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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清瑞谈我国钢结构发展瓶颈及“十三五”发展方向

http://www.100ppi.com  2016年02月18日 17:13  中国冶金报

生意社02月18日讯

　　2月4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明确提出，推广应用钢结构建筑，结合棚户区改造、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

工程实施，开展钢结构建筑推广应用试点，大幅提高钢结构应用比例，并将其作为推动钢铁行业

升级的内容，与严禁新增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严格执法监管并列为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

脱困发展的主要任务。

　　钢结构建筑是绿色建筑的主要发展趋势，作为消耗钢材主要的产业之一，也是重要的战略资

源储备方式。尽管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钢结构生产第一大国，但是钢结构用钢量仅占我国钢产量

的5%~6%，远低于发达国家20%~30%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我国钢结构发展也

面临诸多发展瓶颈。因此，在“十三五”时期，如何破除发展瓶颈，大力促进钢结构推广应用，

不仅有利于推动建筑行业绿色发展、产业升级，也有利于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提高钢材利用档

次。

　　“回顾我国钢结构的发展历程、梳理限制钢结构发展的‘瓶颈’问题、提出促进钢结构发展

的对策、制定推进钢结构发展的路线，对促进我国钢结构市场的发展、推进绿色建筑和建筑工业

化、促进传统建筑产业升级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1月26日，在2016中国钢结构发展高峰论坛

上，中国钢结构协会会长、中冶建筑研究总院院长岳清瑞就“十三五”我国钢结构产业如何进一

步发展问题如是说。

　　三大环节的瓶颈问题

　　针对目前我国钢结构的现状及发展的瓶颈问题，岳清瑞说，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钢结构行

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据介绍，2015年，我国钢结构产量达到5000万吨，产业规模世界第

一；千吨规模以上的钢结构制造企业超过3000家，专项施工资质企业突破1万家。2007年~2015

年，我国钢结构产量保持了年平均增长率15%以上的速度，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钢结构大国。目

前，社会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钢结构是建筑工业化的重要形式和发展方向，这一共识将十分有

利于化解我国钢材产能过剩的困难局面。

　　回顾我国钢结构发展历程，目前制约我国钢结构发展和推广的问题有两大类，分别是人员与

技术层面瓶颈问题、市场与监管层面瓶颈问题。这两大类问题广泛存在于技术研发环节、工程化

应用环节和市场化推广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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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研发环节。在人员与技术层面，突出的瓶颈问题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第一，高性能结构

体系与高性能钢材应用瓶颈；第二，钢结构建筑围护体系，特别是住宅三板体系瓶颈；第三，防

火、防腐性能，特别是涂层耐久性瓶颈。在市场与监管层面，突出的瓶颈问题表现为以下三方

面：第一，钢材标准与国际不接轨，国际间设计规范转换缺失；第二，钢结构抗震设计及产业化

标准体系亟须改革完善；第三，缺乏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市场平台。

　　工程化应用环节。在人员与技术层面，突出的瓶颈问题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第一，钢结构专

业技术人才缺乏，特别是专业设计人员；第二，全寿命周期的设计、施工、生产一体化技术有待

建立；第三，钢结构标准化、工业化、信息化融合技术欠缺。在市场与监管层面，突出的瓶颈问

题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第一，钢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行业定位模糊；第二，钢结构质量监督与

产品认证的力度不够；第三，设计、施工、生产脱节，效率和效益普遍较低。

　　产业化推广环节。在人员与技术层面，突出的瓶颈问题存在于以下四方面：第一，钢结构住

宅体系和围护体系；第二，中小跨度桥梁结构与养护系统；第三，室外裸露钢结构与海洋结构防

护；第四，国标钢材与国外标准代换设计。在市场与监管层面，突出的瓶颈问题表现为以下三方

面：第一，全产业链的优化分工与利益分配机制尚未建立；第二，产业化政策、法规、规范体系

还不健全；第三，行业监督不到位，恶性竞争导致质量参差不齐。

　　突破发展瓶颈的三大策略

　　岳清瑞认为，应该对钢结构行业人员瓶颈、技术瓶颈、市场和管理瓶颈分别提出应对策略。

　　针对人员瓶颈问题，应大力实施钢结构人才战略，建立起多层面的钢结构专业人才培养体

系，集全社会之力，培养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多层次的专业人员梯队，包括高层次人才(院士、专

家、设计大师、总工程师、企业家等)、中层次人才(研发人员、设计师、工程师、专业技师、检

测师等)和基本操作层人才(技术工人、产业工人等)。当务之急是加强专业设计人员的培训和再

教育。

　　针对技术瓶颈问题，应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设立钢结构研究与教育专项基金，充分利用国家

重点研发专项“绿色建筑与建筑工业化”，建立企业、学术界及大众创业相互补充的创新体系，

实现关键技术突破：一是结构体系创新与标准规范改革；二是建筑维护系统配套及产业化；三是

标准化、工业化、信息化融合技术；四是全寿命周期的设计、施工、生产一体化；五是技术标准

与国际接轨。其中，依托国家重点研发专项“绿色建筑与建筑工业化”，应重点做好高性能钢结

构和组合结构等绿色高性能结构体系的示范和应用，解决好钢结构工业化、建筑部品与构配件制

造、建筑产业化等关键技术难题，开展高性能结构材料和新型建筑围护材料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并完善基于预制装配式建筑体系的信息化技术。

　　针对市场和监管瓶颈问题，应设立钢结构发展基金，加强钢结构供给侧改革，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全面落实国务院开展钢结构建筑试点的工作。同时，各地要有针对性地扶持集钢结构全产

业链于一身的龙头企业或联盟，以点带面，开拓四大增量市场，包括钢结构住宅、中小跨度桥

梁、海外钢结构工程，以及海洋、军工和农业市场。

　　建议从供给侧改革、政策支持和质量监督着手解决市场瓶颈问题。其中，钢结构供给侧改革

应该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二是培育新市场，扩大既

有市场；三是开展技术创新，提升钢结构建筑产品的品质与质量。政策支持应做好以下工作：一

是扶持龙头企业，开展试点示范；二是加强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扶植新型战略企业；三是建立产

业发展基金，化解资金压力；四是调整财税政策，鼓励和推动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五是监管机构

应重点加强质量监督，并开展钢结构产品认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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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纵观英国和日本等钢结构应用较广泛的国家和地区，钢铁生产企业的强势推动起了极

大作用。而以前，我国的钢铁生产企业缺乏像英钢联、新日铁那样重视钢材应用研究和工程推广

的组织，甚至很少与建筑行业开展交流和沟通。目前，重庆市开始试点成立由钢厂牵头，建筑、

房地产、建材企业参与的龙头企业或产业联盟，开展钢结构建筑试点推广，这将是一个良好的开

端。

　　“十三五”钢结构发展路线及建议

　　针对我国钢结构行业“十三五”期间如何健康、快速发展的问题，岳清瑞提出了一些想法和

建议。他说，“十三五”期间，我国应从技术研发环节、工程化应用环节和产业化推广环节入

手，梳理和解决人员瓶颈问题、技术瓶颈问题、市场和管理瓶颈问题，通过企业、科教机构、政

府和社会组织相互协作，做好技术攻关、人员培养、市场开拓工作。此外，还应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做好钢结构产业供给侧改革，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力争实现技术、市场和监管三大目

标。

　　技术目标方面，要解决技术和人员的突出问题，形成全产业链成套产业化技术，提高钢结构

生产效率和质量。市场目标方面，钢结构用钢量要突破1亿吨，钢结构出口量要突破1000万吨，

钢结构建筑占比要达到15%~20%。监管目标方面，要建立以全产业链为基础的政策、法规、规范

体系，统筹优化全产业链的分工和利益分配，降低钢结构建筑产业化的综合成本。

　　结合以上分析，岳清瑞还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做好战略布局。国务院应成立钢结构发展部级联席协调机构，统筹钢

铁、建筑、房地产、装备制造、建材行业发展；将大力发展钢结构作为节能环保战略新兴产业一

项重要任务予以政策支持，设立国家和省级钢结构发展基金，对推广应用钢结构给予金融支持。

　　二是要发挥政府培育钢结构市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建立考核监督机制，在政府投资的建

筑、市政及基础设施相关项目中采用钢结构的比例不小于30%，政府主导的保障性住房及棚改项

目中抽出10%开展钢结构建筑示范。

　　三是要扶持龙头企业和产业联盟，落实钢结构建筑试点项目。在全国扶持30~50个集钢材生

产、设计研发、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于一身的全产业链的钢结构集成服务龙头企业和产业联

盟，明确考核目标，结合棚改和抗震安居等开展试点，以点带面推进钢结构行业全面发展。

　　四是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应用钢结构。各省市结合本地区实际，在专项基金、财

政补贴、税费优惠、金融服务、用地保障、行政许可等方面制定专项政策，对符合条件的钢结构

建筑项目，对开发商和设计单位给予直接补贴，鼓励企业和开发商的项目优先采用钢结构。

　　五是以钢结构带动相关产业“走出去”。成立国际钢材与钢结构技术标准协调委员会，建立

中国与国际上主要标准体系的转移和对接机制，制定有约束力的钢材相互代换设计的规范，为钢

材和钢结构进入国际市场排除障碍；利用中央外经贸发展等专项资金和政策，推进钢材与钢结构

出口和产能转移，从而带动钢铁、建筑、房地产及装备、桥梁等相关产业“走出去”。

　　六是完善产业链条和监管体系。整合现有资源，以试点工程、技术集成、产业联盟、管理创

新为纽带，推动钢结构选材、设计、研发、制作、安装、围护、物流、检测、维护、回收一体化

建设，完善钢结构全产业链条。健全质量和安全监管体系，组建国家钢结构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开展钢结构产品认证。

　　(文章来源：中国冶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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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上海生意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对生意社上刊登之所有信息，力争可靠、准确及全面，但不对

其精确性及完整性做出保证，仅供读者参考。您于此接受并承认信赖任何信息所生之风险应自行承担，生意

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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