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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木结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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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优先使用区
Brock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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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一直处于振兴重型木结构建筑的

前沿，将工程木产品创新应用于教学和行政大楼。该

校木结构建筑阵容的最新成员是北美第一栋重型混合

木结构高层住宅楼： 53米高的18层Brock Commons一
期大楼。

Brock Commons是温哥华校区规划的五栋住宅楼之一

（按建造顺序它是第三栋，之前的两栋是Ponderosa 
Commons和Orchard Commons）。这些大楼不仅作为

学生宿舍，还是校区的教学和休闲中心。中心全部采

用相似的规划和城市设计，但Brock Commons的独特

之处在于采用重型混合木结构：底层是带加混凝土核

心筒的混凝土裙楼，其上是16层重型木结构。

Brock Commons是由2013年加拿大国家资源竞赛（2013 
National Resources Canada）支持的两个高层木结构示

范项目之一，目的是促进加拿大的木材产品设计和生

产。这栋开创性的建筑将展示工程木产品和建筑技术

的创新，创造研究和学习北美环境下高层木结构建筑

设计、施工、使用和居住的难得机会。

• 用地面积：2,315 m2

• 总面积：15,120 m2

• 容积率：6.53
• 建筑占地面积：840 m2

• 404个学生床位

• 使用木材2,233 m3

• 储存1,753吨CO2

• 避免排放679吨CO2

• CO2效益2,432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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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BUILDING ENVELOPE  

6.4.1�OVERVIEW 

The building will be enclosed with a curtain wall system on the ground floor. A three layered 
CLT canopy will be provided with double folded standing seam metal roofing to provide rain 
coverage for pedestrians. On the upper floors, a prefabricated exterior panel system will be 
provided. The panel system will comprise of 8.00 m long (corresponding to two structural bays) 
by one storey (2.81m) high panels. The panels will be a steel stud assembly. The panels utilize 
principles of curtain wall design with special attention given to the interfaces between each 
panel to ensure tightness of seal. Corner panels will also be provided. Figure 59 show a typical 
prefabricated envelope panel elevation.  

 

FIGURE 59 - TYPICAL PREFABRICATED ENEVELOP PANEL ELEVATION (COURTESY OF ACTON OSTRY ARCHITECTS) 

6.4.2�DETAILED DESCRIPTION 

The exterior envelope will comprise two systems. At the ground level, a curtain wall system will 
be installed. Between levels 2 and 18, a prefabricated envelope system will be installed. The 
primary driver for choosing a prefabricated envelope system was to allow the building to be 
rapidly enclosed once the structure was erected. This was highlighted by the construction 
manager during our first interview with him: 

“we are dealing with building envelope to apply very rapid closure around that structure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the wood is sensitive to moisture and we have uncertain weather. We 
are applying an immediate closure type of strategy whereby you don't go above with the next 
level of structure above until you have closed around the one you currently have with envelope. 
So that decision has also driven a large panelized format for the building enve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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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组件

涂层木质装修窗台

2个16 mm X型石膏板边缘墙板，在面板搭建、
涂层木质装修窗台之后安装

用于面板连接的连续式角钢

CLT与外壳面板间含矿物棉的密实腔体

W1 – 外部预制板组件

最低有效值R-16

热阻

外
部

1 屋面

2 裙楼外围护

图片来源：Acton Ostry Architects Inc.以及UBC研究团队

组合屋面

金属楼
承板

钢梁

吊顶

护壁板电加热器

Brock Commons大楼的外围护采用幕墙系统（底

层）结合预制板系统（2至18层），外加传统组

合屋面。采用预制外围护系统的原因是在木结构

搭建时能够快速围起每一层，从而避免雨水破坏

并降低受损风险。节能是另一个考虑因素：外围

护具有R-16的最小热阻值。外部颜色和外观与校

园内其他学生住宿中心风格相似。

共计研究了四种外围护方案，作为整套设计和建

造方案，满足保温、材料和外饰的标准规格：

 1. 大型窗槛墙和玻璃的幕墙系统；

 2. 预装窗户的预铸碳纤维钢筋混凝土保温夹

层板；

 3. 预装窗户的木框龙骨系统；

 4. 预装窗户的结构轻钢龙骨系统（选中方

案）。

决定主要考虑了成本、重量、安装简易性以及整

体性能，包括不可燃建筑。

• 屋面组件为传统组合屋面系统置于金属面板之

上，以钢梁支撑。

• 大楼底层将用玻璃幕墙系统围成。

• 带直立双锁边金属屋面的三层CLT板顶棚为行人

遮雨。

• 外围护结构主体为外部预制板系统，由安装在

每层的角钢(L127x127x13)支撑。

• 面板长8 m、高2.81 m（对应两个结构开间和一

层），另有特殊角板。

• 面板由轻钢龙骨和玻璃纤维保温棉组件构成，带

有雨幕木纤维层压挂板系统和预装窗户组件。

• 结构、窗户和雨幕组件为预制，隔汽层、保温

棉和内饰面为现场安装。

3 裙楼外围护

• 8 mm预制挂板
• 25 mm 纵向围梁
• 50 mm 隔热断桥断续式固定夹
• 50 mm 半硬质保温材料
• 流涂透气膜
• 13 mm 外部护墙板
• 152 mm 轻钢龙骨
• 龙骨间的玻璃纤维保温棉
• 隔汽层
• 石膏板类型：
 • W1 16 mm石膏板
 • W1x 16 mm X型石膏板
• 内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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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系统和设备  

 

三楼顶棚空间

单人套房的典型布局 典型的厨房让位墙 

2016年6月

2 电气

4 输送

2 管道系统1 暖通空调

单人套房的典型布局

单身公寓

生活冷热水生活污水
排水管伸顶通气管

紧急地面
排水口

生活污水排水管 

顶棚空间里的排气管道

供气管通到墙内
连接楼面的送风格栅

供排气管道

主通信设备室平面图

接地线

电缆槽（位于
竣工楼面以上
2700mm）
所有墙体铺设
19mm耐火胶合板
（涂层）

UTP电缆终端位置

射频设备位置

2至18层用于电缆槽弯通的
遮挡

竖管

耐火竖井内的火警
立管

耐火检修门

单身公寓

电气和管道布局

混凝土核心筒施工（2016年6月）

建筑设备包括输送系统、管道设备、电气系统、

供暖、通风和空调（暖通空调）系统以及消防

系统。

这些系统相对常规，在任何高层住宅楼里都能

看到。它们用于木结构建筑时的设计考虑因素

包括：

• 建筑系统在集中位置的整合以及协调一致的

布线路径，做到减少在CLT面板穿孔。

• 所有系统布线路径的预先设计，协调明装横

向布线和预装组件穿孔的净空高度。

• 建筑系统和伸缩缝的灵活设计，做到容纳混

凝土核心筒和木结构之间的不均匀沉降和潜

在移动。

• 预防和缓解措施，做到漏水时减少单元或室

内组件内部的积水。

• 暖通空调系统包括供排气以及楼梯间加压送风（

救生措施）。

• 供排气管的横向布线都布置在18层，紧贴顶棚之下

，然后分流到各单元之间的机械竖井，以供应所

有楼层。

• 使用柔性管道，以减轻木结构沉降的影响。

• UBC的区域能源系统提供热水，用作空间供暖以及

生活热水。

• 在单元内部，护壁板电加热器提供空间供暖，活

动窗实现空间降温和自然通风。

• 厨房排气扇使用活性炭过滤器清洁和循环空气，

不需要横向管道穿透外围护结构。

• 管道系统包括生活供水以及生活污水和雨水排放

系统。

• 核心筒内的立管服务于明装在CLT面板之下且供应

楼面以上至协调穿透处所有楼层的横向管道。

• 为缓解沉降影响，在每层均安装编织不锈钢管、

膨胀节、伸缩缝和软管接头；生活用水系统使用

PEX管而非铜管，每四层悬挂安装生活污水和雨水

伸顶通气管。

• 为缓解水渍损害，单元内增设地面排水口，还有

显而易见的关断面板供学生在发生管道泄漏时

操作。

• 电气系统包括配电以及电源、通信网络、数据网

络、火灾探测和报警、照明以及应急电源。

• 一个带充电器的停车位供一辆电动汽车停车。

• 电气和通信布线从中央控制室分到每层的配电柜

和配电盘，然后横向馈电给各个单元。

• 应急电源通过外部应急发电机提供给多个应急配

电板，这些配电板供应电梯、照明、火灾报警和

扑救以及救生系统。

• 火灾报警为单级且可寻址，必须有一个位于主入

口的CACF/报警器面板，且包括感温探测、烟雾探

测、手动报警按钮、声音和视觉信号设备，还有

消防部门应答机和继电器。

• 大楼有两台电梯，位于混凝土核心筒内，这是高

层建筑的典型做法。

• 一台电梯采用应急电源运行，作为指定的消防

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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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进展
2016年6月

图片来源：CadMakers Inc.以及UBC研究团队

用于规划施工的混凝土核心筒虚拟三维模型

2016年1月12日
安装用于核心筒混凝土

浇筑的模板

2015年12月22日
混凝土地基的钢架

浇筑混凝土核心筒（左），混凝土核心筒浇筑完成头两层（右）
2016年3月30日

竣工的混凝土裙楼和混凝土核心筒（左），
正在准备木结构施工的2楼转换板（上）

2016年6月6日

2楼转换板混凝土

木结构

至今为止的施工活动

施工前的规划

2 防火1 施工进度安排 2 防水

施工中的实际混凝土核心筒

裙楼地基 核心筒

2016年3月7日
用于2楼混凝土转换板

浇筑的钢架

2016年3月18日
用于混凝土核心筒浇筑的

木质模板

2016年2月16日
裙楼混凝土柱的钢架

2016年3月11日
混凝土核心筒的钢架

2016年4月27日
安装混凝土裙楼的建筑系统

2016年5月3日
混凝土裙楼的建筑系统（上），

混凝土核心筒内部（下）

2016年6月15日
安装CLT板和柱

2016年6月20日
木结构施工（上），

加上竣工混凝土核心筒（下）

施工开始前进行了周密规划，目的是促进施

工过程顺利进行，并解决用重型混合木结构

建造高层建筑的一些难题。施工组织和规划

使用虚拟三维建模辅助。

用于解决三个主要难题的关键策略包括：

• 主要行业承包商对施工进度安排的意见和保证

• 主要物料、系统和设备的提前采购流程；根据施

工进度要求确保库存充足

• 木结构组件和建筑外围面板的预制和场外储存

• 批量生产之前的计算机设计模型和实体模型分析，

确保准确性并获得批准

• 春夏两季木结构搭建进度安排，减少因天气原因

造成的停工

• 协调建筑外围护结构的吊装时间，与木结构搭建

同步

• 深化木结构节点设计，尽量减少或完全消除焊接

• 行业承包商要求许可动火作业许可证，消防监督

员站岗监督

• 使用临时供暖，避免结构内产生明火热源

• 消防竖管安装在不低于施工楼层以下四层，带有

临时分叉接头供消防部门使用

• CLT楼板结构由CLT楼板加混凝土面层以及X型石膏

板封装而成；任何时刻暴露的无保护木结构不得

超过4层

• 工作人员接受火灾预防和响应培训

• 消防安全计划提交温哥华消防部审批

• 木结构搭建安排在较为干燥的夏季

• 木构件涂上防水涂层，尽量减少施工期间水份渗

入构件

• 混凝土面层覆盖木板结构形成倾斜角度，实现直

接排水

• 封装前进行木结构含水率评估

• 潮湿天气采取预制的临时雨水保护措施

• 预制建筑外围护结构的安装大约落后于一层主体

结构的搭建

• 水流报警启动，几小时后总水闸关闭

• 工作人员接受关于水渍损害预防和缓解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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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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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Acton Ostry Architects Inc.以及Fast + Epp

面板结构分析

包括承重反作用力、纵向弯曲力和纵向剪力在内的结构分析，
在由Merz Kley Partner AG.进行的第三方结构同行审核流程中执行。

1 设计阶段

设计开发

整体设计研讨会 建筑规范和
替代解决方案

批准

木结构和系统
建造许可

施工文件编制

招标和签约

施工和调试

入住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8年
10月 1月 4月 7月 10月 1月 4月 7月 10月 1月

2017年
4月 7月 10月 1月 4月     

4 UBC现场专用规范的审核

2 设计参数和指导原则

3 法规

翻新（包括新机械

建筑用途

项目位置

气候

项目规模

采购

合伙人

资金

预算

先决条件

整合所有
设计原则

设计

施工进度

施工 使用

纵向缩短

预制程度

供应商资格
和能力

施工进度安排

材料运输

容差

起重机类型和位置

消防
防雨防潮

消防

防火

渗水（漏水）

纵向缩短

结构件交换

Brock Commons的设计流程于2014年11月正式开始，

2015年10月完成：历时4个半月完成方案设计、3个月

完成设计开发、5个月完成施工文件（有重叠）。

期间利用了关键设计策略，解决不列颠哥伦比亚新建

筑类型的开发难题：

• 以完工的学生宿舍Ponderosa Commons二期作为先

例项目。

• 为设计决策设定定义明确的项目参数和指导原则。

• 召开整体设计研讨会，重点分析多个结构方案，涉

及成本、可施工性和工程系统影响等方面。

• 利用虚拟模型做详细的可视化、决策、规划和可施

工性审核。

• 建造原尺寸模型，测试和验证关键建筑构件和材料

的可行性和可施工性。

建筑规范当局和施工专家参与整个设计流程。

项目设计参数包括之前设计的优套房布局、紧凑现场、

可用建筑面积、高度限制和临近停车场。

项目团队根据一系列实用的指导原则和性能要求，完

成重型混合木结构解决方案的开发。

UBC的建筑项目受到地方、省级和国家级多项重叠政

策、规范、标准和规定的管辖。主要规定是《2012年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建筑规范》（British Columbia 
Building Code，简称BCBC）：

• BCBC将Brock Commons划分为含集会空间（Grp A-2）
的居住用房（Grp C）。

• BCBC第3.2.2.47条规定：高于6层的居住和集会建筑

必须为不可燃建筑，喷淋系统覆盖全楼，楼板组件

的耐火等级（FRR）不低于2小时，承重构件的FRR
不低于其所支撑的组件。

项目团队和UBC建筑总监携手省建筑和安全标准办公

室（Building and Safety Standards Branch，简称BSSB）
起草了一份现场专用建筑规程：《UBC高层木结构建

筑规程》（UBC Tall Wood Building Regulation）。

规定：

• 豁免该项目遵守BCBC的部分规定，例如可燃建筑的

规模限制；

• 提出了仅适用于本建筑的具体技术要求；

• 确保居住者的健康和安全保护等同于或优于BCBC对
同规模不可燃建筑的规定。

• 其他法规：

• 《2015年加拿大国家建筑规范》

• 《2012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消防规范》

• UBC 92号政策《土地使用和许可》

• LEED金级认证要求

• ASHRAE 90.1-2010《建筑物能源标准（低层住宅楼

除外）》

制订一份现场专用规范是一个严谨的过程，形成的建

筑规范仅适用于具体项目的现场。对于Brock Commons
而言，此流程包括：

• 项目团队进行主要技术风险领域防范策略的概念设

计和提议。

• 两家独立第三方工程事务所（一家当地、一家国际）

进行结构设计和重型木结构产品的同行审核。

• 两个专家小组进行结构性能和消防安全设计审核，

专家小组成员为建筑设计专家、建筑领域官员、先

进木结构建筑组织、合格研究员。

• 解决涉及BSSB、UBC建筑总监和项目团队的合作

问题。

• 一家在可燃建筑方面拥有专长的专业法规公司提供

咨询顾问服务。

审核提出的反馈意见已整合到建筑设计之中。审核流

程的目的是确认所有不确定方面都已在规范中明确并

得到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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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工程
2016年6月

主动消防策略3

被动消防策略2

图片来源：Acton Ostry Architects Inc.以及Stantec Ltd.

施工期间的
消防策略

1

2小时FRR
1小时FRR
水槽

含胶合层积材柱和钢接头的CLT楼板

施工期间部分完成的封装

完工

2

喷水灭火线路上的防火回路抗震伸缩缝
（通常在2-18层）

灭火器

喷水灭火立管和管道

消防栓阀

单身公寓单身公寓单身公寓

储藏室/保洁处

单身公寓单身公寓

楼梯

上
下

消防是Brock Commons设计过程中的一个关键

考虑因素。《UBC高层木结构建筑规范》（本

项目的现场专用规范）的重点之一是确保住户

的健康和安全防护水平等同于或优于BCBC对同

规模不可燃（即混凝土）建筑的规定。为实现

这个目标，设计采用了被动消防、主动火灾探

测和扑救手段，并在施工期间采取措施保护建

筑。

这些手段大部分常见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层

住宅建筑，包括耐火等级（FRR）分隔措施。

FRR分隔措施用于降低结构构件、楼板、承重

墙着火后过早失去作用或崩塌的可能性，避免

导致住户无法逃生、应急响应人员无法进入，

造成火势蔓延到其他楼层。耐火等级确保结构

系统在火势最盛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失效时能

够承受一定时间。

• 施工期间的无保护木结构少于四层。

• 结构搭建时安装一层X型石膏板和混凝土面层，

保护木结构件。

• 功能竖管位于混凝土核心筒中。

• 布置现场安保和消防监督。

• 单级、可寻址火灾警报系统，包括声音和视觉信

号设备。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立管系统，连接到市供水系

统，后备20,000升现场水槽和消防泵（二者都用

应急电源运行）。水槽可供水30分钟，系统可靠

性接近100%。

• 喷水灭火系统覆盖住宅单元，使用嵌入式喷头以

防意外受损。每层还要提供灭火器。

• 干式灭火系统（用于减少水冻结和管道损伤）安

装在室外CLT顶棚之下。

• 100%无保护开口区域必须有水幕，尤其是底层邻

近停车场的公共空间。

• 安装人工监控和断电报警和喷水灭火系统，可发

信号至温哥华消防部。

• 在每层喷水灭火立管伸出混凝土核心筒处安装伸

缩缝。

• 不可燃的底层和楼梯/电梯核心筒，作为高楼层的

出口。

• 木结构全封装（18楼休闲室除外，这里全部安装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封装使用多层X型石膏

板 ， 为 所 有 结 构 组 件 提 供 2小 时 耐 火 等 级

（FRR）。

•  楼层之间以及所有竖井具有2小时FRR，没有互

通的楼层空间。

• 住宅单元之间具有2小时加强FRR（BCBC仅要求1
小时FRR），单元和走廊之间具有1小时FRR（这

部分有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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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设计和布局

底层平面图

典型楼层平面图

典型让位墙，显示楼板和顶棚之间的隔音
CLT面板接口  典型单人间 典型四人间

声学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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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Acton Ostry Architect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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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和混凝土之间
两层防潮纸

隔音密封胶 连续混凝土面层
地板表面

CLT板

挠度顶部轨道

隔音密封胶

塞缝片   

单元卧室

单元卧室单元卧室

X型石膏板

含隔音棉和气隙的
轻钢龙骨让位墙

单元卧室

Brock Commons的规划和室内套房布局以学生住宿管

理部为其他学生住宿中心设计的先例为依据。

• 底层容纳学生使用的公共设施，例如社交聚会和学

习空间。行政、洗衣设施、储藏间、机械、电气和

其他设备室也位于底层。

• 每个居住层有16个单人间和2个四人间（18楼除

外，这里有1个四人间和1个休闲室）。

• 木结构考虑因素包括尽量减少穿透CLT面板和胶合

板塞缝片，具体做法有集中设施、将卫生间和厨房

背靠背设在房间中央、让位墙不设管道。

室内设计有关性能的关键考虑因素是降低破坏性震动

和声音传播。设计上的解决方法包括：

• 用40 mm混凝土面层增加CLT楼板的重量和刚度。

• 在单元内安装小方地毯和弹性地板，以降低地板表

面硬度。

•  在CLT面板和室内顶棚之间形成空腔，方法是从

弹性条和顶部轨道悬挂石膏板。

• 通过分层、气室、室内隔断内加隔音材料等吸收声

音。

隔音设计是为楼板组件提供52-54 STC（隔音等级）、

墙体组件50-62 S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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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连接
June 2016

CLT面板

胶合层积材柱

环氧树脂释放孔

直径12螺栓

SHIM PLATE

圆形HSS127x13厚。龙骨350W直径16mm
螺杆

钢板
265x265或
265x215
29mm厚350W

4根16φ螺杆
用环氧树脂粘合到
胶合层积材柱中

核心筒与板的连接

5

4

1

2

3

楼板与柱的连接

柱与屋面的连接

2 3

5

4

角钢5

拉条4

柱与混凝土板3

柱与CLT面板2
柱与钢结构屋面1

1

图片来源：Acton Ostry Architects Inc.、CadMakers Inc.以及UBC研究团队

嵌入钢板  

螺栓连接

钢拉条
紧固到CLT  

混凝土面层

CLT面板

混凝土核心筒壁

STEEL LEDGER 
ANGLE
角钢焊接到铸
入核心筒壁的钢板

钢板265x265x25厚350W

结构空心型钢127φx13

直径19现场浇铸热浸锌锚栓，
底部使用垫片螺母

二楼转换板

调平螺母

直径16x长140的螺杆
粘合到胶合层积材柱
直径19x长150的孔

钢板
265x265x25
厚350W

胶合层积
材柱

钢承板

W形钢梁

6.4mm加劲杆

结构空心型钢127x127x6.4
适应龙骨

直径16mm
螺杆

胶合层积材柱

钢板
265x215x10

适应屋面
坡度

Brock Commons的混合结构包括多种连接类

型：重型木结构和混凝土裙楼及核心筒之间、

重型木结构内部、重型木结构和屋面之间的连

接。

连接的考虑因素包括：

• 纵向（重力）负荷以及面板剪切负荷的有效

转移。

• 楼板起到横隔层的作用，将横向负荷转移到

核心筒。

• 尽量减少整栋楼的震动传递。

• 考虑建筑沉降以及木构件与混凝土构件之间

的移动。

• 潮湿和承重造成的木构件沉降和收缩。

• 制作和安装的误差，木材产品的差异。

• 组件的可施工性，安装的简易性和速度。

• 渗水以及任何潜在损害的缓解。

• 连接性能的长期监控。

• 柱与屋面结构的连接类似于柱与柱的连接，屋面

梁用焊接钢组件支撑，焊接钢组件锚固到胶合层

积材柱的顶部。

• 组件将根据钢结构屋面的坡度调整。

• 柱与柱/CLT面板的连接包括圆形结构空心型钢

（HSS）紧固到钢板，钢板使用螺杆连接在每根

柱子的顶部和底部，螺杆用环氧树脂粘合到柱子

中。

• 柱子底部较小的HSS适应下方柱子顶部较大的

HSS。

• CLT面板在下方柱子顶部受到支撑，由四根螺杆

栓接到钢板。

• 连接仅通过柱子直接转移纵向负荷。

• 拉条为钢板（100 mm宽）用螺丝拧到CLT面板顶

部并栓接到钢引弧板，焊接钢引弧板将钢板嵌入

核心筒。

• 拉条将横向负荷从楼板转移到核心筒。

• 拉条的长度、厚度和间距根据其在结构内部的位

置而定，做到可承受不同负荷（楼层越高，拉条

越大、间距越密）。

• CLT在混凝土核心筒处受到角钢（L203x152x13厚
LLH）支撑，角钢焊接到铸入核心筒壁的嵌入板

（300 mm宽）。

• 连接可承受连接点处的纵向和横向剪力传递。

• 混凝土板与柱的连接类似于柱与柱的连接，但底

板采用栓接到混凝土转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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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系统
2016年6月

钢组件

木结构组件

现场浇筑钢筋混凝土结构

现场浇筑钢筋混凝土地基

屋面结构

 

柱子

混凝土核心筒

裙楼

地基

楼板设计

图片来源：Acton Ostry Architects Inc.以及CadMakers Inc.

Brock Commons的结构系统设计为混合结构。

地基和底层以及核心筒（内含楼梯井、电梯和设

备立管）为现场浇筑混凝土。3至18层的结构由重

型木制柱子和楼板组成。连接件和具体部分构件

（例如屋面结构）使用为钢材。

混合结构的具体设计考虑因素包括：

• 结构能力

• 木材体积

• 可施工性

• 成本

• 产品的可得用性和采购

• 建筑设备路径布置

• 沉降和收缩

• 制作和施工容差

选择上层为重型木上层结构的预计预期结果是形

成建成一栋比同等混凝土结构轻得多的建筑。

屋面将用钢承板和钢梁（由胶合层积材柱支撑）建

造。选择钢制屋面是为了缓解减轻若发生渗水时可

能出现的问题。

楼面和屋面用排列成4x2.85m网格的GLT和PSL柱支撑。

低楼层使用较粗的柱子（265x265mm），高楼层使用

较细的柱子（265x215mm）。PSL柱用在2至5层的楼板

中央具有承受较高负荷的位置。

楼板由CLT面板组成，方向顺着建筑的长轴，交错安

装，用胶合塞缝片牢固连接，形成横隔层。面板厚

169mm，宽一个开间（2.85m），长度有四种，最长的

达到三个开间（12m长）。每层使用29块面板，大部

分为根据预切的机械、管道和电气开口形状而特制

的。

两个核心筒容纳楼梯、电梯井和机械设备。它们以现

场浇筑钢筋混凝土（450mm厚）制成，提供足以抵抗

建筑整体高度上的侧向风或地震力的结构刚度。

混凝土裙楼容纳底层设施和设备空间，并支撑二楼转

换板（600mm厚）上的木结构。决定建造混凝土裙楼

是因为需要独立于木柱网格的大跨距度空间，抵抗各

种影响，将机械和电气设备置于不可燃空间内。

地基为钢筋混凝土扩展基础（2.8x2.8x0.7 m），四周

是混凝土墙和条形基础（600x300 mm）。每个核心筒

由一个筏板（1.6 m厚）支撑，每个筏板带有四个可承

受1250千牛顿张力的地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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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设计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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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1

多学科协调2

碰撞检查3

工料估算4

四维规划和排序5

数字化制造7

图片来源：CadMakers Inc.

可施工性审核6

Brock Commons的综合三维虚拟模型由设计团

队中的虚拟设计和施工（VDC）建模公司Cad-
Makers制作，并在整个设计阶段不断更新。

VDC建模公司收集了来自其他顾问的设计信

息，制作出一个极其详尽和精确的建筑模型，

包含所有组件和建筑系统。

在项目的整个设计阶段，虚拟设计和施工

（VDC）模型被用于：

1. 可视化

2. 多学科协调

3. 碰撞检查

4. 工料估算

5. 四维规划和排序

6. 可施工性审核

7. 数字化制造

让VDC建模公司参与设计团队的部分原因是使

设计顾问无需负责制作项目整个生命周期中都

会用到的三维模型。每位顾问可以专注于自己

的工作领域，使用自己熟悉的建模和制图工

具，不用担心软件的互操作问题。

设计使用的程序：

•  建模软件：Dassault Systemes的3D Experi-
ence（包括CATIA、ENOVIA、Design Re-
view）

•  建筑渲染：Trimble sketchup

•  建筑图纸：Nemestchek Vectorworks

• M/E/P图纸：Autodesk Autocad

• 结构图纸：CATIA/Autodesk Autocad

• 模型主要用于形成不同方案的可视化材料，从而

辅助设计开发和决策制定。

• 在整体设计研讨会期间，模型实时更新，快速反

映团队评估不同结构系统时的反馈。

• VDC建模公司以各顾问公司的二维图纸和三维模

型为基础建造模型。

• 更新设计变更到模型中，记录所有问题并反馈给

团队，以要求团队提供相关信息或进行澄清。在

这个角色中，VDC建模公司作为设计和项目文件

的外部审核人。

• 由于重要建筑构件预先制作，建筑系统的路径和

与之相关的穿透设计需在设计期间规划。

• 三维模型用于定位管道、尺寸穿透和竖井，确保

满足适当的间隙和其他特殊要求，并解决系统路

径之间的重大冲突。

• 在设计虚拟和数字化模型时，VDC建模公司制作

了安装顺序的四维模拟，用于分析。

• 通过这次详细的安装顺序模拟，团队得以看到流

程演示并解决可能拖延项目的问题。

• VDC三维模型和四维模拟被用作与施工公司沟通

的工具。

• 这种做法先发制人地解决了可能造成现场延迟的

部分可施工性问题。

• 这种做法也有助于确保有意向的公司能够在投标

之前较好地了解项目，从而减少可能增加出价的

不确定处和风险分担。

• VDC模型可被用于某些构件（CLT面板、GLT和
PSL柱、钢构件）的数字化制造。

• VDC建模公司与重型木材供应商合作，编制一个

施工图审批和制造流程。

• 工料估算从VDC模型提取，用于制定决策、成本

估算和施工规划。

• 在研讨会期间，模拟了结构设计方案，并计算了

不同木材产品的用量，用于为选择流程提供所需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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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L用于2至5层的高负荷结构柱。

Brock Commons上层结构的木制组件

正交胶合木1

胶合木2

平行木片胶合木3

1
2

3

CLT用于3至18层的楼板

GLT用于2至18层的大部分结构柱。

图片来源：Acton Ostry Inc.、UBC研究团队、iaacblog.com (CLT)、eurowood.co.nz (GLT)以及StructureCraft Builders (PSL)
信息来源：Canadian Wood Council（加拿大木业协会，网址：cwc.ca）

重型木材和结构复合木材产品使用多种衍生木

制品通过以胶黏剂粘合木材的刨花、单板或厚

木板制成。这些产品包括：

• 胶合木（GLT）

• 正交胶合木（CLT）

• 平行木片胶合木（PSL）

• 钉接胶合木（NLT）

• 旋切板胶合木（LVL）

• 层叠木片胶合木（LSL）

• 定向刨花板（OSB）

这些产品用途极广，可以用于多种建筑类型和

功能。它们采用可再生资源制成，碳排放量低

于钢材和混凝土。产品可以根据具体属性进行

设计，例如形状、结构能力、美感和表面处理

方式等。

产品在井条有序的工厂环境中制作，然后在施

工现场组装。层压技术使得根据强度和质量挑

选多个小件组成大型结构构件成为现实。尺寸

则一般根据运输条件和可施工性限制来决定。

•  CLT面板的制作方式是用胶黏剂或机械紧固件交

叉层压三到九层木材。

•  面板尺寸通常为厚50 mm到300 mm、宽1.2 m到3 
m、长5 m到15 m。

•  CLT面板用于承重楼板、墙和屋面，用以起到横

隔层或剪力墙的作用。

•  面板上的开口在工厂预先切割或在施工现场切

割，包括用于管道和通风管的小型开口以及门窗

开口。

• 胶合木的制作方式是用粘合剂在受控条件下水平

层压端部相接的标准尺寸木材。

• GLT木材是一种特殊等级的木材（ “lamstock”
级），直接从锯木厂购买，有三种树种组合：花

旗松和落叶松、铁杉和冷杉、云杉和松木。

• GLT的应用包括过梁、横梁、大梁、立柱、重型

桁架。

•  GLT几乎可以制作成无限种或直或弯的形状，还

能同时满足设计复杂性和结构要求。

• PSL是一种高强度结构复合木材产品，制作方法是

高压粘合木材单板条（去除了木材的生长缺

陷）。

• PSL的生产原料是采用加拿大花旗松和美国南方

松。

• PSL用于需要高抗弯强度的重载立柱、横梁和过

梁。

• 它是一种专利产品，商品名是Parall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