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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ｖ

沉痛悼念建筑结构泰斗容柏生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广州容柏生建筑结构设计事务所创

始合伙人、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终身荣誉总工程师、«建筑结构»编委容柏生同

志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４ 点 ５０ 分在广州逝世ꎬ享年 ９０ 岁ꎮ
容柏生院士祖籍珠海ꎬ１９５３ 年 ７ 月毕业于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土木

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ꎬ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进入广东省建筑设计公司(现广东省建筑设

计研究院)工作ꎮ
容柏生院士在建筑结构ꎬ特别是超高层建筑及地基基础方面有深厚造诣ꎬ设计

完成了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广东国际大厦(６３ 层)等具有时代意义的建筑精品ꎬ为建筑工程科技事业作出

了突出贡献ꎮ
容柏生院士率先研究计算机在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上的应用ꎬ逐步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高层建筑结构的

电算分析方法ꎬ实现了建筑结构设计技术的更新换代ꎻ容柏生院士主持设计深圳亚洲大酒店ꎬ采用国内首创

“超级构架”结构体系ꎬ研发并采用多项结构新技术建成当时全国最高的建筑———广东国际大厦ꎬ根据多年

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ꎬ提出了适用于高层住宅的短肢剪力墙结构体系ꎻ容柏生院士曾撰写«高层建筑结构

设计概述»、«广东国际大厦结构设计分析»、«高层住宅建筑中的短肢墙结构体系»等论文ꎬ主编及参编多项

国家和地方标准ꎻ容柏生院士参与众多超高层地标建筑的设计咨询和审查工作ꎬ包括广州珠江新城东塔、广
州珠江新城西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天津 １１７ 大厦等上百项项目ꎮ

容柏生院士曾获国家优秀设计金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首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和多项省

部级重要大奖ꎻ曾荣获广东省劳动模范、广东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广州市建设科学技术委员会优秀专家等荣

誉称号ꎬ并于 １９８９ 年被建设部授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ꎬ１９９５ 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ꎮ
容柏生院士毕生治学严谨ꎬ潜心钻研ꎬ爱岗敬业ꎬ致力于建筑结构设计创新研究与实践ꎬ秉承“必求甚

解、知难而进、精益求精”的信念ꎮ 容柏生院士对广东省建筑业的发展ꎬ乃至对全国建筑业的质量保证及设

计水平的提高ꎬ均做出重大贡献ꎬ是建筑工程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