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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建筑结构》（半月刊）征订启事

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文摘》收录期刊 　 　 ＲＣＣＳＥ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Ａ） 　 　 建设部优秀科技期刊

《建筑结构》杂志创刊于 １９７１ 年，历次中文核心期刊评比中均名列前茅。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董事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

长修龙担任编委会主任，１１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 １３ 位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担任顾问和编委。

主要栏目：工业与民用建筑中的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组合结构、预应力结构、索膜结构、砌体结构、地基与基础、工程抗

震、工程检测、房屋加固与改造、建筑新技术新材料开发等方面的研究应用成果、设计施工经验以及工程事故分析处理、结构

软件的应用、规范和规程的修编及背景介绍、技术讲座、国内外科技综述、重点工程报道、科技简讯、设计论坛、问题和讨论、工

程实录。

内容报道特色：实用性、科学性、导向性和资料信息性。

读者对象：设计院、高校及科研单位、施工管理、房地产等单位结构专业从业人员。

《建筑结构》（半月刊）２０１９ 年单价：２０ 元 ／期，共 ２４ 期，合计全年 ４８０ 元 ／套，赠送 ４ 期《减震技术》。 说明：为了更好地服

务读者，《建筑结构》杂志订阅价格这些年一直没有随市场上涨。 但是 ２０１９ 年因纸价继续上涨，页码也将增多，所以从 ２０１９

年起订阅价格小幅上调，为 ２０ 元 ／期，还请广大读者理解，并继续支持，谢谢！

订阅方式：

（１）访问《建筑结构》官网 ｗｗｗ．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ｎ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４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通过支付宝或银行汇

款订阅。

（２）扫描右侧二维码，通过建筑结构网上书店直接订阅。

（３）邮局订阅，邮发代号 ２⁃７５５。

（４）致电杂志社直接订阅，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７３６８７７７。

（５）填写好下方订阅单，邮寄回编辑部或发邮件至 ｆａｘｉｎｇ＠ ｃａｄｇ． ｃｎ 订阅。



２０１９ 年《建筑结构》（半月刊）杂志订阅单

姓名： ；通信地址： ；邮编： ；

手机： ； Ｅｍａｉｌ： ； 订阅内容：２０１９ 年全年期刊； 套数： ；

邮寄方式：挂号（挂号费每期 ３ 元，全年 ７２ 元）□ 　 　 快递（快递费每期 １０ 元，全年 ２４０ 元）□

总金额：期刊费用４８０ 元 × 套 ＋邮费 元 ＝ 元；

发票抬头： （如需增值税专用发票请特别说明）。

付款账号信息如下：

户名：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有限公司；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北京东三环支行；银行账号：１１０９０８００１３１０６０６。

《建筑结构》杂志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３６ 号 ４ 层 ４２６ 室，邮编：１００１２０

发行电话：０１０ － ５７３６８７７７　 　 Ｅｍａｉｌ：ｆａｘｉｎｇ＠ ｃａｄｇ． ｃｎ　 　 网址：ｗｗｗ．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ｎ

建筑结构微信 减震技术微信 建筑结构网上书店

建筑结构官方微信（微信号：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目前有 ３０ 万粉丝，每天群发 ３ ～ ４ 条专业资讯；
减震技术微信（微信号：ＪＺＪＳ⁃ＴＸ）目前有 ３ 万粉

丝。 建筑结构网上书店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３ 日正式

上线， 欢迎选购期刊杂 志、 专 业 图 书 及 周 边

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