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张维
廉 盖爽）近日，建研院结
构项目团队历时三个月，
完成了雅加达国际体育
场索结构项目张拉施工。

雅加达国际体育场
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
加达北部，体育场馆建筑
面积为22公顷，可容纳8.2
万人，屋盖投影面积6000
平方米，包含固定屋盖和
开合屋盖，是亚洲最大容
量的可伸缩屋顶的体育
场和世界第二大的可伸
缩屋顶的体育场。

固定屋盖采用井字
形布置的双向张弦桁架+
次桁架+网架结构体系，
屋盖支承于约60米高的
钢筋混凝土结构之上，结
构体型庞大、体系复杂。
井字形双向张弦桁架结
构单根拉索索力近3000

千牛，整体施工难度很大，对
拉索张拉精度和结构变形控
制的要求也极高。

如此规模的大跨度双
向张弦体系实属罕见，对整
体结构进行全过程施工分
析至关重要。施工中，项目
团队采用时变力学有限元
分析方法，对每一个关键施
工工况进行模拟预演，分析
不同施工阶段的结构内力
和位型变化规律。在考虑实
际钢结构安装误差和拉索
制作长度误差时，项目团队
调整拉索节点安装位置和
拉索伸长值，对结构进行变
参分析，最终索力误差控制
在3%以内，结构位型偏差
控制在2厘米以内。

雅加达省长阿尼斯·巴
斯威丹在视察项目时说：“我
对中国朋友的技术实力和业
务水平表示称赞！”

本报讯（通讯员郭译
心 杨旭）近日，五建集团
承建的大兴旧宫镇集贤
旧村改造回迁安置房项
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进
入二次结构及装饰装修
阶段。

旧宫镇集贤旧村改
造回迁安置房项目是大
兴区重点民生项目，位于
大兴区旧宫镇，项目总建
筑面积约19.53万平方米，
建设内容包括13栋住宅
楼，11层至18层不等，建
成 后 安 置 房 总 户 数 为
2761户。

项目开工以来，项目
团队制定合理的总施工
进度计划，不断优化施工
组织，明确可提前插入的
施工内容及插入时间节
点，同时充分调配施工资
源，严控各道工序衔接，
提高施工效率。

主体结构施工中，项目
团队在装配式施工最关键的
套筒注浆环节，多次召开方
案研讨会，决定采用“逆”施
工法，先封闭顶板提供温度
条件然后再开始注浆，有效
保证施工质量和工期进度。

与此同时，项目团队积
极开展科技攻关，在预留孔
洞深化设计过程中，提前在
墙体预留出脚手架螺栓孔
洞，减少二次打洞对结构的
损坏，保证工程质量。在内部
管线施工中，项目团队采用
新型材料“可挠金属电气导
管”，有效解决了传统焊接钢
管穿管难的问题，提升了施
工效率。

在项目全员的不懈努力
和新技术新材料的加持下，
项目攻坚进展势如破竹，一
路高歌，顺利完成结构封顶
目标任务，并在各标段的同
台竞技中屡次夺魁。

本报讯（通讯员何福
军 ）近日，集团承建的广
州地铁五号线东延项目
双岗停车场综合楼顺利
封顶。

作为广州市委、市政
府“东进战略”的一条轨
道交通路线，广州地铁五
号线东延项目与既有五
号线有机结合，串联起广
州市多个重要功能区。其
中，双岗停车场位于黄埔
区富达路与信华路交口
处东北侧，停车场盖板总
面积超过6.8万平方米，设
13列位停车列检、2列位
周月检线、1条临修线、1
条镟轮线、1条试车线，建
成后将服务整个五号线

地铁列车停靠、检修等工作。
面对停车场工程体量

大、交叉作业多等难题，项目
部认真筹划施工总体布置，
科学分块、合理分段，高峰期
组织近900名施工人员分9
个作业面同时作业，确保各
环节有效衔接、高效推进。桩
基础施工期间，由于施工区
域内地层以强风化岩层为
主，项目团队积极开展技术
攻关，引入施工神器“灌无
忧”，在有效控制混凝土超灌
量的同时，实现降本增效、节
能环保。

当前，广州地铁五号线
东延项目全线6座车站正在
进行土建施工，6个区间中的
4个正在进行土建施工。

建研院雅加达国际体育场
索结构张拉施工完成

中央团校学术报告综合楼工程主体结构封顶
本报讯（记者顾爽 通讯员邢潮）近日，集

团承建的中央团校学术报告综合楼建设项目
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正式进入钢结构及二次
结构施工阶段。

中央团校学术报告综合楼建设项目位于
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中央团校校园
内东北角，总建筑面积约3.1万平方米，地上2
层、地下3层，包括学术报告厅、多功能报告
厅、展厅及相关配套设施。
“自4月21日项目全面冲出正负零以来，

项目团队紧盯工期目标，统筹抓好安全、质
量、进度，齐心协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高标准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目标任务。”项目
党支部书记、项目经理杜晓龙说道。

建筑造型美观但结构复杂多变，给项目

施工带来了巨大挑战。“仅屋面、女儿墙、斜板
等标高就多达12个，且标高间最小差值仅为
5厘米。”项目生产管理型青年突击队队长刘
红党介绍，“针对地上标高多变的问题，项目
生产部门和技术部门联合组织专题研讨会，
召开专家论证会，制定了一套科学严谨的施
工方案，并通过施工前结构标高精准度控制
法和施工中两次实测实量法，精准把控不同
施工部位标高，确保零遗漏、零返工。”

混凝土浇筑施工前，项目团队根据建筑
信息模型找到交叉点坐标，对不同标高位置
进行剖切，找到墙、梁、板重合线，同时根据不
同模块建立独立轴网，对施工中各轴网进行
相互校核，为后续施工提供了精准度控制的
保障。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项目团队严格落

实精细化管理，分别对模板支设标高、混凝土
浇筑前厚度标高进行实测实量，对完成面混
凝土标高进行复核复验，最终将误差严格控
制在3毫米内，确保了工程质量。

在项目施工现场，5个高支模区域占首
层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二，约4300平方米，且
高支模高度在10米至27米之间，因此，高支
模混凝土顶板、模板支撑架以及悬挑外防护
架安全是项目管理的重中之重。项目团队开
展科技攻关，利用“测量机器人”对模架进行
监测，通过三维坐标进行定位监测，精确计算
架体变形速率和累计变形量，判断架体变形
程度是否超预警值，确保架体安全。

针对预应力混凝土施工，项目团队从生
产、商务、技术等多角度进行综合考量，决定

在二层结构层、屋面以及看台施工中，调整使用
更加灵活的缓粘结预应力施工工艺。“二层结构
层施工共有30道预应力梁，我们采用缓粘结预
应力施工工艺，省去了2天穿波纹管工序时间、
2天灌浆工序时间，同时保证了施工质量。”科
技攻关型青年突击队队长陈永福介绍。

此外，项目团队坚持技术先行，前期主动对
接设计方，参与减震、支护、幕墙、舞台设计方案
的优化，为后续施工提供便利；积极组织开展
Revit建模培训，应用BIM技术进行图纸深化
设计，预先探明施工问题，减少拆改及返工；围
绕钢结构支座埋件焊接、提高屋面防水涂料合
格率、提升玻璃幕墙安装效率等，开展QC攻关，
以工序质量确保过程精品，以过程精品确保工
程精品。

广州地铁五号线东延项目
双岗停车场综合楼封顶

大兴旧宫镇集贤旧村安置房项目
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生产周报

一张以人民为中心、宜居宜业的蓝图正
在雄安的热土上徐徐铺展……“真没想到，家
门口就要有北京的三甲医院了，这日子真是
越来越有盼头！”雄安新区容城县大河镇的居
民何晓亮欣喜之情溢于言表。8月2日，雄安
新区宣武医院项目实现主体结构封顶，这是
北京市支持雄安新区建设的“三校一院”交钥
匙工程中体量最大的工程，也是雄安新区第
一座大型三级甲等医院。

雄安新区宣武医院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2.2万平方米，包括门诊楼、医技楼、住院楼、
科研楼等，建成后将成为拥有床位600床的
独立运行三级甲等医院，肩负医疗、教学、科
研、预防、保健、康复等多重使命，为雄安新区
及周边居民提供高水准、全方位的优质医疗
服务。项目建设中，集团建设者牢记嘱托、勇
当冠军，坚持以北京速度、北京精神、北京作
风投身新区建设，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奋力
书写着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的答卷。

北京速度

3个月“拔”起地上结构
让“生命之舟”美好蓝图成为现实，对于

集团建设者来说是一场“大考”。医疗建筑素
来都是功能分区复杂、内部结构多变，以高标
准设计的雄安新区宣武医院项目更是如此。
“项目的顶板厚度是民用住宅楼的3到5

倍，在地下还有长度超过260米的超长结
构。”项目经理赵育华介绍，“作为医疗建筑，
为了确保最优的医疗设施布局、功能分布和
就医动线安排，项目的每个楼层结构都是不
同的空间设计方案、不同的功能要求。主要用
于内部空间分割的钢混凝土柱多达447根，

主体结构钢骨柱有十余种不同的形式。”
对项目技术负责人张宇来说，为了确保

项目严格的抗震标准在不同空间区域落地，
整个项目共用粘滞阻尼器90套、剪切型金属
阻尼器54套、U型金属阻尼器36套，阻尼器安
装数之多、种类之庞杂堪称空前，凡是市面上
有的阻尼器，都可以在项目中找到，这对预埋
精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面对挑战，项目团队彰显出了“勇当冠
军”的雄心壮志。4月20日，项目全面冲出正
负零，按既定目标，8月初要实现主体结构封
顶，5座单体地上结构施工工期满打满算仅
有3个月。面对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项
目团队积极应战，技术部门牵头开展图纸整
理、深化和方案策划，指导现场施工。为了提
高施工效率，生产部门将现场分为三个区，因
区制宜，把任务层层分解，制定施工计划，充
分调动各区积极性、创造力。同时，施工现场
将进度管控细化到每一组物料、每一道工序、
每一名班组成员，全面铺开平行作业、流水作
业、交叉作业，确保施工效率高位运转。

3个月时间，雄安新区“拔起”了一座现
代化三甲医院的主体结构，项目团队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首善标准之下的“北京速度”。

北京精神

前沿智能建造技术助力工程建设

精益求精、不断创新，项目团队充分发扬
工匠精神，以最前沿的智能建造技术助力工
程建设，为雄安新区建设贡献着智慧和力量。

在雄安新区宣武医院项目建设中，项目
团队引入基于BIM模型的4D、5D建设施工
技术和基于数字平台的智慧工地系统，通过

实时采集的数据汇总和物联网系统，建造起
“虚拟医院”，并打造出一整套可以完整、立
体、统一指导施工流程操作的“指挥系统”。

走进施工现场，便能真正体验到“智慧工
地”的“黑科技”。所有焊工、塔吊司机等特殊
工种人员的信息录入到智慧工地系统，二维
码扫一扫，任何一名作业人员的基本情况一
目了然。现场装有23倍变焦的高清摄像头，
张宇介绍，“这是项目的‘天眼’，它们甚至可
以聚焦到500米开外脚手架‘丛林’中工人身
上的安全带搭扣上，实现‘以天文标准掌控施
工现场所有细节’，为项目施工中的管理数字
化、系统化、智能化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

现场施工机械不仅有“眼”，还有“嘴”。通
过塔吊安装的智慧监控系统，每个清早上工
时段，系统能自动给管理人员“发送”一份前
一天机械运转情况的日志报告。通过智慧物
料泵进入现场的建筑材料，从过泵称重、种类
标注到单据表格打印，实现了全流程自动化、
材料可追溯和流程标准化。巡查现场时，管理
人员只需在一个施工部位手机扫描构件二维
码，就可以直接调出该部位的3D模型、BIM
信息、建造标准、材料来源以及与周边关联专
业施工的相互关系，“指尖上的施工管理”正
在这个工地成为现实。目前，项目共创新研发
智慧工地管理成果4项，获评河北省创建智
慧工地示范工程（三星级）。

北京作风

党旗引领全体建设者争一流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
一座堡垒。项目团队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广大党员干部当先锋、作表率，带领全体建设

者勇争一流、勇当冠军。在项目主体结构施工的
关键阶段，项目成立以党支部书记、项目经理赵
育华为队长的党员先锋队，带领项目全体建设
者坚守在施工一线，不舍昼夜、全力奋战。

时至7月，距离项目结构封顶仅30天，室外
的空气连着呼吸都是热气腾腾。满脸的汗水，浸
透的衣襟，随手挥出的汗水滴落在滚烫钢筋上，
随即蒸发，这就是集团建设者的模样。酷热抛在
脑后，从早上五点多就扎进施工现场的项目工
程部部长周忠华说：“只要能保质保量实现封顶
目标，这点苦、这点累算什么。”

在项目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
项目如期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当前已进入二次
结构施工的全新阶段，计划11月中旬完成外檐
亮相，12月完成幕墙封闭以及二次结构砌筑。

结构封顶并不意味着“大考”的结束。作为
按照绿色医院建筑评价三星级标准规划建设的
高标准医疗机构，除暖通、给排水、强电、智能建
筑、装修、景观、节能等专业施工，还增加了医用
气体、物流传输、净化、防护、太阳能利用系统、
污水处理排放、生活垃圾处置、医疗垃圾处置、
厨余垃圾处置和危险化学品废弃物处置等近
21项专业系统施工。这些都给项目团队带来了
全新的挑战。

千年大计，未来之城，迎来了又一个奋斗的
晨曦。“在保证施工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我们要
再快一点！”赵育华说，“工程早一天建成，雄安
新区的群众就能早一天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标准
的医疗服务。”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项
目团队将继续以北京速度、北京精神、北京作风
不懈努力，为雄安画卷的徐徐铺展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祖戈 范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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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起雄安新区“生命之舟”
———雄安宣武医院项目主体结构施工纪实

本报讯（通讯员刘国
辉 ）近日，雄安新区容东
片区B2组团安置房项目
2-1标段交付区域顺利通
过竣工验收，并于次日通
过了河北省住建厅联合
检查，这也是该项目首个
交付标段。

雄安新区容东片区
B2组团安置房项目占地
面积37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95万平方米，包括92
栋住宅楼和5栋公建，是雄
安新区“一主、五辅、多节
点”空间布局的重要组成
部分，担负着首期居民征
迁安置的重大作用。其中，
2-1标段总建筑面积约
16.21万平方米，建筑高度
49.76米，共计6栋住宅楼。

项目开工以来，2-1
标段工程就受到业主方高

度重视。面对超常规工期压
力，项目团队注重策划，主体
结构施工阶段通过深化设计
使用ALC蒸汽加压混凝土条
板与蒸汽加压混凝土砌块组
合施工，并采用BIM4D施工
进度模拟技术和BIM5.0施
工交付标准，将时间参数与
施工进度、人力、材料、机械
等虚拟建造过程进行分析研
究，精准调控现场施工进度，
实现提前穿插施工，加快整
体工程进度。在精装修阶段，
项目团队严格按照网格化管
理要求，做到栋栋楼有人负
责、户户有人验收，严把工程
质量关，打造“雄安质量”。

在项目全体员工的共同
努力下，2-1标段工程建设任
务优质完成，工程进度、质量
安全等方面全面履约，赢得
了各方肯定与好评。

雄安容东片区B2组团项目
2-1标段交付区域通过竣工验收

中关村东升科技园二期L24地块奋战百天冲出正负零

本报讯（通讯员张世功 付艳坤 焦涛涛）
近日，集团中关村东升科技园二期工程L24
地块项目团队奋战“百天”，圆满完成冲出正

负零节点目标任务。
中关村东升科技园二期工程位于海淀区

东升镇西小口村，共有L24和L20两个地块，

全部由集团承建。工程总建筑面积达73万平
方米，相当于103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建设内
容包括科研办公楼、国际化酒店等设施。其
中，L24地块总建筑面积为43.13万平方米，
地上为8栋12至14层办公楼及4层商业裙房，
地下4层为车库、设备用房及商业庭院。
“我们仅用100天时间，就完成了常规建

设项目约一年的施工量。”项目经理毛振海
说道，“为保证L24地块如期冲出正负零，项
目团队狠抓工程进度，采取了24小时不间断
施工、施工组织优化、技术工艺创新等多种
举措，确保项目建设快速推进。高峰期现场
施工人员达到了3200余人，场面十分壮观。”

土方施工阶段，项目团队采用适用大型
基坑的“中心岛”开挖方式，提前制定最佳行
车路线，高峰期共配置10台挖掘机同步作
业，12小时出土600余车次。“当时正值冬季
施工，为了提高施工效率，我们经过多次研
究比对，选用高强早强型注浆料，让支护结
构比计划提前15天完成。”项目工程师张世
功说道。此外，针对工程重难点，项目团队配
置3D打印设备，绘制构件图纸100余张，将

L24地块特殊部位构件转化为精确度极高的三
维实体模型，实现重点部位“可视化”交底。在三
维实体模型的助力下，项目团队攻克了20个不
同标高的基槽开挖和放坡施工难题，并利用自
制的测量工具分区域组织施工，检测合格率达
98%以上，同时将计划工期提前了10天。
“在地下二层结构施工时，有441根钢骨柱

需要预埋安装，我们会同钢结构厂家技术人员，
根据设计要求、塔吊使用周期等对钢柱进行深
化设计，尽可能减少钢柱分段，缩短生产周期。”
项目生产经理付艳坤介绍。从图纸确认开始加
工到第一批钢柱进场仅用时20天，钢柱到场
后，项目团队精准排期，避开土建作业使用塔吊
的高峰期，“见缝插针”进行钢柱吊装安装，为后
续结构施工赢得时间。

截至目前，L24地块项目团队已完成土方
量约112.5万立方米，绑扎钢筋2.5万吨，浇筑混
凝土约17万立方米，在4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
地下16.1万平方米混凝土结构及地下两层预埋
钢柱的施工任务。下一步，项目团队将迎难而
上，攻克连廊结构及超长跨度、超高连桥等难
题，向12月底前主体结构封顶目标发起冲锋。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01标亮出首段顶板

本报讯（通讯员陈新华 王媛）近日，集团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01标段东
咽喉区B2层顶板混凝土浇筑完成。这是副中

心站枢纽工程亮出的首段顶板，将为北京六
环路导改及枢纽整体建设创造条件。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是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北京市服务全国的客
运枢纽之一，工程由站房核心区、接驳区和
咽喉区3部分构成，车站结构为地下3层，涵
盖列车进出站隧道、旅客进出站平台、下沉
庭院、综合服务和商业区域、换乘通廊、候车
厅及相关配套功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最大
地下综合交通枢纽。

集团承建了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工程01、04两个标段，本次率先亮出首段顶
板的是01标段东咽喉区，位于整个工程东北
区域，总建筑面积约32.4万平方米。“B2层顶
板是整个工程中第一个浇筑完成的顶板。”
01标段项目生产经理钟远享介绍，“由于工
程主体结构全部位于地下，为确保六环路导
改通车的需求，项目采用逆作法施工，即从
上向下逐层开挖，逐层结构施工。因此，B2层
首层顶板完成结构封顶是整个项目建设目
标至关重要的节点。”

B2层顶板面积共1.02万平方米，钢筋用
量近5400吨，劲性梁钢结构1200吨，浇筑混
凝土方量达1.78万立方米。作为超大体量公
共建筑工程，项目B2层顶板梁柱节点处钢筋
密集，一根钢管柱的柱芯就有48根直经32毫
米的钢筋，钢筋在梁柱节点处错综复杂，给施
工增加了不小难度。此外，超大重量的倒挂箱

型钢柱施工，以及吊装、浇筑等诸多挑战也摆上
了项目团队的“案头”。

针对盖挖逆作法施工中的难点，项目团队
基于BIM技术对现场布置进行精密计算，在吊
装施工中将原方案中在基坑内使用汽车吊吊
装钢结构改为重型塔吊，有效避免了汽车吊占
用场地而影响土方开挖，节省工期约1个月。此
外，根据原有方案，结构施工中的“后浇带”对
于盖挖逆作法施工来说，会对施工进度和相关
配套导改进度产生一定影响。为此，项目团队
对方案进行科学优化、反复论证，决定取消“后
浇带”施工，采用无缝施工方法，确保工期节点
顺利完成。

针对板下劲性梁、掖角及倒挂墙等一些犄
角旮旯的“施工死角”，项目团队最高峰时段配
置4台泵车24小时连续浇筑自密实混凝土，通
过新型材料的物理属性和自密实混凝土的重力
效应，让整个框架结构浇筑均匀饱满、一气呵
成，确保了结构观感和品质的“双重过硬”。最
终，项目团队高标准如期完成了B2层顶板浇筑
任务，为后续结构施工打下坚实基础。

当前，项目团队正紧抓晴好天气，加班加
点，合理分配人力、物力等资源，全力推进工程
建设。接下来，项目将进入B3层混凝土结构施
工，预计年内完成B3层中板及侧墙施工。

中关村东升科技园二期工程L24地块全面冲出正负零。刘欣/摄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01标段项目正在浇筑混凝土顶板。祖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