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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复杂建筑结构的设计与日增多，凭借传统的概念设计进行结构选型与布置已不

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完成设计任务。本文使用了 Optistruct 和 solidThinking Inspire 对一个

大跨度空间结构和一座高层结构进行了计算和优化求解，得到了收敛的解答。结果表明在结

构概念设计阶段引入该方法能够高效率、高质量的得到建筑结构的概念设计模型，对结构设

计方法的革新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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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need of complex building structure design increasing, it can not 

complete structure form selection and arrangement well and efficiently by traditional 

concept design method. In the paper OptiStruct and solidThinking software were used for 

a long-span space structure and a tall building in the corresponding load condition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ntinuum topology optimization. And 

convergence solutions are obtain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ethod which is 

introduced into structural concept design stage can be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quality for 

obtaining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structure design model, which should make a great role 

on putting forward to the innovation of structure desig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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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概念设计是建筑结构设计中的精髓所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建筑的一种“优化”，通常需

要工程师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并结合实践经验对结构进行结构选型、结构布置，但存在很大

的主观性。对常规结构进行概念设计时有公认的经验可用，且能得到合理的设计
[1]
。而近些

年来，我国的复杂建筑剧增，这对于“人工的”概念设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通常没有可借

鉴的经验。一旦概念设计不合理，小则在设计阶段带来了大量返工，大则使结构设计不合理

带来大量材料和金钱的浪费。 

目前，建筑结构优化领域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应用，主要是在概念设计之后对结构

进行一定范围的改动，以达到减少造价、优化结构性能的目的。荣见华[2]等使用连续体拓扑

优化方法对不同边界条件的桥梁进行了优化，得到了良好的解答。黄冀卓[3]等对钢框架的支

撑布置进行了离散型拓扑优化研究，该方法能够通过计算找到合理的支撑布置形式，但无法

对结构整体形式进行选择和布置。徐迪[4]等对三角锥的网格拓扑优化进行了研究，对网格删

除与添加的算法做了一定的改良，对空间三角锥网格的拓扑优化提出了新的算法。而这种优

化大多是停留在结构的构件层面，而对整个结构的结构布置却无法进行优化，导致优化的空



间有限，尤其是一些异性和复杂的结构，建筑师更是无法对结构布置做出准确的判断，往往

需要建立很多的分析模型进行对比和选择。而采用基于连续体的拓扑优化可以帮助工程师在

最短的时间内找到结构最短的传力途径，从设计之初对结构的概念设计进行优化，继而便可

以完成一个合理的结构设计。 

2 OptiStruct 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杆单元在建筑结构中通常当做梁、柱来使用，一般只有长度和截面两种几何信息。优化

时首先需要建立结构的节点，这样杆单元就只能在节点之间进行布置，优化的余地便只有杆

件布置和截面的选择。黄冀卓[3]等进行了一个 12 层 3 跨的钢框架支撑布置优化，采用了多

种优化算法得出了不同的支撑形式以适应不同的外部荷载工况。但由于单元类型的限制，优

化的余地较小。 

壳单元是二维单元，从优化的空间层面提升了很多。可以在一个面内进行结构布置的优

化计算，不必像杆单元模型在优化时需要确定节点的位置，从而优化的结果也更能达到启发

的作用。本文使用壳单元进行了一个 150m 高的超高层外立面框架优化尝试。如图 1 所示，

内部的核心筒、外部的框架和楼板均为壳单元，将楼板设置为 300mm 厚以考虑梁的作用，

内筒为 350mm 厚，外框架厚为 200mm。外框架材料为钢材，内筒和楼板为混凝土。按照《建

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在楼面施加恒荷载和活荷载，并且依照《建筑抗震设计

规范》（GB50011-2010）施加了八度区、II 类场地的地震荷载。通过 35 个循环计算，优化

结果见图 2，云图颜色代表材料分布的密度，可以初步得出外框架结构布置形式以及框架截

面的大小。但优化只能局限于外立面，无法进行空间结构的优化。 

    

图 1 框架核心筒模型     图 2 外框架优化结果 

但是 OptiStruct 需要有较强的有限元知识和力学功底，对于建筑师来讲使用通用有限元

软件实属不易，因此本文后续内容都采用 solidThinking Inspire 来进行，该软件操作方便，

简单易学更适合建筑师使用。 

3 solidThinking Inspire 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使用 solidThinking Inspire 能够较好的完成复杂建筑设计，可以快速得到最优的结构布

置方案，并且能够带来建筑的美观效果，以下以两个例子进行展示。 

3.1 大跨度空间结构优化算例 

    一座大跨度空间结构如图 3 所示，结构分为两个区域，表面银色一层为膜结构仅作为维

护结构，不进行优化设计。下部棕色部分为受力部分，材料属性为钢材，作为受力结构进行



优化设计。在膜结构表面处施加竖向荷载，将钢结构的边缘部分设置固端支座，进行连续体

的拓扑优化计算。 

 

图 3 建筑方案与工况 

材料属性对于优化结果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主要在于其弹性模量和屈服强度差异

较大。而在建筑结构中对于结构的变形和应力值有着严格的控制，因此在计算时分为两组，

分别采用不同的钢材属性进行计算。计算均以最小材料体积作为优化目标。 

图 4 的计算结果为钢材型号为 Q235 时的优化结果，图 5 为钢材型号为 Q420 时的优化

结果。对比两图可以看出不同材料对于优化结果有着巨大的不同，但都对三维空间结构的主

要构件布置位置做出了明确的解答，呈现出了空间的交错拱的形态，从概念上可以判断该结

果是合理的。因此可以该方法计算所得结果进行参考并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结构的概念设计。 

 

图 4 结构材料为 Q235 的拓扑优化结果     图 5 结构材料为 Q420 的拓扑优化结果 

3.2 高层建筑结构优化算例 

    在视野和空间布置要求下，一座竖向空间不规则的 10 层的高层建筑的建筑方案如图 6

所示。凭借传统的概念设计已经无法快速的对该建筑进行结构方案的确定。使用基于连续体

的拓扑优化进行尝试，如图 7 所示，首先在建筑底部施加固端约束，再根据《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GB50009-2012）在每一层楼面处施加竖向荷载，暂不考虑风和地震作用。 

    

  图 6 建筑初步方案       图 7 边界条件和荷载布置     图 8 优化结果           图 9 模型            

    结构的材料属性为 C30 混凝土，依照《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将应

力上限设置为其设计强度值。将最小体积作为优化目标，意在找到安全与经济的平衡点。采

用变密度法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图 8 所示，建筑优化成树状结构，完全打破凭借经验进行

http://www.baidu.com/link?url=kioYGJqjJ4zBBpC8yDF8xDhiqyri2lU5XDxBcokQ2d35Nlp8V8Bbr19nOFykmjPZ4oeXUVKpbksuPa


概念设计的形态而且达到了材料的节约。虽然制作工艺较为复杂，但如果使用 3D 打印技术

依旧能够得到较好的经济效益。对计算结果进行进一步处理，将该形体进行制作如图 9 所示，

可以看到结构和建筑结合后带来的美观效果。 

4 结语 

使用 Altair 公司的 optiStruct 和 solidThinking Inspire 可以较好地进行拓扑优化计算，

能够非常迅速地得到结构在指定工况和边界条件下的材料最优分布方案。使用该方法能对建

筑结构概念设计较好的指导意义，节约建筑师在方案阶段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对于一些复杂

结构这种优化方案能够找到最优的材料分布，这是凭借传统的经验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的。

并且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不断前进，相信有一天使用拓扑优化结果直接进行打印出来的建筑

便是最合理的建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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