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间结构分会召开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议 
空间结构分会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

议于 2018 年 5 月 12 日在青岛市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理事长薛素铎，副理事

长李亚明、周观根（严永忠代）、高继

领、王小瑞（高永祥代）、黄达达，常

务理事白宝萍、陈文明（夏循代）、高

博青、耿笑冰、韩庆华、郝成新、李存

良（薛治平代）、李凯、李明荣、罗兴

隆（石勇代）、唐泽靖子、王丰、王海

明、王杰（宁艳池代）、王平、王元清

（王综轶代）、薛海滨（谭琴代）、张

其林、赵伯友、支旭东、钟宪华、朱忠

义（秦凯代）。副理事长陈国栋、常务

理事蔡小平、陈志华、李中立、王双军、

王秀丽、向阳因事缺席会议，名誉理事

长蓝天、前理事长张毅刚及秘书处的人

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理事长薛素铎主持，主要内

容有民政部及总会文件传达、秘书处和

各专业组工作汇报、会员审批与清理、

“空间结构系列丛书”编制、理事会换

届办法、明年大会筹备以及今后工作安

排等。 

1、民政部文件和总会要求传达落实 

民政部以及相关部委近期颁发了若

干文件，加强对社会团体的管理，总会

也陆续出台了相应的文件和要求。与我

分会相关的内容主要有：1）社会组织应

加强党建工作；2）社会团体不得在分支

机构下再设立分支机构；3）评比达标类

活动不得收取费用；4）分会可通过开展

技术服务和咨询工作增加收入。 

会议在认真学习相关文件并讨论后

决定：1）分会应遵从国家相关部委的文

件和总会的要求，依法办会；2）分会为

更好地开展工作而设立的三个专业委员

会和专家委员会，不属于“分支机构”，

未曾独立开展活动，但为响应总会要求，

从本次会议开始，其名称分别改为“膜

结构专业组”、“索结构专业组”、“网

格结构专业组”和“专家组”，其工作

性质的职能不变：3）“空间结构奖”以

及将要开展的人才奖项的评审等将不收

取评审费用。 

2、秘书处及各专业组工作汇报 

根据六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的工作

安排，秘书处及各个专业组均开展了大

量工作。 

1）秘书处：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

组织进行了各专业组的工作会议、国内

外技术交流会和培训班等；组织进行了

等级、资质的评审；与建工出版社商谈

并确定开展“空间结构系列丛书”编制

工作；一年来召开了 5 次秘书处工作会

议，确保分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 

2）网格结构专业组：按时完成

对 24 家网格结构专项资质企业的年

检工作；二届三次会议上对网格结构

专项资质的《管理规定》和《等级标

准》两个文件修订稿进行了讨论，增

补了两位新委员，并确定今后将在努

力发展新会员、促进整体行业技术发

展和质量提高、标准编制以及人员培

训等方面逐步开展工作。 

3）膜结构专业组：《膜结构工

程施工验收规范》（CECS）和《充气

膜结构设计与施工指南》编制工作已

基本完成；组织了 1次项目经理培训

班和首届膜结构工程管理高级研修

暨项目经理继续教育培训班；完成了

每年两次的膜结构企业等级评审；开

始进行《膜结构企业等级会员管理办

法》等文件的修订工作，并准备启动

膜材销售企业诚信等级评定。 

4）索结构专业组：《建筑索结

构节点设计技术指南》编制工作进展

顺利并已完成第三稿，计划今年完成

出版；正积极推进专业组换届工作及

8月下旬召开的索结构技术交流会。 

5）专家组：2017 年昆山会议期

间专家组正副主任召开了第一次工

作会议，讨论确定了正副主任的工作

模式，将从较长远的角度关心、思考

与调研空间结构行业发展和分会发

展的问题，通过不定期的会议研讨、

参与分会的调研和统计等工作，形成

建议提交常务理事会和其他专业组。

正副主任会议提出三方面的具体建

议：一是建议分会积极组织开展工程

质量（事故）问题调研活动；二是建

议分会为鼓励先进并培养青年人才

而开展个人奖项评选工作；三是建议

分会尽快组织 BIM技术培训班，为企

业培养专有人才并推进行业和企业

的持续发展。 

会议对上述工作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同意秘书处、三个专业组和专

家组的工作计划；同意网格结构专业

组增补委员的决定；同意设立人才奖

项，每两年评审一次，并委托专家组

牵头拟定评审办法。 

3、会员单位审批与清理 

1）同意吸收下列 12 个单位为分

会的团体会员单位：浙江宇立新材料

有限公司、河南绿蓝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四川奥利威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昕宇佳祥膜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迪空间结构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章力机械有限公司、临朐金瑞膜

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潍坊润汇膜结构 

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浦雄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钢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徐州冠带膜

结构有限公司、海宁宏扬新材料有限公

司。去年 6月至今年 5月吸收会员 58个。 

2）对主动提出、不按时缴纳会费且

不参加活动的单位进行了退会处理，共清

理 15个单位。 

3）经本单位积极申请和现任常务理

事提名，会议表决同意增补浙江汇锋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锦达膜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为分会第六届理事会的理事单位。 

4、分会各项活动经费的使用与审批 

经讨论，会议认为：1）分会应严格

按照总会及依托单位的财务要求管理各

项活动的收入和支出，做好每年的工作计

划和预算工作，认真执行财务管理办法，

重大活动支出需经常务理事会审批；2）

对有利于分会发展的调研等专项活动，会

员可提交相应的工作计划和预算，并向分

会提出经费支持的申请，经批准后可实

施，并提交工作报告。 

5、“空间结构系列丛书”编制 

1）会议认为开展系列丛书编制有利

于推广空间结构技术、推动行业发展，同

意启动该项工作，并同意秘书处建议的丛

书编委会和分册编委会的组成办法。 

2）丛书可包括指南、手册、规程解

读、培训教材、优秀工程以及软件应用等

书籍，出版形式可以有纸质、电子（视频、

微课）等多媒体形式。会议决定委托各专

业组提出各自的编制规划，由专家组统筹

考虑丛书的组成。 

3）会议同意分会以每册购买 300～

500本的形式向出版社支付出版费用，编

制期间的费用可向相关单位收取一定的

赞助费用，并以灵活的形式对支持单位做

适当的广告宣传。 

4）各专业组的正副主任委员根据本

专业组的情况，向分会提交编制计划，由

分会统筹安排。 

6、理事会换届 

第六届理事会成立于 2015 年，将于

2019年届满。会议深入讨论了换届办法和

理事的数量。根据总会要求及分会工作条

例，结合分会共有 500余个会员的情况，

会议决定第七届理事会设理事 161 名，其

中常务理事 45名，正副理事长 11 名。责

成秘书处开始启动相应的换届工作，明年

七届一次理事会议之前再召开一次常务

理事会，确定第七届理事会人员，并确定

拟提交第七届理事大会选举的常务理事

候选人名单。 

7、2019年技术交流会 

会议决定 2019 年七届一次理事会暨

空间结构技术交流大会将在北京市召开。 

本期内容 

网格结构先进制造与

施工技术交流会暨青

岛新机场观摩会召开 

第四届索结构技术交

流会将在石家庄召开 

空间结构分会召开六

届四次常务理事会议 

网格结构专业组召开

二届三次全体会议 

IASS 2019空间结构

国际学术会议将在

巴塞罗那举行 

沙特阿卜杜勒

阿齐兹国王世

界文化中心 

网格结构先进制造与施工技术交流会 

 暨青岛新机场观摩会召开 
空间结构分会“网格结构先进制造与施工技

术交流会暨青岛新机场观摩会”于 2018年 5月

11日-12 日在青岛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

国 16个省市 65个单位的 106名代表。本次大会

包括技术交流和青岛新机场工程观摩两部分。 

1、大会开幕式 

大会开幕式由吴金志秘书长主持。薛素铎理

事长代表分会致辞，并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罗尧治代表网格结构专业组向大会介绍了网格

结构专业组过去一年来开展的工作以及二届三

次会议的工作计划。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高继领和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严永忠分

别代表承办单位致辞。 

2、技术交流 

围绕“网格结构先进制造与施工技术”主题，

并结合正在建设的青岛新机场大型网格结构，会

议组织了七个特邀报告，分别是青岛新机场大跨

度屋盖结构设计与思考（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

院山东院夏循总工）、青岛新机场和北京新机场

屋盖结构施工技术（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高继领总工）、空间网格结构自动化制造技术再

探索和青岛新机场屋面技术（浙江东南网架股份 

有限公司严永忠副总经理）、空间结构工程项目

管理信息化（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杨

石彬部长）、BIM技术在网架结构设计施工中的

应用（徐州飞虹网架建设科技有限公司张建成总

工）、某大跨度煤棚钢网格结构倒塌事故分析与

反省（太原理工大学李海旺教授）以及山东省空

间结构发展（山东建筑大学周学军教授）。 

通过大会报告和交流，与会代表与专家针对

大型航站楼网架的设计和施工技术、网格结构自

动化制造技术、工程项目管理信息化技术以及工

程事故分析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代表们受益匪

浅，这也必将为网格结构工程质量水平提高和促

进技术进步发挥积极的作用。 

3、青岛新机场工程观摩 

本次大会组织与会代表前往正在建设的青

岛新机场航站楼大型网架结构现场观摩，当地建

委领导和总包单位分别致辞并对工程项目进行

了介绍，与会代表在现场与总包和网架结构及屋

面承包单位针对施工技术进行了广泛交流，取得

了非常好的观摩效果。 

本次会议得到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和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第四届索结构技术交流会将在石家庄召开

为了促进索结构行业的发展和加强索结构

企业间的相互交流，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

会将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29 日在石家庄召开

第四届索结构技术交流会，本次会议由巨力索具

股份有限公司承办。会议将结合目前国内两项大

型索结构工程：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和红崖谷玻

璃吊桥，邀请知名专家对索结构工程领域的科

研、设计、生产、施工以及监测等方面的最新成

果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期间将召开索结构专业

组三届一次工作会议和建筑索结构节点设计指

南编制工作会议。 

1、大会报告 

大跨柔性结构设计分析浅析（清华大学建筑

设计院刘彦生）、石家庄国际展览中心-重型屋

面悬索组合结构力学特性和施工关键技术（东南

大学罗斌）、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大型悬索结构

施工关键技术（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司波）、

石家庄会展中心索结构的施工监测和健康监测

（天津大学陈志华）、石家庄会展中心索杆节点 

设计及质量保障体系（广东坚朗五金任俊超）、

锌铝稀土合金层全封闭索在空间结构上的应用

优势（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严志远）、柔性系

统在人行悬索桥中的应用及密闭索的研制与应

用（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刘伟）。 

2、会议日程及地点 

8 月 27 日下午：《建筑索结构节点设计指

南》编制组第二次全体工作会议（全体参编人员） 

8 月 28 日上午：参会人员报到；索结构专

业组三届一次工作会议（全体委员） 

8 月 28日下午：技术交流会－大会报告（全

体参会人员） 

8 月 29日上午：技术参观 

8 月 29日下午：参会代表返程 

地点：河北省平山县温塘镇鹿台村，河北白

鹿温泉酒店 

3、工程参观 

参观红崖谷玻璃吊桥、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联系：分会秘书处；或巨力索具 孟亚丹 1863220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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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结构专业组召开二届三次全体会议 

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

网格结构专业组二届三次全体会议

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在青岛召开。出

席会议的有：副主任委员钟宪华、耿

笑冰、罗尧治，委员陈文明（夏循代）、

冯若强、高继领（张翔宇代）、郝成

新、李承铭、李海旺、李明荣、刘宪

生（苗建芬代）、罗兴隆（石勇代）、

孟祥武、欧阳元文、钱基宏、秦凯、

滕起、王军、王浩、王小瑞（高永祥

代）、吴金志、吴维民（黄均均代）、

薛海滨（谭琴代）、严永忠、张一萍、

赵建民、周学军、赵伯友等。主任委

员周观根，委员蔡小平、陈国栋、韩

庆华、钱宏亮、王秀丽、杨蔚彪等因

事缺席。理事长薛素铎、名誉理事长

蓝天、前理事长张毅刚以及秘书处人

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副主任委员罗尧治主持。

主要包括传达总会文件精神、增补委

员、一年来工作总结、网格结构专项

资质企业近三年年检情况汇报、网格

结构专项资质文件修订和研究确定

下一步工作计划等。 

1、总会文件精神传达 

根据民政部文件要求，“社会团

体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

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会议决定

遵从总会的要求，将为便于开展工作

而设立的工作性质的“网格专业委员

会”改称为“网格结构专业组”。 

2、增补委员 

经两位以上现任委员推荐，根据

委员会工作条例，会议表决同意增补

江苏八方钢结构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王军董事长和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

团有限公司张一萍副总工为第二届

网格结构专业组委员。 

3、工作总结 

1）2017 年 6 月完成了 22 个网格

结构专项资质企业的年检工作和2个

企业的评审工作，目前共有 24 家企

业具有中国钢结构制造企业网格结构

专项资质。 

2）2017 年 11 月，钟宪华、耿笑

冰、许立准、吴金志等到开封参观了

河南天元网架公司螺栓球自动加工设

备，并对网格结构专项资质的《管理

规定》和《等级标准》两个文件修订

内容进行逐条讨论，形成修订初稿。 

3）2018 年 3 月，在浙江东南网架

股份公司召开了正副主任委员扩大会

议。进一步完善网格结构专项资质文

件的修订意见；确定了 5 月份在青岛

召开网格结构会议的日程安排、讨论

议题及技术交流内容等。 

4）2018 年 4 月，许立准、吴金志

到徐州参加了“徐州网格结构联盟暨

江苏鑫鹏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10 台螺栓

球自动化加工设备应用考察会”。设备

运行良好，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可以

减少人力成本；大家支持分会举办

BIM 培训班，获得培训合格证书者可

向当地建设局申请一定的补贴。 

4、近三年网格结构资质年检情况

统计汇报 

张毅刚教授基于 2015－2017 年网

格结构专项资质年检资料，对各类网

格结构的建筑面积、用钢量、跨度、

应用领域以及各企业的年产量等进行

了统计，并进行了一些趋势性分析。

螺栓球网格结构的覆盖面积约占总量

的 2/3，焊接球和管桁架各约占 1/6；

螺栓球网格结构用钢量约占 1/2：料棚

类（煤、石膏、水泥、垃圾焚烧等）

和体育类工程数量各约占 1/3：大于

100 米跨的螺栓球网格结构约占 3/4；

省会级城市建设项目仅约为总数的

1/8。虽然所依据的材料不能代表全国

的实际情况，但该量化数据具有一定

的统计意义，也为网格结构资质文件

的修订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5、网格结构资质文件修订情况 

吴金志汇报了正副主任根据二届 

二次全体会议的决定而对文件进行修订

的具体情况，介绍了资质文件修订的过

程、考虑的因素和主要修订的内容。会

议决定，在参考 2018 年年检资料的基础

上，完成资质文件的修订，并形成征求

意见稿。在广泛征求意见并由常务理事

审批之后实施。 

6、下一步工作计划 

在继续推动网格结构资质文件修订

工作基础上，经过较深入讨论，会议决

定成立三个专项工作小组，以便更好地

分别开展工作： 

1）标准化工作组：针对目前各区域

螺栓球网架配件标准不统一的情况进行

调研，在此基础上研究确定配件标准统

一的可行性及具体办法，并争取形成统

一的标准。由罗尧治牵头。 

2）BIM 工作组：对网格结构企业

进行 BIM 应用情况调研，包括人员投

入、工程应用以及希望培训内容等，进

而形成培训计划和具体培训内容等。由

吴金志牵头。 

3）铝合金网格结构工作组：对目前

铝合金网格结构的技术、生产和和应用

情况以及从事该领域的设计、制作和安

装企业等进行调研，形成较为准确的统

计资料，为分会对铝合金网格结构进行

行业管理奠定基础。由张毅刚和欧阳元

文牵头。 

针对目前网架、网売结构大量应用

于煤棚和航站楼的情况，会议决定在明

年分会召开的两年一度的大会上组织

“煤棚与航站楼网格结构”专题研讨。 

针对近期多起网格结构工程事故，

会议呼吁广大网格结构企业积极进行技

术改造、提高工程质量、确保生产安全。

同时呼呼广大会员单位积极发展新会

员，不断壮大分会队伍，大家共同推进

网格结构行业的安全生产和技术进步。 

本次会议的召开得到江苏沪宁钢机

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

公司的大力支持。 

IASS 2019 空间结构国际学术会议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

国际壳体及空间结构协会 2019

年度学术会议暨庆祝 IASS成立 60周

年会议——IASS 2019，将于 2019 年

10 月 7 日至 10 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举行。会议主题是“Form and Force

（形与力）”，面向全球征集论文。 

这次会议系与第八届国际织物

和 充 气 结 构 会 议 (Structural 

Membranes 2019)联合举行。会议将

就薄壳、空间结构、张拉和充气结构 

等的最新进展进行深入的讨论。会议

内容将涵盖空间结构相关的材料、设

计、计算、施工、维护、历史和环境

影响、可持续发展等所有的应用领域。 

结合本次会议， IASS Working 

Group 21还将举办轻量结构展示竞赛，

向全世界研究人员和设计人员征集创

意作品，评出优胜者。对优胜团队将

给予一千欧元的奖励。有关竞赛要求

等可在会议网站查询。 

会 议 将 在 巴 塞 罗 那 市 中 心 的

Crowne Plaza Fira Center 酒店举行。 

会议暂计划于 10 月 11 日安排技术

参观（需另外付费），参观矶崎新-川口

卫设计的圣乔治体育馆（Palau Sant 

Jordi）和凝聚了高迪一生心血的圣家族

大 教 堂 （ Gaudí Basilica - Sagrada 

Familia）。 

有关信息可访问会议网址：http:// 

congress.cimne.com/formandforce2019. 

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世界文化中心 
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世界文化中

心（King Abdulaziz Center for World 

Culture）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达兰，

由挪威 Snøhetta 建筑事务所设计。它以

一种冲破想象天际的流线设计，自方案

面世那一刻，便一直惊艳着世人。 

项目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其

中包含约 45000 平方米的各种文化设

施，有礼堂、电影院、图书馆、展览馆、

博物馆和档案馆。整个建筑的表皮被总

长 350km 的曲线不锈钢管包裹。 

设计采取复杂组合的形式，由多个

单独的组件组成，通过相互依存创建平

衡与和谐，每个组件都塑造为独特而量

身定制的实体，符合和表达自身个性化

需求。该方案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塔式

建筑，翱翔于整个综合体之上，侧面是

一系列较小的卵石状的建筑。 

外立面的设计也符合这个沙漠国

家的特质，螺旋式的粗糙岩石肌理，有

一种历经风霜后的沧桑感，再加上少量

的玻璃幕墙围绕外立面形成不规则线

条，使其看上去犹如一块块伫立于沙漠

中的巨型鹅卵石。 

主塔“knowledge tower”是整体

建筑的中心，一个较小的“keystone”

在主塔一旁架空，另外三个巨石分散

在周边，分别是“library”、“theatre”、

“exhibition hall”等。“keystone”作

为青少年学习体验的创作空间，通过

椭圆形大窗户俯瞰中央广场。 

在内部，930 个座位的剧场能够举

行歌剧、交响乐、音乐剧和讲座。图

书馆包含大约二十万本书，服务于各

类观众。博物馆围绕中央巨石，日光

穿透建筑深入内部，赋予建筑灵动感。 

设计团队以 BIM 为基础对模型进

行分析和优化，采用 CFD 软件分析幕

墙系统的热效应并优化构造。幕墙不

锈钢管网与整体装配的梯形波纹金属

板、绝缘咬合式金属外层互为融合，

创建了建筑师所期望的有机形式。钢

管遇到开窗的地方便挤压成百叶，便

于采光的同时还能起到遮阳的效果，

在建筑所处极热、潮湿和大风的环境

中，极大改善了内部环境的舒适性。 

主塔为钢框架-核心筒结构，高 98

米。周围四个巨石建筑的下部为钢筋

混凝土结构，屋盖为双层钢网壳结构。

巨石都是不规则形状，最大的一块巨

石长约 80 米、最宽处约 50 米。 （译自 designboom.com，snohetta.com 等） 

国外  工程 

http://congress.cimne.com/formandforce2019
http://congress.cimne.com/formandforce2019
http://www.17mqw.com/zsk/ct.asp?id=6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