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8 年全国建设行业科技成果推广项目目录 

证书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适用范围 

2018001 生物基沥青混合料改性剂 深圳市博富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道路沥青路面 

2018002 聚合物改性自粘防水卷材（SEP-2000型） 四川蜀羊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室内及地下防水工程 

2018003 温度面积法供热计量系统（TAMS-1) 北京黑蚂蚁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集中供热分户采暖系统热计量分摊 

2018004 温度面积法热计量分摊装置 黑龙江盛华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集中供热分户采暖系统热计量分摊 

2018005 超声波热量表 沈阳佳德联益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06 超声波热能表（DN15~DN400)LCR-U型 山东力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07 超声波式热计量表 哈尔滨荣耀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08 
现浇混凝土空心楼盖成孔用金属网状箱填充体

（MDF） 
北京中清恒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现浇混凝土空心楼盖 

2018009-1 农村户厕一体化生物处理设备 北京中科隆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农村地区户厕污水处理工程 

2018009-2 农村户厕一体化生物处理设备 生态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地区户厕污水处理工程 

2018010 浮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 江苏博康特建材有限公司 建筑楼地面保温隔声工程 

2018011 
预制钢丝网架复合保温免拆模板（PSI）现浇混凝土

墙体保温系统 
山东隆济时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现浇建筑剪力墙保温工程 

2018012 钢骨架增强聚合物复合材料检查井盖及防坠落装置 黑龙江省正赫新型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与建筑小区检查井 

2018013 纤维增强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材料（TH-200型) 河北省河间市天昊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外墙保温工程 

2018014 停车场特种植草砖及其应用技术  北海中南草坪科学研究中心 停车场铺装与植草绿化 

2018015-1 输水用 C等级球墨铸铁管 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 饮用水或原水输送管道工程 

2018015-2 输水用 C等级球墨铸铁管 圣戈班（徐州）铸管有限公司  饮用水或原水输送管道工程 

2018016 水性喷涂持粘高分子防水涂料 江苏邦辉化工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市政及交通等防水工程 

2018017 水性改性橡胶沥青防水涂料（EPDM） 辽宁亿嘉达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市政及交通等防水工程 

2018018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掺合剂） 北京城荣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地下防水工程 

2018019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浓缩剂） 北京城荣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地下防水工程 



2018020 PPC聚氯乙烯高分子防水卷材 华高科（宁波）集团有限公司 工业与民用建筑防水工程 

2018021 超声波热量表（SD-H型 DN20～DN50） 大连世达科技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22 超声波热量表（RL-2型 DN15～DN200） 泉州七洋机电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23 超声波热量表（HTC型 DN20～DN40） 山东和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24 超声波热量表（JJNH型 DN20～DN200） 北京嘉洁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25 超声波热量表（RC型 DN15～DN200） 威海市天罡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26 超声波热量表（CRL型 DN15～DN400） 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27 超声波热量表（ZKHM-Ⅰ型 DN15～DN50） 浙江盾安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28 超声波热量表（XD-C型 DN20～DN200） 内蒙古新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29 超声波冷热量表（UHM型 DN20～DN200） 广州柏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30 超声波冷热量表（阀控型 DN20～DN25) 广州柏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31 通断时间面积法供热计量系统 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集中供热分户采暖系统热计量分摊 

2018032 通断时间面积法热分摊装置 山东沂光热计量科技有限公司 集中供热分户采暖系统热计量分摊 

2018033 通断时间面积法供热计费系统 北京嘉洁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集中供热分户采暖系统热计量计费 

2018034 户用智能电动温控装置 山东琅卡博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集中供热分户采暖系统温度控制 

2018035 即开即热恒压智能太阳能热水器 江苏帅因特光电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民用建筑供水工程 

2018036 内衬聚乙烯（PE）管承插式球墨铸铁管 湖南振辉管业有限公司 城镇生活给水管道系统 

2018037 双模智能箱式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无锡康宇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市政供水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

区管网加压供水 

2018038 智能低噪声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无锡康宇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市政供水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

区管网加压供水 

2018039 无负压管网稳流增压供水设备 青岛三利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供水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

区管网加压供水 

2018040 预拌流态固化土回填技术 北京波森特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市政与交通等工程的基础施工 

2018041 载体桩成套技术 北京波森特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与市政工程的基础施工 



2018042 全封闭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回转密封系统 烟台盛利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 

2018043 混凝土增效剂 广州市三骏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  

2018044 建筑用水性反射隔热涂料 浙江德仕节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外墙与屋面隔热工程 

2018045 负压排风防臭型节水便器 上海吉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共建筑便器系统 

2018046 太阳能弱光光伏一体化照明灯具  福建移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功率 50w以下户外道路和景观照明工程 

2018047 交联聚乙烯隔声保温复合垫 杭州汉克斯隔音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楼地面工程 

2018048 碳纤维复合电热板 上海热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民用建筑采暖工程 

2018049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TY-017型） 宁夏天鹰同创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高层及超高层建筑工程施工 

2018050 装配式转料平台（HGA-A5529 型） 嘉兴市华弘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高层及超高层建筑工程施工 

2018051-1 高延性混凝土加固砌体结构技术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低层及多层砌体结构加固 

2018051-2 高延性混凝土加固砌体结构技术 西安五和土木工程新材料有限公司 低层及多层砌体结构加固 

2018052 导光管日光照明系统 盛旦节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建筑室内照明 

2018053 建筑反射隔热涂料-保温腻子系统 江苏晨光涂料有限公司 建筑外墙与屋面隔热工程 

2018054 无机轻集料砂浆保温系统（JL） 江阴市江伦建材有限公司 外墙外保温工程 

2018055 石墨水泥基复合保温板(碳硅板) 焦作朝钦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外墙外保温工程 

2018056 超声波热量表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57 超声波热量表（WGR-11型） 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58 供热计量与温控一体化智能系统 山东力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59 大型公建能耗监测分析与自动控制系统 山东力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60 家庭厨房高效油烟净化机 深圳厨之道环保高科有限公司 厨房排烟 

2018061 中央新风换气系统 辽宁盼盼新风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室内通风换气 

2018062 远程控制智能泵站成套供水设备（HZZG型） 杭州华孚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市政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区管

网加压供水 

2018063 增压稳压无负压供水设备 杭州杭开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区管

网加压供水 



2018064 管网叠压（无负压）变频供水设备（NFWG型）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区管

网加压供水 

2018065 
管网叠压无负压箱罐式变频供水设备 （ATTPUMP

型） 
杭州中美埃梯梯泵业有限公司 

市政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区管

网加压供水 

2018066-1 模块化排水及户内中水集成系统 濮阳市明锐建筑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民用建筑室内废水回收再利用 

2018066-2 模块化排水及户内中水集成系统 河南政达善建节水设备有限公司 民用建筑室内废水回收再利用 

2018066-3 模块化排水及户内中水集成系统 海南天葆实业有限公司 民用建筑室内废水回收再利用 

2018067 冷热水用紧锁式快速接头 浙江奇盛管业有限公司 建筑冷热水管道连接 

2018068 建筑材料施工现场见证取样管理系统 山东联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施工现场见证取样管理 

2018069-1 喷墨渗花玉质抛光砖 广东宏陶陶瓷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工程 

2018069-2 喷墨渗花玉质抛光砖 广东宏海陶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工程 

2018069-3 喷墨渗花玉质抛光砖 广东宏宇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工程 

2018069-4 喷墨渗花玉质抛光砖 广东宏威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工程 

2018070-1 低放射性超白陶瓷砖 广东宏威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工程 

2018070-2 低放射性超白陶瓷砖 广东宏陶陶瓷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工程 

2018070-3 低放射性超白陶瓷砖 广东宏宇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工程 

2018070-4 低放射性超白陶瓷砖 广东宏海陶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工程 

2018071 连续玻纤增强（CGR）热塑性塑料复合管 江苏赛尔超高压特种管业有限公司 
市政供水、建筑冷热水、石油化工油气水

输送 

2018072 智慧规划信息系统 洛阳众智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规划审批管理 

2018073 水动力全自动防洪闸 南京军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铁、地下停车场等地下空间出入口挡水、

防倒灌工程 

2018074 现浇混凝土保温免拆模板施工技术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抗震设防烈度不大于 8度地区建筑墙体施

工 

2018075-1 喷射混凝土复合夹芯保温剪力墙体系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抗震设防烈度不大于 8度地区低层建筑 

2018075-2 喷射混凝土复合夹芯保温剪力墙体系 北京华美科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抗震设防烈度不大于 8度地区低层建筑 



2018076 超声波热量表（AKR-C型） 艾科瑞（北京）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77 超声波热量表 沈阳暖达智能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78 超声波热量表（HDYB-Y型） 大连环岛仪表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79 超声波热量表（JYSHM型 DN20～DN200）  北京京源水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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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1 通断时间面积法热计量系统 大连环岛仪表有限公司 供热工程热计量 

2018082 温度法热计量分摊系统 山东琅卡博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集中供热分户采暖系统热计量分摊 

2018083 压控式水力联动无负压全变频供水设备 山东科源供排水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区管

网加压供水 

2018084-1 全数字集成无负压全变频供水设备 赛莱默（中国）有限公司                 
市政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区管

网加压供水 

2018084-2 全数字集成无负压全变频供水设备 赛莱默（南京）有限公司 
市政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区管

网加压供水 

2018085 稳压补偿式无负压供水设备（WXG） 山东鑫和供水设备有限公司 
市政管网供水量充足、水压不达标地区管

网加压供水 

201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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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压不达标地区管

网加压供水 

2018087 PP-R给水管材管件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物内冷热水管道系统 

2018088 微光发电、高效太阳能路灯照明系统 福建神州汉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户外道路照明工程 

2018089 纳米光触媒技术 泰州中环新业材料有限公司 室内空气净化 

2018090 
长效纳米二氧化钛光催化材料在室内空气净化领域

的应用 
莱恩创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室内空气净化 

2018091 保温胶泥—反射隔热涂料系统 郑州优波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夏热冬冷地区和夏热冬暖地区的建筑外墙

保温隔热工程 

2018092 保温胶泥—反射隔热涂料系统 安徽英柯建材有限公司 
夏热冬冷地区和夏热冬暖地区的建筑外墙

保温隔热工程 

2018093 盒状金属装饰保温一体板(A 型岩棉) 河北腾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夏热冬冷地区及寒冷地区的建筑外墙外保

温工程 

2018094-1 高透光隔热平板玻璃 云南滇凯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遮阳工程 



2018094-2 高透光隔热平板玻璃 南京安达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建筑遮阳工程 

2018095 浮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ZQ） 南通中顺节能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楼板地面隔声工程 

2018096 三元乙丙自粘防水卷材 华高科（宁波）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室内及地下防水工程 

2018097 TPO高分子自粘防水卷材 华高科（宁波）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室内及地下防水工程 

2018098 聚氯乙烯（PPC）自粘防水卷材 华高科（宁波）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屋面、室内及地下防水工程 

2018099-1 仿古石瓷砖 广东宏威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工程 

2018099-2 仿古石瓷砖 广东宏陶陶瓷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工程 

2018099-3 仿古石瓷砖 广东宏宇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工程 

2018099-4 仿古石瓷砖 广东宏海陶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工程 

2018100 住宅厨卫防火型变压式排气系统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厨卫专业委员会 厨房卫生间排烟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