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第四届建筑门窗幕墙行业“金轩奖”评选细则 

第一章 “第四届建筑门窗幕墙行业金轩奖”简介 

“金轩奖”创立于 2014 年，每两年举办一次，旨在通过奖项评

选促进行业的良性竞争，鼓励行业创新，传承工匠精神。是目前建筑

门窗幕墙行业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大奖。 

多年来金轩奖不断引领行业发展新趋势，深度洞悉市场发展与业

态变化，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更具针对性、专业性的奖项设置。2020年

第四届建筑门窗幕墙行业“金轩奖”将依托 BAU CHINA 旗下博览会

（FBC 中国国际门窗幕墙博览会、CADE建筑设计博览会、RealTech 未

来地产博览会）强大资源，深入工程、地产及建筑设计领域，进行全

产业链交融互通；同时通过全行业媒体评审矩阵战略合作，对奖项及

企业品牌推广进行多渠道多维度曝光。 

金轩奖不仅有效提高了整个门窗幕墙行业的受关注程度,也为地

产、工程、建筑设计供应链选材提供了有效参考。为了顺应行业发展，

第四届金轩奖对奖项进行了相应调整，除了“打造行业知名品牌”、

“鼓励技术提升与创新”以外，还将着力推广发扬更具针对性的“新

产品技术应用”、“门窗安装技术”与“企业社会责任”。并在此基础

上，提高了奖项参与形式的多元性及专业度。 

本届金轩奖下设品牌类、产品类、企业类、工程应用类、人物类

五大类别奖项。其中品牌类下设“行业影响力品牌 TOP 榜”、“消费者



喜爱品牌 TOP 榜”两项大奖；产品类下设“技术研发创新产品”及各

个细分应用领域；工程应用类下设“门窗安装示范单位”、“创新工程

应用案例”奖；企业类下设“社会责任杰出贡献企业”奖；人物类下

设“技术创新与行业推动人物”及“行业青年创新达人”奖。 

为了保证金轩奖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本届赛制共分为四轮

评选：第一轮评委会形式审查组初审，选定入围企业；第二轮线上公

示；第三轮网络投票；第四轮评委会及媒体评审组投票。最终得分将

根据各流程审定并根据计分规则汇总得出。组委会将按照总得分从高

到低的原则评选出获奖的企业、产品和个人。 

第二章 组织架构 

指导单位：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全联房地产商会 

学术指导单位：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幕墙工程委员会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环能院 

上海市建筑学会 

主办单位： 

全国建筑幕墙门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中联慕尼（北京）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建筑五金门窗幕墙行业协会 

上海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上海市建筑五金门窗行业协会 

天津市钢结构幕墙和门窗协会 

重庆市绿色建筑与建筑产业化协会 

山东省建设机械协会 

广东省门窗协会 

河北省建筑门窗幕墙行业协会 

江苏省建设机械金属结构协会 

陕西省建筑设备与门窗协会 

甘肃省建筑金属结构与门窗协会 

四川省金属结构行业协会 

贵州省建筑门窗幕墙产业协会 

安徽省门窗幕墙协会 

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门窗质量专业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协会 

吉林省建筑节能门窗协会 

内蒙古建筑门窗装饰行业商会 

福建省建筑业协会金属结构与建材分会 

辽宁省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江西省建筑业协会门窗幕墙分会 

苏州市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合肥市门窗幕墙协会 

安义门窗行业协会 

武汉门窗协会 

青岛市建设机械与建筑材料协会 

成都市金属结构行业协会 

ift 罗森海姆门窗研究院 

评委会构成 

评委会主席团: 郝际平 赵正挺 曹嘉明 宋为民 徐伟 

评委会专家组： 

门窗幕墙类专家组：王洪涛 邱建辉 顾泰昌 董红 丛敬梅 潘冠军 王

晓军 石民祥 杜继予 刘忠伟 杨仕超 王德勤 黄小坤 姜成爱 

地产类专家组：陈音 汤若飞 杨洪波 

建筑设计类专家组：韩玉斌 徐宗武 吕强 

工程单位类专家组：董彪 孙洲 裴志红 

评委会委员： 

向建军 边利军 曹勇 范玉玲 胡大忠 蒋红玉 李光旭 刘存栋  

刘晓东 罗进 潘元元 彭传穆 钱经纬 权燕玲 任立国 阮蓓旎  

唐东一 王爱春 王民 王召全 谢建政 谢云宁 曾奎 张海宇 张永光 



张孝全 赵红文 周玉萍 彭庆芝 

行业媒体评委：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杂志社  《建筑技艺》杂志  中国建材报  

筑龙网  广联达平方网  明源云采购  慧亚传媒  联合幕墙网  

幕墙头条  搜狐焦点家居  建材 U选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形式审查组： 

张喜臣 刘会涛 万成龙 阎强 张素丽 龙雪 苗青芬 施梦娟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评委会秘书处：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联络部 

中联慕尼（北京）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第三章 奖项设置 

1.品牌类（共二项） 

（1）金轩奖——行业影响力品牌 TOP 榜 

数量：10 个 

（2）金轩奖——消费者喜爱品牌 TOP 榜 

数量：10 个  

2．产品类（共一项） 



（1）金轩奖——技术研发创新产品 

分为门窗类及幕墙类（同一产品不可同时选择两个类别）： 

门窗类：（以下类别可选择不超过 3项） 

- 智能制造类 

- 产品智能化 

- 安全应用类 

- 超级节能类 

- 健康宜居类 

- 新材料类 

- 前沿设计理念类 

- 其他类别，须注明_________ 

幕墙类：（以下类别可选择不超过 3项） 

- 智能制造类 

- 产品智能化 

- 安全应用类 

- 超级节能类 

- 健康宜居类 

- 新材料类 

- 前沿设计理念类 

- 其他类别，须注明________ 

数量：30 个 

该奖项评选“产品”，包括成品门、窗、幕墙、型材、五金配套



件、隔热材料、密封材料、加工设备、遮阳产品、建筑玻璃、幕墙材

料、纱窗、通风器、软件、涂料等。以上类别的生产企业可报名参选。

每家企业仅限报名 1 项产品。以上每个类别的获奖配套类产品最多不

得超过 5个；成品门窗及幕墙产品不得超过 15 个。 

3．工程应用类（共二项） 

（1）金轩奖——门窗安装示范单位 

数量：10 个 

（2）金轩奖——创新工程应用案例 

数量：10 个 

4. 企业类 

（1）金轩奖——社会责任杰出贡献企业 

数量：10 个 

5. 人物类（共二项） 

（1）金轩奖——技术创新与行业推动人物 

数量：10 个 

（2）金轩奖——行业青年创新达人 

数量：5个 

第四章 获奖权益 

1. 荣誉证书、奖杯：入围企业与个人将获得由金轩奖组委会颁发的

荣誉证书；获奖企业与个人将获得由金轩奖组委会颁发的荣誉证



书和奖杯； 

2. 获得评委寄语：获奖产品和项目将获得金轩奖专家评委会的评价

寄语；获奖人物将获得行业知名媒体评价及报道； 

3. 线上展示：获奖企业与个人将通过金轩奖官网和微信平台在全行

业获得持续、全面的曝光和宣传； 

4. 媒体宣传：获奖企业与个人将在行业百余家主流媒体获得推广和

报道；  

5. 行业交流晚宴：获奖企业代表将受邀参加金轩奖颁奖典礼，与专

家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管交流； 

6. FBC2020 博览会金轩奖专项宣传： 

1) 获奖企业和产品将在 FBC2020博览会的参观指南、展馆总览图、

展位标识获得明显标注； 

2) 组委会将组织地产、工程、建筑设计类观众定向参观获奖产品

所属企业的 FBC2020 现场展台； 

3) 门窗安装示范单位获奖企业将有机会于 FBC2020博览会现场进

行为期 3天的门窗安装演示； 

4) 产品类入围企业将获得在 FBC线上栏目露出宣传及新品发布机

会； 

7. 行业权威标准文件参编及收录 

1）产品类入围奖项将纳入 FBC Innovation 行业产品新趋势手

册，并通过 FBC 中国国际门窗幕墙博览会、CADE 建筑设计博览会、

RealTech 未来地产博览会进行全产业链多渠道发放； 



2）门窗安装示范单位入围奖项所提供安装节点将纳入我国首册

《建筑外窗创新安装节点图集》。 

8. 后金轩时代企业、人物专访及新品宣传 

第五章 评选流程 

1. 报名及提交报名表时间（5 月 26 - 6 月 26 日） 

企业及个人依据自身情况填写附件报名表及提交辅助材料报名;

人物类奖项除报名本人参选外，还可以推荐其他人参评。报名方式有

如下三种： 

方式一：凡在 2003-2019年期间参加过 Fenestration China 中国国

际门窗幕墙博览会或 FENESTRATION BAU China 中国国际门窗幕墙博

览会的企业可以直接向评委会秘书处报名。 

方式二：若企业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地有评委会指定的省市协会报名处，

企业也可向省市协会报名处报名。 

方式三：未参加过 Fenestration China 中国国际门窗幕墙博览会或

FENESTRATION BAU China 中国国际门窗幕墙博览会的企业需由评委

会成员推荐方可报名参与。（推荐信、评委会成员致电、邮件、微信

秘书处等方式均可接受）以上报名方式请勿重复使用。 

2. 第一轮：形式审查（6 月 30 日 - 7月 7 日） 

形式审查组依据第六章入围标准进行审核，满足入围条件的企业

即可进入网络投票和评委会投票环节。 

3.第二轮：线上公示（7 月 8 日 – 7 月 9 日） 



评委会秘书处将入围结果及评选规则放在线上平台进行公示，并

设置监督电话。凡对入围企业或个人有疑义的，可致电秘书处，并在

公示期内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若材料充分，秘书处将会把问题及材料

上报评委会，评委会有权要求入围企业提供补充材料对问题进行说明。

若问题查实，评委会有权在线上公示或之后任何阶段取消企业的入围

资格。 

4.第三轮：网络投票（7 月 10 日 – 8 月 10 日） 

（1）“消费者喜爱品牌 TOP榜”投票专区 

    “消费者喜爱品牌 TOP榜”将在 FBC 官方投票渠道、天猫及慧亚

等线上平台进行投票。每个手机号限投一次，票数实时显示。 

（2）多渠道线上投票 

    “创新产品奖”及“行业青年创新达人”奖项，将通过 FBC官方

线上投票渠道及官方抖音平台进行投票。金轩奖秘书处将提前将产品、

人物相关信息、视频上传至线上平台，并进行投票设置，最终得票数

以平台相加投票数为准。企业及个人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宣传及奖项

拉票。 

    除“消费者喜爱品牌 TOP 榜”、“创新产品奖”及“行业青年创新

达人”奖项外，其他奖项均不设置网络投票环节。 

    为了保证网络投票环节的公平、公正、公开，秘书处将设立监票

组，监票组每周将随机选取入围企业或个人网络投票情况进行抽查。 

5.第四轮：评委会及媒体评审组投票（8 月 11 日 – 8月 20 日） 



投票得分计算规则 

    本届金轩奖的评委会由评委会主席团、评委会专家组、评委会委

员和行业媒体评委构成，所有评委会成员将在入围名单中投票，并对

自己所投票的获奖企业进行专业评语标注。 

（1）网络投票得分计算规则 

在“消费者喜爱品牌 TOP榜”奖项评选中，网络投票权重为 100%，

最终得票数以网络实际投票数为准。 

在“技术研发创新产品”及“行业青年创新达人”奖项评选中，

网络投票环节中获得第一名的参评对象将获得最高分 30 分，其他参

评对象得分将按照与第一名得票数的比率相应计算。 

例 1：若 A 企业获得网络投票第一名，得票数为 4000 票，则 A 企

业的网络投票得分为 30 分。若 B 企业获得网络投票第二名，票数为

2000票，其网络投票得分为 2000÷4000*30=15分（四舍五入取整）。 

类别 奖项名称 投票形式 总得分计算规则 

品牌类 行业影响力品牌 TOP 榜 评委会投票 100% 满分 100 分。 

①评委会主席团：10%权重，满分 10 分 

②评委会专家组：60%权重，满分 60 分 

③评委会委员：20%权重，满分 20 分 

④媒体评审组：10%权重，满分 10 分 

工程应用类 门窗安装示范单位 评委会投票 100% 

工程应用类 创新工程应用案例 评委会投票 100% 

企业类 社会责任杰出贡献企业 评委会投票 100% 

人物类 技术创新与行业推动人物 评委会投票 100% 

人物类 行业青年创新达人 

网络投票 30% 

+ 

评委会投票 70% 

满分 100 分。 

1. 网络投票：30%权重，满分 30 分 

2. 评委会投票：70%权重，满分 70 分，包括： 

①评委会主席团：10%权重 

②评委会专家组：60%权重 

③评委会委员：20%权重 

④媒体评审组：10%权重 

产品类 技术研发创新产品 

网络投票 30% 

+ 

评委会投票 70% 

品牌类 消费者喜爱品牌 TOP 榜 网络投票 100% 依据最终网络得票数进行排名 



（2）评委会投票得分计算规则 

评委会主席团投票得分计算规则：5 位主席团中的每位成员对任

一奖项中的任一入围对象最多投一票。若某企业获得所有评委会主席

团成员投票，则得到最高分，该奖项的其他参评对象得分按照评委会

主席团的投票率相应计算。 

例 1：以主席团 10%权重为例，若 5 位评委会主席团成员中有 2

位为 A 企业投票，则 A 企业的评委主席团投票得分为 2÷5*10=4 分

（四舍五入取整）。 

评委会专家组、评委会委员及媒体评审团投票得分计算规则与评

委会主席团投票得分计算规则一致。 

（3）总得分计算规则 

参评对象最终得分根据各奖项投票规则及计分标准，相加得出。 

6.公布获奖名单（8 月 31 日） 

评委会将统计最终的排名，在官方网站 www.bauchina.com、官方

微信 FenestrationBauChina、及官方抖音号 FBC 国际门窗幕墙博览

会同步公布最终的获奖结果。 

7. 获奖企业报道及宣传（9 月 1 日-10 月 20 日） 

8. 颁奖典礼（10 月 29 日） 

获奖企业和个人的颁奖典礼将于 2020年 10 月 29 日晚举行。 

http://www.bauchina.com/


第六章 报名条件及入围标准 

编号 类别 奖项名称 入围标准 

1-1 品牌类 金轩奖——行业

影响力品牌 TOP 

榜 

1. 近两年年销售额在同类企业中名列前茅； 

2. 承担过有代表性的工程（如超高层、绿色节能

性能或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建筑）； 

3. 品牌口碑良好，两年来未出现过重大质量或安

全事故； 

4.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正面、良好企业形象； 

5. 品牌曾获得行业其他殊荣。 

1-2 品牌类 金轩奖——消费

者喜爱品牌 TOP

榜 

该奖项评选的是面向零售家装市场的门窗品牌，

参选品牌需满足以下要求： 

1. 需提供在全国各地拥有的销售门店及年服务

客户家数、订单量（包含线上及线下）； 

2. 在零售市场具有一定品牌知名度，产品具有品

质保证，各项性能良好； 

3. 具有完善的统一门店形象、陈列设计及 VI 标

识； 

4. 关注终端消费者需求，能够根据消费者的需求

提供定制化的产品与服务； 

5. 拥有良好的售前、售后服务机制及用户反馈机

制； 

6. 拥有针对零售市场的生产、营销、运营或服务

模式，及线上线下推广思路，有良好的用户反

馈； 

7. 消费者口碑良好，两年来未出现过重大质量或

安全事故（可提供近 1年内客户满意度报告最

佳）； 

2-1 产品类 金轩奖——技术

研发创新产品 

1. 经过系统化设计，拥有完整的技术研发体系，

该产品在市场上必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

牌； 

2. 成品门窗企业需至少满足如下一项要求： 

① 智能化、防火耐火、超低能耗、近零能耗、

被动式、主动式、健康宜居、安全性等功



能之一； 

② 或该产品选用某种创新或可持续材料； 

3. 智能制造类企业需至少满足如下一项要求：

实现门窗幕墙生产工业化、自动化生产、智能

工厂或可视化管理等，大幅提升门窗生产效

率（需提供该设备产品自动化生产率说明）； 

4. 材料、配件企业需至少满足如下一项要求： 

① 可帮助整体门窗或幕墙产品明显提升其

节能性能、安全性能、或被动式超低能耗

等； 

② 产品自身为创新研发材料 

5. 前沿设计理念需至少满足如下一项要求： 

①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性化、大尺度、开启

安全、用途多样或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设

计理念； 

② 外形美观度较原有产品有明显提升，能显

著的达到与环境的融合或体现某种文化

特色或体现生活品质； 

③ 达到节能、绿色、环保的设计标准； 

④ 产品针对不同的地域和气候特点设计，能

明显的匹配当地的使用特点和习惯。 

6. 所申报产品需为 2018年 6月 1日后所上市产

品； 

7. 所申报产品需提供新品亮点介绍、安装操作、

及实际应用案例视频等； 

8. 产品性能通过相关检测认证最佳。 

3-1 工程应

用类 

金轩奖——门窗

安装示范单位 

该奖项所评选的是成品门窗、相关配套产品安装

节点及工法，需满足以下要求： 

1. 可降低门窗安装成本，节省安装时间，通用性

更强； 

2. 成品保护效果好，安装拆卸方便，为未来换窗

提供可行性； 

3. 拥有特色节点处理如保温、防水等； 

4. 整个安装流程顺畅：注胶光滑、连续、无气泡；

五金件安装牢固，使用灵活；密封性能好；减



少安装表面污损及变形； 

5. 帮助实现项目建筑工业化、节能性、智能化、

安全性等一或多方面性能； 

6. 采用特殊安装工法，如被动式、装配式、附框

等； 

7. 需提供门窗安装重要节点及流程视频 

3-2 金轩奖——创新

工程应用案例 

该奖项所评选的是门、窗、幕墙领域的创新产品

和解决方案的最佳应用案例。要求该产品或解决

方案或其某种功能必须是自有知识产权，并同时

满足以下要求： 

1. 实现了某一创新功能或材料创新，或针对某

工程项目解决了某一技术难点。例如：帮助实

现了项目的建筑工业化、节能化、智能化、安

全性、美观性等某一或多方面的性能； 

2. 运用了创新的产品、理念或技术； 

3. 曾运用于具有知名度的工程项目； 

4. 具有良好的市场口碑，客户认可度高； 

5. 项目设计及施工采用可视化或智能工地等创

新技术，优化呈现效果和施工效率； 

6. 没有出现过重大安全事故； 

7. 工程项目应用视频提交。 

该奖项需通过提交自 2018年 4月后完成的工程案

例参评。 

4-1 企业类 金轩奖——社会

责任杰出贡献企

业 

1. 积极履行经济、环境、社会、消费者责任，树

立正面、良好企业形象； 

2. 具有完整的企业标准体系，具有行业模范带

头作用； 

3. 积极参与教育、志愿服务、慈善等社会公益事

业； 

4. 企业及产品口碑良好，两年来未出现过重大

质量或安全事故； 

5. 有效推动门窗幕墙行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

展； 

6. 2020 年度参与新冠疫情物资捐赠、工程建设

等驰援企业可直接入围（在满足前 5 项必要



 

评委会专家组将依据以上细则进行审核，由于细则不详导致的争

议，由评委会专家组投票裁决，以半数通过为原则。凡审核通过的企

条件基础上） 

5-1 人物类 金轩奖——技术

创新与行业推动

人物 

1. 了解和掌握建筑门窗幕墙行业技术发展方向

和标准化最新动态，具有一定知名度和权威

性； 

2. 在建筑门窗行业技能技术、科研或标准化岗位

上从业超过 10年； 

3. 作为主要起草人员（排名前 5）完成门窗幕墙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 2项以上，参

编 5 项以上，或在门窗幕墙系统相关的系统、

材料及相关产品与技术上有自主研发成果； 

4.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业界口碑良好，具有正

面的公众形象； 

5. 曾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相关专利证书

（非必需）； 

6. 该奖项可由行业专家、各地协会或评委会成员

推荐，超过 2人推荐者即可直接入围。 

`1 人物类 金轩奖——行业

青年创新达人 

1. 品德高尚，业界口碑良好，具有正面的公众形

象和社会责任感； 

2. 积极参与行业交流活动，保持正向发声与理

念创新，具有一定行业活跃度和知名度； 

3. 其行业推动、技术创新等理念与实践对行业

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4. 具备完善的品牌推广思路、产品研发思路、多

元化传播渠道、精准匹配客户需求等理论及

实践经验； 

5. 所在企业具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

行业影响力； 

6. 参选者年龄在 45周岁以下； 

7. 该奖项可由行业专家、各地协会或评委会成

员推荐，超过 2人推荐者即可直接入围。 



业即可入围，参加下一轮的评选。 

                     第四届建筑门窗幕墙行业金轩奖秘书处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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