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间结构分会启动换届 分会开展膜结构工程消防设计信息采集和数据统计 

根据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

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议决定，2019年是

分会理事会换届之年，从 2018 年 11 月

开始启动理事会换届程序。根据总会要

求、分会工作条例以及分会的会员发展

情况，常务理事会决定第七届理事单位

数量由现有的 109 个增加到 161 个，其

中常务理事单位由 35 个增加到 45 个，

正副理事长单位由 7个增加到 11个。分

会致函全体会员征求第七届理事单位推

荐意见。 

理事会是全体会员单位的代表，他

们对分会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

作用。推选时要考虑设计、施工、科研、

高校等不同类型单位以及单位的地域分

布等方面的因素，把在空间结构行业发

展中贡献较多、积极关心并参与分会活

动的单位推选出来。会员单位的推选建

议是新一届理事会形成的重要参考依

据，因此请各会员单位重视推选，并按

时认真完成推选工作。 

分会要求各单位于 11 月 30 日前将

推荐意见表发至秘书处。秘书处将在推

选结果的基础上汇总，并结合相关单位

的书面确认提交常务理事会进行审批，

形成的新一届理事会的推荐名单。 

2018年 10月 18日，为解决膜结

构工程消防设计和建筑抗火问题，中

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联合应

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组织相关

专家在北京召开了“膜结构建筑防火

设计与工程实践研讨会”。 

天津消防研究所与会领导会同

膜结构行业专家共同探讨了我国膜

结构工程抗火设计面临的技术困难，

并决定与空间结构分会共同采取相

关技术措施解决上述问题，以确保膜

结构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将膜结构

建筑的应用领域、消防设计要求等内

容补充到我国建筑防火设计标准及

规范中。 

为保证膜结构工程消防设计标

准修订和相关规程制定的科学性，空

间结构分会拟针对已建成的各类工

程（面积大于 1000m
2
）进行消防设计

信息采集和相关数据统计，请相关单

位填写项目相关信息表。信息表请按

单项工程填写，并附工程照片。 

本次信息采集与膜结构工程消

防设计标准修订密切相关，要求各单

位将信息采集表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前以电子文件形式反馈给秘书处。 

信息采集联系方式： 

秘书处邮箱：kongjian1993@126.com 

秘书处联系人： 

李雄彦（13501030662） 

胡洁（13051180870） 

第十六届空间结构学术 

会议优秀论文获奖名单 
 

（1）董石麟、苗峰、陈伟刚、周观根、

滕起、董晟昊，新型六杆四面体柱面网壳

的研究——构形、静力特性、稳定性能及

模型试验装配实践 

（2）叶继红，基于 DEM/FEM 耦合模型

的网壳结构倒塌全过程数值模拟研究 

（3）陈楠、赵基达，平面张弦结构的平

面内稳定性分析与研究 

（4）武岳、陈博轩、刘秀明、李清朋、

A.D.C.Pronk，冰雪建筑结构的发展与探索 

（5）冯远、向新岸、李强、刘宜丰、刘

界鹏，800m 超大跨斜拉张弦结构及其静

力性能和自振特性 

2018年度“空间结构科技创新奖”颁奖 

“浙江大学董石麟•周定中空间结

构科技教育基金”是浙江大学教育基金

会“浙江大学土木建筑规划教育基金”

下设的专项基金，由我国著名空间结构

专家、浙江大学教授、《空间结构》杂

志主编董石麟院士及夫人周定中女士于

2016年 1月捐资壹佰万元人民币设立，

2018年 5月又追加捐资壹百万元。基金

的宗旨是激励空间结构科技工作者进行

科技创新，加快空间结构领域创新人才

培养，促进我国空间结构事业的进一步

发展。该基金的奖励范围包括：（1）设

立“空间结构科技创新奖”，奖励全国

范围内在空间结构的科研、教学、设计、

施工等方面的科技创新中作出重要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每年评选 1~2名；（2）

设立“空间结构科技创新论坛”，每年

1 次在浙江大学举行，打造学术品牌；

（3）设立专项奖学金，奖励浙江大学空

间结构方向品学兼优的研究生。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征集提名，经过

评奖小组评议，2018年度“空间结构科

技创新奖”获奖者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朱忠义副总工程师。 

颁奖仪式于 2018年 12月 12日在浙

江大学隆重举行。颁奖仪式后举行了 

 “空间结构科技创新论坛”，朱忠

义博士作了题为《复杂大跨度结构工

程创新与实践》的报告。 

 

获奖人员简介： 

朱忠义，1972 年生，山东茌平

人，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京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入选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当选首届

中国钢结构协会“钢结构大师”，兼

任住建部全国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

震设防审查专家委员会委员等社会

职务。从事空间结构和复杂结构设计

研究工作，6 项工程获詹天佑奖；获

得全国各类优秀结构设计奖多项；获

得中国钢结构协会科技进步奖特等

奖 2项、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

二等奖 3 项。荣获第三届“杰出工程

师奖”，入选第六届“首都科技盛典”。

主要创新成果： 

（1）设计了北京首都机场 T3 航

站楼、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国家体育 

 

馆、昆明长水机场航站楼、深圳宝安机场

T3 航站楼、凤凰国际传媒中心、北京新

机场航站楼、2022 年北京冬奥会国家速

滑馆等多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跨空间

结构工程。相关成果提高了我国大跨度结

构的设计水平，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力。 

（2）设计了迄今世界最大的 500m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的主动反射

面主体支承结构，解决了复杂山地环境巨

型支承结构受力不均匀问题，提出了适应

FAST 索网形态分析的方法，与合作方共

同制定了制作安装标准，实现了高精度的

超大空间结构工程，为助力国家科技进步

做出了贡献。 

（3）目前正在负责卡塔尔 2022 年

世界杯主体育场大跨度结构设计。该体育

场将举办 2022 年世界杯开闭幕式及揭幕

赛、决赛等赛事，固定座椅数量约为 92000

个。屋顶为索桁架支承的膜结构，立面为

钢结构。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工程师参与设

计的最具国际影响的建筑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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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空间结构学术会议在西安圆满举行 

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中国土

木工程学会桥梁及结构工程分会主办、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承办的第十七届空间结构学术会议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至 18 日在西安如期召开，大

会主题为“空间结构·历史与未来”。本次大会

是空间结构领域的又一次盛会，参加本次会议的

有来自全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的包括设计、

科研、教学和生产企业等107个单位的代表共280

多人。会议论文集收录了论文 129篇，汇编成《第

十七届空间结构学术会议论文集》。 

大会开幕式于 11月 16日上午举行，由北京

工业大学薛素铎教授主持。首先，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宋涛研究员致开幕辞，希望各与

会代表在未来的三天中，在古都西安，围绕“空

间结构·历史与未来”的主题，自由交流，有所

收获。随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长刘晓君教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顾问总工赵基达

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董石麟教授

分别致辞，对各位专家同行的莅临，表示热烈的

欢迎，对我国空间结构的发展及其技术进步给与

了充分肯定，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简短而热烈的开幕式后举行了大会特邀报

告，由浙江大学罗尧治教授、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宋涛研究员主持。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蓝天研

究员作了题为《美加空间结构初探》的报告，91

岁高龄的蓝天先生，结合自己最近在美国、加拿

大多地的参观经历，对亚马逊圆球、加拿大广场

等空间结构，进行了介绍与评价。随后，浙江大

学董石麟院士作了题为《索穹顶结构体系创新研

究及葵花型三撑杆型索穹顶预应力态分析》的报

告，哈尔滨工业大学沈世钊院士作了题为《“钢

结构通用规范”研编介绍》的报告，天津大学陈

志华教授作了题为《第十三届全运会（天津）大

跨屋盖工程及拉索空间结构研究进展》的报告，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范重教授级高工作了题为《超长

大跨度结构温度作用研究》的报告，全国工程勘

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冯远教授级高工作了题为《天全体育馆金属屋面

索穹顶结构设计》的报告。院士与大师们就空间

结构新体系的研发与工程实践所作的精彩报告

令与会代表受益匪浅。 

会议在随后的一天半时间共举办了 9组分会

场分组发言，其中安排了 12个分会场主题报告， 

共有 100余篇论文进行交流。业内资深专家分别

就空间结构的概念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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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安装技术

等多方面内容作了极为精彩的报告，涉及体育场

馆、会展中心、航站楼、火车站、大型钢冷塔、

大型试验设备、娱乐建筑等领域，专家们对空间

结构未来发展的思考、探索和展望给与会代表很

大的启发，使空间结构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1 月 18 日上午，会议再次举行大会特邀报

告，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总工冯远和北京工

业大学薛素铎教授主持。哈尔滨工业大学范峰教

授作了《多重地震作用下网壳结构响应规律与评

估研究》的报告，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陈彬磊总工作了《空间、形态、现实、梦想—

—国家速滑馆结构设计》的报告，北京工业大学

薛素铎教授作了《近十年我国空间结构的创新与

实践》的报告，浙江大学罗尧治教授作了《JUNO

中微子探测器主体结构稳定性和地震响应分析》

的报告，同济大学张其林教授作了《空间索结构

一体化设计方法与工程实践》的报告，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宋涛研究员作的《大型摩天轮设计创

新与思考》的报告。 

大会特邀报告后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由罗

尧治教授主持，冯远总工代表大会作总结发言，

并向本次会议的承办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

出色组织工作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并深深感谢会

议的协办单位以及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 

在大会的闭幕式上还颁发了第十六届空间

结构学术会议优秀论文奖、第七届空间结构杰出

贡献奖和优秀青年奖等奖项。 

本次会议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气氛，无论是老

一辈的院士、专家，还是年轻的空间结构学子们，

欢聚一堂畅谈空间结构的创新理论与实践，让我

们既看到空间结构的发展历程，同时更感受到空

间结构未来的希望。会议的召开必将为我国空间

结构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本次会议得到了协办单位浙江东南网架股

份有限公司、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通正铝合金结构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同时，中国建筑科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云联盟对大会进行了全

程直播，累计收看人数上万人次。大会特向以上

单位深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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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万达城水雪综合体钢结构施工技术介绍 

由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

限公司承建的成都万达城水雪

综合体娱雪乐园中高区工程（以

下简称成都万达城娱雪乐园）顺

利按计划封顶。这标志着成都万

达城水雪综合体这一国内最大

室内滑雪场项目，将进入最后冲

刺阶段。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

山、共欢万达城的新成都旅游格

局正在呈现。  

滑雪场施工难度之最 

成都万达城娱雪乐园钢结

构屋盖跨度最大 166 米，桁架高

15 米，单榀桁架最重近 500 吨，

是大跨度桁架的“新标杆”。钢

结构屋盖下方是国内规模最大

的钢筋混凝土雪道结构， 18°

的坡度为室内滑雪场之最，对钢

结构屋盖施工影响大。结合周边

场地有限、场内可用空间狭小，

屋盖跨度大、造型特殊、桁架尺

寸大等特点，施工难度远超其他

同类项目。 

精于技术，创新方案解难题 

高区混凝土结构是整个项

目坡度最大之处，且钢屋盖具有

双曲造型特异、结构高度高、跨

度变化大的特点，是项目的施工

难度之最，采用带支撑架液压顶

推累积滑移的工艺进行施工。与

其他同类项目不同的是，因雪道

层布置的关系，结构中部无法设

置滑移轨道，故经过计算分析和

模拟试验，设计了端部约束式超

长滑移轨道，提出并应用了牵引 

式大倾角液压滑移施工技术，首次成功实

现了大跨度重型桁架超高双滑轨带支撑

累积滑移施工。 

 

高区封顶 

工于品质，精度控制出新招 

中区钢屋盖施工时，综合考虑不同雪

道层的位置、高差、坡度等因素，将屋盖

结构分解成三大分区、八个分块，采用液

压累积提升的施工工艺，巧妙避免了土建

结构布置复杂对钢结构施工的影响。因施

工条件的限制，精工钢构开发了“提升施

工对口精度控制技术”，通过施工力学分

析、拼装工序调整和施工测量手段，在不

设置后装段的条件下，保证了圆管桁架 24

个对接口顺利实现高精度对接。 

 

高区吊装 

 
中区提升 

都江建堰千秋古，天府之源谱新篇！精

工钢构将继续秉承“精于技术、工于品质”

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技术创新引领企业发展，

为行业和社会继续奉献精工力量。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刘中华） 

（上接三版） 

 

 

临冬城，设计并搭建了一个北方风格

的城堡要塞和庭院，简单朴实。 

 

    

君临城红堡，像一座欧洲中世纪的古堡，

其中的铁王座是各方势力争夺的中心。 

 

剧集通过对各种风格建筑的展现，虚构

了一个完整的中世纪世界，却真实可信，使

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 

（摘自电影建筑师和 AssBook 等，并加以整理） 

 

热播剧集背后的建筑场景呈现 

《权力的游戏》是当下最受欢迎

的美剧。《权游》庞大的世界观，给

剧组提出了超高的难度：如何创造出

一个让观众信服并沉浸其中的世界？

为了让整部剧真实可信，剧组选取了

大量现实中存在的建筑或场景。 

在剧中，建筑即权力的象征。剧

组美术指导介绍：“每当我们阅读一

个场景时，我们都必须弄清楚它是如

何影响人的，以及应该怎样利用微妙

的视觉线索来更好地讲述故事”。 

弥林王宫，玛雅金字塔形状的建

筑，有一览众山小的分量感。但是，

真正的金字塔是陵墓，并不是给活人

住，而宫殿要展现出家的概念，这个

难题怎么解决？ 

 

 

他们借鉴了美国现代主义建筑大

师 Frank Lloyd Wright 的住宅设计作

品，这种风格代表着经典，又有对未

来的象征，很符合剧中的要求。带有

希腊回纹图案的砖块/石块，就成了剧

中的室内元素。 

 

 

龙石岛，是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

地，为了展现非凡气质，设计师强调建

筑的雕塑感，与岛屿地貌融为一体。甚

至为了强化权力的意味，王座也像雕塑

一般，成为统领内部空间的焦点。 

 

在设计龙石岛会客厅时，最初为了

强化空间的竖向特征，设计师想到了美

国建筑师路易斯·康代表作“萨克生物

研究中心”粗犷的混凝土质感和极富仪

式感的透视线条。另外参考了巴黎圣母

院高耸空间与侧向采光窗，高直的空间

设计与侧向的采光窗，加上向上的三角

形元素，让整个室内空间如同踮脚站在

针尖一般令人心悸，更加强调了这石头

教堂般的空间中体现出的权力与地位。 

 

 

 

铁金库，是剧中拥有最雄厚资本的

势力，为突出雄厚资本印象，剧组选用

了纳粹时期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设

计的新帝国总理府。剧组截取了总理府

中大理石走廊，捕捉了这个空间的比例

和材质特征，实现了想要达到的效果。 

 

 

黑白之院，用来祭祀千面之神。剧

中的历史感，很大程度来自对现存建筑

遗址的借鉴。这座庙宇除了一扇半黑半

白的门，居然没有窗户，带有一种不可

揣测的神秘感。 

 

 

黑白之院灵感来自于印度瓦拉纳

西，层层的台阶、肃穆的颜色，带有浓

浓的历史气息。黑白之院的“千面堂”

的设计灵感则来自亚洲地区的“千佛

寺”。这数千人头塑像与建筑融为一体，

创造出震撼和神秘的感觉。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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