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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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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枫 朱国良 董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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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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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枫 朱国良 董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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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三低绿色混凝土研发与应用

技术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科学技术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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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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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掺聚丙烯纤维改善 C120 超高强混凝

土脆性的试样研究
工业建筑

林力勋 叶浩文 冯乃谦

冉志伟 令狐延 董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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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高性能自密实混凝土的研发与超高

泵送技术
施工技术 冯乃谦 叶浩文 马展祥

3
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高适应性绿色混

凝土的研发与应用
施工技术

叶浩文 冯乃谦 孙晖

董艺

混凝土技术的新进展——多功能的高

性能混凝土
施工技术

冯乃谦 叶浩文 林仲龙

杨玮 孙晖 覃善总

5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抗火性能与对策研

究

两岸四地高性能

与超高性能混凝

土学术交流会论

文集

交流会论文集

中建四局课题组

6 超强高性能混凝土的保塑性试验研究 中建四局课题组

7 高性能混凝土的超高泵送
刘光荣 令狐延 郭云来

刘天波

8
京基金融中心 C120 超高强高性能混

凝土收缩试验研究
中建四局课题组

9
京基金融中心 C120 超高性能混凝土

断裂韧性试验研究
中建四局课题组

10
京基金融中心 C120 超高性能混凝土

断裂韧性试验研究
中建四局课题组

11
采用组合矿料级配设计配制 C90 山

砂混凝土研究

《混凝土》2011

第 8 期
徐立斌等

12
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制及其超高泵送技

术在超高层建筑中应用简介

《混凝土》2012

年第 8 期
徐立斌等

13
磷渣超细粉掺杂对高强机制砂混凝土

性能的影响

稀有金属材料与

工程 2015 年 11

月第 44 卷 增刊

1

李新刚等

14

Study of the Microstructure of

Industrial Residu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Vol.

800 (2013) pp

117-122

徐立斌等

15

Research on the Mixture Ratio

Design of Ultra-High Strength

Concrete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Vols.

405-408 (2013)

pp 2782-2788

徐立斌等

16

Studies of Composition and

performance of mountain sand

concrete powders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70

(2017) 012023

唐志华、李新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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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混凝土技术的变革与面临的课题

第 十 二 届 高 性

能 混 凝 土 国 际

学术研讨会暨中

国 硅 酸 盐 学 会

高性能混凝土专

业 委 员 会 换 届

会议

冯乃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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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B50164-2011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国标 参编

2013 年荣获华夏

建设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2
GB/T14902-2012

《预拌混凝土》
国标 参编

3
GB/T50080-2016《普通混凝土拌合物

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国标 参编

4
GB/T50733-2011

《预防混凝土碱骨料反应技术规程》
国标 参编

5
JGJ55-2011《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规程》
行标 参编

6
JGJ/T322-2013《混凝土中氯离子含

量检测技术规程》
行标 参编

7
JGJ/T384-2016

《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
行标 参编

8
JG/T317-2011

《混凝土用粒化电炉磷渣粉》
行标 参编

9
DBJ52-016-2010

《山砂混凝土技术规程》
地标 主编

5、鉴定

4.1 三高三低绿色混凝土研发与应用 2013 年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

织鉴定

4.2 垂直泵送高度 331 米 C100 山沙混凝土配置技术 国际领先

5、科技查新

5.1 超高层双层劲性钢板剪力墙结构体系中自密实、自养护、高强高性能绿

色 C80 混凝土



5.2 高速超细粉碎设备的研发及其应用

5.3 C100 高性能山沙混凝土配置及 331 米超高泵送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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