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5
2019年1月18日 星期五

责编 谢兵 图编 张路
美编 黄明强 责校 蒋国敏慢生活 慢新闻深阅读

一分钟停辆车
国内首个新型智能停车库在南岸区投用

作业时像猴子爬树
据介绍，空中造楼机施工

平台是中国工程师的独有发
明。承力件就像造楼机的手
脚，液压油缸负责提供动力。
大楼墙体变成攀岩墙，核心筒
中央墙体也自然形成两部楼
梯。造楼机驮着负重，像猴子
爬树，一层层向上攀爬。

四天盖一层楼
独家探秘建设458米重庆第一高楼的巨无霸

最近一周，上
海、浙江、陕西等地
商业人士纷纷来到
南岸区江南新城中
国智谷·重庆科创中
心，考察一种有别于
传统的停车系统
——全国首个平面
斜置式智能停车库。

平面斜置式智
能停车库有何特
点？昨日，记者驾车
来到现场体验并进
行了采访。

重庆晚报-上
游 新 闻 记 者 李
琅 文 钱波 摄

458米高的重庆
在建第一高楼渝中区
化龙桥万科超高层项
目，脚手架可以自己
爬楼——具有世界先
进水平的空中造楼
机，已经悄然来渝。

前日，重庆晚报
记者来到化龙桥万科
超高层项目工地。“这
个有啥子好稀奇的
嘛？”或许是看习惯
了，工人们对造楼机
并无太大惊奇。原
来，工人们去年底就
亲眼看到了造楼机如
何一步步安装、提升。

重庆晚报-上游
新闻记者 夏祥洲
毕克勤 通讯员 蒋
添钰 陈艺伟 摄影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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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不打方向盘不倒车
停车：进场，取卡，系统启动程

序，停车架移到通道平放并伴有语
音提示。把车开到停车架上，熄火，
离车，在停车架旁识别器刷卡确
认。停车架升起，30秒内趋于斜置。

取车：在识别器上刷卡确认，停
车架30秒内移出放平。开车到出
口处插入卡片，离开停车场。

特点：没有打方向盘或倒车动
作，停车取车时间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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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如何？
千米高空8级大风平稳施工

远看造楼机，就像盖在楼顶的一个魔
术帽子。伴随着帽子魔术般升起，大楼也
一天天长高。

据了解，1月4日，经过4小时同步提
升，中建三局三公司西南分公司承建的重
庆万科超高层二三期项目空中造楼机完
成首次顶升。

“3万吨钢筋，7万吨钢结构……”项
目执行经理巩生龙介绍，空中造楼机是网
名或昵称，学名是少支点大行程高能力低
位顶升钢平台模架体系。建设458米超
高楼的物料和装备，总共四五十万吨，对
于施工平台的稳定性和承重力都提出了
高要求。“我们使用的造楼机，内部有6大
系统，包括钢结构平台系统、液压油缸顶
升系统、安全防护系统等。”

据介绍，项目顶模设计采用六支点形
式，由6个额定顶升能力均为400吨的油
缸同步顶升作业，12个钩爪也会牢牢抓扣
在墙面上，为处于百米高空的造楼机安全
保驾护航。即使在千米高空、8级大风中
施工，也能平稳进行。

效率有多高？
世界第三大，四天盖一层

造楼机造价千万级，到底有些什么好
处？巩生龙粗略一算，至少4个优点。

安全性好：内外安全防护完善，形成
全封闭作业环境，自动化程度高。

施工速度快：支撑点低于新浇混凝土
2到3个结构层，承载力高，大大提升流水
作业效率。4天一层施工速度，代表中国

超高层建筑施工最新技术，在全世界
也处于领先地位。

承载力大：钢平台系统为核心
筒施工材料、机械设备提供堆

场，承载力大，材料转运效
率高。整个造楼机钢平台

设计总面积约1415平方米，模架总用钢量
约1280吨。顶升能力安全系数2，顶升能
力2400吨。查阅公开资料，这是中国第三
大空中造楼机，因为国外没有，自然也是
世界第三大。

适应性强：针对不同核心筒结构体
系，可以灵活选择支点位置布置钢平
台，避开劲性结构，为伸臂桁架预留吊
装洞口。

看上去很小？
1200平方米只是核心筒截面

据介绍，该建筑创新应用造楼机技
术，进行核心筒竖向结构施工。把施工竖
向结构模板及操作架悬挂在钢平台以下，
采用大行程、高能力液压油缸和支撑立
柱、箱梁作为模架的顶升与支撑系统。液
压油缸一次性顶升一个结构层高度，通过
支撑在核心筒预留洞口处或连梁上支撑
系统顶升其上部钢平台系统，带动模板系
统和挂架系统一同上升，完成竖向混凝土
结构施工，每层楼施工1200多平方米。

记者现场探访发现，被造楼机帽子盖
住的区域，只是超高层建筑的核心筒，里
面是大楼的电气系统、消防系统、电梯系
统等。核心筒平面为梭形，外墙由两段圆
弧形墙体对称组合而成，内隔墙将核心筒
分割成12个腔体。外墙外边线随楼层上
升逐渐内收，低区域核心筒标准层平面面
积约1220平方米，随楼层上升标准层平
面发生两次较大变化后，面积减小至
1030平方米，施工难度极大。

核心筒外面还有一圈外框，由外框楼
板、外框筒、玻璃幕墙等组成，是未来的办
公区域。外框筒直径2.8米，由型钢包裹，
内部安放钢筋笼并浇筑混凝土。

这么高的建筑，造楼机每层只修1200
多平方米是不是太可惜？“相比普通住宅，
超高层建筑实际使用面积比例其实是比较
低的，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公摊面积比
较大。”巩生龙介绍，核心筒面积和外框面
积基本相当。总面积上，外框略大。

要求很严格？
鸟巢工匠考试合格才能上岗

下午2时多，在造楼机顶部平台，除
了物料吊车操作员、电梯安装工外，看不
到多少施工工人。即便在核心筒内部，也
只有三四十名工人在绑扎钢筋。

据介绍，整个施工模块化，技术含量
高，造楼机平台日常施工工人只有五六十
人。由于劳动强度相对比较低，工地上随
处可见女工身影。

又因为采用钢结构较多，整个工程对
焊工的需求和技术要求很高，该项目引入
了参与建设鸟巢的焊接工匠。“也不是所
有参加过鸟巢球焊的焊工都行，还要组织
考试，考试合格方能入职。”巩生龙说，这
是他参与建设的第一栋超400米建筑，所
以采用比设计标准更严的要求。

都是年轻人？
高度智能化操作简单化

记者发现，在这个由世界顶尖技术集
成的造楼机现场，不管是管理人员还是一
线工人，都是清一色年轻人。操控造楼机
的机长，是个毕业一年半的职场新人。

他们能胜任么？“完全胜任！半点问

题都没有，有问题也能解决。”项目执行经
理巩生龙回答很干脆。

他的自信，一是来自强大技术团队的
支持。据介绍，造楼机拥有不少独创技术
以及技术集成，由中建三局自主研发，在
研发时已经考虑到智能化和操作简单
化。具体施工中，只需要根据具体情况，
设置好环境参数等信息，摁下按钮就可以
工作。

“超高层建筑施工，一个细节没想到，
几乎就是灾难，整个项目都将成为无解难
题。”巩生龙说，提升他的自信心的另一关
键，是该技术已有多次成熟运用经验以及
累计经验带来的技术升级。该装备此前
已在北京第一高楼——528米中国尊、江
苏第一高楼——450米苏州国金中心等
多个超高层项目中成功运用。

即便有这些保障，刚毕业一年半的机
长又如何胜任？据介绍，机长何建军毕业
于北京化工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专业，具有3个项目的施工经验。重庆
项目是他的第二个超高层项目，当机长前
接受过模拟和实地操控培训。

“很荣幸，只有在中国，我才能在这么
短时间内得到这么多项目实践机会。”何
建军说，此前集团公司接待外国建筑专家
团队，让他自豪的是，绝大多数外国专家
也羡慕他有这么多的项目实战经验。

32度倾斜车子不滑落

据了解，江南新城中国智谷·重庆科创
并未将地下停车库全部设置为平面斜置式，
只是腾出近400平方米区域作为示范点。

记者驾车进入示范区域看见，智能停
车库车位40个，停车架整齐排成4列，小
车斜置停在车架上。

重庆盛捷高科技有限公司属南岸区重
点扶持高新科技企业，也是该系统的自主
研发方，拥有侧移式停车系统、具有充电功
能的固定式斜停车架两项发明专利，具备
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该公司技术部部长
杨洋介绍，这里的停车架倾斜角度一般在
28度至32度，根据不同层高车调整，目前
调试倾斜角度为32度。

停在架上的车辆会滑落吗？杨洋说，
斜置式停车倾斜角度，相当于车辆正常在
斜坡上停车的角度，能保证停车安全。即
便车辆本身制动效果不佳，每个停车架还
有挡板保护，目前只满足小轿车停放。

车技不熟练也不用担心

据了解，这种停车系统核心部分主要
由控制系统（相当于眼睛耳朵）、调度系统
（大脑）、液压系统（动力）、道闸系统（识别）
等组成。

作为一名驾车多年的女记者，体验后
第一感受是，这种停车方式适合车技不熟
练的人或女司机尝试。因为，侧方位停车
和倒车入库环节，在这里都省了。

记者体验发现，停车取车都只要一分
钟，停车费和传统车位一样。

目前示范区域仅40个车位，停车架自动
移出，具体停车位置一目了然。如果该系统
运用到大型商场和住宅小区，车位变多，车主
如何快速前往指定地方停车或取车？杨洋介
绍，大型停车库入口、通道、出口等节点配套
设置LED显示屏作引导。如果车主忘记停
车位，可在任一刷卡设备（包括停车架旁刷卡
器）查询，LED显示屏会启动导航功能。

8个探测仪感应探头防意外

据悉，每个停车架装有8个探测仪和
感应探头，实时监测车辆位置和周边环
境。记者体验发现，车辆规格如果不符合

标准，停车架不会自动
移出放平。如果监测到
周边有人和车辆通行，
停车架自动停止作业，避免
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

突然停电怎么办？记者了
解到，该停车场目前有两种应急
方案，一是通过发电机发电，二是通
过手动液压站发电，也就是通过手动操
作使得停车架运行。如果该技术广泛运用
到商场、医院和小区，车库管理方将指定专
业人员掌握相关应急技术，这是必不可少
一环。

记者了解到，示范区域原有24个平面
停车位，采用平面斜置式智能停车系统后
达到40个。在不增加面积情况下增加车
位，为解决停车难问题提供了新途径。值
得一提的是，这些停车架还配有充电桩，适
合新能源汽车停放充电。

据了解，一个标准平面车位需要的长
度大约6.2米，如果修建一个两层高机械停
车库，需要的高度至少3.6米。斜置智能停
车位只需3.3米长度和2.8米净空，占用的
空间比单纯的平面车位和双层机械停车库
均少，可以广泛运用在老旧小区、商场、医
院等车位紧张的地方。

平面斜置式

空中造楼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