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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通过专家评审的 2021 年度住房城乡建设科技计划

项目名单

（200 个）

一、软科学类（31项）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承 担 单 位 负责人

1
基于 3S 技术的城市森林碳汇潜力与生态补偿

能力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徐 放

2
济宁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建设工程电子文件接

收归档系统
济宁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孙保亚

3
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设计的建设控制单元划

定和规划编制技术方法及实施策略研究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汤学海

4 改扩建建筑物安全性普查与数据库建设研究 济南市房产测绘研究院 李少先

5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上盖物业综合开发设

计研究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李 虎

6
城市道路无障碍环境建设规划与建设标准研

究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邹淑国

7
“公园城市”背景下城市综合公园空间品质评

价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姜芊孜

8 济南市古树名木保护与发展规划
济南市园林花卉苗木培育中

心
刘 毓

9 济宁生活垃圾处理智慧化监管 济宁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赵 琰

10 老旧小区改造的可持续性机制研究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解 捷

11 老旧小区改造中适老化研究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张世魁

12

“十四五”期间我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目

标、思路和对策--基于时空行为演进的社区营

造方法研究

上海东方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付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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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价值分析法在老旧住宅改造中的应用—以山

东省滨州市为例
滨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周 清

14
新建商品住宅和用地联动机制研究——基于

济南的实证分析
济南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殷光伟

15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中长期规划研究 济南市道路桥梁服务中心 李君强

16 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羡巨智

17 海绵城市建设关键技术评价及实现机制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赵 茜

18
建筑工程施工图数字化联合审查的研究与推

广

滨州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中

心
刘立明

19 建筑保险与建筑品质提升研究
济宁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技

术中心
孔凡西

20 全过程工程咨询高水平服务能力提升研究

山东明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山东省建筑企业外出

施工联络服务站

陈海红

21
胶东国际机场能源站建设全过程咨询服务能

力提升研究

公信检测（山东）有限公司、

青岛国际机场新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

许哲文

22 工程总承包合同价格风险管理研究 山东科技大学 吴新华

23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全过程工程咨询

“1+2+2”政策体系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

理委员会建设管理部
马洪涛

24 多跨桥梁同步变高程施工技术研究 青岛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孙林林

25 城市交通综合治理的方向性问题与政策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牟振华

26
绿色建材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推广应用机

制研究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

理委员会建设管理部
于宗晓

27 青岛奥帆中心零碳社区实施路径研究
青岛开源热力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王静红

28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绿色建设审批服务

体系研究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

理委员会建设管理部
于宗晓

29
东营市建筑垃圾智能化收集处理及可再生利

用技术研究
山东华滨建工有限公司 刘立宏

30
基于社交网络的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体系

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赵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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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黄泛平原地区乡村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以鲁西北为例
山东建筑大学 张宣峰

二、科研开发类（77项）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承 担 单 位 负责人

32 “潍坊绿道网”规划建设研究 潍坊市园林环卫服务中心 王万磊

33
多源异构数据支撑下的济南市中心城区城市

更新诊断分析平台

济南市房产测绘研究院、济

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李春光

34
外附消能减震子结构提升既有建筑结构的抗

震性能

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孟凡涛

35
山东丘陵区高陡边坡柔性生态防护技术系统

研究

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郑明万

36 济南市山体生态修复研究
济南园林集团景观设计有限

公司
陈朝霞

37 济南城乡园林绿化生态修复研究与实践 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 李爱倩

38 济南市近郊山林侧柏叶枯病研究 济南市林场 刘在哲

39
济南CBD山体公园建设与城市更新的生态修复

研究

济南园林开发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李爱倩

40 高效紧凑城市设计方法及其关键技术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尹 新

41
青岛市绿地系统土质现状调查及构建海绵型

城市绿地路径研究

青岛市园林林业技术学校（青

岛市园林科学研究中心）
赵 阳

42 老旧小区宜居改造关键技术与适老化研究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许念勇

43 港口混凝土结构钢筋锈蚀概率模型研究 聊城大学 孟昭博

44 城市复杂建筑边坡治理成套技术研究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叶胜林

45
含气砂土地层中盾构隧道施工引的土体变形

及灾变机理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赵晓伟

46 城市桥梁安全防护体系提升改造技术研究 济南市道路桥梁服务中心 李君强

47
地铁运营对沿线古建筑的振动影响分析与研

究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艾 楠

http://103.239.153.134:8088/xmgl/projectinfo/proCheckList.shtml?typeid=2021kykf03&projid=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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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机制与模式研究---以鲁中

地区为例
山东建筑大学 石晓凤

49
线性文化遗产的空间基因解析与传承表达研

究
山东建筑大学 金文妍

50 数字建筑信息管理平台研发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白正茂

51
节能环保智慧型梁场建设及信息一体化技术

研究

中铁十四局集团第五工程有

限公司
张富荣

52 钢结构数控化制造的配套软件开发
山东宏跃网架钢结构有限公

司
徐玉平

53 城市基础设施智能建造云平台研究
青岛城投路桥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张修亭

54 基于 BIM 的物联网技术安全监测预警研究 山东华滨建工有限公司 刘立宏

55 数字孪生城市 CIM 平台
山东智汇云建筑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乔 良

56
基于 BIM+GIS+物联网的工程项目管理决策平

台的关键技术研究
济南金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张 策

57 基于 BIM 技术的正向设计及施工应用研究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刘中亮

58
复杂工况下危旧建筑体智能破拆机器人应用

研究
山东交通学院 杜光月

59
基于BIM技术的绿色住宅装饰设计应用研究—

—以 LEED 评价为标准
山东协和学院 封 妍

60
基于BIM的智慧建造与运维工业互联网平台架

构研究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李 楠

61
基于BIM的协同管理在市政工程项目管理中的

应用研究

青岛市政空间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王春慧

62
复杂结构建造智能监测和安全预警研究与示

范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孙建东

63
方钢管混凝土异形柱-钢梁套箍加强型连接节

点抗震性能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刘 哲

64 建材智能化切割及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系统
山东特博特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
刘洪彬

65
新型装配式索支撑预应力柱结构体系力学性

能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王 昊

66 装配式医院病房楼标准化设计研究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邢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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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装配式中小学建筑标准化设计研究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孙佳临

68 钢结构住宅精益建造技术研究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郭玉顺

69
大型装配式人防地下车库施工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

山东平安建筑工业化科技有

限公司
张寒松

70
装配式钢结构框架单边螺栓梁柱连接节点技

术研发
山东大学 马奇杰

71 集成模块化建筑的结构体系研发及实践应用 三东筑工（德州）有限公司 房泽志

72
钢肋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的设计与应用技术

研究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海生

73 笼屉式多层叠合板制板设备的研究与开发
山东凯佳节能建材工程有限

公司
王玉峰

74
模块化混凝土结构装配式建筑技术节点试验

与抗震性能研究

青岛青建理工建筑工业化研

究院有限公司、青建集团股份

公司、山东泰迅装配式建筑科

技有限公司

陈德刚

75
装配式钢结构住宅结构体系及其智能制造研

究
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郭庆亮

76
装配式钢结构住宅标准户型设计及各专业构

造节点
北汇绿建集团有限公司 洪 奇

77
装配式钢筋混凝土防爆墙的设计方法与试验

研究
滨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周 清

78 玻纤增强聚氨酯节能复合材料项目 山东明珠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颜承法

79
装配式建筑高效节能轻质围护结构体系关键

技术研究

青岛科瑞新型环保材料集团

有限公司
翟传伟

80
装配式轻质混凝土中空复合保温外墙板应用

技术研究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孙洪明

81
建筑垃圾粉末轻质再生混凝土性能及关键技

术研究
三东筑工（德州）有限公司 房泽志

82 新型盾构管片结构应用研究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王 亮

83
复杂条件地铁隧道装配式高强支护体系及机

械化施工关键技术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孙会彬

84
完整居住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建标准研究与

应用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解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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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市政项目经济评价建设优化管理系统开发 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杜洪范

86 桥梁 CAE 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研发 山东北斗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宋庆春

87
水泥混凝土路面中自修复微胶囊的多尺度开

裂行为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王 黎

88 断裂破碎带隧道结构的力学特性及保护机制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刘 浩

89 盾构穿越运营铁路安全控制关键技术研究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孙连勇

90
城市隧道交通事故风险动态预警与智慧管控

技术
济南市道路桥梁服务中心 李君强

91 济南市桥梁隧道安全监测控制平台研发 济南市道路桥梁服务中心 李君强

92
旋挖钻机在复杂地层钻进中的破岩机理及工

程应用的研究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朱艳丽

93
小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研

究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李清杰

94
寒冷地区绿色公共建筑高质量运行关键技术

研究和示范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李 迪

95
基于化学成膜和多腔蓄热的全装配嵌入式太

阳能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山东桑乐集团有限公司 耿 刚

96
中深层地热地埋管热泵供热技术推广应用方

法及模式研究
深能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生晓燕

97
基于物联网技术新型太阳能-空气源热泵热水

供应系统的实验研究

山东宏力天扬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周 航

98 大型公共场馆工程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应用
山东平安建筑工业化科技有

限公司
孔令海

99
粉煤灰、钢渣制备低碳胶凝材料在道路工程基

层应用关键技术研发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董文洁

100 市政污泥减量化与资源化利用新型工艺研究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于 丹

101
基于新型混合设备的强化磁混凝技术及装备

研发
山东建筑大学 刘汝鹏

102
固体缓释碳源的制备及在城镇污水反硝化处

理中的应用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丁万德

103
基于人工湿地型微生物燃料电池的村庄生活

污水与面源污染控制技术
山东建筑大学 高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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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城市固废高效处理和安全应用技术
菏泽城建工程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刘 永

105
村镇多层装配式冷弯型钢-高强泡沫混凝土自

保温组合墙结构抗震性能关键技术研究
山东科技大学 徐志峰

106
低层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研

究与应用
山东莱钢绿建发展有限公司 张海宾

107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房适用技术体系研究 聊城大学 杜书波

108 日光温室蓄能墙体性能研究与优化 青岛农业大学 李清清

三、科技示范工程类（92项）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承 担 单 位 负责人

109 城市自然数字模型在城市更新中的应用 济南市房产测绘研究院 赵常伟

110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绿色数字城市平台

（一期）

济南先行智慧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于宗晓

111 济宁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济宁市数字化城市运行中心 崔 港

112 青岛地铁 6号线土建四标项目部 07 工区 青岛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王 栋

113 服装市场立体停车场库项目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马朝阳

114
孙村片区中烟南侧 A-3 地块建设项目（4#楼、

9#楼）

济南泰晖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王志祺

115
生态、旅游、智能、幸福工厂绿色技术应用科

技示范工程
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郭庆亮

116 菏泽装配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示范区 菏泽城建置业有限公司 何淑军

117 荣华装配式被动房研发中心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海生

118 北宅中心小学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周世伟

119 莱西市公共服务中心项目施工 青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晓忠

120 薛家岛六社区商务楼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腾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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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特种装备（北方）维修保障基地二期（综合办

公楼、科研楼）项目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井泉

122 海信创智岛 D地块一期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郝晓亮

123 海信·凤台世家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令震

124 旭辉银盛泰·博观天成二期 青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文涛

125 市北区浮山新区 SF0603-308 地块 青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宋君伟

126 莱西市香港路小学扩建教学综合楼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欣德

127
北航青岛国际科教新城一期项目(A 区国际交

流区 1.3 期)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相 彬

128
微山县人民医院医养结合项目绿色技术应用

科技示范工程
山东永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志霄

129 临沂公元锦里二标段总承包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张万辉

130 湾横 4号线周边支路工程 青岛巨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李国伟

131 滨州京博·儒苑上邦 43#44#45#47#楼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冯海兵

132 中铁城学校项目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孙志超

133 济南机场扩建工程-工作区工程-信息楼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王 建

134 旅游路南侧汉峪片区 B7 地块房地产建设项目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金 超

135 源泰蓝海钧华大饭店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刘言顺

136 淄博大学城二期建设项目（二标段）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顾学良

137
淄博创业创新谷一期建设项目 D 区、E 区及地

下车库人防工程施工

中铁十四局集团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马 健

138 济阳新城时代广场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吕世华

139 中国铁建·海语城（红岛）A、B地块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姚丙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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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高功率芯片生产项目（一期一阶段）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绪伟

141 康复大学创新核等部分（工程总承包）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杨 涛

142 国家人工智能与生态环保产业园项目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吕祥斌

143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东区二期工

程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伍玩云

144
青岛保税港区国际冷链物流交易中心二期

1#2#冷库和地下综合水池水泵房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王宇飞

145
危险化学品重大事故防控技术支撑基地建设

项目一期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王德海

146 西海岸文化大厦
青岛亿联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丁尚福

147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病房综合楼建设项目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郝呈呈

148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标段一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 许传斌

149 聊城市“一校三馆”市委党校项目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 张世庆

150 嘉祥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工程
中国新兴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柯美桓

151
济宁市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中心工程总承包 EPC

项目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荣建华

152
聊城华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场所搬

迁项目（生产科研中心）
瑞森新建筑有限公司 杨永杰

153 融控港贸中心项目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冯名来

154 胜利花苑续建工程 16 区 3 标 山东华滨建工有限公司 孙美孔

155 市北区顺昌路改造项目（云岭世家项目） 青岛中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闫宏刚

156
东营市实验中学辽河路校区综合教学楼（改扩

建）项目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管 帅

157
A-45 小区（二期）16#配套服务用房、17#～27#

住宅楼、3#、4#地下车库、换热站工程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张学强

158 中港城综合楼 潍坊市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李普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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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青岛市城阳区昆仑樾项目（1-16#楼及地下车

库）
青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文涛

160 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医院迁建项目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王 浩

161 淄博中南淄江花园南三区 青岛建设集团股份公司 迟忠学

162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综合体育馆项目体育馆工

程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志锋

163
大港纬四路以东旧城改造项目（SF0302-40 地

块）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贾玉利

164 青岛海洋活力区项目北区 24#地块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

公司
杜刚义

165
康复大学项目学生宿舍（公寓）、教职工公寓

（工程总承包）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梁顺吉

166
前十里、后十里营安置区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

(标段一)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辛东升

167 天马相城四期 1#、2#住宅楼、1#地下车库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杨广平

168
烟台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项目会展中心、综合

文化活动中心、地下车库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马佳宽

169 松霞新苑东区 A地块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刘从丛

170
大学城公共场馆建设工程-图书馆主馆、图书

馆服务中心、文化馆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肖安振

171 殷家河片区改造工程（南区）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洪春

172 山东师范大学教学实验综合楼（南楼）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王晓波

173 致远中学扩建工程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 娇

174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 王法精

175 李沧区东李商圈改造二期项目 10-1-7 地块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程程

176 济南一建绿色建筑产业园项目 济南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陈 琼

177
莱芜高新区鹏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程

施工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张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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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悦和山海项目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管 帅

179
济宁经济开发区中关村京港澳双创基地一期

项目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王 超

180 即墨区第三人民医院综合体项目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孟祥冲

181 威海华发九龙湾中心 CBD 项目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孙玉静

182 新建至济阳区（先行区）有轨电车工程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路林海

183
烟台市2020年部分道路综合改造提升工程(固

废再生透水砖)
烟台市市政养护管理处 潘玉堂

184 临沂市共享单车统一监管定点还车项目 临沂市停车设施管理办公室 宋大伟

185 新建济南至莱芜高速铁路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 焕

186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跨徒骇河大桥

及其附属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田 亮

187 小清河复航工程
中铁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

有限公司
冯立志

188
新机场高速连接线（双埠-夏庄段）工程先期

实施工程一标段

青岛市政空间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吴志强

189
“五水绕城”生态环境提升项目（二期）（设

计施工一体化）

青岛市政空间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张叶明

190
济南市开源路（工业北路至涵源大街）道路建

设工程施工（一标段）

济南易通城市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孔凡达

191 客站张刘片区市政道路一期工程施工 1标段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郁宝刚

192
济南市全福河等河道生态补水工程施工一标

段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王会会

193
新建鲁南高速铁路菏泽至曲阜段站房及相关

工程 QHZF-2 标段菏泽东站项目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俊超

194 菏泽城建绿源建筑固废科普馆建设工程
菏泽城建绿源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卞学春

195 建筑垃圾再生循环经济园区项目
菏泽城建绿源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卞学春

196 环翠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项目科创中心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苗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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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山东大学（威海）材料与空间科学科研楼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姜振华

198
威海雅居乐冠军体育小镇东区二期二标段总

承包工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

公司
钟华猛

199
装配式型钢木塑农房及附属设施品质提升研

究及示范

滨州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

公司
钟 华

200 特色美丽乡村三涧溪生态绿化提升工程
济南园林开发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李爱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