06日 出  生  地 河南新乡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10702199101061514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21年08月31日

技术职称 副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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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箱 qiliangjie@gmail.com 办公电话 029-82207610 移动电话 18092237063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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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项目具体工作，主要贡献：建立木构件残损性能退化模型，提出传统木结构建筑安全评估体系与方法
。主要贡献对应“四、主要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二。
证明材料附件编号：未列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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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王树声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传　　真 82202330 邮政编码 710055

通讯地址 陕西西安市雁塔路中段13号

联  系  人 高音 单位电话 82202330 移动电话 8220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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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第1完成单位，主要贡献有：
1. 项目总负责，制定项目的整体研究思路，主持项目的全面研究工作，组织完成项目成果鉴定，并负责项
目成果的集成应用和示范推广，同时为项目顺利开展，圆满完成工作目标任务提供所必需的技术、设备及
人力财力支持。
2.完成了传统木结构损伤识别、环境灾害下性能评估、传统铁件材料加固设计理论与方法、阻尼器减震增
强技术等的研发。
3.项目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10项，出版学术专著4部，发表论文62篇，主编标准/导则5部。成果和专利被
10余家单位应用，社会效益显著。这些成果为传统木结构的安全性提升提供了科学依据，促进了该领域的
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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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法定代表人 沙爱民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传　　真 61105257 邮政编码 710061

通讯地址 陕西西安市雁塔区南二环中段

联  系  人 杨锐 单位电话 61105257 移动电话 61105257

电子邮箱 kjzhk@chd.edu.cn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项目第2完成单位，主要贡献有：
1. 完成了火灾风险评估与管控技术的研发，包括建立了火场下木材炭化速度计算模型，提出了高温后木材
性能退化模型，提出了传统木结构基于火灾情景模拟分析理论的火灾风险危险性分析模型，研发了传统木
结构火灾风险管控体系与方法。
2.项目出版学术专著1部，发表论文3篇。成果被多家单位应用，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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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排　　名 3 法定代表人 齐科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88644576 邮政编码 710082

通讯地址 西安市莲湖区环城西路北段272号

联  系  人 孙永民 单位电话 02988644583 移动电话 13992821587

电子邮箱 364580843@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项目第3完成单位，主要贡献有：
1. 参与完成了传统铁件材料的定量化加固理论与技术的研发，包括建立了环境灾害下传统木结构的残损性
能退化模型，提出了考虑残损性能退化的安全评估体系与方法，研发了采用传统铁件材料的定量加固理论
与技术。
2. 发表论文3篇，并积极在包括所在单位内的多家单位对本研究成果进行推广应用，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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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