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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贵州省土木建筑工程科技创新奖获奖入选项目名单

一等奖入选名单（8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完成单位 项目主要参加人员

1

天一国际广场 6#、7#、8#、9#楼及

裙楼、地下室岩土工程勘察

贵州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程宇；2、龙举；3、赵鹏；4、叶安强；5、王剑；6、严召进；

7、王伟；8、宋小庆；9、张琳；10、张霖；11、张洋；12、孟庆

刚；13、曹聚凤；14、陈靖；15、蔡辅洲

2

贵州省地质资料馆暨地质博物馆建

设项目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董明；2、赖庆文；3、代宁；4、刘欣；5、黄烁；6、刘群杰；

7、雷杰义；8、蒲师钰；9、孙斌；10、梁帅；11、王春燕；12、

袁飞；13、朱佳鹤；14、张旭；15、赵敏

3

贵阳市南明河流域水环境系统提升

工程-六广门污水处理厂工程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唐忠德；2、赖庆文；3、何云；4、陆天友；5、王永金；6、

姚培军；7、余明军；8、杨通文；9、王文彬；10、吴兴；11、史

纯江；12、崔立波；13、郑如东；14、刘娅；15、吴明素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

贵州省余庆至安龙高速公路平塘至

罗甸段平塘特大桥设计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杨鸿波；2、陈应高；3、周潇；4、杨健；5、王玲丽；6、余

军思；7、王瑞甫；8、王立；9、林晓阳；10、熊雄；11、肖均华；

12、向楠；13、杨晓；14、肖鹏；15、张杨

5

超高层多组不对称钢悬挂结构施工

技术研发与应用

中建四局贵州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1、陈建光；2、罗杰；3、龙海威；4、安会平；5、邓小兵；6、

付皓；7、刘洪；8、晏克珍；9、邓虎；10、王应鹏；11、张赛；

12、范兴盛；13、吕洋；14、莫俊邦；15、阮秋卜

6

贵州山区高填土地基改良加固技术

研究及示范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杨兴之；2、郭明；3、陈江；4、左双英；5、周纯；6、谢先

浩；7、黄春；8、赖正林；9、王雪岚；10、白文胜；11、于虹；

12、唐耀宏；13、杨海泉；14、冯堃；15、黎金松

7

岩溶区深基坑锚拉桩支护体系信息

化施工与安全评价

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1、季永新；2、帅海乐；3、庹斌；4、左双英；5、李红霞；6、

池汇海；7、吴磊；8、伍砥柱；9、袁超；10、殷才华；11、王鹏

程；12、张平；13、张松；14、袁文和；15、陈林

8

贵州省边坡地质灾害发生预警预报

信息化大数据平台

贵州联建土木工程质量检测监控中心有限公司

1、于可；2、黄彦森；3、罗旭；4、陈亚非；5、王波；6、武宁

波；7、陈杰；8、常娟娟；9、罗云灿；10、罗洋；11、秦海燕；

12、黄秀银；13、谢永生；14、殷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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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入选名单（17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完成单位 项目主要参加人员

1

装配式综合技术工业化抗震加固研

究与示范

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1、冉群；2、田涌；3、吴航；4、赵福龙

2

银川至龙邦国家高速公路贵州境青

冈至红水河段重大工程地质问题研

究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刘建军；2、杨鸿波；3、杨健；4、叶洪平；5、王玲丽；6、

王琦；7、刘人铭；8、赵凯；9、刘远昆；10、熊雄；11、张莹；

12、郑戈瑞；13、黄朝焘；14、张力；15、张微斯

3 茅台学院图书馆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程鹏；2、王勤书；3、张媛；4、刘刚林；5、俞力；6、田俊；

7、周思佳；8、李曦炜；9、孙明恩；10、靳杨畅；11、胡汝君；

12、付康；13、黄刚；14、张龙；15、曾曦

4

贵安新区高峰镇麻郎新型社区安置

区建设项目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柳洪；2、杨通文；3、陈佳佳；4、齐虹；5、李显惟；6、付

莹方；7、刘侃；8、向飞；9、任瑞；10、程燕；11、林梓；12、

徐超；13、董艳；14、王春燕；15、张建波



5

毕节市城市环境整治“19456”工程

-大新桥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工程

中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陆天友；2、周春桥；3、田杰；4、刘星；5、付娟；6、董伯

蔚；7、杨毛毛；8、黄维涛；9、建黔荣；10、王浴；11、杨静；

12、吴涌；13、卢巍；14、王建才；15、陈学仨

6

贵州省余庆至安龙高速公路罗甸至

望谟段科技创新及运用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刘品；2、杨加发；3、张小荣；4、陈华兴；5、刘宏力；6、

袁奇；7、张华；8、龙森；9、班国远；10、周祖兰；11、龙维；

12、韩超；13、王正吉；14、李蔚霖；15、邓果

7

新型桩墙联合受力结构体系的理论

研究、结构设计及工程应用研究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陈华兴；2、刘品；3、许源华；4、刘宏力；5、龙维；6、袁

奇；7、班国远；8、郭玮宏；9、刘伟；10、曹集士；11、廖俊；

12、吁燃；13、朱宇峰；14、刘欢；15、朱家荣

8

向斜构造影响下软岩单斜坡特殊路

基针对性经济节约化支挡设计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刘品；2、袁奇；3、龙维；4、许源华；5、刘欢；6、陈海；7、

刘长伟；8、杨加发；9、朱家荣；10、韩超；11、张华；12、谭

化川；13、滕梓檬；14、赵守良；15、陆增洲

9

贵州省余庆至安龙高速公路独山至

平塘段-虎头山隧道设计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杨洪；2、刘晓勇；3、张安睿；4、李本云；5、崔炫；6、杨

春平；7、春军伟；8、曾仲毅；9、吴铭芳；10、戴明江；11、周

刚贵；12、谭勇；13、苟德明；14、田娇；15、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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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超高层建筑绿色多功能爬模施工技

术

中建四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苏伟；2、岳巍；3、陈祖宇；4、任远敏；5、魏太尧；6、叶

国昌；7、张俊康；8、杨凯；9、张杰；10、朱克军；11、张继锋；

12、张志明

11

贵州大学花溪校园扩建工程一期遗

留项目创意产业园、翁福工程技术

中心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姜坤；2、刘璇；3、覃鹤；4、张思斌；5、赵红霞；6、周雨

婷

12

成都军区总医院住院综合楼新建工

程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郭登林；2、邓正友；3、廖蓉；4、徐秀扬；5、何坤；6、程

维才；7、张翔程；8、罗阳；9、李宇；10、龚长艳；11、石启勤；

12、罗俊

13

基于 BIM 技术的大跨度网架结构液

压整体提升施工工法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杨正茂；2、陈本宽；3、杨磊；4、孙灵；5、罗朝虎；6、黎

吉龙；7、安健；8、向必成；9、李明；10、徐国杰；11、杨凯铨；

12、杨仁飞；13、李明；14、何光策；15、谢晨

14

高承载力、高压缩模量复合地基及

关键技术（深层夯扩桩 SPG 复合地

基）

贵阳云海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1、蒙军；2、许立明；3、蒙泽宇；4、张益波；5、桂宇；6、杨

世林；7、张洪美；8、陆冬；9、胡晋培



15

地质雷达在公路工程检测中的应用

研究

贵州省质安交通工程监控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1、李斌；2、杨成铭；3、梅本荣；4、王华；5、贾进；6、满银；

7、沙琳川；8、刘世喜；9、苏成湘；10、牟勇；11、朱浩；12、

饶雪兰；13、孟刚；14、陈飞；15、肖遥

16

干湿循环下红粘土边坡稳定性及防

护技术研究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李春峰；2、陈开圣；3、杨金惠；4、商霖；5、何松；6、田

学军；7、胡兴；8、杨德忠；9、刘显刚；10、刘海；11、王琴琴；

12、黄壬鹏；13、邹源江；14、何健；15、王琦

17

山区大跨高塔斜拉桥养护管理中健

康监测技术应用研究

贵州宏信创达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1、苏龙；2、张建平；3、刘龙；4、余果；5、康友良；6、刘琴；

7、姚伟；8、蒋晓东；9、敖清文；10、胡从骄；11、黄康；12、

赵江山；13、陆鹏宇；14、何明军；15、范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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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入选名单（54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完成单位 项目主要参加人员

1

平塘县FAST易地扶贫（扶贫生态移民）

搬迁项目—克度镇马鞍安置点岩土工

程设计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袁凌云；2、白文胜；3、李扬；4、王子红；5、胡鼎培；6、

王勇；7、涂剑锋；8、徐耘野；9、游应峰；10、冯胜；11、

安安；12、汪主权；13、代康康；14、何仕刚；15、娄松

2

贵州高海拔山区六盘水至威宁（黔滇

界）国家高速公路重大工程地质问题

研究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王汉兴；2、段富凯；3、谭玉强；4、刘筑萦；5、王浩宇；

6、谢洪胜；7、田学军；8、蔡磊；9、黄彪；10、李阳；11、

漆小秋；12、梁培峰；13、徐尚启；14、杨瑞娟；15、代仕荣

3

贵州省江口至都格高速公路开阳至息

烽段洋水河特大桥岸坡稳定性研究与

桥位选择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周松；2、段富凯；3、曹欣宇；4、王汉兴；5、杨再均；6、

杨洋；7、田学军；8、冯坤伟；9、喻文良；10、梁培峰；11、

漆小秋；12、刘韬；13、罗洁；14、谢向桂；15、雷俊

4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十三五”

中华片区茅台酒技改工程及其配套设

施项目--制曲片区--1~4 号制曲厂房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程鹏；2、任思屹；3、刘洁；4、王曦；5、付康；6、刘刚

林；7、曾承晶；8、严浩；9、邱之林；10、刘兴毅；11、胡

迪汉；12、周思佳；13、倪鹏；14、李巍；15、张龙



5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十三五“中

华片区茅台酒技改工程及其配套设施

项目—酒库片区-1-4#酒库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程鹏；2、任思屹；3、周斌；4、张欢欢；5、曾承晶；6、

王佳炜；7、黄丹；8、李玺；9、周思佳；10、倪鹏；11、李

巍；12、张龙；13、田俊；14、严浩；15、刘兴毅

6 兴义市北郊水厂供水工程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周军 ；2、程明亮；3、饶正凯；4、吴恩祥；5、王璐；6、

李刚；7、张京涛；8、刘娅；9、付刚；10、王韬；11、兰开

春；12、周鑫；13、史纯江；14、杨冰洁；15、陶承滔

7

贵阳市南明河流域水环境系统提升工

程——松山再生水厂工程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王韬 ；2、陆天友；3、程明亮；4、王璐；5、王星星；6、

艾道武；7、兰开春；8、程舒娴；9、吴恩祥；10、周军；11、

王冠珠；12、李雷；13、张婷霜；14、张京涛；15、建秀

8

观山湖区阅山湖初期雨水治理维护工

程设计

贵阳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1、余东升；2、王明学；3、楚昊；4、李云峰；5、杨高元；6、

黄瑜琪

9

关岭自治县县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渗滤液处理站扩建工程

中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陆天友；2、周春桥；3、田杰；4、刘星；5、付娟；6、董

伯蔚；7、杨毛毛；8、黄维涛；9、建黔荣；10、王浴；11、

杨静；12、吴涌；13、卢巍；14、王建才；15、陈学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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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跨度悬索桥隧道锚防腐研究 贵州宏信创达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1、任云志；2、解昕宇；3、李亚玲；4、张建平；5、宋宏旭；

6、夏怡；7、敖清文；8、张楠；9、宋利辉；10、蒋冬情；11、

赵江山；12、张奎；13、顾永标；14、母昌雄；15、吴蕾

11

独柱墩桥梁抗倾覆加固设计优化措施

研究及效应分析

贵州宏信创达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1、张建平；2、周旭；3、张旭；4、胡从骄；5、文畅霆；6、

张楠；7、刘龙；8、张玉恩；9、王富；10、姚伟；11、肖义

波；12、苏俊；13、夏怡；14、刘小兵；15、周定雄

12 悬索桥拉杆更换设计分析研究 贵州宏信创达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1、周旭；2、张旭；3、胡林洲；4、杨科；5、解昕宇；6、熊

兴兵；7、张建平；8、刘龙；9、姚伟；10、文畅霆；11、叶

安萍；12、瞿柯飞；13、张仕靖；14、刘琴；15、顾永标

13

波纹埋置式结构在山区高速公路高填

方路堤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应用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刘岳燕；2、陈伟；3、李航；4、张召辉；5、杨勇；6、段

传武；7、蒲德龙；8、于强；9、王俊坪；10、李传亮；11、

颜志；12、万思宇；13、于继克；14、贾颖；15、刘勇

14

贵州省遵义至贵阳公路扩容工程楠木

渡至羊昌段公路工程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林晓阳；2、齐磊；3、陈竹；4、梁飞；5、李鹏；6、龙小

林；7、张富洪；8、李洪；9、吉明；10、袁湘华；11、李昂；

12、崔灿；13、舒海明；14、路林林；15、朱昊



15

方桩圆做技术在滑坡治理中的创新应

用及研究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刘品；2、刘欢；3、龙维；4、袁奇；5、许源华；6、吁燃；

7、朱宇锋；8、廖俊；9、曹集士；10、吴维义；11、张敏；

12、韩超；13、李树林；14、陈平奥；15、李果

16 刚性桩在高路堤滑坡治理中的运用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刘品；2、许源华；3、袁奇；4、龙维；5、吁燃；6、曹集

士；7、廖俊；8、秦龙；9、韩超；10、王正吉；11、刘欢；

12、刘长伟；13、陈海；14、谭化川；15、滕梓檬

17

扶壁式挡土墙在高速公路错幅路堤建

设的适应性研究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刘品；2、刘长伟；3、朱宇锋；4、许源华；5、刘欢；6、

陈海；7、滕梓檬；8、王正吉；9、李蔚霖；10、谭化川；11、

李树林；12、陆增洲；13、赵守良；14、李果；15、陈平奥

18

贵州省余庆至安龙高速公路独山至平

塘段-罗汉坡隧道设计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刘晓勇；2、张安睿；3、杨洪；4、李本云；5、崔炫；6、

杨春平；7、春军伟；8、曾仲毅；9、吴铭芳；10、戴明江；

11、苟德明；12、田娇；13、周刚贵；14、谭勇；15、刘敏捷

19

贵州省余庆至安龙高速公路独山至平

塘段-梭草坡隧道设计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李本云；2、杨洪；3、张安睿；4、刘晓勇；5、杨春平；6、

崔炫；7、周刚贵；8、谭勇；9、苟德明；10、戴明江；11、

春军伟；12、曾仲毅；13、吴铭芳；14、田娇；15、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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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贵州省余庆至安龙高速公路望谟至安

龙段-北盘江隧道设计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刘晓勇；2、张安睿；3、崔炫；4、杨洪；5、李本云；6、

邓少军；7、曾仲毅；8、周刚贵；9、春军伟；10、杨春平；

11、吴铭芳；12、苟德明；13、田娇；14、谭勇；15、戴明江

21

贵州省余庆至安龙高速公路独山至平

塘段-拉海隧道设计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刘晓勇；2、李本云；3、杨洪；4、张安睿；5、崔炫；6、

杨春平；7、吴铭芳；8、曾仲毅；9、春军伟；10、田娇；11、

周刚贵；12、戴明江；13、苟德明；14、谭勇；15、刘敏捷

22

山区高速滑坡运动、冲击机制和坡体

拦挡及修复的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中建四局贵州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1、曾璞；2、宋宜祥；3、杨晴雯；4、陈建光；5、罗杰；6、

邹杨；7、钟永力；8、刘建军；9、刘晓龙；10、李文涛；11、

张凌国；12、张嵩；13、刘函廷；14、喻坤；15、谢世勋

23

增加下料导管分段浇筑冷却塔圆形人

字柱施工技术

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谢祁峰；2、曹海艳；3、邓伟；4、潘巍；5、万守芳；6、

曾令涛

24

超高住宅复杂组合转换结构建造技术

研究与应用

中建四局贵州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1、龙海威；2、邓小兵；3、陈建光；4、安会平；5、罗杰；6、

刘洪；7、付皓；8、吴夏筠；9、王勇；10、肖遥；11、杨绍

衡；12、方腾；13、许敦悦；14、孙福海；15、赵源智



25 大跨度钢结构网架液压顶升施工工法 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徐丽珍；2、苏涛；3、李宛芯；4、王雪岚；5、卢熙文；6、

郭德取；7、周彪龙；8、姜勇；9、孙苑冰；10、王再兵；11、

洪翠兰；12、粟瑶；13、韦波；14、李维；15、磨思成

26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生临床培

养基地、康复病房楼及地下停车场项

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徐丽珍；2、苏涛；3、李宛芯；4、王雪岚；5、卢熙文；6、

郭德取；7、周彪龙；8、姜勇；9、孙苑冰；10、王再兵；11、

洪翠兰；12、粟瑶；13、韦波；14、李维；15、磨思成

27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花溪新校区一

组团建设项目图书馆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刘璇；2、张思斌；3、周雨婷；4、姜坤；5、覃鹤；6、赵

红霞

28

遵义市播州区人民医院门诊急诊综合

楼建设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刘云；2、陶彪；3、潘吉应；4、代云峰；5、韩用；6、周

炳秋；7、李兰菊；8、安勇；9、刘燕

29 广汇御园（二期）B地块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郭登林；2、邓正友；3、廖蓉；4、徐秀扬；5、何坤；6、

程维才；7、张翔程；8、何盛涞；9、王俊川；10、李宇；11、

罗阳

30

钢筋混凝土筒仓穹顶新型模板支撑体

系施工工法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王伟；2、罗朝虎；3、吕明；4、杨磊；5、杨凡；6、李明；

7、孙灵；8、黎吉龙；9、秦明益；10、杨东海；11、安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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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本宽；13、徐国杰；14、杨凯铨；15、胡森

31 钢丝网架混凝土复合墙板施工工法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杨正茂；2、杨凡；3、杨磊；4、王伟；5、吕明；6、孙灵；

7、黎吉龙；8、秦明益；9、杨东海；10、安健；11、李明；

12、杨仁飞；13、何光策；14、谢晨；15、胡森

32 外脚手架螺母式连墙件施工工法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姚志刚；2、吕明；3、杨磊；4、王伟；5、杨东海；6、安

健；7、杨凡；8、罗朝虎；9、孙灵；10、黎吉龙；11、秦明

益；12、杨仁飞；13、李明；14、何光策；15、谢晨

33

高分子自粘胶膜防水卷材预铺反粘施

工工法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费新春；2、尹仕伯；3、杨恒丰；4、朱立华；5、贺深阳；

6、李军；7、彭令；8、传正江；9、石朝强；10、邓国宇；11、

陈红滨；12、周文豪；13、王梅；14、方苹；15、周涛

34 承台预制钢筋混凝土板胎模施工工法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赵志超；2、郑翀；3、邹国强；4、宋仕祥；5、孙祯昊；6、

林旭；7、陈伟道

35

现浇磷石膏承重墙混合结构节能住宅

试验用房“农村石膏节能住宅”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刘璇；2、覃鹤；3、姜坤；4、张思斌；5、赵红霞；6、周

雨婷



36

西昌市航天大道东延线道路建设工程

高枧乡棚户区改造拆迁安置点项目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1、邱弘为；2、王东东

37 贵州地区地源热泵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1、杜松；2、李金桃；3、李洋；4、漆贵海；5、赖振彬；6、

雷艳；7、王翔；8、张宇；9、张县云；10、石永良；11、王

玉麟；12、潘立兴

38

施工现场临时设施标准化、定型化、

产业化研究与示范

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1、陈尚伟；2、帅海乐；3、朱国良；4、吴家雄；5、崔晨；6、

罗通；7、姚智喜；8、姚欣锐；9、聂晓鹏；10、陈亦苏；11、

何信周；12、廖昶；13、杨晶；14、孙晗；15、李泽钢

39

大数据时代试验检测平台信息化建设

关键技术研究

贵州宏信创达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1、乔东华；2、何飞；3、苏龙；4、柳治国；5、龚国欢；6、

曾小兵；7、朱小涛；8、刘炳林；9、刘世喜；10、程引南；

11、侯源涛；12、王晓雄；13、王浩宇；14、杨黔；15、刘燚

40

山区公路沥青路面预防性养护决策方

法体系及智能化系统开发

贵州宏信创达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1、乔东华；2、何飞；3、苏龙；4、程引南；5、王晓雄；6、

刘燚；7、杨黔；8、徐基行；9、邹昊天；10、龚国欢；11、

潘忠岳；12、王永金；13、刘成；14、张晟榕；15、侯源涛

41 乳化沥青同步碎石封层施工工法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赵志超；2、郑翀；3、邹国强；4、宋仕祥；5、孙祯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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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旭；7、陈伟道

42

山区公路爆破振动智能化监测及灾害

效应控制技术研究

贵州省质安交通工程监控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1、唐旭；2、杨成铭；3、梅本荣；4、王华；5、胡凯；6、贾

进；7、刘世喜；8、唐海龙；9、唐斌；10、贺隽；11、周绿

野；12、沙琳川；13、黄斌；14、苏成湘；15、李涛

43

大跨径悬浇拱桥挂篮顶推式组合辊轮

行走技术施工技术研究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1、谭强；2、伯睿飞；3、王彧啸；4、李维

44

岩溶强发育地区大直径桩基施工成套

技术研究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1、许祥贵；2、赵兴华；3、朱国勤

45

山区高速公路电动无拉杆整体式通

道、涵洞浇筑模板台车施工技术研究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1、肖尧；2、谭强；3、徐博；4、彭成东；5、李桂芹；6、刘

香林；7、罗川；8、李继业

46

钢筋笼石笋在软土路基中的施工技术

研究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1、杨辉；2、熊成宇；3、宋宝顺；4、朱吉斌；5、何銛；6、

陈章元；7、王永刚；8、逯啟凯；9、赵海斌

47

预应力混凝土梁灌浆密实度评价体系

研究

贵州省质安交通工程监控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1、王华；2、胡凯；3、贾进；4、唐斌；5、周绿野；6、贺隽；

7、杨成铭；8、满银；9、周祖德；10、黄友明；11、吴海燕；

12、龙步钊；13、康薇；14、刘涛；15、卢星辅



48 悬臂浇筑拱桥检测技术研究

贵州省质安交通工程监控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1、曹少辉；2、胡凯；3、郭元凯；4、王华；5、梁清清；6、

李涛；7、周绿野；8、葛恒奇；9、康钦峰；10、苏成湘；11、

许刚；12、高鑫；13、雷珍珍；14、毛国庆；15、姜欢欢

49

高速公路桥梁槽口混凝土配制技术与

伸缩缝施工控制技术研究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唐志；2、徐向东；3、尚羽；4、刘伟；5、郭玮宏；6、朱

家荣；7、谢方臣；8、张力；9、张靖宇；10、杨大喜

50

既有公路边坡预应力锚索加固整体稳

定状况评定标准研究

贵州省质安交通工程监控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1、杨成铭；2、周苏华；3、唐斌；4、王华；5、贺隽；6、胡

凯；7、唐海龙；8、梅本荣；9、周绿野；10、贾进；11、沙

琳川；12、刘世喜；13、朱浩；14、葛恒奇；15、郭元凯

51 堆石坝混凝土面板无轨滑膜施工工法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叶春；2、杨恒丰；3、邹书江；4、方苹；5、贺深阳；6、

朱德文；7、陈红滨；8、尹仕伯；9、朱立华；10、周文豪；

11、传正江；12、石朝强；13、邓国宇；14、王梅；15、周涛

52

贵州省县乡公路路面改善提升工程冷

再生检测技术应用研究

贵州黔程弘景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杜茂周；2、钟鸣；3、肖位林；4、鄢光显；5、陈杰；6、

唐晖；7、张文利；8、景卓；9、蔡真宇；10、周恩海；11、

唐桃；12、潘顺兴；13、李灵圆；14、曹金浒；15、薛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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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大跨跨线钢箱梁桥不平衡顶推施工控

制技术研究

贵州宏信创达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1、张建平；2、张楠；3、冯彬彬；4、苏龙；5、顾永标；6、

余果；7、张旭；8、敖安卫；9、蒋晓东；10、胡林洲；11、

吴蕾；12、周洁锐；13、刘小兵；14、刘进；15、瞿柯飞

54

钢底板-波形钢腹板组合箱梁连续刚

构桥施工监测控制技术研究

贵州宏信创达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1、任云志；2、龚林；3、张建平；4、周旭；5、陆鹏宇；6、

母昌雄；7、周定雄；8、李平；9、夏怡；10、饶佳俊；11、

宋宏旭；12、王鹏惠；13、周明宇；14、黄康；15、何明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