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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科中心函 (2021) 8 号

关于发布 112020 年建设行业科技成果评估项目"的

通知

有关单位:

为鼓励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支撑

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根据建设行业科技市场发展需

要，按照《建设行业科技成果评估管理办法))，我中心组

织有关专家对 2020 年度申报的建设行业科技成果进行了

评估，共有 103 个项目通过评估(见附件)，现予以发布。

附件 2020 年建设行业科技成果评估项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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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建设行业科技成果评估项目目录 

序号 证书编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1 建科评[2020]001号 外壁包覆可剥离热塑性防护层的聚乙烯管（包覆管） 亚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2 建科评[2020]002号 模块化污水处理装置（KtLM型） 杭州市银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 建科评[2020]003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SFT-05型） 山西赛福特施工设备有限公司 

4 建科评[2020]004号 集成式全钢附着升降脚手架（CD19-01型) 山东昌达建筑配套工程有限公司 

5 建科评[2020]005号 全钢型集成式附着升降脚手架（MX-05型） 河南明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 建科评[2020]006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AL02型）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7 建科评[2020]007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DDJJ01型） 广西建工大都租赁有限公司 

8 建科评[2020]008号 桥梁结构设计软件（YJKBridge）V2019 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9 建科评[2020]009号 装配整体式自保温剪力墙结构体系 南通联泷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0 建科评[2020]010号 建筑结构分析软件 Paco-SAP V2.0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1 建科评[2020]011号 无溶剂单组分聚氨酯防水涂料及其应用技术 宏源防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2 建科评[2020]012号 多腔钢管混凝土组合柱结构技术研究 北京和筑科技有限公司 

13 建科评[2020]013号 集成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CXYB-2020A型） 兰州诚信永宝建材有限公司、北京腾飞鑫龙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14 建科评[2020]014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DA-01型) 武汉叠安科技有限公司 

15 建科评[2020]015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SK800型） 武汉森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6 
建科评[2020]016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XTY-001型） 

保定同益建筑工程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天津市鑫同益科技有限公

司 

17 建科评[2020]017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MY-18型） 北京名誉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18 建科评[2020]018号 全钢型模块化附着式升降脚手架（WSPJ-1803C-01型） 广东万晟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19 建科评[2020]019号 全钢集成附着式升降脚手架（DS001型） 广东顶晟科技有限公司 

20 建科评[2020]020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DM08L型） 广东缔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北缔高建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21 建科评[2020]021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ZH-18型） 深圳卓华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22 建科评[2020]022号 碳纤维电地暖供热系统 北京嘉洁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 建科评[2020]023号 集成式附着升降脚手架（GT-18型） 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4 建科评[2020]024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DC-01型） 盘锦帝诚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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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建科评[2020]025号 全钢集成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BS-FSJ-01-002型） 广东博昇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碧安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26 
建科评[2020]026号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绵机场”构建研究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指挥

部 

27 

建科评[2020]027号 铝合金建筑型材无铬化预处理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应用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华南理工大学、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建安昌盛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德福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 

28 
建科评[2020]028号 网格布增强橡胶沥青胶料预涂反粘防水系统 

深圳市卓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卓宝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卓宝科

技有限公司 

29 建科评[2020]029号 污泥连续热水解系统 浙江绿治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30 
建科评[2020]030号 萧山区住宅全装修信息化服务监管平台 

杭州市萧山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分公司、广州粤建三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1 建科评[2020]031号 管网叠压（无负压）供水成套设备（SY-DY型） 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32 建科评[2020]032号 箱式叠压（无负压）供水成套设备（SY-XDY型） 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33 建科评[2020]033号 抗静电印花墙布 浙江路联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兰曼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34 建科评[2020]034号 桥梁用可调高测力支座 山东龙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桥之恒桥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5 建科评[2020]035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BH18-1型） 山东爬架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36 建科评[2020]036号 铝合金-钢组合式附着升降脚手架（XHX-02型） 山东新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7 建科评[2020]037号 建筑施工用附着式升降脚手架（YDFPT-C-1-01型） 湖南远东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38 
建科评[2020]038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HS-01-A型） 

湖南慧盛模板脚手架工程有限公司、湖南慧盛中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慧盛丰源模板脚手架工程有限公司 

39 
建科评[2020]039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HS-01-B型） 

湖南慧盛模板脚手架工程有限公司、湖南慧盛中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慧盛丰源模板脚手架工程有限公司 

40 建科评[2020]040号 整体集成式附着升降脚手架（LYFPT-C-1型） 江苏揽月模板工程有限公司 

41 建科评[2020]041号 整体附着式升降脚手架（YT380型） 江苏扬天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42 建科评[2020]042号 固模剪力墙结构技术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清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 
建科评[2020]043号 绿色建造与建筑业转型发展研究 

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建工程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建三

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44 建科评[2020]044号 反应粘结型（CPS）高分子膜基防水卷材湿铺搭接技术 西牛皮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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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建科评[2020]045号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外墙接缝特种胶带复合胶防水系统 

上海建筑防水材料（集团）防水工程有限公司、醴陵市金球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京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6 建科评[2020]046号 高显色性节能型氙气路灯 安阳金秋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47 建科评[2020]047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AZ-I型） 衡水安正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48 建科评[2020]048号 全钢整体附着式升降脚手架（PARH-B型） 山西平安仁和科技有限公司 

49 建科评[2020]049号 全钢集成式附着升降脚手架（JHZJJ01-2019型） 重庆玖和惠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50 建科评[2020]050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JJ-03A型） 重庆金架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1 建科评[2020]051号 单组分聚氨酯防水涂料 上海三棵树防水技术有限公司 

52 建科评[2020]052号 非沥青基强力交叉膜自粘高分子防水卷材（APF-5000）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3 建科评[2020]053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KSPJ-2019型） 广东奇正模架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两江奇正模架科技有限公司 

54 建科评[2020]054号 全钢型集成附着式升降脚手架（HYPJ-A型） 恒悦（天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5 建科评[2020]055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DJ-01型） 丰鼎达吉（天津）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56 建科评[2020]056号 玻璃幕墙面板牢固度检测技术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57 建科评[2020]057号 钢化玻璃杂质缺陷识别技术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58 建科评[2020]058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JY-19型） 北京九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9 建科评[2020]059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DS-06型） 湖南德仕脚手架有限公司 

60 建科评[2020]060号 全钢集成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HZ-A01型） 湖南鸿筑科技有限公司 

61 建科评[2020]061号 附着式液压顶升脚手架（ZLPJ-03型） 北京卓良模板有限公司 

62 建科评[2020]062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HCT-J2A型） 成都嘉泽正达科技有限公司 

63 建科评[2020]063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FPT-C-1-XST-20A型） 江苏鑫昇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4 建科评[2020]064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FPT-C-1-GZ-D型） 南京倍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65 建科评[2020]065号 电力电缆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BWFRP)电缆导管 永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永亨智能管网有限公司 

66 建科评[2020]066号 抗裂布增强外墙涂装系统 温州内利室内外装修有限公司 

67 建科评[2020]067号 建筑门窗用稻壳纤维复合型材及应用技术研究 上海青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8 建科评[2020]068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CH18-A型） 浙江昌华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69 建科评[2020]069号 工具式附着升降脚手架（FPT-C-1-GH18型） 浙江固华脚手架工程有限公司 

70 建科评[2020]070号 聚乙烯丙纶卷材与喷涂速凝橡胶沥青涂料复合防水系统 北京圣洁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71 建科评[2020]071号 智慧工地管理系统 讯腾云创（南京）软件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2 建科评[2020]072号 基于城建档案大数据的城市建设决策支持系统 1.0 广州城市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大连市住房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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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 

73 建科评[2020]073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JZFC-01型) 福建建中建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4 建科评[2020]074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ZJHX-2001型）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75 建科评[2020]075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HBCC-19型） 湖北慈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武汉洪亚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6 建科评[2020]076号 全钢集成附着式升降脚手架（ZJJC-60型） 山东中架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77 建科评[2020]077号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关键配件质量检验技术研究 中电投工程研究检测评定中心有限公司 

78 建科评[2020]078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AH-300A型） 河北奥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9 建科评[2020]079号 城市物联网密钥管理系统 中外建设信息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 建科评[2020]080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XS-09型） 四川湘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1 建科评[2020]081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RY-19型） 湖南润亚建设有限公司 

82 建科评[2020]082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ML-20型） 江苏标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83 建科评[2020]083号 上向流反硝化滤池及模块化装备 深圳市清泉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84 建科评[2020]084号 曝气生物滤池及模块化装备 深圳市清泉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85 建科评[2020]085号 高效生物膜法污水处理工艺及模块化装备 深圳市清泉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86 
建科评[2020]086号 通体高强瓷质砖 

广东宏宇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广东宏陶陶瓷有限公司、广东宏威陶瓷

实业有限公司、广东宏海陶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87 
建科评[2020]087号 面向科教环境的高能效空调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五邑大学、广州市设计院、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国灵空

调有限公司、东莞空研冷却塔有限公司 

88 建科评[2020]088号 带室温测控的温度面积法热计量分摊系统 绥中泰德尔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89 建科评[2020]089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CQ-20A型） 重庆楚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0 建科评[2020]090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YL-01型） 河北耀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 建科评[2020]091号 永磁潜污（水）泵（YQ型） 湖南耐普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92 建科评[2020]092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FPT-C-1-XCKJ-01型） 浙江星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93 建科评[2020]093号 全钢集成附着式升降脚手架（ZHY-20型） 广州卓合永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94 建科评[2020]094号 集成附着式升降脚手架(AGY-01型) 深圳市安高亿智能建筑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95 建科评[2020]095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MLT-01型） 福建铭利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6 建科评[2020]096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ZX-308型） 武汉众鑫强进建筑设备有限公司 

97 建科评[2020]097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SZ03-06型） 河北盛卓建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98 建科评[2020]098号 全钢式附着升降脚手架（DQZPJ-01型） 西安东奇智升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东奇睿升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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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建科评[2020]099号 铝合金-钢集成式附着升降脚手架（AJA-Ⅳ型） 云南天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 建科评[2020]100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DC-600型） 河南东创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01 建科评[2020]101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HSX-03型） 河南合双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2 建科评[2020]102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DX-II型） 重庆盾鑫脚手架有限公司 

103 建科评[2020]103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HXGF-02型） 武汉华鑫超越建筑设备有限公司、武汉磊金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猫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