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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年度技术研讨会 2021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为促进研究人员之间的技术发展和交流，于 2020年 6 月举

行了首届年度技术研讨会，在 20 多个提名中，共有 12 位演讲者入围参与了一天的研讨会比赛。 

今年研讨会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举行，为期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发展局首席助理秘书长(项目推

展及策略)温健雄先生和土木工程拓展署政府工程师(专责职务)简汉成先生作为我们的荣誉评审员。

香港分中心常务副秘书长及助理教授(研究)何浩祥博士应邀作报告，与及 8位高年级研究生共作报

告。 

左起：何浩祥博士、任志浩教授、简汉成先生、锺国辉教授、温健雄先生、 

梁日晖博士及陈德明博士 



香港分中心主任锺国辉教授为研讨会致欢迎辞拉开帷幕，随后何浩祥博士作特邀报告。 

锺国辉教授致欢迎辞 

何浩祥博士作特邀报告 

题为: 「香港及其他地区使用优质中国钢材进行设计和施工」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博士生朱梦飞女士 

演讲题为「具有接头的高强度S690和  

S960焊接H型材的结构充分性」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博士生Partha DEBNATH先生 

演讲题为「CFST 盲螺栓连接和数值研究 

在拉伸载荷下的实验」 

 

 
建筑及房地产学系博士生林雪妹女士 

演讲题为「轴承式高强度钢螺栓连接结构性能试

验与数值研究」 

 
机械工程学系博士生周冰清女士 

演讲题为「先进高强钢中连续和 

不连续析出的控制」 

 

 
建筑及房地产学系博士生Mohammed HUSSEIN先

生演讲题为「一种基于数字孪生的可持续物流 

规划方法模块化集成建设项目」 

  
机械工程学系博士生李凱兒女士 

演讲题为「用于机器人焊接/密封规划的基于自动

视觉的接缝检测和跟踪系统」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博士生金浩先生 

演讲题为「高强度 S690钢焊接对力学性能的影

响：厚板多道焊」 

 

 
建筑及房地产学系博士生王董先生 

演讲题为「高层模块化集成施工中最佳塔式起重

机位置建模」 
 

 

最后经过评审团成员，包括温健雄先生、简汉成先生及锺国辉教授的严格讨论，以下名单

为青年研究员竞赛的获胜者： 

 

CNERC杰出青年研究奖 2021 

 林雪妹女士 (建筑及房地产学系) 

 

CNERC青年研究员奖 2021 

 Partha DEBNATH先生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金浩先生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李凱兒女士 (机械工程学系) 

 朱梦飞女士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CNERC年轻研究员优异奖 2021 

 周冰清女士 (机械工程学系) 

 Mohammed HUSSEIN先生 (建筑及房地产学系) 

 王董先生 (建筑及房地产学系)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年度技术研讨会 2021  

日期:  2021 年 9月 30日 (星期四) 

时间:  下午 2:00 -  下午 5:35  

地点: 香港理工大学 Z208室 

 

时间 活动 

下午 2:00 – 2:15 欢迎辞 

下午 2:15 – 2:35 

 

特邀报告 

「香港及其他地区使用优质中国钢材进行设计和施工」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何浩祥博士 

下午 2:35 – 2:55 

 

演讲1 

「具有接头的高强度S690和S960焊接H型材的结构充分性」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朱梦飞女士 

下午 2:55 – 3:15 

 

演讲2 

「CFST 盲螺栓连接和数值研究在拉伸载荷下的实验」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Partha DEBNATH先生 

下午 3:15 – 3:35 

 

演讲3 

「轴承式高强度钢螺栓连接结构性能试验与数值研究」 

建筑及房地产学系 林雪妹女士 

下午 3:35 – 3:45 小休 

下午 3:45 – 4:05 演讲4 

「先进高强钢中连续和不连续析出的控制」 

机械工程学系 周冰清女士 

下午 4:05 – 4:25 演讲 5 

「一种基于数字孪生的可持续物流规划方法模块化集成建设项目」 

建筑及房地产学系 Mohammed HUSSEIN先生 

下午 4:25 – 4:45 

 

演讲 6 

「用于机器人焊接/密封规划的基于自动视觉的接缝检测和跟踪系

统」 

机械工程学系 李凱兒女士 

下午 4:45 – 5:05 

 

演讲 7 

「高强度 S690钢焊接对力学性能的影响：厚板多道焊」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金浩先生 

下午 5:05 – 5:25 演讲 8 

「高层模块化集成施工中最佳塔式起重机位置建模」 

建筑及房地产学系 王董先生 

 

下午 5:25 – 5:35 

 

 

评审讨论 

 



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香港分会技术研讨会

先进桥梁建造技术 – 跨湾连接路案例研究 
2021.09.03 

2021年 9月 3日，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香港分会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

和香港分中心的支持，一同举办「先进桥梁建造技术 – 跨湾连接路案例研究」技术研讨

会。是次研讨会旨在推广建造业的最新技术和发展。研讨会汇集了世界一流的设计和建造

工程师、专家和科研人员，分享他们在东九龙将军澳跨湾连接路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采用

创新概念和新技术的经验。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工务科常任秘书长林世雄太平绅士应邀担任主礼嘉宾主持研讨

会。 香港分中心主任锺国辉教授应邀出席并与岑肇雄博士、阚军先生、麦德明先生和胡

铖锐先生担任講者，此次活动有超过 250人参加。 

各位讲者和大会主办人员与林世雄太平绅士的合照 

动向

mailto:cnerc.steel@polyu.edu.hk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


江浩研究员到北京拜访 科技部副部长、工程院院士黄卫 

2021.9.22 

2021 年 9 月 22 日，香港分中心江浩研究员在北京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技部副部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卫。在会面中，江浩研究员介绍了香港分中心近年来与中国内地进

行的各种技术合作与交流，以及近年来香港分中心有关先进钢结构技术发展和创新工程应

用方面的进展。 

江浩研究员和黄卫副部长合照 

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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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面中，江浩研究员着重向黄部长汇报了自 2015 年以来香港分中心有关高强 S690 至

S960 钢材在建筑工程中的研究和创新应用成果，介绍香港分中心参与了位于香港九龙东

的将军澳跨湾连接路项目中主跨 214 米长的双拱钢桥。香港分中心在该项目中解决了高

强 S690 钢材在实际工程应用的焊接技术问题和焊接质量控制。这座桥是全球第一座使用

高强 S690 钢材进行模块化建造的主要跨海湾桥梁, 使用共重 4,400 吨的 50, 60 和 70 毫

米厚的高强 S690钢板进行高效焊接。 

黄卫院士长期从事道路、桥梁及交通工程研究，是道路、桥梁及交通工程专家。曾任东南

大学交通学院院长、东南大学常务副校长、江苏省建设厅厅长、江苏省政府副省长、建设

部副部长、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北京市副市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

常务副主席等职。现任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200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 - 创新科技研讨会 

2021.09.28 

2021 年 9 月 28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土木工程拓展署首次举办「创新科技研讨

会」，并邀请了香港分中心主任锺国辉教授出席作主题演讲。 

作为发展局推出的「建造 2.0」运动的一部分，土木工程拓展署一直推行一系列创新及科

技措施，以支持土地发展、海事设施管理及斜坡安全管理等项目。在许多举措中，土木工

程拓展署引导大学、政府及业界一同合作进行改革，以实现更高的生产力、更好的工作质

量、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和更高的项目交付可持续性。因此，本次研讨会旨在为建造业的工

程师和建筑专业人士提供有关采用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创新和科技的最新信息，并为持份者

提供交流意见和探索技术合作的机会。  

研讨会由发展局工务科常任秘书长林世雄先生主持及逾千名工程师和建筑专业人士在线参

加。是次研讨会分成 4 节会议共 11 场演讲，而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长刘俊杰先生为研讨会

作闭幕致辞。 

发展局工务科常任秘书长林世雄先生与一众讲者及嘉宾合照 

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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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分中心主任锺国辉教授演讲 

题目为: 「高强度 S690 钢在建筑中的有效使用」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长刘俊杰先生生与一众讲者及嘉宾合照 



大湾区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来访 

2021.11.11 

2021年 11月 11日，大湾区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工业科技主管周一枫及团

队成员与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内地事务处主管陆海天教授来访香港分中心。 

代表团成员包括： 

 大湾区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兼工业科技主管周一枫先生

 大湾区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祝昱华先生

 大湾区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裁史中奇先生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内地事务处 主管陆海天教授

代表团参观了理大结构工程研究实验室 Y001 实验室，考察了理大实验室不同大型结构试

验的研究和测试能力。分中心还向代表团介绍了一系列关于高强 S690 和 S960 钢的研发项

目。 

左起: 史中奇先生, 陆海天教授, 钟国辉教授, 周一枫先生, 祝昱华先生 

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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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矿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11.15 

2021 年 11 月 15 日中国五矿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执行副董事长常伟先生率领其团队到访香

港分中心。代表团由以下人员组成： 

 执行副董事长常伟先生

 总经理常琦先生

 副总经理张恒先生

 经理浦培根先生

 经理孫晶女士

 基金经理尹政先生

代表团参观了理大结构工程研究实验室 Y001 实验室，考察了理大实验室不同大型结构试

验的研究和测试能力。分中心还向代表团介绍了一系列关于高强 S690 和 S960 钢的研发项

目。 

左起: 江浩先生、尹政先生、张恒先生、常伟先生、锺国辉教授、常琦先生、 

浦培根先生、孫晶女士及何浩祥博士 

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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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参观了结构工程研究实验室及焊接技朮研究实验室 

钟国辉教授向常伟先生及常琦先生汇报了香港分中心的最新研究活动和成果，特别是： 

 在建筑工程中高强度 S690 钢及其焊接技术的高效使用；

 高强度 S690 钢在建筑工程项目的应用

常伟先生表示对香港分中心在高强钢以及组装合成建筑等领域的创新科技研发非常有兴趣，

希望将来可以进一步合作。 

左起: 常伟先生、锺国辉教授及常琦先生 

中国五矿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是中国五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核心业

务涵盖有色金属业务、矿产资源业务、房地产开发和金融投资四大领域。作为中国五矿

集团总部的海外融资平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数码港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12.02 

2021 年 12 月 2 日数码港行政总裁任景信先生率领其团队到访香港分中心。代表团由以

下人员组成： 

 行政总裁  任景信先生 

 首席营运官  郑希颖先生 

 助理项目总监  余达彰先生    

 创业家总监  苏雅丽女士 

 高级经理–智慧生活 蔡伟杰先生

代表团参观了理大结构工程研究实验室 Y001 实验室，考察了理大实验室不同大型结构试

验的研究和测试能力。分中心还向代表团介绍了一系列关于高强 S690 和 S960 钢的研发项

目。 

左起: 曾超华教授、蔡伟杰先生、余达彰先生、锺国辉教授、任景信先生、任志浩教授 、 

何浩祥博士、郑希颖先生及苏雅丽女士 

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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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参观了结构工程研究实验室及焊接技朮研究实验室 

 

钟国辉教授向任景信先生汇报了香港分中心的最新研究活动和成果，特别是： 

 在建筑工程中高强度 S690 钢及其焊接技术的高效使用； 

 高强度 S690 钢在建筑工程项目的应用 

 

任景信先生表示对香港分中心在高强钢以及组装合成建筑等领域的创新科技研发非常有兴

趣，希望将来可以进一步合作。 

 

 
左起: 任景信先生及锺国辉教授 

 

数码港为一个创新数码社群，汇聚超过 1,650 间初创企业和科技公司，由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数码港的愿景是成为数码科技枢纽，为香

港缔造新的经济动力。数码港致力培训科技人才、鼓励年轻人创业、扶植初创企业，创造

蓬勃的创科生态圏；透过与本地及国际策略夥伴合作，促进科技产业发展；同时加快公私

营机构采纳数码科技，推动新经济及传统经济融合。 



中手游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12.09 

2021 年 12 月 9 日中手游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及副董事长、互联网专业协会主

席冼汉廸先生联同互联网专业协会行政总裁林汉威先生到访香港分中心。 

代表团参观了理大结构工程研究实验室 Y001 实验室，考察了理大实验室不同大型结构试

验的研究和测试能力。分中心还向代表团介绍了一系列关于高强 S690 和 S960 钢的研发项

目。 

左起: 冼汉廸先生、锺国辉教授及林汉威先生 

钟国辉教授向冼汉廸先生汇报了香港分中心的最新研究活动和成果，特别是： 

 在建筑工程中高强度 S690 钢及其焊接技术的高效使用；

 高强度 S690 钢在建筑工程项目的应用

冼汉廸先生表示对香港分中心在高强钢以及组装合成建筑等领域的创新科技研发非常有兴

趣，希望将来可以进一步合作。

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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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锺国辉教授及冼汉廸先生 

 

 

中手游是领先的全球化 IP 游戏生态公司。根据 Analysys（易观智库）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手游是拥有 IP 储备数量最多的中国游戏集团公司（以游戏为主业

的公司），以及上线最多移动 IP游戏的中国游戏公司。公司于 2012年 9月 25日登陆纳斯

达克，是中国首家登陆美国证券市场的手游公司；于 2015 年 8 月完成私有化，并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0302.HK)。 

 

 

互联网专业协会成立于 1999 年，为非牟利专业团体，致力推动信息及通讯科技普及化，

缩窄数码隔膜，令信息和知识接触机会更平等，促进香港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及正确应用，

与及为会员在香港、中国及国际市场创造更多商机和就业机会。现时从各项会籍分类中，

累积超过 7000 名会员。 



恒新土木结构与桥梁工程设计咨询公司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12.10 

2021 年 12 月 10 日恒新土木结构与桥梁工程设计咨询公司董事胡铖锐先生到访香港分

中心。 

胡铖锐先生参观了理大结构工程研究实验室 Y001 实验室，考察了理大实验室不同大型结

构试验的研究和测试能力。分中心还向代表团介绍了一系列关于高强 S690 和 S960 钢的研

发项目。 

左起: 江浩先生、胡铖锐先生、锺国辉教授、胡亦非博士及金皓先生 

钟国辉教授向胡铖锐先生汇报了香港分中心的最新研究活动和成果，特别是： 

 在建筑工程中高强度 S690 钢及其焊接技术的高效使用；

 高强度 S690 钢在建筑工程项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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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铖锐先生表示对香港分中心在高强钢以及组装合成建筑等领域的创新科技研发非常有兴

趣，希望将来可以进一步合作。 

左起: 锺国辉教授及胡铖锐先生 

恒新土木结构与桥梁工程设计咨询公司是一家工程咨询公司，拥有为世界各地的桥梁、

结构和土木工程项目，提供创新设计和施工解决方案的专家。恒新提供土木、结构和岩土

工程咨询服务，为任何规模或地点的项目提供创造性的工程解决方案，并致力于坚持高标

准，对现在和未来对环境和更广泛社区的影响负责。 



NAMI 专题研讨会：  

香港 MiC 创新研发的新材料及设计 – 需求与机遇 

2021.12.16 

2021 年 12 月 16 日，NAMI 和香港贸易发展局一同举办「香港 MiC 创新研发的新材料及设

计 – 需求与机遇」专题研讨会。 

是次研讨会将探讨有助推动组装合成建筑（MiC）的设计和建造的新兴建筑材料和技术，

以及其在香港的优势和应用。业内的领袖亦会于研讨会分享他们对创新 MiC 技术的需求

和机遇的看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首席助理秘书长(项目推展及策略)温健雄先生应邀担任主礼嘉

宾主持研讨会。香港分中心主任锺国辉教授应邀出席, 此次活动有超过 200 人参加。 

各位讲者和大会主办人员与温健雄先生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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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健雄先生作大会开幕演讲 

锺国辉教授为大会作演讲题目为:「MiC 建筑设计和建造的关键问题以提高生产力」 

专题讨论会的小组讨论 

组装合成建筑（MiC）是一种创新的建筑方法，可缓解行业目前面临的一些挑战，因而近

年被广泛提倡，从材料、设计、施工到维修等方面也具有发展潜力。然而我们需要不断创

新，才能促进这些新兴技术有效地应用于香港的建筑。 



 

 

 

香港分中心与纳米与先进材料研发院有限公司合作，于 2019 年 7 月获得了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创新科技署创新科技基金授予的一项为期 2年的项目，名为“香港创新组装合成建

筑法”。该项目总金额为 2,600万港元，其中 800万港元来自工业合作伙伴的财政支持。 

 

这个为期两年的项目旨在使用高性能混凝土和高性能钢材开发创新的 MiC混合结构系统。

随着这些高性能材料的先进材料研发和创新应用，分中心将根据现行的建筑，结构和耐久

性要求研究这些高性能材料的特定机械和物理性能。通过结构工程设计开发，创新的 MiC 

建筑系统和模块采用高强度 S460 冷弯型钢，具有特定的施工方法和细节，适用于中低层

建筑。 
 

研究工作由香港理工大学陈德明博士领导，江浩先生和胡亦非博士的支持下成功完成了在 

MiC中有效使用 S460 冷弯矩形空心型钢(CFRHS)的综合设计开发。主要调查领域是： 

 

• CFRHS 平面、圆角构件的机械性能 

• CFRHS 内的残余应力分布 

• CFRHS 长、短柱的轴向压缩行为 

• CFRHS 的梁行为 

• CFRHS 结点的拉伸变形 

• CFRHS 框架在横向载荷下的变形行为 



CNERC 研究活动

自2021年7月1日起，香港分中心设立5个实验室，专注于各自的研究领域，详情如下：

项目标题 项目负责人
自适应型管状结构力学性能实验室 陈德明 博士
腐蚀防护技术实验室 锺国辉 教授
力学与钢铁材料实验室 何浩祥 博士
韧性钢结构与智慧结构实验室 任志浩 教授
高性能建筑材料与土 – 结构相互作用实验室 梁日晖 博士

有关实验室的详情和具体进度, 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en/1-cnerc-laboratories/lab-ats/

最新动向

有关香港分中心即将举行的活动消息，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sc/news-events/upcoming-events/

地址:
九龙 红磡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香港理工大学 第八期 Z106
室电话: (852) 3400-8451
电子邮箱: cnerc.steel@pol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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