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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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4 月至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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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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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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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8 月 1 日，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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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众代表访问香港分中心，并
进行分中心揭牌仪式和签署工作备忘录。
备忘录主要包括以下重点项目：
i)
国产钢材钢构等效设计技术标准；
ii) 建筑用钢材钢构加工厂、钢结构及金属围护等钢构制品行业认证；和
iii) 金属围护系统抗风揭及长效性能研究。
此工作备忘录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全都记录在报告的附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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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建造业的
可能性，以配合传统的钢筋混凝土建造业。 建设钢结构和制造委员会的任务如下：
i）检视香港目前的施工实务，
ii）提出结构钢结构的通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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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将探讨香港钢铁建造业与中国钢铁业的协同效应，特别是那些有潜力为
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的钢铁建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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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分中心积极与各方进行合作, 以下是去年以来的主要合作情况：
9.1 2016 年 5 月香港分中心亦与上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了一份有关高强钢材钢构的建筑应用合作的工作备忘录。
9.2 2016 年 12 月 6 日，香港分中心与重庆大学签订技术合作交流协议。
9.3 2017 年 11 月 24 日，香港分中心与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及英国钢结构工程协三方
共同签署工作备忘录，携手合作关于钢结构的工程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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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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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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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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栋翘教授

墨尔本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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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分中心负责人
主任

锺国辉教授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副系主任及教授

副主任

任志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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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教授

何浩祥博士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资深研究员

副总工程师

李俊晖博士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资深研究员

资深研究员

邬伟雄工程师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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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岛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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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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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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绪红院士

重庆, 重庆大学

狄谨教授

重庆, 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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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产业交流
2 月 17 日

事件详情
中国, 北京,国家标准《组合结构技术规范》编制组成立暨
第一次工作会议
组织者: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2017 年
学术活动
2 月 18 日 及产业交
流

香港，第八届钢和铝合金结构国际会议
组织者:
香港大学
协办方: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英国结构工
程师学会、香港工程师学会、和香港钢结构学会

2017 年
学术活动
2 月 21 日

香港分中心顾问 David Nethercot 教授到访
特邀嘉宾:
伦敦帝国学院名誉教授、香港理工大 学建筑工程与钢结
构客座教授、香港分中心顾问 David Nethercot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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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月6日

学术活动

香港分中心顾问 Sritawat Kitipornchai 教授到访
特邀嘉宾:
昆士兰大学荣誉教授、香港分中心顾问 Sritawat
Kitipornchai 教授

2017 年
产业交流
4 月 10 日

香港，钢结构建筑委员会成立
委员会成员:
锺国辉教授、麦耀荣工程师、陈志发工程师、萧镇邦先生、
张伟文博士、梁国栋工程师、关启声工程师、李开原工程师、
邱海雁工程师、蔡少聪工程师、关建祺博士、何伟明工程师、
蔡伟森工程师、莫国豪工程师、陈滚生工程师、黎锷威先生、
刘子超先生、李其信先生、李树梁先生、陈景华博士

2017 年
学术活动
4 月 19 日

香港分中心顾问 Nelson Lam 教授到访
特邀嘉宾:
墨尔本大学 Nelson Lam 教授

2017 年
产业交流
4 月 20 日

香港分中心与香港市区重建局会议
组织者:
10

市区重建局主席苏庆和先生、多金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锦安先生

2017 年
专业培训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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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学术活动
5 月 18 日

伦敦大学 Brian Collins 教授到访
特邀嘉宾:
伦敦大学未来基建国际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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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月7日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Ahmed Elghazouli 教授到访
特邀嘉宾: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Ahmed Elghazouli 教授

学术活动

11

2017 年
学术活动
6 月 15 日

重庆大学狄谨教授到访
特邀嘉宾:
重庆大学狄谨教授

2017 年
7月
28-30 日

前往辽宁沈阳作技术访问

技术访问

2017 年
技术访问
7 月 31 日
-8 月 1 日

前往北京作技术访问

2017 年
8月2日

日本九洲工业大学山口荣辉教授到访
特邀嘉宾:

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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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九洲工业大学山口荣辉教授

2017 年
学术活动
8 月 10 日

香港理工大学荣誉讲座教授杨永斌教授到访
特邀嘉宾:
国立台湾大学的杨永斌教授

2017 年
技术访问
8 月 14 日

前往深圳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总部作技术访问

2017 年
产业交流
8 月 15 日

香港建造业议会到访
特邀嘉宾:
香港建造业议会研究与开发部黄明华博士、黎建培工程
师、林景威先生和李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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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学术活动
8 月 24 日

重庆大学王卫永博士到访
特邀嘉宾:
重庆大学王卫永博士

2017 年
学术活动
8 月 25 日 及
产业交流

香港，欧洲规范下的钢结构与组合结构设计国际研讨会
组织者:
香港大学并由香港工程师协会 （联合结构分部） 协助

2017 年
学术活动
8 月 29 日 及
-9 月 1 日 产业交流

韩国，一山（首尔），2017 结构工程与力学进展世界大会
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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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Techno 出版社旗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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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产业交流
8 月 31 日

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喻德明博士到访
特邀嘉宾:

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喻德明博士及新世界中国
地产有限公司吕文杰先生

2017 年
9月
16-17 日

产业交流

中国，深圳，中国钢结构协会专家委员会 2017 年工作会议
暨学术研讨会
组织者:
中国钢结构协会专家委员会

2017 年
9月
22-24 日

产业交流

中国,长沙,第四届建筑科学与工程创新论坛
组织者:
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中国土木工程学
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学部、
《建筑科学与
工程学报》编辑部、湖南大学、重庆大学及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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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专业培训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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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 月
11-13 日

产业交流

中国,西安,第 15 届东亚及太平洋结构工程及施工国际会议
组织者:
同济大学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7 年
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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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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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产业交流
11 月 2 日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代表团到访
特邀嘉宾: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交流部张森副部长、杨容处长、仇志
伟先生、中国交建林鸣总工程师、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王
涛 研究员、京港交流中心 邹重华博士
组织者:
香港理工大学

2017 年
产业交流
11 月 3 日

香港,过渡性预制组合房屋研讨会
特邀嘉宾: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苏伟文教授
组织者:
香港理工大学

2017 年
11 月
6-8 日

中国,浙江省,杭州市, 2017 中国钢结构大会暨浙江省钢结构
论坛
组织者:
中国钢结构协会、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浙江省钢结

产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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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行业协会

2017 年
11 月
22 日

产业交流

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到访
特邀嘉宾:
京港学术交流中心董事兼副总裁郭明华先生、学术与培
训部主管邹重华博士、科学与技术部主管、京港国际培训中心
副总经理林丽娟女士

2017 年
11 月
24 日

学术活动
及
产业交流

香港,国际钢结构与复合结构工程技术研讨会
特邀嘉宾:
香港发展局常任秘书长（工务科）韩志强工程师、英国
钢结构工程协会 Mark Lawson 教授、James Law
Cybertecture James Law 太平绅士、中建钢构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宏教授、奥雅纳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Naeem Hussain 工
程师、协兴建筑有限公司莫国豪工程师、中国凯德集团王隽
博士、马来西亚 Curtin University H.H. Lau 教授
组织者:
香港分中心、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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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7 日

产业交流

首钢集团来访
特邀嘉宾:
首钢集团董事、总经理张功焰先生及首钢集团副总经理
梁捷女士

2017 年
学术活动
12 月 7 日

东南大学副校长吴刚教授到访

2017 年
12 月
23 日

中国,重庆, IStructE 中国青年学者论坛 2017
组织者: 重庆大学、同济大学及香港理工大学

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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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心成员:
IStructE 副主席锺国辉教授为主讲者及筹务委员会成员之
一、 IStructE 理事会成员陈德明博士为筹务委员会成员之
一, 和胡亦飞先生为报告者及优秀报告三等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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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设情况
a) 新办公室
香港分中心已于二零一七年七月迁入位于香港理工大学 Z 座 Z106 室, 新办公
室的总面积约一百五十平方米，现时共有约二十名研究及行政人员。

b） 组织推广
香港分中心的对外推广措施如下:
i) 网站

b) 组织推广
香港分中心的对外推广措施如下:
i)

通讯

香港分中心出版了一份通讯，每个四月为一期，每年出版三次，以展示中心近
况及发展。过去及最新的通讯都可在以下网址找到：
https://www.polyu.edu.hk/国家中心-steel/newsletter.html

21

ii)

网站

香港分中心自去年十月推出网站以来，一直致力更新和完善网站的内容，中文
网站更于二零一七年十月推出，网址： https://www.polyu.edu.hk/ 国家中心steel/index_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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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媒体与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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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新宣传单张

香港分中心设计了中英文版各一份的新宣传单张，更新了内容和近期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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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力资源情况

香港分中心已经积极广纳贤才，除了主要科研与发展项目人员，共有科研与发展
项目人员二十多名及一名行政人员，在本年度亦有近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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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王隽博士 凯德集团 （中国）
林旭川博士 国家地震局 （中国）

3

苏梅博士

4

Prof. David Nethercot

5

Prof. Sritawat Kitipornchai

6

段文晖教授

7

Prof. Nelson Lam

墨尔本大学 （澳大利亚）

8

Prof. David Brown

钢铁建筑学院 （英国）

9

Prof. Brian Collins

伦敦大学 （英国）

10

Prof. Ahmed Elghazouli

11

班慧勇博士

12

狄谨教授

13

Prof. Balthasar Novak

14

Dr. Heiko Richter

15

山口荣辉教授

16

杨永斌教授

重庆大学 （中国）

17

互卫永博士

重庆大学 （中国）

18

Prof. Mark Lawson

19

Prof. H.H. Lau

深圳大学 （中国）
伦敦帝国学院 （英国）
昆士兰大学 （澳大利亚）

莫纳什大学 （澳大利亚）

伦敦帝国学院 （英国）

北京清华大学 （中国）
重庆大学 （中国）
斯图加特大学 （德国）

斯图加特大学 （德国）

九洲工业大学 （日本）

英国钢结构工程协会（英国）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马来西亚）

24

访问学者来自世界各地

财务状况

1.4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止，香港分中心的财政状况如下:




预算: $10.0 百万港币
- 创新科技署资金
- 香港理工大学资金

$ 5 百万港币
$ 5 百万港币

费用: $10.0 百万港币
- 人力成本:
- 设备购置:
- 日常开支:
- 研究经费:

$ 1 百万港币
$ 3.5 百万港币
$ 0.5 百万港币
$ 5 百万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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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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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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性 能钢材的有 效使 用 - Q690 至
Q960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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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户外钢结构的大气腐蚀

锺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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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议题 B 现代钢结构工程

潘智生 教授

36

锺国辉 教授
陈绍礼 教授
任志浩 教授

36
24
36

刘伟康 博士

24

陈德明 博士
林健文 教授

36
24

a） 香港钢结构产业发展的市场营销战略

陈炳泉 教授

18

b)

锺国辉 教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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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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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对高强钢结构建筑的先进有限元数值分析方法
c） 高性能钢材的有效应用—— Q690 ~ Q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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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高强钢管混凝土单面螺栓连接节点
c） 焊接机器检测系统
B3 工程设计和管理的国际专业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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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林向晖 博士
(香港城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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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锺国辉 教授

3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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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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专业刊物出版

香港分中心的研究人员于 2017 期间出版了一些专业刊物，包括期刊论文，会议论
文，书籍等，总结如下:
会议论文:
1. Chen J. B, Chan T. M., Castro, J. M. (2017).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structural
behavior of concrete-filled CHS columns under monotonic and cyclic loads. The 9th
Mainland-Hong Kong-Taiwan Symposium on Steel and Composite Structures (SCS2017), Hong Kong , China, 5 - 6 January 2017, 285-297 (In Chinese).
2. Qing-Yang Zhao, Ke-Jian Ma, Bo Shen, Michael C.H. Yam, Ke Ke (2017) “Analysis
of the brace axial rigidity of CHS KKX-joints with straight-pipe-cone-head”. The 2017
World Congress on Advances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 (ASEM17),
Mini-symposium on Innovative application in steel connections. 28 August – 1
September 2017, Ilsan (Seoul), Korea.
3. Michael CH Yam, Xuemei Lin, Cheng Fang, Tak-Ming Chan (2017) “Cyclic behaviour
of an innovative extended end-plate connection with shape memory alloys”. The 2017
World Congress on Advances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 (ASEM17),
Mini-symposium on Innovative application in steel connections. 28 August – 1
September 2017, Ilsan (Seoul), Korea.
4. Ke Ke, Yiyi Chen, Michael CH Yam (2017) “Seismic performance of high-strengthsteel frame with buckling hinge beams in energy dissipation bays”. EUROSTEEL 2017,
September 13 - 15, 2017, Copenhagen, Demark.
5. Ho-Cheung Ho, Meng Xiao, Xiao Liu, and Kwok-Fai Chung. “Tensile tests on high
strength steel materials using high precision measurements", EASEC 15 Conference,
11 - 13 October 2017.
6. Xiao Liu, Kwok-Fai Chung, and Ho-Cheung Ho. (2017). Strength reduction in S690QT welded sections under various heat input energy. The Fifteenth East Asia-Pacific
Conference (EASEC-15 2017), Xi’an, China, 11 - 13 October 2017, 902-909.
7. Ho-Cheung Ho, Xiao Liu, and Kwok-Fai Chung. (2017). Low cycle high strain cyclic
tests on steel coupons of high strength S690 steel weld metals. The Fifteenth East AsiaPacific Conference (EASEC-15 2017), Xi’an, China, 11 - 13 October 2017, 926-933.
8. Yi-Fei Hu and Kwok-Fai Chung. (2017). Numerical study on residual stresses in high
strength Q690 cold-formed circular hollow sections, Proceeding of the Fifteenth East
Aisa-Pacific Conference o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EASEC-15),
Xi'an, China, 11 - 13 October 2017, 910-917.

期刊论文:
1. Fei Xu, Ju Chen and Tak-Ming Chan （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 .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n performance of thin-walled CFST columns with encased buil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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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tice-angles under compression.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2. Fei Xu, Ju Chen and Tak-Ming Chan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Mechanical
behaviour of concrete-filled CHS connections subjected to In-Plane Bending.
Engineering Structures.
3. Jia-Lin Ma, Tak-Ming Chan, Ben Young.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Tests on high
strength steel hollow sections: A review. Structures and Buildings, Proceedings of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
4. Liu SW, Chan TM, Chan SL and So, DKL, “Direct analysis of high-strength concretefilled-tubular columns with circular and octagonal sections”,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vol. 129, 2017, pp.301-314.
5. Jiang, Wen-Qiang, Liu, Yao-Peng, Chan, Siu-Lai and Wang Zhang-Qi, “Direct
analysis of an ultra high-voltage lattice transmission tower considering joint effects”,
October 27, 2016,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SCE.
6. Du, Z.L., Liu, Y.P. and Chan, S.L., “A second-order flexibility-based beam-column
element with member imperfection”,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tructures, vol. 143, 2017,
pp.410-426.
7. Yao-Peng Liu, Shu-Jie Pan, Simon Wai-Kwong Leung and Siu-Lai Cha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long-span single-layer dome structures by direct analysis, HKIE
Transactions, 2017.
8. Zhu W, François R, Poon C S, et al. Influences of corrosion degree and corrosion
morphology on the ductility of steel reinforcement.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2017, 148: 297-306.
9. Shen MH and Chung KF. (2017). Structural behaviour of shear connections with solid
and composite slabs under co-existing shear and tension forces, Structures 9: 79-90.
10. Ma TY, Hu YF, Liu X, Li GQ and Chung KF. (2017).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into
high strength Q690 steel welded H-sections under combined compression and
bending,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138: 449-462.

刊物：
1. 欧盟标准等效钢材设计应用
2. 欧标 EN1993-1-1 钢结构设计技术指引

此外筹备中的刊物清单如下:
1.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High Rise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Hong Kong using
Prefabrication and Mechanization
作者:

麦耀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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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版欧标 EN1993-1-1 钢结构设计技术指引, 当中包括俄罗斯钢铁标準
作者:

锺国辉教授、何浩祥博士、周诚彬教授及李开原工程师

3. Technical Guide of Seismic Resistance Design for Regions of Low to Moderate
Seismicity
作者:

林栋翘教授及陈德明博士

4. Technical Guide – Structural Welding for Steel Construction （Hong Kong Practices）
作者:

Prof. Stephen Yeomans、锺国辉教授及邬伟雄工程师

5. 中国建筑用钢材技术手册
作者:

迟京东教授 （中国钢结构协会）、锺国辉教授

6. Design of High Strength S690 Steel Structures to EN1993-1-1
作者:

锺国辉教授、刘校博士及王凯

7. Technical Guide – Effectiv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o Structural Eurocodes for
Tubular Structures
作者: 陈德明博士、锺国辉教授、Prof. J. T. Han （中国钢结构协会）

8.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n Design of Tall Buildings
作者:

刘伟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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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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的欧标 EN1993-1-1 钢结构设计技术指引正在筹备中,当中包括俄罗斯钢铁标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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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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发展
3.1 香港钢结构发展
在香港，钢结构建筑常用于地基基础承载力欠佳的地区，目的是减轻建筑物的自重。而
对于超过 250 米的高层建筑，则常采用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一般而言，自重和风荷载
常控制着大多数建筑物的结构设计。而对于抗震设计，目前在香港仍没有强制要求。
香港的钢结构行业是由五十年代发展蓬勃的造船业演变而来的。造船业成就了大量的焊
接及钢构件组装人才和焊接技术及验测人员。他们勤奋努力、刻苦耐劳，为现代香港的
钢结构发展奠定了稳健的基础。在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基础建设飞速发展，而大量钢结
构建筑亦因此耸立维港两岸，成为今日香港的标志性建筑。
在七十年代，香港的高层建筑主要由英国的结构工程师设计。指定的英国钢材从英国跨
越半个地球船运至香港。因此，钢结构建筑是十分昂贵而少见的。其中一个经典案例就
是座落于中环的汇丰亚太区总部 ── 香港汇丰总行大厦。
现时所看到的香港汇丰总行大厦是为第四代的大厦建筑。整座建筑物高 180 米，共有 46
层楼面及 4 层地库，使用了 30,000 公吨钢及 4,500 公吨铝建成。大厦建造时所用的配
件绝大部分均为预制件。钢构件在英国制造，而玻璃、铝制外壳以及地板在美国制造，
服务设施组件则在日本制造。
其后在八十至九十年代，香港的高层钢结构大多数仍是由英国结构工程师设计，而香港
工程师则在多方面提供协助。然而，当时日本的钢构承建商能够提供等效的设计方案，
并采用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且符合英国钢材标准要求的钢材：



以日本钢材制造用于关键结构件中的大型钢构件，如高层建筑中的主要荷载框架
钢柱和大跨重载钢梁。
而其他次要钢构件或次要框架则采用来自世界各地的热轧型钢：比利时，南非，
澳大利亚等

其他的案例有位于港岛中环的中银大厦、皇后大道中的中环中心、还有同样坐落于中环
皇后大道的长江集团中心，以及主跨长 1,377 米、行车及铁路两用的悬索吊桥─ 青马
大桥。由于香港工程师熟悉英标建筑设计，他们得以参与多个英联邦国家的建筑工程项
目，成功打开国际建筑工程市场，在多个亚洲国家和中东地区开展业务。
进入千禧年代，越来越多的超高层建筑由英国和香港的工程师共同设计，而英国钢材仍
然惯常地被指定使用，以方便在投标中能够直接作出整体工程成本的比照。尽管如此，
香港和中国的承建商已经可以提供不同的等效钢结构设计方案，并采用优质的国产钢材
钢构。案例包括位于港岛中环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期、西九龙的环球贸易广场，以及主跨
为 1,018 米的双程三线高架斜拉桥 ─ 昂船洲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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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澳门许多超大型酒店和渡假设施均由香港工程及技术人员进行设计和建造，包
括香港建造业专才项目经理人、建筑师、工程师、测量师、承建商、建筑材料供货商、
第三方监理和检测机构的公司企业等，他们为这些建筑工程项目提供巨大的贡献。值得
留意的是，这些超大型酒店和渡假设施多是按美国的建筑标准进行设计，却由中国的承
建商建造。由于建筑要求严格，同时亦要求大跨度空间和有限的建造期，以致于许多建
筑结构都采用了钢结构。因此，香港建造专业人材在依照最新国际建筑工程标准工作时，
都获取了第一手运用美国建筑工程标准的经验，也同时支持了中国的建造业，尤其是钢
结构建造行业。这些在业界内积累起来的国际标准工程技术经验，是香港建造业非常重
要的资本，它应该更广泛地开发，进一步协助国家建造业面向国际建造市场。
为促进香港钢铁业的高效发展，香港分中心积极与业内伙伴，包括建筑公司、承建商及
有关机构等接触，收集香港设计及建造的标志性钢结构建筑工程,同时为香港及国内工
程师建立在线数据库。该数据库展示了香港工程师和中国工程师设计和建造的高层建筑
和大跨度桥梁的良好范例，并展示了钢结构领域的高水平专业成就。相关已完成的项目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看到:香港基建:
https://www.polyu.edu.hk/ 国 家 中 心 -steel/construction-hk-engineeringcompleted-projects_cn.html
中国基建:
https://www.polyu.edu.hk/
engineering_cn.html

国

家

中

38

心

-steel/construction-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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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期间，香港分中心进行了一系列采访和学者访问，并总结如下。有关这些
学术访问的详情，请参阅附录 E。
 2017 年 2 月 21 - 24 日香港分中心顾问 David Nethercot 教授到访。
 2017 年 3 月 6 - 7 日香港分中心顾问 Sritawat Kitipornchai 教授到访。
 2017 年 4 月 19 日香港分中心顾问林栋翘教授到访。
 2017 年 5 月 18 日伦敦大学未来基建国际中心主任 Brian Collins 教授到访。
 2017 年 6 月 7 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Ahmed Elghazouli 教授到访。
 2017 年 6 月 15 日重庆大学狄谨教授教授到访。
 2017 年 8 月 2 日日本九洲工业大学 Eiki Yamaguchi 教授到访。
 2017 年 8 月 10 日到国立台湾大学杨永斌教授到访。
 2017 年 8 月 24 日到重庆大学王卫永博士到访。
除了这些学术访问活动, 香港分中心亦于 2017 年举办及参与多个国际会议:
 2017 年 8 月 25 日欧洲规范下的钢结构与组合结构设计国际研讨会。
由香港大学举办主题为欧洲规范下的钢结构与组合结构设计国际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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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吸引了众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马来西亚、澳门和英国的专家，以及业界和学者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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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于韩国一山（首尔）举行的 2017 结构工程与力学进展
世界大会（AS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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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和林栋翘教授主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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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1 月 24 日国际钢结构与复合结构工程技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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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香港分中心）和香港
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共同组织的“国际钢结构与复合结构工程技术研讨会 2017”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成功举办，英国、马来西亚、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等来自政府、
大学、科研院所、专业机构、行业协会、发展商、承建商、建筑师、工程咨询公司的
130 多名代表出席了是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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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23 日 IStructE 中国青年学者论坛 2017
由重庆大学、同济大学及香港理工大学合办的 IStructE 中国青年学者论坛 2017 于
2017 年 12 月 23 日在重庆大学举行。分中心主任锺国辉教授为 IStructE 副主席、
主讲者及筹务委员会成员之一，而陈德明博士则为 IStructE 理事会成员及筹务委
员会成员之一, 和胡亦飞先生为报告者及优秀报告三等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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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业界交流
香港分中心于 2017 年进行了多项业界交流活动，以了解钢铁工程各方面的最新发展。
主要的交流活动如下：


2017 年 3 月成立钢结构建筑委员会。

高效钢结构施工和制造是发展繁荣的香港钢结构建筑行业的关键一步，可以降低行业整
体的建造成本的同时亦提供优质和可持续的制成品。经过与众多相关同行的讨论之后，
确定设立一个旨在成为行业发展和经验交流平台的钢结构建筑委员会是非常重要和有
效益的。
因此，香港分中心联合了政府部门、设计师、承包商、钢结构产品供应商及制造商和有
关实验室成立了这个委员会。钢结构建筑委员会成立于 2017 年 3 月，其职责如下：
1. 成立一个推广香港钢结构行业的平台。
2. 汇集施工和制造经验并提呈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以对现行公共和私人项目订定
规范的准则发挥积极影响。
3. 探索新型材料和钢结构施工技术并开展相应的预试验。
4. 为工程师、监理和工地及工厂质量保证和检测人员起草一系列关于钢结构施工实
践的手册。
5. 通过与业内主要的职业培训机构合作，增加在公共和私人项目中具备优异技能的
焊接工人的数量。
在 2017 年 4 月 10 日，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讨论了如下事项：
1. 在政府项目中使用的现行规范和在私人项目中咨询顾问采用的规程。
2. 关于现在工程师和监理的钢结构施工实践的专业手册。
3. 工厂和工地的质量保证和检测。
4. 通过培训机构，增加在公共和私人项目中具备优异技能的焊接工人的数量。

钢结构建筑委员会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举行首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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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0 日香港分中心与香港市区重建局召开会议。
香港分中心获市区重建局主席苏庆和先生邀请出席会议，目的为提出在香港是否
需要用预制钢结构的议题，并建立学术界与工业界在这一领域的联系。

从左至右：麦耀荣工程师、锺国辉教授、苏庆和先生、李锦安先生和任志浩教授。



2017 年 7 月 28 至 30 日前往辽宁沈阳作技术访问。
香港分中心到访辽宁沈阳和鞍山市，拜会鞍钢下属的 2 家单位，并与高校和科研
机构进行技术和学术交流。分中心本次出访的主要行程如下：
1. 参观鞍钢钢铁博物馆,了解新中国钢铁事业的发展;
2. 参观鞍钢中厚板厂，与鞍钢集团的科研团队进行技术交流；
3. 到访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和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与王国栋院士及其科
研 团队进行学术交流。

左起：冯玮女士、班慧勇博士、锺国辉教授、何浩祥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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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前往北京作技术访问。
香港分中心连同香港建筑金属协会到访北京，与多个行业协会、高校和科研机构
进行技术和学术交流。
分中心本次出访的主要行程如下：
1. 到访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商议编写《中国建筑用钢材技术工程应用指南》事
宜；
2. 到访清华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与高校教授们进行学术交流；
3. 到访中国建筑业和钢结构领域的多家协会和单位，与相关领导和技术人员进
行技术 交流，了解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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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8 月 14 日前往深圳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总部作技术访问。
香港分中心到深圳拜访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总部，进行技术探访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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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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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国辉教授与任志浩教授讲解香港中银大厦的主要结构图，
并赠予钢结构博物馆作展品。



2017 年 8 月 15 日，香港建造业议会研究与开发部到访。
香港建造业议会研究与开发部的黄明华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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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业议会期待香港分中心这些项目进展的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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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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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31 日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喻德明博士到访。
香港分中心喜获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喻德明博士及其新世界中国地产
有限公司同事吕文杰的到访。喻博士是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的专家及顾
问。
此外,香港分中心乐于作为学术机构加入世界高层建筑与城市人居学会，并期望
与学会一起开发发展香港区高层建筑。

左起：喻德明博士、锺国辉教授、吕文杰先生于香港理工大学结构工程研究实验室。



香港分中心出席 2017 年 9 月 16 至 17 日的中国钢结构协会专家委员会 20162017 年度工作会议暨学术研讨会。
由中国钢结构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办，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钢结构协会专
家委员会 2016-2017 年度工作会议暨学术研讨会于 2017 年 9 月 16 至 17 日在中
国广东深圳隆重举行。香港分中心主任锺国辉教授作为中国钢结构协会第七届理
事会常务理事、中国钢结构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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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岳清瑞、董石麟、周绪红、聂建国、张学凡。



香港分中心出席2017年9月22至24日的第四届建筑科学与工程创新论坛。
香港分中心主任锺国辉教授和香港分中心副秘书长陈德明博士受到中国工程院
院士、重庆大学校长周绪红教授的邀请参加了在长沙举行的第四届建筑科学与工
程创新论坛。锺教授同时受邀作了主题为“S690 高性能钢材的有效使用”的演
讲。锺教授和陈博士也被邀请参加了《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的编委会会议。此
外, 他们亦参观了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和他们的实验室。

院士、专家、工程师、教授和研究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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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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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名工程师参加了以下的活动：

a)

2017 年 5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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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多名工程师前来参加。

b)

2017 年 9 月 29 日，香港分中心和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续举办题为“欧标钢结
构设计”的专题讲座，由于反应热烈需要在同年 10 月 27 日加开另一场，合共吸
引了 200 多名工程师前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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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17 年 11 月 24 日，香港分中心和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共同举办了 2017 钢
结构与组合结构工程技术国际研讨会，共有超过 130 名工程师参加了这次研讨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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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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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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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伟雄工程师在 2017 年 6 月被委任为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香港分中心资深研究员。
邬工程师自 1990 年成为软件工程专业工程师，1994 年起成为电子
工程专业工程师。1992/93 年，为英国计算机学会(BCS)在英国伦敦
担任专业评审小组专家，1993 年至 1995 年在香港为该会担任专业
评审小组专家。 自 2000 年起，为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认可委员会
(HKCAAVQ)服务，参与高等文凭课程的认证至 2002 年。从 1995 年
到 1997 年他亦是香港工程师学会教育及考试委员会软件专业的代
表 。
邬工程师于 1975 年获得香港理工学院电子工程高级文凭后，在香港中华电力有限公司
任工程训练生。在 1979 年获伦敦帝国学院理硕士后在伦敦标准电话电缆公司(STC)工
作，参与数字电话交换系统 System X 的研制工作。其后返回伦敦帝国学院电气工程系
研究多微处理器电力系统的模拟，后又在计算机系参与第五代计算机和函數式程式语言
的研发。之后他于 1989 年任伦敦英王学院计算系的讲师。回到香港后，曾任职训局科
技学院(青衣)计算及数学系高级讲师。
过去二十年来，邬工程师在中国广东佛山，东莞，深圳等多家先进制造业工厂担任总经
理。他也曾在香港管理一家软件公司和一家节能照明公司。目前，邬工程师对焊接技术，
自动焊接技术，尤其是焊接对热影响区(Heat Affected Zone)的机械性能的影响感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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