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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庆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部研究院在渝成立

中冶赛迪 未来城市建设解决方案专家

钢结构建筑发展至今，被世界公认
是“安全性能好、工业化程度高、施工周
期短、可回收循环利用”的绿色建筑，对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影响日益显著；
在我国已由原来的工业建筑为主拓宽到
高层及超高层建筑、公共场馆、桥梁、异
形立交桥、市政天桥等领域。

我国西部地区基本建设需求广阔，地
设防烈度高，对钢结构的需求量相当大，
但较之东部地区，钢结构创新能力及集成
技术不足、推广应用整体水平较低，产业发

展有很大提升空间，其中重庆钢结构在建
筑领域应用比例就不足2%。

《重庆市关于加快钢结构产业创新
发展与推广应用调研情况报告》预测，在

“十三五”“十四五”时期，通过积极推广
钢结构应用，全市在各类建筑中的钢结
构用钢总量可达到3500万吨，平均每年
将达到350万吨－400万吨的规模，年
均形成约350亿元直接产值，带动GDP
约1225亿元。

面对如此大的产业空间，市政府在

2017年就强调全面“适用、经济、绿色、美
观”的建筑方针，提高建筑设计水平和质
量，发展装配式建筑，促进钢结构建筑的
推广应用。

在业内人士看来，发展钢结构建筑，
有利于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西
部钢铁过剩产能。当前，我国西部地区
建有重钢、昆钢、攀钢、八钢等多个大型钢
铁企业，化解过剩产能需求巨大，我市
2016年发布的《关于加快钢结构推广应
用及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钢

结构用钢本地采购率达到50%以上，每
年化解本地钢铁产能70万吨以上”。

“发展钢结构建筑，还将推动重庆及我
国西部地区建筑产业转型升级。”该业内人
士介绍，钢结构具有高强轻质、绿色环保、
抗震性强、施工安装周期短、适于工业化生
产等优点，在我市及西部地区大力推广钢
结构建筑，既顺应我国建筑业从传统粗放
型、严重污染型转向工业化、绿色化发展趋
势，也符合我国西部地区属于地震设防烈
度高的实际。对重庆而言，则将有助于进
一步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建设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不断推进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品
质，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尽管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钢结构
生产第一大国，但是钢结构用钢量远
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钢结构技术研
发、工程化应用和市场化推广等方面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
此背景下，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应运而生。

据悉，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设立于中冶集团，是国家科技部
批准建设的我国钢结构领域唯一国家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中心由中
国工程院院士岳清瑞领衔，周绪红院
士是该中心技术委员会主任。该研究
中心利用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促进钢
结构工程技术领域高新技术的工程
化、产业化，提高我国钢结构工程技术

整体水平，推动我国钢结构产业及国
民经济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国家钢结构中心负责人介绍，此次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部研究
院的成立，则是为进一步促进西部地区
钢结构建筑产业发展，加强西部与发达
地区互联互通。

“作为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中心

在西部地区的研发平台、科技成果转
化平台、人才培养平台，西部研究院将
加快培育技术孵化能力、创投融资能
力，提升产业系统集成能力，引领产业
走基层创新道路，推动国家、地方钢结
构产业政策落地，快速提高我国西部
地区钢结构工程科研设计水平、加工
制造智能化水平及产业系统集成水
平，引领和支撑钢结构产业迅速发展
壮大，进而服务重庆等西部地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西部研究院负责人介绍。

西部研究院的成立，是由中冶赛迪集团牵
头，联合重庆大学、五冶集团、中冶建工集团共
同发起。那么，这四家单位有何底气？

作为此次成立西部研究院的牵头单位，中
冶赛迪是中国钢铁工程技术的领军企业，也是
重庆唯一具有城市建设整体解决方案能力的服
务商。

“中冶赛迪拥有60年工程经验，形成了深厚
的钢结构技术积淀，具备多学科多专业系统集成
优势和全产业链整合能力，在推动钢结构工程技
术研发、中试及产业化应用上具有独特优势。”中
冶赛迪相关负责人介绍，科技研发是中冶赛迪的
核心实力，公司拥有较完整的科技创新生态链，设
有国家钢铁冶炼装备系统集成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等10余个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产学研合
作平台，获国家科技成果奖40余项，获国家优质
工程奖、鲁班奖、中国钢结构金奖等国家级工程荣
誉近百项。

中冶赛迪是我国钢结构工程应用技术的奠基
者之一，主编和参编了钢结构方面的主要国家规
范，主编钢结构设计手册、材料手册等大型工具
书，还是重庆市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基地、西南地
区绿色建筑基地。一直以来，中冶赛迪在渝大力
发展装配式建筑产业，成立了装配式建筑研究院，
组成了建筑、结构、设备、材料、装饰装修、智能装
配、BIM信息技术等多专业研发和技术人员近
300余人团队，并发挥信息化、智能化优势，努力打
造智能制造为支撑的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现代化
优势龙头企业。2017年，公司就承接了成渝地区
约30万平方米的钢结构建筑总承包项目。

而重庆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
学，在钢结构领域有一批全国杰出的专家，组合
钢结构、压杆稳定理论、结构可靠度、薄壁结构
理论等居全国领先水平；中国五冶是集工程总
承包、钢结构及装备制造、房地产开发、项目投
资为一体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公司，拥有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钢结构制造特级资
质，在成都、上海分别建有年产20万吨、15万吨
钢结构生产基地，部分钢结构产品出口国外；中
冶建工则对建筑施工全专业、全流程覆盖，形成
了完整的建筑产业链和服务价值链，拥有重庆
地区唯一“三特”“五甲”建筑施工企业，拥有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四家单位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通过全产业链策划、资
源整合与构建，打造具有差异化竞争力的装配式建筑集成
体系，提供一体化全过程咨询解决方案，从而改变重庆和西
部地区钢结构建筑产业配套不完善、技术水平落后的现状，
建立起涵盖钢材生产、工程设计、钢结构制造、现场施工、项
目运行等领域的全产业链，将对重庆整个钢结构产业起到
示范带动作用。”西部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说。

杨艺 陆丰
图片由中冶赛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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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钢结构产业亟待发展

“产学研用”融合推动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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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月21日下午，国家钢结构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西部研究院在中冶赛迪集
团大厦揭牌，意味着国家钢结构工程技
术中心在西部设立的第一个综合性钢
结构应用研究平台在渝成立。

这一平台由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发起，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中冶赛迪”）牵头，重庆大学、中
国五冶集团、中冶建工集团等联合组织
成立。研究院将通过建立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结合的产业
技术创新链，开展钢结构推广应用及技
术创新工作，通过加强与发达地区互联
互通，因地制宜，提出适合西部地区的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整体解决方案，成为
西部钢结构领域科研开发、成果转化、
人才培养和产业培育的核心基地。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中冶赛迪大厦，荣获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一等奖等多项大奖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赛迪）是世界
500强、中国特大型央企中国五矿旗下中国中冶的核心子
公司，是国内钢铁工程技术的领军企业，也是代表中国钢
铁工程技术走向国际舞台的主力军，在“一带一路”承担着
多个重大工程项目。

中冶赛迪扎根重庆60年，是重庆市唯一具有工程设
计综合甲级资质的企业、重庆市唯一软件收入及电子信息

“双百强”企业、全国首批全过程工程咨询试点单位，积极
将在工业领域积累的技术、人才、体系、总承包管理优势向
城市建设领域拓展。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中冶赛迪全面响应和落实重
庆市委提出的“八项行动计划”，着力打造“未来城市解
决方案专家”，在智慧城市、城市交通、地下空间及综合
管廊、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生态景观、乡村振兴等多
个领域提供创造价值的专业化解决方案。

城市建设的整体解决方案服务者

十八梯是不少老重庆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道风
景。去年12月，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及周边基础设施综合
配套项目正式启动，中冶赛迪成为十八梯片区道路等相关
配套设施建设的总承包单位。

除了十八梯，中冶赛迪还承担了四川乐山高新区基础
设施及配套工程PPP项目，通过打造“总部经济、创新高
地、现代新城”三位一体的总部经济聚集区，构建乐山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在重庆九龙坡区，中冶赛迪正在打造集商
业、办公、购物、娱乐、餐饮、住宅配套于一体的大型城市综
合体项目，提升片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在城市规划和产业

规划方面，中冶赛迪还承担了两江新区十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规划及招商策略、市发改委智慧城市咨询规划、涪
陵新区高新产业规划等重点项目。

这些项目为何选择中冶赛迪？
“我们在工业领域拥有60年深厚的工程技术服务经

验，并将这些优势延伸至城市建设领域，依托多学科多专业
系统集成能力，提供从产业规划、业态规划、城市规划到投
资、开发、建设、协同招商、运营的区域建设开发的整体解决
方案，这是我们的独特优势。”中冶赛迪相关负责人介绍。

智慧城市的全方位方案提供者

智慧城市，是未来城市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当前，
中冶赛迪正以智慧城市（园区）规划为切入点，集成平台、
产品方法、大数据和云计算、自动化控制等，为智慧城市、
智慧园区、智慧校园、智慧社区、智慧楼宇、智慧能源、智慧
旅游、智慧政务等业务领域提供规划设计、投融资、集成总
包、建设实施、交付到运营全方位的城市级智慧化解决方
案和专项产品，取得成效。

如在智慧园区方面，两江新区互联网产业园是内陆地
区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和新兴科技产业互联网创
新高地。中冶赛迪为该产业园区提供从产业定位、规划、
设计、建设、产业培育到管理运营的全生命周期智慧园区
解决方案，实现了各个园区互联互通，助力智慧两江建设。
在智慧能源方面，位于江北嘴CBD中心的全球最大单体
江水源能源系统，嵌入了中冶赛迪智能化控制系统，对能
源系统进行智能分析和智慧调度，大大提高能源效率，技
术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此外，中冶赛迪还通过自主创新，研发了“云端大数
据”城市管理平台Q-TOUCH、精准招商平台“轻策”、智
慧工地产品“轻筑”、智慧城市建管产品等，积极推动智慧
化与城市建设运营管理的全面结合，引领城市智慧升级。

绿色建筑技术的先行研究者

中冶赛迪大厦被住建部评为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一
等奖，重庆轨道交通大竹林车辆段综合楼项目获评全国绿
色建筑创新奖三等奖，长安全球研发中心项目获国家三星
级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美国LEED NC金奖……
一直以来，中冶赛迪积极研究和推广绿色建筑技术，在重
庆拥有多项绿色建筑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体现了重庆市绿
色建筑的最高水平。

中冶赛迪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绿色建筑方面，公司拥
有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拥有绿色建筑技术研发、技术咨询、
规划设计、检测评估四大业务体系，拥有自然通风、采暖、
建筑声光热环境分析等多项专利技术和专项设计能力，成
立了绿色建筑技术中心，组建了清华大学-中冶赛迪绿色
建筑技术联合研究中心、重庆市人居环境工程研究中心、
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等绿色建筑科研平台，先后承担了
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十余项，主编和参编了重庆市《绿
色工业建筑技术与评价导则》、国家工程建设行业标准《民
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等。

装配式建筑是绿色建筑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冶赛迪
一直注重装配式建筑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牵头组建了国家
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部研究院，正在打造重庆市装
配式建筑产业基地，致力于实现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

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智能化应用的全流
程产业链，依托公司工程总承包能力，助推重庆装配式建
筑产业升级发展。

综合管廊建设的先行者

当前，建设综合管廊已成为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
以及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趋势，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
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强综合管廊建设，为各地综合管廊规
划、建设和管理指明了方向。

作为国家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中冶集团2015年成立
了全国第一家专业综合管廊技术研究院，是国家住建部城
市综合管廊技术推广支持单位之一，综合管廊施工长度已
累计达119公里，其中珠海横琴地下综合管廊项目是目前
国内规模最大、一次性投入最高、建设里程最长、覆盖面积
最广、体系最完善的地下综合管廊。

中冶赛迪是中冶集团在综合管廊业务板块的主力军，
能够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提供规划、咨询、设计、工程总承
包、投融资及运营的“一站式”服务，可担当政府决策阶段、
设计阶段、建设阶段、运营阶段的全生命周期智库。2015
年以来，公司先后承担了兰州、深圳、毕节、海口、连云港、
钦州等城市的地下综合管廊项目，采用PPP及EPC模式
建设的综合管廊累计超过100亿元。

其中，深圳市空港新区启动区综合管廊及道路一体化
工程是国内首条敷设有超高压500kV电力线路的综合管
廊，采用预制装配式管廊、机器人巡检等新技术；深圳空港
新城综合管廊二期项目全部位于建成区交通要道下，其舱
室数量、宽度、断面面积等均创深圳乃至全国之最，该项目
交通疏解、管线改迁设计难度巨大，沿线穿越河流、雨水箱
涵、地铁区间及站点数量众多，堪称综合管廊建设的百科
全书。

中冶赛迪承担的乐山高新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PPP项目效果图

揭牌仪式在中冶赛迪集团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