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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项目困难重重，所
以遇到的很多问题我们只能创造
性地需求解决方法。”戴成亮介绍，
项目F展区屋盖平面长度达325米，
最远柱间距大于300米，属于《抗
规》规定的平面投影尺度很大的空
间结构，设计上选择采用梭型桁
架。对于这种平面超长的复杂结
构，地震波的行波效应显著，施工
前对桁架进行地震反应模拟，多点
输入地震反应分析，调整预应力取
值，保证了结构稳定性。

项目还利用BIM技术，结合
装饰装修综合点位，对机电管线
进行综合排布，指导现场安装及
预留孔洞，避免与装饰装修工程

碰撞。同时，幕墙和双曲面穿孔铝
板吊顶施工时，利用BIM平台测
量机器人，引入放样机器交互式
放样、三维激光扫描仪点云扫描，
模拟施工双曲面穿孔铝板及幕墙
安装，避免多专业碰撞问题。

西博城项目由A、B、C、E、F五
个标准展厅加一个D馆多功能厅
组成。各展馆主要由地下钢柱+地
上框架结构+屋盖结构组成，总用
钢量16万吨，超过“鸟巢”用钢量。
这样的结构就决定超大空间博览
建筑钢结构施工难上加难，为此，
项目管理团队利用大跨度大面积
双层网架仿真模拟分析和整体同
步提升施工技术。

项目工程网架均为曲面网
架，高差大，起伏变化大，网架分
块后，利用十字拼装胎架进行拼
装，胎架可重复周转使用，大大减
少了施工措施投入量，降低了施
工成本，加快了施工进度。

通过多种施工综合技术在项
目的应用，形成20项论文，2项发明
专利，10项实用新型专利，12项工
法。且论文已在相关核心期刊陆续
发表，专利已初始授权，工法已全部
公示通过。同时，该工程已获得2015
年度“钢结构金奖”、“AAA级安全
文明工地”、“四川省优质结构工
程”、“四川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
范工程”、“成都市优质结构工
程”、“优秀QC成果奖”、“全国工
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成都
市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
BIM获奖证书”等荣誉41项 。

西博城原建设项目部管理团队赢得“铁军”称号

随时准备着为新区项目吹响“集结号”
天府新区

追梦人追梦人公园城市

主管规划、报建的管理工
程 师 钟 显 负 责 项 目 首 、尾 工
作，相比其他的项目，西博城
项目对钟显的考验来自于项
目时间紧张。“一方面这个项
目受到各级领导重视，对我们
要求也很高，另外一方面，项
目的工期十分紧张。”钟显介
绍，在项目设计阶段仅设计图
都经过了上百稿的甄选，大大
小小的方案讨论会开了几十
次。“应该说，这个项目从头到
尾都是硬骨头，每个人都遇到
了无数的困难。”

第一次来西博城项目工地
时，负责设计管理的管理工程
师汤新被吓傻了眼。“别说开车
了，走路来都很困难”，汤新说，
当时没有路，没有水电气，现场
办公就在板房内，吃饭都不好
解决，常常只能泡面和吃盒饭
对付。汤新最长一次加班是连
续八周无休。

在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
院的支持下，经过数十次的修
改，确定了项目在设计上最大程
度的尊重原始地貌，结合现状山
体形成独具特色的景观环境，采
用双层展馆方式，确保展览效
率，且最大限度的节约用地。场
馆整体外观呈“V”字型延伸，以
多个“U”字形为基本单元，用飘
带型的公共交通大厅串联起来。
整个高低错落的线性形态与北
区规划馆的布置及北边已规划
的发展项目相连，形成了富有韵
律的空间形态，寓意四川优美的

山水形象。设计中还融入了锦、
秀、山、水等四川本土元素，营造
出“水浣蜀锦”的建筑意境。

项目还融入海绵城市“渗、
滞、蓄、净、用、排”理念，对室外
场地进行设计，21.5万平方米室
外展场，均采用透水混凝土，通
过优化分仓缝、混凝土配合比、
排水沟，减小了透水混凝土开
裂的几率，降低了经济成本，增
强了排水效果，补充了地下水
源和生态湿地水系统，实现了
雨水的可再生利用，同时采用
透水混凝土有效的消除地面上
的油类化合物等对环境污染的
危害，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据原管理工程师刘奎介
绍，西博城为西部地区规模最
大、设施最先进的展会中心，大
量人、车通过城市交通系统进
入场馆。在设计上，私家车、出
租车、团体大巴等均设有单独
的交通流线。利用地下空间，大
规模展馆与下穿博览城隧道穿
插施工，此项施工是我国大型
展馆与隧道穿插建设的首例，
隧道从B、C展馆穿插而过，串联
展厅地下停车场、公共地铁和
展馆，解决了大量人流、车流的
到达和疏散问题。

“这个设计方案设计到的专
业太多，机电、土建、专项装饰
……每一项都有大学问，我已经
不记得开过多少次专题讨论会、
跑过多少次现场了。”汤新笑着
说，所有的项目车都被剐蹭过底
盘，那也是我们的“功勋章”。

“实话说，这个团队还是能打
硬仗”，戴成亮回忆，在人手有限、
工期紧张、施工技术难度大等困
难面前，团队的成员没有抱怨，而
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把不可能
变成可能。

电气管理工程师许翔宇告诉
记者，最开始，西博城周边没有变
电站，协调的一处变电站与西博城
之间没有通道。“变电站大概是在
西博城的六七公里外，与西博城之
间隔着鱼塘、山坡、荒地。”许翔宇
说，没有路，就自己建，遇山挖山，
遇水填土。抢了几个月的工期，把
通道抢出来，保证了项目用电。

与许翔宇有着同样感受的还
有项目经理陈良。“因为项目太大

了，走上一圈都要耽搁不少时间，所
以我们建立了QQ群和微信群，方
便及时解决问题。”陈良说，从建立
联络群起，从早到晚就没有停歇过。

“当时在多功能厅，冷却塔的安装就
困难重重。”陈良介绍，以前这种情
况是可以利用大吊车从外面跨过
建筑后直接安装，但西博城项目因
为其自身结构的原因大吊车进不
去，小吊车吊不起来。看起来也是一
个小问题，里面也有很多门道，西博
城建设者们都出了好多个方案。最
后，大家采取了多台小吊车协作，多
个步骤安装的方式，在不破坏周边
建筑的情况下，将冷却塔安装完毕。

西博城展馆内无立柱的设计
让不少人称赞，但这样一来屋盖的

承重由新型大跨度预应力梭形桁
架完成，展馆的“四肢”由715根方
柱、514根圆柱、126根梅花柱组成，
立于屋檐下方，撑起总建筑面积57
万平方米的西博城。“我们对钢构
件节点进行加厚处理，钢柱柱脚增
加底座和柳钉，增强了结构的刚
度、强度及稳定性。”无柱设计使展
馆采光和视觉效果达到最佳，最大
化实现场馆可利用空间，整个场馆
透露着浓郁的现代主义色彩。

在工程进行混凝土浇筑的时
候，陈良和监理方整夜守在工地
上。2015年春节，第一批桁架进行
安装，为了抢工期，工地并未停
工。“我们近一点的还回去吃了个
团圆饭，远处的就都守在了工地
上，有的人连着两年都没有回家
过年。”陈良说，当时最忙的时候
43台塔吊，6000人同时施工。“特
别不容易，但是我们做到了。”

项目交付后，西博城原建
设项目部的成员现在都已经奔
赴到新的工作岗位上。不过，当
西博城遇到重大展会的时候，
团队的成员又集结到一起，全
力保障展会的召开。

“当时首展的时候，好多北
上广的专家都为我们担心。”项
目管理工程师莫华荣告诉天府
之声记者，项目经受住考验，取
得了成功，他们由衷为之骄傲。

“这是我到天府新区后负责
的第一个项目，我就跟看着自己
的娃娃一样，看着它一天天成
长。”负责内业的何蓓被大家笑称
是项目的“大总管”，而她以前却
并没有接触过工程项目。如今，她
和汤新继续负责着西博城的运
营，“从一个土坡坡到今天气势磅
礴的西博城，我们没有被困难吓
倒，而是迎难而上。我们团队真的
特别棒！”她表示，如今虽然换了
工作岗位，但对西博城的感情却
越来越深，同时，团队的敬业精神
也感染着她，如今，她把这种敬业
的精神带到了新的岗位上。

造价管理工程师袁莉表示，
这个项目工艺设计很复杂，所以
对成本的控制很难。“大家都有
不同立场，甚至也产生过一些小
分歧，但好的是，大家总体目标
高度一致，有问题就解决问题，
效率非常高。”她说，自己参与这
个项目也感到由衷自豪。

戴成亮表示，正是由于有
管委会领导的科学决策，各部
门的过程指导和跟踪服务，集
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怀，集
团各部门特别是合约部、总工
办、质安部等部门的通力合作
和过程服务，西博城项目部全
体同事才能轻松上阵，心无旁
骛的扑入工作中。同时从开建
那天开始，西博城项目部就立
下了规矩，不要把自己当甲方
看待，要以服务的心态投入工
作才能高效的解决问题，工作
中必须有担当 ，事不过夜的积
极解决问题，严禁吃拿卡要，否
则会把自己推向各参建单位的
对立面，不利于工作的推进。

天府之声记者龚靖杰
摄影记者 钟劼霓

“只有偏执，才能创造卓越。”工
程管理师凌建说，西博城项目要建
成西博会永久会址，第一个要求就
是安全和品质过硬，其次，外观和装
饰效果也要能够满足长时间的需
求。因此，设计方案进行了几十轮的
修改，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成本。

“你看，对这个小山坡，我们都
修改了7次设计方案。”凌建指西博
城全景图中V字中间的那个小土
坡说，当时这个小山坡的设计在设

计稿中并不能呈现出来，只能在现
场进行设计。“也许别人会觉得随
便把土堆一堆就好了，但我们认为
它也是项目的一个部分，不仅在外
观上应该与西博城和谐，在功能上
也要有呼应。”对此，好多人并不理
解，他笑着说，团队确实就是一群

“偏执狂”。现在，当凌建看到小土
坡呈现出来的整体效果的时候就
会感谢当年的坚持”。

这种偏执让监理单位的负责

人窦绪桥也感受深切。他说，以往
的一些项目都是先建设再验收，
不合格再返工。不过，西博城项目
上甲方主动提出要将监理贯穿始
终。“这么大的体量我们耽搁不
起，一返工就意味着耽误工期，所
以我们就把工程的监理细化到很
小的部分，一旦发现有问题，就立
即提出来，协调组织新的方案，直
到问题完全解决。”窦绪桥认为，
这个工程能够拿下无数的奖项，
就因为整个团队的偏执。“他们对
自己的要求很高，不放过任何一
个小问题，就是靠着这种坚韧和
偏执，才能啃下这块硬骨头。”

对安全和品质的“偏执”
一个小土坡的设计修改了7次

一开始连路都没有
所有项目车都被剐蹭过底盘

变不可能为可能
有人两年没有回家过年

创新技术克服重重困难
项目荣获多项专利和荣誉

参与西博城建设

我骄傲！

西博城原建设项目部管理团队

西博城馆内极具现代感

西博城已经成为成都新地标

33月月11日日，，成都天投集团西博城原建设项成都天投集团西博城原建设项
目部副部长戴成亮和原项目目部副部长戴成亮和原项目部管理团队一行部管理团队一行
人又回人又回到了西博城到了西博城。。其实其实，，这并非团队在西博这并非团队在西博
城项目交付之后第一次回到西博城城项目交付之后第一次回到西博城，，但这一但这一
次次，，他们却有不一样的心情他们却有不一样的心情。。22月月1414日日，，中国建中国建
筑业协会公布筑业协会公布20182018--20192019年度第一批中国建年度第一批中国建
设工程鲁班设工程鲁班奖奖（（国家优质工程国家优质工程））获奖名单获奖名单，，由成由成
都天投集团建设的西博城项目荣获鲁班奖都天投集团建设的西博城项目荣获鲁班奖。。

天府之声记者了解到天府之声记者了解到，，同样体量的重大同样体量的重大
项目管理团队往往多达上百人项目管理团队往往多达上百人，，而西博城原而西博城原
建设项目部管理团队仅建设项目部管理团队仅1313人人，，因此因此，，外界将他外界将他
们称之为们称之为““铁军铁军”。”。戴成亮表示戴成亮表示，，虽然原项目部虽然原项目部
的成员现在分散在集团的各个岗位上的成员现在分散在集团的各个岗位上，，但只但只
要新区有需要要新区有需要，，他们随时可以他们随时可以““集结集结””起来投起来投
入项目建设中入项目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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