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世界最大的不锈钢球形网壳结构工程 

近日，东南网架正在建设的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心探测器

主体结构工程项目又传来最新消息，预计将于 10月初完成

全部不锈钢结构构件加工并运往现场；项目现场已完成预埋

件工作，正在进行池底支洞路面混凝土硬化。 

 
中科院高能所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心探测器主体结构工

程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某地下 700米深的洞室中。该探测器能

量分辨率达到前所未有的 3%，是目前世界上能量精度最高、

规模最大的液体闪烁体探测器。 

 
中心探测器是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的核心装置，其主体

结构主要由支承结构与球形网壳组成。球型网壳内径 40.1

米，径向厚度 0.5米，其结构体系为单层肋环型球面网壳结

构。杆件规格主要为 H型钢，底部及顶部三圈杆件为弯扭杆

件，节点处全部采用 10.9级不锈钢环槽铆钉连接。主体结 

构杆件及节点处材料均采用低本底 304奥氏体不锈钢。 

 

球形网壳的建成将是全世界最大的不锈钢球形网壳结

构，也是中国首例大型不锈钢结构。东南网架开展了球形

网壳结构的预拼装及施工变形控制技术研究课题，研发的

“江门中微子实验低本底不锈钢结构建造关键技术研发与

应用”技术填补了中国不锈钢结构制造的技术空白，保证

了该工程建造的有序推进，为今后中国不锈钢结构的建设

与推广起到了示范作用。 

 
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心探测器是江门中微子实验（JUNO）

的核心部件，该实验是继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后人类对中微

子的进一步探索，对于了解物质微观的基本结构和宏观宇

宙的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转自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上接第一版） 

会议初步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10.30 
上午 报到 

14:00-17:00 空间结构专题发展讨论会 

10.31 

9:00-12:00 空间结构专题研讨 

12:00-13:00 午餐 

13:30-15:00 空间结构专题研讨 

15:00以后 返程/参观考察行程 
 

会议回执：为做好会议的筹备工作，请将附件回执填

写后，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前以 Email 或邮寄形式发回会

议秘书组。 

注：会议时间为初步安排，如有变更再及时通知。待

具体落实会议时间、地点后，由重庆大学发会议报到通知。 

联系人：马明（手机：18501371008） 

Email：maming@cabrtech.com 

张强（手机：18510783560） 

邮寄地址：[100013] 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30 号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主楼 C座 11层 

 

本期内容 

 

国际薄壳与空间结构

协会（IASS）年会暨

第七届国际结构会议

在萨里大学召开 

 

 

2021年空间结构专题

研讨会“空间结构新

材料与新技术研讨

会”将在重庆召开 

 

 

竹与钢的三维立体 

编织——用数字技术

打造花博会竹藤馆 

 
 

 

体育建筑与城市共生

——西安奥体中心 

设计 

 
 

 

“中国膜结构行业 

协会”被取缔 

 

全球最大的不锈钢 

球形网壳结构工程 

 

国际薄壳与空间结构协会（IASS）年会暨第七届国际

空间结构会议在萨里大学召开 
2021年 8月 23-27日国际薄壳与空间结构协

会（IASS）年会暨第七届国际空间结构会议在英

国萨里大学召开，由于全球疫情原因，会议采用

线上方式，会议主题是“激励下一代”（Inspi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23日上午，会议正式开幕，萨里大学副校长

大卫·桑普森、国际薄壳与空间结构协会会长塞

尔吉奥·佩莱格里诺和会议主席阿里雷扎·贝内

贾德分别致欢迎词。国际薄壳与空间结构协会技

术工作委员会会长卡洛斯·拉萨罗发表了演讲并

祝贺会议顺利召开。阿里雷萨·贝内贾德宣布了

先锋奖获奖名单。国际薄壳与空间结构协会授予

川口建一先生 IASS 托罗哈终身成就奖和名誉会

员。 

开幕式后五天时间，来自全球空间结构领域

的专家就空间结构新型体系研究、新型材料研究

和工程实践展开了热烈交流。安德烈亚斯·福尔

克教授发表了题为“生态学对新一代空间建筑结

构的启发”的主题演讲；杰拉德·帕克教授发表

了题为“晶格结构设计和案例”的主题演讲；东

南大学冯若强教授发表了题为“屋盖结构分析与 

设计优化方法”的主题演讲；莱拉·巴尔韦德斯

教授发表了题为“先进制造技术（3D打印、数字

化生产）”的主题演讲；普雅莎丽教授发表了题

为“计算找形方法”的主题演讲；君特·菲尔兹

教授发表了题为“图形静力学”的主题演讲；杰

伦·康德斯教授发表了题为“新一代参数化设计”

的主题演讲；萨马尔·马雷克教授发表了题为“主

动弯曲”的主题演讲；西格丽德·阿德里安森斯

教授发表了题为“21世纪薄壳结构制造与建造”

的主题演讲；奥利维尔·巴弗莱尔教授发表了题

为“21世纪薄壳结构制造与建造”的主题演讲。

除主题演讲外，专家学者分别就空间结构概念设

计、新型空间结构体系、可持续发展、形态创构

研究、风工程研究、抗震研究、抗倒塌研究、最

新工程实践和施工安装技术等多方面内容作了

精彩的演讲。 

会议闭幕式上，国际薄壳与空间结构协会技

术工作委员会会长卡洛斯·拉萨罗宣布了协会未

来的活动日程。国际薄壳与空间结构协会（IASS）

2022年年会将于 9月 19日至 23日在北京举办。 

2021 年空间结构专题研讨会“空间结构新材料与新技

术研讨会”将在重庆召开 

2021 年空间结构专题研讨会初步定于 10 月

30-31 日在重庆召开。会议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桥梁及结构工程分会、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主办，由重庆大学承办。会议主题为“空间

结构新材料与新技术研讨会”。 

会议主要内容： 

1、研讨空间结构新材料与新技术的应用 

我国建设事业发展迅速，给空间结构研究和

工程应用带来诸多机遇。近年来随着国内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建设需要，空间结构在传统领域

如大跨度公共建筑、工业厂房等方面继续大量应

用。除此之外，在一些非传统领域的建设工程也

越来越多采用了空间结构的形式，如钢结构冷却

塔、散料场棚盖、游乐设施、大科学装置等。为 

更好地推动空间结构在传统领域及新领域的应

用，提高空间结构技术水平，拟召开本次专题研

讨会。会上将对空间结构新材料与新技术的应用

进行讨论，包括新材料与新技术应用、结构体系、

设计方法、抗风抗震、制造与施工及其他方面等。 

欢迎各位专家围绕上述议题准备发言，发言

时间约 25分钟（另加讨论 5-10分钟），不需书

面资料，但请准备发言的 PPT文件。需要发言的

专家请将题目传至会议秘书组，以便统一考虑安

排。 

2、召开空间结构专题发展讨论会 

召开与会专家参加的会议，讨论开展学术活

动的有关事宜、空间结构学术会议 40 周年暨

2022年第十九届空间结构学术会议有关事项等。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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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与钢的三维立体编织——用数字技术打造花博会竹藤馆 

竹藤馆是花博会永久场馆中体量

最小的展馆，位于花博园主轴西侧的竹

藤园中。除其建筑形态采用“非常规”

设计外，在材料使用、建造工艺上，通

过建筑师、结构师和工艺师的通力合

作，研发出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非常

规”建造方案，突破了现有园艺展览建

筑的设计范式。 

 

从空中鸟瞰竹藤馆，没有墙面、屋

顶、门窗等建筑要素，并不像一个常规

的展馆建筑，而更像是一个巨大的编织

竹器。园区总体设计为建筑面积仅

350m2的场馆规划了近 10000m2的“竹

园”用地，“馆”与“园”的组合成为

本次设计的显著特征。 

 

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竹器，结

合花博主题，选取“茧”为原型，取 

 

“破茧为蝶”之意，拟编织层叠之形，

彰显编织竹器自然流畅的形态与细腻

丰富的肌理质感，让场馆本身成为竹园

景观中的一件工艺展品。编织曲面整体

西高东低，悬挑面与垂直面环绕，围合

形成一个游廊空间，扭转的曲面搭建形

成一个具有椭圆形开口的、空间形态随

编织顶面起伏变化的庭院。 

 

设计师采用参数化方法设计出一

种交叉编织单元，通过沿曲面法向逐渐

扭转的三维编织方式，形成具有空间深

度变化与强烈光影效果的空间编织曲

面。而从小巧玲珑的工艺竹器到一个跨

度 30 米的永久建筑，设计师以建构层

次为依据区分了作为主要受力单元的

钢结构形态骨架与作为附加受力单元

的竹材填充构件，由此实现器物到建筑

的尺度转换，并对钢材与竹材进行了符

合各自材料特性的建构表达。 

 

建造方式上选取 30mm 宽、5mm

厚、2.5m 长的竹钢片单元，竖向上在

双层索网之间垒叠填充成面，曲面展开

方向则沿钢索拼接成“经纬线”。同

时，每根“经纬线”采用平行排列的双

层竹钢片，间隔设置加固条，并在交叉

节点处开企口固定，完成两个方向竹钢

片与索网连接节点的咬合固定，形成一 

体化的建构表皮，既展现了张拉索网的

结构美感，又显示出新型绿色竹材在当

代建筑中的创新应用。 

 

位于下沉庭院一侧的独立展厅为

曲率极大的异形拱壳结构。为实现拱壳

的精准施工，设计选用精度高、重量轻、

可快速高效搭建的 3D 打印模板替代传

统的拼接木模板，并配合采用新材料与

新工艺的无筋喷射 UHDC（超高延性混

凝土）。 

 

3D 打印模板可以实现传统拼接木

模板难以完成的高精度曲面塑形，配合

喷射混凝土工艺只需搭建单侧模板，施

工快速，绿色节材。在混凝土喷射完成

后，模板经过防火处理后保留下来作为

室内装饰层，同时实现主体结构施工与

装饰一体化。 

UHDC 抗压强度与普通混凝土相

当，而添加的纤维材料大大增加了混凝

土的抗拉强度，避免了大面积混凝土薄

壳结构可能发生的开裂风险。本项目混

凝土薄壳结构厚度仅 75mm 且内部无

配筋。 

转自《材料在线》公众号 
 

体育建筑与城市共生——西安奥体中心设计 

9 月 15 日，第十四届全运会在陕

西西安开幕，作为全运会的主场馆，西

安奥体中心成为了全国人民目光的焦

点，而该体育场独特的造型更是受到了

全国乃至世界的瞩目。西安奥体中心总

体设计以“丝路启航、盛世之花”为立

意，寓意作为古丝路名城的西安在新时

代背景下寻求新发展的愿望。规划设计

遵从城市西临灞河、东眺骊山的规划景

观通廊，用更具有仪式感的轴线广场继

承城市格局中山水的对话。 

 

主体育场是城市新一级战略发展

的标志物，它优美沉静又富有力量，低

调地传递着“古与今”、“力与美”、

“精与拙”的张力。体育场的屋面和立

面有节奏地起伏，7 组、28 个花瓣是它

的形象主体，花瓣由条状穿孔铝板组

成，轻盈朦胧、翻转开合、形如丝带飞

舞。 

设计采用参数化技术控制和优化

花瓣个数、形态，通过对比获得最优解。

在保证效果的情况下，细化铝板分板尺

度和分板方式，控制单个铝板的翘曲程

度，将翘曲铝板控制在最小范围、最小

数量和最小翘曲值，以确定造型铝板成 

型工艺的方案。最终，主体育场立面约

3 万 m2、共计 16464 块造型铝板的翘曲

全部靠材料自身的柔性完成塑形。 

 

由于花瓣由横向的条状铝板构成，

为了使横向线条顺畅优美，在造型铝板

的系统构成和细部构造上，取消了铝板

系统中可以分担跨度的竖向龙骨，简化

铝板背后的支撑系统，同时也弱化铝板

衔接处穿孔间断的突变效果。 

 

屋面结构采用空间管桁架，支承在

下部 28 组风格粗犷的清水混凝土 V 形

柱上。罩棚幕墙系统的精致和 V形柱的

粗犷风格形成的对比具有戏剧性，使建

筑既具有厚重的历史气质，也兼备现代

建筑精神中的工业细节。混凝土的厚重

粗粝和铝板的轻盈通透试图反映秦汉 

大气端庄和盛唐精致繁荣的气质，同时

也试图表达出体育建筑所应该具有的

力与美的感受。清水混凝土 V 形柱柱

体高约 15m，采用八边形变截面造型，

28 个 V 形柱顺应罩棚立面的曲线采用

了 7 种不同的倾斜角度。 

 

西安奥体中心主体育场获得了

2020 年度中国建筑钢结构行业工程质

量的最高荣誉奖——“钢结构金奖”，同

时入选由全球知名专业体育场数据网

站 StadiumdB 发起的“2020年度全球最

佳体育场 TOP10”评选。 

 
文/秦迪 刘慧 

“中国膜结构行业协会”被取缔 

非法社会组织扰乱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秩序，污染社会组织发展环境，侵

蚀相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财产，危

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今年 3 月 20

日以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民政部等 18 部委联合行动，各地民政

部门重拳出击，集中打击整治各类非法

社会组织，有效净化了社会组织发展环

境，维护了有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为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的

防范意识和甄别能力，挤压非法社会组

织的活动空间，民政部公布了近期取缔

的 10个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 

一例为取缔“中国膜结构行业协会”案，

引发业内广泛关注。 

“中国膜结构行业协会”未经登

记，对外宣称为全国各地膜结构建筑企

业和附属单位以及行业相关专业人士

组成的行业组织。该非法社会组织下设

“膜结构工程设计中心”、“项目融资

中心”、“工程法律顾问中心”等多个

分支机构，违规刻制公章、开设网站，

发展 70 余家“会员单位”并收取“会

费”，还向部分“会员单位”发放膜结

构企业等级会员证书。4 月 27 日，湖

南省民政厅联合长沙市民政局、天心区 

公安机关、天心区黑石铺街道组成联合

执法队伍，对“中国膜结构行业协会”

开展联合执法。根据现场查获的非法资

料，“中国膜结构行业协会”负责人对

其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进行

宣传、吸纳会员、收取会费等违法行为

供认不讳。现场收缴了协会公章、宣传

资料，关停了协会网站，并责令相关人

员不得再以“中国膜结构行业协会”名

义开展任何活动。该组织行为因涉嫌诈

骗犯罪，天心区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 

转自《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

会》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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