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中国建筑学会科技进步奖（建筑施工）初评获奖名单 

 

 

一等奖（13 项） 

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J008 

德大铁路黄河特大桥

变高度连续钢桁梁主

桥施工关键技术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赵金鹏、祁润平、李海珍、徐宏、

张忠文、静国锋、田建伟、赵科、

王高平、刘煜、王军涛、毕张龙、

邹松柏、鲁鹏博、尹渭强 

J060 

南宁新机场航站楼关

键施工技术研究与应

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唐际宇、戈祥林、王维、梁秋莹、

黄贵、莫凡、张皆科、欧阳国云 

J066 

超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关键施工技术研究与

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詹必雄、周予启、廖钢林、朱丰、

赵宇石、黄锋、刘飞龙、邢亮、魏

健、 

王谦、李新民 

J075 

富水高强交互复合岩

层地铁盾构施工关键

技术研究及应用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交通大学 

张晋勋、袁大军、周刘刚、吴俊、

张雨、刘双全、沈翔、项瀚仪、龙

长喜、杨凯、恽军、朱伟、王良、

武福美、郭全国 

J003 
郑州东站复杂结构技

术研究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王福全、黄延英、王世明、陈惠强、

杨石杰、尹韶哲、李海洋、邓一员、

刘  智、杨盛钱、郑朋兴、李小勇、

戴荣里、李宝河、胡士军、李良杰、

唐世凯、段旖、李东旭、李红瑞 

J101 

107 米大跨度四边形

环索弦支—张弦组合

钢结构体系关键施工

技术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王耀、焦安亮、冯大阔、刘奔、庹

明贝、张中善、刘建、陈成、万晶

晶、林帅 

J096 

中国博览会会展综合

体项目（北块）一标段

钢结构工程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金俞槐、郁政华、王南亭 

J052 

天津 117 大厦 C50P8 

超大体积筏板混凝土

综合施工技术研究与

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商品混凝土天津有限公司 

侯玉杰、余地华、周鹏华、叶建、

朱海军、赖国梁、付国、罗作球、

夏达东、冯源、袁启涛、刘磊 

J036 

混凝土装配式工业化

住宅信息化建造与管

理技术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王玉海、庞海枫、李剑、凡科、李

文建、周毓载、宋竹 

J004 大型地下车站半逆做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曹景全、李鹏、薛海龙、尹韶哲、



 

 

法及双螺旋单层网壳

屋面施工综合技术研

究 

中铁建工集团北方工程有限公司 李根喜、潘栋、史丽娟、石刚强、

严杰、姜海迪、王海亚 

J069 

杭政储出工程多变环

境及极限空间条件下

深基坑施工关键技术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章亮亮、熊壮、郑华锋、刘佳、周

睿 

J016 
戈壁大风沙干旱大温

差地区客专修建技术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跃西、杨美福、刘勇、代鸿明、

杜有秀、刘镇、刘耀强、万学俭、

田利锋、李伟军、强晓东、王豫晋、

张彦鹏、公跃刚、闫瑞 

J006 
纺锤形超高层建筑关

键施工技术研究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杨煜、黄京新、秦晓峰、王磊、王

英、尹韶哲、吴立锋、王育凯、阎

鹏蛟、李平、黄宇、蒋永佳、黄汶、

杜冰玉、田会银、吴恩泽、陈晓东、

周长青 

 

 

二等奖（30 项） 

编

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J031 

现代大型文化休闲旅游

场馆关键建造技术创新

与应用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张中善、王伟民、田鹏、曹维存、翟国政、

程文彬、孙忠国、岳峰、闫亚召、刘建、

肖晓光、李永辉、侯涛、郜玉芬、郑培君 

J024 
武汉电影乐园关键施工

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发兵、崔秀生、姚元朝、李军、张明旭、

马继超、李强、李振凯 

J076 

步履式推移车研制及其

承载盾构整体过站施工

技术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周刘刚、桂轶雄、戈伟、车凯、魏彬效、

朱伟、马桂利、恽军、武福美、孙小鹏 

J049 

宽幅单索面（矮塔）斜

拉—刚构组合桥梁施工

关键技术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何穆、丁伟祥、何小村、王伟、蔡爽、李

劲、兰晴朋、陈祖军、王勇、董传洲、刘

爱莲、张艳红、牛随心、龚磊 

J056 
装配式建筑精益建造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李琰、潘峰、邱迪、韩亚明、沈浅灏、顾

自翀、张淳劼、付鑫、李天际、曹刘坤、

范仙明、卢磊、王祥明、万向阳、王钱凯 

J097 

超高大跨度预应力扇形

钢屋盖综合施工技术研

究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 

北京新兴建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艳明、曲晓南、张军良、马健、苏建成、

雷晓花 、贺海勃、高蕊、张先明、王洪

涛、杜小红、李铁良、李栋、蒋彬、李军、

赵国安、王杰 

J041 
总承包项目管理中 BIM

技术应用研究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寇广辉、苏浩、苏章、周永明、王能林、

陈明、李聪、刘献伟、高洪刚 

J083 
泥水盾构岩溶地区超浅

覆土掘进综合施工技术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广东建设工程有限

刘荣华、夏建勋、袁亮亮、赵三宝、孙

峰、孙伯乐、王明亮、曹建峰、李国军、



 

 

研究 公司 耿少鹏、卫勇、刘卫东、牛洪强、何小照、

田勇欣、杨志强 

J012 

盾构下穿深圳湾海域复

杂地层长距离快速掘进

技术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有限公司 

王江卡、牛业新、黄辉、董晓光、宋林、

余江、邵海清、党西峰、贺婷、周锐、邓

有春、许建飞、罗进海、张玉宝、商顺 

J058 
多用途既有桩基高效绿

色清除关键技术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 

浙江鼎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周良、王福林、徐正良、张中杰、朱士

传、王薇、吕培林、汤翔、王卓衡、俞震

中、李文广、罗纯勇 

J087 

沪昆客运专线朱砂堡 2

号隧道特大溶洞及暗河

处理施工技术研究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张俊兵、张金福、杜向忠、辛振省、高

生伟、李振华、郭建军、丁汉庆、于善毅、

马良、王双领、马俊生、王波、张洪江、

张博轩、宋国映、张东青 

J065 
绿色施工关键技术应用

研究 

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李松岷、方天文、霍永君、刘鹏、李金元、

季文君、赛菡、于雁南、崔高宇、李逢春、

赵飒、郑健、林清高、管志忠、方惠彬 

J102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T4航

站楼及物流中心工程钢

结构及金属屋面建造技

术研究与应用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应辉、刘汉朝、刘鹏、邓永、毛杰、杨

庆德、谢会雪、杨建明、王跃清、唐香君、

王勇 

J072 
变质片岩隧道大变形防

治技术研究 

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

司 

方凯、邓华军、程喆、秦毅、曹会芹、周

永明、薛国虎、张卫国、林青、王华、刘

桂兵 

J067 
天津于家堡 03-21 地块

地下空间综合施工技术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梅晓丽、孙睿昂、程鹏、郑永超、高风同、

侯健、胡帅、鲁瑞军 

J045 
大悬挑复杂空间结构有

支撑悬伸推进施工技术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周进兵、郭福元、姚澄、张宝燕、胥超明、

孙亮 

J080 

多跨连续“S”型曲线钢

箱梁详图深化设计、安

装支撑设计研究及应用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温刚、张敏、翟素珍、李玉屏、靳宏标、

王荣香、王建、谷明革、陈振海、孙小江、

张金平、郭鹏辉 

J103 

内蒙古科技馆新馆工程

设计与施工关键技术研

究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梁丰、王中录、黄黎明、毛杰、南贵仁、

杨庆德、谢会雪、秦海英、陈东光 

J093 

超长大型框架桥下穿铁

路既有线顶拉法成套技

术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杨利民、陈晓军、张志刚、段建国、白

昌富、胡国伟、靳建华、王学峰、赵永锋、

杨庆峰、甄东亮、陈彪、周宁、谭志林、

刘培强 

J002 
南宁东站建造施工技术

研究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杨煜、薛海龙、李鹏、史丽娟、路海勇、

张彦克、陈晨、王小平、杨晓彤、刘吉南、

石刚强、张伟超、周柳柳、周彬、陆佳云 

J013 
隧道施工标准化及节能

减排关键技术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戴宇、安国勇、代忠权、牛丽坤、申百囤、

李秀君、李昌宁、雷向锋、李革伟、张党

平、孙建岐、刘洋 



 

 

J019 
宁西增建二线工程施工

关键技术研究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金海、张志伟、李辰、刘铖、张莉、肖

宝海、安海平 

J021 

岩溶地区散土-硬岩复杂

地层降水井施工关键技

术研究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郭恒、屈乐宏、王二平、曾怀明、华伟、

耿敏、李金强、陈玮、李小利、王红媛、

袁啸岩、何化栋、佟锡恺、李波、杨家纯 

J088 

盾构下穿京津城际与京

沪铁路软弱地层沉降控

制技术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马锋、徐常福、冯靖宇、张洁煜、李鹏、

徐公文、毛杰、李国超、冯凯、樊庆鹏 

J054 
影视后期制作中心综合

施工技术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毛事湘、霍林生、何明军、尹攀攀 

J064 
大型汽车厂房机电安装

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贺、唐慎成、蔡立勇、王志新、冷鹏飞、

岳琳、刘强、马影、楚晨星、彭攀 

J017 
复杂地质条件下既有地

铁车站改扩建关键技术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天津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李斌、李军、代鸿明、张子洋、未广辉、

刘延生、何勋、周立娜、赵泽澔、龙福江、

蒋四军、肖峰、何飞 

J048 

复杂地质条件下地铁轨

道交通及站房与高架桥

交互施工关键技术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丁伟祥、何小村、王伟、蔡爽、李劲、饶

方平、石卫兵、袁俊、王勇、董传洲、刘

爱莲、黎献东、朱江东、牛随心、龚磊 

J051 
大型化工储罐库区工程

施工集成技术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何穆、丁伟祥、王伟、吴光海、赵研华、

王锦标、陆昶、张文宇、徐静、杨其招、

吴晓、张勋、陈浩、王宏康、蔡文琪、石

小平、陈健康 

J029 
大跨度下承吊篮式钢拱

桥施工关键技术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徐书龙、游兴荣、周洪、马超、刘会超 

 

 

三等奖（35 项） 

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J022 
多曲面镂空混凝土墙体

施工技术研究及应用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杨发兵、赵山、刘辉、李军、栾文爱、

皮佳亮、李玉萍 

J073 
客专隧道内 42 号高速道

岔施工技术 

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

公司 

郑春海、刘庆华、周永明、雷勇锋、

孟厉杰、陈永利、吕世鲲、周海强、

彭勇辉、陈秀萍 

J001 
兰州西站关键施工技术

研究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北京有

限公司 

于建忠、贾磊、程小春、吴亚东、范

大鹏、梁琪、齐旭燕、杜海波、杨二

滨、董无穷、齐松、郭石磊、管宏超、

高书艳、张鹏飞、彭宇、唐文博、于

波、孟维鹏、沈萍 

J015 
全断面中粗砂层盾构快

速施工关键技术研究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

司 

李群平、邹超、周立涛、张松青、李

海明、周恩立、宋林、张海龙、李建

军、魏波、李龙伟、张晶晶、范邓刚、

邹飞、张帅、杨世峧 



 

 

J055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集成

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建四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张明、祝国梁、魏永伟、黄华、李勇、

赖福辉、王斌、黄德水、孙捷凯 

J063 
BIM 技术在建筑设计施工

一体化施工中的应用 

中国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北京有限

公司 

贾磊、程小春、申永利、齐旭燕、

梁琪、杜海波、齐松、汪岩、刘进伟、

高书艳、李双酉、王涛、于波、孟维

鹏、郭石磊、郭壮、钱金铸、王冉、

刘冬、杨锋涛 

J078 
CSI 住宅墙地架空层施工

方法技术研究与应用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祖新、唐爱东、黄新、刘瑛、张豪、

陈雪涌、陈 健、黄华、李建新、宋

生志、王晓燕、龚咏辉、曹明星 

J059 
多变异型曲面型钢混凝

土筒体结构施工技术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戈祥林、林忠和、欧阳国云、郭灿明、

张皆科、冯龙、梁富家、邓远、梁海

波 

J077 

北七家沙子营全向信标/

测距仪台搬迁工程（全向

信标塔综合施工技术）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 

郭顺祥、武廷超、刘和强、汪学良、

孙旭、朱晓峰、韩进玉、陈小宁、杜

伟、李艳花 

J023 高端剧场关键施工技术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杨发兵、陈小茹、任占强、乔广宇、

李军 

J084 

紧邻次高压燃气管线地

铁基坑及隧道微振控制

爆破技术研究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广东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张俊兵、何永义、刘荣华、李建成、

郑保才、王晓磊、薛里、刘世波、李

子华、耿少鹏、王振华、郭振方、刘

光铭、付天杰 

J070 
超深小曲线全圆输水隧

洞施工关键技术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

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

司 

张晓刚、蒋斌、陈杰、高利佳、李阳、

耿越、周亮 

J100 
超大空间博览建筑钢结

构施工综合技术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孙顺利、沈文斌、范玉峰、陈峰、赵

俊、张军辉、陈际、陈茹、江拓 

J085 
复杂环境下城市隧道控

制爆破及监测技术研究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广东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王俊生、于天生、刘荣华、张俊兵、

李建成、王晓磊、刘栋、邵文、郑保

才、耿少鹏、李维、王振华、张立利、

赖顺江、乌熙江 

J082 

复杂条件下大型地下人

防工程安全监测与信息

化快速施工技术研究 

中铁九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

司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王学军、张向东、韩伟、刘丰林、

关艳涛、刘振敏、张波、李彬、张轶、

李辉、杜文敬、周晓利 

J086 
复杂环境深大地铁车站

基坑施工关键技术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广东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王俊生、刘荣华、何永义、高晓刚、

李国军、石磊、高世夫、王晓磊、夏

建勋、郭振方、王振华、张亚军、曾

勇 

J057 
超高层钢管混凝土高效

施工技术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李琰、刘巽全、周善荣、潘峰、邱迪、

张淳劼、范仙明、顾洪才、高阔、白

冬、顾鹏军、付鑫、韩亚明、孙志洋 



 

 

J034 

低位顶升模架系统的优

化装置的研制与应用技

术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梁劲松、李剑、王玉海、庞海枫、

詹沁霖、周伟、熊慎敏 

J068 
自动爬升式卸料平台施

工技术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

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

司 

赵英猛、梅晓丽、徐歆焱、薛刚、

郝继笑、王红媛、赵春颖、时春震、

钟庆悦、王超、张义飞、郭东方、卢

程、苏阳、王新、王宝奇 

J089 
临近既有高铁多种围护

结构深基坑施工技术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

司 

万刚强、赵永文、申雪松、周秋来、

樊艳鹏、徐钦佩、傅重阳、吴迪、于

庆民、赵卫广、李瑞维、朱 灿、王

小广、李积元、王志勇 

J035 
电子洁净厂房综合施工

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董俊里、朱紫汉、王玉海、庞海枫、

叶伟 

J091 

百米薄壁空心墩双幅多

孔大跨度连续刚构桥综

合施工技术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

司 

吴初福、张立幸、李冠东、秦德进、

胡国伟、郭星亮、王武海、李腾云、

杨海文、冯恒旺 

J014 

金瓜山隧道出口平导辅

助正洞快速施工技术研

究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

司 

范恒秀、李晓峰、安国勇、李文纲、

罗方、郑旺儒、贾海涵、席三平、金

露、秦永胜、王勇、黄兴、刘晶、惠

凯 

J095 

复杂环境下深水基础十

孔一联大跨度连续梁施

工技术集成、优化和再创

新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

司 

张玉根、胡国伟、郭星亮、王双领、

杜向忠、王根喜、丁汉庆、常建忠、

宫文通、马良、马超雷、黄磊、张东

硕、王晓哲、陈国庆、王建忠、张骞、

王伟 

J039 

基坑环形钢筋混凝土内

支撑分区不同步拆除施

工技术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张浩、肖合顺、张骞、吴安瑞 

J046 
全逆作钢管柱与水平结

构连接施工技术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郑欣、王小虎、叶巡安、陈仕、董文 

J062 
超高层液压爬模外爬内

支组合施工技术 

中国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北京有限

公司 

贾磊、王艳东、白顺涛、齐旭燕、章

军福、张志民、赵青青、高书艳、尹

少华、刘海旺、郭勇、李星璀 

J020 
天津北站 25#地道桥施工

关键技术研究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金海、张志伟、李辰、刘铖、张莉、

黄剑、王佳武 

J071 
WE-SC900H 型运架一体

机架设技术改进研究 

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

公司 

乐锋、李全、周永明、张卫国、魏文

柱、杨涛、 閤鹏、雷勇锋、薛国虎、

陈秀萍、张生全、景俊锋、郭宏坤、

张新波、王金来 

J092 

运架一体机复杂特殊工

况下 900 吨箱梁架设工艺

研究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线桥工程有限公

司 

王晋元、邸志强、温艳才、薛泽民、

徐超、李建明、张爱学、郭战战、于

善毅、李艳博、于永波、刘建国、孙

东强、徐广利、张宝成、祁莹、克丽、



 

 

李菲菲、金建远、金吉爽、刘文涛、

韩彬、武勇、聂占国、胥勇、张飞虎、

唐延召、张培 

J094 
基于BIM的安装工程施工

应用研究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输工

程分公司 

李建光、张振宇、李玉梅、韩月亮、

李济宁、苏海滨、温磊、索虎山、张

红晋、孙凯、兰雪峰、赵立宝、吕燕

军、马英、苏耀华、李璐 

J038 
铝合金模板与复合保温

外模板施工技术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赵延军、辜家军、王俊杰、王剑雄、

朱伟屹 

J050 
施工现场绿色临时设施

研究与应用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何穆、卢炬、肖志红、田志雄、李玲、

孙哲、陶豫锋、王龑、占国庆、彭焜 

J053 
一种全长在承压水头以

下的锚杆施工技术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赵虎军、刘杨、龚应波、李辉、邵洋 

J025 

钢结构大跨度正交异性

匝道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东北分

公司 

王旭、于雷、冷祥玉、张继鹏、梁贵

才、何加兵、潘伦发、赵川、李晓莉、

吕一品、王聿萌、刘学洋、李德祥、

金莎、王学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