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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邢凯峰
(黄山学院建筑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通过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在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等方面

进行尝试。在激发学生学习结构知识的兴趣，提高学生形象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等方面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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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是建筑学及相关非结构

类专业的主要技术课程。分为建筑结构和结构选型

两部分内容。主要包括国家标准和各种建筑结构设

计规范，房屋建筑中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

钢结构以及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和建筑结构选型的

基本知识。课程教学内容之多与有限的学时所形成

的矛盾。学生学习本课程所需要的相关数学、力学

等基础知识较浅．都给日常的教学带来了一定难

度。为此我们对传统的教学体系和内容尝试改革并

付诸实践。使得学生能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下对建筑

结构的设计原理和设计方法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从

总体上把握建筑结构概念和体系，并能够结合建筑

要求对结构型式作出合理选择。在培养学生形象思

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团结合作精神等方面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

1 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的重要性

建筑结构和结构选型对于建筑设计的重要性

决定了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对于建筑学及相关非

结构类专业学生的重要性。“建筑结构是一个建筑

空间中用各种基本结构构件组合建造成的有某种

特征的机体．为建筑物的持久使用和美观需求服

务。对人们的生命财产提供安全保障。”[11从建筑结

构的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结构对于建筑物的重

要作用，建筑结构是建筑物的空间骨架，就如同人

的骨骼一般．它是建筑物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一

个完美的建筑由图纸变为现实，还必须同时依托一

个好的结构选型才能得以实现。如果说结构的好坏

关系到建筑物是否安全。那么选择的结构型式的好

坏就关系到建筑物是否经济、适用、美观。由此可

见。每一个成功建筑都少不了优秀的结构方案和结

构选型。那么。作为未来的建筑设计从业人员学好

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的知识也就变的尤为重要。’

但目前我们所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随着科学

技术的迅猛发展，专业和学科的分工也越来越细化，

过细的分工使得各专业之间的联系减少，学生的知

识面变窄。建筑学及相关非结构类专业的学生所学

的结构知识有限，对结构概念模糊。而一个优秀的建

筑物的建成，是建筑、结构、设备各专业间配合创造

的结果，这就要求建筑师、结构工程师、设备工程9币

都能够深刻理解建筑空间形式、结构体系和环境保

障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它们之间可能出现的

矛盾，以使建筑、结构、环境能够和谐统一。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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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也不单纯是结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学

问题。一个好的结构型式的选择，不仅要考虑建筑

上的作用功能，结构上的安全合理，施工上的可能

条件，也要考虑造价上的经济价值和艺术上的造型

美观。所以，结构选型问题，既是建筑艺术与工程技

术的综合，又是建筑、结构、施工、设备、预算等各个

专业工种的配合。”[31

所以建筑学及相关非结构类专业的学生作为

以后的建筑设计从业人员，要具备在设计的最初阶

段确定结构方案，对结构作出定性分析，并能够快

速地作出近似的定量判断，选择合适的结构型式的

能力，和结构工程师、设备工程师之间无障碍地交

流和沟通的能力，就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建筑结构和

选型方面的知识，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的重要性也

由此可见一斑。

2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的现状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在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的

教学中选用的是《建筑结构》和《建筑结构选型》两

本教材，市场上的各种版本较多，但适合于数学、力

学知识较浅的建筑学及相关非结构类专业学生的

教材却不多见。更有甚之，有的学校直接借用土木

工程专业的本科教材，教师因实际教学时数所限，

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教材内容进行删减。《建筑

结构》的内容一般包括钢筋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

钢结构和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几部分。而且公式多。

图示少，不便于理解记忆，学生接受起来较为吃力，

自然学习的兴趣也就不浓。教学内容的不完整，导

致学生往往只能掌握结构基本构件的设计计算，而

对结构的总体概念和结构体系的构成及其重要性

认识不足。对分析结构体系的受力状态和结构布置

很陌生，甚至不会从一个简单的工程结构或构件中

抽象出计算简图。《建筑结构选型》的内容一般只介

绍常见的建筑结构型式，包括刚架、桁架、网架、网

壳、悬索和高层建筑结构等。然而．近年来由于我国

经济的飞速发展，建筑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不仅

在面积、层数、高度和跨度等方面有了明显地增加。

而且建筑外形更是多样化和复杂化。像新近出现的

“鸟巢”、“水立方”和CCTV新台址大楼等挑战传统

的建筑，这就要求更多的单一型式和组合型式的结

构体系为之相适应。这些在传统的教材里都没有体

现，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进行，必

然导致学生走向工作岗位以后不能很好地与社会

接轨。

同时，教学内容的不完整．导致学生仅能够学

习结构基本构件的设计计算，不重视建筑结构的总

体概念和体系，对建筑结构设计缺乏整体认识。在

建筑方案设计阶段就无法考虑结构的总体问题，包

括总荷载的估算、房屋总体高宽比和结构抗倾覆问

题以及结构体系的构成等。在决定建筑设计的平

面、立面和剖面时，就选择既满足建筑的使用和美

学要求。又照顾到结构的可能和施工难易的结构方

案。

“现在，每一个从事建筑设计的建筑师，都或多

或少地承认结构知识的重要性。但在传统的影响

下，他们常常被优先培养成为一个艺术家。然而，在

一个设计班子中，往往由建筑师来沟通与结构工程

师的关系，从设计的各个方面充当协调者。现代建

筑技术的发展，新材料和新结构的采用，使建筑师

在技术方面的知识受到限制。只有对基本的结构知

识有较深刻的了解，建筑师才有可能胜任自己的工

作，处理好建筑和结构的关系。”【4怛是，目前的教学

计划安排，加上合适教材的缺乏，使得学生普遍反

映教材内容深、难度大，学不适应，学后也不得要

领。这就难以达到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的教学要

求．这些与专业培养目标、工程技术发展实际以及

学生不适应的情况急需改变。

3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教学改革

3．1课程教学改革从教材的选用人手

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教学改革首先应从教材

的改革人手，因为教材是特殊的图书，教材质量的

好坏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秩序。最终影响学校

人才培养的质量。我们不能生搬建筑工程高职高专

学生用的教材作为建筑学及相关非结构类本科专

业学生的教材．也不能选用版本较旧的相关教材。

为此。我们从市场上众多版本的教材中，通过反复

比较，遴选出适合我们的学生，也和我们所要进行

的课程教学改革宗旨相吻合的两本教材。目前我们

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使用的是“十一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熊丹安主编的《建筑结构》和以陈眼云主编

的《建筑结构选型》两本教材。《建筑结构》是依据最

新颁行的国家标准和各种结构设计规范而编写的，

该书的最大特色是开创新意、突出重点，内容深人

万方数据



坠期 邢凯峰：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137．

浅出，简明实用。每章末尾还有小结、复习思考题及

注册建筑师考试的往年考试题和模拟试题等。方便

于教师教学也适于学生课后自学。《建筑结构选犁》

除了对常见的建筑结构型式进行了全面的叙述，而

且注重对理论的阐述，并结合了国内外许多建筑实

例分析比较，学生很容易对内容进行理解和掌握。

更重要的是通读全书后，我们发现它自始至终强调

建筑设计与结构设计间相互配合的重要性，对两者

如何配合才能相得益彰，提出了有益的见解和有效

的办法，这对培养学生重视并学好结构知识至关重

要。教材为学生自学提供了可能。也消除了一般教

材通篇大量的符号和计算公式给学生带来的畏难

心理，为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创造了条件。

3．2课程教学注重教学手段和方法的改革

为了改革过去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教学中公

式多，图示少的不足，减少抽象概念，同时适当增加

直观形象的工程实例．以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和创

新能力，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作为辅助教学手

段。对于需要学生理解的例题的计算和推导过程则

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在黑板上板书，使学生的思路

可以跟上教师的节奏，接受起来也比较适应。多媒

体教学手段的应用主要是为了增加课堂信息量，丰

富课堂教学内容，更形象直观地展示各种图片，以

及一些工程实例的视频信息。两种教学手段相互结

合，取长补短，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又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了课堂教学效

果。

采用启发式教学，因为建筑结构与选型与工程

实际联系比较紧密，在教学的过程中要针对所讲的

知识点结合实际提出问题，引发学生积极思考。例

如在讲温度对钢材强度的影响时．主体结构为钢结

构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在遭受“9．11”恐怖袭击

后，为什么大楼最终坍塌成一片废墟而不是立刻倒

塌呢?学生经过思考以后更容易理解钢材的性质并

掌握钢结构的特点。再比如讲到建筑抗震设计的要

求时，可以和学生一起找“5．12”汶川大地震造成如

此大的损失的原因，就可以让学生在震撼的同时掌

握地震震级、地震烈度的概念，明白建筑抗震设计

的重要性。

采用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这一方法是贯穿建

筑结构与选型课程教学的整个过程的。为了更好地

达到真正的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我们对教学过

程也进行了改革。教学过程主要由3部分组成。即

被学生比喻为“凤头、猪肚、豹尾”的三段式，每次课

开场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讲解一个和本次课内容

相关的著名建筑作为工程实例．从建筑的外观、功

能、用材以及结构体系和结构型式等方面进行剖

析，然后就此工程实例提出和本次课主要内容有关

的问题，进而引到新知识内容。此时互动的目的是

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也激发了学生学习新知识点的

兴趣。并且也充分考虑到了课程的自身特点．做到

了理论教学和工程实践密切结合。受到了学生的普

遍好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主要教学内容的教学

过程中，借着学生兴趣正浓，激情高涨，适时地就所

讲知识点向学生发问。这时的互动是让师生之间有

问有答，课堂气氛轻松活跃，学生可以在不知不觉

中完成原本认为枯燥无味的结构知识的学习。最后

留出5分钟左右的时间，把与本次课内容有关的习

题以单选题的形式投影出来，先让学生们思考，再

提问学生，根据学生的回答情况给予适当的点评。

最后的这一互动环节的目的是趁热打铁。完成对新

知识点的巩固练习。这样就无须单独开设习题课．

既节约了有限的课时，又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3．3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为了让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掌握更多的结构

知识，我们必须对教材内容进行优化。改革以往教

学内容钢筋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钢结构和抗震

结构设计各部分自成体系，内容重复的不足。改革

以往教学内容中一味强调结构构件和结构单元的

设计计算。忽视对结构总体的分析，使得学生在学

习完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以后还是“只见树木，不

见森林”的不足。改革以往教学内容从让学生掌握

结构构件的设计计算来了解建筑结构的不足．而是

教学内容主要从阐明与结构相关的几个总体问题。

包括结构的任务与功能，结构的荷载与材料，结构

的失效与设计，结构与建筑、施工、地基基础的关系

上来认识建筑结构。改革建筑结构选型教学内容仅

仅局限于对传统的常见建筑结构型式介绍的不足。

我们把该部分内容与建筑结构教学同步进行。在每

次课开始部分的引入工程实例讲解时体现出来对

结构选型的分析。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结构选型

的内容，改革传统的以教师课堂教学为主的方式。

我们对新出现的结构型式以及最新的有关结构选

型的进展问题由教师课堂讲授，而对于常见的结构

型式则让学生分成若干组，每组由4—5名同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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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团队负责某一种结构形式。在课程教学第一次

课就分组布置好任务，给予他们充分的时间去准备，

在最后课程教学结束前留出几次课的时间让每组把

他们合作的成果制作成课件向全班同学以讲课的形

式作汇报。这种创新的模式，得到了学生的认可，每

位学生都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其中．在搜集整理素材

的过程中掌握了自己所在组的这种结构型式的内

容。同时，学生也在听其他组同学汇报的过程中，以

一种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掌握了其他结构型式的内

容，以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教学方式，掌握建筑结构选

型内容的同时收获了同学间的友情，也体会到了团

队合作精神的重要性，真可谓一举多得。

3．4课程考核的改革

根据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为考查课的特点．与

课程教学改革相匹配，按照我校的规定平时成绩占

60％。期末考试占40％的比例要求。我们把平时成绩

分两部分，每次课堂上提问部分占10％，建筑结构

选型部分每组汇报结果得分占50％。为了真正体现

团队合作。每一个组的每位成员得分都是一样的。

为了让学生在学习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的同时了

解注册建筑师考试有关建筑结构部分的情况．期末

考试试卷完全模仿注册建筑师考试，由和建筑结构

与选型课程内容有关的往年国家注册建筑师考试

真题和模拟试题组成。另外，在学期末让学生写出

学习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的感受以及对本课程教

学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认真研究学生的想法，对大

部分学生认为好的地方继续保留并完善。对学生提

出的好的建议采纳并在下一次教学时应用。

4结语

对建筑结构与选型课程教学多方面的改革与

实践，让建筑学及相关非结构类专业的学生能够真

正认识到结构和选型知识对于建筑设计的重要性．

并能够尽可能多地掌握结构知识，在以后的职业生

涯中能够设计出真正的符合力学原理、满足功能要

求、外形美观、便于施工同时又考虑经济的建筑作

品。课程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和教师调换角色的做

法．可以说是把互动式教学从课堂延伸到了课外。

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结构理论和工

程实践的密切结合。让学生在学校里就实现了和社

会的接轨。而把注册建筑师考试的试题融人到课堂

教学之中．我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学生的现在，而

是让他们可以在以后的专业道路上走的更高更远。

课程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不能一蹴而就

的，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在学生的反馈中继

续完善，以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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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Building Structure and Style Selection Course

Xing Kaifeng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 24504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form Building Structure and Style Selection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xtbook selection．teaching content，teaching tools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SO on．Good

effec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interest in the structure knowledge，improving the

students7 ability of thinking in images，innovation ability and team cooperation spirit．

Key words：building structure and style selection；structure system；reform；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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