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空间结构专题研讨会—— 

“索结构与技术创新”召开 

 

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桥梁及结构工程分会空间结构委

员会主办、吴桥盈丰钢结构铸钢件制造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7年空间结构专题研讨会“索结构与技术创新”于 2017

年 11 月 4 日~5 日在杂技之乡河北吴桥如期召开。参加会

议的有空间结构委员会资深委员、委员与秘书、承办单位

的领导和技术人员等，共计 50余人。 

1、专题研讨会 

11 月 5日上午，研讨会首先举行了简短而热烈的开幕

式，开幕式由空间结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尧治教授主持。

空间结构委员会主任委员宋涛代表委员会致辞，感谢各位

委员、资深委员和专家的出席，感谢吴桥盈丰铸钢的精心

安排。吴桥盈丰钢结构铸钢件制造有限公司杨来盈董事长

代表承办单位致辞，欢迎各位代表来到吴桥进行交流、参

观，并祝会议圆满成功。浙江大学董石麟院士代表资深委

员致辞，他深情回顾了空间结构委员会的历程，对本次会

议开展索结构与技术创新专题研讨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给

予了充分肯定，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促进我国索结构技术

的更大发展与进步。 

在学术交流研讨中，共 7位专家围绕索结构理论与实

践创新做了精彩的报告,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上午的报

告由罗尧治教授和宋涛研究员主持，下午的报告由薛素铎

教授主持。报告内容包括：董石麟院士的报告“索穹顶结

构体系创新研究”，介绍了国内索穹顶结构的工程应用情

况，对传统索穹顶结构形式及创新型索穹顶结构形式进行

了介绍。赵基达研究员的报告“平面张弦结构的受力特性

研究”，对平面张弦结构的发展、定义与分类进行了介绍，

提出了“拱形张弦拱”的结构体系，给出了张弦结构的理

论求解方法，介绍了拱形张弦拱的理论与试验研究情况。

武岳教授的报告“索——结构创新中的活泼元素”，介绍

了柔性、刚性结构的找形方法、复杂结构的多点控制找形

方法，同时还介绍了弦支互承结构的计算方法、试验研究。

姚亚雄博士作了题为“丽水市体育馆结构形态及其索膜结

构设计”的报告, 以丽水市体育馆为例，介绍了结构形态

设计方法在体育建筑设计中的运用，强调了建筑和结构结 

合对于体系创新的重要意义。赵阳教授作了“面向 3D打印

的索杆结构节点拓扑优化”的报告，通过拓扑优化节点形

式，并与 3D打印技术相结合。秦杰委员就文旅建筑对空间

结构的需求与思考做了精彩报告，展现了空间结构新的应

用领域。甘明总工对首体速滑馆改造木索结构方案进行了

介绍。上述精彩报告介绍了近年在索结构体系创新方面的

前沿性工作。在各专题报告之后，会议专门留出讨论时间，

与会专家就报告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充满了浓厚的学

术气氛。 

下午的大会报告完成后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副主任

委员冯远总工致闭幕辞，她对本次专题会议的内容进行了

总结，并对承办单位周到细致的组织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闭幕式上主任委员宋涛代表空间结构委员会向承办单位吴

桥盈丰钢结构铸钢件制造有限公司赠送了会议纪念牌匾。 

2、空间结构委员会全体会议 

会议期间，于 11月 4日晚召开了空间结构委员会全体

会议。第八届空间结构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基达对第八届空

间结构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介绍了第九届

空间结构委员会换届提名产生的过程以及委员候选人情

况。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了第九届空间结构委员会，

共有委员 45名，其中新当选委员 8名，委员年龄结构进一

步年轻化；会议推选宋涛为第九届空间结构委员会主任委

员，冯远、罗尧治、薛素铎、张其林为副主任委员；会议

提名新增赵基达等 4人为空间结构委员会资深委员，会议

聘任马明、张强为委员会秘书。 

会议就第十七届空间结构学术会议的安排等问题进行

了讨论，初步决定第十七届空间结构学术会议于 2018 年

10月至 11月间择期在西安召开。 

会议按照优秀论文评选办法选出了第十六届空间结构

学术会议优秀论文 5篇。 

3、技术参观 

11 月 4日下午，在承办单位盈丰铸钢杨来盈董事长和

技术人员的讲解下，与会人员参观了铸钢厂生产车间，对

铸钢节点的铸造工艺和生产流程进行了系统的观摩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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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空间结构学术会议启动征文 

2018年 11月 2-4日，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承办的第十七届空间结构学术会议将在西安隆

重召开，这是全国空间结构学术会议首次在西安

举办。会议将突出“空间结构：历史与未来”的

主题，从辩证的视角，对空间结构的发展与创新

历程进行回顾与展望，共同迎接空间结构更加灿

烂的未来。 

大会主题：“空间结构：历史与未来” 

会议议题包括： 

★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空间结构理论研

究、结构体系、分析方法、设计技术、制作与施

工技术等方面的总结与展望。 

★概念、形式与工程设计：空间结构新概念、

新方案与新体系；已建成或正在规划设计的空间

结构工程。 

★分析、计算与试验：分析理论与设计计算

方法；抗震分析、风荷载与稳定计算；模型与节

点试验。 

★计算机信息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技术；BIM技术研发与应用；参数化设计等。 

★试制、生产与施工：新材料研发；新型体

系与节点试制；制作与施工中的新工艺、新技术。 

★健康监测和检测：健康监测和检测理论、

新方法、新设备；健康监测项目的最新成果。 

★管理、维护与加固：设计、生产与施工中

的技术与质量管理；工程事故及原因分析；既有

空间结构工程的改造、维护与加固。 

 

 

 

 

         

 

         

 

 

 

 

  ★防灾与减灾：抗震、抗风与防火；防连续

倒塌；振动控制。

  ★绿色建筑：绿色、低碳空间结构建筑有关

的概念、方法和实践。

征文 

  欢迎投送未在各类期刊及会议论文集上发

表过的论文。可先将 800 字左右的提要以邮寄或

电子邮件提交给空间结构委员会，同时请注明作

者姓名、职务职称、单位地址及邮编、电子邮箱。

文章投寄电子邮箱：spast@cabrtech.com

论文提要截止： 2018 年 4 月 30 日

通知作者提要是否录用：2018 年 5 月 31 日

全文投送截止： 2018 年 8 月 15 日

会议内容 

  大会发言：会上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围绕

大会主题作特邀报告，并就有关空间结构的重大

技术专题进行交流。

  分组发言：论文作者将安排在会上按不同议

题分组进行发言与讨论。

技术参观：参观举办地空间结构工程。

特邀大会支持单位 

  会议承办单位将特邀著名企业为大会的支持

单位，大会将在会议日程册中为企业提供宣传，在

会议通知、大会背景板上列出会议支持单位名单。

产品展览 

  本次会议将举办空间结构产品、工程和软件

成就展览。凡有意参加展出者请尽早联系空间结

构委员会。大会支持单位将免收展览费。 

组织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  俊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郝际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副主任委员 

史庆轩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宋  涛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委员 

刘晓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苏明周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钟炜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于金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马  明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张高明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张  强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 
顾问 

蓝  天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董石麟  浙江大学 

沈世钊  哈尔滨工业大学 

马克俭  贵州大学 

刘锡良  天津大学 

曹  资  北京工业大学 

严  慧  浙江大学 

赵基达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主任委员 

宋  涛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副主任委员  

冯  远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罗尧治  浙江大学 

薛素铎  北京工业大学 

张其林  同济大学 

委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志华  天津大学 

 

陈国栋  精工钢构集团 

范  峰  哈尔滨工业大学 

范  重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郭彦林  清华大学 

李  霆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李中立  北京中天久业膜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刘  枫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牟在根  北京科技大学 

裴永忠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钱基宏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秦  凯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杨庆山  重庆大学 

姚亚雄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毅刚  北京工业大学 

赵  阳  浙江大学 

周  岱  上海交通大学 

周观根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朱忠义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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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艺术、建筑和科技博物馆 

里斯本艺术、建筑和科技博物馆

（Museum of Art,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MAAT）由英国建筑师

Amanda Levete 带领的 AL_A 团队设

计，位于里斯本市 EDP 基金会园区

内，是城市历史最为悠久的滨水区域

之一。项目包含宽广的室外空间，将

带领人们徜徉于视觉艺术、新媒体、

建筑、技术和科学之间，感受当代文

化的魅力。 

 

滨水是项目的精华，设计忠诚地

反映了这一点，使这片 38000 平方米

的独特滨河基地得到了充分利用。建

筑师将结构融入了地形之中，用向下

挖取代了向上建，使这么大的体量却

做到了几近于隐形。博物馆不会阻挡

城市居民的观景视线，也不会破坏河

岸的景观。游客沿着河岸走，不是走

进博物馆，就是在不经意间爬上了博 

 

物馆的脊背。屋顶完全敞开，美景都

在眼前。悬挑的屋顶为人们提供阴凉

舒适的公共空间，同时将水面上的阳

光反射到主画廊中，照亮了四个相互

联系的展览空间之一。 

屋盖结构采用型钢桁架，面向河

流的悬挑面由向外倾斜的型钢柱、门

洞斜拱和纵梁等组成空间结构。内部

有一个约 70m×40m 的巨大椭圆大厅，

中间没有柱子。 

 

 

 

 

葡萄牙建筑中有使用陶瓷的丰富传

统。整个建筑的外面一共贴了 15000 块三

维瓷砖，每一块都可以独立活动，随着太

阳的变化，建筑上光影交错、瞬息万变。 

 

（资料译自 architectmagazine.com 等） 

索结构专业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扩大会议召开 

2017 年 12 月 16 日，中国钢结

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索结构专业委

员会在天津大学召开了正副主任委

员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空间结构

分会前理事长张毅刚、分会理事长薛

素铎、主任委员陈志华、副主任委员

罗永峰、刘枫、罗斌、宁艳池，秘书

长兼委员吴金志，委员邓华、李海旺、

梁存之、周健、刘红波、任俊超，委

员会孙国军列席了会议。会议由主任

委员陈志华教授主持，会议讨论确定

了以下事宜： 

1、启动最美索结构评选工作。

索结构专业委员会按照中国钢结构

协会空间结构分会“最美索结构”评

选办法组织评审，明年索结构技术交

流会期间举行会评确定最终排名， 

并在闭幕式上颁奖。 

2、确定明年索结构技术交流会时

间在 8 月中旬，会议地点石家庄正定

新区。 

3、确定了《建筑索结构节点设计

技术指南》第一次编制工作会议主要

议题。 

2017 年 12 月 16 日，《建筑索结

构节点设计技术指南》编制组在天津

大学召开第一次编制工作会议，参加

会议的有张毅刚、陈志华、刘枫、罗

永峰、罗斌、宁艳池、吴金志、邓华、

李海旺、梁存之、周健、刘红波、张

国军、任俊超、陈新礼、孙国军，空

间结构分会理事长薛素铎教授受邀出

席会议。 

会议由陈志华主持，首先薛素铎 

对开展《指南》编制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随后《指南》主编张毅刚主持编制工作讨

论会，分别由各章负责人介绍各章节编制

思路和内容，然后大家展开充分讨论。会

议讨论确定了以下内容： 

1、确定了《建筑索结构节点设计技

术指南》文体格式要求。 

2、会议讨论确定各章节主要修改建

议。 

3、确定《建筑索结构节点设计技术

指南》参编单位及参编人员范围，参编单

位增加南京东大现代预应力工程公司；参

编人员增加罗永峰、张国军、苑军峰。 

4、暂未讨论标准编制启动工作安排，

拟在《建筑索结构节点设计技术指南》第

二稿讨论会上商讨标准启动事宜。 

5、确定了提交第二稿的时间。 
 

膜结构专业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扩大会议召开 

2017 年 11 月 26 日，中国钢结构协会

空间结构分会膜结构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工

业大学召开了正副主任委员扩大会议。参

加会议的有主任委员薛素铎、副主任委员

黄达达、向阳、李中立、武岳，分会名誉

理事长蓝天、前理事长张毅刚、秘书长吴

金志、副秘书长许立准、李雄彦，特邀委

员代表王平及分会秘书处全体人员列席了

会议。会议由膜结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空间结构分会理事长薛素铎教授主持，会

议讨论确定了以下事宜： 

1、《膜结构企业等级会员管理办法》

修订 

依托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结合膜结

构行业发展特点和新趋势，会议决定对现

行的膜结构企业等级会员管理办法启动修

订工作，修订内容涉及： 

1）膜结构企业等级将按膜结构工程综

合承包、膜结构工程安装、膜结构加工制

作和膜结构专项设计等四类会员进行评定

和管理。在修订和完善现行管理办法的基

础上，新增《膜结构企业工程安装等级会

员管理办法》和《膜结构企业加工制作等 

级会员管理办法》，确定评定依据，制定

管理细则。 

2）依托条例修订，建立膜结构企业

经营不良行为举报和通报制度，确定处罚

措施。 

3）对现行条例中部分条款进行局部

修订和调整。 

4）简化等级会员复审内容，等级会

员复审采用重点审查企业工程业绩，建立

企业诚信自我承诺机制。 

2、膜结构项目经理继续教育 

配合膜结构项目经理管理办法，启动

膜结构项目经理继续教育培训。继续教育

授课时间为两天，采用专题报告的形式。 

继续教育的重点围绕膜结构施工质

量管理与控制、膜结构质量事故案例讲

解、施工安全、膜结构相关技术规程的解

读、膜结构发展趋势、膜材市场规范化、

膜结构新技术等问题组织专题报告。 

3、2018 年膜结构技术交流会 

会议确定 2018 年膜结构技术交流会

的主题为“中国建筑膜材产业发展暨膜结

构技术创新高峰论坛”，会议时间确定在 

2018 年 5 月中旬。结合膜材产业基地

聚集情况，初步确定技术交流会的会议

地点在浙江海宁。 

本次论坛将依托膜材行业的新技

术与新应用，重点围绕新型膜结构材料

及其应用、膜材行业市场管理、膜材国

产化、膜结构技术创新等，研讨行业发

展新动态、新技术，为高端精品膜结构

工程在国内的发展创造条件，通过精品

工程提升行业的技术水平。 

4、膜材行业市场规范化管理 

分会将加强对膜材销售企业市场

行为规范化管理，对经营行为诚信度进

行评价，建立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机制。 

该工作将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对膜材使用单位和销售单位开展问卷调

查与调研，确定对膜材销售企业经营诚

信度评价的关键指标，籍此制定膜材销

售企业信用等级评价与管理办法；第二

阶段，对膜材销售企业开展诚信度评价，

评定信用等级，依托分会网站对评价结

果进行公告，同时建立对膜材销售企业

的不规范行为举报、通报和处罚机制。 

新标准化法鼓励团体标准 

2017 年 11 月 4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标

准化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七十八号

主席令，予以公布，修订后的标准化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新标准化法重新划分标准的层级和属

性，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

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国家标准分

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是推荐性标准。新标准化法加强

强制性标准的统一管理，优化推荐性标准

体系，引入团体标准、完善企业标准有关

规定，完善制定标准的原则、程序等要求，

厘清监管部门职责、赋予必要监管手段。 

新法对于团体和企业标准，一是鼓励

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产业技术联

盟等社会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

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由本团

体成员约定采用或按照本团体的规定供社

会自愿采用，明确了团体标准的法律地位，

并要求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

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团体标准的制定

进行规范、引导和监督。二是企业可以根

据需要自行制定企业标准，或者与其他企

业联合制定企业标准。三是鼓励社会团体、

企业制定高于推荐性标准相关技术要求的

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四是实行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 

住房城乡建设部此前印发关于深化

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意见，进一步

改革工程建设标准体制，健全标准体系，

完善工作机制。  

按照政府制定强制性标准、社会团体

制定自愿采用性标准的长远目标，到 2020

年，适应标准改革发展的管理制度基本建

立，重要的强制性标准发布实施，政府推

荐性标准得到有效精简，团体标准具有一

定规模。加快制定全文强制性标准，逐步

用全文强制性标准取代现行标准中分散

的强制性条文。改变标准由政府单一供给

模式，对团体标准制定不设行政审批。鼓

励具有社团法人资格和相应能力的协会、

学会等社会组织，根据行业发展和市场需

求，按照公开、透明、协商一致原则，主

动承接政府转移的标准，制定新技术和市

场缺失的标准，供市场自愿选用。  

团体标准要与政府标准相配套和衔

接，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协同发展

的工作模式。要符合法律、法规和强制性

标准要求。要严格团体标准的制定程序，

明确制定团体标准的相关责任。 团体标准

经合同相关方协商选用后，可作为工程建

设活动的技术依据。鼓励政府标准引用团

体标准。 

意见要求缩小中国标准与国外先进

标准技术差距。标准内容结构、要素指标 

和相关术语要适应国际通行做法，提高

与国际标准或发达国家标准的一致性。

加强沟通协调，积极推动国家之间的准

互认、版权互换。鼓励有关单位积极参

加国际标准化活动，加强国际合作，参

与国际标准化战略、政策和规则制定，

承担国际标准和区域标准制定，推动我

国优势、特色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意见要求强化标准组织领导、加强

制度建设、加大资金保障。对于标准资

金，各部门、各地方要加大对强制性和

基础通用标准的资金支持力度，积极探

索政府采购标准编制服务管理模式，严

格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要积

极拓展标准化资金渠道，鼓励社会各界

积极参与支持标准化工作，在保证标准

公正性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合

理采用市场化方式筹集标准编制经费。 

新标准化法明确规定了团体标准

的法律地位。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标委会

已发布了 2017 年学会标准研编计划。

学会召开了标准编制工作会议，会议要

求立项研编的标准尽快开展标准编制

工作，保质保量完成编制任务，充分发

挥学会标准在助推产业发展、服务技术

创新、促进国际接轨方面的作用，提高

学会标准行业影响力、打造学会标准品

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