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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 2010 年度野成都市优质结构工程冶

荣获 2011 年野成都市优质工程渊芙蓉杯冤冶

荣获 2010 年野成都市安全文明工地冶

荣获 2011 年度野四川省天府杯金奖冶

荣获 2010 年度野四川省结构优质工程冶

荣获 2011 年度野全国用户满意工程冶

荣获 2010 年度野四川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冶

荣获 2013 年度野四川省工程勘察设计优秀奖冶

荣获 2010 年度野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冶

荣获 2015 年度野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冶

成都建工集团匠心铸造住宅类鲁班奖精品 院

观湖国际社区 8-11 栋及地下室工程

观湖国际社区

时代精品荫行业标杆
观湖国际社区位 于 成都
市双流区华阳镇锦江村袁由成
都建工集团三公司承建袁项目
于 2008 年 9 月 6 日 开 工 袁
2011 年 5 月 6 日竣工遥建筑面
积 80947.05 平方米袁其中地下
室 建 筑 面 积 为 18308.5 平 方
米袁地上建筑面积为 62638.55
平方米曰地下二层袁地上 11 层
和 34 层袁建筑高度为 33 米和
98.6 米曰建筑结构形式为框架
剪力墙结构曰设计使用年限 70
年袁 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为一
级袁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一级袁
抗震设计烈度 7 度遥 作为住宅
类获得鲁班奖的工程袁观湖国
际社区彰显了成都建工集团
在匠心筑梦路上袁 精益求精袁
打造高品质项目的初心遥
鲁班奖是我国建 设 工程
质量最高奖袁代表了中国当前
工程建设质量的最高水平遥 该
奖项的获得袁再次体现了成都
建工集团野建时代精品尧筑行
业标杆冶的品质理念袁进一步
巩固了成都建工集团在同类
建筑施工领域的竞争优势遥

规划管理荫过程控制
建筑是一门艺术袁作为城市的建设者袁务必精耕细
作方能创造和谐美好的人居环境遥 施工中袁成都建工集
团观湖国际社区项目部除了保证工期以外袁 更加注重
工程质量的保证袁开建伊始就把该工程纳入创优规划袁
并与项目管理团队约法三章袁 要求必须保证工程质量
一次成优遥
项目部积极贯彻野重事先策划袁强细部处理袁炼过程
精品袁铸鲁班工程冶的理念袁始终坚持样板引路袁对主体
工程尧装饰装修工程尧水电安装工程的做法都设置了样
板区曰每项工程均编制了专项技术方案袁以方案指导施
工保质量袁每个方案都经反复推敲袁保证每一个细节均
力争做到精益求精曰 对建筑材料尧 建筑成品进行全过
程尧全天候现场监督和检查袁坚决杜绝次品进入施工现
场曰通过开办野民工技渊夜冤校冶袁讲解施工知识和技术要
领袁不断提高作业队伍的施工水平曰制订了各工序尧各
环节的操作标准尧工艺标准和检查标准袁印发工序作业
手册袁便于作业人员掌握施工关键技术要点曰质量管理
人员跟班作业袁全过程监管施工质量袁对预埋件作业尧
混凝土浇筑等工序进行了重点监控袁 严格落实施工工
艺和质量标准曰强化过程管控袁实行定人尧定岗尧定标
准袁 所有工程验收都必须一次性通过且合格率达到
100%曰施工过程中袁认真做好相关资料收集尧整理工作袁
做到资料编目清晰尧查找方便袁内容详实有效尧可追溯
性强袁坚持将工人入场三级安全教育尧安全技术交底尧
安全质量讲评等活动与施工现场日常安全检查尧 隐患
整改尧违章处理等相结合袁强化安全监督管理袁最终实
现了质量尧安全野零事故冶和节能环保建设尧运行的目
标袁为获评野鲁班奖冶打下了坚实基础遥

攻坚克难荫技术领先

注重细节荫精益求精

工程存在六大难点院一是地下室基坑
开挖后袁施工场地极其狭窄袁现场施工组
织难度大遥 二是基坑深度达 10 米袁施工安
全保证是难点遥 三是基础筏板厚度为 1.7
米袁在施工过程中确保大体积混凝土无开
裂是难题遥 四是地下室管线种类多尧数量
大袁协调尧布线要求高遥 五是外墙面砖施工
面积达 7 万平方米袁保证外墙面砖的色泽
一致尧垂直度和平整度袁确保无空鼓尧不脱
落很关键遥 六是屋面花架总高度为 11 米袁
保证安全施工难遥
针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工程难题袁
成都建工集团观湖国际社区项目部开
展了 QC 小组活动袁逐一攻破难点遥 在
施工现场严格按照施工平面布置图进
行布置袁合理布置临时道路尧作业棚尧材
料堆放场尧仓库等袁缩短运输距离袁减少
占地面积遥 针对深达 10 米的基坑采用
复合土钉墙支护技术和深基坑监测技
术袁保证安全遥 优化配合比及综合的保
温及养护措施有效控制筏板混凝土不
开裂遥 通过二次深化设计保证了外墙面
砖的色泽一致尧垂直度和平整度袁确保 7
万平方米的外墙面砖施工面无空鼓尧不
脱落遥 对屋面花架总高度为 11 米部分
施工编制专项施工方案袁并将该方案组
织专家进行论证袁确保了施工安全和施
工质量遥
绿色施工方面院 工程坚持环境保护
技术尧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技术尧节水
与水资源利用技术尧节能与能源利用技
术尧节地与施工资源保护的技术等方面
着手绿色施工及管理袁外墙节能采用中
空玻化微珠浆料型外保温材料袁外墙门
窗采用断桥铝合金门窗中空玻璃袁屋面
采用挤塑聚苯板保温遥 给尧排水管采用
环保管材曰电线电缆均采用铜芯电线电
缆袁照明均采用节能灯具遥 靠房间一侧
的电梯间尧地下室有噪声的设备房间均
采用降噪隔音材料遥
带着争创优质精品工程这份责任感
和使命感袁成都建工集团技术人员坚持
科技创新袁结合工程实际袁成功应用了
建筑业 10 项新技术中的 9 大项 16 小
项袁积极开展 QC 活动袁自主创新技术
两项院野可周转止水对拉螺栓自防水剪
力墙施工技术冶尧野 预埋件防渗漏免修补
技术冶袁 分别取得四川省省级工法和国
家级工法袁整体水平达国内领先遥 在施
工中袁 项目部还进行自主发明创造袁取
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野混凝土构件冶
和国家发明专利野对拉螺栓组件及使用
该组件的剪力墙模具系统冶各 1 项遥

野精益求精冶是成都建工人
的坚持遥 细微处显品质遥 针对开
关尧插座尧排气孔等容易被忽视
的细小部位袁 成都建工集团观
湖国际社区项目部制定了严格
的施工细则袁尺寸精确到毫米遥
经实测实量袁 楼梯踏步极差小
于 2 毫米袁栏杆牢固曰滴水线尺
寸一致袁线型顺直曰工程共设 29
个沉降观测点袁 最大累计沉降
量为 10.3 毫米袁 最小累计沉降
量为 5.9 毫米袁曰 主体结构梁板
柱截面尺寸准确袁节点方正袁全
高垂直度最大偏差为 5 毫米遥
质量美观并举遥 为了完美
展示现代建筑外形的效果袁成
都建工集团观湖国际社区项目
部对外装修进行深化设计尧电
脑排版尧精心选材尧精细安装遥 7
万平方米房屋外立面瓷砖铺贴
整齐尧平顺尧搭接紧密袁檐口顺
直曰内墙面虽为普通抹灰袁但其
表面平整光洁袁阴阳角方正曰风
口尧检修口尧灯具尧烟感尧喷淋装
置都能排列在每块铝板的中心
位置袁 都达到了横成行尧 竖成
列尧斜成线的整齐美观效果曰水
泵房排水槽采用半圆弧设计袁
立管底托做工精细袁 设备软接
处桥架呈倒 45 度袁 规范美观曰
给排水尧消防尧空调等各类管道
排列整齐尧 标识清楚尧 安全美
观遥 正是有了建设者们一点一
滴的精雕细琢袁 才把难点做成
了亮点袁把细节做成了精品遥
如今袁 投入使用的观湖国际
社区袁各方面运行状态良好袁外观
质量一流袁 工程整体质量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袁 获得了业主的高度
评价遥 工程项目与周围环境互相
协调尧高度融合袁是住宅工程建设
与生态建设相结合的典范遥
中国建设领域至高无上的荣
誉要要
要鲁班奖袁记载了成都建工
集团的建筑施工实力袁同时也是
成都建工集团践行野筑广夏千万尧
创美好生活尧建绿色精品尧铸百年
辉煌冶企业使命的真实写照遥牢记
使命尧砥砺前行袁如今的成都建工
集团将再次踏上新征程袁用野鲁班
奖冶 精神继续谱写城市建设的新
篇章遥
渊彭方 成都建工集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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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袁是国家和地方政府调整建筑产业结构尧实现绿色转型升级的必由之
路遥 成都建工集团响应政府号召袁继率先建成首批野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冶要要
要青白江建筑
工业化生产基地之后袁始终坚持聚力创新袁推动新基地布局全川袁在全国装配式建筑发展领域
走出一条独具野成都建工特色冶之路遥 作为成都建工集团在建筑工业化板块的牵头实施单位袁成
都建工工业化建筑有限公司在成都建工集团推进建筑工业化板块发展的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遥
本刊就此袁专访成都建工工业化建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冯身强遥

成都建工工业化建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冯身强院

科技创新是推动建筑工业化发展之魂
科技筑梦
做西南地区建筑工业化的先行者

冯身强

男袁汉族袁1982 年 1 月生袁四川
成都人袁2004 年 7 月参加工作遥高级
工程师袁装配式建筑行业专家遥 现任
成都建工工业化建筑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袁 多个标准规范制定者和专利
发明人袁多次荣获四川省尧成都市科
技进步奖遥

叶四川住房城乡建设周刊曳渊下文简称野周刊冶冤院推行建
筑工业化尧绿色建筑是近几年建筑行业经常提到的词汇遥 近
年来袁 成都建工集团在推进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成绩
显著袁请谈谈您在这期间做了哪些努力钥
冯身强院根据集团安排袁我于 2015 年 7 月进入工业化
公司袁负责设计研发和技术质量管理工作袁主要从事建筑工
业化尧绿色建筑尧海绵城市等方面的技术研究和工程实践遥
经过三年发展袁 所在企业已成为西南地区建筑工业化行业
发展的引领者遥 作为来自西部地区的代表袁我们多次在国家
住建部或行业协会举办的全国性会议上介绍成都建工集团
发展建筑工业化的成功经验袁 一些工程案例和研究成果已
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研究制定建筑业发展规划尧 政策
的参考依据遥
一是坚持科技创新袁大力推进建筑工业化工程实践遥
三年来袁在装配式房屋建筑领域袁成都建工集团先后完
成了锦丰新城保障房工程 渊50%预制装配率袁52.3 万平方
米冤尧成都市第二尧三批公办幼儿园标准化建设项目渊共 182
所袁67 万平方米冤以及一大批开发商投建的房地产项目袁累
计装配式建筑面积已超过 400 万平方米袁 为成都市全面推
广装配式建筑打下了基础遥
在多个项目中袁 推行了装配式建造方式在市政工程领
域的广泛应用袁完成了成都市中环路尧三环路提升改造工程
渊装配式海绵城市道路冤尧 成都市高新东区道路提升工程
渊230 千米装配式农村道路冤尧 四川大学地下停车场下穿人
民南路隧道工程渊预制隧道冤等多个装配式市政工程袁拓宽
了装配式建筑技术的发展前景遥
今年袁围绕国家和四川省开展野脱贫攻坚冶和野厕所革命冶
要求袁在四川省住建厅指导下袁我们根据当地特点创新研发出
新型装配式低层建筑体系与产品袁在凉山州建成了首个野全装
配模块化绿色农房冶袁在成都市建成了首个野全装配模块化公
共厕所冶袁均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袁对下一步四川省全面推
进野脱贫攻坚农房建设冶和野厕所革命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遥
二是重视技术研发袁不断夯实建筑工业化标准体系遥
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袁根据上级安排袁我参与了国家住
建部叶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体系研究曳尧叶研究建立<装配
式建筑认证体系>曳尧叶装配式建筑品牌建设指南曳尧叶装配式
建筑示范项目技术规模化推广模式研究曳袁 四川省住建厅
叶四川省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行动方案研究曳尧叶PCF 体系施
工技术在预制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与研究曳等课题袁为政府
制定行业发展政策提供技术支撑遥
我积极参与四川省装配式建筑技术体系建设工作袁主
持或参与编制了 叶四川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程曳尧叶四川省城市桥梁预制拼装桥墩生产尧施工与
质量验收技术标准曳等 20 多本技术标准规范遥 三年来已主
持申请了 叶应用于海绵城市道路的渗排一体式路缘石曳等
60 余项国家专利袁撰写的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预制构件灌
浆套筒安装与质量控制技术研究曳 等多篇论文在核心期刊
上发表袁多项科技成果获得四川省尧成都市科技进步奖遥
成都建工集团和工业化公司分别被国家住建部尧 四川
省住建厅等部门评为首批 野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冶尧首
批野四川省建筑产业现代化基地冶袁并获得了野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冶尧野全国房屋建筑构件生产十强企业冶等荣誉遥

勇于探索
坚持创新与实践并行袁
助推企业发展
周刊院近年来袁无论是国家还是四川省尧成
都市都要求企业以创新驱动产业发展袁 在这种
政策背景下袁 成都建工集团作为西南地区建筑
工业化的先行者袁取得的成绩斐然遥 请您介绍几
个有代表性的创新项目钥
冯身强院近年来袁我们确实通过研发创新承
接了许多装配式建筑的工程任务遥 无论是新产
品还是新型建造方式袁 都得到了行业和政府主
管部门的高度肯定袁也为企业创造了新的市场遥
一是成都市中环路提升改造工程遥 我们将
装配式建造技术与野海绵城市理念冶相结合袁对
雨洪进行资源化和低影响化的管理遥 项目构件
实行个性化定制袁在工厂进行标准化生产袁不仅
大大节约了成本袁缩短了工期袁还实现了绿色环
保袁对防止城市内涝具有重要意义遥 该项目已荣
获 2016 年度野成都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冶袁其延伸
技术已在成都市三环路尧 成渝路等多个市政工
程中推广应用遥
二是博世包装技术渊成都冤有限公司蒲江电动
工具厂房项目遥 该项目是世界 500 强企业野博世
bosch冶在中国的首个全装配式工厂袁也是四川省
首个全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厂房袁项目整体预制装
配率达 90%以上袁主体结构施工仅耗时 40 天遥 我
们完全依靠自身力量采用 BIM 技术完成深化设
计尧构件生产和装配施工袁实现了成都建工集团首
次采用 EPC 方式完成装配式建筑的建造遥
三是野全装配模块化绿色农房冶样板项目遥
成都建工集团主动融入国家脱贫攻坚大战略袁
在四川省住建厅指导下袁突破既有技术瓶颈袁创
新研发出适应凉山州地域特点的新型全装配式
薄壁混凝土结构农房遥 项目共使用预制构件 152
件袁其中墙板 89 件尧楼板 7 件尧梁 41 件尧柱 18
件遥 所有构件均在成都工厂生产袁分 2 个批次运
送至凉山州喜德县拉克乡干拖村现场安装遥 安
装中采取全干式连接袁无需模板和脚手架袁大幅
减少湿作业袁节约施工现场用水尧用电和材料袁
减少扬尘尧噪音尧水污染和建筑垃圾遥 项目仅用
时 4 天即完成农房主体袁 不到 10 天交付使用袁
是西南首个全装配式薄壁混凝土结构建筑遥
四是依据四川省住建厅推进野厕所革命冶要
求袁研制出全省首个全装配模块化公共厕所遥 项
目位于成都市迎宾大道袁 建筑面积 53.47 平方
米袁采用墙尧柱尧梁等 3 大类尧10 个标准型号共
72 个构件袁装配率近 100%遥 我们运用了野新理
念尧新工艺尧新材料尧新技术尧新设备尧新模式冶六
大创新元素进行研发建设袁是西南首个采用野全
装配板墙结构+装配式装修冶工艺建造的野厕所
革命冶试点项目遥 项目总工期仅耗时 10 天袁其中
主体结构仅 1 天便安装完成遥
渊李赛凤 成都建工集团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