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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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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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产

轨道

医院

工厂

其他

《闭环思维》读后感
DevOps简介及现状
精彩直播强势围观！亚派科技实力出圈！
地铁环控系统节能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中央空调系统调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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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APAITEK Technology

亚派·寓言

Contents

谁来执行？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国王街里，有一群老
鼠整天愁眉苦脸的，一打听，才知道原来猫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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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总是来侵袭，这让它们十分苦恼，于是它们
决定，在午夜时分在仓库里开一场大会。到了
午夜，老鼠们都陆陆续续的来到了会场。这时，
老鼠长老一瘸一拐的走上舞台，“咚—咚 －－”
它用拐杖在地上敲了几下。
“这几天，我们总是受到猫咪们的突然
袭······”话还没说完，突然，仓库的
门被撞开了，一只巨大的猫爪忽然伸进来。大
家吓得一同缩到几个角落里，抱在一起，不敢
支支吾吾，连呼吸都小心翼翼，过了一会，不
见了猫的身影，可是大家还是不放心，于是老鼠长老小声地宣布道：“大家今晚都先从密道回洞里，明晚先试探一下，再开会。
散会！”说完，大家就有序地从密道回去了。
第二天晚上，老鼠长老在准备开会时让两只小老鼠一起去猫洞看看，他们俩大约过了十五分钟后，回来说：“猫大娘
已经睡了，可以安心开会了！”这时老鼠长老才正式宣布开始开会，老鼠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着。
有只老鼠首先提出：“伙伴们，为了不再遭受猫的侵扰，我提议我们明早搬家吧！”可紧接着，老鼠们开始反对，“那
怎么可能，这里老老少少都有十几辈了，搬家哪有这么简单？”
“说得简单，可做起来没那么容易呢？”
“另想办法吧”
······看
来搬家已经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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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另一只老鼠提出：“我们拿一块夹鼠板吧！这样，猫可能就会上当，就不会再捉弄我们了。”“可是，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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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2022年第1期，总第四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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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机智的头脑会上当吗？这方法可能行不通啊！”鼠王迪丽发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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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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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年轻鼠民抱着孩子站上舞台试探性的问到“或者我们可以把铃铛挂在猫的脖子上，这样一来，只要铃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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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我们就可以躲避或逃跑”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平平点头各个拍案叫绝，双手赞成。这时只有五六岁的海飞丝耷拉着闹到
走上舞台“请问谁来把铃铛挂在猫身上呢”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平平摇头不知如何是好。
从这则故事我们受到启发，有时候想出一个好主意也许不难，但是实现主意就不那么容易了。就像平常大家常常说的
南京亚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想出解决方案容易，但落实解决方案难。这涉及到企业执行力的问题，执行力强不强，到不到位，跟执行者的态度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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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莫大的关系。态度不端正，就会在实施时，要不就不执行，要不就执行力大打折扣。
不执行又分为两种情况 ： 一种是违抗命令，坚决不执行，跟决策者大唱反调；另一种是口口声声说一定执行好，请领导
放心，而实际上却阳奉阴违。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或者说一套，做一套，完成就不把命令放在眼里。执行力大打折扣也

主 办：南京亚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力不足，导致执行失误，或者执行不力；另一种是得不到有效的支援与配合，独木难撑工作任务。

编委 ：石泉、葛文海、沙俊良、郭宇虹、

其实，想与做之间还是有距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有时却有天壤之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理想要想
拉近现实之间的距离，必须去做，去落实，去执行，才能缩小差距，变成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体。想要提高执行力，必须要
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用，光说不练的做法。端正态度，认认真真去执行，就能提高执行力。想要提高执行力，还要克服
繁琐的流程，减少执行环节。减少流程，减少环节，无形中就能减少浪费，减少成本，还能减少执行难度。
一个人的执行能力也很重要，执行能力强的，就会按照管理者的要求一丝不苟地完成工作。而执行能力不行的，就算
管理者交给其很简单的工作，也会南辕北辙，或者工作出纰漏。所以，管理者在强调执行力时，要选用那种态度端正，执
行能力强的人去执行决策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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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计划 智能建筑正在创造更
绿色的城市环境
目前社会上正不断推动绿色建议，越来越多的建筑参与绿色工业革命，建筑业已经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
企业和专业人士在绿色建议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虽然仍有许多问题还没解决，但是业内人士与消费者都在努力减少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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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能 楼 宇 ：绿色建筑节能及优化方法
建筑节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主动节能，二、被动

运行优化无从谈起 ； 没有从通过可再生资源利用技术来提

节能。无论是主动节能还是被动节能，建筑节能的关键在

高建筑的可持续性战略高度重视智能建筑的节能 ； 缺少正

于提高能力效率，减少能源消耗为着眼点。

确有效的建筑设备能耗评估方法，限制了智能建筑节能研

智能建筑也不例外，业主建设智能化大楼直接动因就

究更好地开展。

是在高度现代化、高度舒适的同时能实现能源消耗大幅度

１．２ 建筑节能的发展方向

降低，以达到节省大楼营运成本的目的。依据我国可持续

中国的建筑节能工作已经走过了 ２０ 多年的艰苦路程。

建筑原则和现阶段国情特点，能耗低且运行费用最低的可

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随着住房体制改革的前进，房屋用

建筑重建智能化

持续建筑设计包含了以下技术措施：①节能；②减少有限

能费用理所当然地要由住房承担，节约建筑用能势必逐渐

由于企业需要达到碳排放标准，因此需要从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从本质上看，企业被要求实施碳排放改造计划。

资源的利用，开发、利用可再生资源；③室环境的人道主义；

成为广大居民的自觉要求，加上改善大气环境愈来愈迫切，

④场地影响最小化；⑤艺术与空间的新主张；⑥智能化。

要求减轻建筑用能带来的污染，建筑节能将是大势所趋、

放，不仅如此，更是在积极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比如绿色租赁。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只有通过建造新的智能建筑才能真正创造新的、改良的建筑或绿色建筑。这就推动了对创
新数字产品的更高需求。因此，这需要用关键数据来适当地考虑基础。

要想实现也并不是难事，一种解决方案是通过一系列阶段来实现，首先应该面向设计阶段。事实上，在任何工作开始之前，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爆发能源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单位面

都应该有一个基础设计方案，在项目的其他阶段开始之前，所有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都要从一开始就考虑到。

人心所向，是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

在最终评估阶段，企业应确保碳排放达到标准。在全生命周期方法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建筑的运行阶段，这是因为传

积的建筑能耗已有大幅度的降低。与我国北京地区采暖度

统的建筑系统并没有数字化连接。这也意味着没有真正的系统来跟踪建筑物内外的情况。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试图以各

日数相近的一些发达国家，新建建筑每年采暖能耗已从能

它包含有建筑、施工、采暖、通风等许多专业内容，是许

种方法进行干预。

源危机前的 ３００ｋＷｈ／ｍ２ 降低至现在的 １５０ｋＷｈ／ｍ２ 左右。

多专业学科边缘交叉结合形成的，在社会需要的推动下，

预计在今后不会很长的时间内，建筑能耗还将进一步降低

许多高校、科研院所和生产单位都在围绕不同方面进行研

至 ３０￣５０ｋＷｈ／ｍ２。

究开发，正在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然而，大多数的干预都是基于实时数据的收集，所以必须在构建阶段收集并准确存储。如果我们要以一种更环保的方
式进行重建，那么，脱碳和数字化将是这个行业的重要因素。当最新的工具和技术被实现时，企业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

创造健康、舒适、方便的生活环境是人类的共同愿望，

连接的基础
由于需要多层连接传感器和设备，因此需要特别注意这一领域，需要安装能源传感器、智能断路器等仪器，可以跟踪
和维护建筑所使用的系统。
这些最先进的建筑通常需要一个可交互操作和开放的骨干网，且连接介质应该连接到建筑管理系统，这是存储实时数
据的关键步骤。由于将提供更多的可见性，企业可以选择任何浪费能源的区域，减少甚至一次性消除问题，这是为数不多
的在短时间内减少碳排放的方法之一。

绿色未来
碳排放计划应该扩展到不同的行业，确保企业
有意识地为地球做出贡献的同时继续运转。这些企
业在转向绿色建筑和绿色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会得
到各种组织的不间断支持。
为了保持竞争力，需要不断满足客户需求。因此，
将采用越来越多的智能技术促进这一点，碳减排正
被广泛地考虑。因此，企业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也
很容易满足客户的需求。

来源于千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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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建筑节能分析和评价原则

也是建筑节能的基础和目标，为此，２１ 世纪的智能型节

２．１ 做好智能建筑的节能规划

能建筑就是：①冬暖夏凉；②通风良好；③光照充足。尽

节能规划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采用新方

量采用自然光，天然采光与人工照明相结合；④智能控制。

法、新思路。节能要从原先的拾遗补缺，变为在技术经济

采暖、通风、空调、照明、家电等均可由计算机自动控制，

分析可行后优先考虑的方案，要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利

既可按预定程序集中管理，又可局部手工控制，既满足不

用效益为中心。总的节能目标要根据经济发展、能源平衡、

同场合下人们不同的需要，又可少用资源。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和节能率来编制。建筑节能方面，建筑

1. 节能的现状及发展方向

物的设计和建造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当地行政许可

１．１ 建筑节能现状

的规定，采用节能型的建筑结构、材料、器具和产品，提

虽然建设智能化大楼直接动因就是在高度现代化、高

高保温隔热性能，减少采暖、制冷、照明的能耗，逐步开

度舒适的同时能实现能源消耗大幅度降低，以达到节省大

展建筑物的绿色节能认证。

楼营运成本的目的。然而实际上在智能化目标定位中明确

目前，建筑节能标准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规定性标准

提出节能要求的不多，建成的确有节能功效的智能建筑更

和性能性的标准。规定性的节能标准给出一定的节能指标

是罕见。

要求，如外墙的最大传热系数和最大窗墙比等；性能性的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房地产投资商认为能源建设是

节能标准对一些指标并不规定过死，只要所设计的建筑物

政府业绩和投资环境的标志之一，建筑节能看不见摸不着，

总能耗满足标准要求即可，所以设计人员有更大的设计灵

所以宁可在建筑的豪华和设施的先进性上花巨资，也不愿

活性。

为节能多花一分钱 ； 系统与设备、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控制

２．２ 目前智能经济性分析应坚持节能原则

集成成功率不高，相关系统结合“接口”界面如通信协议、

对智能建筑进行技术经济性分析是评价智能建筑节能

网络构架的标准化、统一性不够 ； 物业管理水平跟不上，

APAITEK TIMES

智能建筑节能是一门新兴科学，与原有专业分工不同，

效益的依据。技术经济就是用较少的资源消耗用为社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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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多、更好的使用价值，即要求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和劳

亚派·资讯

要针对空调系统 ）

NEWS

动占用，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一个建设项目的设计，

３．２．１ 节能策略的优化

从资源利用、工艺流程、总体布置、设备选型到能源消耗

ＰＩＤ 控制。空气处理机的 ＤＤＣ 通常采用 ＰＩＤ 控制，

及工程效益无不关系到技术经济，所以技术经济在工程设

选择合适的 ＰＩＤ 参数对空调系统的稳定运行是非常关键

计中所占的地位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就会导致建成

的。ＰＩＤ 系数高，空调对室内温度波动的反应特性曲线陡，

投产的项目效益不高，花了不少投资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

达到设定温度的过渡过程较短 ； 相反 ＰＩＤ 系数低，达到设

益。

定温度的过渡过程较长。但并不是 ＰＩＤ 系数越高越好，

２．３ 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智能建筑的综合评价也离不开
节能原则

APAITEK Technology

地铁环控系统节能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否则易引起 ＤＤＣ 控制系统失稳，表现为室内温度的振荡
和水侧的电动调节阀周期性的来回运动无法在固定开度上

层次分析法常常被用在对智能建筑的综合评价中。层

运行。采用双级控制，ＤＤＣ 控制器等等，工程设计中可

次分析法是系统工程学中一种能处理具有复杂因素在内的

以视需要灵活运用，以达到最优的效果。例如办公、商场

技术、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很难用定量的模型

等场合，夏秋季在清晨时通过程序启动空气处理机 （ 或新

或模拟来分析，因为其中所含定性因素很多，而且需要考

风机 ），利用室外凉爽空气对室内全面换气预冷，既节约

虑决策者的心理因素、知识经验和决策水平等。层次分析

新风能耗又提高了室内空气质量。

法能通过建立所谓判断矩阵的过程，逐步分层地将众多的

３．２．２ 控制权的优化

复杂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综合起来，进行逻辑思维，

通常 ＢＡ 遵从的是中央控制站集中管理的原则，有时

然后用定量的形式表示出来，从而使复杂问题从定性的分

也有其不便的一面。在某些场合 （ 如会议室 ） 将空调、通

析向定量结果转化。

风系统的参数的设定功能放置在现场可能更符合使用者的

利用层次分析法对智能建筑评价采用以下评价准则：
①满足用户需要的程度；②建筑物的节能程度；③建筑物

需要。ＤＤＣ 本身并不提供这样的功能，需要专门部件来

地铁环控系统又叫通风空调系统，是城市轨道交通中

控制。很多地铁的通风空调系统不论是空调季还是非空调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通风、制冷、排烟等功能，直

季都要参与模式联动运行，以小系统空调器为例，几乎全

接影响乘客舒适度。地铁通风空调系统作为耗能大户，其

天 ２４ 小时运行。大量设备的长时间运行造成系统能耗高。

节能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实现。

一、地铁通风空调系统简介

使用者舒适性；④建筑物管理者管理的方便程度；⑤在现

３．２．３ 直接数字控制器 （ＤＤＣ） 的优化

有基础上进行扩充的可能性；⑥整个智能建筑的性能价格

主流 ＢＡ 系统供货商都能提供大、中、小不同处理能

２、设计不合理、施工不规范
（１）为了通风空调系统环境设计参数达到要求，工

地铁通风空调系统具有系统多、设备多、模式多、控

程设计时的新风量、负荷、设备容量按地铁运行远期最大

力的 ＤＤＣ，冷冻机房、热力站监控点是密集场合应优先

制复杂的特点。地铁通风空调系统分为车站通风空调系统

需求进行选择，并预留一定的设计余量。然而在设备实际

3. 建筑 BAS 控制方案的优化

采用大型控制器，以减少故障率和控制器间的通讯。这

和隧道通风系统，车站通风空调系统又分为大系统、小系

运行过程中，所需空调负荷往往达不到最大负荷，甚至会

３．１ 智能建筑能量控制与管理系统的优化

种控制器的典型特征是有强大的处理器 （ 如摩托罗拉的

统及冷源系统。涉及风机、风阀、冷源、空调末端、多联

小很多，存在“大马拉小车”现象。通风空调系统按设计

智能建筑楼宇自控系统将建筑内所有设备集成一个系

６８３０２） 和 １ＭＢ 以上的 ＲＡＭ，尤其是能够和 Ｉ／Ｏ 扩展模

机、消声器六大类设备。

容量长期运行，造成很大的能源浪费。部分设备选型远远

比。

统，实现信息共享，进行综合管理，其作用和效益是巨大

块连接达到输入输出功能的扩展。

地铁电能消耗主要分为牵引能耗、车站耗能及包括商

超出实际需求，导致前期造价高，运营耗能高。

的，要实现这些作用和效益，就必须实施优化，建筑智能

３．２．３ＢＡＳ 监控中心

业、车辆段在内的其他能耗。而地铁通风空调系统作为

（２）设计阶段缺乏节能理念，一是采用习惯性的做

化工程的最优化设计与常规设计相比，有以下特点：①可

ＢＡＳ 监控中心监控整个空调、通风、动力系统，一

能耗大户，其电力能源消耗可达到地铁总能耗的 ４０％－

法开展设计，直接采用老线的设计，只要能满足设计要求

以从系统的各种可能结构和参数中找到最佳匹配，使整体

般与消防控制、安保监控等合用一室。由于该机房通常远

６０％。地铁空调系统能耗主要由环控用电和冷源用电组成，

不考虑节能措施；二是未将节能方案联系实际，如某站采

效能最佳，从而提高系统的效率，降低投资和运行费用 ； ②

离冷冻机房、锅炉房，在这里远程操作这些关键设备是不

其中冷源的主要能耗来源为制冷机组、冷却塔与水泵，环

用冰蓄冷，想利用低谷段电价夜间蓄冷，达到节能目的，

可以对系统及其过程进行定量化的状态模拟，减少控制环

合适的。推荐的做法是在冻机房和锅炉房现场控制室另设

控用电的主要能耗来源为风机。

但市电并无峰谷电价，采用冰蓄冷不仅不能达到节约电费

节，提高可靠性与稳定性，发生故障概率降到最低可能限

置一台监控分站，由该分站负责冷冻机、锅炉监控功能，

度，系统响应输出最优化 ； ③它有不变条件下的优化控制

并且该分站功能受权局限为冷热源设备。

及优化控制条件的两种型式，通过优化控制方案达到节能
目的的是一种“主动节能”，它有别于墙体结构、门窗的
形式和设置的改造的“被动节能”。
３．２ 基于节能策略的智能建筑 ＢＡ 系统优化方法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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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千家网

二、原因分析

的目的，反而因系统庞杂、占地大，增加了维保难度和建

１、系统设备多、运行时间长

设投入。

环控系统多、设备多，运行时间长。在机电系统中，

（３）施工不规范：环控系统是地下车站机电工程施

通风空调专业的设备最多，体量最大。为满足运营需要，

工中体量最大 （ 大体量风管、水管 ）、工序最复杂 （ 原材料

为乘客及工作人员营造安全良好的空气环境，需对站内空

加工、安装、试压、调试 ）、施工难度最大的分项工程，

气湿度、温度、洁净度、空气流速、压力等环境因素进行

一直处于机电工程建造施工的关键工期路径上。传统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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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特别是空调水系统管路施工作业，现场施工随机性

烟。空调季结束后的停机到下一次空调季的再次开机，其

大，难以保证设计理念的完整落实，节能目标实现困难。

４００Ｖ 馈线、接线端子等易虚接致通电情况下电流增加、

NEWS

３、委外常更换，管理需提升

温度升高。屏蔽门玻璃会因站台内外温差大而破裂。对于

节能工作在线路开通时仅完成一半，节能效果评估是

规律性的故障，要做好提前预防，及早处理隐患，避免被动。

长期的过程，需要运营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环控系统设

（４）空调能耗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地域气候、天气、

APAITEK Technology

中 央空调 系 统调 试策 略
■

软件公司 黄仁照、程奇

备多，运行时间长，相应地设备故障就多，而地铁环控系

客流、车流、舒适性标准、运行控制、设备类型、维护状

统采用委外单位维保，因此委外维保水平及管理水平对设

态等等，很多因素实时变化，无法复现，不能进行直接、

备运行尤为重要。另外委外单位进场和退场的交接期，管

客观的单变量评估。前期的路线并没有对环控系统精确的

理有所松懈，一般会出现故障率增加、维保质量下降等现

电度计量，在管理上无法做到精细控制。还需依照实际的

结方式。对于空调系统设备的联结方式，通常有两种：一

象。设备故障多、处理不及时、管理不规范都会造成资源

管理需求，建立可评价的能耗指标。设置相应分级评定标

对一连锁运行或组合式运行，如下图。

的浪费，甚至影响地铁正常运营。

准，完成对能耗的目标管理。

三、节能措施建议

（５）积极采用新技术、新设备。随着技术的发展，

１、设计及施工阶段

一些新设备不仅能提高设备稳定性，并且可以做到减少用

在设计阶段，结合既有线运营问题、技术改造的经验

电量、减少维保人力等，对新技术可以在论证其合理性后

以及新线路的特点，在保证符合设计标准的前提下，合理
进行节能设计。

一、空调系统调试流程
对于整个暖通空调系统，调试 ／ 数据诊断的路径和程
序依照下执行。

在进行水力平衡调试前，需要确认空调系统的系统联

３、隧道通风系统
根据隧道通风系统的能耗特点，该系统的负荷变化只

既能减少冷量输送距离，降低能耗，又能减少地铁空间，

与隧道内温度变化有关，因此其有效节能措施较少，需从

节省建造费用；采用 ＢＩＭ 技术，精细化设计，既能实现

设计及运行模式入手。主要措施如下：

空调系统调试流程图
效；在施工阶段，核查系统施工与安装，校验传感器的准

（１）隧道通风系统采用的设备均为较大功率的设备，

对节能的方案、设备选型从实际使用出发，综合考虑设备

在运营初期，区间隧道内温度较低时，可适当限制隧道风

耗能及维保难度。

机的开启，随着运营时间的累积，可通过运行模式的控制，

评估冷水机组能效，评估冷冻泵和冷却泵的能效，评估冷

尽可能减少隧道通风系统设备的开启时间，合理安排通风

却塔的能效。

耗能大无可避免。设计及施工阶段直接影响到环控系统长

换气的次数，同时，针对较长隧道区间设置中间风井，以

二、负荷校验

期运行，因此在设计阶段就应充分考虑和贯彻节能理念。

风井为界分段设计运行模式，按需开启，提高单个设备的

空调节能是一项贯穿地铁建设 － 运营全生命周期的工
作。在运营阶段，最主要是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１）委外过渡期管理难度增大，需要重点卡控委外

（２）加强人员技能培训，定期开展核心技能培训、
典型故障总结学习交流会等。并开展委外人员能力测试、
实操演练，提高现场问题处理能力，减少故障率。
（３）依照空调季、非空调季设备运行时间规律及运
行特性，总结设备运行规律：夏季高温高湿条件下，板卡
容易发生故障、电路易短路、凝露易引起配电箱起火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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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评估水侧和风侧的水力平衡；在调试运营阶段，评
估系统的控制策略，评估系统运行参数，评估系统能效，

在进行任何项目调试之前，应该检查该项目的建筑负
荷是否稳定。建筑负荷通常由围护栏负荷，室内负荷（设

开启效果，从而减少能源的浪费。
（２）在设计之初，应积极协调建筑专业，优化风道、
风井或机房位置，尽可能保证风路通畅，协调减少土建直
角弯，最大限度减少结构带来的设备能耗加大的情况。

单位人员的巡检、维保计划、施工作业的落实情况，督促
委外单位及时掌握换件情况和现场设备情况。

冷水机组与水泵一对一连锁运行

在设计阶段，评估能源经济性、评估高效机房设备能

管道更合理的布局，也能减少施工不规范，布管乱的情况；

２、维保管理阶段

三、系统联结方式

试点推广。

比如设备合理布局，减小冷量输送距离以减小能耗，

一旦施工完成，后期改造难度大，甚至可能影响运营，

冷机加减机阶段。

来源轨道科技网

备热负荷，采光热负荷，人员负荷等），与室外热交换负
荷和新风负荷组成。
其中，围护栏负荷和室内负荷部分较为固定，不会因
为室外环境发生变化而出现较大的变化；新风负荷一般在

冷水机组与水泵组合式运行
（１）一对一连锁运行方式，运行策略很便捷，不会
出现冷冻水、冷却水在冷水机组内旁通的现象；为了开机
方便，因此其冷冻水、冷却水侧的阀门可以保持常开。

末端风柜侧予以控制改造。而与室外热交换负荷，即空调

（２）组合式运行方式，如果严格地使用一对一进行

区域与非空调区域的换热，需要检查空调区域与非空调区

运行，那么需要关注停运的冷水机组的阀门；如果阀门开

域有无明显的隔离措施。如无隔离措施，隔离措施可以为：

启的话，那么存在着冷冻 ／ 冷却水旁通的情况，应该让停

幕帘，风幕机，自动门等。

运的冷水机组的阀门处于关闭状态；组合式运行方式，需

根据运行数据，观察制冷站能耗与室外温度的相关性

要查看运行中的冷水机组的面板和停运中的冷水机组的面

系数（逐月以及逐日），如果相关性系数低于 ０．６，表明

板，对他们的冷冻水 ／ 冷却水的供回水温度进行对比，发

该建筑的负荷不稳定，需要排查新风负荷 以及与室外热

现停运中的冷风机组是否存在旁通现象，停运中的冷水机

交换负荷；如果相关性系数高于 ０．６，观察偏离度较大的

组的阀门是否关紧。

离散点的运行时间和运行工况，是否处于开关机阶段、制

四、水力平衡

APAITEK TIMES

8

APAITEK Technology

亚派·创新

４．１ 冷冻水水力平衡

亚派·创新

根据制冷机的额定制冷量来核算制冷机的蒸发器和冷

对于冷冻水侧的水力平衡调试，首先需要很清楚的了

凝器所需要的流量，并与水泵的额定流量做对比，判断水

解冷冻水供水的支路情况。若在冷冻水分水器侧，各供水

泵的选型是否过大。另外，根据冷冻水环路（制冷机蒸发

支路所供冷的区域是单个区域，通常会通过调节集水器

器、冷冻水泵、末端盘管 ／ 风柜、连接管道）来估算所需

的回水管道的阀门，来实现各回水管道的回水温度的一

要的水泵的扬程，并与水泵的额定扬程做对比，视水泵的

致。若在冷冻水分水器侧，各供水支路所供冷的区域是

选型是否过大。

多个区域，通常会以冷源为准，由近及远，逐个调节各支

冷冻水的流量校准首先判断安装的流量的位置是否合

线用户。将最近的支线用户的过渡流量调至理想流量的

理（前 １０Ｄ 后 ５Ｄ），如果流量计安装的位置离管道弯头

８０％￣９０％；将较近支线用户的过渡流量调至理想流量的

处不远的话，则流量计所测得的数据可判定为不可用，导

８５％￣９０％；将较远支支线用户的过渡流量调至理想流量

致了平台上所显示的制冷量、制冷站 ＣＯＰ 偏离正常值。

的 ９０％￣９５％；将最远支线用户的过渡流量调至理想流量

如果流量计安装位置准确合适的话，取流量计的流量、水

的 ９５％￣１００％。

泵的运行频率与水泵的铭牌流量和扬程做对比，进一步判

４．２ 冷却水水力平衡

断流量计所显示的流量的准确性。

对于冷却水侧的水力平衡调试，需要先确认冷却塔的

六、冷冻水供水温度设定值

系统方式，如果是一对一连锁运行的冷却塔，则没有必要
进行冷却塔水力平衡调试；如果是并联运行的冷却塔，需
要对冷却塔的水力平衡进行调试。
在调试前，冷却塔的布水水槽如出现干涸的现象，水
槽内的液面不能覆盖整个布水水槽。冷却塔的阀门开度较

制冷机 ＣＯＰ 主要取决于冷凝温度，蒸发温度和部分
负荷率，可由下式表示。
式中，为蒸发温度，为冷凝温度，（ｐａｒｔ ｌｏａｄ ｒａｔｉｏ）
为部分负载率，为拟合参数。
由此即可看出，蒸发温度越大（或冷冻水送水温度越

小，导致冷却塔的冷却水量偏小，布水不均匀。经过冷却

高），ＣＯＰ 越高；冷凝温度越大（或冷却水送水温度越高），

塔冷却水支管水阀的开度调节，使布水水槽的液面才均匀。

ＣＯＰ 越低。

五、传感器校验

由上式可知，冷冻水供水温度的值影响着制冷机的

５．１ 温度传感器校验

ＣＯＰ。如下图所示，当冷冻水供水温度升高时，制冷机的

在进行空调系统的控制策略调试之前，需要对运行参

蒸发温度也随之升高，从而使得压缩机进气压力升高，压

数（特别是平台所显示的温度数据）进行校准，否则依据

缩机功耗降低，但是由于冷冻水供水温度的升高将使得冷

错误的运行参数来控制运行空调系统，会导致系统出现各

冻水通过末端时的温差降低，而冷冻水泵的功耗又取决于

种运行问题（如冷水机组负载率很高，而冷却泵运行频率

此温差，因此冷冻水供水温度越高，末端需求的冷冻水流

很低，在 ３５Ｈｚ 以下）。

量就越大，分配系统的水泵消耗的功耗也就越多。反之当

需要核对平台的冷冻水供回水温度和冷却水供回水温

盘管因此需要较少的冷冻水，但是制冷机的蒸发温度及蒸

塔的总能耗来确定。

发压力会随冷冻水供水温度的降低而降低，因此会增加压

九、冷却水泵的优化控制

缩机的能耗，因此有必要对冷冻水供水温度进行优化。
七、冷冻水泵的优化控制
在冷冻水环路，由于要保持室内的舒适性，冷冻水回

主管道的温差不变（如 ５℃）或者随负荷而变化（比如

组的负荷百分比决定，因此冷冻水的流量随着冷冻水的供

以实现冷却水进回水温差，但这种方法主要实现了冷却水

水温度而变化，冷冻水的流量随冷冻水的供水温度而线性

泵的节能效益，没有考虑制冷机的节能效益。冷凝温度控

变化。

制法主要是维持冷却水的供水温度低于某一值，通过调节

在制冷系统运行中，在负荷一定的情况下，只能通过

冷却水泵的频率来调节冷却水量，控制冷却水的供（或回）

降低冷冻水泵的运行扬程来降低冷冻水泵的能耗。降低冷

水温度低于阈值（一般 ３０℃），但这种方法只实现了制

冻水泵的运行扬程大致有两种：一是调节末端支路的水力

冷机的节能效益，没有考虑冷却水泵的节能效益。

平衡，进而降低冷冻水泵的运行扬程和流量，此前已经阐

采用变温差控制法来控制冷却泵的运行：在不同的负

述过；二是通过冷冻水泵的组合式运行（一机多泵，多机

荷百分比下，通过优化运行频率来得到该负荷条件下的最

多泵），降低水泵的能耗。

优温差设定值，并最终得出冷却水泵随负荷百分比的控制

八、冷却水供水温度设定值

运行曲线。

在冷却水系统中，制冷机和冷却塔的性能在很大是相

在具体的项目中，在完成冷却水侧的水力平衡调试后，

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较低的冷却水供水温度（冷却塔出水

通过逐渐调节冷却水泵的运行频率来确定最优的冷却水供

温度）可以提高制冷机的性能系数，进而消耗较低的电能。

水温差，并在平台的运行参数的上下限做限定。水泵的运

然而较低的冷却水供水温度要求较大的风量来增加冷却塔

行频率应该在（制冷机电流负载率 ±１０％）＊５０Ｈｚ 的频

的排热能力，因此风扇会消耗更多的电能。尽管较高的冷

率范围内运行，来进行逐步调试，将得出的冷却水温差和

却水供水温度能够节省冷却塔风扇的功耗，但它恶化了冷

对应的湿球温度进行线性计算，来确定平台上冷却水温差

凝器的传热效果，为了获得相同的空调冷负荷而需要制冷

的上下限。

机消耗更多的电能。因此冷却水供水温度必须要优化以减

十、冷却塔的优化控制

小制冷机和冷却塔风扇的总功耗，如下图。
冷却水供水温度和系统能耗关系图

由于冷却塔的运行与室外环境息息相关，冷却塔的控
制策略一般依照冷却水供水温度和室外温湿度而定。在冷
却塔的控制策略中，一般用冷幅值来控制冷却塔的风机运
行，冷幅值是指冷却水供水温度（冷却塔出水温度）与室

冷冻水供水温度降低时，末端的传热效果将会改善，冷却

外湿球温度之差。一般的冷却塔控制策略为恒定冷幅值（比
如 ５°）控制方法，通过调节冷却塔风机频率使冷幅值维
持在 ５°左右。

机面板上的数据为准）。另外，也可以通过排污阀门将冷

在湿球温度较低的时候，冷幅值优化控制下的冷却水

冻水、冷却水放出进行测试，以进行对比和校准。同时，

供水温度比传统冷幅值控制下的冷却水供水温度高；在湿

还需要对室外温湿度传感器进行校准，直接影响到湿球温

球温度较高的时候，冷幅值优化控制下的冷却水供水温度

度，进一步影响系统参数（冷冻水供水温度、冷冻水压差、

比传统冷幅值控制下的冷却水供水温度低。即在负荷较低

冷却水供水温度、冷却水温差）的设定值，对于系统的正

的工况下（低湿球温度），制冷机的能耗也较低，此时应

常运行非常重要。

将冷却水的供水温度调高，降低冷却塔风机的能耗以降低

５．２ 流量传感器校验

在实际项目中，需要先对冷却塔进行水力平衡调试后，

冷冻水流量的准确与否，主要影响了平台的制冷量计
算、制冷站 ＣＯＰ 等参数。为了更好地判断制冷站的能效

9

凝温度控制法。温差控制法，主要是维持冷却水进回水
５℃ ￣４℃），通过调节冷却水泵的频率来调节冷却水流量，

温度作对比，观察这 ４ 项参数是否有很大的出入（以制冷

APAITEK TIMES

对于冷却水泵的控制方法，可分为温差控制法和冷

水温度基本保持稳定。冷冻水供水温度的设定值由制冷机

度，与制冷机面板上的冷冻水供回水温度和冷却水供回水

情况，需要对冷冻水的流量进行校准。

APAITEK Technology

冷冻水供水温度和制冷系统能耗关系图

系统的整体能耗。在负荷较高的工况下（高湿球温度），

保证冷却塔的布水均匀性，然后才能依据上图的原理图来

制冷机的能耗也较高，此时应将冷却水的供水温度尽量降

确定最优的冷却水供水温度。最优的冷却水供水温度应该

低，增大冷却塔风机的能耗以降低系统的整体能耗（因为

通过逐渐调节冷却塔的风机运行频率来对比制冷机 ＋ 冷却

冷却塔的能耗相对于制冷机的能耗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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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简介及现状

境部署，并通过人工或智能化的手段对软件系统暴露的问

■

软件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付了；

题或不足及时发现和预警，能自动修复的则触发自动修正，

６、部署

对软件系统进行持续的监控；

进入交付阶段的软件就可以随时进行部署了；

软件公司 王志伟

７、运维
八个环节：

Devops 是什么？
ＤｅｖＯｐ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的组合词）是一组过程、方法与系统的统称。
ＤｅｖＯｐｓ 是一种方法或理念，它涵盖开发、测试、运维的整个过程。ＤｅｖＯｐｓ 是提高软件开发、测试、运维、
运营等各部门的沟通与协作质量的方法和过程，ＤｅｖＯｐｓ 强调软件开发人员与软件测试、软件运维、质量保障（ＱＡ）
部门之间有效的沟通与协作，强调通过自动化的方法去管理软件变更、软件集成，使软件从构建到测试、发布更加
快捷、可靠，最终按时交付软件。

APAITEK Technology

通过人工或智能化手段对软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１、计划

及时发现与处理，可自动修复的问题进行自动修正，需人

项目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前期的需求调研、分析、设计、

工干预的进行智能化的预警提示；

论证，工作开展计划，进度跟踪，执行情况，执行结果，

８、监控

总结；

通过人工或智能化手段对软件运行环境或软件系统自

２、编码

身运行状态进行全方位监控，并可以将结果根据预设规则

按模块或功能进行系统的开发；

进行处理；

３、构建
好处是什么？

过自动化流程来使得软件构建、测试、发布更加快捷、

ＤｅｖＯｐｓ 的 一 个 巨 大 好 处 就 是 可 以 高 效 交 付， 这

频繁和可靠。ＤｅｖＯｐｓ 包含四个部分八个环节。换句话说

也 正 好 是 它 的 初 衷。Ｐｕｐｐｅｔ 和 ＤｅｖＯｐ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Ｏｐｓ 希望做到的是软件产品交付过程中 ＩＴ 工具链的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ＤＯＲＡ） 主办了 ２０１６ 年 ＤｅｖＯｐｓ 调查报告，

通，使得各个团队减少时间损耗，更加高效地协同工作。

快 ２５５５ 倍，服务恢复速度快 ２４ 倍。在工作内容的时间分
配上，低效者要多花 ２２％ 的时间用在为规划好或者重复工

四个部分：

高员工的参与感。员工们变得更高效，也更有满足和成就感；

１、项目管理

调查显示高效员工的雇员净推荐值（ｅＮＰ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Ｎｅｔ

项目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前期的需求调研、分析、设计、
论证，工作开展计划，进度跟踪，执行情况，执行结果，总结；
２、开发构建
开发人员根据确认的需求和设计进行编码，并按计划
提交测试；

更快地响应。而且，ＤｅｖＯｐｓ 小步快跑的形式带来的变化

３、测试管理

是比较小的，出现问题的偏差每次都不会太大，修复起来

测试人员根据开发提交的发布计划和功能进行系统性
测试，测试通过后提交发布生产，不通过则返回给开发进
行 ｂｕｇ 修正；

DevOps 理念

４、发布运维

突出重视软件开发人员和运维人员的沟通合作，通

按发布计划将测试人员提交的待发布版本进行生产环

APAITE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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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类型及对应的不完全列举整理如下：
·代码管理（ＳＣＭ）：ＧｉｔＨｕｂ、ＧｉｔＬａｂ、ＢｉｔＢｕｃｋｅｔ、
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ｏｎ
·构建工具：Ａｎｔ、Ｇｒａｄｌｅ、ｍａｖｅｎ

函数或模块进行测试，测试通过才可将代码提交到代码管

·自动部署：Ｃａｐｉｓｔｒａｎｏ、ＣｏｄｅＤｅｐｌｏｙ

理工具，如 ｇｉｔ＼ｓｖｎ 等；

·持续集成（ＣＩ）：Ｂａｍｂｏｏ、Ｈｕｄｓｏｎ、Ｊｅｎｋｉｎｓ
· 配 置 管 理：Ａｎｓｉｂｌｅ、Ｃｈｅｆ、Ｐｕｐｐｅｔ、ＳａｌｔＳｔａｃｋ、
ＳｃｒｉｐｔＲｏｃｋ ＧｕａｒｄＲａｉｌ

·性能测试：性能测试是通过自动化的测试工具模拟

的工作质量得到提升。

也会相对容易一些。

构建过程，只要更新代码到对应的 ｃｇｉ 容器的工程目录就

·端到端测试：从用户界面直达数据库的全链路测试；

所以这里的高效不仅仅指公司产出的效率提高，还指员工

到用户手中，团队可以更快地得到用户的反馈，从而进行

工具链的打通，那么工具自然就需要做好准备。现将

·集成测试：针对整体产品的某个功能的测试；

作上，而高效者却可以多花 ２９％ 的时间用在新的工作上。

的部署其实可以帮助更快地发现问题，产品被更快地交付

ｂｕｉｌｄ 后才可以运行。但如果是 ｐｈｐ、ｐｙｔｈｏｎ，可能并没有

·单元测试：由开发人员完成，针对自己编码实现的

织相比，高效组织的部署频繁 ２００ 倍，产品投入使用速度

快速部署同时提高 ＩＴ 稳定性。这难道不矛盾吗？快速

硬性要求：工具上的准备

４、测试

得出高效公司平均每年可以完成 １４６０ 次部署。与低效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Ｓｃｏｒｅ）更高，即对公司更加认同。

变成可以运行的程序或代码。如果是 ｊａｖａ 项目，通常要

可以了；

根据全球 ４６００ 位各 ＩＴ 公司的技术工作者的提交数据统计，

ＤｅｖＯｐｓ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会改善公司组织文化、提

实现 DevOps 需要什么？

构建并不是绝对必须的过程，构建就是为了让源码

·容器：Ｄｏｃｋｅｒ、ＬＸＣ、第三方厂商如 ＡＷＳ

多种正常、峰值以及异常负载条件来对系统的各项性能指
标进行测试。负载测试和压力测试都属于性能测试，两者

· 编 排：Ｋｕｂｅｒｎｅｔｅｓ、Ｃｏｒｅ、Ａｐａｃｈｅ Ｍｅｓｏｓ、ＤＣ／
ＯＳ

可以结合进行。通过负载测试，确定在各种工作负载下系

·服务注册与发现：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ｅｔｃｄ、Ｃｏｎｓｕｌ

统的性能，目标是测试当负载逐渐增加时，系统各项性能

·脚本语言：ｐｙｔｈｏｎ、ｒｕｂｙ、ｓｈｅｌｌ

指标的变化情况。压力测试是通过确定一个系统的瓶颈或

·日志管理：ＥＬＫ、Ｌｏｇｅｎｔｒｉｅｓ

者不能接受的性能点，来获得系统能提供的最大服务级别

·系统监控：Ｄａｔａｄｏｇ、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Ｉｃｉｎｇａ、Ｎａｇｉｏｓ

的测试；

·性能监控：Ａｐｐ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Ｎｅｗ Ｒｅｌｉｃ、Ｓｐｌｕｎｋ

·安全测试：安全测试是在 ＩＴ 软件产品的生命周期中，
特别是产品开发基本完成到发布阶段，对产品进行检验以
验证产品符合安全需求定义和产品质量标准的过程；

·压力测试：ＪＭｅｔｅｒ、Ｂｌａｚｅ Ｍｅｔｅｒ、ｌｏａｄｅｒ．ｉｏ
· 预 警：ＰａｇｅｒＤｕｔｙ、ｐｉｎｇｄｏｍ、 厂 商 自 带 如 ＡＷＳ
ＳＮＳ

５、发布

·ＨＴＴＰ 加速器：Ｖａｒｎｉｓｈ

经测试全面测试通过后，才可将代码合并到主干，生

·消息总线：ＡｃｔｉｖｅＭＱ、ＳＱＳ

成发布版本的包，此时就进入交付阶段，进入这个阶段，

·应用服务器：Ｔｏｍｃａｔ、ＪＢｏ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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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ｂ 服务器：Ａｐａｃｈｅ、Ｎｇｉｎｘ、ＩＩＳ

更重视安全

·数据库：ＭｙＳＱＬ、Ｏｒａｃｌｅ、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 等关系型

安全方面，企业关注代码安全性、安全测试与漏洞扫

数据库；ｃａｓｓａｎｄｒａ、ｍｏｎｇｏＤＢ、ｒｅｄｉｓ 等 ＮｏＳＱＬ 数据库

描、第三方开源库的安全性、设计符合安全标准和规范等

·项目管理（ＰＭ）：禅道、Ｊｉｒａ、Ａｓａｎａ、Ｔａｉｇａ

安全问题，外部威胁与攻击及个人信息保护也受到企业重

APAITEK Technology

喜报！亚派软件被授予天津地铁 6 号线二期项目
“优秀供应商”称号

视。调查结果显示，近五成的企业有专业安全团队，较去
年增长一成；五成以上的企业尝试实践 ＤｅｖＳｅｃＯｐｓ；企

城市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城市轨道交通的升级。１２ 月 ２８

业自动化安全测试持续向全流程覆盖演进，可帮助企业尽

日，天津第一条全自动地铁线路天津地铁 ６ 号线二期正式

早发现问题避免安全风险。

开通运营。工程线路全长 １４．３９ 公里，共设计车站 ９ 座，

ＤｅｖＯｐｓ 转型现状

亚派软件通过全线的“风水联动”系统，助力天津地铁 ６

研发效率的提升、产品质量、按时交付和客户满意

号线二期项目高度契合双碳目标，创造低碳、节能、绿色

度是企业判断 ＤｅｖＯｐｓ 转型成功与否的 ４ 个主要依据。

品种繁多的工具中在选择上，需要结合公司业务需求
和技术团队情况而定。

很多企业通过引入培训、公司高层推动等多种方式赋能

在天津地铁 ６ 号线二期项目建设过程中，双方勠力同

ＤｅｖＯｐｓ 转型，但在转型过程中，依然会遇到很多问题，

心，克服多种不利因素，通过对各方资源的整合，按计划

主要问题有 ３ 个：

完成项目建设。亚派软件在合同履约、质量进度、售后服

１． 项目团队工作繁重，没有时间进行 ＤｅｖＯｐｓ 改进
DevOps 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２９．４８％ 的企业项目团队工作繁重，

转自华为云社区《信通院携手华为云 ＤｅｖＣｌｏｕｄ 等多

没有时间进行 ＤｅｖＯｐｓ 改进，同比增长 ４．０２％。

家单位发布中国 ＤｅｖＯｐｓ 现状调查报告（２０２１ 年）》，作者：

２． 缺乏相关领域专家

灰灰哒

２９．０５％ 的企业缺少具备 ＤｅｖＯｐｓ 经验的专家，导致

敏捷已成为主流研发模式

推进缓慢无从下手，同比持平。

调查结果显示，敏捷已成为软件开发的主流研发模式，

高效的地铁线路。

３． 未形成跨组织领域及自我驱动改进的度量体系

务等方面表现突出，并被授予“优秀供应商”称号。亚派软件获此殊荣，是亚派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每一位
亚派人的荣誉。客户的高度肯定，即是辛勤付出的回报。
作为天津第一条全自动地铁，天津地铁 ６ 号线二期采用了国内最高等级 ＧＯＡ４ 级全自动运行技术，可以在
无人操作下，实现牵引、制动、车门、空调、ＰＩＳ、受电弓等系统的全自动控制。
亚派软件提供的“风水联动”系统，通过车站 ＳＹＳ 中央空调智能优化控制，实现对车站空调系统在不同季
节和运营状态下的供冷负荷智能分析与预测，系统利用高精度设备性能模型实现通风空调系统的“动态仿真与
智慧寻优”计算，在确保系统安全、高效运行的前提下，实现通风空调系统的“风水联动”智能调控。亚派软
件 ＳＹＳ 节能控制系统的应用，实现了不降低乘客舒适度前提下系统的安全、高效与节能运行。

超过半数企业学习或实践过 Ｓｃｒｕｍ 或 Ｋａｎｂａｎ；８５．１６％

调查结果显示，１５．８２％ 的企业在整个开发生命周期

的企业选择了持续集成。但仅有三成企业具备统一的工作

的各个阶段均定义了度量指标，但度量指标仅限于部门内

排技术意义重大。展望未来，亚派软件将加大产品节能技术研发投入，持续为全国轨道交通行业建设提供智慧

项管理系统，可视化变更生命周期和全程数据分析能力有

部；１４．５０％ 的企业建立跨组织度量指标，进行跨领域综

能源管理解决方案与全生命周期服务支持，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贡献一份力量。

待提升，主要体现变更管理。

合维度的度量。仅有 ２１．８９％ 的企业没有定义度量指标。

“十四五”期间，我国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将继续迎来新一轮的高潮期，深入研究城市轨道交通的节能减

华能江苏综能服务与南京亚派科技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 好书推荐
内容简介
底层逻辑”来源于不同中的相同，变化背后的不变。只有掌握了底层逻辑，只有探寻到万变中的不变，
才能动态地、持续地看清事物的本质。在本书中，中国著名商业顾问刘润把在《５ 分钟商学院》中讲述
的底层逻辑的内容做了总结，与你分享是非对错、思考问题、个体进化、理解他人和社会协作五个方
面的底层逻辑，带你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
《底层逻辑》

◆底层逻辑，是事物间的共同点、不同中的相同之处、变化背后不变的东西。

作者 ： 刘润
出版社 ： 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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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华能江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与南京亚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南
京举行。华能江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静和南京亚派科技副总经理徐晓琴代表双方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江北新区经发局副局长吴东越，江北新区科创局副局长尚振柏，华能江苏综能服务副书记、副总经
理姜绪良与亚派科技董事长石泉见证签约。
未来，亚派科技将与华能江苏综能服务一起在综合能源服务领域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建立全面框架合作
伙伴关系，共同发展。

◆底层逻辑 环境变量 ＝ 方法论。通过不变的底层逻辑，推演出顺应时势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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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同心 使命必达
亚派科技《打胜仗》读后感演讲比赛圆满落幕
在岁末年初之际，为进一步丰富企业文化内涵，
活跃员工文化生活，亚派科技组织开展品读《打胜仗》
这本书的演讲比赛。书中从第三方、当事人、华为
人等多个视角，全面分析华为这样一家民族企业的
成长史，发展史，蜕变史和进阶史，让每个读过的
人深谙其中的道理，并且落实到工作中，各司其职、
各守其责，努力做到“攻必克，战必胜”。
本次参赛人员共计 １２ 名，分别来自亚派科技各
个中心。参赛选手以自身工作情况为基础，总结《打

APAITEK Technology

精彩直播强势围观！亚派科技实力出圈！
２０２２ 年是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全面开

在此背景下，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由全联房地

展的第二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双碳”目标，国
对企业来说，打胜仗靠什么？

产商会及旗下直属二级机构链筑平台主办的“智碳

务院印发了 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扎

新模式”主题直播活动如期举行。此次直播以“双碳、

靠的是坚定的信仰和上下同欲的文化，因信而

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 ２０３０ 年前

智能、研判、解读”的方式，对“绿色建筑领域智

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到 ２０３０ 年，中国单位国内

慧科技供应商，及主流房产商”双碳目标的落地执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５％ 以上，

行、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展开深度解读。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２５％ 左右，

亚派科技技术总监丁高辉，作为主讲人之一受邀参

森林蓄积量将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６０ 亿立方米，风电、

与此次直播。

聚，因信奋斗，上下同欲者必胜。
靠的是灵活发展的组织，持续变革，激发活力，
为企业发展赋能。
靠的是科学有效的机制，以胜利为目标，以客
户为中心，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
靠的是不断的自我突破，心存畏惧，保持警觉，
坚持自我批判和创新。

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１２ 亿千瓦以上。

技术总监丁高辉表示，作为助力绿色建筑实现

目前，建筑行业碳排放占全国总量超过 ５０％，

双碳目标的有效方式，亚派科技“高效机房”解决

建筑业是城市能否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 ， 而

方案，是基于设备性能建模的实时、动态仿真优化

绿色建筑是重中之重。因此推动建筑行业绿色转型、

的整体节能管控方案，该方案能够实现高精度系统

胜仗》书中精华所在，以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事例

决战 ２０２２，打胜仗、打硬仗、打漂亮仗。奋斗

推动绿色建筑普及是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实现“碳

性能建模，提供顶层智能大脑，通过模型与动态

以及饱满的精神，从不同角度、不同专业技术方向

的号角已经吹响，通过此次演讲比赛，也是激励亚

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及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

仿真实现供冷负荷与系统工况的主动预测、优化；

进行演讲，为企业未来发展，更好的弘扬企业精神

派人统一思想、对齐目标，保持昂扬的斗志和饱满

必然要求。为提升强制性建筑节能性能，国家强制

全 系 统（ 风 － 水） 优 化。“ 高 效 机 房” 解 决 方 案

和文化内涵指明方向。

的热情，迎接新一年的考验和机遇，以时不待我，

标准中明确提出，从今年 ４ 月 １ 日起，强制标准《建

应用在绿色建筑项目中，将会降低机房运行费用

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通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现

３０％＋，并起到减少机房面积和制冷配电容量的作

行的其他强制标准还包括公共建筑：《公共建筑节

用。

每位参赛选手都精神饱满，感情充沛，表达流畅，
他们富有感染力的演讲打动了在场的人员。

只争朝夕的精神风貌，贯彻落实企业责任感与担当
精神，立足智慧能效理念，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硬核出击 2022】——亚派激情 荣耀人生，
亚派科技 2022 年度颁奖典礼
２０２１ 年，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亚派科技坚决

亚派科技经过多年自主创新，深耕智慧能效领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ＪＧＪ２６；居住建筑：《夏

域，应用科技创新助力绿色建筑节能。未来，亚派

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ＪＧ１１３４；《夏

科技会继续坚持坚持以科技力量助推绿色建筑节能

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ＪＧＪ７５；《温

迈向新的高度，为绿色建筑“双碳”目标的实现贡

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ＪＧＪ４７５。

献蓬勃之力。

各种“核酸已检测”小卡片，让我们“卷”走疫情！

他们善思敏捷，在工作中积极主动承担责任；

贯彻执行各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的疫情防控部署

他们爱岗敬业，时刻保持高质量高效率。

要求，慎终如始严抓疫情防控工作。疫情升级，坚

他们始终坚持“以客户为先”，是公司的标兵。

守岗位不动摇；排除万难，紧盯生产不放松。回望

新形势、新市场、新格局的大环境下，为了企

２０２１ 年，亚派科技全体员工不畏艰难、上下同心，

业发展，亚派科技一直聚焦产品品质、研发技术、

以辉煌构筑美好，彰显亚派人的拼搏精神和奉献意

售后服务等板块。优秀榜样为企业发展带来力量，

识，为公司的稳健发展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展望未来，亚派科技也会继续围绕“双碳”目标为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范，经逐级推荐，严格评审，

能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１８９－２０１５，《严寒和寒冷地区

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春暖花开，景色如画，本该是一年中最美的时节，但新冠疫情却让这一切按下“慢行键”。
一天一次，捅得嗓子眼实在麻了。
看了眼自己简陋的核酸卡，对比朋友圈的集卡图。事情好像往奇怪的方向卷起来了……这枚小小的卡片，
不仅是对居民群众自觉参与核酸检测的督促，也是对大家健康的保护。抗疫是紧张严肃的，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
自本轮疫情以来，亚派科技一如既往重视疫情防控管理工作，严格按照南京市疫情防控规定执行，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彰显企业担当，抓紧抓实抓细节，一丝不苟做好各项防疫工作。在公司领导统一安排

公司研究决定对 ２０２１ 年度工作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过去荣誉沉淀在心，２０２２ 年，亚派科技聚焦“双

授予如下荣誉称号，并给予奖励，同时为响应政府

碳”目标，融合智慧能效，踔厉风发、笃行不怠，

号召，不聚集，不扎堆，本次颁奖仪式以现场直播

用科技赋能行业，探索绿色实践，成为双碳减排先

的形式在企业内部展现。

行者。正如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

亚派科技才能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２０２２ 年，我们将继续发扬奋勇拼博精神为客户提供及时、持续、

精神，新的一年，不负春光，一起向未来！

可行的卓越服务，回馈您们的信任与支持。

他们怀揣激情，不断革新智慧能效技术；
他们热情细心，面面俱到为客户提供服务；

部署下，亚派科技全员坚守岗位，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尽职履责，各部门相互协作，严格管理，时刻保持
战时工作状态，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确保研发、生产等工作有序开展，产品如期交付。
亚派科技衷心感谢各位合作伙伴，特殊时期仍旧给予我们信任和支持。正是由于您们的不离不弃和守望相助，

我们相信，这一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彻底战胜新冠疫情，
打开国门，摘掉口罩，去看花开，去看大海，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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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ITEK Technology

亚派·动态

亚派·风采

异类、偏执
狂与清单革命
■

APAITEK Technology

《闭环思维》--- 读后感
■

交付中心 王杏

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同时也要把付款过程中出现

华北区 李春前

的问题及时反馈给项目经理，以便于及时解决问题和避免
一：关于异类

只有清楚的认识到每个步骤存在的问题，我们才可能成交。

异类，他们从来都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是机遇与积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也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

累的结晶。－－－ 马尔科姆 ． 格拉德威尔《异类》。
我入职亚派已经 ６０ 天了。当我仔细的去观察公司比
较成功的人的时候，我们总是发现，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和
平常人格格不入。当别人在打牌的时候，他们坐在角落安

下次有类似情况的发生。往后在工作中我也会时常提醒自
己加强工作责任心，做事有担当；加强工作主动性，执行力，

三：关于清单革命

工作无小事，从小处着手；约定时间内给到反馈，完成事

记住，最重要的就是做正确的事。－－－－ 阿图 ． 葛文

情的同时，心里要装着彼此相关的人，我的反馈其实对别

德《清单革命》

人也是一种负责，因为我的反馈，也是让对方在所做的事

美国新泽西洲遭遇大飓风的时候，沃尔玛的总裁吉

情上做好了闭环。做人靠谱，做事闭环，久而久之，让靠

静的分析客户。当大家在讨论某一个明星或者政要的八卦

姆 ． 沃尔顿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沃尔玛

的时候，他们会躲在一个隐蔽的角落给客户打电话。当大

会采取针对此次飓风相应级别的措施。１ 天后，整个美国

我们常说：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凡

谱成为习惯！ 抛开工作不说，只论为人处世，“靠谱”，

家在周末出去吃喝玩乐的时候，他们在家枯燥的整理拜访

的民众都在看到沃尔玛的员工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相应的工

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近来，读完《闭环

计划。在整个环境看来，他们的存在就是一个异类。但是

作。从应急产品的配发，到灾民的救济，到整个卖场开放

可以算是对一个人非常高的肯定和评价了，意味着别人对

值得我们深思和讨论的是，优秀的人，好像永远是那么格

给无家可归的人，几乎每个环节大家都务必高效，每一个

思维》这本书，对这些话深有体会。这几句话其实是别人

自己的信任、认可。怎么样成为一个别人眼里靠谱的人？

格不入。他们会在绝大部分人蹉跎的时候，高效的管理自

沃尔玛的员工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对自己的期许，也是自己完成某个任务的终点。所谓闭环

所谓人靠谱，我的理解是，说话做事能形成闭环。说起来

己，积累自己，提升自己。当一年或者几年过去，平凡的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就是走了一圈流程下来，最终回到原来的起点。这中间的

简单做起来难。感觉还是要从每一件事做起，一点一点的

人还在抱着自己的那一小捆救命稻草，但是我们眼中的那

沃尔玛的内部一定有一个清单，这个清单列举的务必详细，

每个环节的执行都能参照既定的目标，并且每个参与任务

些异类，他们在大家都在舒适的历史和环境中，慢慢的积

只要高层下达指令，所有部门，所有环节都会按照这个清

养成习惯。为了能养成闭环的思维和习惯，平时也要多表

累自己的知识和人脉，慢慢的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在大

单去高效的执行达到目标。

的环节都能清楚知道任务完成的进度、出现的问题以及我

达、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家惊诧的眼光中，长成了巨大的参天大树。

非常幸运的是，亚派也有这样的一个清单，那就是我

二：关于偏执狂

们的 ＣＲＭ。我们一定要做到，我们接到的指令应无比简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安迪 ． 格鲁夫《只有偏

洁高效：请把 Ａ 项目在本月底之前递进到第三阶段。然后

执狂才能生存》
在这个世界上，能生存的只有偏执狂。我在第一次参

每个部门都按照清单的要求，准确无误的执行，每个人，
都在做清单革命，也就是，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这样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书中强调：闭环思维不仅仅是责任心，更强调团队配

环是为了给别人一个交代，其实它更是要给未来一个交代。

物的关注度和相关诉求，给对方一个答复；平时工作中，

只有迈出行为的第一步，才能和未来有链接。

四：亚派的另类、偏执狂与清单革命的逻辑

我们不能光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做事，也需要站

的领导大概都是处女座。在我从业十年的生涯中，从来没

我们有很多清单，例如工作量表，周计划，月计划，

在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工作不找借口，要找方法，执行

有经历过高层如此细致的审查每一位基础同事业务量表。

日计划，费用预算，这些清单，不是为我们完成考核才出

整个过程近乎于偏执，偏执到沟通每一个项目应该拜访到

现的，我们应该清楚的看到，只要我们按照要求完成所有

哪一个客户，每一个客户你应该去送一个礼品还是去约他

的清单，我们就会慢慢的变成一个个偏执的人，我们会偏

吃饭，送礼品的时候你应该提前问清楚他的爱好。

执的关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最后，我们整个团队

时刻明白在其位谋其政 ， 任其职尽其责。对于我来说，平

坦率的讲，当我看到这种类似于偏执狂的管理，我是

会成长为整个行业的异类，我们高效，办事干脆，关注成

常工作中不管是保障好项目部的后勤工作，还是分包合同

及其振奋的，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少振臂一呼，快意恩仇

长，懂得复盘，具有团队精神，我们会成为这个行业里，

的付款以及物料代码的添加和项目进展的跟进工作都要做

的管理者，缺少的，是把方向性的工作如何穿透到最集成

最繁茂的那棵大树。 我们坚信，

们偏执的相信，只有把控好每一个细节，我们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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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最终会到来。

成一个反馈系统，给自己的未来按下启动按钮。与其说闭

合和人际敏感性，并且能够洞察到相关者在每个阶段对事

加公司的业务量表会议的时候便有了这种想法。我们公司

的管理者，缺少的，是像乔布斯那样的偏执的管理者，他

《闭环思维》这本书可以一读再读，闭环就是为了形

比想法重要，摆正位置，才能容纳万物。
同时，从自身来说，自身定位要清晰，做事要靠谱，

到，其中分包付款应该是我工作中最重要的吧！因为毕竟
是和钱打交道，要迫使自己更加的认真负责，使每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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