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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摩天大楼到
风情街区，一座座
拔地而起的中国建
筑不仅改变着城市
景观，也见证着中
国社会的发展，日
益壮大的建筑业更
是带动大量关联产
业蓬勃向前。

随着2017年发
布《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建筑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意
见》，提出“中国建
造”这一理念，中国
建筑业迎来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
也为重庆建筑业提
出了新的发展要
求。

为大力实施以
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的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行动计划，重
庆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积极推动
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与建筑业深
度融合，推动建筑
业转型升级，形成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能。

建 设 成 果 如
何？在2019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上，“智能建造·智
慧居住”专题展均
一一揭晓。

智能建造之于建筑业，相当于
智能制造之于工业。重庆提出，智
能建造是建筑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内容，是建筑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手段，是贯彻落实绿色发展
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

所谓智能建造，就是工程建
造全过程各环节的数字化、网络
化和智能化，是数字化的新型建
造方式。那么，如何推进重庆建
筑业的智能建造？

“当前，重庆正以推广应用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为主要
着力点，改变传统建造方式，推进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
技术与建筑业深度融合，提升建
筑智能化应用水平。”市住房城乡
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BIM是以三维数字技术为基
础，集成建筑工程项目各种信息
的工程数据模型。由于BIM实现
了三维图形、成本及时间的结合，
整合了项目的虚拟建造和实体建
造过程，可减少约30%的项目成
本，缩短至少20%的交付时间。

以融创文旅城·万达茂为
例。其项目部采用了三维激光扫

描仪，对在建楼房进行了非接触
式测量，通过获取钢结构的点云
数据与BIM模型对比，解决了施
工与设计之间的偏差问题。统计
显示，今年以来，全市已有315个
采用BIM设计的项目通过审查。

与此同时，大数据智能化还
改变着重庆的建设工地。

在中冶建工集团重庆华侨城
B19项目建设工地，一改往日机
器轰鸣、尘土飞扬、隐患重重的场
景，能“听”到噪音、“闻”到粉尘、

“看”到隐患……这得益于工地的
“智慧大脑”——智慧工地平台。

该平台能对项目现场建设方、
监理方、施工方实现多方多级管理，
能够联动视频监控和环境治理设
备，监测工地上风向、风速、气压、温
度、湿度、PM2.5、PM10、噪音等数
据。一旦出现环境污染，平台就会
通过智能识别、大数据分析、自动反
馈等机制，启动雾炮机、塔吊喷淋、
围挡喷淋等设备及时处理污染源。

如今，像这样的智慧工地，重
庆今年已启动700个，实现了人
员实名制、扬尘噪声监测、施工安
全监控、工程质量检测监管等智

能化应用。
事实上，重庆推进智能建造

的准备不止于此——
今年9月，重庆智能建造监管

平台将建成，通过工程项目统一编
码、全过程监管业务流程统一编码
和各业务数据统一编码，实现工程
建造监管数字化全覆盖；而电子签
名系统的建设，将实现对工程项目
现场管理人员电子身份、电子签名
和参建企业电子签章进行认证，可
以实时生成数字化城建档案……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进一步引
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技术发展和
孵化培育趋势产业，今年4月，重庆
现代建筑产业发展研究院正式揭
牌。该研究院是重庆市人民政府
与华中科技大学签订科技创新合
作协议确定的重点项目，将充分整
合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研资源、项
目资源、政策资源和人才资源，紧扣
行业前沿技术和重大技术需求，以
数字驱动为核心促进大数据智能
化技术与建设行业深度融合发展，
围绕建筑业绿色建造、工业建造、数
字建造等发展方向开展科技成果
研发、转化、孵化和产业化。

如果说智能建造是建筑业生
产转型的关键，那么，智慧住建则
引领着重庆建设行业治理与服务
数字化转型。

在2019年智博会上，智慧住
建云平台、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工
程项目BIM管理平台、智慧工地
平台、智慧小区平台等数字化平
台一一亮相，展现重庆推进智慧
住建的成就。

其中，现场展示的“智慧住建
云”平台，就是市住房城乡建委快
速响应重庆市“云长制”有关“管
云、管数、管用”的要求，构建起的
一个完整的住建行业云。该平台
与企业云、项目云互联互通，能够
为建设行业提供容量动态伸缩的
计算、存储资源，高速稳定的网络
资源，以及安全可靠的运维和管
理服务，为整合集成住建委全部
业务系统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上了“云”的数据都去了哪？

数据中心则像一个“超级大脑”，可
以实现自动抓取、分类整理、计算处
理、深度挖掘、智能分析等功能，打
通数据通道，实现横向内联市住房
城乡建委内各处室、外联市属各部
门，纵向上接住建部、下接各区县，
所有数据“一个通道”进出。目前，
大数据中心已对市住房城乡建委所
有业务系统、1.5万余张表的数据进
行了全过程、全属性采集，约24亿
条数据资源集中、安全存储。

“云平台、数据中心的打造，
实现所有业务系统统一在云平台
上运行，所有数据统一在数据中
心管理。而一系列管理平台的打
造，则实现了工程项目数字化建
造和数字化监管。”市住房城乡建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其中，智能建造管理平台通
过工程项目统一编码、业务流程
统一编码和数据统一编码，实现
业务及数据的关联融合，以及工

程建造监管数字化全覆盖。
工程项目数字化管理平台基

于人脸识别和电子签名技术，推
进参建各方之间的统一身份认
证，以实时生成数字化城建档案。

工程项目BIM管理平台是数字
化交付、审查、归档和监管平台，可以
实现各参与方在同一多维建筑信息
模型基础上的数据共享和协同。

智慧工地信息管理平台可实
时采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人、机、
料、法、环等关键要素的信息数
据，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进行快速分析处理，全面掌握全
市建设工程状况，为建筑施工管
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智慧小区建设管理平台则涵
盖市区两级，包括智慧小区申报评
估系统、智慧小区建设监管系统和
智慧小区数据分析系统，可实现全
市智慧小区的信息汇聚、资源整
合、协同运行、优化管理等。

政府搭建起云、大数据平台，
对产业发展来说，更重要的是要

“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
据管理、用数据创新”。为了进一
步推进建筑业大数据应用，市住
房城乡建委创新推动行业数据、
公共服务数据向社会开放，鼓励
企业利用开放数据开展数据增值
运营和行业应用。

在本届智博会上，观众可以
细细“阅读”一份“楼盘字典”。这
份“字典”号称地产界的《新华字
典》，涵盖了重庆700多万套房屋
及周边教育、交通、配套设施等的
数字化信息，所有信息均可查阅。

观众还可体验到一款名为
“如视VR”的技术服务。该技术
是国内第一个在不动产领域大规
模应用三维实景模型重建的虚拟
现实技术，通过VR眼镜，市民可

以在画面中自由游走，享受沉浸
式的智能看房体验，不用来回奔
波实地看房。

最让市民感到便捷的还是重
庆市住房公积金云计算平台。该平
台于2018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共
计31家机构联网实现了信息资源
共享，市民可通过该中心的门户网
站、网上业务大厅、微信公众号、手
机APP等11个线上服务渠道，实
现在线办理公积金业务……

除了一系列应用外，本届智
博会上发布的我国第一个建筑业
互联网平台——腾讯云微瓴智能
建造平台，更是在全国具有示范
意义。

该平台由市住房城乡建委与
腾讯合作打造，平台就像手机里的
应用商店，企业可以从中选择合适
的工程开发软件。使用者越多，平

台就能融合建造领域的IOT数据、
业务数据、空间数据，为企业提供
模型共建共享、应用共建共生的一
站式服务，从而帮助企业降本增
效、合规避险。

而同样将在智博会上亮相的
还有数字建筑大数据创新中心。
该中心由重庆现代建筑产业发展
研究院联合广联达共同打造。主
要基于广联达CIM（BIM+GIS），
提供基于CIM的城市“规建一体
化”解决方案。

创新中心将打通规划、建设、
管理的数据壁垒，改变传统模式下
规划、建设、城市管理脱节的状况，
将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竣工移交、
市政管理进行有机融合，最终实现
城市规划一张图，建设监管一张
网，城市治理一盘棋。”数字建筑大
数据创新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大数据智能化为建筑
行业描摹出一幅数字化的
建造场景，也为市民勾勒
出一个“未来之家”的畅
想。

智博会现场，一座智
慧居住体验式的“样板房”
尤为引人关注——房子里
有一个会思考的“智慧大
脑”，不仅能感知屋内的温
度 、湿 度 、氧 气 含 量 、
PM2.5的浓度，还能智能
控制屋内的设备。

比如智能窗帘可根据
室内环境状况自动调光线
强度；智能玻璃可根据人
是否到家，自动变为透明
或磨砂；智能照明系统可
自定义氛围亮度、自动开
关、颜色……

走出小屋，“智慧小
区”拥有全方位的智慧防
护，通过生物识别和人工
智能技术，能对高空抛物
监测、老人儿童越界报警
等风险及时监测，并联动
工单系统、设备设施系统
进行高效处理。

而且，在这里，移动缴
费、报事报修、数据统计、
账单推送、公告通知等服
务都可以线上完成，市民
能深切感受到智能技术所
带来的便捷生活。对物业
公司来说，主控中心、分控
中心、室内终端、手机APP
都可以打开监控系统，实
时掌握小区内的动态。

智博会上所展示的
“未来生活”，离重庆人并
不遥远。

2018年3月，重庆发
布实施《重庆市智慧小区评
价标准》，其以通信基础、公

共应用系统、家庭应用系统
和小区公共服务平台为主，
形成了涵盖形式审查、设计
评价、过程指导等全过程评
价工作机制。《重庆市智慧
小区评价标准》的出台成为
了全国首部智慧小区评价
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

截至目前，我市已经
打造了121个智慧小区和
152个智能物业小区，集成
智慧安防、智慧停车、智慧
家居、智慧物管、智慧医疗
等功能，实现了小区邻里、
物管、商户、社区街道等各
主体间的信息融合，打通
了小区服务的“最后100
米”，服务近50万名市民，
智慧居住正成为重庆人生
活的一部分。

“当前，市住房城乡建
委正把大数据智能化作为
推动行业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的突破口，
以实施智能建造、智能制
造、智能运维、智能管理为
统领，以实现住房城乡建
设全过程各环节数字化应
用为抓手，提升行业治理
能力，引领建筑产业现代
化，保障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提高城市建筑
建造品质，满足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市住房城
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一系列“智能＋”
的实施，重庆智能建造正
走在全国前列，推动着重
庆建筑生产与大数据智能
化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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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市委、市
政府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行动计划和重庆市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方案，加
快推进智能建造，今日下
午2时，2019中国国际智
能产业博览会专题论坛
—2019中国（重庆）智能
建造暨建筑业大数据应
用高端论坛在重庆华宇
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
举行，

该论坛以“中国建
造 智能建造”为主题，
由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组委会主办，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重庆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承
办。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
院士吴志强、中国工程院
院士周绪红、美国斯坦福
大学教授甘嘉恒、林同棪

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
限公司副总裁汪洋、广联
达总裁袁正刚等嘉宾将
分别发言，围绕智慧城
市、智能建造等领域展开
探讨。

此外，在论坛上，将
发布全国首个建筑业互
联网平台——微瓴智能
建造平台。该平台由深
圳腾讯公司和重庆市住
房城乡建委共同打造，以
工程建造为核心，以海量
数据采集、汇聚、分析为
基础，支撑工程建造、企
业管理、资源调配、运行
维护等应用，能够满足工
程建造全过程数字化的
需要。

“微瓴智能建造平台
的发布是建筑业发展中
的标志性事件，将有力助
推工程建造进入数字化
时代。”市住房城乡建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9中国（重庆）智能建
造暨建筑业大数据应用
高端论坛今日召开

全国首个建筑业互联网平台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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