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2月 6日 星期四
策划 吴黎
责编 屈茸 王萃

8

渝北区加快推进高星级绿色建筑发展步伐

让建筑更加绿色生态 使工作生活更加低碳舒适

夏季一场大雨下来，超过一半的雨水透过了原本应该坚硬、封闭的地砖回到了地下，不仅有效缓减市政排水系统压力，还减轻了城市热岛效应，让人感觉更清爽——这不再是未来的美好愿景，而
是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一幕。

近年来，渝北区加快了绿色建筑，尤其是高星级绿色建筑的发展步伐，类似上述所说的“透水砖”之类的绿色建筑应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该区的各种建筑中，不仅使得建筑更加绿色生态，也使
得我们的工作生活更加低碳和舒适。

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新建绿色建筑比例超过90%

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细化
到我们的身边，工作和生活的房屋也
要更加的高品质，这就要求建筑要从
钢筋混凝土向绿色生态转变。

目前，我市已经实施了新建公共
和居住建筑的绿色建筑标准。渝北区
也快速跟进，出台相关文件，对区内新
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绿色建筑比传统节能建筑理念
更新、能耗更低、要求更高，更加生态
环保。”渝北区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
说，渝北区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以
来，为了确保执行到位，区城乡建委
按照事中事后控制原则，在项目建设
过程中对建筑节能（绿色建筑）涉及
的重要项目进行了全数抽查。

仅2018年以来，就完成建设工
程能效测评项目360栋、面积约308
万平方米，通过节能审查项目 266
栋、面积187万平方米，实施绿色建
筑项目243个、面积185万平方米，
新建绿色建筑比例超过90%。

位于渝北区回兴街道的泽京时
代·欢乐颂项目，是渝北区第一个实
施居住绿色建筑标准的项目，其里里
外外就与一般的普通建筑显得不那
么一样。

为了减弱紫外线、磁波辐射及空
气温差的变化，增强建筑物抗城市热
岛效应的能力，有效延长建材使用寿
命，保护建筑物，该项目采用了屋面
绿化，以此达到更好的保温和隔热效
果，同时辅以种植了高大乔木，确保
场地遮荫面积达到20%以上。

同时，该项目硬质铺装部分大量
采用了透水铺装材料，通过这些透水
材料，达到消除地表径流、雨水还原
地下之目的。同时在暴雨时节，有效

缓减市政排水系统压力和城市热岛
效应。

此外，传统项目绿化灌溉方式多
采用人工灌溉，既浪费水资源效果也
不佳，这个项目的绿化灌溉方式则采
用了具有雨天关闭功能的微喷灌方
式，有效节约了人力和水资源。

推广高星级绿色建筑和生
态住宅小区，工作生活更舒适

除了在全区普遍推行绿色建筑
标准外，渝北区还大力推广高星级的
绿色建筑和绿色生态住宅小区，使人
们的工作生活更加健康和舒适。

“绿色建筑也分星级，按照《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要求，在全生命周期
内最大限度地节能、节地、节水、节
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共分为银

级、金级、铂金级三个等级。”该负责
人说，发展高星级建筑是大的趋势，
渝北区通过财税补贴等政策，鼓励建
筑项目方发展高星级的绿色建筑和
绿色生态住宅小区。

位于中央公园的香港置地F71-
1地块项目，就是渝北区第一个达到
金级绿色建筑标准的项目，致力于打
造城市中心高端绿色建筑住宅小区。
与普通绿色建筑不一样，这个项目在
设计阶段就优先采用了被动式设计理
念，利用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对建筑
设计和规划进行优化调整。

同时，该项目采用了更多的节能
先进技术，在节地与室外环境方面，
地下空间利用更充分，比率达到
36.77%；透水地面面积达到56.1%。
在节能方面，光源采用高效、节能、寿
命长的T5直管荧光灯或节能型光

源，设备房、设备房走道采用分组就
地控制；楼梯间照明采用声控或人体
感应探测控制，火灾时由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强制点亮楼梯间照明；变压器
选用非包封线圈干式变压器，达到现
行国家标准GB20052的节能评价值
二级要求。

此外，在节水方面，采用雨水处
理系统，充分收集场地雨水，有效组
织回用，灌溉技术采用带有湿度感应
装置的喷灌技术，卫生器具采用节能
型，其用水效率等级达到二级要求，
用水入户压力不大于0.2Mpa，装有
自动减压阀；在节材方面，充分使用
高强度钢筋、高性能混凝土，对结构
体系、地基基础进行优化分析，很多
材料还可进行再循环使用；在改善室
内环境方面，室内设置自然通风器，
合理布局房间功能，将设备用房设置

于地下，并对设备采取减震降噪措
施，提高室内声环境质量。

除了这个项目外，渝北区高星级
建筑的培育步伐越来越快。今年以
来，重点培育了万科·金域蓝湾和龙
湖中央公园两个项目为绿色生态住
宅小区，面积约19万平方米，目前已
通过市住建委组织的专家评审；香港
置地F83-1地块申请了重庆市金级
绿色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

实施既有公共建筑节能
改造，提升建筑节能效率

新建建筑实施的是绿色建筑标
准，那么旧有建筑就放任不管吗？答
案当然是否定的。渝北区首先将目
光放在公共建筑上，通过合同能源管
理加政府财政补贴模式，实施了一大
批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提升其建
筑节能效率。

位于龙塔街道的重庆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审判大楼节能改造项目，
是我市司法系统实施既有公共建筑

节能改造的示范项目。
“在项目改造过程中，我们共实

施节能改造面积65595平方米。”该
负责人说，通过对建筑照明插座系
统、空调系统、动力系统、围护结构以
及特殊用能系统进行节能改造，大大
提升了建筑的节能效率。

改造后，办公室变得更加明亮，
照度等各项目技术指标均达到国家
现行相关规范要求；空调制冷采暖效
果更加高效，项目改造总节能率达到
20.34%，实现年节能量46万多千瓦·
小时，相当于节约了137.95吨标煤。

持续推进的改造项目还有很
多。今年以来，包括市一中法院审判
大楼、喜地山·戴斯大酒店、重庆市水
利大厦、重庆市口腔医院北部院区、
重庆市公安指挥中心大楼5个项目
在内的综合节能改造通过专家组验
收，节能率均达到20%以上，面积约
27万平方米。

绿色生态小区香城故事

绿色生态小区圣湖天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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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加快智慧工地建设

“嘀嘀嘀……”12 月
3日上午10时，在渝北区
城乡建委建筑安全管理
站的监控大厅里，远程智
能监控系统又发出了警
报。工作人员很快从监
控大屏幕上发现，在一个
工地的施工区域，有人员
未佩戴安全帽等防护装
置就擅自进入，有很大的
安全隐患。

实际上，这个大屏幕
所能展现的内容远非一
个简单的监控功能所能
概述。作为全市率先建
立的智能远程监控系统，
其拥有智能抓拍、人脸识
别、智能预警、快速处置
等一系列功能，众多“黑
科技”加身，使得渝北区
建筑工地的安全预防走
在了全市前列。目前，渝
北区已创建和正在创建
的“智慧工地”达到80余
个。

智能抓拍
违规操作无所遁形

按照国际公认的“海因里希安全
法则”，当一个企业有300起隐患或违
章时，就非常可能要发生29起轻伤或
故障，另外还有一起重伤、死亡事故。
因此，预防永远是消除安全隐患和事
故最有力和有效的手段。

“基于这一理念，我们陆续投入
200 多万元，建设智能远程监控系
统。”渝北区城乡建委建筑安全管理站
相关负责人介绍，渝北区是城市新兴
发展区域，各类建筑施工工地众多。
如何管理好这些建筑工地，尽最大努
力降低安全隐患和事故的发生率，成
为其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在人员
有限的情况下，选择高科技安全预防
措施成为其加强安全管理的必由之
路。

“作为智慧工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我
们的智能远程监控系统已经实现了远
程监控数字化和智能化。”该负责人
说，目前，智能远程监控系统已经实现
了“不戴安全帽”智能识别、“不系安全
带”智能识别、“塔吊超载违章”、“施工
升降机超员”、“卸料平台超重”智能报
警、智能反馈处理等一系列功能，真正

将一些安全隐患消灭在了萌芽状态。
在监控大厅，其智能化的功能就

让人惊奇：随意调取一条记录就发现，
近期，在朗萨家私生产扩能新厂区建
设工程的大门，一个未戴安全帽的人
员在进入施工区域前就被摄像头智能
抓拍到，违规人员的图像、时间等被详
细记录。短短几秒钟后，这个智能监
控系统自动生成了“在建工程安全抽
查交办单”，被送达施工企业，责成其
整改。

“有了这套智能监控系统，很多显
性的、隐性的安全隐患都无所遁形。”
该负责人表示，仅今年以来，这套系统
就抓拍“未戴安全帽”等180多起、夏
季高温时段违规施工20多起，有力地
震慑了工地违规生产行为，为强化安
全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人脸识别
实现工地精细化管理

打卡上班、指纹打卡、人脸识别等
在日常工作中快速普及。如今，为了

加强施工工地的日常精细化管理，渝
北区将“人脸识别”技术引入其中，使
施工工地的日常管理效率更高，对工
地的安全生产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
用。

“别看是一个小小的‘人脸识别’
应用，其作用可大了。”该负责人介绍，
工地相对来说是一个较为复杂、对安
全要求较高的特殊场所，因此，非登记
在册的施工人员不得进入建筑施工区
域，非登记在册的特种设备操作人员
不得操作塔吊、升降机等特种设备，一
旦发生上述情况，系统并会发出报警，
极大地保证了人员和操作的安全。

以往，为了强化实名管理，建筑行
业推广使用了“平安卡”，实行一人一
卡制进出。但在实际操作中，“平安
卡”携带不便、不刷卡或集中刷卡等问
题时有发生，使得施工人员到岗到位
监管变得困难重重。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渝北区就将“人脸识别”系统引入
到了工地中。

在仙桃数据谷三期二标段项目

处，所有的工地进出人员都由“实名制
通道”进出，人员在进出时无需停顿，
智能摄像头会自动进行识别和记录。

“人脸识别”与“平安卡”进行了绑定，
其投用不仅解决了“平安卡”携带不便
的问题，更是消除了部分人员不刷卡
或集中刷卡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

“人脸识别”的应用还在不断拓展
中，通过分析“人脸识别”记录的数据，
可以了解施工人员的行动轨迹和操作
习惯，实现对一线人员的分级管理，真
正做到量身订制施工内容；通过与智
能抓拍的联合应用，可以记录施工人
员的班前安全教育学习状态和违规规
章记录，实现了施工人员的诚信管理，
提高管理效能。

智能安全带
时刻保障工人安全

根据相关统计，施工工地发生的
安全事故中，高空作业事故比例高达
60%—70%。因此，如何强化工人管
理，消除工人的不安全行为显得至关

重要。尤其是对高空作业的工人来
说，做好安全带防护更是保障其生命
安全必不可少的环节。

“今后，在渝北区的施工工地，高
空作业的工人安全都将有保障。”渝北
区城乡建委建筑安全管理站相关负责
人说。其信心的来源，就是一件新研
发出来的智能安全带。该负责人介
绍，以前，安全带都是工人自己随意穿
戴，有时没戴紧、有时忘了扣锁扣，或
者觉得麻烦根本不戴，这些都易导致
安全事故的发生。使用新型的智能安
全带后，这种情况就能避免。

新型的智能安全带和普通的安全
带之间结构并无太大差别，最主要的
差异就是各个锁扣处一个个黑匣子式
的特殊装置。

“别看就是一个安全带，其技术含
量还是很高的。”该负责人说，这个安
全带具有接触式微动开关行程、热红
外人体温度识别、加速度运动检测、光
感应、RF无线射频等技术。简单的来
说，就是可以智能检测工人是否正确
穿戴了安全带、安全带是否进行了有
效的系挂。如果未穿戴、穿戴不正确
或者系挂不正确都会立刻发出声光报
警提醒，同时向管理中心发出警示，要
求管理人员督促工人正确穿戴和系挂
安全带。

有了这些功能，高空作业的工人
将时刻处在安全带的保护下，发生安
全事故的几率将变得很小。这一新型
智能安全带也将很快在渝北区全区推
广。

渝北区在保障建筑工地安全方面
所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在其即将开工
建设的建筑工程标准化及产业化示范
基地，该区将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建筑
安全体验馆，模拟施工过程中可能出
现高空坠落、临边作业、触电、物体打
击等情况，让工人通过VR或实际体
验，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意识，确保施
工现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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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渝北区建筑安全管理站提供人脸识别系统

远程监控中心

“黑科技”进工地 预防有效安全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