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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建筑艺术的追求越来越高。建筑业在飞速发展,建

筑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技术含量高、造型复杂、漂亮美观的大型建筑和异形建筑越来越多。异形建筑幕墙在设计与施工中
的难度自然比平面幕墙要大很多,因此,针对异形建筑幕墙需要展开更深入的探讨。异形建筑幕墙具备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并且
在设计和实施技术领域有难度,这篇文章将对此做一个简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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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异形建筑的产生

3.1 防火玻璃在幕墙中的应用

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对建筑外表形态美感

各大建筑物中幕墙采用的防火玻璃通常是单片铯钾玻

也有了追求。涌现出大批建筑师来设计并制造出一些美丽并

璃,它可以应用在隔烟层、面板、透明防火墙等场合。值得

赋予灵魂的建筑艺术,现阶段,建筑中优秀艺术作品不断涌

一提的是,在防火墙的应用中,用以搭建防火玻璃的骨架材

现,如法国埃菲尔铁塔、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和中国国家

质应选为钢结构,因为在高温灼烧下,铝型建材融化速度极

体育馆鸟巢等,这些建筑都给人类建筑文化历史留下了很高

快,导致玻璃坍塌,失去防火带作用。

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建筑艺术是按照形态美的规律,运

3.2 双层通风幕墙的防火

用独特的艺术语言,使建筑具有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它是

双层通风幕墙的设计机理是通过对气流的调节来控制

通过建筑形象表现出来的。不同寻常的造型和幕墙设计,确

热通道的温度,以减小室内外温差,达到节能的效果。但是,

实让建筑风格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也给人们的脑海留下深

如果本层所排气体被上层进风口吸入,就会造成气流短路,

刻的烙印,并成为一种认知,让人们希望去了解和挖掘建筑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加宽排风口与进风口的间距,或者

物的价值。

采用 S 形的通风路线。

《走向新建筑》中提到：“所谓建筑就是集中在阳光下

3.3 内天井、内庭的防火

的三维形态的蕴蓄,是一出精美的、壮丽的舞台剧。”建筑空

有些建筑内部设计有很高的内庭或内天井,为了防止发

间形态利用纯几何形体来艺术表达,就是要利用准确规范的

生火灾时烟雾和火势的蔓延,天井周围应该安装有单层铯钾

几何形体,通过一定的数学法则,形成简洁纯净的建筑空间。

围成的井筒,其内置骨架应该是钢型结构。

纯几何体构建的“建筑化”的公共艺术空间的平面、立面的

玻璃幕墙建筑是用来代替墙壁的,它不承受任何力,只

形态都很规则,并且强调形体大面积的视觉效果,不作过多

起保护作用。现阶段,玻璃幕墙的主要材质是热反射玻璃。

的细部造型处理,主张体现材料本来的色彩、质感和肌理。

异形玻璃安装时要注意表面洁净度。安装时,玻璃四周围与

对形体进行加减处理,采用切角、削边、凹进、凸起等手法、

构建凹槽之间加设至少两块定位垫块,为了安全与美观,垫

使建筑形态在光与影、明与暗、虚与实的作用下显得新奇、

块的宽度与凹槽宽度相等,长度大于等于 100mm。玻璃四周

独特,达到惊人的效果。

镶嵌的橡胶条要型号正确表面平整。考虑到安全性和实用性,

2 异形建筑幕墙工程概述

主体结构与玻璃幕墙之间要填充防火保温材料,内外表用密

随着我国大型公共建筑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建筑外形

封胶封闭,并且不能有孔隙,防止留存有空气。

的逐渐复杂,异型幕墙被广泛的应用在大型公共建筑施工中,

4 异形铝单板建筑幕墙设计和施工技

给施工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异形建筑幕墙有着幕墙的全部功

一般情况下,幕墙的材料选用金属板,其中最常用的就

能,是面板与结构根据建筑造型的要求产生了各种异形的变

是铝单板和铝塑复合板。铝单板幕墙投入使用的时间最长,

化,达到某种建筑艺术效果的幕墙。异形幕墙与普通幕墙对

使用效果也不错,它具有强度大、重量轻、防水火、防污蚀、

比,主要是对设计、施工的安全可靠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外。

使用寿命长、维修费用低等特点。同时铝单板幕墙的加工性

本文将以某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工程项目为例进行探讨,本工

能也非常好,可以做成异形或者弧形,然后在其表面喷涂上

2

程总建筑面积 13.5×108m ,地下 1 层(局部 3 层),地上 3～8

各种颜色,构成许多漂亮的图案,并且还能与玻璃幕墙共同

层,结构为框剪混凝土及外围弯扭钢结构,屋面和外立面主

使用,结合形成不同的形状,凹凸有致的外形让人过目不忘。

要为 GRC 幕墙,由 1 万余块无一相同的双曲面 GRC 板块组成。
3 异形玻璃幕墙建筑设计与施工技术

铝单板的基础材料是铝合金板材,再经过技术人员用数
控技术折弯成型,在表面喷洒涂料来加以装饰的新型幕墙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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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在异形建筑的设计施工过程中,铝单板作为幕墙建造的

跨地域沟通。将 BIM 模型通过 Navisworks 整合,完成碰撞检

主要角色,充分发挥出了它刚性好、强度高、重量轻的特点,

测,生成碰撞报告；检测出的碰撞问题,发布至 Trello 平台,

成为幕墙建造工作的首选材料。它的实用性表现在：以厚度

并邀请碰撞问题对应方加入讨论,问题方修改碰撞后,在

为 3mm 的铝板为例,一平方米仅重 8 公斤,耐腐蚀性好,可以

Trello 平台中上传修改后图片并回复,各方确认没有问题后

几十年不褪色。其具有优良的工艺性能,铝板经过加工,可以

再将第二版模型上传至 TrimbleConnect 平台,再从实际施

形成多种几何形状,包括曲面的,球形的,平面的等等。可接

工模型中导出施工图。

纳的颜色也多种多样,并且上色均匀无印染。不易沾染脏污,

5.2 加工阶段

为保养和清洁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这是由于铝单板表层膜

加工阶段幕墙 BIM 应用主要为模具参数化设计、模具加

的非粘着性,一般污染物很难在上面停留,自洁性较好。操作

工图制作、模型数据转化、模具数字化加工、GRC 幕墙预制

简便,易于安装。铝板到达施工现场时就已经成型了,裁切程

加工。GRC 加工的传统模架是在木板上覆盖白纸,沿白纸所

序是在出厂时完成的,施工人员直接将其固定在骨架上就可

绘曲线切割而成,精度难以保障。本工程 GRC 的数字化加工

以了。最后,铝板的回收率为 100%,没有任何浪费,区别于陶

主要体现在模架的加工。将 DigitalProject 中设计模型通

瓷、玻璃等其他装饰材料,可循环加工循环利用,环保价值非

过插件导出 CNC 可用文件,然后导入 CNC 专用数控系统。数

常高。

控系统代码逐行运行,驱动 CNC 三轴雕刻机铣刀上下、左右、

铝塑板和铝单板的施工步骤极为相似,不同点在于,铝

前后高速转动,实现模架板毫米级加工精度。CNC 加工后的

塑板需要在工地加工成型,再进行安装作业,可以按需取材；

模架经线方向间隔 500mm、纬线方向间隔 1000mm 排布,蒙皮

而铝单板是在厂家完成成型工艺的,在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出

过程随形贴三层 5mm 厚板,刮三层腻子,刷一道漆,浇灌 GRC

现一些偏差；再次,铝塑复合板不同于铝单板,它可以进行批

砂浆,注浆有一定强度后与背负钢架连接,再经养护、脱模、

量生产,于如期完工大有益处。

表面修整后包装。

异形铝单板建筑幕墙的施工质量的保证,需要加工性能

6 结束语

较好的型材截面。铝单板的型材截面对尺寸、组装、玻璃镶

综上所述,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建筑审美的提升,建

嵌、刚度装饰面等都具有较高的要求。在设计时,要全面考

筑形象在建筑设计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建筑的形象包含客

虑各种因素,再根据型材开模图进行生产加工。在异形铝单

观形象和审美的双重含义,它构成手法多样,对人的感染力

板的安装工序中,需要在横龙骨上和挂件之间加设胶垫,再

也多种多样。信息时代的来临呼唤着新的空间和造型以体现

通过螺栓将二者进行连接,复核挂件位置,调整挂件角度,最

其时代的特征,每一个建筑的设计都希望自己是世界上独

后进行固定,为防止意外,还要做相应的防松处理。

一无二的,都希望无法被超越,永远都是地区性的标志性建

5 基于 BIM 建模的异形建筑幕墙施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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