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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建筑结构技术交流会

(一号通知·征文)
(2019 年 4 月 中国·南京)

会议背景

每两年一届的“全国建筑结构技术交流会”自创办以来,在行业人士的支持和厚爱下,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 其中,
首届会议于 2006 年 6 月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北京奥运会及重点工程为主题,共有 450 多名代表参加;第二届会议于 2009 年 4
月在上海召开,会议以上海世博会为主题,共有 650 余人参加;第三届会议于 2011 年 4 月在深圳召开,会议以深圳大运会场馆

及重点工程为主题,近 70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第四届会议于 2013 年 5 月在苏州召开,近 80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第五届会议

于 2015 年 4 月在杭州举办,1 00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打造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品牌效应的行业“千人大会”;第六届会

议于 2017 年 6 月在昆明举办,近千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按照既定计划,备受瞩目的第七届全国建筑结构技术交流会将于 2019 年 4 月在南京举办,具体时间和地点后续通知,请

随时关注《建筑结构》官网(www. buildingstructure. cn)或微信(微信号:BuildingStructure)。 现开始会议论文集征稿,会议论文

集将以《建筑结构》增刊的形式公开出版,具有正式刊号。 论文具体要求见《建筑结构》官网:www. buildingstructure. cn。
重要日期及投稿方式

截稿日期:2019 年 2 月 1 日

出版日期:2019 年 4 月

投稿网址(唯一接收稿件的方式):https: / / www. wenjuan. com / s / e2UfAzZ /
稿件查询电话:010-57368781
官网:www. buildingstructure. cn
会议招商

本届结构大会提供协办单位、会场展位、论文集广告等多种宣传形式,因名额有限,需要者请尽早联络我们,联系电话:
15801601545,18500192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