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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 BIM 智能技术高层次专家服务基层活动 

 

为进一步发挥各类专家专业技术

优势，巩固拓展攻坚成果，助力企业振

兴，服务基层发展，根据《大连市专家

服务基层项目实施细则》，结合大连市

产业结构优化，重点领域改革，重点产

业发展等工作需要，为企业解决实际问

题，提供技术指导和专业人才培训，帮

助科研人员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由大连

市绿色建筑行业协会主办的“引入绿

色建筑 BIM 智能技术高层次专家推

动建筑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活动”第二

期、第三期分别于 7 月 28 日和 8 月 4

日在大连金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八工

程局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地铁 4号线项目会议中心

举办。 

第二期活动中大连金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赵阳、副总经理安悦、工程管理部部长庞宝

龙，各分公司经理、技术负责人及专业技术人员共

58 人参加了现场培训。活动邀请了广联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高级业务专家魏少雷现场进行授课，介绍

了当前建筑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随后从如何走

出误区，认清本质，转型升级，提高价值，进行

企业赋能等角度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以大量的数

据支撑和案例分析，为参加培训人员上了一堂专

业的数字化转型课程。 

第三期活动通过线上、线下两种形式进行，

现场及中建八局东北分公司 30 个项目部 200 余人

通过线上同步参加了培训。市就业服务中心、沙河

口区人社局领导全程参加活动，协会常务副会长徐

梦鸿在开班前致辞，活动由中建八局东北分公司

BIM 中心主任于洪伟主持。 

此次培训是针对协会会长单位中建八局东

北公司业务拓宽领域需求，进行市政路桥采用

BIM 建模技术的培训，是为会员企业开展的一次

专业技术学习，特邀请公路、水域的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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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一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科学技术与

信息化部副经理代浩到现场进行授课。授课中

介绍了当前公路、水运工程施工 BIM 技术应用

现状及发展方向，随后针对中建八局东北公司

的技术需求，对 BIM 三维设计、自动计算优先

方法、桥梁工程装配式快速 BIM 建模、利用 BIM

技术验算沉箱浮游稳定性和凹槽地质地层模型

的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期间用光明

路延伸工程、大连湾海底隧道等项目实际案例

进行了深度解析，为参加培训人员上了一堂公

路、水运工程方向 BIM 技术实际实践的专业课

程。 

现场参加学习的技术人员表示，通过学习，

大家开拓了专业思路，找到了绿色建筑 BIM 智

能技术领域中存在困难问题的解决方法，同时

感谢协会为大家提供的这次学习机会，为企业

之间搭建了未来合作交流的平台。 

2022 年，根据专家服务基层计划，协会通

过邀请高端专家到开发、设计、施工、建材等

企业中去，聚焦企业需求，技术升级等难点问

题进行精准服务，采取面对面教学、手把手指

导、一对一咨询等多种方法，充分发挥好专家

在促进交流、服务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切

实帮助企业解决绿色建筑 BIM 智能技术领域存

在的困难问题和短板瓶颈，推动企业进行 BIM

智能技术专家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协会将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继续搭建绿建技术交流平台，

积极邀请专家教授现场授课指导，凝聚新的智

慧和共识，为推动大连市建筑行业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大连市绿色建筑行业协会 供稿

业内信息

 

中建集团 2 人被授予“北京榜样·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近日，2022 年“北京榜样·最美

退役军人”发布仪式在北京首都图书馆

剧场举行。经过广泛动员、层层推荐、

严格遴选，中建集团薛峰、李峰威被授

予“北京榜样·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中建设计研究院 薛峰用科技创

新服务助老助残无障碍公益事业  

薛峰，中国建筑大师，中建设计研

究院总建筑师。1988 年 7 月大学毕业

参军入伍，13 年的军旅工作经历，为

薛峰烙印上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军人作风。他是

致力于用科技创新服务助老助残无障碍事业，用科

技创新为国有企业创优创效的建筑大师，绿色低碳

和无障碍设计领域领军人物。 

薛峰构建了“人因交互绿色正向协同设计与全

龄友好无障碍设计”新方法，填补我国空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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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获全国优秀设计行业奖 6 项，省部级设计奖 40

余项。科技成果获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17 项。主编

和参编国家、地方和团体标准 30 余部，获专利 7

项、软件著作权 9项、出版著作 6部。主编我国首

部社区改造评价标准和适老化改造标准，主编《北

京 2022 年冬残奥会无障碍中国方案》，研究的全

龄友好社区健康改造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足迹

遍及 50 余个市县，为 100 余社区提供公益无障碍

培训和技术指导。 

来源:中国建筑 

 

中国工艺美术馆摘得全国绿色建造施工“三星”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官网近日公布，由北京

城建集团承建的中国工艺美术馆项目在全国 2022

年第一批工程建设项目绿色建造施工水平评价活

动中摘得“三星”，这是中国绿色建筑评估标准中

的最高级别，也是本批次北京市唯一获得“三星”

水平的项目。 

绿色建造施工水平评价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

协会绿色建造工作委员会评审，评价结果分为“三

星”“二星”“一星”，“三星”为最高水平。该

项评价是对工程绿色施工、绿色建造等方面工作成

效的综合评定，是国内建筑行业绿色建造方面最具

权威的荣誉认证之一，获得该项荣誉是对项目深度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充分认可。 

位于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中国工艺美术馆

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三五”期间决定建

设的国家重点文化设施，是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中华民族审美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

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的国家级文化殿堂，主要承担

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国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责

任。今年 1月，该馆建成竣工，填补了我国工艺美

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博物馆的空白。 

自工程开工伊始，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

项目团队秉承“生态、绿色”理念，编制绿色施工

专项施工方案，建立健全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

的绿色施工管理体系，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绿

色文明施工，在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通

过科技创新和绿色施工管理，打造精品工程。施工

过程中，项目部将“绿色、创新、安全、文明”贯

穿全程，采用 BIM模拟技术，动态模拟现场平面布

置、优化钢结构连接节点、创新双外墙、双层幕墙

等施工工艺，提高施工效率，以科技创新助推绿色

施工，减少碳排放约 1.1万吨，实现了以绿色施工

打造生态工程的目标。 

该工程荣获中国钢结构金奖、北京市结构长城

杯金质奖、北京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等，

获得北京市工法 2 项、国家授权专利 23 项。“中

国工艺美术馆工程综合施工关键技术”成果整体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玻璃+格栅窗花双层幕

墙设计与施工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来源:首都建设报 

 

上海首个零能耗建筑即将投入使用 

由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零能耗模块化 研发设计和施工的招商蛇口璀璨城市展示中心，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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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在本月底建成交付。该项目已于今年通过上海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组织的超低能耗建筑

专家评审，并获得中国建筑节能协会颁发的“零能

耗建筑”证书，是上海首个零能耗模块化建筑。 

零能耗建筑是指建筑能耗水平较国家节能设

计标准降低 60%-75%以上，并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

资源，太阳能光伏系统所发电量可满足建筑全年用

能需求的建筑。 

项目采用新型钢结构集成模块混合结构体系，

与传统建筑相比，在建造中可节省工期 50%，现场

人工减少 70%，垃圾排放降低 80%。外窗采用三玻

两腔断热铝合金窗，夏天可以隔热，冬天可以保温，

可有效降低用能需求。一般空调使用的都是交流电，

但这里使用的光伏直驱多联机空调系统，可以将光

伏产生的直流电直接接入空调室外机，有效消纳光

伏发电。 

项目位于浦东新区曹路镇，建筑面积 3818.99

平方米，建筑高度 21.75米，地上共计 5层。项目

采用了模块-钢框架混合结构体系。项目优先采用

外墙屋面保温、节能门窗、外遮阳等被动式措施降

低建筑供暖空调需求，并结合设备能效提升和可再

生能源的利用，实现建筑“零能耗”。 

项目引入“模数化”概念，通过全 BIM正向建

模、深化设计、合理进行箱体划分和布局优化，打

造“产品盒子”。实现箱体尺寸标准化、种类少量

化，室内办公空间无柱、外立面造型吻合，并在该

项目中有效地解决了模块化建筑在高位转换和竖

向构件不连续等特别不规则复杂结构中应用的各

类技术难点。 

紧跟工业化制造生产方式大潮，摒弃了传统建

造生产方式，采用“箱式钢结构模块”组装建造方

式，确保施工速度更快、预制集成度更高、施工品

质可控、建造过程绿色低碳。 

运用软件模拟加上实验测试，对箱体间高强螺

栓节点设计的可靠性进行了实验验证，确保结构受

力均衡、安全可靠，真正做到了“强节点”。 

项目四五层模块建筑立面采用仿石纹 BIPV 组

件，并在屋顶安装了高效单晶硅光伏板，建筑光伏

总装机容量高达 115.68kW，投入运行后年发电量预

计可达 12.445万 kWh。 

总平面布置充分利用场地自然资源，将被动式

节能手段与建筑围护结构高效节能技术相结合，借

助对外窗面积和窗型的优化，使得 75%以上的空间

在过渡季节自然通风换气次数可达到 2次/h，且无

大面积风影区滞留区，在保障室内自然采光的同时

也有利于夏季通风和冬季防风，不仅显著提高室内

环境舒适性的同时，更大幅减少建筑使用能耗，最

大限度满足绿色建筑的基本要求。 

采用高性能保温隔热屋面和幕墙轻钢复合保

温外墙系统，其传热系数低至 0.25W/(m2·K)和

0.27W/(m2·K) ；配备三玻两腔断热铝合金窗，以

及中置百叶活动遮阳型外窗，传热系数达到 1.4 

W/(m2·K)，均有效地降低了建筑用能需求。 

建筑二层采用光伏直驱多联机空调系统，光伏

发电系统所发电能优先满足空调主机运行，多余电

能向公共电网发电，当空调主机不工作时，光伏发

电系统所发电能全部向电网送电。 

除了硬件设施，大楼内部还设有“超级大

脑”——零碳综合监测管理平台。大楼投入使用后，

它会实时收集并展示照明、空调、电梯等用能情况，

既方便运营人员根据收集到的数据，来进行决策分

析和优化改造。此外还会实时监测光伏发电情况，

来验证光伏发电量是否可以和建筑用能相匹配。 

根据前期测算，同类型建筑每平方米用电在 70

度-80度，而该零能耗建筑每平方米用电在 26度电

左右，光伏年发电量约 12.445 万度电，可完全满

足建筑空调、照明、电梯等用电需求。作为试点项

目，该建筑日前获得了中国建筑节能协会颁发的

“零能耗建筑证书”。 

此前上海已正式发布《上海市碳达峰实施方

案》，推广超低能耗建筑、零能耗建筑是未来的发

展趋势。

来源:友绿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