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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体系的选择

·几个影响经济性的重要结构概念

·专业间的密切配合形成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

·结构材料的选择

·进度的控制

·经济性控制在于每一设计环节上

·超高层建筑结构设计条件及政府审查程序

·超高层项目案例

·优化案例分析

·关于超高层建筑的用筋量

·关于RBS在超高层设计中的优势与设计理念

概要



广州珠江新城J2-2（371.7m）

南宁龙光世纪大厦（368.2m）

长沙远大小天城（350m）

银川阅海湾CBD 项目 （350m）

天津现代城（339m）

天津津塔    (336m)

成都门里东方荟（333m）

成都保利(328m)

珠海十字门标志塔(324m)

青岛华润中心(320m)

深圳汉国大厦（311.9m）

珠海横琴IFC   （300m）

天津117大厦(597m)

沈阳宝能大厦 (560m)

广州东塔       (532m)

天誉南宁地标项目(528m)

天津富力广东大厦（480m）

广州西塔 (432m)

深圳京基中心（439m）

南宁华润大厦(420m)

华润总部深圳湾项目   (400m)

RBS 超过300m以上的超高层设计、顾问项目案例（21栋）



天津117大厦

(597m)

RBS超过400m以上的超高层设计、顾问项目案例（9栋）

沈阳宝能大厦 

(560m)

广州东塔 (532m) 天津富力广东大厦
(480m)

天誉南宁地标项目
(528m)

深圳京基中心

(439m)

广州西塔 (432m) 南宁华润大厦

(420m)

华润总部深圳湾项(400m)



项目名称 高度 结构体系

十 字 门 标 志 塔 、 天 津 现 代 城 、

青岛华润中心、广州珠江新城J2-2

华润深圳湾总部

300-400m

框架-核心筒 + 伸臂 + 腰桁架

筒中筒

京基、南宁华润大厦、

天津富力广东大厦、

广州西塔

400-500m

框架-核心筒 + 伸臂 + 腰桁架

巨型框架-核心筒 + 腰桁架 + 大斜撑 + 伸臂

菱形交叉支撑+核心筒

天津117、深圳平安、

沈阳宝能、广州东塔
500-600m

巨型框架-核心筒 + 腰桁架 + 大斜撑 + 伸臂

远大小天空城 350m以上
束筒+支撑



巨型框架-核心筒结构的构成

•  

主结构
构件

刚度构件

伸臂桁架

巨型斜撑

腰桁架

刚度+承
重构件

楼面主次梁

核心筒剪力墙

巨型柱

承重构件
仅角部设置双腰桁架



项目名称 京基 宝能 天津117 广州西塔 广州东塔 上海环球
H/B 9.5 9.9 9.1 7.2 9.1 8.5
H/b 19.1 19 16.1 13.1 16.1 13.9

1）高宽比H/B（合理值7-9）、中心筒高宽比H/b（合理值14-17）

2）合理的抗震、抗风体型：平面方正、对称，立面均匀收进

3）周期，300~600m高结构第一自振周期合理值为6~9秒

4）剪重比，多遇地震作用下结构地震剪力与结构重力荷载代表值之比

5）内外筒剪力分担比，多遇地震作用下结构外框承担地震剪力与内筒承担地震剪

力之比

6）轴压比, 地震下轴力与构件抗压能力的比值,影响结构底部竖向构件尺寸

7)舒适度（楼盖、顶部楼层），包括楼盖在人行荷载作用下的竖向振动舒适度，顶

部楼层在风荷载作用下的水平振动舒适度

8）结构抗震性能设计，以结构抗震性能目标为基准的结构抗震设计

建筑

结构



三.结构材料的选择

Ø钢结构

Ø钢柱+钢梁+钢支撑

Ø钢－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

Ø钢框架+钢筋砼核心筒+钢（伸臂、桁架、大斜撑），楼盖为钢-砼组合梁

Ø型钢（钢管）砼框架+钢筋砼核心筒+钢（伸臂、桁架、支撑），楼盖为钢筋砼

Ø在选择钢管砼柱或钢骨砼柱时，应注意与楼盖梁材料的匹配，方便节点的施工



• 埋设型钢后还将导致造价高、梁柱节点构造复杂、施工困难、影响施工进度等问题。

型钢柱节点



巨柱形式的选型

型钢混凝土巨柱 钢管混凝土柱（单腔）

钢管混凝土柱（多腔）



巨柱形式的选型

天津117 广州东塔 深圳汉京中心

台北101



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1.     (外包端柱内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1.

2.

3.



四. 经济性控制在于每一设计环节上

1）宏观控制：结构体系的合理选择、合理结构构成、合理截面尺度；

2）微观控制：结构敏感性分析、重要参数的设置（风、地震）、结构的合理

性把握、重要环节、关键节点的研究分析、创新思维推动新技术的进步；

3）符合业主的需求、建筑功能要求、机电配合要求之上的商业价值的提升。

•通过分析，找出影响结构成本的最重要控制因素:

• 风荷载

• 地震作用

• 剪重比/内外筒剪力分担比

• 舒适度



结构剪重比

• 在如何提高结构剪重比这一问题上，充分体现了合理利用

外部因素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

针对此类工程的特殊规定与限制：
剪重比不能小于规范限值的85%

调整
方法

增大结构刚度

调整外部参数

调整方法 调整效果 经济代价

增大结构刚度 剪重比提高4% 用钢量增加1.8万吨（沈阳宝能

项目）

提高场地特征周期和反应谱 剪重比提高5% 无



舒适度控制，在顶部预留TMD或AMD阻尼器，其造价在1～2千万，并

通过健康观测来决定是否启用TMD。



结构设计原则

• 对结构设计的边界条件的充分理解和应用

• 找出结构的关键控制因素

• 高效结构

• 抗震性能设计

• 合理刚度

• 合理构成

• 符合建筑创意 

• 符合业主的需求（经济性、进度、功能、灵活性、商业价值。。。）



五. 超高层建筑结构设计条件及政府审查程序

1）结构设计条件：

地质资料、安评报告、风洞试验、振动台试验（补充）……

2）超限审查（通常需要两次才能通过）：

1）≥350m 需到北京全国超限委员会进行审查

               2）≥300m 需第三方动力弹塑性复核

3）初步设计审查

4）施工图审查



六. 进度的控制

设计进度 政府程序

招标投标

进度控制

施工进度

   项目进度与效益相关联，特别是财务成本的控制



1）结构设计尽可能满足建筑的创意要求

2）合理的净高控制（标准层、避难层、地下室）

3）核心筒合理布置,优化竖向交通设计,提高平面使用率

4) 外框柱跨度合理,截面适中,满足最优的景观要求

5) 符合建筑功能、灵活性、提升商业价值



广州珠江新城J2-2（371.7m）

南宁龙光世纪大厦（368.2m）

长沙远大小天城（350m）

天津现代城（339m）

天津津塔    (336m)

成都门里东方荟（333m）

成都保利(328m)

珠海十字门标志塔(324m)

青岛华润中心(320m)

深圳汉国大厦（311.9m）

天津117大厦(597m)

沈阳宝能大厦 (560m)

广州东塔       (532m)

天津富力广东大厦（480m）

广州西塔 (432m)

深圳京基中心（439m）

南宁华润大厦(420m)

华润总部深圳湾项目   (400m)

八.RBS超过300m以上的超高层设计、顾问项目案例分析



广州珠江新城J2-2（371.7m）

结构高度 308m 高宽比 7

设防烈度 7度 基本风压
（100年）

0.6

结构体系 钢管砼柱型钢梁框架-钢筋混凝核心筒

服务类型：结构设计



南宁龙光世纪大厦（368.2m）

建筑平面 结构平面

结构高度 368m 高宽比 7.36

设防烈度 6度 基本风压
（50年）

0.35

结构体系
钢管混凝土柱框架+混凝土核心筒+外伸刚
臂

建筑平面

服务类型：结构顾问
合作设计：SOM+深圳奥意



天津津塔 (336m)

结构高度 330m 高宽比 7.88

设防烈度 7度 基本风压
（100年）

0.60

结构体系
钢管混凝土柱框架+核心钢板剪力墙体系+
外伸刚臂

服务类型：结构顾问
合作设计：SOM+华东院



成都门里东方荟（333m）

结构高度 303m 高宽比 8.7

设防烈度 7度 基本风压
（100年）

0.35

结构体系 带联系桁架的多筒+SRC框架

服务类型：结构设计



成都保利(328m)

结构高度 328m 高宽比 5.5

设防烈度 7度 基本风压
（100年）

0.35

结构体系 核心筒+钢管砼柱+钢斜撑网格

服务类型：结构顾问
合作设计：SOM+西南院



珠海十字门标志塔(324m)

结构高度 323m 高宽比 6.5

设防烈度 7度 基本风压
（100年）

0.90

结构体系
带腰桁架+伸臂桁架的型钢砼框架-钢筋混
凝土核心筒结构

服务类型：结构设计



深圳汉国大厦（311.9m）

结构高度 300m 高宽比 8.79

设防烈度 7度 基本风压
（100年）

0.90

结构体系 核心筒+伸臂+SRC柱+混凝土梁

服务类型：结构顾问
合作设计：SOM+深圳方佳



天津现代城（339m）

结构高度 300m 高宽比 10.2

设防烈度 7度 基本风压
（100年）

0.55

结构体系
钢管混凝土框架+伸臂桁架+钢筋混凝土核芯
筒

高区办公平面

低区办公平面 环桁架

伸臂桁架

服务类型：结构顾问
合作设计：SOM+华东院



广州西塔 (432m)

结构高度 432m 高宽比 7.2

设防烈度 7度 基本风压
（100年）

0.60

结构体系 筒中筒（斜交网格外筒+钢筋砼核心筒）

服务类型：结构顾问
合作设计：ARUP+华工院



深圳京基中心（439m）

结构高度 439m 高宽比 10.2

设防烈度 7度 基本风压
（100年）

0.75

结构体系 核心筒+钢管砼柱+钢斜撑网格

酒店层平面

办公层平面 巨型斜撑节点

服务类型：结构顾问
合作设计：ARUP+深圳华森



华润总部深圳湾项目(400m)

结构高度 400m 高宽比 7.7

设防烈度 7度 基本风压
（50年）

0.75

结构体系 密柱外框-核心筒

服务类型：结构顾问
合作设计：ARUP+CCDI



天津117大厦(597m)

结构高度 597m 高宽比 9.2

设防烈度 7.5度 基本风压
（100年）

0.60

结构体系
巨型结构体系：核心筒+巨型柱+外伸臂+腰桁
架+外框巨型斜撑等

服务类型：结构顾问
合作设计：ARUP+华东院



南宁华润大厦(420m)南宁华润大厦(420m)

结构高度 420m 高宽比 7.09

设防烈度 6度 基本风压
（100年）

0.4

结构体系 框架-核心筒+伸臂桁架+环桁架

服务类型：结构设计



结构选型：层间位移角敏感性分析

位移角不满足设计要求

位移角满足设计要求
剪重比为限值的0.836倍

位移角基本满足设计要求
刚重比1.422>1.4
剪重比为限值的0.832倍



结构选型：剪重比敏感性分析

lY向层间位移：由Y向V型撑起控制作用

l伸臂桁架和腰桁架数量：对变形影响不大，剪重比更是仅相差

0.015%



沈阳宝能大厦 (560m)

结构高度 565m 高宽比 9.9

设防烈度 7度 基本风压
（100年）

0.60

结构体系
巨型结构体系：核心筒+巨型柱+外伸臂+腰桁
架+外框巨型斜撑等

仅角部设置双腰桁架

服务类型：结构顾问
合作设计：深大院



主要抗侧力体系由

巨型斜撑框架-核心筒-外伸臂组成，

抵抗风荷载和地震作用：

–巨型斜撑框架

    （ 巨柱+ 斜撑 +周边带状桁架）

–4道伸臂钢桁架

–劲性钢筋混凝土核心筒

1)抗侧力体系 — 巨型斜撑框架-核心筒-外伸臂

37



共8根巨柱，长方形，长宽比约1.5，柱长边基本平行建筑外轮廓

底部的尺寸约为5.4×3.5m，在顶部逐渐减小至2.0×2.0m。

2)巨柱

38



3)双框梁
（1）可进一步提高和改善外框的刚度及其受力性能；

（2）双梁以柱中心对称布置，改善柱受力

39



4) 周边带状桁架

       结合各区的避难/机电层、及顶部楼层共设置8道带状桁架，在

塔楼高度方向布置均匀，带状桁架连接巨柱、斜撑，在塔楼的外围

形成巨型框架。

40



    在每两个相邻的周边桁架间布置一道巨型斜撑。该斜撑连接相邻两根巨柱

，有效的提高了结构的框剪比及结构抗侧力的安全冗余度。

      上部楼层设单向斜撑，下部楼层结合入口大堂的建筑使用要求设人字撑。

5 )巨型斜撑

首层斜撑

巨型斜撑

41



广州东塔   (532m)

结构高度 532m 高宽比 9.1

设防烈度 7度 基本风压
（100年）

0.60

结构体系
巨型结构体系：核心筒+巨型柱+外伸臂+腰桁
架

服务类型：结构顾问
合作设计：ARUP+广州市院



广州东塔   (532m)

采用巨型框架-核心筒+伸臂桁架结构体系



长沙远大小天城项目  (350m)

结构高度 350m 高宽比 6.0

设防烈度 6度 基本风压
（100年）

0.40

结构体系 纯钢结构，束筒+斜撑

服务类型：结构设计



长沙远大小天城项目  (350m) 立面A
立面B

立面C

立面D



平面布置

• 新型楼面体系



青岛华润中心(320m)

结构高度 279m 高宽比 6.45

设防烈度 6度 基本风压
（100年）

0.7

结构体系 框架核心筒（下部为砼框架，上部为钢框架）

服务类型：结构设计



结构构成与发展（1核心筒—早期方案）

核心筒主受力墙体沿底部正交布置，与顶部酒店主受力方向呈一定角度



结构构成与发展（2核心筒—中期方案）

核心筒外围主受力墙体沿底部正交布置，内部墙体基本与顶部酒店主受力方向正交



结构构成与发展（3核心筒—最终方案）

核心筒底部左右两侧墙体正交布置，中部右侧受力墙体与办公高区正交

办公低区 办公高区 酒店区



结构构成（外框架）

上部2/3的框架柱需在底部115米高空旋转转换
最大柱脚设计值达68800kN，通过水平构件进行
转换很困难。故上下柱位的对应协调十分重要，
可有效减少转换柱的数量，使竖向力传递十分简
单直接



结构体系



深圳汉京中心(350m)

建筑平面图

结构平面图

剖面图

配重区
板厚

200mm



结构体系---初步方案：钢框架+巨型支斜撑筒

原方案每平米用钢量约
270kg，且存在重力前
倾、舒适度超限、楼面
配重、焊接难等问题。



加强层以上保
留两层斜撑

部分删除方案原方案

从删除办公区斜撑后的位移角来看，删除办公区斜撑

对结构刚度有很大影响，基本抵消了钢管混凝土所增

加的刚度。部分删除办公区斜撑后，刚度便已没有富

余。且层间位移角突出最大的楼层，也就是删除伸臂

的楼层。

Y向最大位移角

原钢结构方案 1/324（基准）

钢管内灌入混凝土，部分删除
办公区斜撑 1/332



改进步骤1：图5个蓝色区域的电梯筒斜撑截面加大600x600x50。



改进步骤2：钢管柱钢板厚度减小约1/3，南北两个立面上的X向斜撑钢板厚度减

小至50mm，Y向斜撑钢板厚度不变。

柱截面尺寸不变，钢板厚
度减小约1/3，最大钢板
厚度由140mm降至80mm

 南北立面X向斜撑钢板
厚度减小至50mm



优化后，部分删除办公区斜撑方案可节省用钢量0.58万吨，各项指标中仅剪重比略有
减小。

地上部分总重量 结构周期 最大位移角 剪重比

优化前 141640吨 6.19,5.31,2.64 1/324 1.0%,1.12%

优化后 153922吨 6.34,5.69,3.14 1/321 0.98%,1.06%

地上部分总用钢量（不含次梁）

初步方案 3.44万吨

改进方案一 2.86万吨



改进方案二：混凝土筒体+钢管混凝土柱+钢支撑结构体系（删除办公区斜撑）

利用电梯间
设置筒体

只保留伸臂
桁架

柱截面尺寸不变，钢
板厚度减小约50%，
最大钢板厚度由

140mm降至50mm

斜撑截面尺寸不变，
钢板厚度减小约50%，

最大钢板厚度由
98mm减小至50mm

利用电梯井和
楼梯间设置四
个混凝土筒体，
则结构的刚度
将大为提升，
即使删掉办公
区的斜撑，只
保留伸臂桁架，
结构仍然有较
大的刚度富余。



为了加大北立面两片混凝土墙的压重，将其厚度从上至下均设为1m。同时将北

立面的中柱在部分楼层断开，强迫其上的砌体配重转移到两侧的剪力墙上。

该柱部分楼
层断开

最小墙厚
1000

各层梁上设
置90kN/m的
实心混凝土
砌块压重

原配重区
取消，200
厚楼板改
为150mm



改进方案二的优缺点及结论

优点 缺点

减少总用钢量1.8万吨，每平
米用钢量仅为142KG

影响办公区的斜撑可删除，
只保留伸臂桁架

对现有结构体系的改动较大，结
构体系变为了“筒体+带支撑框架”

钢板最大厚度减小至50mm，
焊接完全有保证

结构重量增加了55%，基础需重新
复核

刚度大幅提高，重力前倾问
题已可忽略，电梯和装修材
料也不再需要考虑位移要求

钢管柱与混凝土剪力墙的连接节
点需专门设计

除北立面外，已基本没有交
叉斜撑

阻尼比提高至3.5%，舒适度
基本满足要求

剪力墙同时发挥刚度和配重
作用，不再设置楼面配重区，
仅在北立面设置配重墙

改进方案二用钢
量可优化1.8万吨，
不再影响办公空
间，原有问题都
可解决，但结构
的改动量较大。



结论

u 改进方案一

   不仅大幅改进了办公区使用空间，还同时节省了超过5000吨的用钢

量，无论是受力合理性、整体刚度还是用钢量都比初步方案更优；

u 改进方案二

   用钢量可优化1.8万吨，不再影响办公空间，原有问题都可解决，但

结构的改动量较大；



天津广东大厦（480m）

结构高度 388m 高宽比 8.1

设防烈度 7.5 基本风压
（100年）

0.60

结构体系 下部稀柱+上部密柱+核心筒+侧立面钢斜撑

天津某大厦为一座480米高（结构高度388米）的

综合功能用途超高层塔楼。

结构体系为“框架—核心筒结合加强层和巨型斜

撑”的钢—混凝土混合结构，塔楼下半部采用稀

柱，上半部采用密柱，中部采用桁架进行过渡，

顶部为空间钢结构的屋顶造型。



办公低区结构布置图（7层）

办公中区结构布置图（31层）

办公高区结构布置图（ 42层）

酒店层结构布置图（60层）

豪华公寓层结构布置图（ 80层）

结构立面布置图



1.剪力墙厚度优化
结构地震下位移基本不变，剪重比及风荷载下位移有所减小但仍满足要求，结构总重量减

少了11%，对结构抗震是有利的。

调整前 调整后

前三周期 7.14，7.04，3.43 7.35，7.05，3.58

地震下位
移角

X：1/649
Y：1/537

X：1/541
Y：1/512

剪重比 X：1.81%
Y：1.89%

X：1.77%
Y：1.75%

首层外框
分担剪力

X：21%
Y：12%

X：14.1%
Y：6.5%

总重量 447471吨 389433吨



与伸臂直接相
连的柱地震力
增加了25%

加强层层
高10m

加强层层
高7m

2.钢斜撑的优化，高效率的结构抗侧力机制



3.柱子的优化

调整前首层柱截面 调整后首层柱截面

    这一调整方案带来的不仅是用钢量的节省，同时也能明显提升办公区的建
筑使用空间。



  5. 50～53层的核心筒不再收进，避免刚度突变

钢梁截面可由
H950x500x30x55变
为H950x500x20x25

位移角
突变

4.钢梁的优化



十.关于超高层建筑的用钢量

RBS近年部分超高层项目用钢量统计

　
　

主塔楼
面积

（万m2）

塔楼
高度
（m）

结构体系　
型钢用
钢量

(万吨)

单位型钢
用钢量
(kg/m2)

钢筋用
量

(万吨)

单位钢筋
用量

(kg/m2)

砼用量
（m3）

单位砼
用量

(m3/m2)

广州J2-2项目 18.51 306.7
钢框架+砼核心筒+伸

臂桁架
1.7 91.8 1.12 60.5 67497 0.37

珠海十字门标志
塔

11.88 330
钢框架+砼核心筒+伸

臂桁架
1.1 92.6 0.66 55.9 61804 0.52

天津现代城 12.4 314.4
钢框架+砼核心筒+伸

臂桁架
1.8 145.2 0.68 54.8 51500 0.42

深圳汉国 10 320
砼框架核心筒体系
（型钢砼柱）

0.4 40 1.0 100 50000 0.5

杭州华润 14.9 215 钢框架+砼核心筒 0.87 58.4 0.45 30.2 46800 0.32

成都保利 15.2 328
钢筋砼内筒+斜撑网

格外筒
1.3 85.5 0.5 32.9 48000 0.32

注：1、上述统计数据为模型计算理论值，进供参考；
    2、目前许多业主提出结构限额设计，缺乏一定科学依据。任何超高层项目都是个性化的创造，有其
地域性和特殊性，其结构造价指标没有统一标准。但创新、精心、优化的结构设计时降低超高层建筑
结构造价的必然途径。



国内近年部分超高层项目用钢量统计

　
主塔楼面积

(万m2)
塔楼高度

(m)
型钢用钢量

(万吨)
型钢用钢量

(kg/m2)
型钢单位造价

(元/m2)

天津117 40 597 11 275 4125 

上海中心 40 632 11 275 4125 

广州东塔 37 540 8 216 3243 

环球金融中心 25.2 492 7 278 4167 

广州西塔 26 440 4 154 2308 

武汉中心 26 438 3.6 138 2077 

天津津塔 20 330 5 250 3750 

CCTV 30 234 11 367 5500 

由上表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l 超过600m以上高楼，目前数据可以看出，用钢量基本上都达到了275 kg/m2；800m以上超高层

在国内尚无案例，型钢用量建议按照275~325kg/m2预估；
l 高度接近，但结构体系不同，用钢量差异很大，如广州东塔和广州西塔，高度相差100米，总用

钢量差异一倍；
l 建造位置不同，用钢量差异很大，如武汉中心和广州西塔；
l 合理的建筑外形，如上海中心采用流体外形能大幅减少风荷载影响，相对环球金融中心高度增加

较多，单位面积用钢量基本相同；



十一.RBS在超高层设计中的优势

1）在超高层、商业综合体及复杂结构领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2）对大型建筑工程全过程控制有丰富的经验，实现项目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3）与境内外著名发展商及知名设计团队多次成功合作；

4）团队协同工作模式，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5）在超高层和减震消能等前沿领域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

6）多位超限高层结构设计专家的内部支持资源。



每个项目的结构发展都有它的故事，它将铭记在RBS的成长过程中；

写字楼、酒店



公寓、住宅

RBS参与设计的公寓、住宅作品均成为当地顶级品牌展示楼盘；



大型商 业 综合体建 筑      
华润万象城系列

华润郑州万象城

华润置地成都二十四城项目

华润青岛万象城

华润哈尔滨欢乐颂

华润杭州万象城

华润合肥万象城

华润南宁万象城

华润上海万象城

华润沈阳万象城

华润重庆万象城 华润深圳万象汇

商业建筑让RBS与更多高端的发展商、建筑师、机电工程师等实现价值和共赢；



华润地产

华润深圳湾项目华润淄博五彩城

华润惠州小径湾酒店华润杭州悦府二期

华润深圳幸福里 华润南宁幸福里

华润郑州悦府一期华润青岛悦府一期

华润海南石梅湾

大型商 业 综合体建 筑      

与华润的全面合作，设计理念一致，追求卓越、专业专注，为社会提供优质产品。



合景地产

苏州木渎商业项目 成都誉峰

成都环球汇

与发展商形成长远的合作伙伴，共同进退，实现双赢。

大型商 业 综合体建 筑      



与不同发展商的合作，让我结构设计的精髓在RBS沉淀，也让我们有价值的经验和理念在发展商间传递。

万科地产

长安万科中心百信广场

百信地产 敏捷地产

番禺敏捷广场

华发新城6期

华发地产

华发珠海十字门

大型商 业 综合体建 筑      



复杂、特殊结构

•  结构的复杂与挑战是RBS能力的另一种宣示；

• 每个项目经过RBS之手都会带给业主、建筑师、机电工程师及

各专业等合作者不同的专业感受及价值；



1.RBS超高层结构设计的专家支持资源

1）RBS内部资源：超限专家团队

团队协同工作模式，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容柏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设计大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全国超限高层建筑工
程抗震设防审查专家

委员会资深委员
广东省超限高层建筑
工程抗震设防审查专
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盛勇  硕  士
副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广东省超限高层建筑
工程抗震设防审查专

家委员会委员

周定
副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广东省超限高层建筑
工程抗震设防审查专
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付钧  博  士 
副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广东省超限高层建筑
工程抗震设防审查专

家委员会委员



2）RBS内部资源：专家团队

团队协同工作模式，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张元坤 硕士
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中国建筑学会抗震防
灾分会高层建筑抗震

专业委员会委员
香港工程师学会会员
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
建筑结构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广州市建设科学技术
委员会结构与抗震专

业委员会委员

陈晓航
副总工/总监
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廖耘  硕士
副总工/总监
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张文华  硕士 
副总工/总监
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

孙海东
副总工/总监
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2. 规范的理解与实践

1）全国《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编委：容柏生、李盛勇。

2）广东省《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12299-2013编委：容柏生、张元坤、周定

参加编写。



3.与境外建筑师、机电工程师合作积累丰富的经验。

与境外建筑师、工程师合作：



●更广义的成本控制原则

1）保证建筑创意功能及灵活性的情况下节约成本。

2）从基础到上部结构造型，体系的多方案论证保证结构的合理性，与经济性。

3）以实现建筑商业价值为目标，配合建筑功能灵活性的同时，把握好结构成本与后期使用

价值之间的平衡

●高效结构设计原则

1）结构的效率的提高是结构设计的中心点，也是专业配合的重要环节。

2）高效率的结构，构件截面更优，成本更经济，与建筑、机电的配合更流畅，更容易。

在结构发展的不同阶段（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对结构的钢材（型钢、钢

筋）、砼的用量动态地反映在设计文件中，如需要在结构建模后，对结构进展的过程材

料用量及时可以提供给业主。

4.设计过程中的成本控制机制

●动态设计，让业主更清楚了解结构部分的成本构成。



5.容联科技--研发支持平台

独立知识产权—创新技术

RBS消能墙 大比例模型振动台对比试验

RBS消能墙、RBS消能键 RBS高约束焊接箍筋多重配筋混凝土柱研究

外包多腔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和
外包端柱内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BauGrid  ®焊接箍筋网



6.建研数力—软件支持平台



7.强有力的设计团队—全国最大的结构设计专业事务所（80多人）



     
8.RBS十年

• 我们有结构人的梦想，顺应结构发展潮流，踏上时代发展的节拍，追

求专业，创新发展；

• 筑源、筑本、筑魂、筑梦，追求卓越、创造精品是我们的目标；

• 专业、专注、主动、共享是我们的企业理念；

• 激情、开放、负责、承担是我们每个员工的态度。

• 我们是学习型、开放型的组织，我们还在路上。



RBS成立十周年音乐酒会



RBS十年，随心筑梦







谢谢聆听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