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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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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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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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ITC）的经费政策，香港分中心自 2015/2016 财政年

度起每年可获得 ITC 的 5 百万元港币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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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 2018 年的施政报告于 2018 年 10 月公布，未来数年，创新科

技署将拨款增加一倍，拨往香港的各个國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及国家重

点实验室。因此，香港分中心从 2019 年 4 月开始每年从创新及科技基金收取 1,000
万港元，连同香港理工大学配对拨款, 每年经费为 1,500 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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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汝恒教授 

杨立伟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副校长（科研及創新） 

副校长（学生事务） 

李向东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 
建设及环境学院 

院长 
 

周绪红院士 重庆大学 前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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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科技大学 

中心主任 及 
前任会长 
教授 

曾滨教授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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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栋翘教授 

重庆大学 
 

墨尔本大学 

 

荣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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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副主任及常务秘书长 任志浩教授 
建筑与房地产系 

教授 

常务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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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教授 (研究) 
 

副秘书长 梁日晖博士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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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及新西兰 

 林栋翘教授    墨尔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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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广西，广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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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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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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021活动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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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活动类型 活动 

2021年 

1月 7日 

技术培养 组装合成建筑技术网络研讨会 - MiC：建筑行业的 COVID-

19大流行突破 

 
2021年 

1月 8日 

产业交流 与香港理工大学校园发展处探讨组装合成建筑的应用 

2021年 

1月 14日 

技术培养 组装合成建筑技术网络研讨会 - 钢管截面在 MiC中的应用

 
2021年 

1月 21日 

产业交流 香港分中心主任锺国辉教授参加于香港科学园举行的香港

创新组装合成建筑計划的开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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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21日 

技术培养 组装合成建筑技术网络研讨会 - 香港科技園創新斗室 – 

香港第一个混合 MiC试点项目 

 
2021年 

1月 22日 

产业交流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工务科项目策略及管控处到访

香港分中心 

 
2021年 

1月 25日 

产业交流 建造业创新及科技基金代表团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年 

2月 26日 

产业交流 见证将军澳跨湾连接桥主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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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 3日 

产业交流 京港學術交流中心董事及副總裁郭明華先生到访香港分中

心 

 

 
 

2021年 

3月 8日 

产业交流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教育科技部团

队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年 

3月 12日 

产业交流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工务科项目策略及管控处、土

木工程拓展署及屋宇署到访香港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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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 24日 

产业交流 京港人才交流中心代表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年 

3月 31日 

产业交流 组装合成建筑应用研讨会 

 
2021/04/01 产业交流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年 

4月 7日 

产业交流 多和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到访香港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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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 20日 

产业交流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JP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年 

6月 

奖项/成就 申请 5 项发明专利:  

 

(i) 一种冷弯几字形刚性剪力连接件 

(ii) 一种可拆卸垫块加强高强螺栓剪力连接件 

(iii) 一种应用于装配式钢 - 开孔预制混凝土板组合

梁中的并列异形 PBL 剪力连接系统 

(iv) 一种可拆卸的模块化集成结构模块 

(v) 一种可拆卸的组装合成建筑结构模组 

 

2021年 

6月 16日 

产业交流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年 

8月 

奖项/成就 广东省钢结构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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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3日 

产业交流 香港土木工程师学会技术研讨会先进桥梁建造技术 – 跨

湾连接路案例研究 

 
2021年 

9月 22日 

产业交流 江浩研究员到北京拜访 科技部副部长、工程院院士黄卫 

 
2021年 

9月 28日 

产业交流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 - 创新科技研讨会 

 
2021年 

9月 30日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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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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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 

奖项/成就 香港工程师学会卓越结构大奖 2021 - 研究及应用大奖 

   
2021年 

10月 21日 

奖项/成就 入围香港绿色建筑议会 - 环保建筑大奖(研究类别) 

获奖名单: http://www.gba.org.hk/Finalist.php 
 

 
2021年 

10月 23日 

展览 <创新演练展览>及开幕典礼于中环皇后大道中 93 号中环街

市地下绿洲举行 

主办单位：理大设计、协办单位：市区重建局及华懋集团 
https://www.sd.polyu.edu.hk/en/event/designing-central 

 

http://www.gba.org.hk/Finalist.php
https://www.sd.polyu.edu.hk/en/event/designing-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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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月 11日 

产业交流 大湾区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年 

11月 15日 

产业交流 中国五矿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年 

12月 2日 

产业交流 数码港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年 

12月 9日 

产业交流 中手游到访香港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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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10日 

产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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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16日 

产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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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活动的详细资料，参阅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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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设情况 

 

a) 新办公室 

 

香港分中心已于 2017年 7月迁入位于香港理工大学 Z座 Z106室, 新办公室的总

面积约 150平方米，现时共有约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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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实验室 
 
i) 结构工程研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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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焊接实验室 
 

   

c) 组织推广 

 

香港分中心的对外推广措施如下: 

 

i) 网站 

香港分中心自 2016年 10月推出网站以来，一直在积极更新和增强网站内

容，中英文网站于 2018年 10月进行了改版，提供计算机和流动装置版

本。 有关详情，请浏览我们的网站：https://www.polyu.edu.hk/cnerc-

steel/sc/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sc/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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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视频 

 

香港分中心特別制作了两段视频，分别为介绍香港分中心成立的短片及其研究成

果 的 短 片 ， 有 关 视 频 可 于 香 港 分 中 心 网 站 内 浏 览 ：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sc/news-events/media-centre 

 

 
 

iii) 通讯 

 

香港分中心出版了一份通讯，每四月为一期，每年出版三次，以展示中心近况及

发展。自 2018年 1月（即第 7期通讯），香港分中心的通讯设定了新的面貌和

更具吸引力的排版。过去及最新的通讯都可在以下网址找到：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sc/news-events/newsletter/ 
  

 
 

香港分中心通讯的中文版已经上线。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sc/news-events/media-centre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sc/news-events/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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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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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和相

关的行业新闻请参阅附录 B。 

 

浏 览 香 港 分 中 心 网 站 的 “ 媒 体 中 心 ”， 了 解 更 多 视 频 采 访 ：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sc/news-events/media-centre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sc/news-events/media-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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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分中心不时将相关行业新闻发布到网站上，以下是 2021年分享到网站的新闻，亦可

以 从 我 们 的 网 站 下 载 :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sc/news-

events/news/news2021/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sc/news-events/news/news2021/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sc/news-events/news/new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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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力资源情况 

香港分中心已经积极广纳贤才，以支援未来发展，其中包括了如下的人员名单： 

主要科研与发展项目人员 

人数 姓名 职位 
1 锺国辉教授 香港分中心主任及项目负责人 
2 

任志浩教授 香港分中心副主任、常务秘书长及项目

负责人 
3 

陈德明博士 自适应型管状结构力学性能实验室负责

人 
4 

何浩祥博士 香港分中心常务副秘书长及力学与钢铁

材料实验室负责人 
5 

梁日晖博士 高性能建筑材料与土 – 结构相互作用

实验室负责人 
6 陈炳泉教授 项目负责人 

7 Asif USMANI 教授 项目负责人 

8 戴建国教授 项目负责人 

9 董优博士 项目负责人 

10 David NAVARRO-ALARCON 博士 项目负责人 

11 焦增宝博士 项目负责人 

12 卫汉华博士 项目负责人 

13 陆永康博士 项目负责人 

14 Tarek ZAYED 博士 项目负责人 

15 潘智生教授 项目负责人 

 

科研与发展项目人员 

人数 姓名 职位 时期 

1 徐新蕊 研究助理 30/06/2020 – 10/01/2021 

2 刘校博士 副研究员 
博士后研究员 

17/06/2016 – 30/11/2017 
01/12/2017 – 31/03/2021 

3 冯玮女士 研究助理 
副研究员 

31/08/2016 – 31/08/2018 
01/09/2018 – 31/03/2022 

4 江浩先生 副研究员 
研究员 

01/09/2016 – 31/03/2020 
01/04/2020 – 31/03/2022 

5 金皓先生 
研究助理 
博士生 
副研究员 

01/12/2016 – 31/08/2018 
01/09/2018 – 31/08/2021 
01/09/2021 – 31/08/2022 

6 邬伟雄工程师 资深研究员 01/06/2017 – 31/0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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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林雪妹女士 博士生 
研究助理 

01/09/2017 – 31/08/2020 
04/09/2020 – 31/08/2021 

8 胡亦飞博士 

研究助理 
副研究员 
博士后研究员 
助理教授 (研究) 

18/09/2017 – 17/09/2018 
18/09/2018 – 01/10/2019 
02/10/2019 – 31/08/2021 
01/09/2021 – 31/08/2024 

9 伍万全先生 研究技术助理 08/01/2018 – 31/03/2022 

10 陈俊波博士 
博士生 
副研究员 
博士后研究员 

14/01/2019 – 13/01/2019 
14/01/2020 – 30/06/2020 
01/07/2020 – 30/06/2021 

11 肖婷予女士 研究助理 
副研究员 

22/03/2019 – 20/03/2020 
21/03/2020 – 31/03/2022 

12 麦耀荣教授 资深研究员 19/10/2020 - 30/04/2021 
13 何群先生 博士生 01/09/2019 – 31/08/2022 

14 肖蒙博士 副研究员 
博士后研究员 

05/09/2019 – 30/06/2021 
26/07/2021 – 31/03/2022 

15 陈书娴女士 博士生 01/09/2019 – 31/08/2022 

16 麦兆康先生 副研究员 20/01/2020 – 19/08/2021 

17 袁嘉輝先生 研究助理 
副研究员 

24/02/2020 – 31/08/2021 
01/09/2021 – 31/03/2022 

18 王景禧先生 研究技术助理 03/03/2020 – 31/03/2022 
19 李凯然女士 硕士生 10/03/2020 – 01/09/2021 
20 蔡炎城博士 助理教授 (研究) 07/07/2020 – 30/06/2023 
21 Timothy OLAWUMI 博士 博士后研究员 01/09/2020 – 31/08/2021 
22 周鹏先生 博士生 01/09/2020 – 31/08/2022 
23 陈韡先生 博士生 07/09/2020 – 31/08/2023 
24 张萍先生 博士生 07/09/2020 – 31/08/2023 

25 周玉仪女士 研究行政助理 05/10/2020 – 30/09/2021 

26 李晓明先生 副研究员 05/10/2020 – 30/09/2021 

27 郭芷晴女士 学生助理 16/10/2020 – 30/04/2021 

28 徐光海博士 博士后研究员 02/11/2020 – 31/03/2021 

29 Ghazaleh SOLTANIEH 博士 博士后研究员 03/11/2020 – 02/02/2021 

30 赵庆阳女士 研究助理 01/01/2021 – 31/12/2021 

31 王俊杰博士 博士后研究员 01/04/2021 – 30/06/2021 

32 王一川先生 研究助理 
副研究员 

01/02/2021 – 18/07/2021 
19/07/2021 – 31/03/2022 

33 汤展晴先生 学生助理 
研究助理 

18/05/2021 – 12/08/2021 
13/08/2021 – 31/03/2022 

34 吴品豪先生 学生助理 21/05/2021 – 12/0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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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刘伊敏女士 学生助理 15/06/2021 – 31/03/2022 

36 朱梦飞女士 副研究员 01/09/2021 – 31/08/2022 

37 郭亦彬女士 副研究员 01/09/2021 – 31/08/2022 

38 张志辉先生 研究技术助理 01/09/2021 – 31/03/2022 
39 Abdullah ABDULLAH 先生 博士生 01/09/2021 – 31/08/2024 

40 赵慎涛先生 博士生 01/09/2021 – 31/08/2024 

41 朱敏女士 博士生 01/09/2021 – 31/08/2024 

42 丁艳女士 副研究员 
博士生 

17/09/2021 – 28/12/2021 
29/12/2021 – 28/12/2024 

43 门朋飞博士 博士后研究员 01/11/2021 – 30/09/2023 

44 王晨博士 副研究员 01/11/2021 – 30/04/2022 
备注： 按合约的开始日期排序。  

 

行政管理人员名单 

人数 姓名 职位 时期 

1 吴嘉宜女士 行政主任 18/05/2016 – 30/04/2022 
 
 
 

 
访问学者来自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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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财务状况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止，香港分中心的财政状况如下: 
 

• 预算: $1,500 万港币 
- 创新科技署资金     $ 1,000 万港币 
- 香港理工大学资金    $ 500 万港币 

 
• 费用:  $1,500 万港币 

- 人力成本:       $ 580 万港币 
- 设备购置:      $ 150 万港币 
- 研究开支:      $ 450 万港币 
- 日常开支:       $ 20 万港币 
- 研究经费:       $ 300 万港币 

 
 
香港分中心的大型设备详情如下： 
 

a） 25,000kN 压缩测试系统– Matthew 2500 
 
为了支持对高强度钢柱和钢混凝土组合柱的结构性能进行实验研究，于 2019/20 年度

购买了 25,000kN 电液伺服控制的压缩测试系统。 该测试系统安装在结构工程研究

实验室中。 
 

 
 

25,000kN 压缩测试机 
(购于 2019/20 年度：$450 万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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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台独立的自平衡测试机，使用的预应力钢框架由 25,000 kN 的执行器组成，该

执行器由电动液压伺服动力装置控制。 它能够进行精确的载荷/位移控制测试。 该
测试系统提供了自动数据采集和分析，实时数据显示以及各种数据库管理功能。 此
外，还实现了通过互联网的数据传输和远程测试控制。 

 

b) 500 kN 多功能拉伸/压缩测试系统– Mark 500 
 
Mark 500 是 Instron�提供的多功能材料测试系统，已于 2016/17 年度购买。 它是一

种多功能的伺服液压疲劳测试系统，可以对最大 500kN 的材料和组件进行单调和循

环测试，并以极限容量的千分之一进行精确控制。 Mark 500 能够执行精确的应变控

制的高周疲劳测试以及韧性金属裂纹扩展测试。 最高功率频率为 10 Hz。 
 

   
500 kN 多功能拉伸/压缩测试系统 

(购于 2016/17 年度：$320 万港币) 
 

c) MTS 液压动力装置系统 

 
 

(购于 2020/21 年度：$90 万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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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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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于 2016 年度：$ 74 万港币）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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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于 2015 年度：$ 92 万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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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双金属复合钢的合作焊接探索 

 

2019 至 2021 年期间购入了兩台 UR5 和一台 UR10 机械臂，探索与现有 FANUC
机械臂的合作，焊接在一起以减少残余应力和变形。 

 

 

UR10 机械臂 

（兩台 UR5 和一台 UR10 机械臂购于 2019 – 2021 年度：$ 75 万港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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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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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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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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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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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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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周

期 
（月） 

金额 
（港币） 
以百万计 

自适应型管状结构力学性能实验室 陈德明 博士 36 $0.6 
腐蚀防护技术实验室 锺国辉 教授 36 $0.6 
力学与钢铁材料实验室 何浩祥 博士 36 $0.6 
韧性钢结构与智慧结构实验室 任志浩 教授 36 $0.6 
高性能建筑材料与土 – 结构相互作用实验室 梁日晖 博士 36 $0.6 

有关实验室的详情和具体进度请参考附录 B。 

 

以下是香港分行于 2018/19至 2020/21年度进行的研究与发展项目： 

 

项目标题 项目负责人 项目周

期 
（月） 

金额 
（港币） 
以百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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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国辉 教授 3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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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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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国辉 教授 
何浩祥 博士 

36 $2.0 

b)   高强度钢的循环变形特性 锺国辉 教授 
何浩祥 博士 

36 $2.0 

c)   建筑用高强度钢的焊接技术 锺国辉 教授 
邬伟雄工程师 

36 $2.0 

B2 高性能钢材 Q690 至 Q960 在超高层建筑中的应用 
 

a） 高强度 S690 钢及其焊接截面的磁滞

行为 
锺国辉 教授 
何浩祥 博士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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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强钢管混凝土单面螺栓连接节点 陈德明 博士 36 $2.0 
c） 高性能钢材的有效应用—— Q690 ~ 

Q960 
任志浩 教授 36 $2 

 

d) 高强钢在地基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梁日晖 博士 
 

12 $0.3 
B3 工程设计和管理的国际专业惯例  

a） 面向高层建筑模块化集成施工中物流

不确定性管理的建筑信息建模 
陈炳泉 教授 18 $0.5 

b) 香港高层住宅地基的设计与建造 锺国辉 教授 
麦耀荣 教授 

18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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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国辉 教授 
任志浩 教授 

36 $1.0 

 

以下是香港分会成立至 2017/18年度的研究项目： 

 

项目标题 项目负责人 项目周

期 
（月） 

金额 
（港币） 
以百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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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国辉 教授 3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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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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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国辉 教授 
何浩祥 博士 

3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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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c） 高性能钢材的有效应用—— Q690 ~ 
Q960 

任志浩 教授 3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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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国辉 教授 
何浩祥 博士 

24 $2.0 

b） 高强钢管混凝土单面螺栓连接节点 陈德明 博士 36 $2.0 
c） 焊接机器检测系统 林健文 教授 2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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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伟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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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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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国辉 教授 
江浩  先生 

2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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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国辉 教授 
任志浩 教授 

36 $1 

 

 

 

项目标题 

 

 

项目负责人 

 

项目周期 

（月） 

金额 

（港币） 

以百万计 

 

组装合成建筑法的最佳构建过程、顺序和

组装 

 

Tarek Zayed

教授 

 

 

12 $0.4 

 

使用 OpenSEES 进行 Plasco 构建的崩溃分

析 

 

Asif Usmani 

教授 

 

 

12 $0.3 

 

应用于海洋基础设施的具有自清洁功能的

先进防腐蚀涂层 

 

 

戴建国 教授 

 

 

12 $0.4 

 

钢结构房屋的抗震性能和韧性评估 

 

董优 博士 

 

12 $0.3 

 

组装合成建筑法的可移动房屋 

 

陆永康 博士 

 

12 $0.5 

 

开发由人工神经网络用于自动焊接缺陷分

类方法 

 

 

卫汉华 博士 

 

 

12 $0.5 

 

纳米粒子增强建筑应用的高强度可焊钢的

组织控制和性能优化 

 

 

焦增宝 博士 

 

 

12 $0.4 

 

 

不确定建筑环境下协助机器人焊接的自适

应视觉模型 

David 

Navarro-

Alarcon  

博士 

 

 

 

12 $0.3 

 

项目的详情和具体进度请参考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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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专业刊物出版 

 

香港分中心的研究人员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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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1. Qian, J. and Dong, Y.* (2021). Surrogate-assisted performance-based earthquake 
engineering incorporating vector intensity measure and complex dependence, Engineering 
Mechanics Institute Conference and Probabilistic Mechanics & Reliability Conference, 
Virtual Event, May 25-28, 2021. 

2. Chung, K. F., Ho, H. C., Liu, X., Wang, K., & Hu, Y. F. (2021). Compression Tests on 
High Strength S690 Welded Sections with Various Heat Energy Input. In EASEC16 (pp. 
1525-1533). Springer, Singapore. 

3. Guo, Y. B., Ho, H. C., Xiao, M., Liu, X., & Chung, K. F. (2021). Structural Responses of 
High Strength S690 Welded Sections Under Different Cyclic Actions. In EASEC16 (pp. 
1569-1578). Springer, Singapore. 

4. Ho, H. C., Xiao, T. Y., Chen, C., & Chung, K. F. (2021, February). Determination of true 
stress strain characteristics of structural steels using Instantaneous Area Method. In 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 (Vol. 1777, No. 1, p. 012070). IOP Publishing. 

5. Ho, H. C., Chung, K. F., & Guo, Y. B. (2021). Transformation Rules on Engineering Stress 
Strain Curves of S690 Funnel-Shaped Coupons. In EASEC16 (pp. 1535-1545). Springer, 
Singapore. 

6. Hu, Y. F., & Chung, K. F. (2021). Investigations into Compression Behaviour of T-Joints 
Between S690 Circular Hollow Sections Under Brace Axial Force. In EASEC16 (pp. 
1547-1557). Springer, Singapore. 

7. Xiao, M., & Chung, K. F. (2021). Structural Behaviour of High Strength S690 Cold-
Formed Structural Hollow Sections Under Compression. In EASEC16 (pp. 1559-1568). 
Springer, Singapore. 

 
期刊论文 (2021): 
1. O. Zahra, S. Tolu and D. Navarro-Alarcon. Differential Mapping Spiking Neural Network 

for Sensor-Based Robot Control, Bioinspiration & Biomimetics, vol. 16, no. 3, pp. 036008 
2021. 

2. P. Zhou, R. Peng, M. Xu, V. Wu and D. Navarro-Alarcon.  Path Planning with Automatic 
Seam Extraction over Point Cloud Models for Robotic Arc Welding, IEEE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Letters (RA-L), vol. 6, no. 3, pp. 5002–5009, 2021. 

3. Xuhong Zhou, Huanyang Zhang, Ke Ke, Lihua Guo, Michael C.H. Yam (2021) “Damage-

control steel frames equipped with SMA connections and ductile links subjected to near-

field earthquake motions: A spectral energy factor model.” Engineering Structures, 239: 

112301. 

4. Ke Ke, Michael Yam C.H., Xuhong Zhou, Fuming Wang, Fei Xu (2021) “Energy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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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igh-strength-steel frames with energy dissipation bays under repeated near-field 

earthquakes.” Steel and Composite Structures, 40(3): 369. 

5. Xiuzhang He, Ke Ke, Lihua Guo, Michael C.H. Yam, Zhihui Wang (2021) “A replaceable 

fuse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connection: Force transfer mechanism and design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183, 106760. 

6. Jingzhou Zhang, Michael C. H. Yam, Ran Feng (2021) “Analytical prediction on static 

collapse resistance of steel frames in multi-interior-column-removal scenarios.” Structure 

and Infrastructure Engineering. 

7. Jingzhou Zhang, Michael C. H. Yam, Ghazaleh Soltanieh, Ran Feng (2021) “Collapse 

resistance of steel frames in two-side-column-removal scenario: Analytical method and 

design approach.”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 Vol. 78, No. 4 485-496. 

8. G.A. Anwar, Y. Dong*, and Y. Li. (2021). “Performance-based decision-making of 
buildings under seismic hazard considering long-term loss, 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 
Structure and Infrastructure Engineering, 17 (4), 454-470. 

9. Chen, J., Chan, T. M., & Chung, K. F. (2021). Design of square and rectangular CFST 
cross-sectional capacities in compression.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176, 
106419. 

10. He, X. H. C., Chan, T. M., & Chung, K. F. (2021). Effect of inter-module connections on 
progressive collapse behaviour of MiC structures.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185, 106823. 

11. Ho, H. C., Guo, Y. B., Xiao, M., Xiao, T. Y., Jin, H., Yam, M. C. H., Chung, K. F., & 
Elghazouli, A. Y. (2021). Structural response of high strength S690 welded sections under 
cyclic loading conditions.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182, 106696. 

12. Hu, Y. F., Chung, K. F., Jin, H., Ban, H., & Nethercot, D. A. (2021). Structural behaviour 
of T-joints between high strength S690 steel cold-formed circular hollow sections.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182, 106686. 

13. Lin, X. M., Yam, M. C., Chung, K. F., & Lam, A. C. (2021). A study of net-section 
resistance of high strength steel bolted connections. Thin-Walled Structures, 159, 107284. 

14. Lin, X. M., Yam, M. C., Chung, K. F., Ke, K., & He, Q. (2021).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tudy on net section resistance of high strength steel staggered bolted 
connections. Engineering Structures, 247, 113111. 

15. Pandey, M., Chung, K. F., & Young, B. (2021).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and design of 
fully chord supported tubular T-joints. Engineering Structures, 239, 112063. 

16. Pandey, M., Chung, K. F., & Young, B. (2021). Design of cold-formed high strength steel 
tubular T-joints under compression loads. Thin-Walled Structures, 164, 107573. 

17. Wang, K., Xiao, M., Chung, K. F., & Nethercot, D. A. (2021). Lateral torsional buckling 
of partially restrained beams of high strength S690 welded I-sections.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184, 106777. 

18. Zhou, X., Liu, J., Wang, X., Liu, P., Chung, K. F., & Wei, W. (2021). Stru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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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and compression resistances of thin-walled square CFST columns with steel 
lining tubes.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147(7), 04021105. 

19. Fang, H.’, Chan, T.-M* and Young, B. (2021).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investigations of octagonal high-strength steel tubular stub columns under combined 
compression and bending”,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Vol. 147, No. 1, 04020282-
1 to 04020282-10, ASCE. 

20. Singh, T. G.’, and Chan, T.-M.* (2021). “Effect of access openings on the buckling 
performance of square hollow section module stub columns”,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Elsevier Science, Vol. 177, 106438. 

21. Chen, J., Fang, H.’ and Chan, T.-M.* (2021). “Design of fixed-ended octagonal shaped 
steel hollow sections in compression”, Engineering Structures, Elsevier Science, Vol. 228, 
111520. 

22. Debnath, P.P. and Chan, T.-M.* (2021). “Tensile behaviour of headed anchored Hollo-
Bolts in concrete filled hollow steel tube connections”, Engineering Structures, Vol. 234, 
111982. 

23. Fang, H.’, Chan, T.-M* and Young, B. (2021). “Structural performance of concrete-filled 
cold-formed high-strength steel octagonal tubular stub columns”, Engineering Structures, 
Vol. 239, 112360. 

24. Debnath, P.P. and Chan, T.-M.* (2021). “A comprehensive numerical approach for 
modelling blind-bolted CFST connections”, Structures, Vol. 33, 2208-2225. 

25. Zhu, J.-Y., Chen, J. and Chan, T.-M. (2021). “Analytical model for circular high strength 
concrete filled steel tubes under compression”, Engineering Structures, Vol. 244, 112720. 

26. Cai, Y., Chan, T.-M.* and Young, B. (2021). “Chord plastification in high strength steel 
circular hollow section X-joints: testing, modelling and strength predictions”, Engineering 
Structures, Vol. 243, 112692. 

27. He, X.-H.-C.’, Chan, T.-M.* and Chung, K.-F. (2021). “Effect of inter-module connections 
on progressive collapse behaviour of MiC structures”,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Elsevier Science, Vol. 185, 106823. 

28. Chen, J. and Chan, T.-M. (2021). “Compressive behaviour and design of compact to 
slender octagonal concrete-filled steel tubular stub columns”, Thin-Walled Structures, Vol. 
167, 10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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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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欧盟标准等效钢材设计应用 (由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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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包括俄罗斯钢铁标准，已经起草

和汇编以供国际咨询。预计将于 2019年底完成该文件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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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标 EN1993-1-1 钢结构设计技术指引 (由香港建造业议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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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欧盟标准等效钢材设计应用 

本专业指南由香港分中心主任锺国辉教授、何浩祥博士、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周诚彬教授和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的李开源先生一同编撰, 并由分中心萧定邦先生和冯玮女士

协助筹备。 

由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国家钢结

构工程研究中心、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和澳门金属结构学

会联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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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高层住宅的预制构件设计和机械化施工 PG-001 
 

在香港，预制建筑于 1990 年代首次用于公共住宅建筑，

是 1990 年代提高质量和生产率的有效手段。近年来，房

地产开发商经常采用预制结构来建造私人住宅。据估计

，在过去几年中，超过 40％的本地建筑市场可大致分为

预制建筑。 
 
预制施工技术利用标准化和机械化的优势，并通过认真

实施和严格评估来促进持续改进。在过去的三十年中，

成功建造了数百栋 30 至 40 层的住宅楼之后，香港建筑业

在预制建筑技术的各个方面开发了丰富的技术知识：规

划，建筑和工程设计，建筑管理和方法，长期保护和维

护以及结构修复和加强。这代表了过去三十年来许多香

港设计师，工程师和建筑商的综合智慧。 
 

香港分中心致力于在香港推广用于可持续基础设施的现代建筑技术。 香港分中心还希望

向香港及大湾区周边城市的建筑行业的众多专业人士介绍有效的建筑技术。因此，香港

分中心根据其在公共房屋设计和建造方面的丰富经验，邀请了麦耀荣教授来编写预制建

筑技术的专业指南。因此，本专业指南题为“使用预制和机械化设计和建造香港的高层

住宅建筑”，旨在介绍与高层住宅建筑有关的预制建筑技术的各种技术知识，以期促进

新一代的设计师，工程师和建筑商掌握这些知识。 
 

 
(5) 专业指导手册: 低至中度地震地区建筑物和结构的设计 PG-002  

 

由亚太地区作者的共同努力以及一带一路国家（如马来西亚

和印度）的参与，香港分中心出版了<<低至中度地震地区建筑

物和结构的设计>>的专业指导手册。 

 

该手册为评估亚太地区不同地区的中低地震活动提供了关键

技术指导。 还提供了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地震作用的结构

设计的技术指导。 
 
本专业指南的编写源于 2017 年 8 月国际地震与结构会议上建

立的共享平台。该领域的专家聚集在韩国首尔，就“低发地区

的代码开发”这两个特殊主题进行了技术介绍。中度地震：I）
地震危险性研究，II）建筑物的结构设计”。在接下来的几个

月中，主要贡献者之间的交流得出结论，迫切需要一份技术出版物，该出版物将指导中

低地震活动地区的建筑物设计，并帮助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应对与以下方面有关的挑战： 
 
i）确定用于设计的适当地震作用模型，以及 
ii）应对已识别风险的建筑物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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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地区知名机构的捐助者的支持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过去六个月来制作的《专业指南》已经出版。 
 
本专业指南包括两个部分，共十四章。 A 节重点介绍设计注意事项和方法：简介（第 1
章），一般设计注意事项（第 2 章），地震荷载（第 3 章），结构分析（第 4 章），具体设

计（第 5 章），钢结构设计（第 6 章），案例研究（第 7 章）和转移结构（第 8 章）。 B 部

分介绍了来自以下国家的报告：中国（第 9 章），印度（第 10 章），韩国（第 11 章），马

来西亚和新加坡（第 12 章），斯里兰卡（第 13 章）和越南（第 14 章）。 
 
 

(6) 香港钢结构建筑的发展策略 
 
钢作为一种结构材料，已经在建筑中使用了两个多世纪。在

世界许多地区，钢结构在可施工性，可持续性，精确度和美

观性方面均优于钢筋混凝土结构。但是，在香港，钢结构不

如钢筋混凝土结构好。多年以来，建筑业已证明其效率和竞

争力已成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首选。结果，与钢结构相比，

建筑从业人员通常对钢筋混凝土结构更为熟悉。 
 
由于近年来中国钢材和结构钢的大量供应，钢结构通常被

认为是香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进行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研究成功的钢结构项目，征求各利益相

关方的意见和共识，以便制定营销策略以促进香港的钢结

构。 
 

本书由香港分中心其中一个研究项目团队制作，以建筑及房地产学系系主任陈炳泉教授

领导，旨在通过案例研究和调查来概述市场，以得出对近期前景以及香港钢结构发展的

营销策略的结论。 
 
 

(7) 中国建筑钢结构用钢材生产和规格技术指南 
 

为了促进中国钢材在海外建设项目中的广泛使用，香港分

中心编制了<<中国建筑钢结构用钢材：生产和规范技术指

南>>。该技术指南概述了中国钢铁工业，各种钢材的常用

生产方法，基本钢材规格和编码结构钢设计。 还介绍了国

家钢结构协会及其主要活动。 它将在全球的设计和施工工

程师之间传播，并有望成为海外设计和施工工程师使用中

国钢材的权威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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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高层住宅地基的设计与建造 

 
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相比，香港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下

土壤/岩石特征，大部分分解的花岗岩都覆盖在花岗岩

成分的岩石上。 在许多基础岩石水平较高的城市地区，

采用的基础主要是搁在岩石地层上的端承桩。 但是，

在开垦区，分解的花岗岩层和上覆的填充物和海相沉积

物可能非常厚，因此，地基通常由摩擦桩组成。 由于

香港高层建筑的蓬勃发展，这些地基系统经常涉及使用

大量的和/或大量的桩，并且动员重型设备和设备来安

装这些桩的情况并不少见。 结果，不可避免地需要基

础工程师和监督团队对设计和建造高度专业化的知识

和经验的需求。 

 

香港分中心致力于在香港推广用于可持续基础设施的现代建筑技术，並且希望向香港

及大湾区周边城市的建筑行业的众多专业人士介绍有效的建筑技术。 因此，香港分

中心根据其在公共房屋设计和建造方面的丰富经验，邀请了麦耀荣教授阁下为高层建

筑基础编写了专业指南。 本专业指南题为「香港高层住宅地基的设计与建造」，旨在

向设计和建筑工程师介绍高层住宅基础的各种建造技术。 
 
 
筹备中的刊物清单如下: 

 
1. 第二版欧盟标准等效钢材设计应用 

作者:  锺国辉教授、何浩祥博士、周诚彬教授及李开原工程师 
 

2. 第二版欧标 EN1993-1-1 钢结构设计技术指引 
作者:  锺国辉教授、任志浩教授、何浩祥博士 
 

3. 管状结构欧洲结构的有效设计和构造技术指南 
作者: 陈德明博士、锺国辉教授 
 

4. 钢结构的结构焊接（香港）技术指南 
作者: Stephen Yeomans 教授、锺国辉教授及邬伟雄工程师 

 
有关的详细资料请参考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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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钢结构发展 

3.1 香港钢构行业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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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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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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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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erc-steel/sc/construction/hong-kong-

engineering  

中 国 基 建 :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sc/construction/chinese-

engineering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sc/construction/hong-kong-engineering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sc/construction/hong-kong-engineering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sc/construction/chinese-engineering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sc/construction/chinese-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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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术交流 
 

因受疫情影响, 香港分中心的海外、国内交流活动及学者访问都无法如常举行，唯

分中心仍努力举办线上活动, 当中包括： 
 
 
• 2021 年 9月 30日 香港分中心举行第二届年度技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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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年 8 - 12 月香港分中心工程研究研讨会 

 
2021 年 8 至 12 月期间，香港分中心每个月都组织了工程研究研讨会，让研究人

员作为分享他们最新研究发现和交流的平台。 

 
 

• 组装合成建筑技术的网络研讨会 
 
自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 月香港分中心与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联合举办

一系列有关组装合成建筑技术的网络研讨会。通过分中心网站、ZOOM 和 YouTube 

在内的各种平台吸引了 1,000 多名观众。有关详情可以在以下位网站浏览和重

温：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en/mic/webinar/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en/mic/web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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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装合成建筑技术网络研讨会 - MiC：建筑行业的 COVID-19 大流行突破 

 

2021 年 1 月 7 日，我们很荣幸邀得香港理工大学建筑与房地产系助理教授(研

究)Amos Darko 博士分享他的研究成果。是次网络研讨会有超过 300 位工程师和

学者参加，与会人员亦积极参与问答环节。 

 

 
 

 

• 组装合成建筑技术网络研讨会 - 钢管截面在 MiC 中的应用 

 
香港分中心与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联合举办的第三個有关组装合成建筑技术的

网络研讨会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举行，以提供有关组装合成建筑技术的研究结果

和工程应用的最新信息。我们很荣幸邀得香港理工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副教

授陈德明博士分享他的研究成果。是次网络研讨会有超过 270 位工程师和学者参

加，与会人员亦积极参与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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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装合成建筑技术网络研讨会 - 香港科技園創新斗室 – 香港第一个混合 MiC

试点项目 

 
香港分中心与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联合举办的第四個有关组装合成建筑技术的

网络研讨会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举行，以提供有关组装合成建筑技术的研究结果

和工程应用的最新信息。我们很荣幸邀得協興建築有限公司工程项目经理呂穎姿

女士分享她的经验。是次网络研讨会有超过 280 位工程师和学者参加，与会人员

亦积极参与问答环节。 

 

 
 

 

有关这些学术访问的详情，请参阅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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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业界合作 

香港分中心于 2021 年进行了不同的业界交流活动，以了解钢铁工程各方面的最新发展, 

更重点分享有关高强钢在建筑中的应用。主要的交流活动如下：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工务科项目策略及管控处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 年 1 月 22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工务科项目策略及管控处处长邝家

陞先生及其团队到访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 建造业创新及科技基金代表团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 年 1 月 25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助理秘書長 (工務政策) 戴立科先

生和建造业议会创新及科技基金注册事务助理总监李蔼恩女士及其团队到访香港

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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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澳跨湾连接桥 

 
2021 年 2 月 26 日锺国辉教授获发展局常任秘书长林世雄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长

刘俊杰的邀请见证将军澳跨湾连接桥的最终安装。AECOM 和中国路桥的代表也出

席了会议。锺教授介绍了在重载构件和大跨度结构的公共工程中使用高强度 S690

钢的好处，例如公路桥梁和人行天桥、隔音屏障和钢桩。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工务科项目策略及管控处、土木工程拓展署及屋宇署

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 年 3 月 12 日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工务科项目策略及管控处处长邝

家陞先生协调联络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长刘俊杰先生及屋宇署署长余德祥先生带领

其所属团队到访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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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港人才交流中心代表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 年 3 月 24 日京港人才交流中心总经理刘志明先生带领他的团队到访国家钢

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 多和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到访香港分中心 

 

2021年 4月 7日多和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常务董事李錦安先生及苏庆和先生到访

香港分中心。代表团参观了香港理工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的结构工程研究实

验室並检阅香港分中心进行的大型结构测试的研究和测试能力。香港分中心还向

代表团介绍了有关高强度 S690和 S960 钢的许多研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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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JP 到访香港分中心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先生带领其代表团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到访香港分中心。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教授、香港分中心主任锺国辉教授以及分

中心所有主要人员热烈接待了代表团。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到访香港分中心 
 

继土木工程拓展署于 2021 年 3 月中旬到访香港分中心后，土木工程拓展署助理

署長(技術)關順行博士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率领 10 名高级工程师到访香港

分中心，探讨 S690钢在建设工程上应用的土木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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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浩研究员到北京拜访 科技部副部长、工程院院士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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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湾区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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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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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五矿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到访香港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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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码港到访香港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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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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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手游到访香港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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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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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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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活动的详情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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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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分中心举办了不同专

题讲座和技术研讨会等培训活动，共超过一千名工程师及建筑业业界人士参加了活动： 

 
• 组装合成建筑应用研讨会 

 

香港分中心举办了有关组装合成建筑应用的研讨会，供业界人士、研究人员和使

用者一起讨论並分享他们在香港应用组装合成建筑的经验和疑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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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nerc.gov.cn/index/ndbg/list_detail.aspx?column=openservice&yea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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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 - 创新科技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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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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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活动的详情见附录 D。  



56 

 

4. 香港分中心参与及推动科研发展的贡献 

4.1 香港创新科技的最新发展 

 

自 2015年成立以来，香港分行一直为钢铁建筑业提供工程研究和咨询支持，这与习近平

主席的创新和技术政策保持一致： 

 

• 加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之间的科技合作； 

• 支持该地区成为国际创新技术中心；和 

•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科学家为国家实力建设做出贡献。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中国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处，科学技术部以及国务院港澳事务

办公室联合举办“内地与香港创新科技合作论坛”于 2018年制定了香港特区政府的长期

创新技术发展战略。为应对这一长期发展战略，香港分公司在各个感兴趣的领域做出了

杰出的贡献： 

 

• 香港的创新科技； 

• 一带一路倡议；和 

• 大湾区。 

 

2017 年 6 月, 24 名在港中国科学院院士及中国工程院院士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写信，表达了报效祖国的迫切愿望和发展创新科技的巨大热情。

习近平对此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并迅速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促进香港和内地加

强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支持香港科技界为建设科技强国、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为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中联办协力，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举办了「内地与香港创

科合作研讨会」。由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并有国家科学技术部副部长黄卫来港

出席的研讨会，就是为了推广加强香港与内地创科合作。  

 

黄卫认为习主席一直牵挂香港的发展，今次的措施是一大突破，中央会继续支持爱国爱港

的科学家发展科研。他又指，香港具有雄厚科技基础，拥有众多爱国爱港高质素科技人才，

支持香港成为国际科技中心、发挥内地和香港各自科技优势，是实现「一国两制」的应有

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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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今日（五月十五日）在添马政府总部出席内地与香港创科合作研讨会，并与创新

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右一）、国家科学技术部副部长黄卫院士（左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黄

柳权（右二）和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谭铁牛合照（左一）。 

行 政 长 官 出 席 内 地 与 香 港 创 科 合 作 研 讨 会 致 辞 短 片 :http://isdhk-webcast-

004.dedicatedserver.hk/vod/?id=8271&video=avc/news/2018/ce/ce1505b.mp4 

 

长期以来，国家对推动香港的创科发展都非常支持。国家科技部与香港特区政府早在 2004

年便成立了「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委员会」，负责制定和统筹两地的科技交流和合作。自

2005年起，国家科技部共批准设立了 16个国家重点伙伴实验室在香港各大院校。为了进

一步发展与中国之间的技术合作，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 2011年访港期间宣布成

立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2012 年至今，已有 6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

港分中心获批成立。而于 2015 年 10 月成立的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更是唯一一个香港分中心被指定为促进香港建设研发和工程应用的分中心。 

 

香港理工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副系主任、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中心香港分中心主任

锺国辉教授，在 2018 年 5 月 16 日接受多间媒体访问时表示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财

政科技计划」有利于香港科技界制订长远科研计划，吸引全世界最好的科研人员来港，推

动建立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亦将有利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连

手内地企业推动中国钢材「走出去」。他指在新政策下，国家科研资金「过河」，可加快相

关项目科研进度。因为以前资金不能过境，香港科研人员申请国家项目后须到内地作研

究。惟部分香港科研人员都在大学任教，每月只有几天回内地做研究，进度比较慢。他认

为此次习主席的指示是对香港科技界的整体支持，希望未来几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

香港有很多科技人员都希望通过这个新的安排，跟内地科研接轨与合作。 

 
香港分中心主任锺国辉教授接受大批媒体采访 

大公文汇全媒体访问短片:http://v.wenweipo.com/video/17920 

香港商报访问内容: http://www.hkcd.com.hk/pdf/201805/0517/HA02517CGAB.pdf  

http://isdhk-webcast-004.dedicatedserver.hk/vod/?id=8271&video=avc/news/2018/ce/ce1505b.mp4
http://isdhk-webcast-004.dedicatedserver.hk/vod/?id=8271&video=avc/news/2018/ce/ce1505b.mp4
http://v.wenweipo.com/video/17920
http://www.hkcd.com.hk/pdf/201805/0517/HA02517CGA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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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与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交流合作 

香港分中心自成立以来与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中心）积极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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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过去几年的工

作给予了高度赞赏。香港分中心乃由中国冶金建设研究院管理，而岳清瑞教授也是中国

冶金建设研究院的总裁。 

 

香港分中心与国家中心的主要合作报告如下： 

 

• 2016 年 8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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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7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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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 年 11 月 6 日钟国辉教授出席了由中国钢结构协会、国家中心、浙江省钢

结构行业协会主办在杭州举行的年度中国钢结构大会暨浙江省钢结构论坛市中国

钢结构大会及钢结构论坛。 

 



59 

 

 

 

 

 

 

 

 

 

 

 

• 2018年 1月 17日香港分中心前往北京作技术访问, 拜访了中冶建筑研究总院及

多个不同相关机构及协会。此行锺国辉教授联同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秘书长彭

耀光先生一起出席了在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内举行的中日钢构技术合作会

议。大会主题报告人为岳清瑞院士, 报告题目为「中国钢 结构行业发展现状和

面临的课题」。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钢结构协会主席、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岳清瑞院士作大会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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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5月 15日香港分中心主任锺国辉教授、岳清瑞教授及香港理工大学副校

长卫炳江教授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邀请出席内地与香港创科合作研讨会，讨论

国家科技部和财政部为香港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资助机会。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国家科学技术部副部长黄卫院士在内地与香港创科合作研讨会合照 

 

       

锺国辉教授、岳清瑞院士及卫炳江教授在内地与香港创科合作研讨会合照 

 

• 2018年 6月 3日，锺国辉教授和彭耀光先生出席在江苏省宜兴市召开的“中国钢

结构协会七届五次常务理事会议”。席间锺国辉教授与岳清瑞院士及中国建筑标

准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郁银泉先生交流未来合作方向。 

 
锺国辉教授出席、岳清瑞院士及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郁银泉先生于中国

钢结构协会七届五次常务理事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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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年 10 月 19 至 21 日期间锺国辉教授和岳清瑞院士参与在中国重庆举行

的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 - 高性能建筑结构与材料暨土木工程设施可

持续性和可恢复性论坛。 

 

• 2019年 5月 20日, 香港分中心主任锺国辉教授出席在杭州举行的 2019中国钢结

构发展高峰论坛並向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心主任、中国钢结构协会会

长及中冶建筑研究总院院长岳清瑞院士匯報分中心最新發展情況。 

 

 

合作项目: 

过去几年，香港分中心与国家中心以及多位合作者共同开展了以下研究和开发项目，合

作工作总结如下： 

 
• 研究与开发项目： 

项目名称: 开发具有耐腐蚀和耐火钢的现代异型钢板 

合作伙伴： 

国家中心、中国冶金集团公司、清华大学、首钢研究院、香港分中心和百安力

轻钢结构产品(香港)有限公司  

目标：开发国内外高层钢 - 混凝土复合建筑用耐腐蚀钢板异型钢板复合板 

 
• 参编工作 

项目名称: 强风和频繁地区金属建筑围护结构的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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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徐其功先生 

目标：与中国、香港和台湾的 23 位专家、研究人员和学者共同起草广东省建筑和结

构风能设计省级守则 

 

项目名称: 建筑物和结构中的复合设计规范 

总编辑： 国家中心总工程师候兆新教授 

 目标：与中国 36位专家、研究人员和学者一起起草高层钢 - 混凝土复合建筑复合

设计国家行为规范 

 

 

在岳清瑞院士和周绪红院士的领导下，香港分中心做出了如下贡献: 

 

1. 国家科技部项目 

 

i) 欧盟标准等效钢材设计应用 

 

–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香港金属结构协会，国家钢结构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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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欧标 EN1993-1-1钢结构设计技术指引 

 

–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香港建造业议会，国家钢结构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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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中国建筑钢结构用钢材生产和规格技术指南 

 

–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国家钢结构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这技术指南概述了中国钢铁工业，各种钢材的常用生产方法，基本钢材规格和编码结构

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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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香港研究资助局合作研究项目 

 

题目: 不锈钢复合钢材焊接连接与节点在单调和循环荷载下的力学性能 

      基础理论研究 

 

      香港理工大学 和 清华大学 

      该项目得到了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支持进行海洋工程研究。 

 

3. 自 2015年以来，高强 S690至 S960钢材在建筑中的工程研究和创新应用，近

期的成果包括： 

 

a) 高强 S690至 S960焊接的 H型截面和冷弯圆管截面的热影响区的微观结构变化，以

及在循环荷载作用下和大变形时其力学性能的变化； 

 

b) 通过与英国钢结构协会的合作，对新版欧洲钢结构规范中有关高强 S690至 S960钢

材的以下方面的编制做出贡献 

i)  循环荷载作用下的延性要求 

ii) 焊接截面的机械性能 

iii) 高强钢构件和节点承载力的准确预测 

iv) 机器人焊接应用及焊接质量控制 

 

c) 高强 Q690钢材焊接结构的焊接技术和焊接质量控制在工程项目中的应用 

 

i) 位于香港九龙的将军澳跨湾连接路 200米长主跨拱桥 (预计 2022年完成) 

 

这座桥是全球第一座使用 Q690-QT钢进行模块化建造的主要跨海桥梁, 使用共重 4400

吨的 50, 60和 70毫米厚的 Q690钢板进行焊接 

 

ii) 位于澳门和氹仔的澳氹四桥的 280米长主跨桁架桥 (预计 2023年完成) 

 

这座桥是全国第一座使用 Q500qD 和 Q690-TM 钢建造的主要跨海桥梁,总用钢量为 15万

吨 

 

  

通过与東北大學中国工程院王国栋院士的交流和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工程院毛新平院士合

作，香港分中心推动高强 S690钢材在建筑工程中得到了有效的应用，并且促进了在国

内主要城市和其它地区建造新一代的桥梁。 

 

d) 发展高强度 S690至 S960钢材在装配式预制建筑系统，模块化住宅建筑以及预制大

跨度组合桥中的应用。 

 

有关行业发展的详情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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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配合「一带一路」的工程研发活动 

「一带一路」倡议于 2013年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揭幕，旨在抓住机遇，为亚太地区以

及中欧和东欧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战略发展领域是基础设施投资和建筑，钢铁以及其

他建筑材料。 

香港分中心自 2015年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制定以下策略以支持该倡议： 

 

a. 中国钢材在海外建设项目中的使用 

香港分中心于 2015年出版了<<欧盟标准等效钢材设计应用>>的

专 业 指 南  https://www.polyu.edu.hk/cnerc-

steel/images/publications/Selection-of-Equivalent-

Steel-Materials-to-European-Steel-Materials-

Specifications.pdf , 为东南亚建筑项目中采用的中国钢材

开发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该文件提供了有关中国钢材等效使

用的各种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和日本钢材规格的技术指导。第

二版将采用俄罗斯规格的钢材，这些材料在中国西部的一带一

路国家中普遍采用, 将于 2020年出版。 

 

此外，香港分中心于 2015年发布了<<欧标 EN1993-1-1钢结构设

计技术指引>>技术指南 https: //www.polyu.edu.hk/ cnerc-

steel/ images/ publications/ Effective-Design-and-

Construction-to-Structural-Eurocodes.pdf。它为在欧标建设

的建筑项目中使用中国钢材提供了实用的设计指导。 EN1993-1-

1在香港、澳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应用。 它也被中东国家广

泛用于最初指定欧洲钢材的建筑项目，然后采用中国钢材，因为

增加了供应和交付，降低了成本。第二版将采用高强度 S690 钢

材料和特定焊接程序，将于 2020年出版。  

 

为了促进中国钢材在海外建设项目中的广泛使用，香港分中心编

制了<<中国建筑钢结构用钢材：生产和规范技术指南>>。该技术

指南概述了中国钢铁工业，各种钢材的常用生产方法，基本钢材

规格和编码结构钢设计。 还介绍了国家钢结构协会及其主要活

动。 它将在全球的设计和施工工程师之间传播，并有望成为海

外设计和施工工程师使用中国钢材的权威参考文件，将于 2020

年出版。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images/publications/Selection-of-Equivalent-Steel-Materials-to-European-Steel-Materials-Specifications.pdf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images/publications/Selection-of-Equivalent-Steel-Materials-to-European-Steel-Materials-Specifications.pdf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images/publications/Selection-of-Equivalent-Steel-Materials-to-European-Steel-Materials-Specifications.pdf
https://www.polyu.edu.hk/cnerc-steel/images/publications/Selection-of-Equivalent-Steel-Materials-to-European-Steel-Materials-Specifications.pdf
https://www.polyu.edu.hk/%20cnerc-steel/%20images/%20publications/%20Effective-Design-and-Construction-to-Structural-Eurocodes.pdf
https://www.polyu.edu.hk/%20cnerc-steel/%20images/%20publications/%20Effective-Design-and-Construction-to-Structural-Eurocodes.pdf
https://www.polyu.edu.hk/%20cnerc-steel/%20images/%20publications/%20Effective-Design-and-Construction-to-Structural-Eurocod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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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国际知名度和对国家和地方媒体的贡献 

2018 年 9 月 5 日至 7 日，香港分中心通过组织首届“钢结构工程研究与实践国际会议

2018”（ICSC2018），建立了分享技术知识的国际平台。来自 15个国家的 180多名代表参

加并分享了知识。ICSC2018还得到包括中国建筑钢结构有限公司在内的国家和地方工业

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 

 
ICSC 2018 国际会议 

 

 

4.4  配合「大湾区」的工程研发活动 

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包括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及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

莞、中山、江门、肇庆等九个广东省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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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的发展是国家发展蓝图的关键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预计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的发

展和改革开放的承诺中具有重要意义。 大湾区的发展旨在： 

• 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个大湾区城市的比较优势; 

• 加强粤港澳合作; 

• 促进深入和有机的区域一体化; 和 

• 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作为大湾区最开放和国际化的城市，香港以其国际金融，运输和贸易中心而闻名，拥有

着名的专业服务。 香港享有「一国两制」的双重优势，在大湾区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正如 2018年施政报告所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在推动大湾区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

用，包括：发展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促进香港在大湾区拥有优势的产业发展; 并通过政

策创新和突破以及为大湾区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香港居民提供便利措施，促进人员，货

物，资金和信息的流动，并改善大湾区的整体连通性的「一国两制」原则。 

 
a. 大湾区金属建筑围护结构抗风设计的发展  
 

台风山竹是过去几十年来袭击该地区的最强风暴之一，造成至少一千亿港元的财产损失

和经济损失。 广东两人在广东被杀，在袭击期间，广东和海南岛已有 250多万人被疏散。 

 

粤港澳大湾区建筑围护结构抗台风标准协同研究合作意向书签约仪式 

 

根据 DBJ 15-101-2014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建筑结构设计装载规范，基本风荷载

远低于澳门政府建筑法规建议的设计值。香港特区差异是由于各地区官方气象部门收集

的不同风力数据集的不同解释。因此，协调大湾区的设计风荷载非常重要，以保证其使

用寿命期间的结构安全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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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于 2018年 11月 25日在广州举办了「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标准协同研讨会」。许多风力专家应邀参加了大湾区关于上

述技术问题的技术交流研讨会, 当中包括：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杨士超先生 

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会长、 

香港理工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系副主任  锺国辉教授 

澳门土木工程师实验室高级工程师   叶昭丰先生 

 

 

粤港澳三方代表就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协同研讨工作签订合作意向书，由广东省建筑

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士超教授代表广东省、香港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会长锺国辉教授代表

香港建筑行业协会、和百安力钢结构应用科技有限公司代表澳门建筑业协会。三方同意

就“粤港澳大湾区建筑围护结构抗台风标准”协同研究开展合作，相关技术标准进行协

调和统一。 

 

b. 广东省标准《高层建筑风振舒适度评价标准及控制技术规程》编制组成立暨 

第一次工作会议 

 

2020年初，香港分中心常务副秘书长何浩祥博士获邀参与广东省标准《高层建筑风振舒

适度评价标准及控制技术规程》会议並成为编制组人员。这是一项加深广东省与香港之

间专业合作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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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准为高层建筑在临界风致振动下的舒适度评估提供了重要规则。在审查现有设计

规则和技术指南后，建议舒适度指数和评估标准。更重要的是，在标准中指定了标准性

能测试和验收标准，以帮助工程师提供有效的高层建筑设计，以应对关键的风振。科学

委员会于 2020年 12月对第一稿进行了审查，最终稿已于 2021年提交广东省标准化研

究院批准。 

 

 

c.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安全评估、预警与成套技术 

 
鉴于已发展城市和国家的楼宇结构发展成熟并年代久远，许多建筑结构的年龄开始老旧，

有潜在的结构安全问题。为长远地保障大湾区城市和社区的楼宇结构安全，广东省政府

有迫切的需要去建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安全评估系统”，以此为老旧楼宇结构作安全评

分，为日后建立“楼宇健康码”作准备。故此，广东建科院牵头成立了专家小组，向广东

省科学技术厅申请了一个《社会发展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专项项目》，参与单位包括了

广东建科院、香港理工大学、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香港分中心、华南理工大学、

和珠海规划设计研究院。香港分中心常务副秘书长何浩祥博士被邀成为该项目的专家小

组委员和共同研究项目负责人。 

本项目的目的和目标为： 

• 制定“老旧建筑健康码”，对完成评估的建筑物作综合评分； 

• 利用资讯科技和实时云计算技术，协助落实广东省住建厅关于开展全省老楼危楼等

安全排查整治工作； 

• 此项目可发展为国家级创新科技示范性科研项目，现阶段为种子项目，制定「老旧小

区改造安全评估」的准则和评分标准； 

• 与国家资讯科技巨头开展战略性合作，满足「十四五规划」创新战略和区域发展的目



69 

 

标，进行跨专业的创新合作。 

 

本项目已于 2021 年 10 月正式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批准，并由广东建科院的领导下开展

了研发工作。项目的总研发费用为 3 百万人民币，项目施行期为两年，由 2021 年 10 月

开始至 2023年 9月止。 

 

 

 
  

20XX 年 XX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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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香港的创新科技 - 组装合成建筑法 

 

香港分中心与纳米与先进材料研发院有限公司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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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来自工业合作伙伴的财政支持。香港分中心

将对 a）高强度钢材，b）创新的结构工程解决方案以及 c）节点及创新的构造和方法

进行研究。 

 

近年来，香港建造业完成了一系列建筑项目，这些建筑项目以其效率和可靠性而闻名，

是城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社会的持续增长和发展带来了不断提高工业的效率

和安全性的挑战，同时需要建筑项目减少与土木结构及其建筑相关的能源和资源消耗。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通过使用异地制造的模块来形成整体结构的组装合成建筑法，具有

改善工地安全性，更好的质量控制，缩短施工周期和减少建筑浪费等优点，将会在建筑

行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在建筑 2.0时代提高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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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结构工程设计研

究，将为高层建筑制定具有不同施工方法和细节的创新组装合成建筑系统。该项目得

到了以下政府和准政府组织的支持。 

 

 

 

 

在该项目中，首先通过全面的创新结构工程设计，针对不同层高的组装合成建筑进行

了各种设计方案。 此外，对组装合成建筑中常用的节点进行了改进，增强其连接强

度和刚度。 因此，针对不同层高的组装合成建筑，开发了两种类型的创新钢节点设

计。 同时正在向香港政府申请组装合成建筑系统的结构批准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2020年 12月，纳米与先进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在香港举办了一次关于创新组装合成建

筑的网络研讨会。 来自香港建筑业的 300多名专业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作为合作者

之一，香港分中心支持该活动的举办，并向参会人员展示了该项目的研发成果。 同时，

在香港科学园内还建立了一个创新组装合成建筑的样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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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 18日 创新组装合成建筑网络研讨会 

 

2021 年 1 月 21 日，NAMI 全尺寸钢混组合结构 MiC 模型开幕仪式在香港科学园举办。

钟教授和陈博士与其他工业界赞助商嘉宾一起出席了开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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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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8月，香港分中心通过授权人士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屋宇署

提交了创新 MiC系统的主要批准(IPA)申请。值得注意的是，结构框架和节点细节都是由

香港分中心根据其工程经验和研究工作开发的。2021 年 11 月收到屋宇署技术秘书的好

评，预计 2022年初获批。 

 

在建造业议会的支持下，自 2021年 1月起对以下 MiC 建筑物进行了长期监测： 

i) 香港科技园香港科学园的 InnoCell 大楼 

ii)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深水埗南昌街组合式社会房屋项目。 

 

这些建筑物内部和外部钢构件的腐蚀性测量数据将为评估是否需要提供腐蚀保护提供科

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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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高强 S690钢在公共工程中的应用 

 

2021年 12月，香港分中心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的邀请，就高强度 S690钢在工

程建设中的推广和实施提供专家咨询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该行业一直面临建筑成本高、劳动力老龄化、生产力下降、创

新采用缓慢等挑战。2020年和 2021年香港政府行政长官施政报告特区宣布，发展局将

协调工务部门在公共工程项目中的应用研发，以支持建造业的创新。其后成立了公共工

程项目研发专责小组（专责小组），以颁布和推动研发。工作组批准 S690 高强度钢作

为公共工程项目试点的优先产品之一。但与传统结构钢相比，该材料的特性在从业人员

中仍未得到充分认识，还需探索措施，提高用户使用该材料的友好性。 

 

该服务的目标是通过以下方式为高强度 S690钢在工程建设中的推广和实施提供专家咨

询服务： 

 

• 就在大跨度屋顶结构、人行天桥、隔音屏障以及围护结构和桩柱中采用高强度

S690 钢提供专家咨询服务 

 

• 审查土木工程和建筑结构的相关设计和施工标准；和 

 

• 为当地从业者举办研讨会，以促进采用高强度 S690 钢。 

 

因此，香港分中心将为工程师和项目经理提供专家咨询服务。 

 

- 建筑署 

- 土木工程拓展署，以及 

- 路政署 

 

与各种工程顾问和承包商一起在公共工程项目中有效设计和建造高强度 S690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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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总结

2015年 10月 1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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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分中心自 2015/16 年度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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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港

币一千万元。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 2018 年的施政报告于 2018 年 10 月公布，未来数年，

创新科技署将把资金增加一倍，拨往香港的各个国家研究机构。因此，香港分中心
从 2019 年 4 月开始每年从创新及科技基金收取 1,000 万港元，连同香港理工大学配

对拨款, 每年营运经费为 1,500 万港元。 

a）香港分中心于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间的发还款项申请已获创新科技署认

可，拨还总额为 1,000 万港元全数予香港分中心。

b）香港分中心于 2018 年 6 月获得香港理工大学的批准，以继续为未来三年（即 2018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1 月）提供财务支持。理大在 2018 年 10 月以 5 百万港元提供 1：
1 配对基金每年三年到香港分中心。 

2021 年 7 月 1 日，香港理工大学在 2021/22 财政年度向香港分中心再注资 500 万

港元。 

3.自香港理工大学第八期 Z106室设立办事处以来，香港分行于 2017年 7月全面运作。

4.香港分公司一直非常活跃：

• 招募研究和项目人员以及行政和支持人员，截至 2021 年拥有 60 多名研究人员；

和

• 购买大型设备，以执行具有精确测量的材料测试和结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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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6 年 8 月 1 日，国家钢结构工程研究中心院长、中国冶金建设研究院(中冶)院长

岳清瑞教授访问了中国钢铁科学研究院香港分会理大与七位代表签署谅解备忘录，以

进一步加强技术合作。

谅解备忘录涵盖了中冶、国家钢结构工程研究中心和香港分中心之间的以下合作： 

• 等效的钢材规格，以提高用于海外建设项目的优质中国钢材；

• 桥梁和建筑物中的高强度 Q690 至 Q960，并根据《钢结构欧洲规范》进行有效的

结构设计；和

• 高强度薄规格建筑系统，包括建筑物中的金属外壳和复合板，以及带异型钢地板

的复合板。

6. 2021 年 12 月，香港分中心正准备与数码港就建筑科技签署谅解备忘录，并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成功签署。值得注意的是，数码港非常热衷于有效利用高强度 S690 钢

数码港第 5 期是一项耗资 50 亿港元的新发展项目，预计于 2025 年落成。

7. 自香港理工大学成立以来，香港分会一直在进行 20 多个研究项目，这些研究项目

由学者和研究人员牵头。此外，这些研究项目的国际合作伙伴包括英国伦敦帝国理

工学院；英国钢铁建筑协会；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国钢铁建设工程研

究中心；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和中国钢铁建设协会。

这些项目的可交付成果在年度报告中提供，而这些研究项目的进展和关键成果在附

录中提供。 

2021 年，经过历时 4 个月的执委会议讨论，委员全体多次深入探讨并通过，香港分

中心于 2021 年 7 月成立了 5 个香港分中实验室， 进一步发展其研究优势和领域。

有关这五个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详情，请参阅附录 B。 

8. 香港分会视察了香港，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城市的各种专业团体和行业协会，并与

他们进行了交流，以了解其在钢结构方面的最新发展。这些行业交流为香港分公

司提供了定期审查和加强其活动并计划未来行动的机会。

9. 香港分行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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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业以补充传统钢筋混凝土建筑业的可能性。定期与发展局和建筑业议会进行技术

讨论和交流。此外，还探讨了香港与中国钢铁建筑业之间的协同效应，特别是在

诸如 MiC 综合建筑之类的钢铁建筑领域，这些领域有可能为中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做出贡献。

10. 香港分行从事以下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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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将军澳跨湾连接的永恒拱形钢桥，以制定高强度 S690 钢的

焊接程序规范和质量控制； 和 

• 澳门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氹仔之间的澳氹第四大桥，介绍有关高强度 S690 钢和焊

接技术的材料选择。 

 

 

11. 香港分中心积极地从创新和技术基金会，研究资助理事会（CRF，RIF 和 TRS），

建筑业理事会，中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申请研究经费。 

 

12. 香港分中心于 2021年申请了 5项发明专利，分别是: 

 

• 一种冷弯几字形刚性剪力连接件 

• 一种可拆卸垫块加强高强螺栓剪力连接件 

• 一种应用于装配式钢 - 开孔预制混凝土板组合梁中的并列异形 PBL 剪力连

接系统 

• 一种可拆卸的模块化集成结构模块 

• 一种可拆卸的组装合成建筑结构模组 
 
有关详情，请参阅附录 D。 

 

13. 2021年香港分中心荣获多个奖项，包括： 

 

• 香港理工大学建设及环境学院 2021年度知识转移（行业）奖，得奖项目为

「S690高强钢在建筑工程中的有效应用」的研究工作 

• 广东省钢结构科学技术奖 

• 香港工程师学会卓越结构大奖 2021 - 研究及应用大奖 

• 入围香港绿色建筑议会 - 环保建筑大奖(研究类别) 

 

14. 2021 年 5 月 20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先生到访香港分

中心及其实验室。香港分中心获创新及科技局选派接受采访并向公众展示其创新的

工程技术。创新科技局于 2021年 10月 21日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向本地创新科技界

的持份者和广大公众发布了一段三分钟的视频关于香港分中心主要研究工作和技术。 

2022年 1月 22日，香港电台发布了另一段关于香港分部及其目标和使命的三分钟短

片。 

 

有关详情，请参阅附录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