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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
惊天上人。”唐代诗人李白写下这首《夜宿山寺》
时不会想到1000多年后，他诗中百尺高楼与现
今的摩天大楼相比早已是小巫见大巫。

摩天大楼没有严格的高度定义，在我国，一
般约定俗成的界定是，建筑高度200米以上为摩
天大楼。

记者登录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摩
天大楼中心网站查询，2019年，全球建成 26座
超过300米的超高层建筑，远超过2018年的 18
座。另有数据显示，2018年，全世界竣工摩天大
楼数量最多的前10名城市中，中国有6个城市上

榜，其中3个地处中西部。
摩天大楼自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随着城

市的发展，芝加哥学派掀起了世界高层建筑第一
波浪潮。”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琦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1871年，美国芝加哥的一场大火，将
城市毁于一旦，灾难发生后，建筑师们大胆采用
钢结构建造超高层建筑，芝加哥著名的“家庭保
险大厦”一度被看作世界上第一座摩天大楼。

到了上世纪 30年代，纽约取代芝加哥成为
世界高层建筑中心，竣工于1931年的纽约帝国
大厦，以381米的高度，带动了彼时曼哈顿一批
200多米超高层建筑的崛起。到了七八十年代，

高层建筑开始风靡全球，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纷
纷加入摩天大楼“俱乐部”。

“随着土地越来越昂贵，超高层建筑可以提
高土地使用效率，在垂直高度增加使用面积，同
时也是资本、实力的象征，这些城市新地标，也为
资本带来隐形的广告效应。”周琦说。

环顾国内，超高层建筑不断刷新各地天际线
的新高度。上海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是目前
中国第一高楼；深圳 592.5米的平安金融中心、
北京528米的“中国尊”北京中信大厦、广州塔身
主体高454米的广州塔、南京450米高的紫峰大
厦，均成为各地城市名片之一。

去年全球建成26座超300米建筑

近日，备受关注的苏州中南中心开工。一个
多月前，在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建设委员会发布的
批后公告中可以看到，中南中心的建设高度由
729米降到499.15米。中南中心的自降身高，可

从4月27日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中找到答案。《通知》规定，要严格限制
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摩天楼”，一般不得新
建500米以上建筑，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
筑，新建100米以上建筑应充分论证……

在《通知》出台前，这股“降高”之风已不鲜
见：西安中国国际丝路中心大厦由 501米降至
498米，成都天府新区超高层项目主楼超塔建筑
高度从677米改为489米……

人类从何时开始了摩天大楼“崇拜”，又是什
么导致了摩天大楼从“拔高”到“限高”？

超高层建筑一度引领世界建筑业风尚，但其
超高的建设维护成本、潜在的安全隐患、低经济回
报率，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弊端也逐渐显现。

“摩天大楼盖得越高，风荷载越大，用钢量越
大，结构造价越高。”周琦介绍，按照近年的建筑
成本，100—200米的超高层建筑，建设成本约每
平方米四五千元，2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建设成
本约每平方米1万元，成本高昂。

摩天大楼建成后还需面临着更高的维护成
本，周琦介绍：“摩天大楼的电梯，运行速度要更
快，速度越快，电梯的技术难度越大，所以维护成
本越高；喷淋系统会随着楼层的升高而增大维护
量；国外有的摩天大楼，常年聘两个工人专门负
责建筑外立面的清洗，而建筑越高，风荷载越大，
人工清洁的成本也越高。”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
嘉也指出，摩天大楼的电梯、保温、照明、清洁、物
业等费用，要比普通住宅高2倍左右。

建造摩天大楼不仅仅是多花钱的事，有时候
还可能让人置身险地。

电影《摩天营救》中，一栋200多层的摩天大
楼第96层失火，且96层以上的消防系统被黑客
攻克无法启动，导致大楼瞬间成为一片火海。

“目前国内的消防云梯举升高度一般为 50
米，个别消防车能达到100米，这意味着，100米
以上的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基本要靠建筑自
身的消防系统来自救，这就比较被动。”南京工业
大学城建学院教授吕伟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虽然有些高层建筑的公共活动场所会安装
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火灾发生时气温上升，引发

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的喷头自动喷水灭火，同时启
动消防水泵，作用时间达1小时，但喷淋系统出
水强度不大，所以也仅能用于初期火灾的扑救。

超高的建筑，同样不利于节能。因为高层风力
大，所以超高层的窗户往往封闭，仅依靠建筑内的空
调、新风系统通风。从能源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巨大
的消耗。在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汪永平看来：
“摩天大楼人群聚集，而且通风性不是很好，遇到类似
新冠肺炎这样的传染性疾病，安全隐患也更高。”

此外，周琦指出，摩天大楼还会带来一些交
通、生态难题。例如，一栋500米的摩天大楼，往
往可容纳上万人上班，早晚高峰，车流、人流会造
成交通堵塞。又例如光污染，看似轻巧的玻璃幕
墙，会反射太阳光到附近诸多建筑中。而摩天大
楼群的底部，还会有风洞效应，形成很大的风流。

建筑维护成本高且存在安全隐患

图个明白

本报记者 金 凤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摩天大楼的建设技
术已经相当成熟，但多位专家表示，现代人的居
住体验应更崇尚节能、环保、回归自然。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
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对于
建筑设计管理，提出了“经济、绿色、美观”的建
筑方针，突出建筑使用功能以及节能、节水、节

地、节材和环保，防止片面追求建筑外观形象的
要求。

“打造城市的天际线，需要将城市的经济发
展程度、区位和美学等因素综合考虑。”周琦说，
综合土地利用效率、经济收益、得房率来说，
100米左右的高度是适合居住和办公的，也是
高层建筑最经济的高度；100—200米之间是合

理的高度区间；2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风荷载
会大大增加、消防等级也会提高，得房率也大幅
下降。

他认为，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一线、二线
城市，可以考虑建设200米以内的超高层建筑。
但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经济活动没那么活跃，
人口也不够多，建设需慎重。

建造需综合考量不能盲目追求高度

吴红梅 本报记者 王 春

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积极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线上+线下”
融合，搭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平台”，开通网上“文明超市”，实现群众手
机“点单”预约、志愿服务项目网上发布、志愿者招募、志愿服务反馈等功
能，做到服务群众“零距离”。据统计，自今年6月中旬开通以来，大厂“文
明超市”已注册 326支志愿队伍，注册志愿者 5.1万余名，开展 1659个志
愿服务项目。图为一名志愿者展示通过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智慧志愿
服务管理系统手机APP参与的志愿服务项目。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网上“文明超市”服务群众“零距离”

近日，正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展出的“失落的黄金国——安第斯文
明特展”迎来观展小高峰。以南美洲的安第斯文明为主线，来自秘鲁11
家著名博物馆的近 200件套陶器、金器、纺织品等文物展品，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探秘“失落的黄金国”。图为游客正在观看展览。

新华社记者 刘潺摄

博物馆里探秘“失落的黄金国”

从“拔高”到“限高”
摩天大楼热该降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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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电企业的平台为建筑陶瓷企业带来

大量订单，这个有些“反常”的案例近日引发了不

少关注。

据报道，位于山东淄博的一家建筑陶瓷企

业，本来由于订单锐减而不得不停掉一条生产

线，却通过几百公里以外的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

网平台迅速恢复生产、度过危机。秘诀就在于该

平台其实是一个汇聚了研发、生产、物流、金融等

工业生态资源的开放的生态系统。

全要素是实现“双跨”关键词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的统计显示，目前我

国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总数已经超过 500个，其中

前十家重点平台服务工业企业规模超过 8万家。

目前，全国“一盘棋”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

正在加紧建设，将构建以数据资源为核心的生产

体系，推动中小企业生产模式升级，形成大企业建

平台，中小企业上平台、用平台的协同共进格局。

“产业层面，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快速从概

念普及阶段进入实践深耕阶段，应用范围已扩展

到绝大部分工业领域，应用深度已从基础的实时

状态监控扩展到系统性的智能化分析和优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专家委

员会主任高金吉表示。

不过，全国“一盘棋”并不容易，进入纵深阶段

的工业互联网建设面临着一个明显的问题：工业

企业彼此间差异巨大，如何抽取共性问题，真正实

现“跨行业跨领域”是形成统一支撑能力的关键。

浪潮云董事长肖雪坦言，平台要实现“双跨”

“全要素”是关键词。“以口罩为例，我们在疫情期

间发现，口罩生产不只是一个口罩厂的问题，它

包括口罩机、符合医学标准的熔喷布，以及生产

标准和控制等等。从生产到实验，再进入市场，

是整个供应链能不能提供全程保障的问题。”肖

雪直言，工业的全要素不是以前想的简单解决流

程的问题，而是从原材料开始到生产环节再到流

通环节，因此工业互联网平台对工业品和工业级

的描述一定也要是全要素的描述，要对供应链、

产业链有更多的控制、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连接，

来支持新的工业结构的建成。

比如对某个产品从供应链到消费链的全监

控。“以浪潮云洲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例，在产品的

生命周期过程中，从产品的原材料到产品报废，

目前做的最长的流通工作数字化节点是 3600

个，也就是说，做了 3600 个节点的数据汇集，这

些数据包括原材料的标准、原材料的属性、工业

模型的要求、对下一道工序的质量标准要求等，

是一个大的数据流的汇集。”肖雪说，通过对全要

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面连接，工业互联网

平台可以尽可能实现数据驱动下的优化配置和

协同共享。

帮企业转型要少花钱多办事

除了产生实际价值，成本也是工业企业转型

的重要考量。据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

晓兰介绍，目前我国有超过 55%的企业尚未完成

基础的设备数字化改造，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发展

较为粗放，税后利润仅为 3%—5%，无法承受数

字化转型和新技术应用的高昂成本。

“各个平台厂商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也更

深地体会到企业的实际困难，大家都在用自己的

方法致力于改造工业，通过智慧工厂、数字孪生

或者企业上云等各种方式带动工业企业发展转

型。”肖雪说。

“平台厂商既要考虑制造业本身特定的业务

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实现数据驱动的动力

转换，同时还必须考虑如何去解决现实的问题，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肖雪说，对于企业尤其

是中小企业来说，不敢用、不会用、用不起的情况

很常见，因此要进行以企业高质量发展为高点、

以安全生产为底线的可信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建设，在低成本解决企业问题且不影响企业原有

体系的同时，提升原企业的能力，才能真正实现

“一业带百业”。

工业互联网需全要素连接、低成本改造
本报记者 崔 爽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施行一年来，上海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成为“引领低碳生活的新时尚”。记

者从近日召开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海垃圾分类工作已步

入法治化、常态化、规范化轨道。

垃圾分类政策实施之初，上海市民对其所持态度不一。如今，一年时

间过去了，从厨房的垃圾分类，到垃圾的定时、定点投放，大多数上海市民

已养成自觉分类习惯。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垃圾分类实效测评结果显示，

居民区分类达标率从《条例》施行前的 15%提高到 90%以上，单位分类达

标率达到 90%。

在市民与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今年 6月，上海全市生活垃圾清运总量

96.86 万余吨，相比去年同期实现“三增一减”目标。可回收物回收量

6813.7吨/日、增长 71.1%，有害垃圾分出量 3.3吨/日、增长 11.2倍，湿垃圾

分 出 量 9632.1 吨/日 、增 长 38.5% ，干 垃 圾 处 置 量 15518.2 吨/日 、下 降

19.8%。

此外，上海市还基本建成全程分类体系，硬件设施不拖“后腿”。2.1

万余个分类投放点已完成规范化改造，道路废物箱设置数量优化调整至

4.1 万余个；累计配置湿垃圾车 1537 辆、干垃圾车 3077 辆、有害垃圾车 99

辆、可回收物回收车 239辆；建成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 1.5万余个、中转站

201 个、集散场 10 个；“十三五”规划确定的 15 座生活垃圾处置设施项目

全部开工，干垃圾焚烧和湿垃圾处置总能力达到每日 24350吨。

垃圾分类深入人心，离不开各行各业的支持。截至目前，上海已发布

《贯彻〈条例〉推进全程分类体系建设实施意见》及 44个配套文件，并成立

16支区级志愿者服务分队、53支街道（乡镇）志愿者服务队；聘任了市、区

生活垃圾管理社会监督员 940名，135个街镇申报创建成为示范街镇。

此外，上海 10个区已创建成为垃圾分类示范区。浦东新区、徐汇、黄

浦、嘉定等区探索打造“一网统管—城市大脑—智慧文明”的智能化垃圾

分类管理应用体系。杨浦、宝山、青浦、松江、金山等区积极探索“人防+

技防”管理模式。

作为全国垃圾分类的“先行者”，上海以出色的表现上交了一份充满

亮点的成绩单。据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局长邓建平介绍，“下一步，上海将

继续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提高分类的准确性、投放的便利性

和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强化投放主体责任，让垃圾分类持续引领低碳生

活新时尚”。预计今年年底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上海垃圾分类实施一周年

工作步入常态化、规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