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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建设行业科技成果推广项目目录 

序号 证书编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适用范围 

1 2022001 碱激发胶凝材料基纯无机内墙功能涂料 郑州聚合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内墙装饰装修工程 

2 2022002 
聚乙烯丙纶卷材与非固化橡胶沥青防水涂

料复合防水系统 
北京圣洁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与地下防水工程 

3 2022003 
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与聚合物防水粘结料

复合防水体系（GFZ） 
北京圣洁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与地下防水工程 

4 2022004 屋面隔热防水涂层系统 海南红杉科创实业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防水隔热工程 

5 2022005 水性环氧树脂防潮涂料 海南红杉科创实业有限公司 建筑围护结构背水面防水防潮工程 

6 2022006 喷涂速凝橡胶沥青防水涂料 大禹伟业（北京）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与地下防水防渗工程 

7 2022007 热粘合纺粘胎基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深圳市卓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与地下防水工程 

8 2022008 弹性体（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潍坊市宇虹防水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非外露建筑屋面与地下防水工程 

9 2022009 种植屋面用耐根穿刺防水卷材 潍坊市宇虹防水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种植屋面防水工程 

10 2022010 高密度聚乙烯（HDPE）排水保护板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种植屋面等防排水工程 

11 20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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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屋面防水保温工程 

12 2022012 阻燃型改性聚氨酯粘结胶 山东居欢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装配式建筑隔墙板快速粘结安装施工 

13 20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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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地给水管道工程 

14 2022014 大口径聚乙烯（PE）管件 
吉林市松江塑料管道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斯玛特管道有限公司 
埋地给水管道工程 

15 2022015 
埋地用改性高密度聚乙烯（HDPE-M）双壁波

纹管 
康命源（贵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埋地排水管道工程 

16 2022016 数字集成全变频控制供水设备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市政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区建筑供水工程 

17 2022017 
罐式管网叠压（无负压）供水设备（WS/GDY 

IV型) 
安徽皖水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市政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区建筑供水工程 

18 2022018 无负压管网叠压稳流给水设备（SCWG 型） 江西三川科技有限公司 市政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区建筑供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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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书编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适用范围 

19 20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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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外窗、玻璃幕墙及室内隔断工程 

20 2022020 仿冰晶石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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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内墙地面铺装 

21 2022021 仿黑金石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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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内墙地面铺装 

22 2022022 轨道铺设专用施工装备 安徽兴宇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轨道铺设施工 

23 2022023 城市规划三维互动电子报批软件 洛阳众智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规划设计管理 

24 2022024 日照分析软件（小库日照 V1.0） 深圳小库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日照分析 

25 2022025 铝合金导体额定电压 0.6/1kV电缆 通用（天津）铝合金产品有限公司 工业与民用建筑输配电工程 

26 2022026 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管件 
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安中财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埋地给水管道工程 

27 2022027 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管件 浙江奥博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埋地给水管道工程 

28 2022028 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管件 亚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埋地给水管道工程 

29 2022029 聚乙烯外护管预制保温复合塑料管 亚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城镇供热及热水输送管道工程  

30 2022030 钢丝网增强聚乙烯复合管 
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安中财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水温不超过 40℃的压力给水管道工程 

31 2022031 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B型） 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和建筑小区排水管道工程  

32 2022032 聚乙烯（PE）双壁波纹管 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和建筑小区排水管道工程  

33 2022033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材 
亚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亚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埋地燃气管道工程 

34 202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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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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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2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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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径 100mm～900mm的给水、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 

36 2022036 建筑门窗用稻壳纤维复合型材 
上海青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筑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建筑节能门窗 

37 2022037 聚乙烯保温隔声垫 北京世纪奥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楼地面工程 

38 2022038 喷涂速凝橡胶沥青防水涂料 山东北方创信防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与地下防水防渗工程 

39 2022039 混凝土抗冻防水外加剂 
河南科丽奥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奥力雅特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地下工程及市政工程混凝土结构自防水 

40 2022040 温度面积法热计量系统 山东金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41 2022041 通断时间面积法热计量系统 山东金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42 2022042 通断时间面积法热计量分摊系统 山东琅卡博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43 2022043 通断法热计量系统 京源中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44 2022044 超声波热量表（JYSHM 型） 京源中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45 2022045 无负压管网增压稳流给水设备 奥利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区建筑供水工程 

46 2022046 无负压变频供水设备（NFWG型） 南方智水科技有限公司 市政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区建筑供水工程 

47 2022047 HKWG智能增压稳压罐式无负压供水设备 杭州杭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市政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区建筑供水工程 

48 202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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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污染水水质提升及雨季水体水质改善工程 

49 2022049 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和管件 福建恒杰塑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埋地给水管道工程 

50 2022050 燃气用超韧聚乙烯 PE100-RC管材 福建恒杰塑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埋地燃气管道工程 

51 2022051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材和管件 福建恒杰塑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埋地燃气管道工程 

52 2022052 
城市轨道交通非晶合金立体卷铁心干式变

压器关键技术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工程 

53 202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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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支座荷载-竖向位移有调控需求的桥梁等工程 

54 2022054 全钢型附着升降脚手架（ZA-I型） 陕西永洪兴达工程有限公司 基本风压不超过 0.3kN/㎡地区，建筑高度不超过 2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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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02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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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危险级和中危险 I级场所的湿式自动喷淋系统 

56 202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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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玻璃光学及热工性能检验 

57 2022057 分压箱（罐）式供水设备（WDX型） 杭州沃德水泵制造有限公司 市政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区建筑供水工程 

58 2022058 纳米橡塑浮筑楼板隔声保温系统 山东施博格特种橡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楼地面隔声保温工程 

59 202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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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热冬冷和夏热冬暖地区建筑墙体保温工程 

60 2022060 冷热水用聚丙烯（PP-R）管材和管件 福建恒杰塑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物内冷热水管道工程 

61 2022061 超声波水表（FSUM型） 济宁五颗星表计有限公司 供水计量 

62 2022062 供热分户计量与室温调控一体化系统 济宁五颗星表计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63 202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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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外窗、玻璃幕墙及室内隔断工程 

64 2022064 弹性体（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扬州市志高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与明挖法地下工程防水 

65 2022065 塑性体（APP)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扬州市志高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工程防水 

66 2022066 三元乙丙橡胶防水卷材 常熟市三恒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屋面、明挖法地下工程防水与水体防渗 

67 2022067 反应性丁基橡胶自粘防水卷材 常熟市三恒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屋面非外露使用防水层与明挖法地下工程防水 

68 2022068 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扬州市志高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非外露使用防水层与明挖法地下工程防水 

69 2022069 自愈型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苏州市姑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与明挖法地下工程防水 

70 2022070 高分子自粘胶膜预铺防水卷材（MBP型）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明挖法地下工程及矿山法隧道工程防水 

71 2022071 高密度聚乙烯（HDPE）自粘胶膜防水卷材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挖法地下工程及矿山法隧道工程防水 

72 2022072 涂层保护型高分子自粘胶膜预铺防水卷材 成都赛特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明挖法地下工程及矿山法隧道工程防水 

73 202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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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挖法地下工程防水 

74 2022074 非沥青基高分子自粘胶膜预铺防水卷材 雨中情防水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明挖法地下工程及矿山法隧道工程防水 

75 2022075 高分子自粘胶膜预铺防水卷材（P类） 远大洪雨（唐山）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明挖法地下工程及矿山法隧道工程防水 

76 2022076 
热塑性聚烯烃（TPO）耐根穿刺自粘防水卷

材（MBP-ZZ）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种植屋面及种植顶板工程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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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2022077 改性沥青预铺防水卷材（高强型） 远大洪雨（唐山）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明挖法地下工程防水 

78 2022078 预铺增强防水卷材（TSR型） 辽宁大禹防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明挖法地下工程防水 

79 2022079 预铺丁基自粘热塑性聚烯烃（TPO）防水卷材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明挖法地下工程防水 

80 2022080 非沥青基湿铺防水卷材 成都赛特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屋面与明挖法地下工程防水 

81 2022081 反应粘结型湿铺防水卷材（CPS） 西牛皮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与明挖法地下工程防水 

82 2022082 单组分聚氨酯防水涂料（KS-900型）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室内与明挖法地下工程防水 

83 2022083 单组分聚脲防水涂料 辽宁亿嘉达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室内与明挖法地下工程防水 

84 2022084 水性改性橡胶沥青防水涂料（EPDM型） 辽宁亿嘉达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工程防水 

85 2022085 白色聚氨酯防水涂料（MPU）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室内与明挖法地下工程防水 

86 2022086 高分子橡胶密封防水涂料（NSPCX） 湖北九阳防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与地下工程防水 

87 2022087 
现制水性橡胶高分子胶料与增强抗裂胎基

复合防水系统 
西牛皮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与明挖法地下工程防水 

88 2022088 复合防水剂及其地下混凝土结构自防水技术 
广西大胡子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大胡子混凝土外加剂有限公司 
地下混凝土结构工程防水 

89 2022089 形沥青瓦及其应用技术 多富瑞（山东）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坡屋面工程 

90 2022090 管网无负压（叠压）供水设备（KY-WFY 型） 上海凯源泵业有限公司 市政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区建筑供水工程 

91 2022091 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山东国泰创新供水技术有限公司 市政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区建筑供水工程 

92 2022092 冷热水用聚丙烯（PP-R）管材和管件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建筑物内冷热水管道工程 

93 2022093 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和管件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埋地给水管道工程 

94 2022094 防白蚁可剥离外护层聚乙烯（PE）燃气管材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埋地燃气管道工程 

95 2022095 
集中供热用预制直埋耐热聚乙烯（PE—

RTII）复合保温管材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供热及热水输送管道工程 

96 2022096 通断时间面积法热计量装置（OTA 型） 青岛海威茨仪表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97 2022097 超声波热量表（URT 型） 青岛海威茨仪表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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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2022098 集中供热分布室温控制装置 青岛海威茨仪表有限公司 集中供热分户采暖系统温度调控 

99 2022099 超声波水表（URT-D 型） 青岛海威茨仪表有限公司 供水计量 

100 20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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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外窗、玻璃幕墙及室内隔断工程 

101 202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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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外窗、玻璃幕墙及室内隔断工程 

102 2022102 环氧改性筒仓耐磨内衬材料 北京固瑞恩科技有限公司 储煤筒仓耐磨层修复与加固改造工程 

103 2022103 生活污水生物集成处理技术 生态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生活污水和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 

104 2022104 腻子型遇水缓膨胀止水条 邓州市淋欣弘雨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地下混凝土工程施工缝密封止水 

105 2022105 建筑碳排放计算软件 北京绿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 

106 2022106 智慧工地管理系统 V1.0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项目工地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