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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正在世界各地不断拔地而起，成为新
兴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象征。但是这些建
筑究竟能有多高？它们的环境保护做得如何？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ｉｇｈ 报道。

高度竞赛
放

眼望去，标志性的高层建筑正在世界各地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 中国、美国、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ＵＡＥ）、韩国和俄罗斯都在通过建造崭新的并
且通常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结构的高层建筑来显示他
们的经济实力。
在上海，由美国科恩佩德森福克斯（ Ｋ ｏ ｈ ｎ
Ｐｅｄｅｒｓｏｎ Ｆｏｘ）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 ４２１ｍ 高的上海
环球金融中心在 ２００８ 年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第二高
的建筑，届时将有很多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公司入
住，并将成为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象征。
在亚洲另一个地方，韩国的首尔和仁川也将
相继建设大型高层建筑。这是韩国经济繁荣的标
志。在仁川，耗资 ３０ 亿美元、６１３ｍ 高的松岛仁川
双塔将建在面积为 ５３ｋｍ ２ 的被称作新松岛市的城市
开发区中心。首尔则毫不示弱，正计划建造作为自
己经济实力象征的 ６００ｍ 高的龙山地标大厦。
韩国经济腾飞后资金充足，在仁川和首尔建
筑赛跑的同时，釜山也迎头赶上，计划建造 ２ 座超
过 １００ 层的摩天大楼，其中包括 ５００ｍ 高的千年塔
世界商业中心。
在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和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迪拜和卡塔尔的多哈也是当
今的发展热点。２００７ 年 ５ 月阿布扎比市政府启动了
一个耗资 ７１ 亿美元的项目，建设一座 ３４７ｍ 高的摩
天大楼，预计可容纳 ５ 万人。

开发商Ｅｍａａｒ公司的标志性建筑迪拜塔在建到超过
５４０ｍ时已经成为世界最高建筑，
虽然这与它的最终
高度，传说中的“超过 ８４０ｍ”还相差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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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索塔
悬索桥将连接岛屿与大陆

并

不仅仅只有住宅楼和商业楼才能高耸入云。在韩国 Ｎｏｋｄｏｎｇ 建造的 Ｇｅｏ
Ｇｅｕｍ大桥由２ 座悬索桥组成，通过Ｓｏｒｏｋ岛连接Ｇｅｏ Ｇｅｕｍ岛和韩国东南部
大陆。
据２家主要承包商大林公司（Ｇｅｏ Ｇｅｕｍ一
号桥）和现代公司（Ｇｅｏ Ｇｅｕｍ二号桥）的发言人
称，由于大桥建设在海上，当地风力很大（处
于台风区），
而且还缺少用于存储和组装的空
间，导致这项工程不时会遇到一些困难。另
外，所有４ 座大桥索塔都是菱形的，这在韩国
还是首次采用。
２０２８ｍ长的Ｇｅｏ Ｇｅｕｍ二号桥将连接Ｓｏｒｏｋ
岛和Ｇｅｏ Ｇｅｕｍ岛。分包商ＶＳＬ公司正在使用
Ｐｅｒｉ公司的ＡＣＳ 自动爬升模板以每星期４ｍ的
速度“快速有效地”
建造１６８ｍ高的大桥索塔。
Ｐｅｒｉ公司的发言人说：“采用我们的解决
方案，
承包商可以很容易地调整爬升模板以适
应各种横断面，
墙壁厚度可以在１．２５～１．６０ｍ
之间，而不需进行任何耗时的组装工作。
”
１ １ ６ ０ ｍ长的Ｇｅｏ Ｇｅｕｍ 一号桥的２座索
塔的建设已经达到８８ｍ的高度。
一号桥将连
接 Ｓｏｒｏｋ 岛和紧邻 Ｎｏｋｄｏｎｇ北部的大陆。在
一号桥的建设中，Ｐｅｒｉ公司自动爬升模板的
应用解决方案是采用Ｖａｒｉｏ ＧＴ ２４梁式墙体
模板实现起重机与自动爬升技术的“低成
本”组合。

在其他地方，莫斯科的俄国塔在 ２０１１ 年建成后
预计高度将达到６１０ｍ，而建在前世界贸易中心（ＷＴＣ）
旧址的纽约自由塔高度将达到 ５４１ｍ。在芝加哥，由
建筑师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Ｃａｌａｔｒａｖａ 设计的螺旋塔高度将达到
６ ０ ０ ｍ ，轻而易举地超过了同时在这座城市建造的
４１５ｍ 高的川普国际酒店大楼，而位于巴基斯坦卡拉
齐的港务综合大楼预计高度将达到 ５９３ｍ 。

９·１１ 以后
据海德咨询公司负责迪拜塔工程的结构主管
Ａｎｄｙ Ｄａｖｉｄｓ 博士介绍，９·１１ 恐怖袭击事件的一个
意外结果是： 大量资金从很不稳定的股票市场被转
移到传统意义上更加稳定的房地产市场。
“这股资金
大潮正在为房地产开发注入大量血液，特别是在高
层建筑开发领域。”他补充道。
除了为Ｅｍａａｒ公司的迪拜塔项目提供爬升模板之外，Ｍｅｖａ
公司还在帮助阿联酋另一家开发商Ａｌ Ｒｏｓｔａｍａｎｉ集团建造
２１０ｍ高、５５ 层的Ｍａｚｅ Ｔｏｗｅｒ，采用的设备包括导轨式升
降系统、Ｍａｍｍｕｔ ３５０型墙体模板和ＭｅｖａＤｅｃ型楼板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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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ＲＴＫＬ 建筑事务所设计的
Ｂｒｉｃｋｅｌｌ金融中心是佛罗里达
经过美国绿色建筑商会的能
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预认证
的首座建筑。

本刊特稿

iCC

Ｓｅｃｔｏ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
裂或连续倒塌的一个清晰和公开的演示，这是一种
必然的结果。
”因此，Ｄａｖｉｄｓ 博士说，结构设计要达
到可靠防止连续倒塌的目的，对于高层建筑来说仍
然是一个挑战。
但是他说，９·１１ 的悲剧似乎并没有给阿联酋的
高层建筑设计思想带来很大的后续影响。住宅、观
光和旅游业仍然强劲发展，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依然
大踏步前进。高层标志性建筑继续成为国家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阿联酋近几年一直在高层建筑领域独占
鳌头。目前阿联酋各地有很多高层建筑正在建设当
中，据 ｉＣＣ 的姊妹杂志《国际起重运输机械》估计，在
全球范围内工作的总共 １２．５ 万台塔式起重机中，有 ３
万台正在阿联酋工作，其中仅在迪拜的就有 ４８００ 台。
Ｄａｖｉｄｓ 博士说，迪拜高层建筑领域的佼佼者是
迪拜塔（Ｂｕｒｊ Ｄｕｂａｉ）。这座大楼由 Ａｄｒｉａｎ Ｓｍｉｔｈ 在任
职于美国 ＳＯＭ 建筑设计事务所时设计。２００８ 年建成
时，它的高度将达到 ８００ｍ 以上（对此尚有争议）
，被
形容为迪拜“国家建筑”的一部分。
随着迪拜塔的混凝土核心基本完成，开发商
Ｅｍａａｒ 公司正在计划举行一个 ２００８ 新年晚会以示庆
祝。但是，大楼在建设过程中并不是不存在任何问
题的。

安利马赫公司的新型Ｓｃａｎｄｏ ６５０ ＦＣ－Ｓ高速升降机最大运行速
度为１００ｍ／ｍｉｎ，
最大提升高度为４００ｍ，
根据规格不同最大提升
重量可达３．１ｔ。

Ｄａｖｉｄｓ 博士说，９·１１ 袭击在高层建筑设计者的
头脑中留下了一系列“深刻烙印”。
“第一是建筑物的强度，即在建筑的设计和建造
过程中，应保证其具有在突发事件中幸存的能力，
以便能够应对不可预知的各种事件。第二是建筑物
应具有保证人们从已损坏建筑中安全撤离的能力，
最后是建筑结构应具有适当的倒塌方式。在建筑物
完全损坏不可避免时，各个事件是否会连锁发生？
或者建筑结构是否能以一种不同的更为有限的方式
倒塌？”
Ｄａｖｉｄｓ 博士说： “世贸大楼的倒塌是对建筑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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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建筑工人在面积为
２ｋｍ ２ 的迪拜市中心工地上发生骚乱，抗

议薪水太低和遭受虐待。迪拜市中心工
地上的在建项目总额高达 ２００ 亿美元，
耗资 ４ ０ 亿美元的迪拜塔只是其中一部
分。虽然工人们在造成价值 １００ 万美元
以上的损失后很快恢复了工作，而且迪
拜市政府答应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
件，但动荡的局面在阿联酋仍在继续。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当迪拜塔建到 ８ ７
层并且混凝土核心达到 ３００ｍ 时，大楼
幕墙未能按期完成，混凝土楼板的一
些问题也开始出现。
瑞士的幕墙供应商 Ｓｃｈｍｉｄｌｉｎ公司
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份倒闭之后，大楼承包
商——由 Ｂｅｓｉｘ、 Ａｒａｂｔｅｃ和Ｓａｍｓｕｎｇ组
建的合资企业一直埋怨幕墙的采购困
难重重、缺乏进展。大楼幕墙最终于

芝加哥竞赛
芝加哥高空中的又一高楼
２００５年３月开始建造的川普国际酒店大楼
在２００９年竣工时高度将达到罕见的３４６ｍ
（塔尖将达到４１７ｍ），
届时，
它将成为芝加
哥的第二高楼，
位列希尔斯大厦之后，
而芝加哥
螺旋塔在２０１０年建成时将达到更高的高度。
据川普国
际酒店大楼的
建筑师、来自
ＳＯＭ 建筑设计
事务所的高级
结构工程师介
绍，大楼采用
全混凝土结构，
包括饭店和公
寓，采用钢筋
混凝土而不采用全钢结构是考虑建筑的经济性，
而且由于大楼
的高度太高，
必须保证建筑结构的晃动尽可能小。
大楼地基的混凝土浇筑于２００５年９月完成（见
《国际建设》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刊），
分包商ＭｃＨｕｇｈ建筑公司将从现在开始到２００８
年７月，
使用一台普茨迈斯特ＢＳＡ １４０００型混凝土泵和一台３４／
３８Ｚ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Ｉ型布料机从大楼５７层到楼顶进行总量为９５５００ｍ３
的混凝土浇筑。
ＢＳＡ １４０００型混凝土泵目前在以每天８４０ｍ３的速度进行混
凝土浇筑，
这台混凝土泵的额定工作能力为７７ｍ３／ｈ，
并且与混
凝土的配比无关。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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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Ａｅｄａｓ建筑事务所设计的５９３ｍ高的卡拉齐港
口信托大厦将成为这个港口金融商业区的中心，
２０１０年建成后将成为巴基斯坦最高的建筑。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运抵工地，制造商是中国
的远东铝质工程公司。据开发商 Ｅｍａａｒ
公司称，幕墙安装工作“正在进行”。
在此期间一位项目组成员强调，
工程延期还存在其他原因，比如大楼
高度的设计更改。
“关于楼板结构的完
整性还存在一些问题，一些计算结果
还存在疑问。”此人说。
据当地媒体的分析人士说，大楼
结构的所有楼板都在使用碳纤维加固。
随后的消息称较低楼层的楼板出现了
明显偏差，已经使用外部钢结构进行
加固维修。这时，Ｅｍａａｒ 公司负责迪拜
塔项目管理的 Ｇｒｅｇ Ｓａｎｇ 先生说：
“项目
工期已经受到 Ｓｃｈｍｉｄｌｉｎ 公司倒闭的影
响。我们是有一些落后，但我们希望
通过采取一些措施保证按部就班地实
现最初制定的竣工日期。
”
“一般情况下完成一个楼层需要 ３
到 ４ 天，有时可能是 ７ 天，这要看具体
工作的技术要求。我们仍在细致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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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ｔｅｉｎｗｅｇ－Ｂｏｃｋｅｒ
公 司 的 新 型
Ｇｉａｎｔｌｉｆｔ系列叉车
可以配置单或双
货架，可以将最
大 ３．２ｔ重的货物
提 升 到 最 高
４００ｍ的高度。

作，但是我希望我们制定一个加速安装时间表，使
我们能赶上最后的期限。
”Ｓａｎｇ 先生说。
来自迪拜塔项目的消息还不都是糟糕的。７ 月
份迪拜塔被宣布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

竞争对手
还有其他一些处在规划和建设不同阶段的“大
型项目”可以争当“世界最高建筑”。一个潜在的
竞争者是离迪拜塔工地仅 ５ ０ ｋ ｍ 的正在计划建设的
Ａｌ Ｂｕｒｊ 摩天大楼。
承包商 Ｂｒａｓｆｉｅｌｄ ＆ Ｇｏｒｒｉｅ 在为期 ２２ 个月、耗资 ９０００ 万美元的
Ｔｗｅｌｖｅ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Ｐａｒｋ工程中采用了各种Ｄｏｋａ模板，
包括Ｄｏｋａｆｌｅｘ
平台模板、Ｄｏｋａｆｌｅｘ工作台、Ｔｏｐ ５０木梁柱模板和ＭＦ２４０爬升系
统。
Ｔｗｅｌｖｅ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Ｐａｒｋ是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个包括１０２
个房间的豪华酒店，侧面是２ 座３９层高的豪华住宅楼。

当月的高度已经超过 ５ １ ２ ｍ 。前纪录保持者是台湾
５０８ｍ 高的台北 １０１ 大厦，自 ２００４ 年建成后这一纪录
一直被保持着。
已经建到 １ ４ １ 层的迪拜塔还是世界上楼层最多
的建筑。８ 月 ２０ 日 Ｅｍａａｒ 公司报道说，迪拜塔的高
度已经达到 ５３６．１ｍ，完成了 １４６ 个楼层，超过了芝
加哥 ５２７ｍ 高的希尔斯大厦。
迪拜塔混凝土核心的最终高度预计将达到
５ ７ ５ ｍ 。大楼顶上将有一个钢制尖顶，高度将达到
８００ｍ 以上，这个高度可能还会更高，因为 Ｅｍａａｒ 公
司不遗余力地想使迪拜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世
界最高建筑的纪录。
但是当《国际建设》出版时另一个世界纪录的
消息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
已经向分包商 Ｕｎｉｍｉｘ 公司提供了一套混凝土泵送组
合设备，一个高压混凝土输送系统和不带平衡重的
固定式布料杆，Ｕｎｉｍｉｘ 公司将在 ２ ０ ０ ７ 年年底挑战
５７０ｍ 的垂直泵送混凝土世界纪录。
Ａｌ Ｂｕｒｊ 塔正在由 Ｅｍａａｒ 公司的竞争对手、同样
位于迪拜的 Ｎａｋｈｅｅｌ 房地产公司进行开发，Ｎａｋｈｅｅｌ公
司对该大楼的最终高度守口如瓶。Ｍｅｅｄ．ｃｏｍ 网站最
近报道说，Ａｌ Ｂｕｒｊ 塔的预计高度将达到１２００ｍ 左右，
至少有２００ 层，但是Ｎａｋｈｅｅｌ公司总裁Ｃｈｒｉｓ ＯÕＤｏｎｎｅｌｌ
已经对此予以否认。
他在 ２００７ 年早些时候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
“高度并不是全部，最大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你必须
要做的是建造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厦。看看悉尼歌
剧院或者伦敦塔，他们并不是最高的，但他们是标
志性的建筑。”
另一座计划中的摩天大楼、位于巴林麦纳麦市
土耳其承包商Ｔａｓｙａｐｉ公司正在使用１０台利勃海尔１３２ ＥＣ－Ｈ型塔式起重机完成
一个为期３６个月的合同，在伊斯坦布尔建造包括１０座大楼的Ｍａｓｈａｔｔａｎ项目。该
建筑最高高度为１４０ｍ，
被认为是土耳其目前最高的住宅楼项目。

的 Ｍｕｒｊａｎ Ｔｏｗｅｒ 规划高度为 １０２２ｍ，共有 ２００ 个楼
层。该大楼目前正在由丹麦的 Ｈ ｅ ｎ ｎ ｉ 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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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ｔｏ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ｅｇｎｅｓｔｕｅ 建筑公司进行设计。
另一个潜在竞争者是计划在科威特建造的
１００１ｍ 高的 Ｍｕｂａｒａｋ ａｌ－Ｋａｂｉｒ 塔，这座大楼是名为
Ｍａｄｉｎａｔ ａｌ－Ｈａｒｅｅｒ（丝绸之城）的大型开发项目的一部
分，这个开发项目中还包括建造一个奥林匹克标准
运动场，以及公寓、酒店和零售商店等，估计需要
２０ 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建成。

绿色建筑
在世界上如此之多的摩天大楼正在建设或规划的
情况下，这些开发项目的环保功能如何是人们普遍关
心的问题。据英国建筑研究中心执行董事Ｄａｖｉｄ Ｓｔｒｏｎｇ
先生说，现代摩天大楼是“人类对自然的傲慢宣言。
”
Ｄａｖｉｄ Ｓｔｒｏｎｇ 先生在 ２００７ 年初南丁格尔协会举
办的可持续发展会议上发言指出，建筑设计和环境
设计的结合已经“名存实亡”
，开展“绿色教育”从
未如此迫切。
一个积极的反映来自阿联酋。据海湾消息报称，
７ 月份阿联酋宣布将从２００７年底开始试行一个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用于对建筑在设计、建造和运营过程中
的环境可持续性进行评估。该标准参照美国能源与环
境设计先锋奖的评价标准，并由阿联酋绿色建筑商会
根据阿联酋的气候和房地产市场状况进行了修改。

在佛罗里达州棕榈城，承包商Ｂｉｇ Ｊｏｈｎｓｏｎ公司在建设西棕榈滩
饭店的几座公寓楼时使用了Ｓｃｈｗｉｎｇ公司的新型八角形塔柱。
每
个塔柱由３ 根６ｍ长的标准节组成，用螺栓连成一体。该项目中
还使用了３个自动爬升塔柱。

即将在美国迈阿密建设的 Ｂｒｉｃｋｅｌｌ 金融中心实质上只

据迪拜市政府建筑部门的高级工程师 Ｋ ａ ｍ ａ ｌ

是一座由大量玻璃和钢铁组成的建筑物，但它的玻

Ａｚａｙｅｍ 介绍，这一新标准可能会在正式采用前经过

璃将是“低辐射”的，玻璃上的镀膜可以把光线过

６～１２ 个月的试行期。
“这个评价标准将是非强制性

滤进来而把太阳光的热量屏蔽出去。

的，但是能够为衡量一座建筑的环境可持续性提供
一个参考标准。
”Ａｚａｙｅｍ 先生说。

另外，离建筑外墙 ３００ｍｍ 处将安装冲孔的挡板
来造成物理阴影。大楼的制冷系统将采用冷却水循

实际上一座建筑的环保程度是很容易判断的。 环，而不是采用“低效率”的空调系统。
节水便具和双冲阀门将降低可饮用水的使用量，

捉迷藏

而多个大型蓄水池可以收集大量雨水供大楼使用，

模板业利用嵌入式标签进入电脑时代

P

ａｓｃｈａｌ公司采用射频识别标签的
最新识别技术使承包商能够在任
意时间跟踪工地上的任一台设
备。
通过一台手持设备可以扫描设备
上的嵌入式标签，
并将设备位置显示
在自己的屏幕上或远程控制台的显示
屏上。
这意味着每一个模板元件都被赋
予一个识别标识，其中不仅包括名
称、产地、生产日期和重量，还包括
其他重要信息，
例如使用次数和技术
条件，以及目前剩余价值等，所有这
些都只需要按一个按钮就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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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雨水将被送回城市供水系统。
在环境因素不断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的情况下，
海德咨询公司的 Ｄａｖｉｄｓ 博士说，未来的高层建筑开
发有可能会从微观粒子工程领域得到技术借鉴。
Ｄａｖｉｄｓ 博士说： “有机组织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进
行倍增复制，制造出比自身基本单元大成千上万倍
的物体。
”他强调，采用纳米技术制造出的一些有机
复合材料可能会推动高层建筑开发并使其达到更高
的高度。总之他相信，作为工程师和建筑师，制约
创造成果的“只是在我们头脑中闪现的想象力。对
于每一项任务，我们最终都会找到一条解决途径，
而另一些方案则被我们舍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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