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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图书馆（新馆）双层幕墙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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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建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承载物，它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部分之一。在现代的建筑设计中，建筑物越来越多的融入了各种现代化元素，使得其更加的多元化、个性

化。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公共空间的建设与规划。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校教育改革的

深入开展，工作之余的学习对于社会人士的吸引力逐渐增强，对市民的素质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对图书

馆的设计和管理就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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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oday's social environment, architecture is no longer a simple carrier,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essential parts of people's daily life. In the modern architectural design, the buildings are more and more integrated 
into a variety of modern elements, making them more diversified and personaliz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is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of public s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learning after work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ttractive to 
social people and has increasingly raised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for citizens. Therefore, higher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the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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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行业的不断壮

大，人们对建筑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

下，如何满足用户的需求和提高服务质量，成为了

目前社会的热点问题。由于城市的迅速崛起，导致

了人民精神文明的建设要求高、需求大，为了适应

时代的变化以及解决这一难题，就需要将图书馆的

理念与思想融入到城市的每一处角落，使其在有限

的空间内最大限度的为市民提供方便。同时也为广

大的读者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便利。作为城市设施

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市民

的阅读学习体验，所以对提升市民的综合素质，促

进教育的公平性，实现人文育人，培养高层次的人

才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1 柳州市图书馆新馆双层幕墙体系存在的问题

与原因 
该图书馆新馆的双层幕墙体系存在以下问题： 
（1）该馆的双层幕墙体在设计和施工上的技术

水平较低，并且在材料的使用上也没有达到预期的

效果； 
（2）该馆的玻璃板块较大，受力条件较差，抗

震性能不够好，容易出现自爆，影响建筑物的整体

性； 
（3）钢结构的抗震性较弱，易发生变形，不利

于保温隔热，且钢材的质量也不好，易产生大量的

废品。这些问题都会制约着该方案的推广应用。从

以上的问题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原因主要有：①

是由于国内的经济发展程度有限，导致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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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越来越大，对建筑的节能要求也就越高。所以

说，我国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量不断增大，而

传统的能源消耗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了。

②是政府的支持力度不足，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落实

不到位，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致使各单位单位的

积极性不高。 
2 理论基础 
该方案是以“人与建筑、人与自然”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传统的材料、结构和工艺的改造和创新，实

现了绿色环保的理念和设计。该设计方案的优点在

于： 
（1）在满足建筑物的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最大

程度地节约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2）在保证节能的同时又能达到保护生态环境

的要求； 
（3）在整个循环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空间，

提高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4）该方案的主要特点是：①以人为本，坚持

可持续性原则，将“生态"作为目标，将教育放在第

一位，倡导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②采用先进的科

学技术手段，不断改进技术，使其更加高效，合理

化，并有效地解决了能源消耗问题，降低了能耗，

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③从长远角度出发，注重环

境保护，建设一个具有良好文化氛围的城市；④结

合中国国情，建立起可持续的科学规划。⑤此方案

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让每一分钱都能够用到实处。 
3 项目简介 
本项目位于广西柳州市柳东新区。周边道路北

侧为横三路，东侧为创业大道 A 线，西侧为支十一

路，南侧为支十二路。方案设计采用“龙湖书院”

设计理念，方案总体形成“书院”内外部环境氛围。

建筑以围绕内庭院的风车型布局，石材幕墙作为基

座部分朝向四周城市道路均设有人行出入口，上部

体量通透轻盈，为玻璃幕墙与书架格栅的结合。图

书馆地上为八层，分为高层和裙房两大部分。裙房

屋面标高 15.300m，东侧为两层，层高 7.65m，西

侧为三层，层高 5.1m。高层部分四至七层层高为

5.1m，八层办公区层高 4.5m。八层屋面建筑标高为 
40.2m，屋面上设开敞式金属屋架。 

外侧为书架格栅幕墙系统。横向通长 500x250x
8mm 的直角精制钢通为主龙骨，表面氟碳喷涂。竖

向为铝板及铝型材组成的书脊造型，外观尺寸为 50
0x100mm，造型呈竖直和倾斜无规律摆放，龙骨为

两根 70x70x4mm 的镀锌钢管组合钢架。直角精制钢

通的运用使得本体系既满足了受力要求，外观效果

又得到保证。横向通长 500x250x8mm 的直角精制钢

通由从层间悬挑出来的间隔 3m 的 500x250x10mm
的直角精制钢通支撑。如图 2 所示。 

3.1 幕墙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幕墙是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它具有一定的承

重能力和承载力，同时也具备了一定的防震功能。

在建筑物的设计中，需要考虑到不同的承重构件，

以及对其进行合理的布置与规划，从而使其能够满

足各种使用要求。目前，我国对幕墙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对幕墙的结构、材料、施

工技术等的研究；二是对幕墙上的处理方式及应用

方法的研究；三是针对如何实现节能减排的问题及

解决措施的探讨和分析。 

 

图 1 项目五至八层为双层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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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层间悬挑出来的直角精制钢通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

求越来越高，而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就是环境

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要想达到绿色环保的理念就

必须要将人的需求放在首位，而人的生命在于其中，

所以在建筑设计中，应该把人的因素充分的体现出

来，并且通过科学的手段来改善室内的空气状况，

使其符合人体的健康状态。本文将从五至八层双层

幕墙的施工和优化，来探究图书馆幕墙的选择与利

用。 
4 柳州市图书馆新馆双层幕墙的安装步骤 
（1）主体结构完成后，沿结构板边缘安装

250x150x10mm 方钢，通过加强筋板加固的钢管支

架，完成此处预埋件与钢管的连接。 
（2）结构板边缘全长 250x150x10mm 方钢安装

后，在相应位置焊接 250x150x10mm 直角精钢通型

支架， 
（3）将幕墙槽钢连接件焊接在预埋件上，并用

螺栓安装固定玻璃幕墙立柱。槽钢连接件和幕墙柱

应提前穿孔。 
（4）安装玻璃幕墙梁。铝合金梁和衬套芯经过

预处理，幕墙立柱也经过预钻孔。横梁和衬套芯放

置在相应位置。带不锈钢销的衬套芯被推过梁上的

小孔，不锈钢销插入柱孔，然后通过自攻螺钉固定

衬套芯和横梁，以防滑动和松动。 

（5）玻璃面板的安装。玻璃在加工厂贴上铝合

金框，然后运至现场，按编号安装到相应位置。 
（6）安装夹层铝板。 
（7）安装垂直铝合金装饰条，完成玻璃幕墙的

粘接。 
（8）外书架网格系统安装水平总长 500x250x8

mm 的直角精制钢管，并将其焊接在 250x150x10mm
直角精制钢管支架上。 

（9）铺设钢栈道和泛光灯。 
（10）安装书架网格的“书脊”龙骨，在水平全

长直角精钢管上焊接 70x70x4mm 镀锌钢管。 
（11）安装“脊柱”面板、铝板和铝合金型材。

并完成涂胶。 
5 柳州市图书馆新馆双层幕墙的优化 
柳州市图书馆的双层幕墙是在五层框架式幕墙

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而成的新型建筑物，它是一种具

有高度可调节的建筑立面，它与框架式幕墙的结合

使其更加的美观和牢固。通过对柳州市图书馆的实

地考察和了解，并对其建设的可行性分析，发现该

方案的设计与实际情况不符，所以决定采用改进的

方法来解决该问题。 
（1）在原有的单层玻璃窗的基础上，增加一层

夹层，这样可以使整个空间的隔热采光效果更佳，

而且还能起到阻挡紫外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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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一楼的门厅位置采用大片玻璃幕墙，达

到入口视觉通透的目的。 
（3）将三层的地下管道延伸至楼板，供用户使

用。三层露台式的屋面，既能满足人们对于绿化的

需求又不占用大量的绿地面积。并且两层的楼板之

间的距离较大，有利于阅读的人数多空间大。另外

两层的门都有独立的出入口便于工作人员的出入以

及其他人员的通行等。 
（4）书架格栅支座分段施工。间隔 3m 的支座

改成间隔 6m，中间的那个支座采取预留钢芯插接。

先将钢芯焊接好，等玻璃幕墙施工完再安装剩余的

支座。 
（5）书架格栅优化成小单元形式，减少外侧书

架格栅体系的焊接量。 
结束语 
对于该方案的实施效果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该方案的建设成本较低，且投资省，但其使用的钢

结构、保温材料和隔音板的造价都较高，这也是由

于钢材的价格昂贵，且在设计上，采用了大量的机

械连接形式，使得幕墙的抗震性能大大提高，同时

也降低了建筑物的整体重量。而通过对比，我发现，

该方案的建设周期短，而且在施工过程中，对环境

的污染小，不会造成二次建筑，所以符合绿色环保

的理念；此外，此设计方案的建设和维护费用低，

可有效地节约能源，减少资源的消耗；最后，此方

案的建成可充分利用空间，使其具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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