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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场馆异形钢结构屋面概念设计若干问题探讨
马人乐，何敏娟
（同济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上海 200092）
摘要：本文提出了大型场馆异形钢结构屋面的概念设计问题。对于周边墙体封闭的“馆”类建筑，屋面风的体型系数一般
为负，即受风吸作用。对于“场”类建筑，则应根据屋盖各部分形状与风向的相对关系来确定屋面受风吸还是风压。对于
异形屋面排水问题，屋面形状应尽可能满足快捷排水的要求。排水路径要短，水流要向结构的支座处会聚，尽量避免聚
向悬挑端。评定一个结构是否是空间结构，看其在结构效应中，是以弯曲为主还是以轴向拉压为主。如果是前者，则结
构的厚度和跨度之比就要求较大；而对于以拉压效应为主的空间结构，则其厚度和跨度之比可以较小。铸钢节点用于杆
件交汇数量多、交角小的节点，可以避免较大的应力集中。但对于少量几根钢管之间的连接，不太适合使用铸钢节点，采
用相贯线焊接，也同样能满足受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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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ncept design of Iong span speciaI steeI roof structures
MA RenIe，HE Minjuan
（ CoIIege of CiviI Engineering，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deaIs with the probIem about the conceptuaI design of Iong span speciaI steeI roof structures . For those
Iarge-scaIe buiIdings with cIose waIIs around，the shape factor of the buiIdings under wind Ioad are often negative，resuIting
upIift in the roof . For those Iarge-scaIe buiIdings wihtout cIose waIIs around，the upIift or pressure wind on the roofs shouId be
determined by the roof shape and tis reIative position to the wind direction . Cautions shouId aIso be paid to the draining
probIem of speciaI roof to avoid accumuIation of water . Thus，the drainage path shouId be short enough，and water shouId be
Ied to structuaI supports and shouId not be accumuIated on the end of suspending eIements . whether a roof structure is a space
structure or a pIain one is determined by the force in the roof . A roof structure with mainIy bending effec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Iain roof，and its ratio of span and thickness is Iarge . A spatiaI roof typicaIIy is formed by the effects of compression and
tension，and the span to depth ratio is reIativeIy smaII . Cast-steeI nodes can be used where there are more members and the
angIes between neighboring members are smaII . Cast-steeI nodes can have Iess stress concentration . For those nodes where onIy
a few eIements Iinked together，weIding connection can meet the reguirement of Ioad-bearing instead of cast-steeI node .
Keywords：Iarge scaIe space structures；steeI roof；concep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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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场馆和会展场馆也在设计和施工中［1］。这些大型场馆
功能复杂、跨度大、并具有特别重要的社会影响，所以

近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 2008 年北京奥

其建设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
我国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国外的设计师们也进入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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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设计市场，他们的作品构思新颖、造型独特、技术也
较先进，几乎占据了国内大型场馆设计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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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某会展中心（局部）

Fig.l

An exhibition center

然而，自从巴黎戴高乐机场 E 座倒塌事故发生以来，
国内建筑界及结构界对于国外设计的作品也进行了理

风向的相对关系来确定屋面受风吸还是风压。根据流

性的思考与审视。最近我国工程界对奥运主场馆“鸟

面呈上拱形，则屋面上表面的水平风速大于屋面下表

巢”设计方案的评审及修改，正是反映了这种趋势。

面水平风速，风对屋面有上托的合力作用，即体型系数

然而，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异形屋面是谁设计的，

体力学的基本原理，凡是与某一风向对应的屋顶剖切

为负，是风吸；凡是与某一风向对应的屋顶剖切面呈波

而在于设计者对于这样的异形钢结构屋盖的建筑和结

谷形，则屋面上表面的水平风速小于屋面下表面的水

构特点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否找到了具有普遍意义

平风速，风对屋面有下压的合力作用，即体型系数为

的规律。如果对这些概念设计问题不明确，那么计算
再精确也无意义。本文结合一些具体的实际工程，对

正，是风压。波谷形屋面的风压与屋面自重同向作用，
组成了控制性的荷载组合，因此如果不考虑这类屋面

大型场馆建筑异形钢结构屋面的概念设计问题作一初

的风压作用是很危险的。

步探讨。

例 l，某会展中心，见图 l。
该会展场馆由多个上拱形屋面的展厅和波谷形屋

2 屋面形状与风载的体型系数的关系
问题

面、周边开敞的连廊组成，其屋面整体造型如大海的波
浪，蔚为壮观。然而最初结构分析时对于下凹形、周边
开敞的连廊屋面未考虑顺连廊方向风吹时的风压作

大型场馆屋面的特点一般是覆盖范围较大、屋面

用，并加上下凹屋面因排水不畅的部分积水，造成了在

与水平面的夹角较小。场馆根据其周边封闭与否分成

风雨不大的荷载状况下结构支座的严重变形。后来计

“馆”和“场”两类。对于周边墙体封闭的称为“馆”，如

入了风压不利作用，并对结构作适当改造，既保持了原

体育馆、展览馆；对于周边墙体不封闭的称为“场”，如

例 2，某体育中心，见图 2。

体育场。
“馆”类建筑屋面风的体型系数一般为负，即受风
［2］

吸作用

结构壮观的风貌，又解决了结构安全问题。

。由于一般情况下风的吸力小于大跨度屋面

该体育中心的若干场馆由游龙状的异形钢结构屋
面覆盖，为了明确该场馆屋面各部分的体型系数，进行

自重，所以计算屋面主体结构时风吸不是控制荷载。

了风洞试验，测定了 l2 种风向下 700 多个点的体型系

但对于风较大的区域，加上建筑物高度和风振的影响，

数。风洞试验结果表明，下凹屋面顺波形方向吹风的

风吸作用产生的结构效应可能会超出屋面自重标准值

体型系数为正，即具有风压，而其他状况则均为风吸。

作用下的效应。对结构分析的两个重要工况：风 + 自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 GB 50009—200l）关于风载

重以及自重 + 活载，计算分析表明即使受风较大的
区域，前者工况下效应的绝对值一般也不会大于后
者工况下效应的绝对值，所以往往认为前者仍然不
起控制作用。但需特别注意的是，两种工况下杆件
受力可能变号，起控制作用的后者工况下的拉杆在
前者工况下可能受压，因此此时的压杆稳定问题不
容忽视。
对于“场”类建筑，则应根据屋盖各部分形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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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某体育中心

Fig.2

A Sport center

体型系数的表中，对周边开敞的屋面的风的体型系数
作了规定，这些规定充分考虑了该类屋面体型系数对

应考虑大风暴雨时雨水作用的不利效应。
（2）对于建筑外形已确定，而此时外形显然不利于

风的方向的敏感性，强调要考虑体型系数的“变号”。

排水的屋面结构，可参照排水计算方法［5］，即根据当地

而对大型场馆屋面风的体型系数的简单变号会导致结
构造价的大幅度增加，所以对于周边开敞的下凹屋面

5min 最大降水量和水流速度、雨水流经的途径、汇聚
的方向以及集中的程度等对“雨水荷载”作出专项分

部分，设计前应首先对风压的方向作出正确的判断，体

析，并与风及其它荷载进行效应组合，从而确保结构的

［3，
4］

型系数的具体数值则最好由风洞试验确定

。特别

是对于跨度较大的下凹屋面体型系数的选定更应当慎
重。

3 屋面形状与排水及相应荷载的关系
问题

安全。
（3）如图 3 屋面在 !"# 平面内为曲线形桁架、在
$"# 平面内为直线型桁架。$ 向直线型主桁架应有预拱
度，预拱度应大于结构在自重和活载组合作用下的结
构变形，并使屋面保持一定的排水坡度。否则大跨度
直线桁架的变形会导致大面积的积水和渗漏。而对于

大型场馆屋面面积大，屋面排水与结构、使用和维

! 向弯曲度较大的桁架，则不必考虑预拱度问题。
（4）对于某些特别容易积聚雨水的部位，可以采用

护关系很大。我国古典的“大屋顶”采用了非常接近于

有保障的强制性机械排水措施尽快排除积水。在天沟

“最速降线”的屋面剖切线，使雨水尽快排下，从而减少

水位超过一定高度时，可考虑降低建筑使用标准，设定

了结构受力并降低了对屋面密封性的要求。这是成功

有限高度檐口，这样水量太大时，可直接向外溢水，从

的范例。

而减轻对结构的压力。

目前国内一些大型场馆的屋面设计，较多地考虑
屋面形状的独特性，而对排水功能相对考虑较少，以致

（5）对于较厚积雪的屋面，当雪缓慢融化又结成冰
的屋面区域，冰雪对屋面的作用需进行专项调查研究

屋面排水路径过长，大面积雨水汇聚于结构效应敏感

才能确定屋面设计时的冰雪作用力大小。

区域，给结构设计和屋面维护设计带来一定困难。例
如有些体育场的屋面倾斜方向与观众席台阶倾斜方向
一致，整个屋面几十米宽范围的雨水向观众席的前端

4 屋面结构形式与跨度及厚度的关系
问题

挑檐汇聚，雨水到了挑檐前端后还不能夺路下泻，因为
这显然会影响雨中观球，所以汇聚后的雨水还要向两
侧各经过上百米的天沟才能找到出路。对于这样的屋
面进行结构设计时显然需要考虑雨水的作用，因为在
暴雨中这种荷载效应很有可能大于屋面活荷载。然而
目前这种雨水汇集流经荷载的计算，规范中尚无相应
标准。再如，处于寒冷地区的下凹屋面，如果排水不

大型场馆异形钢结构屋面都是以空间结构的形式
出现的，然而空间结构的内涵是将平面结构的弯曲效
应转换为空间结构构件的拉压效应，从而提高结构材
料的利用率，减少结构变形。但是真实的空间结构不
可能将弯曲效应全部化为轴力，特别是单层空间结构。
如单层网壳结构在受到非均匀分布的局部荷载作用时

畅，屋面高处受日照融化的雪水与下凹处没有受日
照融化的雪聚集在一起，雪与水又结成冰，这样的
冰雪荷载也可能很大，但又无法明确计算。加拿大
等国就有大型屋面因此而倒塌的实例。
根据观察和分析，对于异形屋面应从如下几个
方面考虑排水问题。
（l）屋面形状尽可能满足快捷排水的要求。排
水路径要短，水流要向结构的支座处会聚，尽量避
免聚向悬挑端。水流要分散，坡度要适当。即使满
足这些要求，在进行结构分析时，屋面荷载组合仍

图3
Fig.3

大型曲面形屋面
Large-scaie curved 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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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次弯矩。所以评定一个结构是否是空间结
构，只有相对标准，主要是看它的“度”，在其结构效应
中，
是以弯曲为主还是以轴向拉压为主。如果是以弯
曲为主，则结构的厚度和跨度之比就要求较大；而对于
以拉压效应为主的空间结构，则其厚度和跨度之比可
以较小。例如一个平板网架，若将其看作一块板，则它
主要受弯，不算严格的空间结构，所以其高跨比相对较
大；
而一个双层网壳，尽管其结构形式与平板网架相
似，但作为一个壳体，其主要的结构效应为压力，因此
其高跨比可以比平板网架明显减少。
大型场馆的异形钢结构屋面为了显示其轻巧和刚
劲，常常要求屋面结构的厚度尽可能薄，于是许多新型
结构、空间结构被大量应用，如郑州会展中心中，展览
馆所用的索与曲面网壳的杂交结构，见图 4。由于利
用了索的支承作用，其网壳的厚度可以减薄。而吊索
在室内并不占有空间，在室外还可以起到丰富观感的
视觉效应。北京 2008 年奥运主场馆“鸟巢”方案，其屋
面结构只是“形似”空间结构，而实质上接近平面板架
结构（荷载与结构平面基本垂直），以弯曲效应为主，这
就使得其构件截面难以减小，而单位平方米材料用量
就较大。所以施工图设计时将双向交叉梁改成了双向
交叉桁架，但形状与原建筑方案已有区别。同时，这一
方案也存在屋面雨水向中心汇集、排水路径过长问题。
所以，尽管“鸟巢”方案在建筑和人文上很成功，它使我
们联想起我们的先祖“有巢氏”，它也使我们可以从建
筑的发展来品味辩证法的历史观；然而，它在结构方案
上却存在弱点。反之，如若将“鸟巢”方案改为圆拱形
结构，则结构是优化了，但天然的“鸟巢”就变成人造的
“鸟笼”了。所以建筑和结构的矛盾和协调问题，是建
设领域中永恒的矛盾和主题。

5 屋面形状的变异与钢结构节点形式
的关系

复杂化必然造成节点形式的非标准化和复杂化。由于
这些公共建筑要求高，投资大，所以节点造价的增加似
乎问题不大。然而节点的复杂化带来应力集中、节点
的非标准化带来质量下降，这些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因此，对于结构的变异造成节点的变异，要有相应的对
策，以使其不利影响降为最低。这些问题目前以现场
焊接和铸钢节点这两种形式最为严重。
!"# 现场焊接
钢结构的优势在于标准化工厂制作（包括焊接），
现场快速安装（主要用螺栓），而对于大型场馆的异形
钢结构屋面，由于造型变化导致构件的标准化划分非
常困难，所以绝大多数工程用现场焊接方法，甚至是大
量的高空焊接。
现场高空焊接与工厂焊接相比弊病较多，如：作业
条件差、焊接工位无法调整、结构安装累积误差影响
大、质量稳定性相对较低、质量检验困难、焊缝防腐蚀
处理相对困难，等等。特别是当造型复杂、杆件交叉角
度太小、交汇过于密集时，现场焊缝问题更多。所以在
设计异形钢结构屋面时，对于重要的节点，应力水平相
对较高的节点，应该优先采用工厂焊接。若必须采用
现场焊接甚至高空焊接时，则应该采取严格技术措施，
确保焊接质量。对于应力水平较低的次要节点，设计
时可降低焊接等级，从而减少施工难度。
!"$ 铸钢节点
铸钢节点的采用是从国外引进的，反映了钢结构
制造业向工业化、精确化发展的趋势。铸钢节点用于
杆件交汇数量多、交角小的节点，可以避免较大的应力
集中，并体现出钢结构“精确的美”，如图 5 铸钢节点，
多根杆件汇交于一点。然而，铸钢节点也有被滥用的
倾向。在某些少量大口径钢管之间接近正交的连接
中，也有使用铸钢节点的。当钢管口径达 lm 时，所用
铸钢节点的最大尺度达到 5m之多，重达几吨，甚至十

在大型场馆异形钢结构屋面中，由于结构造型的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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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郑州展览馆

Fig.4

Exhibition haII

Fig.5

铸钢节点
Cast-steeI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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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翼板的截面尺寸是影响极限抗扭强度的主要因
（15）

2

! ! 0.83 " 5.66" # 5.36"
表4

试验结果表明，配箍率对组合梁受扭承载力的影响并

组合梁极限抗扭强度计算值（式 10）
与实测值的比较

Table 4

不大。当配箍率" 为 0.54% 左右时，钢梁对混凝土翼
板只产生轴压力作用，此时组合梁抗扭强度的提高幅

Comparison of calculated and test values of
ultimate torgue（using Egu.10）

度最大。本文提出的计算组合梁开裂扭矩和极限扭矩

极限扭矩 / kN·m
本文

公式（2）、
（13）的计算值与实测值吻合良好。

文献［1］

CBT - 1 CBT - 2 CBT - 3 CBT - 4

T-1

T-3

T-4

实测值

18.34

18.20

17.78

18.52

2.81

2.77

18.34

计算值

19.09

17.27

14.46

17.87

2.82

2.74

19.09

0.96

1.05

1.23

1.04

1.00

1.01

0.96

实测值 /
计算值

表5

组合梁极限抗扭强度计算值（式 13）

文献［1］
T-1

T-3

T-4

实测值

18.34

18.20

17.78

18.52

2.81

2.77

18.34

计算值

18.60

17.44

14.65

17.45

2.55

2.50

18.60

0.99

1.04

1.21

1.06

1.10

1.11

0.99

实测值 /
计算值

表 5 的计算结果表明，极限抗扭强度的实测值和
计算值之比的平均值为 1.09，均方差为 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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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吨，其制作难度大、重量大、造价高。对于这类少量

认识各种结构形式的特点，在方案阶段就解决好结构

几根钢管之间的连接，不妨仍采用相贯线焊接，也同样

概念设计问题，消除各种隐患，为合理地进行工程项目

能满足受力要求，而且节约材料、降低工程造价，从外

的设计及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观看也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所以无论对于什么引进
的新技术，都应实事求是地分析其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不能盲目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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