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府农业博览园主展馆获 2022 世界结构大奖 

 
2022 年 11 月 12 日，世界结构大

奖 Structural Awards2022 在伦敦揭晓，

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

建筑设计并与 StructurCraft 联合进行

结构设计的天府农业博览园主展馆在

世界范围内的 40余个参评项目中脱颖

而出，荣获最佳项目奖——"Award for 

structural elegance through integrated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这也是继青岛中铁世界博览城之

后，中国院项目再次获得这一奖项。此

前，在 2022 年 3 月，天府农业博览园

主展馆还曾获得由北美《木结构设计

与建筑》杂志评选的“第 38 届国际木

结构设计建造大奖”（Wood Design & 

Building Awards）优秀项目奖。 

 
天府农博园主展馆位于成都市新

津区，项目的设计旨在解决面对自然

美景，如何融入并与之对话，用更开

放、更融合、更绿色的策略创造一种返

璞归真的田园生活，实现“打造田间地

头的农博会”的愿景。 

五组巨型木构棚架撑起道道飞

虹，与广袤的田野尺度相称，高低起

伏，空透轻巧，望向远山，指状开放的

布局关系让建筑与大田交织相融，复

合化的会议、会展、商业、孵化等功能

给建筑的使用提供了多种可能。 

 

设计将用能空间最小化，棚架与

建筑之间立体的平台提供了零能耗的

交流展示空间，所采用的导风遮阳、立

体绿化等措施让田间地头的绿色建筑

理念得到充分体现。 

建筑选用了负碳材料胶合木作为

棚架的主要结构材料，轻质炫彩的

ETFE 膜材作为主要围护材料，木构棚

架与斑斓的 ETFE 膜材为彩色大田增

色添彩。 

 
结构设计的目标是在合理化的基

础上实现建筑对空透轻巧的追求，并

期待结构本身的美学表达。 

棚架采用钢-木组合拱桁架结构体

系，拱形桁架之间用木次梁连接，以形

成共同受力的整体。结构单榀拱桁架

最大跨度超过 110m，最大高度 44m，

拱线采用悬链线曲线，利用几何构型

来最大程度的减小弯矩作用，充分发

挥木结构材料的受力性能，提高截面

承载效率。每个单体的相邻各榀桁架

间跨度、高度均不相同，相比筒壳有更

好的整体稳定性。 

 
拱桁架横截面从拱底到拱顶采用

渐变的正三角形截面。上弦采用双拼

矩形胶合木，下弦采用矩形胶合木。上

下弦间根据受剪需求，变间距地设置

了实腹式四角锥形钢腹杆，形成了整

体空腹桁架的建筑效果，既满足了结

构受力需求，且纤细的实腹式钢构件

与厚重的木结构弦杆相得益彰。 

为加强结构整体性，在屋面上设

置了“X”形整体拉索，相比传统水平

交叉支撑，整体拉索显得更加轻盈和 

 
通透。同时设计中运用了参数化设计

的手段来辅助几何定位设计。设计与

加工实现了参数化的无缝对接，保证

了高效的加工和现场安装，最大限度

地减少了浪费。 

此外，根据风洞试验结果计算风

荷载的不利作用；对网屏拉索与整体

结构进行协同分析；充分考虑木结构

半搭接节点的转动刚度、钢木节点偏

心引起的附加弯矩；进行线性、几何非

线性稳定性分析和节点有限元分析， 

保证了结构安全性。 

 
评委会对该作品给予高度评价：

“以空腹桁架为灵感的钢木结构和

ETFE 膜设计，在美学上令人愉悦，并

且融入周围的景观环境之中。独特的

抗剪连接节点设计具有创新性，并且

能够很好地承受地震力的作用。数字

设计辅助完成了几何设计过程。集成

的工作流程使制造商能够直接使用设

计数据，简化了制造过程，确保了清晰

的沟通。CNC 制造工艺进一步提高了

所有部件的组装精度，并确保了高效

的安装过程，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浪费。

高效、细致的设计和整体协作在这一

工程中得到了高水平的诠释。”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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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空间结构专家，原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结构所顾问总工程师，原空间结

构委员会主任委员蓝天研究员因

病医治无效，2022 年 11 月 23 日

在北京逝世，享年 95 周岁。 

蓝天先生 1927 年 5 月 18 日

出生于上海市，1948 年毕业于上 

海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1950

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获

硕士学位，毕业回国后曾在第三

机械工业部第四设计院、第一机

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及云南省建

工厅设计院工作。从 1964 年起在

原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结构所

（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结构

所）工作。 

蓝天先生毕生致力于空间结

构的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工作，

是中国空间结构事业的奠基人之

一，引领中国空间结构的技术进

步，并为空间结构的普及发展作

出了卓越贡献。 

他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开

始陆续开展网格结构、悬索结构、

膜结构的理论研究与工程应用，  

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

奖；他主持建立了中国空间结构

的标准体系，主编多部空间结构

行业标准；他创立并领导了中国

空间结构的学术组织，并使之成

为最具活力的学术团体之一；他

积极推动与国际空间结构学界开

展学术交流，荣获国际薄壳及空

间结构学会（IASS）资深荣誉奖；

他非常重视中青年人才培养，造

就了一大批优秀空间结构人才！ 

蓝天先生的离去是我国空间

结构的巨大损失，对蓝天先生的

逝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蓝天先

生一路走好！ 

 

蓝天先生治丧委员会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延期通知丨第十九届空间结构学术会议暨第十届 

结构工程新进展论坛 

鉴于 11 月末至 12 月初全国本土疫情呈现出

多发迹象，根据各地防控情况和要求，并基于对所

有参会人员健康安全负责的考虑，经研究决定，原

定于 2022 年 12 月 3 日-5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

的“第十九届空间结构学术会议暨第十届结构工

程新进展论坛”将延期召开。 

本次会议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空间结构专业委员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桥梁及结构工程分会、中国建

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同济大学《建筑钢结构进

展》编辑部、香港理工大学《结构工程进展》编委

会、《空间结构》编委会主办，由浙江大学承办。 

本次会议发言采取大会发言与分会场发言相

结合的形式进行，大会发言将邀请在大跨空间结

构领域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专家学

者，总结最新的研究进展，并针对热点难点问题进

行深入交流。 

分会场发言采取特邀专题发言与投稿优秀论

文专题发言的形式，由空间结构领域研究带头人

与学术研究骨干力量就空间结构学术研究的前沿

理论研究、实际工程经验等进行专题学术交流。 

 

会议主题：空间结构的创新与发展 

会议议题包括： 

创新发展；概念、形式与工程设计；分析、计

算与试验；计算机信息技术；试制、生产与施工；

健康监测和检测；管理、维护与加固；防灾与减灾；

绿色建筑。 

 

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 待定。 

会议地点： 杭州雷迪森铂丽大酒店（杭州市萧山

区市心北路 108 号）。 

 
 

讣告丨深切悼念空间结构专家蓝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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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介绍 

 

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位于大连市甘

井子区，由大连市政府投资，建设单位

为大连市土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EPC

总承包单位为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足球场的总占地面积约 26.5

公顷，总建筑面积约为 13.6 万 m2，可

容纳 6.3 万人。足球场外轮廓平面投影

为四心圆，长轴 268.5m，短轴 250m。

上部屋盖采用索结构，下部看台为混

凝土框架结构，看台顶标高为 45.3m，

屋顶标高 66.7m。 

1 建筑设计 

 

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建筑设计理

念为“旋彩叠浪”，整体设计意向取自层

叠的海浪，形体现代动感，寓意足球名

城大连踏浪前行、拼搏向上的城市精

神及足球事业不断提升，高歌猛进的

美好愿望。建筑外观表皮仿佛波光粼

粼、波澜壮阔的海面，通过抽象出水面

的质感，将其图形化表达，将图案赋予

立面，并采用 20 余种蓝色 ETFE 膜材

配搭，得到一种灵动神秘的建筑立面

效果，体现了浪漫之都大连的滨海文

化特征。围绕建筑主体设计环绕上升

的慢跑坡道，全长 2.2km，可供市民健

身、观景。 

 

屋盖的建筑设计理念来源于“涟

漪”，与立面波澜壮阔的设计理念协调

统一，体现了大连的海洋文化特征。利

用结构斜交形式自然形成层层扩散的

屋顶形态，利用膜拱起造型形成涟漪泛

起的效果。 

2 结构设计 

 

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屋盖结构的外

边界采用环形钢箱梁，长轴 253m，短

轴 235m，中心大开口处设置索拉环，

长轴为 133m，短轴为 123m，厚度为

19.5m。屋盖索结构首次采用了一种轮

辐式上斜交下径向双层索系，该体系的

上弦索相互斜交，下弦索与内拉环正

交，不仅使结构具有更好的抗扭刚度和

抗倒塌性能，而且与建筑造型相协调，

展现出独特的结构美感。屋盖上弦索的

索长为 79m~86m，共计 56 根；下弦索

的索长为 56m~62m，共计 56 根；索体

均为 Galfan 密封索。屋盖下部设置支

承钢柱，柱顶和柱底分别与外环钢箱梁

和混凝土框架铰接，部分柱间设置人字

支撑。 

 

屋盖膜结构采用 PTFE 张拉膜与

ETFE 气枕组合，PTFE 张拉膜位于内

拉环与外压环之间，覆盖面积约为 4 万

平方米，包含 56 个三角形平面膜单元

和 280 个由上斜索与膜拱围成的三角

形曲面膜单元。ETFE 气枕覆于内拉环

内侧的挑棚上。 

立面结构采用单层直纹索网结构

体系，利用等距斜拉索网形成立体曲

面，共计采用 3 万多套点支碳钢驳接 

头。 

 

3 相关试验介绍 

（1）风洞试验。 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位

于我国东北沿海地区，风荷载和雪荷载

是主要的荷载作用，为指导抗风和抗雪

设计，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展了风洞试

验和风雪联合作用分析。 

 

（2）施工张拉试验。 张拉施工是该项

目实施的重点和难点。经反复论证，最

终采用地面拼装、整体提升的张拉成形

方案，借助附加索辅助张拉，保证了施

工安全。为验证该方案的可行性，在哈

尔滨工业大学开展了 1:20 缩尺的模型

试验，模拟了施工张拉全过程，为实际

施工提供了重要参考。 

 

（3）静力加载试验和断索试验。 在施

工张拉模型的基础上，还开展了静力加

载试验和断索试验，验证了大连梭鱼湾

足球场具有良好的承载性能和抗连续

倒塌性能。 

 

4 项目进度 

目前，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主体结

构已完成，正在进行内装施工。 

 

哈尔滨工业大学 武岳、杨佳奇 
 

站城融合|杭州西站屋盖钢结构介绍 

杭州西站是中国大型铁路枢纽之

一，站城融合设计，国内首次在站台雨

棚上实施综合开发，国内首次采用站场

拉开、中部进站模式，工程高质量推进

力争打造新一代高铁站房的标杆之作。 

 

整体设计理念为“云之城”，采用

了大空间“云谷”、十字通廊、云门等

建筑理念，通过多维一体（高效）的交

通组织、理性而充分的综合开发，以及

既有江南气质，又具未来感的城市空

间，将西站综合体打造为未来美好生活

的城市样板。该项目由筑境设计、中铁

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

共同完成设计。 

1 工程概况 

杭州西站站房综合楼建筑地上三

层，地下二层。站房综合楼建筑面积约

51 万 m2。建筑功能由下往上包括地铁

站厅层、地下停车夹层、地面广场层、

快速进站夹层、站台层、高架候车层、

高架旅服夹层。 

 

2 屋盖设计理念 

杭州西站大屋面展开总面积约

77920 m2，其中铝镁锰金属屋面区域约

65370m2，玻璃采光天窗区域约 12550 

m2，中部天窗略呈星形，四片相对独立

的金属屋面形如云朵簇拥在侧。设计者

意以“云”轻盈、宁静、虚实相生、富于

变化的整体意向，呼应蓬勃发展的杭城

西部打造以科技、智慧链接未来的愿

景。 

设计之初，我们希望这一庞大的

“壳体”的营造，能够遵循建筑意向和

结构形式高度契合的整体性策略。因此 

我们结合屋盖系统的功能需求、规模、

铁路柱网基础布局等因素，编织了一张

从一而终、统领整合全部要素的基本网

格系统。 

 

这一网格体系，同时融合了两种要

求，即建筑专业关于模数化和形态美学

的要求，以及结构专业对于空间钢结构

系统基本单元尺度、杆件跨度、空间角

度等问题的技术要求。网格借助程序辅

助和手动调节，经反复推敲确定下来，

后面的设计，无论是作为骨架支撑体系

的桁架、网架的布置，还是作为围护体

系的天花、屋面、采光窗的布置，亦或

是作为功能性体系的防坠落和检修马

道系统的布置，全部在这一网格的控制

和辅助之下生成和定型。使得建成后的

这个部分从内而外形态有机、逻辑严

密、浑然一体，建筑形式语言和结构技

术布局达成了高度的统一和自恰。 

3 屋盖结构体系 

 

站房主体采用钢-钢筋混凝土混合

结构，下部主体结构采用型钢混凝土柱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框架结构体系。

候车厅屋盖为钢桁架+空间网架结构形

式，其中十字型为钢桁架，其余部分为

钢网架。十字型采光顶区域采用正交双

向平面桁架，周边四个象限区域采用斜

放四角锥网架，部分采光顶桁架延伸至

支承柱头，形成网架内“暗桁架”连接， 

部分桁架与网架连接。 

 

站房钢屋盖垂轨方向结构单元总

长约 326m，柱网尺寸：中间跨度 72m，

典型跨度 22m、23.5m；顺轨方向结构

单元总长约 245m，柱网尺寸：中间跨

度 78m，典型跨度 19m、38m。网架中

心拱起，四个角部降低，下弦最大高差

13.287m。 

 

 

屋盖支撑体系为梭型钢管柱，桁架

结构弦杆截面主要为矩形和少量钢管。 

 

4 屋盖提升方案 

杭州西站站房屋盖钢结构采用“分

区旋转+整体提升”的方式，提升区共

分三次提升，先进行南区旋转提升，再

进行中间区、北区旋转提升，提升到位

以后，再安装各区屋盖间的嵌补杆件。 

 

 

筑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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