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高层钢-混凝土混合结构的理论、技术与工程应用 

提名单位：中国钢结构协会 

提名意见： 

本项目基于我国近年来高层建筑及装配式建筑的发展趋势，针对广泛应用的

高层钢-混凝土混合结构体系亟需创新、节点与连接复杂、理论分析方法缺失、

精确抗震分析与设计方法缺失、抗倒塌与舒适度分析与设计理论缺失等问题，开

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项目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科研项

目支撑下，经产学研用深度结合，研发出了新型的钢管约束混凝土结构体系、交

错桁架-钢管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钢管混凝土异形柱框架结构体系、支撑巨型

框架-核心筒结构体系、外交叉网筒-核心筒结构体系等适用于高层或超高层的混

合结构体系。针对这些新型混合结构体系，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探明了结构

的工作机理，提出了静力、地震、偶然灾害、长期荷载、人致振动荷载等作用下

的结构分析方法，建立了静力、抗震、抗火、抗倒塌、振动舒适度等的完整设计

理论。开展了系统的建造技术开发工作，研发了新型的节点和连接技术，提出了

新型的装配式楼板，研发了装配式围护体系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技术，提出了结构

整体装配施工技术。 

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创新性强，提出的新型高层混合结构体系及其装配建造技

术引领了我国高层建筑建造技术的发展，创建的高层混合结构的分析方法和设计

理论为我国高层混合结构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项目研究成果在国内外超过

100项重点工程中得到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用前景广阔。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项目简介：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

其中钢－混凝土混合结构（简称：混合结构）在高层、重载、桥梁结构中得到广

泛应用。混合结构是近二十几年来在我国得到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新型结构形

式；这种结构可充分发挥钢材和混凝土各自的力学性能优势，施工方便快捷，

经济和综合效益好，符合装配式建造的发展趋势。但混合结构在我国的发展过

程中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包括结构体系亟需创新，节点与连接复杂，新型构

件与节点的受力机理不明且分析方法缺失，结构体系罕遇地震抗震机理不明，

承载力计算理论与抗震设计方法缺失，抗倒塌与舒适度设计技术缺失，施工技

术不完善等。 

针对上述问题，项目组在 30 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及

重点工程科技攻关项目支撑下，经产学研用深度结合，历时近 20 年，通过大量

模型试验、理论研究、数值模拟、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软件开发以及工程实

践，取得了如下创新成果： 



1. 研发了系列新型的高层混合结构体系，引领了我国高层混合结构的发

展 

创建了钢管约束混凝土混合结构体系，提出了钢管约束型钢混凝土柱，将

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概念从结构加固领域引入新建结构领域；提出了交错桁架-

钢管混凝土框架混合结构体系；提出了钢管混凝土异形柱框架混合结构体系；

提出了适用于超高层建筑的支撑巨型框架-核心筒、外交叉网筒-核心筒等超高

层复杂混合结构体系。通过系列结构体系的创新，引领了我国高层混合结构的

发展。 

2. 创建了高层混合结构的分析方法和设计理论，为我国高层混合结构的

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建立了钢管约束混凝土柱、钢管混凝土异形柱、钢-混凝土组合巨柱、预应

力混凝土带肋叠合楼板等新型构件及框架梁柱节点、交叉网筒节点、复杂混合

节点的静力、抗震和抗火分析理论与方法，提出了承载力计算理论。针对新型

混合结构体系，探明了工作机理，提出了地震、偶然灾害、长期荷载、人致振

动荷载等作用下的结构工作机理，提出了抗震、抗倒塌、徐变、人-楼盖耦合振

动等分析理论和方法，建立了包括静力、抗震、抗火、抗倒塌、振动舒适度等

性能的完整设计理论。 

3. 研发了高层混合结构的建造技术，引领了我国高层混合结构的装配式

建造技术发展 

研发了钢管约束混凝土框架节点、交错桁架-钢管混凝土框架的桁架节点和

梁柱节点、钢管混凝土异形柱框架节点、交叉网筒节点、组合巨柱-巨型支撑-

桁架框架梁等新型混合结构节点形式及其深化设计技术，研发了新型的预制预

应力混凝土带肋叠合楼板及其连接技术，研发了装配式围护体系与主结构的连

接技术。针对各种新型混合结构体系，分别开发出了相应的结构整体装配施工

技术。 

研究成果被授权发明专利 27 项，出版学术专著 2 部，发表学术论文 136 篇

（其中 SCI 论文 94 篇）。根据本项目的研究成果，编制了行业标准《钢管约束

混凝土结构技术标准》（已报批）、《预制带肋底板混凝土叠合楼板技术规程》

和协会标准《交错桁架钢框架结构技术规程》，且研究成果被国家标准《钢管混

凝土结构技术规范》、《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等 10 余部国家/行业/协会标准

采用，为我国高层混合结构的工程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经专家鉴定评价，项

目成果中的多项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分别获得了 2018 年教育部科技进

步一等奖、2018 年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13 年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

2010 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成果应用于深圳平安大厦、重庆中科大厦、重

庆塔、青岛海天大酒店新楼、大连中石油大厦、黑龙江科技创新大厦、华润惠

州小径湾酒店等超过 100项工程中；近 3年新增产值超过 40亿元,取得了显著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客观评价： 

1、科技成果评价（鉴定）意见 

（1）重庆市科学委员会邀请土木工程领域的聂建国院士、岳清瑞院士等组

成鉴定委员会，主要鉴定意见有：项目组在钢管约束混凝土的构件、节点和结构

体系的试验研究、理论分析、设计计算方法、构造与施工技术及工程应用等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有力地促进了工程结构的发展，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

际领先水平。 

（2）重庆市科学委员会邀请土木工程领域的聂建国院士、岳清瑞院士等组

成鉴定委员会，主要鉴定意见有：项目组在装配式钢-混凝土混合结构建筑及其

信息化建造成套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科技奖励 

（1）2018 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钢管约束混凝土结构的理论、技

术与工程应用”； 

（2）2018年，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装配式钢-混凝土混合结构建筑及

其信息化建造成套技术”（已公示）； 

（3）2013年，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高层建筑钢管约束钢筋混凝土

技术研究与应用”； 

（4）2010 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矩形钢管组合桁架结构理论及应

用技术研究”。 

推广应用情况： 

本项目研发的高层钢-混凝土混合结构，已在项目参与单位进行了重点推广

应用。成果应用于深圳平安大厦、重庆中科大厦、重庆塔、青岛海天大酒店新楼、

大连中石油大厦、黑龙江科技创新大厦、华润惠州小径湾酒店等超过 100项工程

中；近 3年新增产值超过 40亿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授权项目名称 类别 发明人/完成人 授权号/ISBN号 

钢管约束混凝土柱的性能与设计 著作 周绪红、刘界鹏 ISBN9787030285089 

大型复杂建筑结构创新与实践 著作 傅学怡 ISBN9787112173525 

交错桁架钢框架结构技术规程 规程 
周绪红、周期石、

刘界鹏等 
ISBN1580177932 

钢管约束混凝土结构技术标准 标准 

周绪红、刘界鹏、

张素梅、王宇航、

杨想兵等 

已报批 

预制带肋底板混凝土叠合楼板技

术规程 
规程 周绪红等 ISBN1511221079 



钢-混凝土组合与混合结构抗震弹

塑性分析软件 V9.0 

计算机

软件著

作权 

林旭川，刘界鹏，

周绪红等 
2018SR568572 

城市建筑群地震灾害仿真系统

V0.93 

计算机

软件著

作权 

林旭川，吴开来等 2017SR558997 

一种型钢混凝土柱-钢梁节点 
授权发

明专利 
刘界鹏，周绪红等 ZL201010608310.3 

端部设置开孔斜拉肋矩形钢管约

束混凝土柱 

授权发

明专利 

刘界鹏，周绪红，

李江等 
ZL201010608483.5 

一种型钢混凝土柱-钢筋混凝土梁

节点连接方法 

授权发

明专利 
刘界鹏等 ZL201510287678.7 

主要完成人情况： 

（1）周绪红，排名 1，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教授。工作单位：重庆

大学，完成单位：重庆大学。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项目负责人，已获相关

授权发明专利 10余项、软件著作权 1项，起草并获批相关行业标准 2项,发表相

关学术论文 63篇。对本项目的第 1、2、3创新点均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2）刘界鹏，排名 2，重庆大学教授。工作单位：重庆大学，完成单位：

重庆大学。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已获相关授权发明专利 9项、软件著作权

1项，起草并获批相关行业标准 2项,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50余篇，对本项目的第

1、2、3 创新点均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3）傅学怡，排名 3，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总工、教授级

高工，工作单位：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完成单位：悉地国际设

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起草并获批相关国家标准

1项、行业标准 1项,出版学术著作 1部，主持完成深圳平安中心等 30余项高层

混合结构设计，获得全国优秀结构设计一等奖 3项。对本项目的第 1、2、3创新

点均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4）张素梅，排名 4，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工作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

完成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主要负责钢管约束混凝

土柱及异形柱构件及结构体系的分析方法和设计理论研究，已获相关授权发明专

利 3 项，起草并获批相关国家标准 1 项、行业标准 1 项,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20

余篇。对本项目的第 1、2创新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5）杨想兵，排名 5，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

工作单位：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完成单位：悉地国际设计顾问

（深圳）有限公司。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主要负责高层混合结构设计方法

研究及工程应用技术推广。起草并获批相关行业标准 1 项,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6

篇，获得全国优秀结构设计一等奖 3 项，华夏建设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在 20

余项高层混合结构中推广了本项目的相关技术成果。对本项目的第 1、3 创新点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6）徐坤，排名 6，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工作单位：中建钢构

有限公司，完成单位：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主要负责

高层混合结构施工工艺研发与技术推广，已获相关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项，参编

《超高层钢结构施工技术》,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3篇，在 20余项高层混合结构建

筑及装配式建筑中推广了本项目的相关成果。对本项目的第 3创新点做出了创造

性贡献。 

（7）徐国军，排名 7，浙江绿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工作单位：

浙江绿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单位：浙江绿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对本项目

技术创造性贡献：主要负责交错桁架结构体系及高层混合结构的施工工艺研发与

技术推广，已获得相关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超过 10 项，获得相关施工

工法 1项，参与编制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 3 项，参与编写高校教材《装配式建筑

概论》论著 1本。对本项目的第 3创新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8）杨波，排名 8，重庆大学教授。工作单位：重庆大学，完成单位：重

庆大学。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主要负责高层混合结构抗倒塌分析方法和设

计理论研究，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17 篇。对本项目的第 2 创新点做出了创造性

贡献。 

（9）童根树，排名 9，浙江大学教授。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完成单位：

浙江大学。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主要负责高层混合结构异形柱分析方法和

设计理论研究，以及异形柱结构技术推广，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5篇。对本项目

的第 2创新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10）周期石，排名 10，中南大学教授。工作单位：中南大学，完成单位：

中南大学。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主要负责高层混合结构交错桁架结构体系

的分析方法和设计理论研究，参与编制相关协会标准 1项，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9篇。对本项目的第 2创新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11）林旭川，排名 11，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工作单位：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完成单位：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对本项目

技术创造性贡献：主要负责高层混合结构的抗震分析方法和设计理论研究，已获

相关软件著作权 2项，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7 篇。对本项目的第 2创新点做出了创

造性贡献。 

（12）张小冬，排名 12，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级高工，工作单位：哈尔滨

工业大学，完成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主要负责钢

管约束混凝土结构体系研究及其技术推广，已起草并获批相关国家标准 1 项,发

表相关学术论文 5篇。对本项目的第 2创新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13）李江，排名 13，重庆大学讲师，工作单位：重庆大学，完成单位：

重庆大学。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主要负责高层混合结构的楼盖振动舒适度

分析方法和设计理论研究，已获相关授权发明专利 3 项，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12

篇。对本项目的第 2创新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14）王宇航，排名 14，重庆大学教授，工作单位：重庆大学，完成单位：

重庆大学。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主要负责钢管约束混凝土及复杂受力组合

构件分析方法和设计理论研究，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15 篇。对本项目的第 2 创

新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15）刘晓刚，排名 15，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工程师，工作单位：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完成单位：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对本项目

技术创造性贡献：主要负责高层混合结构研究及施工工艺与技术推广。已授权相

关实用新型专利 4项，发表相关论文 7篇。对本项目的第 3创新点做出了创造性

贡献。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1）重庆大学，创新推广贡献：项目总负责单位（牵头单位），承担了项目

相关的系列新型高层混合结构体系的研发任务，创建了钢管约束混凝土混合结构

体系、钢管混凝土异形柱框架混合结构体系等混合结构体系；创建了高层混合结

构的分析方法和设计理论，提出了包括新型构件及复杂混合节点的静力、抗震和

抗火分析理论与方法，以及新型混合结构体系抗震、抗倒塌、徐变、人-楼盖耦

合振动等分析理论和完整设计理论；研发了复杂节点形式及其深化设计技术等建

造技术。起草并获批相关行业标准 2项，在本项目所取得的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和重大工程应用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2）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创新推广贡献：主要参加单位，

负责完成了系列新型的高层混合结构体系的研发，提出了支撑巨型框架-核心筒、

外交叉网筒-核心筒等超高层复杂混合结构体系；承担了高层混合结构设计方法

研究任务，并进行了工程应用技术推广，在本项目重大工程应用方面做出了贡献。 

（3）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创新推广贡献：主要参加单位，主要负责高层混

合结构施工工艺研发与技术推广，研发了装配式围护体系与主结构的连接技术，

在 20 余项高层混合结构建筑及装配式建筑中推广了本项目的相关成果，在本项

目重大工程应用方面做出了贡献。 

（4）浙江绿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创新推广贡献：主要参加单位，主要负

责交错桁架结构体系及高层混合结构的施工工艺研发与技术推广，针对各种新型

混合结构体系开发出了结构整体装配施工技术，获得相关施工工法 1 项，参与编

制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 3项，在本项目工程应用方面做出了贡献。 

（5）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创新推广贡献：主要参加单位，主要负

责高层混合结构研究及施工工艺与技术推广，针对深化设计技术等建造技术进行

了研发，在本项目工程应用方面做出了贡献。 

（6）哈尔滨工业大学，创新推广贡献：主要参加单位，主要负责钢管约束

混凝土柱及异形柱构件的分析方法和设计理论研究，以及钢管约束混凝土结构体

系研究及其技术推广，起草并获批相关国家标准 1 项、行业标准 1 项,在本项目

所取得的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重大工程应用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7）湖南大学，创新推广贡献：主要参加单位，早期项目负责人周绪红工



作单位，主要负责高层混合结构交错桁架结构体系的分析方法和设计理论研究，

在本项目涉及交错桁架结构体系所取得的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方面做出了贡

献。 

（8）浙江大学，创新推广贡献：主要参加单位，主要负责高层混合结构异

形柱分析方法和设计理论研究，以及异形柱结构技术推广，在本项目所取得的多

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工程应用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9）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创新推广贡献：主要参加单位，主要负

责高层混合结构的抗震分析方法和设计理论研究，针对新型混合结构体系，探明

了地震荷载等作用下的结构工作机理，提出了抗震分析理论和方法，建立了完整

的抗震设计理论，在本项目涉及抗震分析理论与方法所取得的多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方面做出了贡献。 

（10）中南大学，创新推广贡献：主要参加单位，主要负责高层混合结构交

错桁架结构体系的分析方法和设计理论研究，参与编制相关协会标准 1项，在本

项目涉及交错桁架结构所取得的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方面做出了贡献。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项目负责人周绪红与其他项目完成人有着长期的科研与产业合作。项目完成

人中，刘界鹏、杨波、周期石、李江、王宇航均为周绪红的研究生或博士后，长

期在周绪红的指导和带领下从事本项目相关的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项目完成人

傅学怡、张素梅、杨想兵、张小冬长期同周绪红进行本项目相关的科研和技术推

广合作，其中张素梅、杨想兵和张小冬还与周绪红等共同完成了《钢管约束混凝

土结构技术标准》的起草工作；傅学怡和杨想兵之间也在高层钢-混凝土混合结

构技术方面开展了长期的技术合作。项目完成人徐坤和徐国军长期同周绪红进行

本项目相关的技术推广和产业合作；其中徐坤在担任中建钢构西部大区负责人期

间，在装配式建筑和超高层混合结构方面同周绪红开展了长期的合作；徐国军在

推广应用交错桁架装配式建筑中，与周绪红开展了全面的技术合作，并共同进行

了 4项交错桁架装配式建筑的建造工作。周绪红与童根树、刘晓刚、林旭川也开

展了长期的相关科研合作；周绪红担任了童根树和刘晓刚等参与的十三五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的指导委员会主任，指导了项目的整体研发工作；周绪红与林旭川等

合作进行了钢-混凝土组合及混合结构的抗震性能研究，并合作开发了《钢-混凝

土组合与混合结构抗震弹塑性分析软件 V9.0》。除了项目负责人周绪红与所有项

目完成人之间的直接合作外，多名项目完成人之间也开展了紧密的技术和产业合

作。 

通过共同项目立项合同、合作开发合同、共同专利、合著论文、共同成果评

价、共同获得奖项等有效佐证材料，充分体现了主要完成人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