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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征稿启事

　 　 «建筑结构»创刊于 １９７１ 年ꎬ是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

管ꎬ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原建设部科技情报所)、中国

建筑设计研究院和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主办的中文核心期刊ꎬ
是建设部优秀科技期刊ꎬ同时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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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期

刊文摘»等著名数据库检索系统收录的中文科技期刊ꎬ是许

可«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独家出版期刊ꎮ 报道内容

包括: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的设计、施工与研究ꎻ房屋改造、
纠偏与加固检测ꎻ工程事故分析与处理ꎻ地基与基础ꎻ工程抗

震、隔震、减震ꎻ结构软件的应用ꎻ各种新技术、新材料的应

用ꎻ规范和规程的修编及背景ꎻ重点工程报道ꎻ国内外科技信

息ꎻ行业技术交流活动以及产品、市场等信息ꎮ 欢迎广大作

者踊跃投稿ꎮ
(１)要求来稿理论和技术观点明确、数据准确可靠、内

容充实、结构严谨、文字简明扼要、通顺易懂ꎮ
(２)文章如有获国家级、省(部)级及其他科研基金资助

或奖励等情况ꎬ请在稿件中加注资助或奖励项目名称及编号ꎮ
(３)来稿内容应包括:中英两种语言的题目、作者姓名

及单位、摘要、关键词以及正文和参考文献ꎬ并请注明第一作

者的学历、 学位、 职称、 职务ꎬ Ｅｍａｉｌ 等信息ꎮ 摘要字数要

求在 ３００~４００ 字之间ꎬ 应包括论文所要实现的目的、采取的

方法、研究的结果与结论ꎬ要排除在本学科领域已成常识的

内容ꎬ删去背景与过去的研究信息ꎮ
(４)正文要求:１)文字、科学名词术语和计量单位符号

应符合国家现行规范和标准ꎻ２)插图需清楚、线条粗细分明、
简洁ꎻ３)容易混淆的字母请特别注明语种、大小写、正斜体或

黑体、上下角标等ꎻ４)文中公式、表格、插图均按全文统一编

排序号ꎻ５)正文标题最多分 ３ 个层次ꎬ依次为 １ꎬ１ １ꎬ１ １ １ꎮ
(５)文责作者自负ꎮ 引用他人作品应以参考文献等形

式明示读者ꎮ 常用的专业教科书和规范手册可不列入参考

文献ꎮ 参考文献不宜超过 １０ 篇ꎬ请按照参考文献标准格式

撰写ꎬ并按照在文中引用的先后在顺序在文尾排序ꎮ
(６)作者不得一稿两投或多投ꎬ对已投至本刊尚未刊出

而在其他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稿件ꎬ本刊将予以撤消并将相

关情况记录备案ꎮ 文稿如已在专业会议上宣读、在内部刊物

上发表或以其他文种刊出ꎬ作者应在投稿时说明ꎮ 因作者一

稿多投给刊物造成不良影响ꎬ 编辑部将通报作者工作单位ꎬ
并在刊物上公开曝光ꎮ 作者须承担审稿、 编辑加工、 纸张和

印刷等费用ꎬ 并在刊物上公开致歉ꎮ
(７)本刊收到投稿后ꎬ不再接受变更署名作者、单位顺

序或增减署名作者、单位等要求ꎮ 如果有特殊情况ꎬ应提供

由初次投稿时全部署名作者亲笔签名致本刊的正式说明函

件ꎻ提供原单位和新单位盖章的正式函ꎬ以供本刊留档备查ꎮ
(８)所有的投稿请通过本刊官网(ｗｗｗ.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ｎ)上的远程投稿系统操作(唯一接收稿件方式)ꎬ来稿请使

用 ２００３ 版本 Ｗｏｒｄ 软件严格按本刊格式排版ꎮ 文稿撰写及

排版要求详见本刊官网(点击“投稿” >“稿件版式”ꎬ下载即

可)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