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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ｖ

２０２０ 年«建筑结构»大事记

　 　 回首去岁ꎬ２０２０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ꎮ 在共克
时艰的日子里ꎬ我们积极拓展业务ꎬ调整工作思路ꎬ
主动创新工作方法ꎬ继续提升期刊出版质量ꎬ占领
新媒体前沿阵地ꎬ创新会议活动多元模式ꎬ重磅推
出“结构者说”、“结青之声”线上直播栏目ꎬ积极开
展科研课题研究ꎮ 我刊各项工作全面扎实推进ꎬ再
次取得不俗成绩ꎮ
０１　 期刊出版

«建筑结构»正刊全年共出版 ２４ 期ꎬ总计刊登
文章数量 ５００ 余篇ꎬ特别推出 ６ 期专辑ꎬ３ 个专栏ꎬ
１ 个专题ꎻ«建筑结构»增刊全年共出版 ２ 期ꎻ«减震
技术»副刊为季刊ꎬ随正刊发行ꎬ全年共出版 ４ 期ꎬ
其中 ６ 月份为广州建研数力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专辑ꎮ
０２　 新媒体平台

２０２０ 年ꎬ建筑结构杂志社新媒体各平台粉丝总
量超 ４５ 万ꎬ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头条号齐发
力ꎬ刊网互动ꎬ互助提升品牌效应ꎮ
０３　 在线教育平台

«建筑结构»倾力打造的在线教育平台:结构云
学堂ꎬ２０２０ 年会员注册人数已超５ 万人ꎬ平台上已
有 １０００＋学术文章免费阅读ꎬ５００＋部精品视频ꎬ１００＋
优选 ＰＰＴ 供您赏阅ꎬ后续陆续更新ꎻ提供招聘求职、
企业推广、广告招商、行业要闻、会议直播等多元化
版块ꎻ即将开放精品系列课程、互动答疑等栏目ꎻ结
构云学堂 ＡＰＰ、小程序也在积极建设中ꎬ敬请期待!
０４　 线上直播

１、结构者说(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ｐｅａｋ)总计播出 １６ 期ꎬ
累计邀请行业大咖专家 ４０ 余位ꎬ累计在线观看人
次达 ５０ 万＋ꎬ合作单位超 ４０ 家ꎮ ２、结青之声总计
播出 ８ 期ꎬ邀请行业优秀青年 ２０ 余位ꎬ累计在线
观看人次达 ２０ 万＋ꎬ合作单位 ２０＋ꎮ ３、检测鉴定
加固改造分会技术论坛邀请行业领域专家超
１５ 位ꎬ累计在线观看人次达 １７ ５ 万＋ꎬ合作单位
４ 家ꎮ
０５　 品牌活动

２０２０ 年ꎬ«建筑结构»杂志社共举办 ７ 场线下品
牌活动ꎬ１ 场线上 ＋线下会议ꎬ１ 场线上钢结构设
　 　 　

计疑难解析培训ꎮ
０６　 团体标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结构分会的秘书处工作由
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建筑结构»
杂志社执行ꎮ ２０２０ 年结构分会首个团体标准«建筑
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标准»已完成编制工作ꎬ目前
已进入征求意见稿阶段ꎮ
０７　 杂志编委会

«建筑结构»杂志创刊于 １９７１ 年ꎬ读者对象以
结构工程师为主ꎬ１５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 １８ 位全
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担任顾问和编委ꎮ ２０２０ 年ꎬ在
众编委的支持和厚爱下ꎬ我刊取得了丰硕的发展成
果ꎬ在此ꎬ建筑结构全体成员深表感谢ꎮ
０８　 杂志理事会

«建筑结构»杂志理事会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正式
启动ꎬ主要由行业内有影响力的设计单位、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以及国家认可的科技型企业组成ꎬ共
计 ２００ 余家ꎮ 理事会不断吸取社会各方面力量ꎬ加
强行业内相关单位的横向联系ꎬ交流研究成果ꎬ为
理事单位提供服务ꎬ促进共同发展ꎮ
０９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结构分会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结构分会成立于 ２０１７ 年ꎬ现
有会员单位近 １５０ 家ꎬ由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
国建设科技集团总工程师任庆英担任会长ꎬ分会秘
书处设在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有限公司ꎮ 秘
书处联系方式:０１０－５７３６８７８６ / ５７３６８７８３ꎮ
１０　 致谢

２０２０ꎬ感谢有你共克时艰! 感谢所有为«建筑
结构»提供优质稿件的作者、忠实的读者以及默默
守护并关注我们的粉丝ꎬ感谢一直以来支持和帮助
我们的«建筑结构»编委和审稿专家ꎬ感谢所有为我
们 ２０２０ 年会议活动奉献精彩报告的专家(线上约
９９ 位ꎬ线下约１４１ 位)和认真聆听的参会代表(线上
约９３１０２０ 人次ꎬ线下约 ２２００ 人次)ꎬ
感谢对会议提供大力帮助的各合作
单位ꎬ感谢你们一如既往的关注ꎬ感
谢你们不遗余力的支持ꎬ感谢你们不
离不弃的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