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分中心主办 钢结构工程研究与实践国际会议2018 
(ICSC2018)

香港分中心组织的第一届国际会议 - 钢结构工程研究与实践国际会议2018，将于2018年9月
5 ~ 7日一连三天在香港举行。

ICSC2018的目标是为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之间有效交流现代钢结构技术提供一个技术平台。  
会议将邀请许多世界著名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介绍他们最近的研究工作和建筑项目。这绝对
是会议代表之间宝贵的交流机会。

第一则公告已于2017年8月7日发布。相关详情请留意ICSC2018会议官方网站: 
http://www.icsc201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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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标准下的有效设计和施工技术研讨会 - 香港 
由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主办、香港建造业议会协
办的技术研讨会“欧洲规范：EN 1990 & 1991，EN 1992，EN 1993 和 EN 1994 的有效设计和施
工”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在香港理工大学成功举办。

此次技术研讨会旨在于推进在香港采用欧洲结构设计规范进行有效设计和施工。以下为各主讲
人（按报告顺序）在此次技术研讨会上的报告主题：

欧洲结构设计规范概况介绍 
主讲人：任志浩 博士，香港理工大学

欧洲规范EN 1990 建筑结构基本设计及EN 1991 建筑结构作用
主讲人：陈德明 博士，香港理工大学 

欧洲规范EN 1992: 混凝土结构设计 
主讲人：邝君尚 教授，香港科技大学

欧洲规范EN 1993: 钢结构设计 
主讲人：林向晖 博士，香港城市大学

欧洲规范EN 1993: 在香港有效设计和施工
主讲人：锺国辉 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欧洲规范EN 1994: 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设计
主讲人：锺国辉 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该技术研讨会于2015 年首次举办，以期通过系统介绍欧洲结构设计规范中的结构性能、设计体
系和规范条文，提高香港执业土木和结构工程师的专业技术能力。今年参会人员共计88 人，会
议气氛浓厚，各主题报告反响热烈。

主讲人：邝君尚 教授

锺国辉教授(中左)，林向晖博士(左二)，陈德明博士(右二)，
何浩祥博士(右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助理

署长(技術) 林建忠先生, JP (中右) 合影

主讲人：任志浩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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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Brian Collins 教授访问
2017 年5 月18 日，香港分中心很荣幸获伦敦大学未來基建国际中心主任Brian Collins 教授和香港
理工大学屋宇设备工程系系主任Asif Usmani 教授到访。Brian Collins 教授同时是英国基础建设网
络研究组织 -「英国基础建设和城市研究合作平台」（UKCRIC）的组织者。该组织领导和支持世
界一流的英国国家基础设施研究团体的发展和稳定的成长。

 UKCRIC (www.ukcric.com)的构想坚持贯彻了2014 年科学和创新战略的5 个关键原则： 

锺国辉教授，Brian Collins 教授和Asif Usmani 
教授 在香港理工大学结构工程研究实验室

•
•
•
• 
• 

锺国辉教授向Brian Collins 教授和Asif Usmani 教授深入的介绍了香港分中心的成立以及最新进展
和成果，同时对各种技术话题进行了讨论。Brian Collins 教授和Asif Usmani 教授都对中国在2016 
的钢产量占全球的一半而感到惊叹。

资源配置从优。
在UKCRIC 的会员间，与国内外杰出的研究人员以及行业内的合作精神。
通过UKCRIC 的组织，并有世界一流的设施为支撑，有能力应对不断变化的研究需求。
区域意识：对全国主要城市的研究，关于城市，为了城市。 
专注于公开：公开设施，公开数据，公开软件，公开和共识的管理。 

会议结束后，教授们参观了结构工程研究实验室。

Brian Collins 教授是伦敦大学工程政策系的教授，也是未來
基建国际中心主任。他在2013 和2014 年间担任上议院科
学技术委员会对科学基础设施调查的专家顾问。在加入伦
敦大学前，他曾担任过两个政府部门的首席科学顾问（运
输2006 - 11；业务创新和技巧2009 - 11），有着监督科
学，工程和技术活动的责任，并严格确保科学和工程在整
个部门政策系统中的使用（特别是包括投资政策）。

从左到右：锺国辉教授，Brian 
Collins 教授和Asif Usmani 教授

具成果的意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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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帝国理工学院Ahmed Elghazouli 教授访问 
香港分中心有幸邀请到伦敦帝国理工学院Ahmed Elghazouli 教授于2017 年6 月7 日来中心访
问。Elghazouli 教授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土木工程与环境系结构分部的主任，有超过25 年的结
构工程研究和设计咨询的经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是香港分中心在研究、发展和工程应用上
的一个主要合作单位。

锺国辉教授给Elghazouli 教授介绍了中心成立的背景、发展和定位，Elghazouli 教授也给中心
的研究和发展事项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Elghazouli 教授惊叹过去三十年中国钢铁产量不断增长和中国钢铁领域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锺国辉教授也告诉了Elghazouli 教授香港分中心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作为中国大陆的一个
窗口来推动中国建筑业的出口，特别是中国的钢铁和结构用钢。

Elghazouli 教授分享了他最近完成的一个题为“不锈钢在沿岸环境中的应用”的研究项目。他认
为，无论在英国还是香港，钢材的腐蚀都是钢结构建筑领域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挑战。由于
不锈钢非常昂贵，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并不常用。锺国辉教授也就中心题为“结构用钢的大气
腐蚀”的研究项目给Elghazouli 教授做了汇报，并介绍了中心已经在香港不同地区建立了7 个站
点来对暴露在空气中的结构用钢的腐蚀进行长期测试。

当晚，锺国辉教授为Elghazouli 教授组织了一个晚宴，出席晚宴的都是结构工程与钢结构领域
的新知旧遇。

从左到右：陈德明博士、任志浩博士、
Ahmed Elghazouli 教授和钟国辉教授。

晚宴

动向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Balthasar Novak教授来访

重庆大学狄谨教授到访
香港分中心很荣幸邀请到重庆大学的狄谨教授于2017 年6 月15 日到中心访问。狄教授是一位桥
梁工程领域的国际专家，研究兴趣包括大跨度桥梁的设计和施工、钢桥梁、动力分析和焊接。
他是重庆大学钢结构工程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任志浩博士向狄教授介绍了香港分中心正在开展关于高强钢结构的研究。狄教授对其中一些项
目非常感兴趣，特别是高强钢截面焊接以及在桥梁中的应用。狄教授也介绍了他目前所在的研
究中心的研究项目，并希望和香港分中心在高强焊接截面的疲劳试验方面开展合作。

在任志浩博士、陈德明博士和何浩祥博士的陪同下，狄教授参观了一套最近安装的500kN
多功能压力测试系统和结构工程研究实验室以及机器焊接实验室。

从左到右：何浩祥博士、
任志浩博士、狄谨教授和

陈德明博士

狄教授参观结构工程研究
实验室

狄教授对机器焊接实验室的自动焊接系统
非常感兴趣

香港分中心荣幸地邀请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的
Balthasar Novak教授和Heiko Richter博士于
2017年7月24日访问本中心。香港分中心的教授
和研究人员之间就研究项目交换了宝贵的信息。 
Novak教授和Richter博士还参观了理工大学的钢
结构工程研究实验室。

2017 年 7 月 24 日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 Balthasar Novak 
教授及 Heiko Richter 博士到访香港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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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分中心代表前往辽宁沈阳作技术访问
这次出访辽宁沈阳的技术访问按计划圆满完成，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在这次活动中，分中心向鞍
钢股份有限公司和东北大学阐述了香港分中心成立的宗旨和目标，以及分中心的发展进度和主要
研究工作。此外，锺国辉还着重介绍了分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多本技术手册。在这次旅程
中，香港分中心了解到鞍钢是国家钢铁产业的百年发展历程的领头国企，而东北大学主导了近年
钢材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调研国家高强钢材的技术发展和生产规模。

中心代表向各钢铁冶炼专家咨询了新型高强钢材的研发进展和应用情况，接触到多种新型钢材产
品，并就钢材和钢结构行业的科研动态和应用前景与各单位交换了意见和建议，为中心下一步工
作的制定和执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促进了分中心与内地钢铁行业沟通与合作。

2017 年7 月29 日，分中心的锺国辉教授、何浩祥博士和冯玮在清华大学的班慧勇博士和鞍钢刘
明高级工程师等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参观了鞍钢股份中厚板厂的生产线，了解热轧钢板从钢锭到
成品板材的整个生产过程，以及鞍钢现阶段钢板的生产能力和产品规格。

当日下午，分中心一行人拜访了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获侯华兴主任、李文斌高工、刘明高工和
张涛高工的热情接待。鞍钢钢铁专家们为分中心代表介绍了其最新钢产品和新工艺的技术报告，
包括了鞍钢中厚板生产线的先进设备；多种建筑用钢钢种的力学性能；建筑用钢复合钢板的制造
方式、生产工艺和试验性能；纵向变厚度（LP）钢板在国内外的发展；和不锈钢复合钢材的研究
基础及应用状况。

2017 年7 月30 日，香港分中心到访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和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受到了王
国栋院士及其科研团队的热情接待。钟国辉教授简单介绍了分中心的发展目标和工作内容，然后
双方就高强钢材的多个技术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和探讨，包括焊接性能、热影响区的结构性
能、QT 和TMCP 钢材的生产工艺和性能对比、及建筑耐火钢性能和标准实验等。

左起：冯玮、班慧勇博士、锺国辉教授、何浩祥博士 左起：何浩祥博士、锺国辉教授、班慧勇博士
右起：侯华兴主任、李文斌高工、刘明高工、

张涛高工

动向



左起：陈德明博士、何浩祥博士、姜尚清副主任、
锺国辉教授、迟京东副会长、王丽敏副院长、

彭耀光先生、栾燕总工

左起：陈德明博士、锺国辉教授、
吴耀华院长、彭耀光先生、何浩祥博士

香港分中心前往北京作技术访问

这次为期两天的出访活动按计划圆满完成，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在这次活动中，分中心向各单
位和机构阐述了香港分中心成立的宗旨和目标，以及分中心的发展进度和主要研究工作。此
外，锺国辉教授还着重介绍了分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多本技术手册，并向各单位专家咨
询了新型高强钢材的研发进展和应用情况，接触到多种新型钢材产品，并就钢材和钢结构行业
的科研动态和应用前景与各单位交换了意见和建议，也促进了中心与内地钢铁行业和建筑业的
沟通与合作。 

2017 年7 月31 日，分中心到访北京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与迟京东副会长、姜尚清副主任、孙梅
处长，以及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王丽敏副院长、栾燕总工作技术交流，并商议编写《中国
建筑用钢材生产和规格技术指南》事宜。

迟京东副会长非常认同香港分中心的工作方向，即支持“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以及向世界建
筑业推广国产钢材。迟京东副会长亦向香港分中心代表介绍国家去产能的形势，和钢铁行业发
展的最新情况。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积极支持《中国建筑用钢材生产和规格技术指南》的编撰工
作，并邀请了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代表来一起商讨技术指南的具体内容。

三方一致同意该技术指南是一本介绍建筑用钢材的泛读性科普读物。该书将通过介绍中国建筑
用钢材的生产现状和中国建筑用钢材的常用规格，为国内外工程项目合同和产品规范书的制定
提供建筑用钢材的技术信息，为中国钢材与其他国家钢材的等效转换提出参考建议，进而向国
际市场推广中国生产的优质建筑钢材。

分中心代表与中国建筑业协会景万副秘书长、翟少青女士畅谈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建筑业
发展局势。锺教授向景秘书长介绍了香港分中心的成立目的和工作内容，并介绍了香港分中心
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的定位。景秘书长对中心的工作成果和发展方向表示了肯定和赞赏，
并邀请锺教授在10 月的“一带一路”研讨会上讲解国外钢结构设计规范的内容和差异，希望中国
建筑企业可以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借鉴香港的法律法规、专业标准、工程实例等方面的经验。

动向



九洲工业大学山口荣辉教授到访
香港分中心很荣幸邀请到日本九洲工业大学的山口荣辉教授于2017 年8 月2 日到中心访问。山口
教授现任日本九洲工业大学的副校长。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结构工程、地震工程以及维护管理工
程，是国际知名的专家。 

锺国辉教授向山口教授介绍了香港分中心的成立的背景、发展以及定位。山口教授对分中心出版
的出版物十分感兴趣，并且高度评价了分中心出版的指引对钢结构工业做出的贡献。此外，山口
教授还对学生的学术课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山口教授、锺国辉教授和何浩祥博士进行讨论，随后参观工程实验室

香港理工大学荣誉讲座教授杨永斌教授到访
2017 年8 月10 日，香港分中心很荣幸地邀请到国立台湾大学的杨永斌教授前来访问。杨永斌教
授在结构工程领域是国际著名的专家，他的研究课题包括钢结构以及高速铁路系统。他现任国
立台湾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的荣誉讲座教授。

锺国辉教授向杨永斌教授介绍了分中心成立的背景、定位以及一些正在开展的研究项目。杨教
授对分中心的研究项目很感兴趣，尤其是工作议题A中的钢结构的大气腐蚀性项目，以及工作议
题B 中的高性能钢材在基建的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项目。杨教授表示，分中心题为高强钢焊接结
构的合作项目令人印象深刻。他还认为，高智能焊接机器人系统的发展对钢结构工业十分重
要。

锺国辉教授向杨永斌教授展示分中心最近研究成果，随后陈德明博士、杨永斌教授和何浩祥博士
参观香港理工大学建筑结构实验室

动向



香港分中心与中建钢构进行工程技术合作会议

前往深圳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总部作技术访问

是次访问活动完满成功，香港分中心与中建钢构交流了现时的科学研究及工程应用，让中建钢构了
解到香港分中心的主要任务及发展方向。同时，香港分中心了解到中建钢构的强大专业团队及多个
成功钢结构项目，及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指导下所遇到的机遇与挑战，并在绿色建筑及智能化城
市的最新发展。最后，双方一致达成合作意向，订下了多个合作议题。

2017 年8 月14 日，钟国辉教授、任志浩教授、陈德明博士、何浩祥博士、邬伟雄先生和彭耀光先
生到访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总部，并获中建钢构有限公司王宏董事长与戴立先总工热情接待。香港分
中心与中建钢构进行了一次工程技术交流会议，报告双方发展情况与未来的挑战。双方就“一带一
路”战略发展及中建钢构市场国际化方面达成如下合作议题：

1. 香港分中心与中建钢构共同开发网上资讯平台，展示香港及中国标志性钢结构的先进工程技
术，以供还外工程师参考；

2. 开展欧标钢结构设计培训课程，为中建钢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3. 加强香港与深圳专业技术交流，为工程技术人员和本科生提供技术培训。

工程技术交流会议后，中建钢构热情接待了香港分中心各代表，于总部大楼38层进行晚宴。席
间，双方对于“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讨论意优未尽，在各合作细节上继续热烈讨论。并解说了香港
分中心快将出版的两本技术手册：

• 《欧际钢材标准等效设计手册》第二版
• 《香港高层住宅装配式建筑设计与施工手册》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为国家设立了首个钢结构博物馆。博物馆坐落在南山后海中心区，毗邻众多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博物馆展览了世界钢铁冶炼发展简史，并详细的讲解了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后的钢
铁行业的发展。博物馆以历史和科技并重为陈列原则，以实物、实物模型、图片、文字、多媒体等
为展示手段，集收集、展览、研究、教育、交流于一体，融科普性、学术性、趣味性、参与性于一
身，来参观的观众可以了解世界钢结构的发展历程。博物馆常设展览均设在负二层，共分为序厅、
钢结构历史、钢结构科技、互动区域和3D 影厅五大部分，免费开放给普罗大众欣赏。

博物馆馆长张利锋先生为香港分中心代表介绍中建钢
构的最新完成的标志性项目

动向



欧洲规范下的钢结构与组合结构设计国际研讨会

香港建造业议会到访 

2017 年8 月15 日，香港建造业议会研究与开发部的黃明華博士，黎建培工程师，林景威先生和李
振博士来访香港分中心。建造业议会是香港分中心在业界的重要伙伴，而其任务之一为通过现代建
筑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来提高本地建筑行业的生产力。会议期间，锺国辉教授报告了香港分中心的近
期发展情况及主要研究项目。当中包括:

1. 高性能钢材的有效使用 – Q690 - Q960、
2. 高强度钢焊接部分受热影响区的结构特征，及
3. 具视觉功能和高强度钢的模式识别的机械焊接系统。

此外，建造业议会对香港分中心的多本技术出版物表示赞赏，认为有助促进现代钢结构技术的工
程应用。双方都同意国际标准在工程设计和管理实践上对香港的设计和施工工程师来说非常重
要。 建造业议会和香港分中心将在未来数月一起探讨合作方案。

重庆大学王卫永博士到访

2017 年8 月24 日香港分中心获重庆大学王卫永博士
到访。王博士现为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副教
授，他的研究方向是火灾结构工程、钢结构和组合
结构。在锺国辉教授和陈德明博士的陪同下，王博
士参观了我们在焊接实验室的机器人焊接系统和香
港理工大学的结构工程研究实验室。 

2017 年8 月25 日，香港大学举办了主题为欧
洲规范下的钢结构与组合结构设计国际研讨
会。会议于香港康德思酒店举行, 约有120 名
代表参加。锺国辉教授和陈德明博士收到会
议组织委员会主席杨利伟教授的邀请为主讲
者。陈绍礼教授亦受到邀请并出席了会议。

陈德明博士、林世豪教授、锺国辉教授 和杨利伟教授

王博士访问香港理工大学的结构工程
研究实验室

动向



2017结构工程与力学进展世界大会（ASEM17)
一山（首尔），韩国
2017结构工程与力学进展世界大会（ASEM17）由国际结构工程与力学协会（IASEM）、韩国
先进科技研究院（KAIST）、韩国计算力学协会（KACM）以及韩国隧道和地下空间协会
（KTA）联合Techno出版社旗下期刊共同举办。这个世界大会为世界各地的专家、从业者和
学者交流他们的最新研究发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 

在是次世界大会中，任志浩教授受邀组织其中一个特别分会“钢节点中的创新应用”。
陈德明博士受邀在其中一个由Han-Seon Lee 教授和Nelson Lam 教授主持的 “低中抗震区域
的规范修订II：建筑结构设计”特别分会中报告了一篇论文，题为“在低中抗震区域中的钢结
构设计与性能”。

左至右: Ek-Peng Lim 先生, 陈德明博士, 林世豪教授, C.K. Choi 教授,
Nelson Lam 教授, Han-Seon Lee 教授, H.H Tsang 博士和

Keh-Chyuan Tsai 教授

左至右: 林世豪教授, 陈德明博士和Brian Uy 教授

左至右: Chang-Koon Choi 教授
（大会主席）和陈德明博士

左至右: 任志浩教授、林世豪教
授、Boksun Kim 博士和Brian 

Uy 教授

动向



由于2010年3月取消了各种英国结构设计标
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工务局已分阶段迁移
到欧盟标准以进行公共工程土木工程结构的设
计，而2015年开始强制采用欧盟标准。 由于
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已经在建筑结构
的设计和建造中采用了结构性欧盟标准，因此
香港越来越需要设计和建造工程师来掌握新技
能。

香港分中心不时组织与学术界和工业界同行的各种活动，以下是我们即将举办的活动的重点：

“欧盟标准3下的有效设计和施工技术：BS EN 1993-1-1 钢结构设计” 研讨会

日期： 2017年9月29日（星期五）
时间： 上午9时 - 下午5时15分
地点： 香港理工大学 Z414室

重 点 主 题 ： 欧盟标准(Eurocodes)是一套针
对建筑和土木工程的新的欧洲结构设计规范。
在过去40多年的构想和发展中，它们具有欧盟
成员国的综合专业知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先
进的结构规范。欧盟标准是欧洲公共工程的强
制性法规，有可能成为欧洲乃至全球私营部门
的实际标准。结构化的欧盟标准已经可以作为
欧洲预先标准（ENV）使用，并且都已在2007
年作为完整的欧洲标准（EN）发布。

该技术研讨会的目的是促进结构欧盟标准的有
效设计和建造，特别侧重于实际应用，其演讲
者为：

锺国辉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

陈德明博士       香港理工大学

林向晖博士       香港城市理工大学

任志浩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

最新动向

最新动向
香港分中心主办的国际钢结构与复合结构工程技术研讨会2017 将于2017年11月24日（星期五）
在香港理工大学校园M1603室举行。详情将稍后公布。

联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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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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