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电能质量及节能解决方案的专业公司，产品覆盖了“低压电器”、“电能质量”、“能量回收”、“智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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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亚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亚派科技”，公司总部坐落在江苏省南京市,是一家专注于电气安全及节能
运维综合解决方案的专业公司。
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于一体的，专注于电气安

理”、“电力系统智能配网综合运维”、“医院机电安全与节能运维”等领域，积累了轨道、商业地产、住宅、医疗

愿景：做世界一流的智慧能效解决方案服务商

企业刊物，欢迎索取

卫生、国家电网等数千个客户。
亚派科技坚持对用电安全与节能技术的聚焦、核心产品的研发及技术转化，长期与国内外顶级高校及科研机构合
作，获得了百余项国家专利技术和软件著作权，建立了省市级认证的企业及工程技术中心，并参与了多项国家标准与
行业标准的制定。
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专业专注地发展企业、服务客户是亚派科技的目标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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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驭木筏
传说中，有往来于天上人间的木筏，驾驭
木筏的人是真正勇敢无畏的人。

目录

西汉时期，有个隐士叫罗君平。据说，他
知道往来于天上和人间的木筏从人间到天上的
时间，因此，凡是要到天上去的人，临出发之
前都要先到罗君平这里来。
这一天，木筏出发的时间快要到了，罗君
平家聚满了将要乘筏上天的人。这时候，一个
驾木筏的人从罗君平家中走了出来。上天的人
中有一个赶紧上前，拉住他问道 ： ＂ 上天要经过
曲折的河水，而天又是那么高那么大，一路上还有神怪精灵，木筏在行驶中有时还会颠倒过来。你经常驾着木筏漂浮在这
样的环境中，为什么你连手都不抖一下、一点也不害怕呢 ？＂
驾木筏的人回答说 ： ＂ 我用了多年时间来学习驾驭木筏的本领，又用了三年时间来亲自驾驭木筏，往来于天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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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安徽省工业节能环保“四新”推介会开幕，亚派科技应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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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派科技受邀参加 2021 江苏省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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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亚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亚派科技”，公司总部坐落在江苏省南京市,是一家专注于电气安全及节能
运维综合解决方案的专业公司。
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于一体的，专注于电气安
全，电能质量及节能解决方案的专业公司，产品覆盖了“低压电器”、“电能质量”、“能量回收”、“智能家
居”、“运维平台”、“空调节能”六大类，主要应用集中在“轨道交通系统性节能”、“建筑配电安全及能效管
理”、“电力系统智能配网综合运维”、“医院机电安全与节能运维”等领域，积累了轨道、商业地产、住宅、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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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刊物，欢迎索取

行业标准的制定。
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专业专注地发展企业、服务客户是亚派科技的目标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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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工厂

其他

综合医院电能质量治理方案
亚派软件入选“2021年瞪羚企业
谷爱凌的成功——我们可以复制什么？
为何建筑脱碳对“碳达峰、碳中和”至关重要？

不慌乱，怎么也不会跌倒，直至平安地到达目的地。＂

克服拖延---《自控力》读后感

那个问话的人深有感触地说 ：＂ 我想，你说的这些道理不仅适用于驾驭木筏，其实许多事情也都要这样才行啊 ！“
我们从驾驭木筏中可以领悟到 ： 不管干什么事，遇到什么情况，都应该专心致志，毫不动摇，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这
南京亚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ANJING APAITEK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全国服务热线：400-0818-200
电话：（025） 84179379
邮箱：info@apex-powe.net
网站：www.apex-power.net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新科四路4-8号

亚派科技

南京亚派

我们常说：“没有残酷时代，只有勇敢的企业与企业家。”敢于接受自己的脆弱，这种勇气无关输赢，而在于当我们

脆弱永远不会转化为舒适，但在不断训练后，当下一次脆弱袭来时，我们就能听到来自理性自信的声音：“这的确困难、
棘手、令人不适，我们也无法预测未来，但我们的内心已如此坚强，有能力开拓和维护一个空间，用来承载这种令人不悦
的情绪。”
所以拥抱所有的人生挫败吧，在 ２０２２ 年伊始，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直面我们的恐惧，找到那个洞穴，为我们的故事
书写一个全新的结局。

亚派·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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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做世界一流的智慧能效解决方案服务商

亚派科技坚持对用电安全与节能技术的聚焦、核心产品的研发及技术转化，长期与国内外顶级高校及科研机构合

要勇敢的领导者与勇敢的企业文化，若不能直面脆弱，我们就无法获得勇气。学会如何直面脆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亚派科技荣获“合同能源管理优秀示范项目”

卫生、国家电网等数千个客户。

作，获得了百余项国家专利技术和软件著作权，建立了省市级认证的企业及工程技术中心，并参与了多项国家标准与

无法预测和掌控结果时，依然能够勇敢地面对现实。打造勇敢者领导力，其根本技巧是掌握直面脆弱的能力。一个企业需

团结协作展风采亚派科技 2021 年度运动会圆满落幕

南阳站

云蒸霞蔚，一下子又突然变得暗淡无光，明亮的白天刹时变成黑夜。有时候，木筏和波浪互相撞击，猛然震荡起来像脱缰

样才能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迈出领跑新高度！亚派软件入选“2021 年瞪羚企业

亚派科技应邀参加医院后勤节能降耗和智慧管理一体化培训公益活动—

驾木筏的人说 ：＂ 当然不是。在每次驾木筏上天的时候，一路上波浪翻腾，气候千变万化，反复无常。有时阳光灿烂，

在驾驭这木筏。每当这时，我的心情都非常镇定，一点儿也不慌张。如果此刻心里一慌，手脚就会不听使唤了。只要心里

亚派科技荣获“苏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产业化基地成果转化

示范企业”称号

那人又问 ：＂ 仅仅靠本领和实践，就可以了吗 ？“

的野马急驰狂奔，一会儿沉到波谷浪底，一会儿又像格斗一般冲向高高的浪尖，恍恍惚惚的样子，使我感到似乎有无数人

综合医院电能质量治理方案

主 办：南京亚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编委 ：石泉、葛文海、沙俊良、郭宇虹、
徐晓琴、成源浩、芮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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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邢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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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建筑脱碳 对“碳达峰、碳中
和”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从全球范围来看，建筑物一直都是能耗大

解构设计。

可能需要不同的政策杠杆和自愿激励机制。

不是规定性要求。潜在的升级选项和理想的升级时间框架

大型建筑通常具有长期的资本改进周期和预算，可以

从一栋大型建筑到另一栋建筑的差异通常比在小型建筑库

围绕其规划能源升级要求。确定日期的能源升级政策允许

存中的差异大得多，性能升级为建筑业主提供了最大的灵

有足够的时间与资本改进周期保持一致，并且由于受影响

活性。然而，一些大型建筑业主可能更喜欢规定性要求的

的建筑物数量相对较少，管辖区可以对大型建筑实施确定

简单性和（可能）较低的成本；为大型建筑提供规范和性
能途径通常是理想的。

２． 减少，包括材料优化和低碳到零碳材料的规格。

日期的能源升级政策，几乎没有对当地过度征税的风险劳

这些总排放量中，建筑运营每年占 ２８％，如照明、暖通

３． 封存，包括碳封存场所的设计和碳封存材料的使用。

动力、设备和资金来源。

空调等；而建筑材料和建设（通常称为隐含碳）每年占额

仅仅三种材料——混凝土、钢和铝——占全球总排放
量的 ２３％（其中大部分用于建筑环境）。通过政策、设计、

大型建筑利益相关者通常更喜欢基于性能的要求，而

大型建筑

户。建筑物每年产生近 ４０％ 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外的 １１％。

APAITEK Technology

小型建筑

小型建筑

当能源升级成本可以包含在与干预点相关的其他支出

现有建筑能源升级

材料选择和规范，这些高影响材料的具体碳减排存在难以

（例如销售点的抵押贷款、装修点的翻新贷款或设备更换

对于小型建筑，规定的能源升级要求消除了在升级前

据相关统计数据，预计到 ２０４０ 年，目前全球大约

估量的机会。

融资）时，小型建筑通常有更多的融资选择。此外，将小

和升级后审计、基于性能的升级以及选择适当能源升级所

２／３ 的建筑面积仍将继续存在和使用。如果在全球范围内

干预点

型建筑的能源升级要求与销售点等分阶段干预点相结合

需的任何专业知识上花费时间和金钱的需要。虽然规定的

没有广泛的现有建筑脱碳，这些建筑在 ２０４０ 年仍将排放

建筑干预点代表了建筑生命周期中的关键点，在这些

（而不是为小型建筑创建日期确定的要求），避免了成千

升级要求可能会限制选择，但较小建筑物中的 ＨＶＡＣ 系

点上，建筑能源升级有可能与现有的资本改进和重大改造

上万座建筑试图同时实施升级的情况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

统往往很简单，并且在建筑物之间相对统一，使得大多数

周期保持一致和整合。

当地劳动力、设备和资金资源的时间。相反，与分阶段干

规定的升级要求适用于大多数小型建筑物。规定的升级要

预点保持一致可确保升级的均匀和稳定分布，这具有建立

求，尤其是与分阶段干预点相结合时，也创造了利用规模

和确保能源升级就业市场寿命的额外好处。

经济来降低设备和劳动力成本的机会。

二氧化碳，我们将无法实现《巴黎协定》的 １．５° Ｃ 目标。
实现现有建筑存量的零排放将需要通过利用建筑干预
点来加快能源升级的速度和深度。为实现建筑行业的全面

通过在这些关键干预点整合影响能源使用、温室气体

脱碳，每座现有建筑都需要进行能源升级，包括：提高建

排放、公平和复原力的努力，可以显著减少建筑业主和用

筑运营的能源效率，转向由无碳可再生能源驱动的电力或

户产生的成本、中断和其他负担，同时实现关键的性能改

规定或性能要求？

建筑 2030 洞察

区域供热系统，以及发电和 ／ 或采购无碳可再生能源。

进。

规定性升级要求就像一个食谱：它们准确地概述了需

对于大型建筑，将基于性能的要求与特定的政策结合

在这些方面制定政策是加速建筑能源升级的关键战

要完成的工作（例如，使用不含化石燃料的 ＨＶＡＣ 设备）。

起来。 考虑添加规定的合规路径。 对于小型建筑，将规

预计到 ２０６０ 年，全球建筑建筑面积将翻一番。

略，无论是频率还是影响。选择最合适的干预点将取决于

另一方面，性能要求定义了最终目标（例如零碳建筑运营），

定的能源升级要求与分阶段干预点相结合。

为了适应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增长浪潮，未来 ４０

每个司法管辖区当地建筑部门的物理、经济和文化特征。

但并未概述应如何实现该目标。

年，我们预计每个月将在全球建筑存量中增加 ２３００ 亿平

政策制定者应与社区利益相关者结合使用定量分析和定性

方米的新建筑面积，相当于全球增加了整个纽约市。

评估，以确定对建筑存量的气候、公平和复原力目标产生

新建建筑

实现新建筑的零排放将需要不使用现场化石燃料并且

建筑干预点发生在：销售；大修；建筑系统、材料和

建筑确保建筑总能源需求最小化，使无碳可再生能源能够

设备更换；资本改善周期；分区或使用变化；生命安全和

轻松满足需求。

弹性升级（例如地震、洪水、防火、电力中断）。

当我们查看预计从现在到 ２０４０ 年之间进行的所有新
建筑时，我们看到了隐含的碳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与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通过建筑能源升级和使用可再

3

约定时间要反馈，阶段完成要沟通。具备闭环思维的高手，既要有参与者的责任心，又要有团队的配合力，
还要有人际关系的敏感性。做人靠谱，做事闭环，久而久之，让靠谱成为习惯，让自身具有闭环思维，

大，从而刺激了当地就业、市场增长和税收的持续增长。

一般情况下，在大多数城市中，占全市建筑行业排放

APAITEK TIMES

闭环思维，是指完成一项工作或参加一项事情，不管执行效果如何，都要及时、认真给发起人反馈。

升级还促进了建筑翻新和无碳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的扩

成后立即锁定到位。如果我们希望到 ２０４０ 年实现零排放，

１． 再利用，包括翻新现有建筑物、使用可回收材料和

内容简介

著降低建筑业主和用户的成本和干扰。干预点对齐的能源

零碳建筑行动

实现零隐含排放将需要采用以下原则：

. 好书推荐

通过将能源升级与市场驱动的干预点相结合，可以显

生能源而减少的运营碳排放不同，隐含碳排放在建筑物建

我们现在就必须处理隐含碳。

素材来源：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２０３０

积极影响的最大机会。

１００％ 由现场或场外可再生能源供电的节能建筑。节能新

隐含碳排放

大型建筑

量约 ５０％ 的大型建筑相对较少，而其余 ５０％ 的排放量

习惯的力量自会引领你成长、助力你开挂，在高手中也能脱颖而出。
《闭环思维》
作者 ： 智俊启 著 时代华语 出品
出版社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推荐理由
◆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到靠谱，就是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其实就是一件事：要在协作
中完成闭环。所谓闭环，就是一件事有开头，就必有结尾。

则由大量小型建筑所产生。
对于公平和可实施的脱碳途径，大型建筑与小型建筑

APAITE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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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轨 道 交 通 行 业
重点关注的 四 大 领 域
“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政策作为国家新兴战略方

程，实现“站、场、线”的全覆盖的轨道交通行业的标准

向，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季度随着国家承诺而爆红，从传统的石化、

及体系，对促进城市轨道交通“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

建材、钢铁、电力、民航等 ８ 个领域将逐步扩展到社会全

要支撑意义。

领域，而对于轨道交通行业如何实现双碳，在今天属于新

２、新型节能、储能技术在城市轨道交通上的应用

兴领域、研究前沿。

发展轨道交通车辆、车站、车辆段建设的绿色关键新

APAITEK Technology

物联网技术在智慧医疗的应用
智慧医疗旨在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准确、实时感知医

端设备，再由监护终端上的通信装置将数据传输至服务器

疗信息，并进行全面、科学分析，作出智慧的决策，从而

终端设备上，远程医疗监护中心，由专业医护人员对数据

提升医疗服务的信息化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一流的医疗

进行观察，提供必要的咨询服务和医疗指导，实现远程医

服务，为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打下坚实基础。下面我们就

疗。

来看看物联网技术在智慧医疗的应用吧。

３． 医疗用品智能管理

１． 智能医疗监护

药品防伪

智能医疗监护是指通过感知设备采集体温、血压、脉

ＲＦＩＤ 电子标签识别技术在药品防伪方面的应用比较

国内外轨道交通基本上多采用电能作为主要能源供

技术，提升当前轨道交通的绿色、健康性能，并结合当前

给，属于间接碳排放。虽然轨道交通采用“购电”本身比

对安全、人文性能的新要求，支撑我国轨道交通的更高水

移动生命体征监测

唯一的序列号，即产品电子代码。通过 ＲＦＩＤ 标签存储药

较环保，但由于我国轨道交通运营体量巨大，耗电量也大

平建设和管理提升，涵盖隧道施工、站厅照明、车辆牵引、

将移动、微型化的电子诊断仪器，如电子血压仪、电

品序列号及其他相关信息，并将 ＲＦＩＤ 标签粘贴在每一批

的惊人！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有关数据，２０２０ 年

数据中心等节能新技术、以复合储能、智能飞轮储能、智

子血糖仪等植入到被监护者体内或者穿戴在被监护者身

（ 瓶 ） 药品上。在整个流通环节，所有可能涉及药品的生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年用电总量高达 １７２．４ 亿千瓦时，整体

能能量计量、能耗监测等新技术手段在城市轨道交通上的

上，持续记录各种生理指标，并通过内嵌在设备中的通信

产商、批发商、零售商和用户等都可以利用 ＲＦＩＤ 读卡器

用电量巨大！

综合应用，降低综合能耗。

模块以无线方式及时将信息传输给医务人员或者家人。移

读取药品的序列号和其他信息，还可以根据药品序列号，

３、科技 ＋ 智慧轨道，赋能绿色发展？

动生命体征监测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点的约束，既方便了被

通过网络到数据库中检查药品的真伪。

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和时间，全社会、全链条的产业变革压

创新“产学研用”模式，打造智能能源管理平台，实

监护者，还可以弥补医疗资源的不足，缓解医疗资源分布

血液管理

力巨大，特别是在国家还面临自然资源禀赋不优越、高排

现能耗数据的采集、统计和分析，优化节能策略，实现自

不平衡的问题。

基于 ＲＦＩＤ 识别技术的血液管理实现了血液从献血者

放产业难以转移的困境下，因此，作为“用电大户”的轨

动管控。以信息化手段建设基于云平台的智能能源系统，

道交通行业，如何进一步制定行业长期低碳发展转型的战

从而促绿色转型、节能降本。

我国提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时间间隔仅 ３０ 年，远低

略和路径，彰显行业担当与使命，是每一个轨交人应该思

４、光伏 ＋ 城市轨道交通？

考的问题。

从 ２０２１ 年起，国家能源局便多次表示，推动交通能
源低碳转型，共同为实现双碳目标做出贡献。随着近年来
光伏度电成本的降低，“光伏 ＋ 轨交”的绝妙搭配开始在
一些城市涌现。当光伏遇上地铁，不仅可以解决碳排放的

搏等多种生理指标，对被监护者的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控。

医疗设备及人员的实时定位

到用血者之间的全程跟踪与管理。献血者首先进行献血登

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对于医务人员、患者、医疗设备

记和体检，合格后进行血液采集。每一袋合格的血液上都

的实时定位可以很大程度地改善工作流程，提高医院的服

被贴上 ＲＦＩＤ 标签，同时将血液基本信息和献血者基本信

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可以方便医院对特殊病人 （ 如精神病

息存人管理数据库。血液出入库时，可以通过读卡器查询

人、智障患者等 ） 的监护和管理，可以对紧急情况进行及

血液的基本信息，并将血液的出入库时间、存放地点和工

时的处理。

作人员等相关信息记录到数据库中。在血库中，工作人员

行为识别及跌倒检测

可以对库存进行盘点，查询血袋的存放位置，并记录血液

行为识别系统是用于计量用户走路或者跑步的距离，

的存放环境信息。在医院或患者使用血液时，可以读取血

问题，还能给车站基础设施送去绿色电力，可谓是一举两

从而计算运动所消耗的能量，对用户的日常饮食提供建议，

液和献血者的基本信息，还可以通过 ＲＦＩＤ 编码从数据库

得。近年来，已经包括上海、合肥、深圳、广州、石家庄、

保持能量平衡和身体健康。跌倒检测系统是对一些特殊人

中查询血液的整个运输和管理流程。

北京、重庆等城市纷纷上马光伏发电项目。

群特别是高血压患者等进行意外摔倒的检测，并迅速报警。
２． 远程医疗

轨道交通行业重点关注的四大领域

广泛。生产商为生产的每一批药品甚至每一个药瓶都配置

素材来源：中国轨道网

医疗垃圾处理
医疗垃圾监控系统实现了对医疗垃圾装车、运输、中

远程医疗监护系统支持家庭社区远程医疗监护系统、

转、焚烧整个流程的监控。当医疗垃圾车到医疗垃圾房

１、绿色线路评价及绿色认证？

医院临床无线医疗监护系统、床旁重患监护和移动病患监

收取医疗废物时，系统的视频就开始监控收取过程 ； 医疗

当前民用建筑领域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对于城市轨道

护。远程医疗监护系统由监护终端设备和无线专用传感器

垃圾被装入周转桶，贴上 ＲＦＩＤ 标签并称重，标签信息和

交通并非完全适用，而国际上的绿色轨道交通、绿色基建

节点构成了一个微型监护网络。医疗传感器节点用来测量

重量信息实时上传到监控系统 ； 医疗垃圾装车时，垃圾车

相关技术标准对我国也并非完全适用。搭建以绿色策划、

如体温、血压、血糖、心电、脑电等人体生理指标。传感

开锁并将开锁信息汇报到监控系统 ； 在运输过程中，通过

器节点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无线通信方式发送至监护终

ＧＰＳ 定位系统实时将车辆位置进行上报 ； 在垃圾中转中心，

规划设计为指引，涵盖轨道交通的全范围、全专业和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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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把垃圾车的到达时间和医疗垃圾的分配时间上报 ； 焚烧

标签可记录患者的姓名、年龄、性别、药物过敏等信息，

中心将上传垃圾车的到达时间，并对垃圾的接收过程进行

护士在护理过程中通过便携式终端读取患者佩戴的 ＲＦＩＤ

视频监控，焚烧完毕后将对医疗垃圾周转桶的重量进行比

信息，并通过无线网络从医疗信息系统服务器中查询患者

对，并将信息上传给监控系统。

的相关信息和医嘱，如患者生理指标、护理情况、服药情

４． 医疗器械智能管理

况、体温测量次数等。护士可以通过便携式终端记录医嘱

手术器械管理

的具体执行信息，包括患者生命体征、用药情况、治疗情

为每个手术包配置一个 ＲＦＩＤ 标签来存储手术器械包

况等，并将信息传输到医疗信息系统，对患者的护理信息

的相关信息 （ 包括手术器械种类、编号、数量、包装日期、

进行更新。

综合医院电能质量治理方案
■

一、综合医院用电规划概述
医院供电系统设计，一般采用两路 １０ｋＶ 供电电源（有
时也采用 ３５ＫＶ 电压等级进行供电），当一个电源发生故

消毒日期等 ），医务人员可以通过手持或台式 ＲＦＩＤ 读写

智能用药提醒

障时，另一个电源可及时切换供电，确保实际用电不受影

器对 ＲＦＩＤ 标签进行读取或写入，并通过网络技术与后台

智能用药提醒通过记录药物的服用时间、用法等信息，

响。低压配电系统取电分别取自不同高压电源，当变压器

数据库进行通信，读取或存人手术器械包的管理信息，实

提醒并检测患者是否按时用药。亚洲大学的团队研发了一

进行维修和检修时，合闸低压配电系统母联柜的开关，保

现手术器械包的定位、跟踪、监管和使用情况分析。

款基于 ＲＦＩＤ 的智慧药柜，用于提醒患者按时、准确服药。

证负载正常使用。同时配有应急电源、应急柴油发电机组

医疗器械追溯

使用者从医院拿回药品后，为每个药盒或药包配置一个专

作为备用电源，市电断电后，短时间内向低压配电系统供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植入性医疗器械在临床医疗中

属的 ＲＦＩＤ 标签，标签中记录了药的用法、用量和时间。

电。

的运用越来越广泛。这类医疗器械被种植、埋藏、固定于

把药放人智慧药柜时，药柜就会记下这些信息。当需要服

机体受损或病变部位，以支持、修复或替代机体功能，包

药时，药柜就会发出语音通知，同时屏幕上还会显示出药

括心脏起搏器、人工心脏瓣膜、人工关节、人工晶体等。

的名称及用量等。使用者的手腕上戴有 ＲＦＩＤ 身份识别标

植入性医疗器械属于高风险特殊商品，其质量的可靠性、

签。如果药柜发现用户的资料与所取的药品的资料不符合，

功能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接受植人治疗患者的身体健康和

会马上警示用户拿错了药。如果使用者在服药提醒后超过

生命安全。

３０ｍｉｎ 没有吃药，则系统会自动发送消息通知医护人员或

５． 智能医疗服务

电子病历

移动门诊输液系统实现了门诊输液管理的流程化和智

电子病历用于记录医疗过程中生成的文字、符号、图

能化，可以提高医院的管理水平和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

表、图形、数据、影像等多种信息，并可实现信息的存储、

改善了病人身份及药物的核对流程，方便护士在输液服务

管理、传输和重现，不仅可以记录个人的门诊、住院等医

过程中有效应答病人的呼叫，改善门诊输液室的环境，并

疗信息，还可以记录个人的健康信息，如免疫接种、健康

为医务人员的工作考核提供依据。护士利用扫描枪对病人

查体、健康状态等。

感知医疗信息，并进行全面、科学分析，作出智慧的决策，

条码和输液袋上的条码。输液时，护士利用移动终端对病

从而提升医疗服务的信息化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一流的

人条码和输液袋条码进行扫描和比对，并将信息传输到医

医疗服务，为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打下坚实基础。

对，保证用药安全。
移动护理
移动护理可以协助和指导护士完成医嘱，提高护理质
量、节省医务人员时间、提高医嘱执行能力、控制医疗成本，
使医院护理工作更准确、高效、便捷。患者佩戴的 ＲＦ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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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级（一级、二级、三级），《医疗建筑设计规范》－
ＪＧＪ３１２＿２０１３ 表 ４．２．１ 的规定，如下表：

超过 ３００００ＫＶＡ，配电系统示意图如下：

负荷等级分类
典型系统结构示意图

（本文来源于网络，由千家智客进行整理编辑，如有
侵权，请联系删除。）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涉及生命安全的设备均列为一级
负荷。

综合医院的医疗设备种类多、科室齐全，一般情况下
按以下方法进行用电规划设计：
·检验科、超声科、重症监护室等科室诊疗设备的供
电电源，其控制开关按科室集中设置；

院信息系统进行核对，以确认病人信息和剂量执行情况。

疗差错。同时分配病人座位号，在输液过程中实现全程核

生命安全、人身安全、经济损失等所造成的影响程度进

省级的三等甲级医院，其用电容量较大，总供电容量

综上，智慧医疗旨在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准确、实时

取病人的基本信息、医嘱和药物信息等，打印病人佩戴的

该系统使用双联标签来保证病人身份与药物匹配，减少医

研发部 陈小平

者家属。

移动门诊输液

处方上的条码进行扫描，根据条码到医院信息系统中去提

APAITEK Technology

·手术部的供电电源由变电所或总配电间专用回路供
电；
·磁共振（ＭＲＩ）成像设备的主机、冷水机组分别从
变电所引电；
·治疗用 ＣＴ 设备、血管造影设备由配变电所单独供电。
二、综合医院用电负荷级别及电能分配

２．２ 综合医院的电能分配情况
在医院能源消耗中，电力消耗比重最大，约占 ７０％，
为整个医院的主要能耗，主要用于医疗动力、照明、电梯、
空调和通风等设备。其次，医院还以燃气、重油等作为能
源，主要用在供应蒸汽、热水、消毒、洗涤、厨房以及冬
季供暖等。
医院用电负荷一般分成医疗动力、照明系统、插座系
统，空调系统 （ 新风机、空调机、风机盘管 ）、应急照明系
统等。其中医疗占 １５％－２５％，照明、插座约占 ３０％，
空调负荷约占 ４５％－５５％。总体上看仍然是以空调、照明

２．１ 用电负荷分类

为主要负荷，医疗设备用电所占比例偏小，这与我国日前

医疗建筑负荷应根据供电的可靠性要求及中断供电对

的医疗设备的水平有关。随着医疗水平的逐步提高，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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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用电占比、用电要求正在逐步提高。
三、电能质量的相关标准
１）ＧＢ／Ｔ１４５４９ － １９９３《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电压谐波限值

亚派·创新

其它设备：电梯 （ 手术梯、客梯、扶梯 ）、ＵＰＳ
负载

功率

电流畸变率 主要谐波次数

磁共振 （ＭＲＩ）
电子计算机断
层扫描 （ＣＴ）
数字 Ｘ 光机
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 （ＤＳＡ）
直线加速器
动力照明配电
箱

１５－２０ＫＷ
≥ ７５ ＫＷ

５％－１０％
１０％－２０％

电梯
冷冻泵
冷却泵
离心机组
冷却塔

其它负载类别的变压器，ＣＯＳΦ 在 ０．９ 左右；

３０ＫＷ－５０ＫＷ ５０％－６０％
１００ＫＷ
１０％－２０％

７、１３
５、７

低压配电系统 ＴＨＤｉ 在 １０％－３０％，电流畸变比较严重，

５０ＫＷ
３０？ ？ ＫＷ（数
据与前面说到
的 ３０％ 相 匹
配）
１０ＫＷ－１５ＫＷ
３０ＫＷ－１００ＫＷ
３０ＫＷ－１００ＫＷ
２ ０ ０ Ｋ Ｗ
－５００ＫＷ
１０－５０ｋＷ

５、７
３、５、７、９

·医疗设备种类较多，非线性负载设备分布比较分散，
谐波电流较大 ；
·大型医疗设备产生的谐波集中反馈到低压配电系统，
谐波电流在低压配电系统叠加，可能会产生谐振现象，导
致供电系统严重故障；

３０％－５０％
３０％－５０％
３０％－５０％
５％－４０％
３０％－５０％

５、７、１１、１３
５、７
５、７
５、７
５、７

可以看出，综合医院的负载种类多，电流畸变率大，

谐波电流允许值

·低压配电系统空调专用变压器 ＣＯＳΦ 在 ０．８５ 左右，

１１、１３
５、７

５０％－６０％
３０％－５０％

·低压配电系统谐波次数主要以 ３、５、７、９ 次谐波，
３ 次谐波呈零序特性并在零线上叠加，容易造成零线过流

综合用电变压器配电系统

后断路器跳闸，同时伴随着铜排振动、变压器噪音大等现

综合用电专用变压器配电系统可以认为是除空调专用

象。

负荷产生的低次谐波严重污染电网。同时大量的使用单相

可以看出，综合医院的配电系统谐波污染严重，大型

非线性负荷，造成三相不平衡、谐波超标、中性线谐波过

医疗设 ＭＲＩ、ＣＴ、ＤＳＡ 受到谐波干扰后，轻则造成影像

载等电能质量问题，综合医院的电能质量治理势在必行。

不清晰，重则电路板烧毁或整台仪器损毁，造成巨大的经

五、综合医院电能质量分析

济损失，同时还影响患者病情的诊断。

针对综合医院的用电状况，依据实测的 ８ 个医院项目，

谐波污染还会影响智能化系统的运行，使系统产生错

共计 ２４ 个低压配电系统的电能质量数据进行分析，详细
２）ＧＢ／Ｔ１５９４５ － ２００８《电能质量 电力系统频率偏差》

数据查看附件 １：《变压器电能质量测试数据》变压器电

财务收费等电脑系统紊乱导致经济损失和纠纷。

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条件下频率偏差限值为 ±０．２Ｈｚ，

能质量数据，如下：

六、综合医院电能质量治理方案

４）ＧＢ／Ｔ１２３２５－２００８《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
３５ＫＶ 及以上供电电压正、负偏差绝对值之和不超过

功率因数
1

0.8

功率因数

１０％；

医疗电子精密设备：主要包括磁共振 （ＭＲＩ）、电子计

电流畸变率/%
30
25
20
15
10
5
0
2#楼1#变
2#楼2#变
2#楼3#变
2#楼4#变
8#楼1#变
8#楼2#变
8#楼3#变
8#楼4#变
1#变压器
2#变压器
3#变压器
4#变压器
5#变压器
6#变压器
7#变压器
8#变压器
2#变压器
3#变压器
3#变压器
1#变压器
2#变压器
3#变压器
2#变压器
3#变压器

算机断层扫描 （ＣＴ）、数字 Ｘ 光机、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ＤＳＡ）、
直线加速器；
照明设备：主要包括户外照明、户内照明，户内照明
包括门诊、病房、走廊办公区域的照明；
通风空调设备：冷冻泵、冷却泵、离心机组、冷却塔；

电流畸变率
依据实际检测数据和医疗设备的负载特性，综合医院
的电能质量特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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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按变压器容量的 ３０％ 配置，ＡＦＰ 容量按变压器容量
的 ２０％ 进行配置。
配电系统图如下：

集中治理适用与低压配电系统，因医院配电系统不允

空调机组专用变压器配电系统治理方案

0.75

２２０Ｖ 单 相 供 电 电 压 偏 差 为 标 称 电 压 的 ＋７％，－

四、综合医院主要负载及谐波源

新建项目时，无功补偿容量由设计院进行设计，补偿

决方案：

0.85

２０ＫＶ 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 ±７％；

压偏差有特殊要求的用户，由供、用双方协议确定。

方案，ＡＰＦ 进行谐波治理，ＳＲＣ 进行无功补偿。

高、无功率因数 ０．８５－０．９０ 的实际用电特点，给出以下解

0.9

标称电压的 １０％；

对供电点短路容量较小、供电距离较长以及对供电电

办公用电等。该配电系统推荐使用 ＡＰＦ 整机 ＋ＳＲＣ 补偿

许停电，该方案适用于新建项目，结合医院的电流畸变率

0.95

2#楼1#变
2#楼2#变
2#楼3#变
2#楼4#变
8#楼1#变
8#楼2#变
8#楼3#变
8#楼4#变
1#变压器
2#变压器
3#变压器
4#变压器
5#变压器
6#变压器
7#变压器
8#变压器
2#变压器
3#变压器
3#变压器
1#变压器
2#变压器
3#变压器
2#变压器
3#变压器

不得超过 ４％。

变压器的其它配电系统，负载为各科室的医疗设备、照明、

６．１ 集中治理

当系统容量较小时，偏差限值可以放到 ±０．５Ｈｚ。
电网正常运行时，负序电压不平衡不超过 ２％，短时

ＡＰＦ 整机 ＋ＳＶＧ 整机

因病房、走廊、大厅多采用 ＬＥＤ 知名，造成 ３ 次谐波较大，

码、电脑无故死机而需要重新启动，甚至造成门诊挂号、

３）ＧＢ／Ｔ１５５４３－２００８《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

APAITEK Technology

空调机组专用变压器主要负荷为离心机组、冷冻泵、
冷却泵，机组采用变频启动，电能质量表现为畸变率较高、

ＡＰＦ 整机 ＋ＳＲＣ 无功补偿

功率因数低的用电特性，该类型配电系统推荐使用 ＡＰＦ

６．２ 部分治理

整机 ＋ＳＶＧ 整机补偿方案，谐波及无功带来的电能质量问

配电系统中非线性负载集中在某几个支路时，适用于

题能够得到完美的解决。

部分补偿，该方案适用于楼层强电井配电箱。

新建项目时，总补偿容量由设计院进行规划设计，

综合医院非线性负载集中的负载主要包括：重症监护

ＳＶＧ 总补偿容量按变压器容量的 ３０％ 设计。ＡＰＦ 的补偿

室、手术室、超声科、检验科、内镜室，同时应包括住院

容量依据离心机组产品技术要求进行配置，若离心机组在

部照明、户外照明等。

使用的过程中电流畸变率低于 ５％，ＡＰＦ 总量按变压器容

６．３ 就地治理

量的 ２０％ 进行配置。若离心机组的电流畸变高，ＡＰＦ 总

配电系统中非线性负载集中，单台容量较大时，适用

量按变压器容量的 ３０％ 进行配置。
针对离心机组的电流畸变，可以咨询离心机组变频器
厂家，确保 ＡＰＦ 容量配置的准确性。
配电系统图如下：

于就地补偿。
单台功率较大的非线性医疗设备主要包括：主要包括
核磁共振仪 （ＭＲＩ）、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 （ＣＴ）、数字 Ｘ 光机、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ＤＳＡ）、直线加速器、空调机组、电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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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派科技荣获“苏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产业化基地成果转化示范企业”称号

该类负载应采用就地治理的方案。

近日，为加快推进苏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鼓励科技型企业先行先试，健全完善科技成果
分类评价体系，探索形成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苏南模式，发布了由专家评估产生的 ３０ 家苏南国家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示范区产业化基地成果转化示范企业，亚派科技位列其中，荣获示范企业称号。
治理后电流波形

苏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自 ２０１７ 年科技部批复建设以来，聚焦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发展，坚持
以改革突破为动力，不断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制机制，布局建设了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 １７ 家科技成果

就地治理图纸

产业化基地，这批基地集聚了一大批优质创新型企业。

可以看出，综合医院具有科室多、医疗设备种类多等

本次亚派科技获得示范企业称号，不仅仅是一项荣誉，更是对亚派科技创新力、科技成果转化的高度认可。

特点，为了能更好的解决综合医院的电能质量问题，应采

未来，亚派科技将持续创新，重视产品开发与科技成果转化，集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能力、探索创新模式，

用集中、部分、就地相结合的治理方案，使配电系统更加

打好提质增效“组合拳”，为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提供稳定高效的创新力量。

绿色环保、稳定、可靠。
七、应用案例
７．１ 应用案例 １－ 集中治理
治理前谐波频谱图

某市级人民医院，该项目为新建项目，在建设规划初

第十届安徽省工业节能环保“四新”推介会开幕，
亚派科技应邀参加

期已经考虑到动态补偿、谐波污染等电能质量情况，采用
集中治理的方案进行补偿，方案配置为 ＡＰＦ＋ＳＶＧ 相结合
的方式，配电系统图如下：

治理后谐波频谱图

配电系统图
治理前后对比：

以推动“双碳”目标实现为己任，持续为行业提供更

推介会在合肥市开幕。大会由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

加优质的服务，全心助力行业节能增效、绿色发展。

厅、合肥市人民政府主办，安徽省节能监察中心、安

治理后，配电系统的电流畸变率由 １８％ 下降至 ２％，

徽省节能减排促进会承办。此次大会有数百家省内

因配电系统采用有源设备进行补偿，能对感性无功、容性

外重点用能企业、工业节能环保技术提供单位参会。

无功进行补，同时还能进行谐波治理，避免谐波电流反馈

亚派科技受邀参展，共促节能减碳绿色发展。

到上级配电系统中，提高了变压器的带载能力及使用寿命。

会上，围绕“绿色制造，节能减排”大会主题，

７．２ 应用案例 ２－ 部分补偿 （ＡＰＦ）

将推介会分为节能增效、清洁循环、减污降碳和绿

某省级人民医院，门诊二楼超声检验科配电箱 Ｎ 线发

色服务四个区域，充分发挥了“互联网 ＋ 绿色推介”

热、，我司工程师到现场后发现，该配电箱负载除了检验

平台作用，实现了线上线下协同推介，具有一站式、

科的设备外，还包括走廊照明、办公区区域照明、插座等

专业化、针对性强的特点。

单相负载等。

作为此次大会的受邀参展单位，亚派科技在现场

解决方案

设置展台，向与会人员展示了亚派科技智慧能源一体

经检测，该配电箱电流畸变率可达 ４０％，主要谐波

化解决方案、电能质量综合治理装置、低压电器与能

次数为 ３、５、７ 次谐波，其中 ３ 次谐波最大，３ 次谐波呈
零序特性，选择有源滤波器进行谐波治理。
治理前电流波形

１２ 月 ２ 日，第十届安徽省工业节能环保“四新”

增加了有源滤波器后，电流畸变率由 ４０％ 下降至 ７％，

效管控产品，与大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
绿色、节能、低碳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研发创新为基础，亚派科技必将

电流波形趋于正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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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领跑新高度！亚派软件入选“2021 年瞪羚企业
近日，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布 ２０２１ 年江苏
省高新区独角兽企业和瞪羚企业评估结果，亚派科

具有发展速度快、创新能力强等特征。
勇于创新 追求卓越

“２０２１ 年瞪羚企业”名单，此前，亚派科技就凭借

“瞪羚企业”是新经济高成长企业的典型代表，

自身实力入选“２０２１ 年度南京市瞪羚企业”。此次

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亚派软件已沉淀了丰富

入选再次印证了亚派软件强劲的研发实力以及在智

的行业经验，经过持续的技术革新，摆脱固有模式，

慧能效创新领域的标杆地位，同时，也是对亚派软

另辟行业赛道，在追求产品增值服务的同时，携手

件不断提升技术研发水平和经济社会效益的一种鼓

合作伙伴需求发展。
未来，亚派软件将始终立足时代，发挥高新企

凝神聚力 实现飞速增长

业技术优势，紧紧围绕客户需求，进一步激发企业

“瞪羚企业”和“瞪羚”有共同的特点——跑

的科研创新能力，优化引入创新项目，树好导向、

得快、跳得高，生性机灵、行动敏捷、战术变幻莫

团结协作展风采
亚派科技 2021 年度运动会圆满落幕

术、新业态、新模式为支撑稳步进入了飞速增长期，

技旗下全资子公司南京亚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入选

励。

APAITEK Technology

立起标杆，助力江北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测。这样的企业已经跨越了创业期死亡谷，以新技

１１ 月 １０ 日，亚派科技 ２０２１ 年度运动会在一场精彩的女子跳绳比赛下划上圆满句号。本次运动会展示了
亚派人拼搏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家在赛场上挥洒汗水，为了集体荣誉，勇于挑战，力争上游，弘扬
体育精神，赛出了好成绩。
哨声吹响，比赛正式开始。单人跳绳比赛首先开赛，选手们各展其能，挥洒自如，跳出了欢乐激情，跳出
了青春活力。接下来是女子跳绳团体赛，摇绳和跳绳的队员配合默契，摇绳队员努力带好节奏，跳绳队员身轻
如燕，一个个飞快地跳过绳子，即使偶尔发生磕绊，他们也不慌不忙，及时调整姿态继续比赛。一旁的观众也
不约而同的为他们数着个数，“一、二、三……”。一根大绳，连接的是团结与友爱，传递的是勇气与力量。
最终，快乐队以良好的配合、充沛的体力拔得头筹荣获冠军，舞动青春队获得亚军，质管队获得季军。
值此之际，亚派科技 ２０２１ 年度运动会落下帷幕。此次运动会中，全体运动员顽强拼搏，赛出了风格，赛
出了水平，赛出了友谊；展示了亚派科技广大员工积极进取、团结协作、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大家纷纷表示
这是一次全员参与、全民健身的活动，是一次展示精神风貌的活动，是一次促进队伍融合的活动，是一次凝心
聚力促工作的活动。亚派科技也将以此为契机，贯彻落实企业责任感与担当精神，积极开拓智慧能效领域，为“双
碳”目标助力添彩。

亚派科技受邀参加
2021 江苏省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学术论坛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９ 日，２０２１ 江苏省建筑

建筑的安全等级和能效管理水平。

电气与智能化学术论坛在江苏南京顺利举行，亚派

会上亚派科技设置展台，向与会人员展示亚派

科技受邀参加此次论坛，并由相关人员发表了《智

科技智慧建筑运营管理平台的整体解决方案，吸引

慧建筑一体化解决方案》的主题演讲，从产品、技术、

参展宾客驻足交流。

行业发展等多角度与专家们共同探讨在十四五“碳

智慧建筑将成为建筑业“双碳”目标达成的最

达峰、碳中和”大背景下，智慧楼宇建设发展方向。

优路径之一，亚派科技依靠业内领先的运营管理水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中国建筑领域

平和产品研发能力，在为广大客户提供高质量服务

在推动本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消耗大量的建筑

的同时，也期待能够与更多伙伴携手并进，以绿色

材料，并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这对中国实现

空间筑造梦想，共同提高智慧建筑质量和能效水平，

２０３０ 年碳达峰目标产生了严重影响。实现建筑运营

助力我国建筑领域早日实现双碳目标。

绿色化、提升建筑节能水平、提高能效已获得大多
数人的认可。
对此，亚派科技相关人员表示亚派科技智慧建
筑一体化解决方案打通建筑的设计、施工、运行间
数据，实现了建筑的可视化、全方位、一体化管理，
为建筑全生命周期的所有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亚
派科技长期提供基于 ＡＩ＋ＢＩＭ 的智慧建筑一体化解
决方案和一站式高效运维平台，很大程度上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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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派科技应邀参加医院后勤节能降耗
和智慧管理一体化培训公益活动—南阳站
理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分享医院智慧后勤管理的经验
方法。
会上，亚派科技方案总监介绍到亚派科技智慧后
勤管理平台基于 ＡＩ＋ＢＩＭ，可以实现诸如多维监控、
安全管控、深度节能、ＢＩＭ 运维、智慧管理、决策
支撑等医院智慧后勤所涉及的各个范畴。同时采用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１７ 日，“医院后勤节能降耗和智

能源托管方式，多维度提升医院运营管理水平，用

慧管理一体化培训公益活动”于南阳召开，亚派科

科技力量赋能医院后勤管理，实现了医院的可视化、

技受邀出席此次培训公益活动，同时，亚派科技方

全生命、全方位、一体化管理，为医院全生命周期的

案总监分享了《“双碳”目标下的智慧后勤建设》，

所有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以精彩的演讲与业内精英们共同交流医院智慧后勤
发展动态，助力医院智慧后勤高质量发展。

在实现“双碳”国家战略目标及推动医院后勤数
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亚派科技始终不忘初心，以实

本次会议旨为建设智慧型医院后勤管理模式，把

践提高管理效能，坚持以基于平台的能源托管模式来

先进的管理理念引进基层医疗机构，提高基层医疗机

帮助医院实现后勤运营的智能化、精细化、安全化转

构的综合服务能力。大会邀请南阳市领导、知名医院

型，用科技为医院后勤降本增效，与客户携手迈入碳

院长等后勤管理专业人员到会授课，交流医院后勤管

中和的美好时代，共建绿色医院，守护青山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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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派科技荣获“合同能源管理优秀示范项目”

APAITEK Technology

克服拖延 ---《自控力》读后感
■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合同能源管理助力山东省

提升医院后勤运营信息化水平，实现后勤运营数据

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循环技术和管理模式创新研讨会

打通，以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的科学管理体系

通过线上线下的模式，在青岛黄海饭店顺利召开！

提升医院管理能力、提供优质医院服务，提高医院

本次研讨会是由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

安全性能。

你是否会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打开朋友圈，惊呼某位许

物流部 张霖

这三种力量，让它们协同努力，帮助人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久未联系的朋友已经瘦身成功；当你下定决心多读书多学

有时候，我们分不清这三种力量为何，不知道自己真正想

（ＥＭＣＡ）、山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和青岛市发展

会上，亚派科技为海慈医疗集团青岛市中医医

习的时候，却又习惯性地打开手机刷起了抖音，无所事事

要的是什么，麦格尼格尔建议我们每天冥想 ５ 分钟，以此

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主办。亚派科技受邀参加此次会

院打造的能源托管项目荣获“合同能源管理优秀示

就过完了一个假期；你又总是发现身边人都在默默成长和

训练大脑，让大脑清楚内在干扰、外在诱惑和真实欲望。

议，亚派科技技术总监丁高辉发表了关于《合同能

范项目”。作为本次大会仅有的获得合同能源管理

进步，而你总是理所当然地把目标定位在明天；明天就减

在《自控力》这本书中提到，自控力其实就跟我们身

源管理能源费用托管模式助力医院节能降碳》的主

优秀示范项目的一家企业，亚派科技在智慧能源管

肥，明天就跑步，明天啊明天 ．．．．． 如果你正陷于这样的情

上的肌肉一样是可以通过锻炼的，承担我们现在放纵行为

题演讲。

理系统、信息化技术和标准、应用技术等方面都有

境中，那么你可以阅读这本书，它会给出对应的解决办法。

后果的看似是未来的自己，实则还是现在的自己。救赎失

所创新，充分发挥示范项目的引领作用，对国内综
合能源服务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带动作用。
颁奖现场

本次会议邀请了来自节能领域内的技术专家和
优秀企业，从不同角度探讨合同能源管理的绿色理
念、碳中和行动、可持续发展战略、先进技术及应用，
分享优秀的解决方案和经验，一起展望未来！

《自控力》展示了心理学、经济学、神经生理学、医
学领域关于自控的最新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如何改变习惯、

的基础是有自我意识认知和应用科学方法。只有弄清楚自

克服拖延、管理压力，还提供了大量提高自控力的策略和

己如何失控、为何失控，才能有效地提高自控力。我们每

案例，能解答我们关于自控力的大部分基本问题。

个人都能通过提高自控力来成为更好的自己。

作者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让读者看完书后就像是

总之，我们之前早已习惯了向明天赊账，总以为未来

上了为期十周的课程一样。本书分为十个章节，每个章节

的自己可以改掉今日的恶习，把期待都放在了明天，可未

都讲述了一个中心概念和它背后的科学原理，以及如何将

来的事情谁又能确定呢？较好的自控力自我管理能力可以

它应用到读者的目标上，并通过案例讲述这些概念如何去

提高我们的生活生命质量，一个能够坚持一件事很久的人，

运用。每个的概念和策略都是环环相扣并在前一个章中做

必然有良好的自控力，在面对诱惑的时候，能够完好地抵

的事都是为下一章节作出相应的准备。

抗，终究会实现自己的目标。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意志力？如果你连自己是

我国力争 ２０３０ 年前实现碳达峰，２０６０ 年前实
现碳中和。节能减碳工作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什么样的都不知道，怎么能够增加自控力，把一件事情坚

目标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也是能源

持下去呢？意志力实际上是“我要做”、“我不要”和“我

系统实现二氧化碳大规模减排的最主要途径。合同

想要”这三种力量。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最终要的是

能源管理是节能减碳有效的手段之一。

牢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想要做到自控，就是在关键

对此，亚派科技技术总监丁高辉介绍到，亚派

时期时刻明确自己的目标。

科技基于自身研发实力，通过与生态圈融合，为包

本书就像是一本操作指导手册，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书

含医院建筑在内的公共建筑提供节能改造服务（基

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作为年轻人，我们每天面临着许多压

于自主研发的智能节能算法）、智能集成与机电运
维服务（基于一站式智慧后勤管理平台）和合同能

一城一地标、一筑一文化，人文是建筑灵魂，

力，要努力成为好子女或好父母、好妻子或好丈夫、好员

节能是社会责任。随着节能工作向系统化、精细化、

工、好自己 ．．． 要做好这些，我们就得约束自己的行为，

同时亚派科技自主研发的“一站式智慧后勤管

信息化方向发展，节能领域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理平台”是一个集智能多维监控、设备安全管控、

综合信息技术手段成为必然趋势。亚派科技的视角

深度节能管控、ＢＩＭ 运维、智慧运维管理、数据分

同样是综合性的，亚派科技将继续坚持自主创新，

大脑中的前额皮质通过释放多巴胺来控制我们去关注什

析与决策支撑等的大数据平台，可适用医院智慧后

发挥技术优势，打造坚实可靠的医院智慧能源管理，

么、想什么、感觉为何。

勤所涉及的各个范畴。运用能源托管方式，多维度

为我国绿色医院蓬勃发展添砖加瓦！

源管理服务（含能源托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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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人生的根本在于坚定决心和提高自控力，而提高自控力

我们之所以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是因为我们

自控力就是驾驭好“我要做”“我不要”和“我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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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派·动态

亚派·风采

APAITEK Technology

回想到我们自身，为什么每次计划要去学习都忍不住玩手
机？为什么每次减肥都忍不住要吃零食？为什么每次说早睡都非
要熬到半夜？为什么我们给自己制订了计划，却总完不成？拖延、
焦虑、悔恨……为什么我们的行为和理想总是背道而驰？怎样才
能成为理想中的自己？
谷爱凌的天赋也许我们无法企及，但是她的自律和努力，是
我们普通人可以学习和复制的成功秘诀。
那如何保持自律和持续性的努力呢？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以
下四个重点来进行：
１、找到一个强烈的动机。凡和改变生存相关的动机都是强
烈的。如果还没来得及改变和自我管理，那么一定是活得尚且舒
服，要么是见识太少，要么是心气不高。所以，要想成为自律的人，

谷爱凌的成功
——我们可以复制什么？
■

就先找到一个目标，承担一些责任吧！让它成为改变现状的强烈
动机。
２、
转变思维方式，
把关注点放在精力管理上，
而非时间管理。
因为，决定我们人生高度的，是精力的有效分配，专注内在的精
力管理，让生活出现实质性的改变，变得更好。如何有效做到精
力管理？需要按照三只青蛙的法则，就是每天把最难最重要的
三件事列出来，从早上我们开始，集中精力，吃掉第一只又大又

商务部 吴东恒

难吃的青蛙，我们的
最新的冬季奥运会赛事，无疑是时下最热门的话题，其

这世上还有谷爱凌不会的吗？

中有几个选手频上热搜，其中之一就是这次夺冠的谷爱凌。

谷爱凌的天赋是毋庸置疑的。诚然，天赋是非常重要的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８ 日上午，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

东西，但是我认为努力更甚。只有天赋足够吗？在过去的历

大跳台的决赛中，谷爱凌用一个此前从未做过的高难度动

史中，也有一些天赋异禀的人，最后却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作，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中历史性的突破。

很多人都逐渐消失在时间的海洋里。而作为天资普通的大

回看她的滑雪征程，
谷爱凌展现出卓越的天赋和技能，

多数人，是否能从谷爱凌的身上，学习甚至复制些什么呢？

不断在比赛中取得佳绩：９ 岁的时候，谷爱凌就收获全美自

谷爱凌说：只有我足够努力、足够自律，那我想做的事

由式滑雪少年组冠军；１１ 岁时她又夺得了全美 １３ 岁以下坡

情才能做到。她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为了全力备战冬奥会，

道障碍赛冠军以及全能亚军；１２ 岁的时候，她更是在美国

谷爱凌提前一年完成所有高中课程，甚至专门到北京参加

北加州女子双板障碍技巧和争先赛中，一人夺得了惊人的 ７

提前申请大学的各种补习。全能少女的背后，除了超高的天

块金牌。

赋、优质的教育，谷爱凌为梦想更是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自律

在发展兴趣爱好的同时，谷爱凌没有放弃学业，她曾在

和努力。谷爱凌会在去训练、比赛的路上看书、写作业。她

采访中说：我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奥运冠军，一个是考入斯

知道自己的时间比全职滑雪的人少，就会奋力追赶，这个过

坦福。２０２０ 年 ９ 月，满分 １６００ 分的 ＳＡＴ 考试，谷爱凌考

程中效率就会提高。她这样评价自己，
“天才有可能是一部

了 １５８０ 的高分，并如愿收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分，
有可能，
但是我自己觉得大大多数，
是努力和时间的平衡，

了解了这样一位全能少女的精彩人生，
很多人不禁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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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任务完成会越来越高效。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看起来很努力，要发生实质性的
变化，
详细统计一天的精力分配点，
把精力最旺盛的时间，
来处理最紧急最重要的事，
效率稍低的时间来处理不重要、但紧急的事。
３、合理搭配饮食，养成良好作息习惯。保持高度自律，往往会消耗大量的精力，
体力和意志力，只有身体处在良好的状态，才足以提供能量来应对外界的挑战。举
一个反面例子，在者睡眠不足的时候，往往意志力都会出现溃散的情况，要集中精
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４、有预先计划抵制诱惑。预先计划抵制诱惑，也叫“如果—就”原则。成为一
个自律的人，动机、行为都很重要。但是，生活在社会里，就避免不了人与人的接触。
有人，就有江湖，有人，就有诱惑。自律者，除了管控自己，还需要管控自己和别人的
关系——为了更好的明天拒绝一些外界诱惑。
２０２２ 年，做一件能让我们变好的事，坚持做，把它变成习惯。希望在新的一年
中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这个世界只有自己活得漂
亮了，世界才会对你温柔相待。

还有自律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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