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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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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01号 紫外光原位固化内衬修复（UV-CIPP）技术 安越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安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 建科评[2022]002号 原位热塑成型紧密贴合内衬修复（FIPP）技术 安越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安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 建科评[2022]003号 给水用大口径聚乙烯（PE）管材及管件 

河北泉恩高科技管业有限公司、吉林市松江塑料管道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山东省产品质

量检验研究院 

4 建科评[2022]004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ZS20B-II 型） 湖南筑晟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5 建科评[2022]005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ZS21A-I 型） 湖南筑晟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6 建科评[2022]006号 光伏电控内置遮阳百叶中空玻璃 江苏赛迪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7 建科评[2022]007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HY-01A 型） 深圳华源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8 建科评[2022]008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BYPJ-A 型） 湖南省秉谊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9 建科评[2022]009号 喷涂硬泡聚氨酯防水保温一体化系统 北京晟翼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利信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0 建科评[2022]010号 绿色建筑设计软件 V2021 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1 建科评[2022]011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FPT-C-1-BJ-01 型） 广东佰居建筑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12 建科评[2022]012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TY-300A 型） 广州泰粤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13 建科评[2022]013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TL-09 型） 广东云立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4 建科评[2022]014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JS-300 型） 广东建穗科技有限公司 

15 建科评[2022]015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JX-01 型） 广州景兴模架工程有限公司 

16 建科评[2022]016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HQ-01 型） 湖南合群模板脚手架工程有限公司 

17 建科评[2022]017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JL-01 型） 江西金力建筑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8 建科评[2022]018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KCG-21-01 型） 浙江昌华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9 建科评[2022]019号 铝合金-钢组合附着式升降脚手架（KCL-21-01 型） 浙江昌华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20 建科评[2022]020号 集成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AM-01 型） 吉林省光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1 建科评[2022]021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ZJZN-01 型） 江西中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22 建科评[2022]022号 集成式附着升降脚手架（DX-10 型） 四川德信创新实业有限公司、瑞扬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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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科评[2022]023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ZDJY-21A 型） 安徽振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4 建科评[2022]024号 全钢型附着升降脚手架（DFS-20 型) 陕西地风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5 建科评[2022]025号 钢-铝合金组合附着式升降脚手架（MALG01 型） 陕西铭安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6 建科评[2022]026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ZS-10S 型） 深圳市中升建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7 建科评[2022]027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HSP75-3 型） 华西工程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8 建科评[2022]028号 双模式生物滤池与过滤组合工艺(BAFF)、处理装置 南京天河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9 建科评[2022]029号 一体化折叠式平板膜生物反应器设备 南京瑞洁特膜分离科技有限公司 

30 建科评[2022]030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CX-02A 型） 沧州晨曦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31 建科评[2022]031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JACX-21A 型） 沧州晨曦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32 建科评[2022]032号 日照分析软件（小库日照 V1.0） 深圳小库科技有限公司 

33 建科评[2022]033号 数据中心低能耗露点冷却系统研究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太原理

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中绿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34 建科评[2022]034号 长江流域建筑低碳供暖空调关键技术和装备 

重庆大学、清华大学、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广东美的制冷

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大学、湖南大学、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市华德工业有限公

司、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珠海兴业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35 建科评[2022]035号 节能智能型曳引式乘客电梯（TKJ-E1050/2.0 型） 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36 建科评[2022]036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GSSZ-08 型） 甘肃建投盛卓智能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37 建科评[2022]037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AQ-800 型） 湖北阿秋秉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8 建科评[2022]038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UP-100 型） 湖北阿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9 建科评[2022]039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CWSY-06 型） 河南程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40 建科评[2022]040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ZJ-A01 型） 中建装配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41 建科评[2022]041号 水泥基气凝胶发泡材料楼地面保温隔声系统（JX） 四川澳森美筑科技有限公司 

42 建科评[2022]042号 工程结构支座反力自适应测控装置 成都济通路桥科技有限公司 

43 建科评[2022]043号 钢-铝合金组合附着式升降脚手架（WL21A-I-b 型） 湖南万力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44 建科评[2022]044号 钢-铝合金组合附着式升降脚手架（WBY21A-II-b 型） 湖南万百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5 建科评[2022]045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WJ-02 型） 江苏稳建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46 建科评[2022]046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TAFPT-02 型） 广西腾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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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建科评[2022]047号 全钢热镀锌附着式升降脚手架（JS01 型） 天津九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8 建科评[2022]048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SZ-01 型） 重庆山正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49 建科评[2022]049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FX-02 型) 陕西峰兴实业有限公司 

50 建科评[2022]050号 整体附着式升降脚手架（CCBT-P2020 型） 湖南本晨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51 建科评[2022]051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QZS-19 型） 陕西清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2 建科评[2022]052号 铝合金-钢组合附着式升降脚手架（QKL-21 型） 陕西清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3 建科评[2022]053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ZF-20 型） 陕西正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4 建科评[2022]054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HAGD-01 型） 淮安市光大架业有限公司 

55 建科评[2022]055号 建筑碳排放计算软件（CEEB） 北京绿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56 建科评[2022]056号 污水动态膜生物反应器处理关键技术及应用 

同济大学、重庆大学、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

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有

限公司、上海东硕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中法环保研发中心

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泓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 建科评[2022]057号 国家供水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关键技术集成及、成套装备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58 建科评[2022]058号 防火耐火窗自锁闭五金系统 深圳市天贸实业有限公司、广东坚威窗控科技有限公司 

59 建科评[2022]059号 竹缠绕管廊技术研究 浙江鑫宙竹基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0 建科评[2022]060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CXHF-01 型） 陕西创鑫恒沣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61 建科评[2022]061号 全钢装配附着式升降脚手架（YDSD-03 型） 陕西云端森德实业有限公司 

62 建科评[2022]062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ZFFB-02 型） 江西中峰富邦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63 建科评[2022]063号 全钢集成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LD-01 型） 广西雷盾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4 建科评[2022]064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LY-5A 型) 广东领驭模架有限公司、广东天利成模架有限公司 

65 建科评[2022]065号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用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材及管

件 
山东祥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6 建科评[2022]066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WHBZ-21 型） 武汉宝蛛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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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建科评[2022]067号 核电站反应堆安全壳智能化检测监测及预警技术 

中电投工程研究检测评定中心有限公司、鞍钢中电建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68 建科评[2022]068号 可控位大晶花抛釉陶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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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宏胜陶瓷

有限公司、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9 建科评[2022]069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FG-19A 型） 珠海市富冠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0 建科评[2022]070号 高耐久性内置遮阳百叶中空玻璃 江苏赛迪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71 建科评[2022]071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BQ-09 型） 广西博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72 建科评[2022]072号 全钢型集成式附着升降脚手架(GS-06 型） 深圳市焺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3 建科评[2022]073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JC-A 型） 天津匠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74 建科评[2022]074号 分压箱（罐）式供水设备（WDX 型） 杭州沃德水泵制造有限公司 

75 建科评[2022]075号 纳米陶瓷微珠保温隔热材料 苏州美尔邦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76 建科评[2022]076号 建筑玻璃光学及热工性能现场检测技术 北京奥博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贝康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77 建科评[2022]077号 高分子膜基预铺反粘防水卷材 阿尔法新材料江苏有限公司 

78 建科评[2022]078号 腻子型遇水缓膨胀止水条 北京淋欣弘雨物资有限公司、邓州市淋欣弘雨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79 建科评[2022]079号 集成式附着升降脚手架（XY-01 型） 湖南欣宇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80 建科评[2022]080号 钢-铝合金组合附着式升降脚手架（GYPJ-002 型） 广东广龙冠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81 建科评[2022]081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ZMZZ-21A 型） 中正模架（天津）有限公司 

82 建科评[2022]082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RK-01 型） 江苏日凯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83 建科评[2022]083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YS-40 型） 江苏云山模架工程有限公司 

84 建科评[2022]084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SK-02 型) 福建晟科实业有限公司 

85 建科评[2022]085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DRJW-P-02 型） 长沙东睿建筑工程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86 建科评[2022]086号 环氧改性筒仓耐磨内衬材料 北京固瑞恩科技有限公司 

87 建科评[2022]087号 集成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HY-21A 型） 青岛华云建业科技有限公司 

88 建科评[2022]088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YAMJ-21 型） 广东艺安模架工程有限公司 

89 建科评[2022]089号 管网无负压(叠压)供水设备（KY-WFY 型) 上海凯源泵业有限公司 

90 建科评[2022]090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CR12PJ02 型） 山西中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1 建科评[2022]091号 智慧工地管理系统 V1.0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序号 证书编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92 建科评[2022]092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ZT21A-I 型） 湖南中泰金丰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93 建科评[2022]093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YJ18-1 型) 山西元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4 建科评[2022]094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CH-9 型） 成都川洪兴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5 建科评[2022]095号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空调系统节能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 

96 建科评[2022]096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JYZJ-03 型) 深圳建越科技有限公司 

97 建科评[2022]097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JATR-21A 型） 武汉天润安科技有限公司 

98 建科评[2022]098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NTXZ-02 型） 南通学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9 建科评[2022]099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DY21A-I 型） 湖南东昀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00 建科评[2022]100号 密闭式复合聚酯可视内遮阳窗幕 卡本纳（北京）新材料有限公司 

101 建科评[2022]101号 集成式附着升降脚手架（JY-21 型） 广东建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02 建科评[2022]102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HZ-01 型） 广西昊壮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03 建科评[2022]103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HTQG-10 型） 山东合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4 建科评[2022]104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HTQG-11 型） 山东合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5 建科评[2022]105号 电动内置遮阳百叶中空玻璃 江苏可瑞爱特建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6 建科评[2022]106号 高可靠性内置遮阳百叶中空玻璃 江苏可瑞爱特建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7 建科评[2022]107号 集成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DRJY-21 型） 北京德润九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8 建科评[2022]108号 集成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RC2022 型） 北京荣创恒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9 建科评[2022]109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FPT-C-1-AJ-01 型） 安徽安久模架科技有限公司 

110 建科评[2022]110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YCAF-20 型） 湖南翼蝉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111 建科评[2022]111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JG-03 型） 江西省杰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2 建科评[2022]112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BX-01 型） 山东邦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3 建科评[2022]113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AJ-20 型） 安徽安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14 建科评[2022]114号 全钢集成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JW-J03 型） 珠海市旌威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115 建科评[2022]115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FPT-C-1-DJ01 型） 河北德佳脚手架工程有限公司 

116 建科评[2022]116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ZLPJ-04 型) 北京卓良工程有限公司 

117 建科评[2022]117号 集成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GT-21A 型） 湖南格泰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18 建科评[2022]118号 粘结型聚氨酯涂料复合改性沥青自粘卷材、防水系统 深圳市卓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9 建科评[2022]119号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SHWJ-30 型） 四川圣华万璟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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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建科评[2022]120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YAPJ-01 型） 陕西永安卓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21 建科评[2022]121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QB-01 型） 陕西秦巴领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2 建科评[2022]122号 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XW-ⅡA 型） 武汉鑫巍建筑机械配套设备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