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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在建筑结构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Analysis of problems in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 in architectural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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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钢结构技术在建筑工程设计领域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但是其中也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质量不过关、设
计方案存在瑕疵、钢结构设计深度不足等。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对钢结构在建筑结构设计当中所存在的问题展开分
析，希望能够给其他工作人员提供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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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steel structur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design is expanding,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such as poor quality, flaws in design schemes, inadequate depth of steel structure design
and so on. In this paper,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steel structure in the design of building
structures are analyzed, hoping to provide some help to other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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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应用优势

1.1 优化建筑结构
在进行钢结构建筑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应当对钢结
构的性能有一个充分了解，力求能够将钢结构与现代建筑
设计工作有机集合在一起，力求能够对建筑结构进行不断
优化。
1.2 落实了环保主义
而钢结构在建筑工程当中的应用，之所以能够提高环
保性能，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钢结构构建能够被反复和循
环应用，强度也较为理想。
1.3 优于钢筋混凝土结构
钢结构的优势：首先，钢结构建筑在实际施工过程中
耗费的人力资源要明显的少于钢结构混凝土结构，这不但
缩短了施工周期，同时对于降低成本也能够起到帮助作用；
其次，钢结构自身质量比较轻，因此对于降低施工费用也
有着积极帮助作用，整体稳定性比较理想，在实际使用过
程中不会出现断面现象，因此能够更好的保证钢结构质量
满足要求。
1.4 提高了施工便捷程度
钢结构自身的经济性比较理想，因此，在实际施工过
程中并不会消耗较多的建筑材料，各个构件之间的拼接也
比较简单，因此能够不断提升施工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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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在建筑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2.1 钢结构设计中往往会出现较多的质量问题
对于钢结构部门来说，在开展专业综合项目设计过程
中，任务比较繁重，而且设计的费用也比较高，也可能会耗
费比较多的人力资源，而这些因素将会导致钢结构设计产
生一定困难。一些设计院甚至排斥钢结构设计项目，或者
在承接之后将其承包出去，而承接单位也由于缺乏经验，

在加上设计资质不够，导致 目前我国钢结构市场处于较为
混乱状态，对钢结构质量也产生影响。
2.2 钢结构的设计方案存在问题
由于钢结构设计在资金上可能要求比较高，而如果设
计单位再进行分包的话，就可能会影响到钢结构设计的深
度。在绘制钢结构构件加工图时，一些设计无法满足之前
要求，甚至柱脚连接情况都发生了改变。目前，在设计柱
脚时一般分为三种即埋入式设计、外包式设计以及外露式
设计，而在民用建筑领域，比较常用的是外露式设计。柱脚
刚度大小将会受到底板的弹性以及塑性变形而最终决定，
在设计过程中出现变现而导致钢结构出现变形，设计人员
也没有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考虑或者进行内力分析，就
会导致后期钢结构建筑在使用过程中柱脚节点受到破坏。
2.3 钢结构设计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
在开展钢结构设计过程中，不同设计人员的技术水平
存在较大差异，一些现场施工人员的素质也比较低，与最
近几年钢结构技术发展速度不相匹配。由于缺乏理论知识
的支撑，将会导致在后期实际应用过程中影响质量。这些
非专业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无法得以
充分解决。技术人员需要不断学习专业知识，不断提高自
身专业素质。
2.4 钢结构设计质量较差
钢结构建筑在设计过程中需要确定很多参数，尤其是
在详图设计阶段，对连接形式要进行充分考虑，虽然施工
费用能够降低，但是设计费用以及难度却比较大，所以，不
具有专业知识的单位或者人员不应当从事这项工作。另外，
由于钢结构技术在民用建筑领域应用的时间比较短，因此，
也导致了很多企业往往缺少必要的钢结构设计、施工经验
和技术，很多都是将设计承包给其他部门，但是即使具有
专业知识的部门，也可能无法保证最终设计图纸满足要求。
另外，目前我国范围内缺少专业的规范也是导致钢结构设
计质量较差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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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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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建筑结构设计的主要措施

3.1 加强设计中的监督机制
对于钢结构设计来说，其与传统钢筋混凝土相比有着
很多特点，因此在开展设计过程中需要对承包商以及设计
单位的资质情况开展针对性审查工作，对钢结构构件质量
以及加工厂构件制造水平进行评估，同时还要保证构件安
装质量符合项目实际要求。另外，由于钢结构设计工作存
在着热属性特征，所以，工程主管部门还需要提高管理力
度，对其进行严格审查，帮助相关单位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对房屋建筑施工安装能力以及钢结构构件的生产加工能力
进行监督，并保证施工企业能够按照工程建设的实际要求
展开施工。只有保证设计安装资质符合实际要求才能够保
证钢结构设计满足要求。
3.2 提高钢结构的设计深度
在开展钢结构设计之前，需要检查前期设计资料是否
满足之后的设计要求。一般情况下，只有多层次、体型比较
复杂而跨度又比较大的结构设计时才会应用钢结构。而在
设计可能出现大幅震动以及高温密的结构设计当中，一定
要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保证项目质量符合实际要求。作
为建筑设计的工程师，需要对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宏观把控，
做好建筑质量的把关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建筑施工
在今后得以顺利进行，保证施工进度满足要求。这种做法
在保证建筑设计质量满足前提的要求下，还能够不但提高
钢结构设计的安全性与经济性。
3.3 加强钢结构设计方案布置
从钢结构的形式上来看有很多种，不同的结构形式特
点也存在差异，因此在制定设计方案时应当综合考虑钢结
构的实际特点。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对建筑物所在
地的环境与实际情况进行有效分析，最终确定出一个最优
的设计方案。另外，在绘制建筑图纸时还需要尽可能的使

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设计，要对图纸在施工阶段的可操作性
进行判断，这对于保证图纸设计准确性有着积极作用。
3.4 强化建筑结构设计
在开展钢结构设计的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专
业知识，专业性比较强，为了能够在今后得以有效应用，有
关部门必须要加大对钢结构设计工作的监督与管理力度，
并结合实际需要建立钢结构设计质量考察制度，只有通过
行业测评的施工企业以及设计单位才有资格承包工程，从
源头出发把控钢结构设计质量。
3.5 做好建筑结构防腐设计和方案选择
在开展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防腐设计是重要一环，因
此，设计人员应当充分结合建筑工程实际要求选择合适的
防腐设计办法。而对于钢结构建筑来说，可以在构件当中
涂抹防腐涂料，形成一层保护系统，防止其不被腐蚀。而
钢结构在空气当中暴露时间过长的话，防腐设计显得十分
重要。如今比较常用的就是涂抹防腐材料，其能够通过比
较理想的吸附力以及疏水性，在结构构件 表面形成一套保
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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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在开展钢结构设计过程中应当选择最为理想的设计方
案，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设计符合实际要求。本文在研究
过程中就对钢结构技术在建筑结构设计当中存在的问题以
及对策进行了分析。而除了客观因素以外，设计人员还应
当不断学习专业的钢结构知识，提高自身专业技能，为之
后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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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
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是培养学生主动探索问题的关键
途径，学生根据授课教师提出的这些问题，结合教材及相
关的参考资料，自主采用信息化技术去分析解决这些问题，
在授课教师的主导下，再进行小组合作讨论与探究，小组
提交意见后，由授课教师点评，交互使用合适的信息化技
术归纳问题所涉及的知识点，当问题被解决后，授课教师
会根据学生的答题情况提出新的问题，新的要求，进一步
探讨新的知识点，循环多次，使学生处于从提出问题到分
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良性循环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在质
疑、纠正、合作中体验学习的快乐，大大提升教学质量。
2.4 学习效果评价
基于问题驱动的信息化教学模式的最终目标并非仅仅
局限于某一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希望通过把学生带进问
题驱动的过程，在问题探索中启迪学生思维，改善认知结
构，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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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从四个环节阐述了在隧道施工技术课程中构建基
于问题驱动的信息化教学模式。教学实践表明，此种教学
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观能动性，培养了学
生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习惯和
能力，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学生创新思维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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