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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钢 结 构 协 会 空 间 结 构 分 会 

膜结构企业等级会员实施办法 

（2019年 5月 10日七届一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2019年 6月 1日起开始实施） 

第一章 总则 

1.1 为适应我国膜结构行业发展的新形势，规范膜结构工程建设，促进工程设计、采购、

施工等各阶段的深度融合，提高工程建设效率，遵循国家关于加强行业管理的精神，空间结

构分会对膜结构企业会员单位开展等级评定，促使其提高技术与质量水平，引导其沿着健康

的道路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1.2 膜结构企业等级会员设工程总承包、专项设计、专项制作、专项安装四类，其中工

程总承包会员同时具有专项设计、专项制作和专项安装能力。 

1.3 本办法所称膜结构工程总承包会员单位，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单位按照与建设单

位签订的合同，对膜结构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加工制作、施工等实行全过程或者若干阶

段承包，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和造价等全面负责的工程建设组织实施方式。 

第二章 等级标准 

2.1 专项设计会员 

2.1.1 等级类别 

膜结构工程专项设计会员单位设一级、二级和三级，其中一级最高。 

2.1.2 法人资格和资产规模 

从事膜结构工程专项设计的会员单位应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企业注册资金

应满足表 2.1.1的基本要求。 

表 2.1.1 注册资金要求 

会员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注册资金或资产规模 100 万元 50 万元 10 万元 

2.1.3 人员要求 

各类专项设计会员单位的专职设计人员应在企业缴纳社保，且缴纳时间不低于 6个月。其人

员数量，中级职称以上工程师的人数、专业和职称应满足表 2.1.2的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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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人员要求 

会员等级 社保缴纳人数 中级职称以上人员数量 备注 

一级 10 
不少于 5 人，其中至少 2 人具有高级

职称 

1. 至少有 1 名建筑专业工程师； 

2. 膜结构设计五年以上的从业人员不少于 2

人，每人曾完成不少于 2 项 I 级膜结构工程（等

级分类见附件 1）的计算分析。 

二级 6 
不少于 3 人，其中至少 1 人具有高级

职称 

1. 至少有 1 名建筑专业工程师； 

2. 膜结构设计三年以上从业人员不少于 2 人，

每人曾完成不少于 2 项 II 级膜结构工程的计

算分析。 

三级 2 不少于 1 人 
至少有 1 人从事膜结构设计一年以上，独立完

成过 2 项 III 级膜结构工程的计算分析。 

各类级别专项设计会员单位应设总工程师一名，总工程师的专业应为土木工程相关专业，其

任职资格应符合表 2.1.3的各项规定。 

表 2.1.3 总工程师任职资格要求 

会员等级 总工程师任职资格条件 

一级 

1. 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2. 从事膜结构工程设计工作 5 年以上； 

3. 曾主持不少于 3 项 I 级膜结构工程设计，并已建成，质量合格。 

二级 

1. 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或一级注册结构师资格； 

2. 从事膜结构工程设计工作 3 年以上； 

3. 曾主持不少于 2 项 II 级膜结构工程设计，并已建成，质量合格。 

三级 

1. 总工程师应具有中级职称； 

2. 从事膜结构工程设计工作 1 年以上； 

3. 曾主持不少于 1 项 III 级膜结构工程设计，并已建成，质量合格。 

2.1.4 业绩要求 

各类膜结构设计会员单位业绩要求的工程规模、工程数量如表 2.1.4。 

表 2.1.4 业绩要求 

会员等级 工程规模与工程数量 

一级 
1. 近 6 年企业承担过不少于 3 项 I 级膜结构工程设计，并已建成，无设计质量事故。 

2. 近 3 年设计完成的膜结构工程展开面积在 10 万平方米以上，或每年完成 3 万平方米以上，质量合格。 

二级 
1. 近 6 年企业承担过不少于 3 项 II 级膜结构工程设计，并已建成，无设计质量事故。 

2. 近 3 年设计完成的膜结构工程展开面积 5 万平方米以上，或每年完成 1.5 万平方米以上，质量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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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 
1. 企业承担过不少于 3 项 III 级膜结构工程设计，并已建成，无设计质量事故。 

2. 近 3 年设计完成的膜结构工程展开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上，或每年完成 1500 平方米以上，质量合格。 

2.1.5 技术装备要求 

各类级别专项设计会员单位应具有正版膜结构设计软件，软件数量如表 2.1.5。 

表 2.1.5 技术装备要求 

会员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正版膜结构设计软件数量 2 套（不同类型） 1 套 1 套 

2.1.6 管理要求 

各类级别专项设计会员单位应根据膜结构工程设计的特点，建立完备的膜结构工程设计技术

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具体要求如表 2.1.6。 

表 2.1.6 管理要求 

会员等级 管理标准要求 

一级 符合 ISO9000 系列标准，并取得有效认证证书。 

二级 参照质量保证体系 ISO9000 系列标准，制定相应的管理和质量体系，并付诸实施。 

三级 制定完备的管理和质量保证制度，并付诸实施。 

2.2 专项制作会员 

2.2.1 等级类别 

膜结构工程专项制作会员单位设一级、二级和三级，其中一级最高。 

2.2.2 法人资格和资产规模 

从事膜结构工程专项制作的会员单位应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企业注册资金

应满足表 2.2.1的基本要求。 

表 2.2.1 注册资金要求 

会员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注册资金或资产规模 500 万元 200 万元 50 万元 

2.2.3 人员要求 

各类专项制作会员单位的从业人员应在企业缴纳社保，且缴纳时间不低于 6个月。其人员数

量，中级职称以上工程师的人数、专业和职称应满足表 2.2.2的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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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人员要求 

会员等级 
社保缴

纳人数 
中级职称以上人员数量 备注 

一级 20 不少于 3 人，至少 1 人具有高级职称 膜结构制作管理五年以上的从业人员不少于 2 人 

二级 12 不少于 2 人，至少 1 人具有高级职称 膜结构制作管理三年以上的从业人员不少于 1 人 

三级 4 不少于 1 人 膜结构制作管理一年以上的从业人员不少于 1 人 

各类级别专项制作会员单位应设总工程师一名，总工程师任职资格应符合表 2.2.3的各项规

定。 

表 2.2.3 总工程师任职资格要求 

会员等级 总工程师任职资格条件 

一级 
1. 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或具有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资格； 

2. 从事膜结构工程管理工作 5 年以上。 

二级 
1. 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或具有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资格； 

2. 从事膜结构工程管理工作 3 年以上。 

三级 
1. 具有工程师职称，或具有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二级注册建造师资格；  

2. 从事膜结构工程管理工作 1 年以上。 

2.2.4 业绩要求 

各类膜结构制作会员单位的业绩要求如表 2.2.4。 

表 2.2.4 业绩要求 

会员等级 工程数量 

一级 近 3 年完成的膜结构制作展开面积 10 万平方米以上，或每年完成 3 万平方米

以上，质量合格。 

二级 近 3 年完成的膜结构制作展开面积 5 万平方米以上，或每年完成 1.5 万平方米

以上，质量合格。 

三级 近 3 年完成的膜结构制作展开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上，或每年完成 1500 平方米

以上，质量合格。 

2.2.5 技术装备要求 

各类级别专项制作的会员单位应具有独立的厂房和加工装备，厂房跨度、装备的数量与技术

指标应满足表 2.2.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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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 技术装备要求 

        条件要求 

会员级别 

厂房（库房） 加工与检测设备 

面积

（m2） 
跨度

（m） 
自动裁剪机 热合机 外观检验 拉力试验 

一级 
3000 

（200） 
18 

幅宽 4 米

（ETFE2 米）；

长度 20 米或

滚筒式 

轨道式 
2 台以上 

灯箱 有 

二级 
1500 

（100） 
15 — 

轨道式 
1 台以上 

灯箱 有 

三级 
1000 
（—） 

12 — 
台式 

1 台以上 
灯箱 有 

2.2.6 管理要求 

各类级别专项制作会员单位应根据膜结构加工的特点，建立完备的加工制作技术管理和质量

保证体系，具体要求如表 2.2.6。 

表 2.2.6 管理要求 

会员等级 管理标准要求 

一级 符合 ISO9000 系列标准，并取得有效认证证书。 

二级 
参照质量保证体系 ISO9000 系列标准，制定相应的管理和质

量体系，并付诸实施。 

三级 制定完备的管理和质量保证制度，并付诸实施。 

2.3 专项安装会员 

2.3.1 等级类别 

膜结构工程专项安装会员单位设一级、二级和三级，其中一级最高。 

2.3.2 法人资格和资产规模 

从事膜结构工程专项安装的会员单位应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企业注册资金

应满足表 2.3.1的基本要求。 

表 2.3.1 注册资金要求 

会员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注册资金或资产规模 500 万元 200 万元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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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人员要求 

各类专项安装会员单位的从业人员应在企业缴纳社保，且缴纳时间不低于 6个月。其人员数

量，中级职称以上工程师的人数、专业和职称应满足表 2.3.2的各项要求。 

表 2.3.2 人员要求 

会员等级 
社保缴

纳人数 

中级职称以上

人员数量 
备注 

一级 20 

不少于 3 人，其

中至少 1人具有

高级职称 

膜结构安装技术管理五年以上的从业人员不少于 2 人，每人曾完

成不少于 2 项 I 级膜结构工程（等级分类见附件 1）安装技术管理

工作，且项目验收合格。 

二级 12 

不少于 2 人，其

中至少 1人具有

高级职称 

膜结构安装技术管理三年以上从业人员不少于 2 人，每人曾完成

不少于 2 项 II 级膜结构工程安装技术管理工作，且项目验收合格。 

三级 4 不少于 1 人 
至少有 1 人从事膜结构安装技术管理工作一年以上，独立完成过

2 项 III 级膜结构工程安装技术管理工作，且项目验收合格。 

各类级别专项安装会员单位应设总工程师一名，总工程师任职资格应符合表 2.3.3的各项规

定。 

表 2.3.3 总工程师任职资格要求 

会员等级 总工程师任职资格条件 

一级 
1. 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或具有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资格； 

2. 从事膜结构工程管理工作 5 年以上。 

二级 
1. 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或具有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资格； 

2. 从事膜结构工程管理工作 3 年以上。 

三级 
1. 具有工程师职称，或具有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二级注册建造师资格； 

2. 从事膜结构工程管理工作 1 年以上。 

各类级别专项安装会员单位应具有相应数量的膜结构项目经理，项目经理的级别和工作经历

应满足表 2.3.4的要求。 

表 2.3.4 项目经理要求 

会员等级 项目经理数量与任职资格要求 

一级 至少有 4 名二级以上膜结构项目经理，其中一级项目经理不少于 2 人。 

二级 至少有 2 名二级以上膜结构项目经理，其中一级项目经理不少于 1 人。 

三级 至少有 1 名二级以上膜结构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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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业绩要求 

各类膜结构安装会员单位的业绩要求如表 2.3.5。 

表 2.3.5 业绩要求 

会员等级 工程规模与工程数量 

一级 

1. 近 6 年企业承担过不少于 3 项 I 级膜结构工程安装，并已建成，无质量事故。 

2. 近 3 年安装完成的膜结构工程展开面积在 10 万平方米以上，或每年完成 3 万

平方米以上，质量合格；  

二级 

1. 近 6 年企业承担过不少于 3 项 II 级膜结构工程安装，并已建成，无质量事故。 

2. 近 3 年安装完成的膜结构工程展开面积 5 万平方米以上，或每年完成 1.5 万

平方米以上，质量合格。 

三级 

1. 企业承担过不少于 3 项 III 级膜结构工程安装，并已建成，无质量事故。 

2. 近 3 年安装完成的膜结构工程展开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上，或每年完成 1500

平方米以上，质量合格。 

2.3.5 技术装备要求 

拥有施工现场专用的便携式膜材焊接设备，具有与安装工程相适应的施工机具、预张力施加

设备和测量设备。 

2.3.6 管理要求 

各类级别专项安装会员单位应根据膜结构安装工程的特点，建立完备的安装技术管理和质量

保证体系，具体要求如表 2.3.6。 

表 2.3.6 管理要求 

会员等级 管理标准要求 

一级 符合 ISO9000 系列标准，并取得有效认证证书。 

二级 
参照质量保证体系 ISO9000 系列标准，制定相应的管理和质

量体系，并付诸实施。 

三级 制定完备的管理和质量保证制度，并付诸实施。 

2.4 工程总承包会员 

2.4.1 等级类别 

膜结构工程总承包会员单位设特级、一级和二级，其中特级最高。 

2.4.2 总承包会员申报 

（1）申报膜结构工程总承包的会员单位应同时具备设计、制作和安装能力，且其条件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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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单项二级会员的条件。膜结构工程总承包会员等级与各单项会员等级间相互关系和应满足的

附加条件如表 2.4.1。 

表 2.4.1 膜结构工程总承包会员等级与各单项会员等级间相互关系和应满足的附加条件 

       单项级别 

总承包级别 

专项设计 专项制作 专项安装 附加条件 颁发证书 

特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①业绩：总面积 15 万㎡/3 年； 

②近六年完成 10 项 I 级项目； 

③近六年获 2 项空间结构金奖或省部级

奖。 

总承包特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近六年获 2 项空间结构奖或省部级奖。 总承包一级 

二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近六年获 1 项空间结构奖或省部级奖。 

总承包二级 

专项设计一级 

专项制作一级 

一级 二级 一级 近六年获 1 项空间结构奖或省部级奖。 

总承包二级 

专项设计一级 

专项安装一级 

二级 一级 一级 近六年获 1 项空间结构奖或省部级奖。 

总承包二级 

专项制作一级 

专项安装一级 

一级 二级 二级 近六年获 1 项空间结构奖或省部级奖。 
总承包二级 

专项设计一级 

二级 二级 一级 近六年获 1 项空间结构奖或省部级奖。 
总承包二级 

专项安装一级 

二级 一级 二级 近六年获 1 项空间结构奖或省部级奖。 
总承包二级 

专项制作一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近六年获 1 项空间结构奖或省部级奖。 总承包二级 

（2）总承包特级会员不得越级申报。本办法实施后取得一级总承包等级会员的企业，三年

后可申报总承包特级会员。 

第三章 管理办法 

3.1 凡是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会员的膜结构企业均可向分会申请膜结构等级会员

资格，申请时依据申报会员等级的类别，提供相应的资料，申报材料一般包含： 

（1）膜结构工程等级会员申请表； 

（2）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工作简历、职称证书等有关证明材料； 

（3）总工程师、工程技术人员、项目经理的资格证书、技术工作简历、在本企业工作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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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企业为上述人员缴纳的社保基金等有关证明材料；上述人员职称要求均应是工程系列。 

（4）申报工程总承包或专项设计等级会员需提供软件购置证明文件； 

（5）申报工程总承包或专项制作等级会员，应提供膜材料加工设备、检验设备、拉力实验

设备以及便携式膜材焊接设备的购买发票或租赁合同，以及说明书、实物照片等证明材料；同时

还应提供生产厂房及库房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以及平立剖面图、室内外实景照片、厂区和车

间视频文件等证明材料； 

（6）申报工程总承包或专项安装等级会员，应提供施工机具、预张力施加设备、测量设备

的说明书、实物照片等证明材料； 

（7）管理要求的证明材料； 

（8）完成工程的合同、竣工验收单等有效证明文件及工程照片。 

3.2 同一会员单位同时申请设计、制作和安装单项会员时，其从业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总

工程师除外）不得重叠。 

3.3 为鼓励和促进膜结构行业发展，对于新申请入会的膜结构企业，根据企业的入会申请资

料，经秘书处推荐，提请常务理事会核准后可颁发相应的膜结构专项三级会员证书，证书有效期

一年，并注明为临时证书。一年后，需提供申报材料，申请相应的等级会员。 

3.4 膜结构企业可聘用退休人员担任公司技术人员，退休人员数量不设上限，但可计入企业

有效申报人员的数量不超过两名。对于计入有效申报人数的退休人员，需提供半年以上的返聘工

资发放证明文件。 

3.5 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其注册资金的认定可综合考虑实际缴纳的注册资本金和

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依据企业年度审计报告确定。 

3.6 外商投资企业人员职称和技术资格的认定，可参考其国籍所在地的资格等级确定。 

3.7 膜结构企业申报工程总承包等级会员的资料应送交空间结构分会秘书处，经检查资料符

合要求后，送交专家组评审。 

3.8 专家组由空间结构分会膜结构专业组中随机抽取的不少于五位专家组成，抽取的专家如

与申请的企业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应予以回避。 

3.9 专家组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核实，对申报工程总承包特级和一级的膜结构会员单位必须

委派专家到申报企业进行现场调查。其他各级会员申报企业，必要时可派专家或委托其他专家到

现场调查。评定结果由膜结构专业组提请空间结构分会常务理事会批准。 

3.10 经批准的膜结构企业由空间结构分会颁发相应等级的《膜结构企业等级会员证书》，证

书的有效期为三年。已经评定等级的企业，在相应等级评定一年后可申请升级，但特级总承包需

在取得一级总承包会员资格 3年后申请升级。 

3.11 膜结构等级会员资格每三年复审一次，复审时应提供下列资料： 

（1）膜结构等级会员复审申请表； 

（2）工程总承包或加工制作等级会员复审，需提供生产厂房及库房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

以及平立剖面图、室内外实景照片、厂区与车间视频文件等证明材料； 

（3）完成工程的合同、竣工验收单等有效证明文件及工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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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分会组织专家组对复审材料进行评审，评审不合格者降低等级或取消等级会员资格。 

3.12 评审过程中发现申请资料中有虚假材料的，评审专家组可视具体情况取消其申请资格，

或提出降级处理。被取消申请资格的企业两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被降级处理的企业一年之内不

得申请更高级别会员。 

3.13 膜结构企业等级会员，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由膜结构专业组提出，空间结构分会常

务理事会批准，撤消其证书，被撤消证书的企业两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 

（1）转让膜结构等级会员证书的； 

（2）因企业责任造成三级以上工程建设质量事故或发生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质量事故的； 

（3）违反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章程的； 

（4）企业因破产、倒闭、撤消、歇业的。 

3.14 本条例由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膜结构专业组提出，经分会常务理事会批准后

实施。 

3.15 本条例由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膜结构专业组负责解释。 

 

 

附件 1： 
膜结构建筑工程等级分类表 

        工程等级 

单体 

工程特征 

I 级 II 级 III 级 

1、膜展开面积（投

影面积） 

12000m2 以上（气承式

膜结构，12000m2 以上） 

5000m2 以上（气承式膜结构，

5000m2 以上） 

1000m2 以上（气承式

膜结构，1000m2 以上） 

2、膜结构最大跨度 
60m 以上，膜展开面积

大于 3000m2（气承式膜

结构跨度 90m 以上） 

30m 以上，膜展开面积大于

1500m2（气承式膜结构跨度 60m

以上） 

15m 以上（气承式膜

结构跨度 30m 以上） 

3、膜结构最大悬挑

长度 

30m 以上，膜展开面积

大于 3000m2 

15m 以上，膜展开面积大于

1500m2 
8m 以上 

4、膜结构自身高度 
45m 以上，膜展开面积

大于 3000m2 

25m 以上，膜展开面积大于

1500m2 
8m 以上 

注：1、各类工程等级具备上表四项特征中的一项即可。 

2、各项指标均指膜结构单体。 

3、当按照 2、3、4 项确定工程等级时，其支承结构应包含在合同承包范围内。 
 


	1.1为适应我国膜结构行业发展的新形势，规范膜结构工程建设，促进工程设计、采购、施工等各阶段的深度融合，提高工程建设效率，遵循国家关于加强行业管理的精神，空间结构分会对膜结构企业会员单位开展等级评定，促使其提高技术与质量水平，引导其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1.2 膜结构企业等级会员设工程总承包、专项设计、专项制作、专项安装四类，其中工程总承包会员同时具有专项设计、专项制作和专项安装能力。
	1.3 本办法所称膜结构工程总承包会员单位，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单位按照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对膜结构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加工制作、施工等实行全过程或者若干阶段承包，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和造价等全面负责的工程建设组织实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