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才挂牌成立， 短短一年时间， 北京建工一建东升科技园项目部芦洪俊创新工作室就形成发明专利11项， 获
得QC成果奖7个。 在这项北京市重点工程建设中， 芦洪俊创新工作室以技术先行指导施工， 确保整个工程高质量高
效率完成。

□本报记者 王路曼

密云区檀营第一社区居委会主任伊世雄：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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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技术
为连廊施工缩短7天工期

东升科技园是北京市重点工
程， 项目定位为中国创新前沿的
“世界窗口”， 项目面积大， 结构
形式复杂。 “这是一个施工周期
三年变两年的工程， 这么大的工
程， 钢结构难点、 工作体量都在
这儿。 我们成立创新工作室， 就
是想提高钢结构方面的创新水
平， 通过 ‘老人’ 带领和培养新
人， 实现技术创新。” 项目部副
总指挥、 创新工作室带头人芦洪
俊说。

在大型商圈、 学校、 医院、
体育建筑等人流密集的建筑群
中 ， 空中连廊往往成为点睛之
笔， 既起到疏导交通作用， 又可
作为观景台等。 同时， 连廊自身
也成为城市的一道景观。 连接两
座高层之间的空中连廊， 要想搭
建笔直， 保持结构长久坚固不发
生变形， 需要大量的数据计算和
技术攻关。

“不同长度的连廊分别在不
同建筑的3至7层、 8至12层、 9至
11层， 其中最长的有40多米， 怎
么防止它下沉弯曲？ 需要达到一
定的挠度， 要计算起拱、 下压的
数据， 对精度进行控制， 保证位
置的准确性， 同时还要了解连廊
的受力 ， 非常难 ！” 芦洪俊说 ，
他翻出一篇论文， 里面光是计算
结果就有五页之多。 此外， 还有
各种图形和模型， 工作繁复。

在施工中， 超过28米的连廊
就属于超微大工程。 东升科技园
项目中有一道连廊长达40多米 ，
距离地面30米， 标准支撑架用量
预计480米。 连廊高度较高， 辅
材用量较大， 拼装拆卸临时支撑
采取人工方式较多。 此外， 由于
连廊正下方有较大的出料口及未

封闭的沉降后浇带， 所以不能采
取常规的格构式临时支撑分段安
装法进行连廊结构安装……种种
不利因素导致这道连廊施工综合
难度极大。 “这就需要我们创新
工作室的职工们分工合作， 一起
完成。” 芦洪俊介绍说。

该项目技术部职工于传浩参

与了连廊建设， 他与创新工作室
的其他成员一起， 通过前期大量
计算和建模， 在工序上有效地控
制了精密度， 提高了安装效率。
设计起拱高度要求控制在15毫米
之内， 通过技术创新， 安装完成
后的偏差控制在了4毫米之内 ，
并完全保证安装质量。 40多长米
的空中连廊， 一次施工成功， 这
一技术创新为施工缩短7天工期，
创造价值30余万元。

“每份材料的数据都不同，
确实需要大量计算。” 于传浩说。

强化管理
将创优工作落到实处

东升科技园是市级重点工
程， 项目建设容不得丝毫马虎。
芦洪俊把高标准、 高质量完成任
务作为目标， “我们的质量目标
是结构长城杯金杯 、 竣工长城
杯 金 杯 、 中 国 钢 结 构 金 奖 、
国家优质工程、 鲁班奖， 安全生
产标准是北京市绿色安全样板
工地、 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
全生产标准化工地。” 芦洪俊对
此充满自信。

为了达成目标， 该项目部成
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组织体系和
管理制度体系。 通过成立创优领
导小组 ， 实现对工程质量的严
格管理。 同时， 针对工程特点，
合理安排成员分工， 有效控制施
工生产各个环节， 将创优工作落
到实处。

创新工作室针对项目特点，

由项目经理与各部门骨干管理人
员一起， 通过头脑风暴方法开展
创新技术的思路研究。 相应的工
法、 专利、 论文、 QC灵感也都
是来源于项目实践 、 服务于项
目， 从而提高了施工效率， 降低
了施工成本， 为项目顺利履约保
驾护航。

在施工中， 根据创新成果，
工作室的成员还要与现场各方协
调沟通， 衔接各种复杂的工序，
保证从创新到实践的过程万无一
失， 一次成功。 为了培养项目人
员的创新意识， 鼓励发明专利，
芦洪俊一边在推进施工的过程中
发现问题， 一边给工作室的成员
布置课题。 不同的人员各自有主
要负责的课题和参与的课题。 每
当遇到技术难题， 项目部技术组
就会跟施工、 质量、 安全等不同
专业分包人员聚在一起研究讨
论， 在不同阶段研究不同课题。
某一课题的主抓人也会成为其他
课题的参与者， 通过主要负责人
制度， 保证工作室人员有分工、
有合作。

“我们的理念就是大力促进
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根
据工程设计和实际施工需要， 技
术先行指导施工， 保证整个工程
的高质量完成。” 芦洪俊说。

目前， 芦洪俊创新工作室已
经形成基于建筑信息模型的11项
发明专利。 此外， 还有26项实用
新型专利， 6项创新工法， 发表
（录用） 论文14篇， 完成质量控
制成果8项。

密云区檀营第一社区的办公
电话一天到晚总是响个不停， 来
电者或咨询核酸检测安排， 或表
达个人看法， 或提出各种需求，
该社区居委会主任伊世雄都会逐
一耐心解答。

今年5月的一天， 已是晚上
九点半， 伊世雄接区疾控中心紧
急通知， 他所管辖的檀营生态城
北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需要临
时封控。 前一夜刚在社区完成大
数据排查的伊世雄已经十多个小
时没有合眼， 现在又马不停蹄主
动进入了封控区， 他说： “进入
封控区要按街道、 疾控的要求开
展工作， 他们专业化程度很高，
我熟悉社区的情况， 回到家我也
睡不着， 宁可在里面守着， 帮他
们分担一些。”

伊世雄回忆， 首次面临封控
一些居民未免感到恐慌， 19个以
单元门划分的居民微信群 “噔噔
噔” 不断弹出消息， 电话铃声此
起彼伏。 为了安定民心， 伊世雄
以最快的速度群发消息， 耐心劝
解 ， 同时还要组织居民全员核
酸， 并及时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身为居委会主任， 其实我就是
社区大家庭里的 ‘主心骨’。 只

要有我在， 居民就能安心。” 伊
世雄的勇于担当感动着身边很多
同事。 在封控三天时间里， 他只
能稍微打个盹， 没法睡个整觉。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有困难随

时和我联系， 保证24小时在线”
不是一句空话。 直到解除封控，
伊世雄和同事们才终于感受到前
所未有的疲惫。

“疫情防控这几年， 对于我

个人来说， 绝对算得上是一种历
练。” 采访中， 伊世雄告诉记者，
他于2021年3月到檀营生态城北
区工作 ， 工作内容涉及疫情防
控、 接诉即办、 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工作等 。 “这里住着 3300余
人， 多为回迁居民， 至今保留着
原村的宗亲关系和生活习惯， 管
理服务比一般的商品房小区更要
花心思。” 伊世雄一边工作， 一
边研究工作方式方法， 他发现，
这里的居民大多互相认识， 所以
做工作必须 “一碗水端平。” 从
公心出发， 用服务理念行事， 那
些爱 “挑理” 的居民便也逐渐认
可了社区的工作。

落实垃圾分类工作， 伊世雄
带头宣传， 坚持桶前值守； 积极
参与 “创城” 工作， 伊世雄不仅
时时把文明宣传挂在嘴上， 更鼓
励社区工作者们身体力行， 把文

明行为渗透到社区工作的方方面
面。 “现如今，社区里随手丢垃圾
的少了，分类入桶的多了；随意晾
晒的少了，主动美化环境的多了；
楼道堆物少了， 变废为宝成为新
风尚。 ”对此， 伊世雄倍感欣慰。

“大部分居民对我们的工作
都很理解配合， 我相信每一分付
出都不会白白浪费。” 忙碌的伊
世雄走在社区里， 认识他的人都
叫他一声 “小雄主任”。 而选择
在社区里工作， 也就注定了与光
鲜亮丽无缘， 与鸡毛蒜皮相伴。

伊世雄说， 面对庞杂耗时的
工作 ， 他坚持 “凭良心干活 ”，
靠精神信仰支撑。 他常挂在嘴边
的话是 “咱就是做这份工作的”。
伊世雄不求名不图利， 只要居民
的一个点头、 一句认可、 一抹微
笑， 就足以让他充满力量， 继续
前行。

让技术先行引领“世界窗口”建设
北京建工一建东升科技园项目部芦洪俊创新工作室：

24小时在线的居民“主心骨”

芦洪俊（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