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工业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程小武                                          

 二〇二〇年八月

现代木结构建筑在中国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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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遗址中的木构件 河姆渡遗址木结构建筑复原图

n 我国古代建筑主要以木结构为代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n 早在五千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时期，就已出现木结构建筑，部分构件上还带有榫头和卯口。

山西南禅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
唐代，重建于782年

山西佛光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
完整的唐代建筑，唐代，857年

宁波保国寺大殿，北宋，1100年



n 我国传统木结构兴于秦汉，盛于唐宋，至明清已至巅峰。

应县木塔
67.3m,1056年

北京故宫—世界最大木结构建筑群《营造法式》于宋1103年出版，
是古代最完整的木建筑技术著作



挪威18层85m高层木建筑

日本178m跨大馆树海体育馆

n全自动生产线，有严格的产品质量保证体系。
n 现代木结构建筑最大跨度：178m；
n 现代木结构建筑最高：85.4m；
n 占有北美住宅85%、日本65%住宅。

自动化生产线

加拿大18层53m学生宿舍楼



Ø 工厂化制造
      工厂化加工制造，节省劳动力资源，生产效率
高、产品质量优。

Ø 装配式建造
      采取现场装配式安装，节省劳动力资源，施工
便捷，对环境影响小。

Ø 结构体系清晰
      从低层、多层、大跨到高层现代木结构，结构
体系清晰，技术经济性好。

Ø 现代连接技术
     采取钉连接、螺栓连接、植筋连接、销连接、
齿板连接等现代连接技术。       

Ø 耐久性好，防灾能力强
     采取防虫、防霉、防裂等耐久性提升技术措施，
及抗震、防火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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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香积寺 2009

n 我国现代木结构的规模发展从2000年左右开始，如云南玉龙雪山收费站 ， 成都欢乐谷入口 ，
上海法华学问寺 ，国家游泳队游泳训练馆 ，上海佘山高尔夫球场胶合木人行桥等

国家体育总局国家队游泳训练馆 2003

上海佘山高尔夫球场胶合木人行桥 2004

上海法华学问寺 2008

云南玉龙雪山收费站2007 成都欢乐谷入口 2007 贵州百里杜鹃国际会展
中心  2003



n 近10多年来，现代木结构在我国取得了长足发展，主要应用于各种公共建筑和桥梁。

贵州榕江游泳馆 2016 上海崇明游泳馆 2016

苏州胥虹桥 2011 扬州园博会主展馆 2018海南海口市民中心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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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育建筑

工程地点：

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

建筑面积：11455㎡

设计单位：

建学建筑与工程设计所

有限公司

南京工业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

2016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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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育建筑

工程地点：

上海崇明

建筑面积：

16995㎡

设计单位：同济

大学建筑设计研

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

2016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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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育建筑

工程地点：

吉林长春

建筑面积：9414㎡

设计单位：

吉林省建苑设计集团

南京工业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

2017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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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课题任务 一、体育建筑

项目位于常州市武进区虹西路以北西园路以东常州市武进区的

淹城初级中学。该项目是江苏省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项目。

体育馆建筑面积3899㎡，占地面积2569㎡。室外地面至屋面檐

口高度18.10m；地上一层，局部两层。2017年由南京工业大学建筑设

计研究院与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2019年主体完

工。

l 整个建筑采用单层大跨木结构与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组合结
构体系。

l 主场馆部分为木结构体系，采用5道拼接胶合木柱支撑上部屋
盖，屋盖采用主次胶合木桁架形式，每榀主桁架由2道平行钢
木桁架组成，子桁架间采用横撑、交叉拉索形成稳定体系；

l 木柱与桁架连接部分采用现代斗拱形式，斗拱从下往上层层
出挑，构件裸露在外，形成特有的结构美。

常州淹城初级中学体育馆效果图

常州淹城初级中学体育馆鸟瞰图

常州淹城初级中学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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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淹城初级中学体育馆实景

常州淹城初级中学体育馆实景图

 一、体育建筑 常州淹城初级中学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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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桥梁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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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桥梁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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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该工程名为飞虹桥，位于山东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由南京先行交通设计有限公司与南京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

院设计。 

l 桥梁全长131m，桥宽9m，采用单跨木结构桁架拱形式，拱跨99m，矢高13m，桥面由4道平行拱组成，间距

3m，建成后将成为目前世界上同类拱桥中最长的单跨拱桥，目前主体已完工。

飞虹桥鸟瞰图

山东省滨州市黄河故道公园飞虹桥二、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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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虹桥实景

二、桥梁 山东省滨州市黄河故道公园飞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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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企业展示馆三、园博会建筑

第九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企业展示馆，

占地面积4330m2，总建筑面积3654m2，

由若干独具特色的木结构建筑组成，分为主

展馆、技术展馆、文化展馆和生态展馆四个

片区。2015年由苏州昆仑绿建设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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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项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仪征枣林湾，总用地面积约120万m2，木
结构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6291m2，其中主展馆建筑面积13750m2。

      木结构部分建筑面积4750m2  
，由东南大学王建国院士团队完成

方案设计。按照功能要求分为三个区域，西侧科技厅为一层（局部
两层），东侧凤凰阁为一层，东西区域通过中间拱桥连接。

l 关键技术主要包含：
。

主展馆模型主展馆实景

主展馆效果图

第十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博览园木结构主展馆三、园博会建筑



 拱桥
n 连接凤凰阁与科技展厅之间的主要通道，跨度

29.4m，宽8.4m，采用下承式的吊杆木拱形式的廊
桥结构，主拱矢高6.7m，采用变截面形式。

  科技展厅
n 跨度37.8m，屋面主体采

用张弦交叉木梁结构，该
体系可最大程度地发挥木
材的受压性能并大幅降低
变形。同时交叉梁可提高
屋面整体平面内刚度。

 凤凰阁 
n 整个主展馆的核心区域，横向结构体系依据建筑外形，采用桁架顶接

异形刚架结构，两侧带浮跨刚架，刚架跨度13.6m，高度近26m，为
国内层高最大木结构。纵向结构体系为刚架+内凹交叉支撑。

第十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博览园木结构主展馆三、园博会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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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莫干山郡安里国际酒店四、景观酒店建筑

项目位于浙江德清莫干山风景区，木结构包括弧形外围构架，屋顶中庭张弦梁等部分，建筑设计为上海世茂深坑酒店总建筑
师马丁•约克曼，2017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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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上海西郊宾馆

建筑面积：856平方米

     意境园餐厅坐落在上海西

郊宾馆内。由上海绿建建筑装

饰设计有限公司设计，苏州昆

仑绿建施工。2018年完工。

四、景观酒店建筑
上海西郊宾馆意境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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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景观酒店建筑 上海西郊宾馆意境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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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山西太原

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

结构形式：网壳结构

结构跨度：最大净跨度100米

       该项目由奥地利公司Delugan Meissl联合建筑事务所设计，上海SKF公司施工。在这里，热带、

沙漠和水生植物将被安置在植物园中心的三个网格状的玻璃穹顶中。三个拱顶中的两个被用来种植

干旱的物种或热带环境下的物种，而第三个拱顶—半沉入水中，可以种植水产品种。  

 五、其他公共建筑 太原植物园



27

 五、其他公共建筑 太原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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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长度420米，采用钢结构承重体系，装饰

斗拱层采用胶合木，由上海同济大学完成施工图设计，

昆仑绿建施工。目前项目处于施工阶段。

 五、其他公共建筑 成都天府国际会议中心前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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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公共建筑
海南市民游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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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公共建筑

       项目总建筑面积为29800平方米，其中地上四层，地下一

层。市民游客中心的纯木结构屋面约9000平方米，目前是亚洲

建成的最大的纯木结构屋面。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完成施工

图设计，上海SKF完成木结构施工。2018年完工。

海南市民游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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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多高层木建筑

吉林省珲春市木墅湾木住宅楼 5层 
因故未建 南工大设计  2013

山东蓬莱鼎驰木结构有限公司研发楼 5层 
建设中  南工大设计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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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多高层木建筑

河北东塑集团木结构公寓楼方案 10层
南工大设计 

天津滨海新区海博湾大酒店方案 8层

设计单位：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加拿大木业协会

建设单位：北科泰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图片引用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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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共建筑中这些年得到了长足发展；

 2、住宅建筑受土地政策影响，发展缓慢；

 3、多高层建筑发展明显滞后；

 4、现代木结构发展依赖政府政策扶持；

 5、要借鉴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发展模式来促进现代木结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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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结构 向公共建筑、旅游建筑方向发展

Ø 现代木结构未来发展的突破口在公共建筑，包括幼儿园、小学、图书
馆、社区体育设施、游泳馆等。

Ø 现代木结构在城郊结合部、景区的旅游建筑中会大量应用。
Ø 现代木结构在景观桥梁上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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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结构 向多层、大跨建筑方向发展

Ø 欧洲在多层木结构建筑方面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经验。
Ø 发展多层木结构符合中国地少人多的国情，也利于消防。
Ø 木结构大跨建筑更具有视觉冲击力，更有利于展示建筑的魅力。
Ø 大跨木结构建筑-结构-装修一体化，综合造价合理；保温隔热，运

维成本低；舒适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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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结构发展方向：向组合结构、混合结构方向发展

Ø 多高层、大跨木结构建筑需要采取钢-木组合、FRP-木组合等增强
方式提高木构件的承载力、降低变形，减少蠕变。

Ø 大跨木结构建筑采取钢-木组合结构体系，可以大幅度降低造价。
Ø 钢-木、混凝土-木混合结构体系，更有利于结构受力、建筑功能布

局 、耐久和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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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结构 向信息化方向发展

Ø BIM技术贯穿于现代木结构从设计、加工、运输、安装、维护的全
过程，确保现代木结构建设全过程信息化。

Ø 装备信息化也是现代木结构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要贯彻“引进、
消化、吸收到再创新“的策略，围绕木材采伐、加工、干燥、处理
及木结构构件加工、运输、安装，高端制造+人工智能，实现我国现
代木结构加工制造装备质的飞跃。这是我国现代木结构可持续发展
的物质保障。



欢迎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