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示范案例

单位名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摘 要：学院路校区学生生活北区改造成为一体化的学

生社区、宜居的生活景观绿地、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平台、校园

文化传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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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概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成立于 1952 年，由当时的

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八所院校的航空

系合并组建，是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现隶属于工

业和信息化部。学校所在地北京，分为学院路校区、沙河校区，

占地 3000 多亩，总建筑面积 170 余万平方米。建校以来，北航

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是全国第一批 16所重点高校之一，

也是 80 年代恢复学位制度后全国第一批设立研究生院的 22 所

高校之一，首批进入“211 工程”，2001 年进入“985 工程”，2013

年入选首批“2011 计划”国家协同创新中心，2017 年入选国家

“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学校第十六次党员代表大会提出以

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为发展愿景目标。学校教职

工总数 4218 人，全日制在校生 32000 余人，在校攻读学位的外

国留学生 1300 余人。

二、改造项目介绍

（一）学院路校区学生生活北区综合改造项目

1、原学生生活北区概况

只有 936 间宿舍，接近 4000 余名学生住宿生活，始建于建

校初期，承载北航 60 余年的历史，迎来送往一批批北航学子，

寄托了几代人的回忆。原有建筑虽几经修缮，但已不能满足现

行抗震规范要求，存在安全隐患；室内设施陈旧，不能满足现

状学生学习生活对于通讯、网络等的需求；整体布局略显散乱，

规划性差，空间利用率低；项目不具备作为文物保护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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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修缮或改造费用太高，经济性差。

学院路校区原北区学生生活区航拍图 “公主楼”—原学生 13 公寓

原学 5食堂：已被明确列为“危房”，禁止进入

拆除学生 13、15、16、17、18 号公寓 5栋公寓

拆除学三、五、六、八食堂 4座食堂

拆除冷库及加工间、公共浴室、锅炉房等配套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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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造项目概况

新的学生生活北区总建筑面积 117,817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 42,586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75,231 平方米。

新北区宿舍食堂现状鸟瞰图

 学生宿舍区：设计 932 间学生宿舍，床位 3728 个,房间布局

为四人间,平面呈两个“C”型倒扣，形成一个尺度舒适的内

庭院空间，地下庭院的景观绿化可供学生观赏和休憩。

新北区学生宿舍 15 号楼 新北区宿舍 13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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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区学生宿舍地下庭院现状

新 15 号楼宿舍楼道门厅、电梯厅 新 13 号楼宿舍楼道、门厅、电梯厅

新宿舍样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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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地下一层可提供多样化的功能空间，包括健身房、便利

店、咖啡店等休闲活动空间；讨论室、自习室、书吧和创新

创业中心等学习使用空间，为学生创造了丰富便利的生活、

学习、社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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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食堂区：可提供约 2400 个餐位，能极大缓解学生就餐压
力，改善学校就餐环境。地下 1层为风味美食街；地上 1层

食堂为传统伙食，能满足大部分学生的需求；2 层食堂为风

味食堂，提供自助自选餐食，且空间多功能使用，预留的小

型舞台及灵活空间可供学生举行小型茶话会等活动；3 层食

堂为高档次食堂，分别设有中餐厅和西餐厅；食堂外墙还设

置了攀岩壁，能有效活跃学生的生活空间。

学生食堂西立面图 学生食堂南立面图（食堂主入口）

学生食堂攀岩壁

学生食堂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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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 4层：最大开挖深度 20 米：相当于地上 7层楼高，地下

建筑面积 7.5 万平米，包含下沉庭院、创新创业中心、物业

管理用房、档案馆、配套生活服务用房、中央加工区与停车

库。新建物业管理用房一栋，地下 1~3 层为学校物业人员用

房，新增垃圾站地上面积 300 平方米，实现垃圾站还建；地

下 4层为档案库，为学校档案保存提供保障；宿舍食堂地下

2~4 层提供机动车位约 880 个，极大缓解学校停车难的问题。

物业管理用房及垃圾站现状图

地下 1层消防中控室现状图 地下车库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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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计理念

 构建以下沉庭院为核心的空间模式:本项目设计之初即面临

地上面积紧张且居住密度大、地下面积大且功能复杂多样、

整体流线复杂多样的挑战。在规划布局方面，宿舍楼采用了

“双 C”围合中心庭院的基本构型模式，形成地面交通广场

空间和地下庭院空间的“双主层”模式，完美实现了公共人

流和学生住宿人流的高效分离，大大缓解了地面的交通压力。

通过地下以两个尺度不同的庭院花园确立地下室外公共空间

骨架，串联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学生食堂、攀岩咖啡区等

功能空间，同营造了一个高度共享又能够相互独立的学生活

动核心空间。

 打造开放型的学生社区:整个项目的公共服务功能均对整个

校园开放，通过室外台阶、庭院开敞柱廊、半室外通廊等空

间元素大大提升了可达性。结合起伏的绿地、疏密有致的植

物搭配、室外楼梯与活动区等处理手法，令学生社区空间环

境、尺度、气氛、空间感受特色鲜明，充满活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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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空间环境延续与文化传承：项目空间布局上延续了校园

轴线与空间格局，宿舍主题采用轴对称布局，完善里校园北

区的空间形态。

项目原场地拆除学生宿舍饱含了北航历届师生的校园情感，

已经成为历史记忆。因此在设计之初就提出了局部复原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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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门头延续校园传统的设计创意。在拆除阶段即选定保留门

头的位置，通过精心保留、打磨，筛选，保留了具有历史传

承的灰砖。设计中将门头设于地下一层庭院南侧正中，作为

咖啡厅入口，以富有历史感的材料、细致推敲的细节比例和

材料搭配，成为下沉庭院的一个富有历史记忆的亮点区域。

 先进人性化的学生宿舍: 学生宿舍为 4人间带卫生间模式。

通过精细化设计，在 3.6x6.6 米的标准间内，结合一体化家

具设计，巧妙安排卫生间（为洗手、淋浴、坐便三件套）、起

居区、储物区、衣物晾晒区，满足学生日常起居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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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高校食堂空间模式: 随着社会发展，原有高校食堂模式

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亟需创新。北区学生

食堂采用大伙+特色餐模式，其中 1层为常规自助餐形式，2、

3 层为风味餐厅，地下一层为美食大排档，通过不同的餐饮

模式提供多层次的就餐体验。餐厅合理组织各种流线，各层

前厅人流通过自动扶梯和电梯抵达，高效便捷。餐厅采用开

放式空间模式，以固定卡座、空间隔断、绿植等元素巧妙划

分空间，利用家具的形态、色彩、室内材料和颜色的配置等

丰富就餐体验，获得与营业餐厅一致的效果。地下设置中央

加工厨房，引进高效加工生产线集中出产半成品，供应本餐

厅和校内其他学生食堂，实现高效卫生运行。

4、专业技术亮点

 智能化的管理平台:项目以 BIM 为基础，利用 GIS、lot、AI、

大数据等技术，形成了数字孪生过程运维综合管控平台，实

现对全建筑物数据进行综合处理，自然形成一套空间管理、

资产管理、能源管理、设备管理、资源管理、安全管理、应

用管理、大数据管理等于一体的特色管理平台:

平台开发团队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科研团队，自

2011 年展开数字孪生技术应用的研究。研究方向是数字孪

生技术在 航空航天，工业精密制造，建筑与自然环境，

医学健康监测与管理方面的应用。

2017 年 5 月，承接工信部的“关于数字信息技术应用于智

慧城市”的科研课题，开始探索数字孪生技术在智慧城市

中的应用。

2018 年 10 月，智慧城市管控云平台上线，落地于北航北

区项目。

2019 年 5 月，二次到工信部做了专项汇报，并通过了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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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验收，下半年在部属的七所高校推广。6月，收到国

际标准化组织（ISO/IEC JTC1）国际电工委员会第一技术

委员会的邀请，参入数字孪生技术在各行业领域的的应用

编写行业标准。

团队已取得软件著作权 13 项，专利申请了 6 项，在数字

化管理系统建设、数字模型轻量化引擎、数字系统的双向

交互等方面有多项重大技术突破，并且积累了丰富的高

校、办公楼、产业园区智能化建设及改造经验。

平台在北区每天处理的海量数据：20000 人次出入记录，

10000+人次门禁刷脸记录 173 个门禁末端；7000+学生的

水电费、刷脸吃饭及日常消费记录；802 个摄像机的实时

视频、人群聚集判定、突发事件预处理；6000 个温感、烟

感等消防点位的远程实时监控、报警处理；3004 块电表、

冷热水表每小时定时读取；1200 盏灯、108 个照明回路的

智能照明方案；134 台空调的系统自主智能控制；22 部电

梯的实时监控；862 个车位的停车、消费记录；1500+车次

的车牌识别、轨迹追踪+引导；整个校园社区所有智能设

备的自动报警、维修、维保、巡检……

平台实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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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系统：远程开关，定时开关，分建筑、楼层、场

景灯光控制，节能模式设置，照明、监控系统联动，照明

故障自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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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空调系统：状态监测，远程开关、设置，定时开关，

分建筑、楼层、场景空调控制，节能模式自适应设置，故

障自动检测、自动报警。

智慧电梯系统：电梯状态实时监控、电梯能耗实时监控，

电梯故障自动报警，轿厢相机实时联动，VIP 电梯楼层预

约、时间预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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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楼控系统：建筑的风机、水阀、水泵等设备状态自动
读取、三维展现，设备故障实时报警，设备维修、维护等
自动提醒。

安防监控系统：监控摄像机实时视频，人脸识别，云台控

制，视频联动，电子地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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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管理系统：停车位实时监测、车型、颜色、车牌号自

动识别,停车场环境监测,驶入轨迹追踪,出口最短路径查

找，反向寻车、车位信息查询、收费记录查询、停车费移

动支付、自动报表导出；贵宾车牌自动识别、车位预留等。

安防智能检测系统：具有密集人员识别、陌生人脸识别、
双重识别、公共交通识别、突发事件识别、可疑人员追随、
失物追随、陌生人追随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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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消防系统：消防报警 1秒启动，中控室大屏全屏显示，
声光电联动报警，三维场景定位到报警点，同时二维平面
图、剖面图联动，查找最近摄像机并回传实时画面，启动
消防预案，推荐逃生路线。



资产管理：对于非设备设施类资产管理，采用 RFID 卡和
三维场景相结合的方式，重要资产实时在三维场景中定
位，移动显示，出门报警；非重要资产移出房间报警，资
产移动过程安防相机自动侦测、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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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资产大数据平台自主仿真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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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端控制设备：只需一台手机，就可随时随地控制有权
限区域内的设备，如区域内照明、空调、电子门禁开关；
手机预约场景内照明、空调、门禁等；用手机查看有权限
的摄像机的实时监控画面。

 高效太阳能热水生活热水系统：项目采用太阳能+空气源热泵
系统，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除必要屋顶设备区外，建筑屋
顶满布太阳能热水集热器，总有效面积达到 1440 平方米，总
制热量 231Kw，可满足宿舍区生活热水和厨房区用水屋面太
阳能热水。同时，宿舍区太阳能板设分区布置，可独立控制
以应对不同的用水负荷，进一步达到节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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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地制宜的雨水综合利用系统：建筑周边和下沉庭院均采用
下凹式绿地，充分进行雨水的滞蓄和净化。在下凹式绿地内
设置溢流雨水口，将场地溢流雨水导向场地外侧校园绿地，
北侧利用场地竖向坡度直接引入北侧带状绿地，向南通过管
网和提升系统引入学校绿园的荷花池，作为自然水体的补水
水源，实现雨水资源间接利用。

 经济高效的结构设计：食堂大悬挑区域长 7米，采用有粘结
预应力技术，较钢结构大大节省了材料和造价。部分地下室
抗浮采用钢渣回填料，做到废物有效利用。建筑地下一层设
结构转换层，满足了地上地下不同功能空间的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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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舒适的室内环境：非宿舍区采用多联机空调系统，按区

设置，方便独立调节房间的温湿度，满足在部分负荷率时系

统的高效运行；餐厅区采用独立冷源新风系统，室外机设置

于屋面，具有过滤 PM2.5 功能。大风量的厨房补风、排风设

备采用变频控制；板式换热机组水泵采用变频调速泵方式，

分系统分区域设置计量表，配置气候补偿控制器。

5、成果效益

1) 省钱：节能减排，提高效率，压缩人员成本，提高设备

寿命，减少设备更新成本。

2) 省心：数据自动读取，自动分析，自动派单，自动提醒，

省心省力。

3) 省时：根据监测数据自动形成报表节约人工逐项统计时

间。

 平台数据对比及产生的经济效益：数据采集日期自 2018 年 3

月 20 日—2019 年 3 月 20 日。节省能源费用 612 万，减少了

30%，物业人员减少了 54 人，减少 27%，人力成本及维修费

用减少 39%。对比后效果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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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管理：所有设备设施远程操作、联动控制，可以极大提

高后勤部门的工作效率；设备自动报警、工单自动分派、维

保任务自动下发，设备维修维保及时，降低维护费用，提高

设备使用寿命；提高使用单位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大幅

缩减物业方面的人力成本。

 资产管理：实时感知设备设施和固定资产状态，大幅提升资

产使用率。应用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资产状态，实现异常

告警、轨迹追踪、沉睡资产唤醒，可以让领导更有效地了解

资产状况、保障资产安全。

 能源管理：节能减排，为使用单位提供绿色低碳的能源环境，

大幅节省能源费用。

 安全管理：员工无需刷卡，刷脸签到、出入门禁，出入记录

自动导出便于领导掌握出勤状况；AI 智能摄像机针对人员聚

集、黑名单的识别算法使建筑更安全、更有秩序；智慧消防

及应急预案的接入使使用单位面对火灾等事故时各级领导责

权分明，迅速反应。

 数据分析：为领导决策提供更及时准确的基础数据，提高决

策的效率的精确度；提升工作环境；提高使用单位的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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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水平。

6、经验总结

1) 推进了我校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完善并集成了项目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财务资金管理、能源消费管理、物资材

料管理等信息系统，实现了校园管理信息化。

2) 全面提高了我校绿色化改造的信息化水平，着力增强大

数据、智能化、移动通讯、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

集成应用能力。

3) 我校建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突破性进展，初

步建成一体化监管和服务的数字智慧管控云平台，数据

资源利用水平和信息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4) 推进了我校信息化发展，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及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等

相关要求，增强了我校信息化发展能力，优化了信息化

发展环境，加快推动信息技术与我校发展深度融合，充

分发挥信息化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塑造公共机构绿色化

改造新业态。

（二）地下供水管网渗漏报警平台

1、地下供水管网渗漏报警平台项目概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节约型校

园建设，遵照国管局、工信部关于推进高校节能减排工作的相

关指示要求，根据校“十三五”节能减排规划工作的安排，我

校于 2019 年 12 月实施建设地下供水管网渗漏报警平台一期项

目。平台由 25 枚探漏仪、1套 LoRa 数据接收基站、1套供水管

网 GIS 系统软件组成。目前平台架设于阿里云服务器机群并稳

定运行，对校内 2746 米地下供水管道进行智能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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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供水管网渗漏报警平台的软件运行情况

地下供水管网渗漏报警平台的软件主要由云服务器操作系

统、数据库、网络通讯系统、大数据算法程序软件和 GIS 平台

五大部分组成, 运营人员每日对这五大部分进行检查维护，并及

时更新升级，以确保平台正常运行。

试运行以来，五大软件系统运行状态良好：

序号 内容 运行态势

1 云服务器操作系统 运行良好

2 数据库 运行良好

3 网络通讯系统 运行良好

4 大数据算法程序软件 运行良好

5 GIS 平台 运行良好

3、地下供水管网渗漏报警平台的硬件运行情况

地下供水管网渗漏报警平台的硬件运行主要指平台的终端

设备探漏仪及通信基站的运行。

1）探漏仪情况：

通信故障站点 1 个，设备故障站点 0个，故障率为 4%。该

通信故障站点探漏仪编号为 90000713，是由于附近漏水导致探

漏仪泡水，等漏点修复后，抽出井内积水即可恢复正常。

2）通信基站情况：

基站供电可靠，安装稳固、线缆路由无松动，整体运行状

态良好。详情见下表：

1、探漏仪运行情况

序号 探漏仪编号 信号回传情况 运行态势

1 90000475 正常 运行良好

2 90000476 正常 运行良好

3 90000482 正常 运行良好

4 90000484 正常 运行良好

5 90000485 正常 运行良好

6 90000486 正常 运行良好

7 90000489 正常 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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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0000490 正常 运行良好

9 90000532 正常 运行良好

10 90000604 正常 运行良好

11 90000696 正常 运行良好

12 90000697 正常 运行良好

13 90000698 正常 运行良好

14 90000699 正常 运行良好

15 90000700 正常 运行良好

16 90000709 正常 运行良好

17 90000710 正常 运行良好

18 90000711 正常 运行良好

19 90000712 正常 运行良好

20 90000713 无信号 泡水导致通信故障

21 90000714 正常 运行良好

22 90000715 正常 运行良好

23 90000716 正常 运行良好

24 90000717 正常 运行良好

25 90000718 正常 运行良好

2、基站运行情况

序号 基站编号 运行内容 运行态势

1 fffeb07e117d25e5 信号接收发送 运行良好

4、地下供水管网渗漏报警平台运行成果

4.1 漏水情况统计

平台试运行以来，共发现 5个漏水点，详细漏水站点信息如下：

序号 探漏仪编号 安装位置 报警时间

1 90000475 3 号楼南侧（现已更换安装位置） 2019 年 12 月 27 日

2 90000482 11 号楼东南角 2019 年 12 月 26 日

3 90000485 合一楼南侧 2019 年 12 月 27 日

4 90000486 知行楼东侧人行道 2019 年 12 月 27 日

5 90000713 4 号楼北侧绿化 泡水导致无信号

4.2 漏点详情概述

1）90000475 漏点概述：

漏点位置：位于探漏仪北侧绿地内消防水池。

漏损详情：消防水池补水。

因消防水池补水为长期情况，故将探漏仪移动到其他管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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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2）90000482 漏点概述：

漏点位置：位于探漏仪安装井内。

漏损详情：明漏，阀门漏水。

90000482 平台报警

90000482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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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000485 漏点概述：

漏点位置：位于探漏仪北侧 1米处。

漏损详情：暗漏，DN50 入户管漏水。

90000485 平台报警

90000485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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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000486 漏点概述：

漏点位置：位于探漏仪东南方向 2米处。

漏损详情：暗漏，给水管漏水。

90000486 平台报警

90000486 现场照片

5）90000713 漏点概述：

漏点位置：位于 4号楼一楼女厕所内。

漏损详情：明漏，女厕蹲便长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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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历史漏水统计

截至 2020 年 4 月底，通过平台报警共发现漏水点 5处（详

见历史漏点记录表），估计漏点漏水量约 0.1t/h-2t/h 不等，目

前已全部修复。

历史漏点记录

序

号

探漏仪

编号
具体位置 漏水开始时间 维修时间

漏损

详情

漏水

详情

修复

情况

漏水量

（t/h）

节水量

（t）

1 90000482
11 号楼东南角（探

漏仪安装井内）
2019 年 12 月 26 日 2020 年 1 月 2 日

阀门

漏水
明漏 已修复 0.1 33.6

2 90000475

3 号楼南侧草坪（探

漏仪北侧绿地内消

防水池）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2 日
管道

漏水
明漏 已修复 1 336

3 90000485
合一楼南侧（探漏仪

北侧 1米处）
2020 年 1 月 2 日 2020 年 3 月 30日

管道

漏水
暗漏 已修复 2 17520

4 90000486

知行楼东侧人行道

（探漏仪东南方向

2米处）

2020 年 1 月 2 日 2020 年 3 月 30日
管道

漏水
暗漏 已修复 4 35040

5 90000713
4 号楼北侧绿化（4

号楼一楼女厕所内）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2 日

管道

漏水
明漏 已修复 0.5 168

节水量总计 53097.6吨

4.4 节水量统计：

项目运行至今累计节水量约 53,097.6 吨，挽回经济损失约

318585.6 元。

注：（1）计算规则：根据国际水协会（IWA）对漏点漏量的

计算方法，明漏平均发现修复时间为 14 天，暗漏平均发现修复

时间为 365 天，即发现一个明漏，均按 14 天来计算漏水量，发

现一个暗漏，均按 365 天来计算漏水量。（2）水费单价：水价

按 6元/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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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验总结

该项目通过建设我校地下供水管网渗漏报警系统，对校内

管网年限较久，且用水量较大区域的供水管网实施有效监测，

及时发现管网的“跑冒滴漏”问题，最大程度减少供水安全隐

患。通过建设供水管网渗漏报警平台，有效的监测地下管网中

难以被发现的漏点，解决长期以来地下管网无人监管且难以监

管的局面。

通过该项目的报警机制，我校物业部门能够及时发现管道

漏点，及时修复，不仅带来了管理上的方便，还降低了管理成

本，使学校的供水可靠性、安全性、经济性都将得到显著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