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结构与组合结构工程技术国际研讨会2016 

由香港理工大学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香港分中心）和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共同
组织的“钢结构与组合结构工程技术 2016”国际
研讨会于2016 年12 月6 号顺利举行，共有146 
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此次国际研讨会同时得到了香港发展局工务
科，建造业议会和香港工程师学会建造分部，
材料分部和结构分部的支持。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尤其是在中国，有大量基
础建设的需求，钢结构与组合结构工程技术对
于执业工程师是十分重要的。钢结构与组合结
构结构性能好，有较高的强度自重比和抗弯刚
度，因此在超高层建筑，大跨度桥梁和公共建
筑中经常用到钢结构与组合结构。

此次国际研讨会旨在打造一个技术平台，有以
下著名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们介绍了他们在钢
结构和组合结构工程技术中，特别是在实际应
用中的研究结果：

周绪红 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 重庆大学校长
Reidar Bjorhovde 教授         Bjorhovde 研究组, 美国
Richard J. Y. Liew 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
石永久 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
李国强 教授                          同济大学，中国
Leroy Gardner 教授              伦敦帝国学院，英国
Brian Uy 教授                        悉尼大学，澳大利亚
锺国辉 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香港

锺国辉教授，周绪红教授，韓志強工程师和梁国栋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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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嘉宾和高级工程师也参加了开幕式： 

郑恩基工程师                     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
梁国栋工程师                               香港工程师学会和结构工程师学会，联合结构分部
Joseph W.J. Chi 工程师           香港工程师学会，材料分部
H.Y. Lee 工程师                            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Y.C. Leong 先生                           澳门金属结构协会
K.C. Law 先生                                 澳门金属结构协会
Richard S.M. Lee 工程师        有利集团有限公司
Jackson Lau 博士                        职业培训委员会（青衣）
彭耀光先生                                    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和澳门金属结构协会
狄谨教授                                          钢结构研究中心, 重庆大学
彭达材教授                                    土木与环境工程系，香港理工大学
Eric Chan 工程师                         香港工程师学会和结构工程师学会，联合结构分部
K.H. Mok 工程师                          协兴建筑有限公司
Matthew Lai 先生                       和利钢铁有限公司
梁日辉博士                                    土木与环境工程系，香港理工大学 

在开幕式上，香港发展局常任秘书长（工务科）
韓志強工程师作为荣誉嘉宾给研讨会的代表们作
了一次鼓舞人心的演讲。然后国家钢结构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主任钟国辉教授，向大家
汇报了自2015 十月成立来的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的研究以及发展活动。

之后，周绪红教授和锺国辉教授签署了在建筑钢
材研究上的合作协议，由任志浩博士和狄谨教授
见证。

签署合作协议
第一排从左到右: 任志浩博士，锺国辉教授， 周绪红教授，和狄谨教授
第二排从左到右: 彭耀光先生，梁国栋工程师，韓志強工程师，郑恩基
工程师，和 麦耀荣教授

锺国辉教授汇报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香港分中心的研究以及发展活动

韓志強工程师的开场演讲 

任志浩博士，锺国辉教授，周绪红教授，麦耀荣
工程师、教授，狄谨教授和陈德明博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校
长周绪红教授做了题为“钢管约
束混凝土结构的研究应用及发
展”的报告。

Bjorhovde 研究组的 Reidar 
Bjorhovd  教授做了题为“建
筑钢材近期进展”的报告。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刘德源教授
做了题为“高强钢材与混凝土组
合结构”的报告。

清华大学的石永久教授做了题
目为“高强钢结构规程制定近
期进展”的报告。

香港理工大学的锺国辉教授
做了题目为“建筑结构中高强
钢材的有效使用”的报告。

同济大学的李国强教授做了题
目为“高强钢材焊接或高强螺
栓节点承载力”的报告。

帝国理工的Leroy Gardner 教
授做了题目为“受压弯荷载的
钢梁柱设计”的报告。

悉尼大学的Brian Uy 教授做了
题目为“澳大利亚钢结构和组合
结构进展”的报告。

彭耀光先生，Y.C. Leong 先生，任志浩博士，李国强教
授，韓志強工程师，麦耀荣工程师、教授和何浩祥博士

Brian Uy 教授，锺国辉教授，梁国栋工程师，Leroy 
Gardner 教授，周绪红教授，刘德源教授和石永久教授

陈德明博士，任志浩博士，Brian Uy 教授，Sebastião Andrade 教授， 
André Tenchini 教授，Luis Costa Neves 教授，Pedro Vellasco 教授， 
Luciano Lima 教授，Leroy Gardner 教授，Reidar Bjorhovde 教授，
刘德源教授，和锺国辉教授

陈德明博士，何浩祥博士，林向暉博士，Paul Pang 教授，锺国辉
教授，Reidar Bjorhovde 教授，刘德源教授，Leroy Gardner 教
授，Brian Uy 教授，李国强教授，石永久教授，和 H.Y. Lee 工程师



北京访问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与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联合到访北京，拜访多个国家
协会、科研机构及高校大学。在兩天訪問期間，香港分中心拜訪了以下領導： 

锺国辉教授致送纪念品予
刘毅教授

锺国辉教授致送纪念品予
岳清瑞教授

锺国辉教授、与吴耀华教授、石永久
教授进行钢结构设计产业化工作会议

锺国辉教授致送纪念品予
侯兆新教授

1. 

2. 

编纂《国际钢材材料标准等效设计册》；

 优质钢构制造企业的认证制度；和  

焊接技工培训及资质认证。 3. 

•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      岳清瑞院长、刘毅副院长、马德志教授、吴耀华副总工
•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候兆新总工、郑云博士、龚超博士
•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迟京东教授
•  北京清华大学      石永久教授
•  北京科技大学      韩静涛教授
•  北京建筑大学      张爱林校长

两天的访问活动完满成功，香港分中心与国家中心商讨了合作方向，订下了三大合作议题。并与
各科研机构及高校大学交流，让各单位了解香港分中心的主要任务及科研工作。交流过程中，香
港分中心了解到优质钢材生产的难度，并就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及应用获得了宝贵意见，有助现
有项目的发展及订立未来研发方向。

国家中心 与 香港分中心 工程技术合作会议
2016 年9 月8 日，锺国辉教授、彭耀光先生与何浩祥博士到访中冶建筑研究总院及国家钢结构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并获国家中心主任岳清瑞教授与刘毅教授热情接待。

岳清瑞教授与刘毅教授均热烈祝贺香港分中心的成立，并寄望香港分中心能配合国家政策及发展
方向，积极进行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致力完成香港分中心的主要任务。钟国辉教授向两位领导
简述了香港分中心的组建工作及科研项目。随后与国家中心总工侯兆新教授、主任助理郑云博
士、和高工龚超博士进行了一次工程技术合作会议。工程技术会议由侯兆新教授及锺国辉教授主
持，共讨论了三大议题，包括：

动向



拜访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2016年9月9日，锺国辉教授、彭耀光先生与何浩祥博士拜访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及进行技术交流。锺国辉教授先向副会长
迟京东教授简述了香港分中心的组建工作和科研项目，并分
享了目前中国钢材钢构在国外工程项目的问题。当中，锺国
辉教授就中国钢材的品质，与于个别项目中，工地现场验收
合格率低于 90% 的情况表示担心。

迟京东教授指出实际上中国的钢铁工业早已掌握生产优质建
筑用钢材技术，甚至是高强高效钢材。但过去10年中国钢铁
行业仍处于粗犷式发展阶段，许多炼钢厂追求产能最大化，
甚至出现部份缩减冶炼时间的情况，使部份产品的品质稳定
性降低。  

锺国辉教授致送纪念品予迟京东教授

锺国辉教授、何浩祥博士 与 彭耀光先生拜访
迟京东教授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每年会编制《冶金产品实物质量
认定产品汇编》。2015 年的汇编共收集了现行有
效认定产品179 个，“金杯奖”产品169 个，“特优
质量奖” 产品10个。 因此，中国钢结构协会提议香
港分中心可参考“金杯奖”的质量认定制度，积极考
虑应用到《优质钢构制造企业认证制度》中，或直
接纳入为工程项目中的钢材供应标准。

拜访北京建筑大学 

锺国辉教授、彭耀光先生与何浩祥博士亦拜访
了北京建筑大学校长张爱林教授，并进行教
学、科研技术交流。锺国辉教授介绍了香港分
中心的组建工作、主要任务和科研项目。张爱
林教授对此表示认同，同时介绍了北京建筑大
学近年的学术及科研成果，希望与香港分中心
有进一步的合作。

        冶金产品实物质量认定“金杯奖”证书样品

拜访北京科技大学

锺国辉教授、彭耀光先生与何浩祥博士亦拜访
了北京科技大学韩静涛教授。锺国辉教授也
就中国钢材品质与韩静涛教授交流。而韩静涛
教授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看法一致。锺国
辉教授亦提出有关高强钢的冶炼及焊接问题，
韩静涛教授进一步分享高强钢各种冶炼方式
及相应的力学性能，并说明钢 QT 与 TMCP 钢
在建筑工程应用上的主要挑战，及其在现今
中国钢铁工业中的发展机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到访

2016 年 9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博士带领一众科技部成
员并联同中联办代表及创新科技署代表访问了香港理工大学，重点参观了两个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香港分中心）和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夥伴实验室）。

访问团成员如下：

李 萌              副部长
叶冬柏           港澳台办公室巡视员
许 倞             创新发展司司长
解 敏             重大专项办公室巡视员
孙 洪             交流中心主任
乐 佳             港澳台办公室港澳台处副处长
肖 蔚             办公厅秘书处副调研员
许洪彬          交流中心台港澳处处长  

中联办  

刘志明      教育科技部副巡视员
张 巍         教育科技部副调研员
王 博         教育科技部主任科员  

创新科技署 

郑伟贤 高级经理（政策及发展）

陈瑶慧 助理经理（政策及发展） 

唐伟章    校长
陈正豪    常务及学务副校长
文効忠    工程学院院长
李镜权    电机工程学系
陈镜昌    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系主任
林兴强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系主任
余永耀    手性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夥伴实验室副主任
倪一清    国家轨道交通电气化与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主任
锺国辉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主任
郑淑娟    研究事务处处长
邓妙霞    中国内地事务处主任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唐伟章教授、常务及学务副校长陈正豪教授，接待了科技部代表团并介绍大
学技术创新的最新发展。此外，代表团参观了大学校园内的一些设施和实验室。国家钢结构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主任锺国辉教授应邀向李博士报告中心的最新发展及研究活动。

香港理工大学代表如下：  

动向



香港分中心致力在香港、澳门以及邻近
地区的主要城市推广在结构设计和建筑
上采用中国钢铁材料。李博士重申科技
部对香港创新及科技发展的大力支持，
并期待收到有关香港分中心发展的进度
报告。

科技部访问团和香港理工大学代表合照

锺教授藉此机会感谢科技部支持在香港理工
大学设立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
分中心。锺教授更详细阐述了香港建造业作
为世界连接中国钢结构工业的窗口，有助
促进中国钢结构出口到海外的项目。最后，
锺教授向李博士致送了香港分中心的第一本
出版刊物 –「利用欧盟钢结构规范并采用中
国建筑钢材所进行的高效设计与施工」。    



创新科技署到访
2016 年 10 月 26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署官员莅临参
观香港理工大学的研究型单位，尤其是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伙伴实验室，两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和航空服务研究中心。莅临参观的创新科技署官员有：

锺国辉教授借着这次机会向创新科技署表达了感谢，感谢他
们提供资金在香港理工大学筹建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香港分中心）。锺教授详细说明了香港建造业与中国钢
结构行业合作的定位，尤其是推动中国建筑结构钢材的在海
外项目应用方面。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香港分中心）要致力于促进中
国大陆建筑钢材和结构构件在香
港和澳门等地区的等效设计和施
工。锺教授也向创新科技署官员
详细介绍了以下两本书的主要特
点：

唐伟章教授                    校长
陈正豪教授                    常务副校长
卫炳江教授                    副校长（科研发展）
黄国贤教授                    协理副校长（科研支援）、国家手性科学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主任
杜雪博士                        超精密加过技术国家实验室伙伴实验室副主任
锺国辉教授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主任
倪一清教授                    国家轨道交通电气化与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主任
Mark Hayman 教授        航空服务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
刘乐庭教授                    科技创新发展主任
郑婌娴博士                    研究主管办公室主任

  蔡淑娴女士， 创新科技署理事
  尹晓欣女士， 创新科技署助理理事 （政策与发展）
  文卓谦先生， 管理人员 (政策与发展)  

校长唐伟章教授，常务副校长陈正豪教授和副校长（科研发展）卫炳江教授接待了创新科技署的
官员，并介绍了香港理工大学近期的科技创新发展情况。随后，创新科技署官员参观了一些学校
的实验室和设施。锺国辉教授受邀给创新科技署官员汇报了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
分中心）近期的发展和研究项目。他也给创新科技署官员介绍了香港理工大学的结构工程实验
室。

香港理工大学的代表： 

• 欧洲钢材材料规范的等效钢材
选择，2015 年 3 月，和

• 欧洲规范：EN 1990 & 1991, EN 
1992, EN 1993 和 EN 1994 的有
效设计和施工， 2015 年 6 月。

陈德明博士，任志浩博士，卫炳江教授，锺国辉教授 ，蔡淑娴女士，
尹晓欣女士，文卓谦先生，郑婌娴博士，刘乐庭教授，何浩祥博士

ITC officials visited the Structural Engineering Research 
Laboratory to appreciate experimental works of 
CNERC.  

动向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 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 

2016 年12 月7 日，在第八届钢和铝合金结构国际会议期间，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
分中心在香港九龙康德思酒店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 

来自世界各地出席本次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如下：  

Reidar Bjorhovde 教授      Bjorhovde集团，美国
Leroy Gardner 教授          帝国理工大学，英国
韩林海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
Dennis Lam 教授              布拉德福德大学，英国
Nelson Lam 教授              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
Richard Liew 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
Kim Rasmussen 教授        悉尼大学，澳大利亚
Lip Teh 教授                     卧龙岗大学，澳大利亚
苏梅教授                          深圳大学，中国
Brian Uy 教授                   悉尼大学，澳大利亚
Pedro Vellasco 教授         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巴西
李威博士                          清华大学，中国

香港分中心成员
锺国辉教授                       主任
任志浩博士                       副主任兼秘书长
陈德明博士                       副秘书长
何浩祥博士                       副秘书长
吴嘉宜女士                       行政员

     

主任锺国辉教授向与会的各位委员代表详细介绍了香港分中
心的成立背景、发展目标和目前的工作进展。锺国辉教授强
调，香港分中心一直致力于:

将香港打造为国际钢结构设计中心，推动向海外输出香港
建筑业的专业技术与经验； 
将中国打造为国际钢结构产业中心，推动中国钢结构产业
走向世界，特别是推动向海外输出中国的钢材和钢构。  

会议还讨论了钢结构研究和推广工作，国际咨询委员会各
委员积极分享了各自的宝贵经验，详细介绍了各自国家目
前最新的钢结构发展动态，并对钢结构未来的发展规划提
出了多个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各位委员还就香港
分中心未来的工作规划，在以下多个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建
议：   

(i) 研究领域
(ii) 设计规范和推荐
(iii) 教育培训工作，及
(iv) 相关建筑钢结构发展

• 

• 
国际咨询委员会各委员就钢结构产业推广工作进行
经验交流

锺国辉教授向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介绍香港分中心
的研究状态和发展前景

动向



香港分中心与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的会议 

2016年12月21日，香港分中心在政府位于添马舰的办公室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
常任秘书长（工务）韩志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总助理秘书长（工务）张伟文博
士，而韩志强工程师更是香港分中心的顾问委员会主席。

发展局非常有兴趣探索通过广泛使用钢结构来提高本地建筑业生产率的可能性，它充分意识
到珠江三角洲地区优质钢结构的大量供应。与传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相比，结构钢结构作为
一种预制结构，可以减少建筑工人的需求。因此，香港分中心将提供全面计划，促进香港钢
铁建筑业的发展，以补充传统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业。还将确定对香港和中国大陆建筑业可能
产生的协同作用。

有关香港分中心的最新动向详情，请参阅网站
 http://www.polyu.edu.hk/cnerc-steel/news-events-upcoming.html

九龙 红磡
香港理工大学 第八期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电话： 3400 8441

电邮： cnerc.steel@polyu.edu.hk
网址： www.polyu.edu.hk/cnerc-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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