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8日凌晨，海淀区海淀街
道芙蓉里社区（西区）解封了。 自
10月24日该社区 （西区） 封控以
来，一直牵动着大家的心。中关村
街道航天社区的社工殷嘉， 作为
芙蓉里社区的一名居民， 在自己
社区封控管理期间主动报名，穿
起防护服， 成为了疫情防控志愿
者中的一员。

小区封控管理后， 社区居民
的生活物资都由专人专车运送到
小区门口，再由志愿者分发到户。
10月25日，在家等快递的殷嘉，在
窗户里看到身穿防护服的“大白”
蹬着载满物资的三轮车从小区外
进来，一群“大白”在后面跟着，手
里还提着东西。 他们的身影越来
越近，虽然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但
从身形上依然能看出他们当中有
几个是年轻瘦弱的小姑娘。 到了
楼门前， 他们每人拎起几包鼓鼓

的购物袋或搬起几个箱子缓缓地
进楼门。身为社工的殷嘉知道，这
些人是社区社工和志愿者。“面对
疫情，小女生们尚且不怕危险，如
此卖力，我身为一名退役军人，怎
么能袖手旁观呢！”殷嘉说。

经过搜寻， 殷嘉在网上找到
了志愿者报名方式， 通过考核成
为了芙蓉里社区的一名志愿者。
在成为志愿者的第一天， 他看到
了数以百计像他一样的志愿者为
家园的正常运转忙碌着。 他们有
的接着问询电话； 有的忙着送物
资；有的在社区门口值守……“在
疫情和困难面前， 每个居民都应
该站出来为小区做一些事情，我
本职工作就是服务社区， 深知防
疫的重要性和社区工作的不易，
更应该站出来保护自己的社区和
家人。”殷嘉说。

社区工作的经验让殷嘉的志

愿者工作如鱼得水。 “您好，我是
社区防疫工作者， 请问您和家人
是否都进行了核酸检测？ ”“您好，
居家隔离也别忘了注意防护。 ”礼
貌的敲门、隔门的询问，一家一户
地登记， 耐心地为居民讲解防疫
政策， 殷嘉把本职工作中积累的
技巧和知识灵活地应用在志愿者
工作中。

确诊病例居住的居民楼，需
要对住户进行集体转运， 殷嘉主
动请缨担任起了转运工作。 在楼
门前的他，认真维持转运秩序，协
助居民们搬大件行李， 虽然汗水
把防护服里的衣服湿透了， 他也
毫不在意。

除了芙蓉里社区的志愿者工
作， 在中关村街道航天社区的本
职工作，他也没有落下。社区微信
公众号发布、 电话核实数据……
这些可以远程操作的工作， 在他

眼里都是力所能及的。“中关村街
道同在海淀区， 防疫工作任务之
重可想而知， 能多为社区做点工
作，减轻点防疫负担，是我义不容
辞的职责。”殷嘉说。

每天忙碌的工作让殷嘉分身
乏术， 鲜有人知他的母亲刚刚做
完手术， 还有个不到两岁的孩子
要照顾。 然而对丈夫投身社区防
疫工作的选择， 妻子十分理解和
支持。 “我的爱人深知防疫工作的
重要性， 她说家里的事都交给她
就好了，让我好好协助社区，她的
理解和支持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
干劲。 ”殷嘉说。

提到对未来的期许 ， 殷嘉
说 ： “我真心希望在疫情之后，居
民们可以摘掉口罩走出家门过一
次邻里节。 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
子， 我希望在做志愿者的日子里
跟身边老党员多多学习， 以后也
像他们一样面对危难勇于第一时
间站出来，承担社会责任。接下来
的日子里，我会与区、街道及社区
的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们一起，为
社区防控筑牢防护网， 守护好社
区和家人的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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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十多年间， 数十项专利技术
和发明从他手中诞生———城市轨
道交通地下车站通风空调多功能
设备集成系统、 城市轨道交通地
下车站设置的可开闭新型屏蔽门
的通风空调系统、 城市轨道交通
地下车站无冷却塔式通风空调系
统……他就是北京城建设计发展
集团党委书记李国庆， 被职工们
誉为地铁通风空调系统领域的
“技术达人”。

今年年底，北京将要开通9条
地铁线（段），其中，11号线西段将
直接服务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 根据服务奥运的实际
需求和绿色奥运、 节能减排的办
奥理念， 李国庆主导制定了本线
分区环境调控设计的原则和标
注，并跟踪落实。

降低能耗
为土建工程造价节省上亿元

李国庆出生在北京， 在河北
徐水商庄村长大。当年，他以全县
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进
入热能工程系暖通空调专业学
习。空调是什么？家里唯一上过大
学的表姐夫告诉他， 就是让屋子
变凉快的设备。 李国庆一听挺高
兴：“那挺好，我怕热。”就这样，他
与空调行业结下一辈子的缘分。

1990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李
国庆进入北京城建设计院从事地
铁暖通设计工作。 在参与北京地
铁5号线的建设中，他在行业内一
战成名。 “我国地铁通风空调技术
起初基本是‘抄’西方国家技术、
‘抄 ’地面建筑技术 ，采用做 ‘加
法’的方法，将隧道、车站公共区、
设备管理用房等区域的通风系
统、制冷系统简单叠加。 这种‘加
法’造成地铁通风空调系统投资、
占地、能耗等各项指标居高不下，
单公里的综合造价少则七八亿
元，多则十多亿元。 ”李国庆说，
“地下空间寸土寸金，地铁车站通
风空调系统决定着地铁工程的规
模、 造价以及建成后地铁的运行
能耗。研究地铁投资、规模和能耗

能不能降， 首当其冲是空调占地
能否压缩。 ”

当北京城建设计研究院接到
北京地铁5号线的设计任务后 ，
李国庆感到机会来了。 他提出，
把传统负责车站空调的空调机组
拆掉， 将空调机组部件与负责隧
道的风机两个系统有机结合在一
起， 并根据地铁的特点设计研发
出新设备， 安置在原本闲置的地
铁通风道里。 将 “风” 与 “热”
有机结合， 地铁在排风的同时就
能带走运行产生的余热等垃圾。
通过 “加法” 变 “减法”， 为压
缩车站长度创造了条件。

最终， 5号线用上全新的空
调系统， 车站比传统设计缩短了
20米。 很快， 10号线、 4号线也
都用上这套空调集成系统， 仅5
号线和10号线一期38个站土建工
程造价就因此省了1.9亿元。

奇思妙想
成功改造地铁旧线路空调系统

北京地铁1号线和2号线在建
设时均未安装空调和预留相关设
备安装空间 ， 夏天乘坐闷热不
堪。 2004年， 北京市对这两条地

铁线进行改造， 增加空调设备，
这个担子落到李国庆肩上。

问题的根源是显而易见的，
两条地铁老线没有预留空调设备
的安装位置。 到哪里找空调设备
的空间？ 风道又安装在哪里？ 李
国庆想起了广州江南西站的做
法。 由于地形所限， 江南西站洞
区和站台区特别的狭小窄仄， 无
法安置体型巨大的风道和空调
箱， 以往的地铁暖通空调系统设
计经验根本无法实施。 李国庆和
设计团队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系
统， 将占地面积大的集中通风空
调机房分散为若干个占地面积小
的机房， 利用暗挖施工的拱形结
构特点， 把废弃的空间布置成机
房， 将风机盘管布置在拱形结构
上部和站台一侧侧面的废弃空间
内， 空调冷水直接送入盘管， 新
风则通过专用风管送入车站。

北京地铁1号线和2号线也使
用了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法
子，风机盘管就“藏”在站台吊顶
上面。 “下一轮改造我们考虑把通
风空调和装修结合起来， 风机盘
管和吊顶合二为一， 这样可以进
一步节省空间，扩大效能。 ”李国
庆说。

自主创新
让乘客体感更舒适

从业以来， 李国庆从未停止
创新的脚步， 他适时转变研究目
标对象， 即从乘客个体对温度的
感知角度启动新的研究。

目前， 地铁空调系统一般采
用固定热舒适模式， 即地铁车站
站厅、 站台等不同功能区域的空
调控制温度标准是统一的， 这种
模式对乘客的舒适度服务性不
强，也不利于控制能耗。 “炎热的
夏天， 当乘客从38摄氏度的室外
进入26度的站厅后， 瞬间的冷气
扑面而来，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
甚至对健康不利。 ”李国庆说，“我
们结合地铁乘客流动性特点，建
立了地铁乘客动态热舒适自适应
(aPMV)理论，使热环境中人体热
舒适预测精度提升20%以上。 ”

在此理论基础上， 针对地铁
车站出入口通道、 站厅、 站台以
及车厢等不同功能区的特点， 进
一步将地铁车站内不同功能区域
按照人员停留时间进行动态分
区， 建立按不同舒适等级确定设
计温度、 湿度的技术路线， 在满

足乘客动态热舒适前提下， 有效
降低空调系统装机容量， 极大地
节约了地铁系统初期建设投资和
后期运营维护费用 。 “通俗而
言， 这套系统为地铁空调控制系
统装上了 ‘智慧大脑’， 它可以
自动采集室外温度数据， 并根据
室外温度的变化， 动态调整车站
内部不同区域的阶梯式温度标
准， 比如， 室外温度为32摄氏度
时 ， 站厅温度可设置为30摄氏
度 ， 站台温度可设置为28摄氏
度。 这种 ‘因体感而变’ 的模式
既符合人体生理学， 又可大大降
低能耗。” 李国庆说。 这些成果
已经成功应用于北京地铁6号线、
7号线、 8号线、 9号线、 14号线
以及上海、 广州、 深圳、 天津、
杭州、 石家庄等地铁工程， 取得
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从事地铁暖通空调设计30余
年 ， 李国庆先后参与主持了北
京、 广州、 南京、 德黑兰等国内
外30多项城市轨道交通重大工程
设计， 多项发明获得专利。

2021年11月3日 ， 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020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作为我国城
市轨道交通通风空调领域的知名
专家， 李国庆参与研究的 “建筑
热环境理论及其绿色营造关键技
术”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 这是他15年来第三次步入
人民大会堂领取国家级奖项。

手捧着鲜红的证书， 李国庆
感慨道， “这是一份荣誉， 也是
一份责任， 是国家对我们整个科
研团队研究成果的认可和勉励。
我将持续坚持创新引领， 立足行
业前沿， 努力培养一支 ‘政治可
靠， 业务过硬， 作风优良’ 的干
部人才队伍， 为我国城市轨道交
通绿色低碳发展、 企业的高质量
发展作出贡献”。

从清华学子到通风空调领域
专家，他用30余年的潜心研究， 致力
于做“风”与“热”有机融合技术的引
路人， 不断刷新我国地铁通风空
调技术， 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
“双碳”目标实现做出了贡献。

巧妙融合“风”与“热”的“魔术师”
———记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党委书记李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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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嘉：社工化身“大白”解危难
□本报记者 白莹 通讯员 牛凯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