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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总结 

2015年 10月 12日，中国国家钢结构工程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获得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的批准，并得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科技署创新及科技局的支

持，在香港理工大学成立。 

香港分中心致力推动香港建造业的和中国钢结构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国际化，积极参

与国内外钢结构科研与发展交流。在建筑结构行业内，香港分中心也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发展局以及香港建造业议会发展合作关系。 

香港分中心自成立以来的主要活动总结如下： 

1. 2015 年 12 月 6 日，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在香港科技园举办的正式成立仪式上宣

布中国国家钢结构工程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成立。 

2. 香港分中心每年接受创新及科技基金拨款港币五百万元。香港理工大学亦提供 1:1

配对基金，每年港币五百万元。故研究及营运资金总额为三年港币三千万元。香港

分中心从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的财务账目已经获得创新科技署的批

准，因此，香港分中心已经收到了总计港币 250 万元的拨款。 

3. 香港分中心正积极筹备以下事项： 

• 在大学校园内设立办公室； 

• 招聘项目研究人员以及行政和文职人员；同时 

• 购买用于精确材料试验和结构试验的大型设备。 

4. 香港理工大学已启动 12 个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分别由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的学者和研究人员领导。此外，这些研究项目的国际

合作伙伴包括了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钢结构协会，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北京

工业大学，中国钢结构工程研究中心，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和中国钢结构协会。 

5. 香港分中心已经与中国国家钢结构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确定了三个合作领域，并积极

提供资源，在三个合作领域开展工作。 

6. 香港分中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合作，探讨在香港发展高效钢结构工业的

可能性，与传统钢筋混凝土建筑业互补不足。此举还将促进香港的钢结构工业与中

国大陆的钢结构工业协同发展，有助把握一带一路地区钢结构建筑发展机遇。 

7. 香港分中心为香港的工程师组织举办了多次专业培训活动。此外，香港分中心亦参

加和举办了多次国际会议，技术研讨会和专题讲座，以推广现代结构工程和钢结构

建筑技术，以及中国在亚洲的钢结构工业的国际知名度。 

8. 香港分中心与来自香港、中国大陆以及相邻国家和城市的各专业团体和业界协会等

进行了访问与交流，了解他们在钢结构方面的最新进展。香港分中心借着各项专业

交流活动的机会进行了定期的回顾及展望，并更好地为未来发展作出规划。 

9. 香港分中心各项研发及专业活动的成果将记载于下一份年度报告中。 

 

  



2 

 

1.1 概要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简称“香港分中心”）的成立，向海外

同行业展示了国家钢铁工业近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香港分中心的核心目标是： 

 建立一个高层次的技术平台，提升现代建筑和土木工程结构的设计和施工水平

，促进香港基建的可持续发展。 

 推动香港建造业和中国钢结构产业的科技提升，运用高性能材料，为本港及海

外的超高层建筑、大跨度桥梁及大型空间建筑结构等进行优质设计和施工管理

。 

 

香港分中心致力于推广香港建造业和中国钢结构产业的先进技术和国际化进程，

并积极投入到国家乃至国际钢结构领域的研究和发展中。香港分中心的产业合作对象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以及香港建造业议会。 

 

这份 2016 年的年度报告，将展示香港分中心近期内部运作、科研活动、对外学术

交流以及行业交流的基本情况。这里其中尤其强调的是，在现代建筑工程与钢结构建

造领域的研究项目，以及与香港和国家政府部门通过中国行业组织的对接。 

 

香港分中心更为详细的介绍，将见于下述各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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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出席了在香港科技园举办

的「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分中心)的正式授牌仪式。同时

出席仪式见证并祝贺香港分中心成立的，还有香港特区创新科技局局长杨伟雄，

以及香港特区创新科技署署长蔡淑娴女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部长万钢，香港特区创新科技局局长杨伟雄和香港特区

创新科技署长蔡淑娴女士，与前来参加授牌仪式的香港各大学校长、香港国家

重点实验室负责人，以及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的主任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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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设立宗旨 

 

设立香港分中心的宗旨明細如下： 

• 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基建工程设计中心，从而促进香港建造业的国际化专业服务

； 

• 引领中国走向世界，从而发展成为国际基建工程建设中心，加速中国钢结构产

业业务的国际化步伐，刺激中国钢材钢构出口。 

 

b) 研究经费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委员会（ITC）的经费政策，香港分中心能获得 ITC 的

每年 5 百万元港币的资助，同时香港理工大学亦承诺配对 1:1 的研究经费。因此，

香港分中心的运营预算，能够在三年内达到 3 千万元港币。 

 

c) 合作 

 

香港分中心与本地研究团队以及国际合作伙伴开展了密切的合作。本地的研究团

队主要来自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以及香港城市大学。 

 

另外，我们在全球的合作伙伴，包括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英国钢结构工程协会

、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钢铁

工业协会、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以及中国钢结构协会。 

 

香港分中心将开展多个研究及开发项目，编撰高强度钢材应用的设计指南。这将

为香港建造业人才提供重要的平台和定位，使其能够与中国钢结构工业协作，推

动钢材与钢构出口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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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分中心成員 

 

专家顾问 
 

卫炳江教授、工程师 香港理工大学 副校长（科研发展） 

徐幼麟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 

建设及环境学院 

讲座教授 及   

院长 

沈祖炎院士 同济大学 前副校长 

周绪红院士 重庆大学 校长 

岳清瑞教授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钢结构协会 

中心主任 及 

会长 

姚兵教授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前会长 

石永久教授 清华大学 土木水利工程学院院长 

陈以一教授 同济大学 前副校长 

李国强教授 同济大学 前副校长 

D. A. Nethercot 教授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香港理工大学 

前院长 

荣誉讲座教授 

Mark Bradford 教授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科学教授 

S. Kitipornchai 教授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讲座教授 

杨永斌教授 重庆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荣誉院长 

荣誉讲座教授 

 

香港分中心负责人 

 

主任 钟国辉教授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副系主任及教授 

副主任 任志浩博士 

建筑与房地产系 

副教授 

总工程师 麦耀荣教授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客座教授 

副秘书长 陈德明博士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何浩祥博士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副教授 

 
 

资深研究员 

 

副总工程师 李俊晖先生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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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成員： 

 

英国 

Nick Buenfeld 教授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Ahmed Elghazouli 教授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Leroy Gardner 教授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Graham Couchman 博士 英国钢结构工程协会  

Mark Lawson 教授 英国钢结构工程协会  

 

美国 

Sadek Fahim 博士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  

 

日本 

山口爱琪 教授 九州工业大学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Brian Uy 教授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Stephen Hicks 博士 新西兰，重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 

石永久教授 北京，清华大学  

韩林海教授 北京，清华大学  

施刚 教授 北京，清华大学  

陈以一教授 上海，同济大学  

李国强教授 上海，同济大学  

韩静涛教授 北京，北京科技大学  

 

新加坡 

刘德源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周诚彬教授 新加坡理工大学  

陈江海教授 南洋理工大学  

 

香港分中心负责人简历详见于附录 A. 

 

香港分中心的各项营运、研发活动、学术和行业交流详见以下章节。此外，下表列出

了香港分中心活动摘要，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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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摘要 

 

日期 活动类型 事件详情 

2015 年 

11 月 

27 日 

学术活动 香港国际钢与组合结构工程技术研讨会 

特邀嘉宾:  

    韩志强工程师， 周绪红院士 和徐幼麟教授 

 
2015 年 

12 月 

3-5 日 

学术活动 中国，北京，第 11 届国际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前沿会议 

特邀嘉宾:  

周绪红院士，聂建国院士，石永久教授 和韩林海教授 

 

2016 年 

1 月 

6-8 日 

学术活动 越南 胡志明市，第 14 届东亚-环太平洋建筑工程与建造国际会

议 

组织者: 

S. Kitipornchai 教授 和 N. Hoang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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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26 日 

学术活动 中国，北京，2016 中国钢结构发展高峰论坛 

组织者:  

周绪红院士，中国工程院 

 

2016 年 

3 月 

23 日 

学术活动 中国，上海，拜访上海同济大学 

特邀嘉宾:  

李国强教授 

 

2016 年 

5 月 

14 日 

产业交流 中国，合肥，2016 国家建筑钢结构行业大会 

组织者: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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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14-17 日 

学术活动 中国，重庆，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 

组织者:  

周绪红院士，重庆大学 

 

2016 年 

6 月 

24 日 

专业培训 香港，“欧盟标准下的有效设计和施工技术”研讨会 

组织者: 

香港分中心，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2016 年 

7 月 

26-30 日 

产业交流 前往新加坡作技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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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1 日 

产业交流 香港，分中心揭牌仪式和国家中心签署工作备忘录 

特邀嘉宾:  

岳清瑞教授，侯兆新总工和徐幼麟教授 

 

2016 年 

8 月 

21-23 日 

学术活动 中国，重庆，拜访重庆大学 

特邀嘉宾:  

周绪红院士，刘界鹏教授和狄谨教授 

 
2016 年 

9 月 

2 日 

专业培训 香港，“高强度 Q690 钢材在建筑结构中的有效应用”研讨会 

组织者: 

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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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8-9 日 

学术活动

及产业交

流 

前往中国北京作技术访问 

特邀嘉宾:  

岳清瑞教授，刘毅教授，侯兆新总工，迟京东教授， 

石永久教授，韩静涛教授 和张爱林教授 

 

2016 年 

9 月 

25 日 

学术活动 香港，国家科技部来访香港理工大学 

特邀嘉宾: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教授 

 
2016 年 

10 月 

26 日 

创科委 

ITC 来访 

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来访香港理工大学 

特邀嘉宾:  

创新科技署署长蔡淑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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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29-31 日 

学术活动 中国，上海，第十一届太平洋钢结构会议 

特邀嘉宾: 

周绪红院士，岳清瑞教授，李国强教授和侯兆新总工 

 

2016 年 

12 月 

6 日 

学术活动 香港，钢结构与组合结构工程技术国际研讨会 

特邀嘉宾:  

韩志强工程师，周绪红院士，郑恩基工程师， 

梁国栋工程师，麦耀荣教授，狄谨教授 和彭耀光先生 

 
2016 年 

12 月 

7 日 

学术活动 香港，香港分中心 – 2016 年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 

特邀嘉宾:  

R. Bjorhovde 教授，韩林海教授，B. Uy 教授， 

K Rasmussen 教授 和 L. Gardner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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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7-9 日 

学术活动 香港，第八届钢和铝合金结构国际会议 

组织者: 

杨立伟教授，香港大学 

 

2016 年 

12 月 

12 日 

学术活动 中国，南京，国际钢结构工程前沿会议 

组织者:  

刘德源教授，南京科技大学 

 
2016 年 

12 月 

21 日 

产业交流 参加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的会议 

组织者:  

韩志强工程师，香港发展局常务秘书长（工务），香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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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设情况 

2016 年，香港分中心十分积极地进行组建工作，并开展了业务： 

a) 组建办公室 

设立于香港理工大学的香港分中心拥有 150 平米的办公室。办公室的翻修工作

将于 2017 年初开展，并预计于 2017 年夏完成。办公室的平面布置，将容纳 3 个办

公室，21 个员工座位，以及一间会议室（10 人容量）。 

 

b) 组织推广 

香港分中心的对外推广措施如下: 

i) 网站 

香港分中心的网站，于 2016 年 10 月正式开放浏览，归类于香港理工大学研究

部门的分支单位： 

网址: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 

ii) 媒体與刊物 

香港分中心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刊登了许多相关的文章和报导。 

iii) 宣传单张，風衣队服及環保袋 

香港分中心设计了亮丽夺目的宣传单张，向社会公众说明其设立背景，宗旨及

研究项目。香港分中心的风衣以及环保袋已完成制作，并各各类会议及活动中

派发。 

 

  
風衣队服 環保袋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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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力资源情况 

香港分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招聘人才，除了主要科研与发展项目人员，目前

已聘用了约 20 名研究人员、1 名行政人员和以下关键科研人员，並在本年度有超过十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到访香港分中心。 

 

访问学者 

人数 姓名 

1 Dr. Jose Miguel de Freitas Castro 波尔图大学 (葡萄牙) 

2 李伟华教授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 

3 王隽博士  凯德集团 (中国) 

4 周绪红教授 重庆大学 (中国) 

5 石永久教授 北京清华大学 (中国) 

6 李国强教授 同济大学 (中国) 

7 刘德源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8 Prof. Reidar Bjorhovde  The Bjorhovde Group (美国) 

9 Prof. Leroy Gardner  伦敦帝国学院 (英国)  

10 Prof. Brian Uy  悉尼大学 (澳洲) 

11 林旭川 博士 国家地震局 (中国) 

12 苏梅 博士 深圳大学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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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财务状况 

香港分中心获得创新科技署提供每年500万港元，为期三年的研究经费，以及香港

理工大学1:1配对研究经费的支持。由2015/16财政年度起，香港分中心购买以下主要设

备，以促进其研究及发展。 

 

已采购的大型设备详情如下： 

 

(a) 高智能焊接机器人系统 

高智能焊接机器人系统将用作高强高效钢材的焊接研究之用。透过高智能焊接

机械人，焊接的质量跟精度得以严格控制，并具有高重复性。焊接机器人系统

可协助研究团队制造出高精度的焊接试件，以支持香港分中心的焊接技术研究

项目的发展，其研究成果将大大有利于高强高效钢材在结构工程上的应用。 

 

 

高智能焊接机器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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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接触式三维全场位移场/应变场测量系统 

非接触式三维全场位移场/应变场测量系统备有两个高清摄像头，可以同时拍摄

结构试件的表面。通过光学数字程序设计和实时运算，准确测量试件应变场的

变化。系统亦备有大容量硬盘，可以 10Hz 的频率摄录，把试件变形及相对应

变场变化有效的记录下来。 

 

 

非接触式三维全场位移场/应变场测量系统 

 

 

 

 

 

  

標準拉伸實驗中的應變場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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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500 kN 电液伺服多功能材料测试系统 

香港分中心将添置多功能材料测试系统，作高强高效钢材的力学性能研究之用。

多功能材料测试系统的张压极限为 500kN 以上，静力控制精度为极限值千分之

一，最高动力频率在 10Hz 或以上，可作静力学及动力学测试。系统亦可作高

强高效钢材于高温下的力学性能研究。 

 

 

 

500kN 级多功能材料测试系统 

 

 

 

主要科研设备列表: 

 高智能焊接机器人系统 

 非接触式三维全场位移场/应变场测量系统 

 500kN 级多功能材料测试系统 

 红外线温度摄像机 

 多功能风载试验系统 

 压弯测试机系统 

 2000 kN 级液压千斤頂 

 两台 1500 kN 级荷载传感器 

 MTS 引伸计 632.13F-20 

 多功能氯化物测试仪 

  



19 

 

2. 研发活动与成果 

自 2015 年 10 月成立以来，香港分中心一直致力于积极准备、并稳步开展《申请书》中

所计划的多个科研项目。以下为分中心两个主要的研究工作主题： 

 

2.1 工作议题 A - 基建的可持续发展 

为应对香港基建耐久性问题，考察和理解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的各种腐蚀控

制机理是至关重要的。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研究工作： 

• 在本港环境下户外钢结构的大气腐蚀 

• 埋置于混凝土中的钢筋镀锌层的局部腐蚀性 

香港分中心将开展重点研究专案，并提出适切的设计方案。这些方案对于香港和

附近珠三角地区其他城市的现有结构耐久性评估和新建建筑耐久性设计具深远影响。 
 

工作议题 A-基建的可持續發展 

  
A1 户外钢结构的大气腐蚀效应 A2 埋置于混凝土中的钢筋镀锌层的局部腐

蚀性 

 

 项目 A1 - 钢结构在本港环境下的大气腐蚀性 

 

根据预期的腐蚀程度以及基建的重要性，一项综合全面的现场实验项目应在香港

的多个选定位置开展。项目将检测钢板在不同防腐体系下的腐蚀程度，如户外的

钢板、镀锌钢板、以及使用不同种类和数量的涂料保护下的镀锌钢板。总体来说，

现场试验的时间越长，获得的实验结果也越可靠。然而，在实践中，尽管 25 年

的研究周期更为理想，5 到 10 年的研究周期也是非常可取的。 

 

值得强调的是现场试验将配合周期性的测量和常规性的环境检测，如此，不同的

大气化学成份将与不同钢板的腐蚀速率进行科学性关联。一旦获得足够的数据，

可以有效地反映全香港地区对不同防腐体系的腐蚀率时，就可以开发出整个香港

的腐蚀速率地图，以确定各地区结构的年腐蚀速率，作为评估现有的和新建的结

构的耐久性要求。综上，这一项目的成果将为香港基建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及巨

大的社会经济效应。另外，该现场试验项目可能成为中国，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沿

海城市的试点研究。对于内陆城市，需要检测当地不同工业所产生的其他大气化

学物质，它们也可能对钢结构造成严重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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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A2 - 混凝土中的镀锌钢筋的局部腐蚀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尽管目前已有技术研究报告混凝土结构中镀锌钢筋是通过

减少化学反应来提高抗腐蚀性能，却极少有信息是关于采用镀锌技术的钢筋混凝

土结构暴露在严重腐蚀环境中的结构性能。因此，拟定以下研究工作，即检测并

确立采用镀锌钢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结构性能: 
 

 建立不同的电化学方法，对埋在混凝土中的镀锌钢筋进行加速腐蚀； 

 

 量化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镀锌钢筋在大面积锈蚀下的结构性能。这可以通过

建立系统的拉拔试验，来测试腐蚀的镀锌钢筋与混凝土之间粘结强度的显

著减损； 

 

 对不同镀锌层与混凝土之间的腐蚀产物，尤其是羟基酸钙，系统地进行补

充化学分析，以及这些腐蚀产物对腐蚀镀锌钢筋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强度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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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作议题 B  现代钢结构工程 

香港分中心将在钢结构工程技术发展方向上开展重点研究专案，向本港和海外推

广有效利用高性能钢材，尤其是中国产的高强度钢材。由于目前缺乏可靠的设计方法

，香港分中心将展开下列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以发展高性能钢材的相关工程设计及工

程施工技术。 

 在土木、结构和环境工程领域内，进行重点科研工作，以推动高性能钢材与其

他建筑材料在建筑和土木工程中的应用； 

 协助本港设计与建造工程师，顺利开展国际工程和项目管理工作； 

 通过出版国际技术指引和组织国际专业活动，以提升“香港设计，中国制造”的

国际知名度。 

 

工作议题 B ‐现代钢结构工程 

  
B1 高性能钢材的有效使用  - Q690 至

Q960 

B2 高性能钢材 Q690 - Q960 在超高层建筑

结构中的应用 

香港分中心在必备的技术开发及国际应用方面当为其先驱，促进国产高性能钢材

于海内外大型建设项目中的运用。凭着对工程实际技术的牢固掌握和深入理解，在未

来至少 10 至 20 年间，香港建造业专业人士将与中国钢结构行业在出口钢材及钢构方

面进行密切合作，并须重要角色。 

 

 项目 B1  高性能钢材的有效使用 - Q690 至 Q960  
 

为充分开发高性能钢材在建造中的结构效能，分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科研项目，用

以对高强钢的结构性能产生新的理解并提供数据。而高强钢在建造中高效使用的

设计方法将在各个子项目中进行开发。 
 

 

 项目 B2  高性能钢材 Q690 至 Q960 在超高层建筑中的应用 
 

高性能钢材在超高层商业建筑中的主要应用是：一）提供最小截面尺寸的柱；二）

提供最大跨度的梁等结构构件。尽管高性能钢材的使用将不可避免的增加建筑费

用，但这些商业建筑增加的可用办公面积将提高租赁收入，以抵消相应增加了的

建筑费用。因此，应当开发补充的设计方法，以帮助设计与建造工程师进行合理

的工程设计。这些数据将在开发补充的设计方法时被合理地利用，有助于高强钢

在超高层建筑和大跨度桥梁项目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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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B3  工程设计和管理的国际专业惯例 
 

为促进中国钢结构产业的出口，香港分中心特拟定下列项目，为工程设计师、项

目经理和建造工程师提供专业指引和技术手册，以协助其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国产钢材对应外国结构规范的等效设计 

 中英文版国际钢结构设计师手册 

 符合国际专业惯例的土木工程及结构设计与管理 

 

香港分中心将推动中国项目经理和建造工程师的技术水平提升，让他们熟悉国际

工程与建造管理领域的惯例及规范，使其能够与海外工程人员在建造团队中密切

合作，积极地作出贡献。因此，这些国际工程作业守则将以中英文出版，以供参

照。另外，这些手册应依照中国现行的工程管理思路进行编排，使得中国工程管

理与建设人员能方便掌握这些文本的内容。 

 

 项目 B4  中国钢结构产业的国际知名度 
 

为提高中国钢结构产业的国际认受性，香港分中心将组织及举办以下行业活动： 
 

i) 钢结构国际会议和专题研讨会； 

ii) 钢结构工程年度讲座。 
 

行业活动中将展示国产钢材钢构的成功项目案例，以推广国产高强钢材钢构的创

新设计与建造工程技术。这些行业活动将会是重要的技术推广手段，以协助香港

建造业专才“转型”，拓宽其专业经验和认知，从而采纳和接受国产钢材钢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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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科研项目发展工作会议 

香港分中心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第一次的科研项目发展工作会

议。会议由钟国辉教授主持，并得到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

城市大学科研人员 共二十多人出席。 

会议先于香港理工大学（科研发展）副校长卫炳江教授讲解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的运作及理大对香港分中心的支持及发展愿景。继由钟国辉教授讲解香港分中心各专

项工程项目的启动 情况，人员招募，财务管理及成效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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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科研项目发展具体细节 

香港分中心的科研发展项目如下表所示： 
 

项目标题 项目负责人 项目

周期 

(月) 

工作议题 A  基建的可持续发展 

A1 钢结构在本港环境下的大气腐蚀性 

a) 户外钢结构的大气腐蚀 钟国辉 教授 36 

A2 混凝土中镀锌钢筋的局部腐蚀 

a) 钢筋混凝土中高性能钢材的腐蚀机理与防护 潘智生 教授 36 

b) 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腐蚀及混凝土裂缝分

析 

苏启亮 博士 

(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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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议题 B  现代钢结构工程 

B1 高性能钢材的有效使用 – Q690 至 Q960 

a) 香港可持续基建中高强钢材的有效应用 钟国辉 教授 36 

b) 对高强钢结构建筑的先进有限元数值分析方法 陈绍礼 教授 24 

c) 高性能钢材的有效应用—— Q690 ~ Q960 任志浩 博士 

(建筑及房地产学系) 

36 

B2 高性能钢材 Q690 至 Q960 在超高层建筑中的应用 

a) 超高层商业建筑使用 Q690 至 Q960 高强钢材的

结构优化 

陈俊文 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 

24 

b) 高强钢管混凝土单面螺栓连接节点 陈德明 博士 36 

c) 焊接机器检测系统 林健文 教授 

（电子及资讯工程学系） 

24 

B3 工程设计和管理的国际专业惯例 

a) 香港钢结构产业发展的市场营销战略 陈炳泉 教授 

(建筑及房地产学系) 

18 

b) 直立锁边金属屋面系统的振动测量和模态识别

及其在支座刚度模型修正中的应用  

林向晖 博士 

(香港城市大学) 

24 

B4 中国钢结构产业的国际知名度 

 钢结构国际会议和专题研讨，及钢结构工程年

度讲座 

钟国辉 教授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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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协作研究金项目申请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 

 

大学教资会协调研究金专案的主要目标在鼓励大学及高校的研究小组进行跨学科

及跨院校的协作研究，以期通过整个各方的研究资源及成果，达到最佳的协同效应。 

为促进高强钢在建筑及土木工程结构中的有效使用，焊缝金属及热影响区的机械

性能的力学性能及其设计资料对于结构工程应用及施工设计来说十分重要。因此，香

港分中心提出 了一项跨学科的协作研究计画，向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简称 UGC）提

交专案研究基金的申请，为期三年，总额为 1,000 万港元。项目工作简介如下所示： 

高性能钢（HPS）是现代高新钢产品，其机械强度（690 N / mm2）为常用结构钢材

（即 S235 和 S345 钢）的二至三倍。高性能钢具有优秀的强重比，极为适合 在过去十

年，高性能钢已成功应用于海上平台以及大型起重设备和机械当中;然而，由于建筑结

构和桥梁结构对建筑材料机械性能的严格要求，现时它在建筑工程领域中还没有得到 

广泛采用。由于它们的机械性能是由炼钢中的后热处理过程所产生，例如 QT 钢的淬

火及回火，和 TM 钢的热机械控制轧制程式。因此在焊接期间的热冷回对 其机械性能

（强度和延展性以及韧性），特别对于热影响区（HAZ）的机械性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 

在过去二十年关于 HPS 焊接部分的机械性能的研究报告和文献中显示，焊接部分

的强度和延展性的研究现时还没有盖棺论定，特别是手工焊的焊接部分。在部分研究

文献中显示，HPS 焊接部分的强度和延伸性为母材强度和延伸性的 70％，而在单调和

循环作用下焊接部分的热影响区中的 HAZ 中的早期断裂也有文献记录。一般来说，关

于如何指定具有 各种 HPS 焊接截面的结构性能及其相对应的焊接参数和程序（WPP）

的技术信息是少有记载。高性能钢 HPS 在建筑及土木工程中的应用是为钢铁行业发展

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增长 点在在过去二十年中，由于工程师对焊接部分的热影响区

HAZ 在循环动作下的机械性能缺乏清楚的理解，高性能钢 HPS 在建筑工程中的使用大

受限制，特别是在抗震结构 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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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专业刊物出版 

为了促进香港以及周边城市使用中国钢材进行有效的设计和施工，香港分中心出

版了以下两本主要刊物： 

a) 欧盟标准等效钢材设计应用 

钢材对很多国家的建筑业都很重要，钢结构规范对钢结构的设计，生产和施工过

程都是重要的工程参考依据。目前，中国钢材不仅能够满足国内的建筑行业的需求，

更有许多钢材向东南亚，欧洲以及美洲等地区出口。然而，由于各个国家的钢材规范

的各不相同，导致中国钢材在海外难以被采用。而且，许多设计人员由于缺少合适的

设计指引而难以对中国钢材给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对比分析欧盟标准钢材和中国钢

材的区别，并发展高品质中国钢材的等效设计不仅能改善中国钢材的品质，也能促进

中国和欧盟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和贸易发展，进一步促进中国钢结构工业的可持续发

展。 

 

 

 

 

 

 

 

在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澳门金属结构协会

的支持下，经过与中国、美国、日本、意大利、新加坡以及香港钢结构专家的多次探

讨及会谈，香港分中心在 2015 年出版了这本专业指引。这本指引亦得到了中国钢铁工

业协会、香港建造业议会、澳门土木工程实验室和新加坡钢结构协会的支持。 

这本技术指引旨在为使用非英国制造的钢材提供技术指导和设计资料，并对香港

规范中采用的各种钢材分类体系进行了一些修改。这本技术指引的出版，使设计人员

可以按照欧标结构规范，选择使用与欧洲钢材标准不同的材料规范生产的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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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欧标 EN1993-1-1 钢结构设计技术指引 

 

 

 

 

 

 

 

 

 

 

 

 

 

 

这本技术指引于 2015 年由香港建造业议会、香港分中心以及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

会联合出版。 

这本技术指引满足了香港和珠三角地区大城市的结构工程师的迫切需求，提供了

使用欧洲钢材和钢结构产品进行设计和施工的详细指导。 

更为重要的是，这本技术指引还给出了使用中国钢材进行设计的详细指导，以便

工程师能根据不同的项目的时间、预算要求来选择合适的钢材。这本技术指引会为设

计和施工工程师提供实际而有用的选择钢材产品的建议，并且指导工程师按照欧标钢

结构规范进行结构设计。预计这本技术指引将会为工程师们带来国际建筑市场中新的

机遇，并不断促进香港以及珠三角地区建筑业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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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拓展与工程应用 

a) 钢铁制造和施工 

钢铁制造和建造是香港结构钢建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功实施可以带来整

体成本节约，更好的质量和可持续终端产品。在与业内相关利益方进行讨论后，普遍

支持成立一个“钢铁制造与建造委员会”作为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及经验共享平台。

该委员会由客户，设计工程师，承包商，钢铁制造商，钢材供应商及焊工协会组成，

并由香港分中心负责统筹及运作。 

 

 

在建立上述委员会期间，香港分中心调查了行业中合格焊工的基本情况，并参考

了香港仔建造业议会的培训中心，了解他们的培训设施、培训方法和培训者资格，从而

训练出满足行业所需的熟练和半熟练焊工。香港分中心将促成建造业议会培训中心与

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合作，培训更高能力的焊工，例如高强度钢的焊接技术培训。 

 

b) 建筑业现况審查及评估 

尽管在香港建筑业中使用结构钢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是钢的使用范围远远小于

使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设计和施工。为了判断钢结构在香港的现状和挑战，香港分中

心于 2016 年 年底委托专业机构开展了一个题为“香港钢铁工业发展的营销策略”的

研究项目。该项目的范围包括： 

 对典型高层建筑中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的建筑材料数量和相应成本作出比较

，以识别出钢结构建筑成本高昂的原因，及其高成本细项关节之所在； 

 在设计用料上，确定工厂的制造成本、运输、现场安装和安装、人工和工厂使用

、品质测试与控制等的方面建筑成本； 

 找出潜在障碍，例如寻求屋宇署的批准，熟悉钢铁设计的执业工程师，合资格焊

工及熟练工人（具制造、装配及架设钢结构部件，工厂和现场质量保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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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研究的结果，提出解决关键问题的建议，并提出措施以加强和简化情况

，涵盖工程师的设计和培训，制造创新技术，焊接和施工方法以及质量保证制造和施

工，以尽量减少浪费和双重处理的程序。 

 

c) “合格钢结构制造商”认证计划 

为了在香港推广合格的钢结构制造商，香港分中心拟建立一个质量控制标准，并

覆盖全行业的中国大陆钢结构制造商。因此，香港分中心起草了该认证计划，该计划

符合 ISO17025 国际标准。 该认证计划强调对于钢构制造商进行定期和独立审计，包

括以下方面：原材料取样，工艺控制，管理和监督人员的能力，制造厂房和设备的充

足性，焊工考核，执行随机的非破坏性测试 及禁止分包给未经授权的制造商等各种方

面。同时，香港分中心获得了来自香港政府及多个中国国家钢结构行业协会的支持。 

 

d) BubbleDeck新型系统在建筑施工中的工程应用 

香港分中心一直致力于通过基于工程的研究和发展项目来推进香港的建造业。 

2016 年 8 月，国际建筑产品开发公司『Advanced and Sustainable Technology』委托国家

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进行一项题为《轻质混凝土预制板——

BubbleDeck楼板系统的结构性能的试验研究》的结构工程顾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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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专业人才培养 

通过与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的紧密合作，香港分中心举办了

多场专题讲座和技术研讨会等培训活动，约 320 名工程师参加了以下的活动： 

 

a) 2016 年 6 月 24 日，香港分中心和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联合举办题为“欧标钢

结构设计”的专题讲座，吸引了 80 多名工程师前来参加。 

b) 2016 年 9 月 2 日，香港分中心和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分部共同举办题为“Q690

高强度钢材的建筑应用”讲座，亦吸引了 80 多名工程师到场参加。 

c) 2016 年 12 月 6 日，香港分中心和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共同举办了 2016 钢结构

与组合结构工程技术国际研讨会，共有超过 160 名工程师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http://www.cnerc.gov.cn/index/ndbg/list_detail.aspx?column=openservice&year=2014


31 

 

3.2 学术交流 

香港分中心举办和参加了多次学术交流，其中主要活动包括： 

 

• 2016 年 1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钢结构发展高峰论坛。 

是項活動由重慶大學的周緒紅院士和廣州大學的周福霖院士領導，由中國工程院

土木、水利與建築工程學部，中國鋼結構協會和國家鋼結構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聯

合主辦的。 

• 2016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5 月 14 日至 17 日）在重庆举办的国际工程科技发展

战略高端论坛 

此次活动由重庆大学的周绪红院士领导，由中国工程院和重庆大学联合举办的。 

• 2016 年 10 月 29 日至 31 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十一届太平洋钢结构会议 

本次大会是由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岳清瑞教授、重庆大学周绪红院

士以及同济大学李国强教授领导，由中国钢结构协会，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联合主办的。 

• 2016 年 12 月 6 日在香港举办钢结构与组合结构工程技术国际研讨会 

本次活动是由香港分中心和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共同举办的，并得到了香港政

府发展局以及香港建造业协会的大力支持。此次活动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

局常任秘书长（工务）韩志强工程师主持，重庆大学校长周绪红院士发表了主题演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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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业界交流 

香港分中心为了了解和借鉴钢结构的多方面的发展，在新加坡和中国举办了多次

行业交流，内容包括钢结构的最新应用进展、研究进展、专业培训和政府政策等。主

要的交流活动如下： 

• 2016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在合肥举办的 2016 年全国建筑钢结构行业大会 

这次会议是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主办的，活动还得到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

大力支持。总计超过 500 位学者，专家以及工程师参加了此次大会。 

• 2016 年 7 月 26 日至 30 日前往新加坡进行技术考察访问 

香港分中心参观访问了新加坡建筑和建设局、新加坡钢结构协会，新加坡国立大

学，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理工大学以及两家行业领先的钢铁制造加工厂。 

• 2016 年 8 月 1 日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代表访问香港理工大学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钢结构协会会长及中冶建筑研究总院院

长岳清瑞教授，带领代表团访问香港理工大学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

分中心（香港分中心），双方主要成员就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香港分中

心的合作以及科研发展项目进行了探讨。 

• 2016 年 9 月 8 日至 9 日前往北京进行技术考察 

香港分中心访问了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冶建筑研究总院，中国钢结

构协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以及北京建筑大学。香港

分中心与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达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合作意向： 

i) 编译关于“欧盟标准钢材材料等效设计应用”的技术指引 

ii) 向钢铁制造企业引入一套质量认证体系 

iii) 提供焊接工人的培训和资格认证 

•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代表会面 

香港分中心代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常任秘书长（工务）韩志强工程师和

首席助理秘书张博士进行了会谈。韩志强工程师也担任了香港分中心咨询委员会

的主席。 

发展局对通过扩阔钢结构的应用领域，从而提高本地建筑工业的生产能力表示了

极大的兴趣。双方表示认识到珠江三角洲地区拥有庞大的钢结构产能，与传统钢筋

混凝土结构相比，钢结构作为预制构件，能够降低劳动力的成本。因此，香港分

中心将会制订一份全面的规划，用以推进香港钢结构工业的发展，以进一步完善

传统建造业，与钢筋混凝土结构工业互补优势。同时，背靠内地庞大产能与香港建

造业的专业服务，谋求产生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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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合「一带一路」的工程研发活动 

2013 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振兴古丝绸之路的设想，并把它称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这是一个经济合作概念，以中国

与相关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多边合作机制作平台，建立一个拥有平等互利合作基础的新

共同经济带。目前已有 6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一帶一路」。 

按国家科技部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政策方向，香港应背靠祖国的庞大生产力

及发挥自身的国际视野及项目管理融资经验，充当连接中国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超

级联系人角色。 

因此，香港分中心将于基建发展领域当中的钢结构建筑前沿技术进行重点科研工

作, 从而不仅保护香港本地的基础设施的耐久与安全，同时推广香港建造业的专业技

术与服务向国际建筑市场进行出口。 

在中国钢结构行业的支持下，香港建造业专业人士将能为国际建筑市场提供专业

服务和优质的国产钢材钢构。同时，在香港建造业专业人士的专业支持下，中国钢结

构行业将能发挥其优势，在建筑与工程设计、功性能、可持续性、项目施工管理和质

量控制等方面符合严谨的国际专业惯例。香港分中心的任务见第一节内容。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香港分中心的发展目标如下： 

• 推广“欧标钢结构设计”技术指引在更多亚洲国家的采用，尤其是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这些在规范中对采用中国钢材提出明确技术要求的国家； 

• 拓展“欧盟标准钢材材料等效设计应用”专业指引的适用范围，加入俄罗斯钢

材材料的规范标准； 

• 通过更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及交流，提高中国钢材和钢结构的国际知名度； 

• 通过与业内知名的钢结构制造企业合作，提高其在国际建筑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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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香港分中心负责人简历 

 

香港分中心研究团队 
 

钟国辉教授于 2015 年 10 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任命

为中国国家钢结构工程研究中心（香港分会）主任。 

 

钟教授是著名的学术、科研工作者和结构工程师，在结构工程和钢

结构方面具丰富的专业知识。钟教授现为香港理工大学土木及环

境工程学系副系主任（学术发展），亦是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创

始会长。钟教授以不同身份为香港工程师学会及英国结构工程师

学会的联合结构分部提供服务。于 2013至 2015年，他担任结构工

程师协会理事会成员，并于 2016年 9月当选为英国结构工程师协

会副会长。 

 

钟教授于 1984 年在谢菲尔德大学获颁受一等荣誉学士学位及 Mappin勋章。同年，钟教

授获得香港青年基金会颁发的研究生奖学金，并赴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结构工程研究

学位。1988 年，获得钢结构工程博士学位。 

 

钟教授在英国钢结构工程协会担任研究工程师，然后于 1989 年 1 至 1995 年 4 月期间

担任高级研究工程师。钟教授于 19995年 5月回港工作，在两间国际知名的工程顾问公

司参与了多项钢结构和钢混组合高层建筑结构的设计及建造。在 1996 年 9 月加入了香

港理工大学从事科研教育工作至今。 

 

钟教授致力于多项跨学科工程分析和设计，特别是现代钢结构和钢混组合建筑结构。他

的专业领域包括结构系统的极限状态分析和基于性能的设计、建筑物和隧道中的结构消

防工程和防火设计、以及纂写设计规范。他发表了约 200篇会议与期刊论文，以及 9册

现代钢结构技术专业设计指南。钟教授多次获邀作多个国际会议和专题讨论会的主題講

者，以及为专业课程中担任专业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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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浩教授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以优异成绩获得土木工程学士

学位，并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任教授曾供职于一所香港

的国际知名工程顾问公司，从事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获多年的工程

顾问经验； 1995年至 1998 年期间在澳门大学担任土木工程助理

教授一职；2002 年，加入香港理工大学。 

 

任志浩教授发表了大量关于切口梁结构连接性能和强度的研究论

文。他还研究了节点板连接的抗压强度和性能，该研究成果被引入

了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 (ASCE) 和美国钢结构学会 (AISC) 编制

的设计纲要。 

 

任教授近期开展了将形状记忆合金属 (SMA) 材料应用于钢结构连接的研究，测试了循

环荷载下 SMA 螺栓和垫圈在外伸端板连接中的性能。任教授发表了多达 130 篇学术

文章于国际专业期刊和会议论文、研究专著、研究报告和设计指南等。 

 

任志浩教授现为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资深会员、香港工程师学会资深会员、香港营造师

学会资深会员、以及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资深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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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耀荣教授现为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珠海学院的客座教授，他于

2016 年 5 月起担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国家钢结构工程研究中心

（香港分中心）的资深研究员。 

 

麦耀荣教授 1981年成为香港注册工程师，1983年以结构工程师专

业资格加入香港房屋署，直至 2014 年 5 月退休，有 30 年公共服

务的经验。在晋升为香港房屋署首席结构工程师之前，他长期参与

大型设计和建筑项目，包括高层建筑、商业中心、和户内体育中心

等。在 90年代初以来，他专责于香港房屋委员会多个标准结构设

计和预制构件建筑项目。该专业技术现于房屋委员会房建项目中

广泛采用。 

 

自 2007 年起，麦耀荣教授获委任为首席结构工程师，于香港屋宇署独立审查组的结构

部门执行了 5 年管理工作。该部门负责审批向香港屋宇署申请施工的所有结构类文件，

包括新建、加建及改建工程。麦教授在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和建造技术方面有着丰富的经

验，也非常熟悉香港的建筑规范。因获屋宇署的授权处理房屋监管职责，麦教授一直以

来积极地参与屋宇署技术委员会领导的混凝土结构作业守则和钢结构作业守则起草工

作。 

 

同时，麦教授亦兼任房屋署的首席结构工程师，负责「房屋实验室」的监管工作，管理

所有直接授权的商业测试实验室，以及编制结构规范和结构标准。麦教授是测试和认证

领域专家，他在香港房屋委员会的项目中率先提出建筑材料产品认证制度，强调对上游

企业进行控制和审查。麦教授还负责管理所有中国内地工厂生产的预制构件、建筑材料

和建筑构件等材料，协调所有材料和结构的研究发工作，以及委任学术机构从事科研工

作。 

 

麦教授致力于土木和结构工程学生和毕业生的培训工作，拥有超过 15 年经验。他在任

职房屋署时已开始结构工程毕业生的培训，并一直担任香港工程师学会（HKIE）的主管

工作。他亦在大学和理工学院兼任教学工作，教授的专业课程包括：高层建筑和基础的

设计、预制结构、上层建筑结构和基础结构的施工技术、屋宇署结构类申请、产品认证、

实验室和工厂评审调研、及建筑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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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明博士被任命为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的常务

副秘书长。他现在是香港理工大学结构工程系的副教授。 

 

2001 年，陈博士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并被获颁一等

荣誉学位。及后，陈德明博士在奥雅纳（香港）工程顾问公司开

展了他的结构工程之路。2004年，他以优异成绩硕士毕业于伦敦

帝国理工学院，并获『志奋领奖学金』。之后，陈博士借着『多萝

西·霍奇金研究生奖』的资助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钢

管结构。于 2008年获帝国理工颁授博士学位。2007 年至 2014年

间，他在华威大学获取了博士后研究学位，并在获聘为教学人员。

现时，陈博士还是华威大学的名誉教学学者。 

 

陈博士自 2011 年得到英国工程师协会的专业会员资格。陈博士现为“欧盟钢结构设计

规范”起草委员会英国代表委员。同时也是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轄下的结构工程协会金

属技术委员会委员。 

 

2007年，陈德明博士被英国结构工程师协会授予「青年研究学者一等奖」。他的首名博

士生在 2012 年也获得了这项荣誉，而他的第二位博士生在 2013 年赢得了“Poster 

Category”的联合一等奖。 

 

陈德明博士现任《结构工程发展》杂志的副主编，同时也是《结构与建筑》（英国结构

工程师协会）、《高等钢结构建设》（国际期刊）、《钢及复合结构》（国际期刊）、《建筑结

构》（英国结构工程师协会）等期刊编辑部的成员。 

 

陈博士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基础设施的适应性，包括传统材料的高效应用以及新型高

强度建筑材料在结构连接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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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浩祥博士是中国国家钢结构工程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副秘书

长，香港理工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资深研究员。 

 

何博士于 2000 年获香港理工大学颁授土木和结构工程学士学位，

2005 年获土木及结构工程博士学位。 

 

何博士的主要研究项目包括高性能钢材、结构防火工程、计算流体

动力学和非线性结构分析。他的专业领域包括钢结构、冷弯钢结构

及金属结构、结构工程设计和结构防火设计。 

 

近年来，何博士正开展专门的理论模型和数值模型模拟技术研究，应用于火灾下建筑结

构和隧道结构的结构性能。此外，他提出多个用于火灾受损结构的维修和补强方案，其

实用性技术已在多项结构防火工程中得到应用。 

 

何博士亦积极参与了多个建筑业专业团体的学术交流活动，包括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冷弯金属结构协会、以及中国钢结构协会冷弯型钢分会建筑结构分部。 

 

何博士发表了多篇会议文件和技术报告，并多次在技术研讨会上进行讲学及专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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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晖博士于 2017年 1月被任命为中国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钢结构香港分中心的副总工程师，同时他现任香港大学土木工

程系客席副教授，及在香港理工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系任兼职

讲师。 

 

从 2012年到 2016年，李俊晖工程师曾任香港建造业议会(CIC)

高级经理 - 研究与发展部门。他是英国及澳大利亚特许土木工

程师、及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多年来，他在香港和世界各地管

理与参与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建设项目。为了促进技术创新及最

佳实践应用的目的，多年来李俊辉工程师管理与参与了各种建

筑相关的研究项目，促进研究的应用及执行，以及在香港建造业实施相关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项目涵盖了建造业各种领域，包括钢结构设计、施工技术、可持续发展、建设

健康和安全、建筑材料和生产效率等。 

 

在李俊晖工程师 2011 年返回香港之前，他是沃利帕森私人有限公司(Worley Parsons 

Pte Ltd)的首席工程师（土木及结构），及奥雅纳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Arup Singapore 

Pte Ltd.) 的高级工程师。他在各种项目中取得了丰富的设计、现场监理、工程规划和

施工管理的经验，这些项目包括大规模的轨道交通及铁路、机构、工业、高层商业和住

宅楼宇。身为项目团队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李俊晖工程师主要责任在施工方案及财务预

算方面满足客户的需求，同时也是新加坡、香港、中国内地、非洲及东北亚地区的多个

大型基建及建筑发展项目的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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