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届钢结构进展国际会议
（ICASS’2020）（二号通知）

会议时间：
2022 年 8 月 3-5 日（3 日报到、4-5 日会议）

会议地点：
成都市新希望高新皇冠假日酒店（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 1 号）

发起单位：
香港理工大学

主办单位：
西南交通大学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沈阳建筑大学、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汕头大学、

《工业建筑》杂志社有限公司、同济大学《建筑钢结构进展》杂志、

香港钢结构学会、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建八局西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四川一宇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奥思特边坡防护工程有限公司、宁达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钢结构进展国际会议（ICAS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Steel Structures）是国际著名钢结构学者陈

绍礼教授于 1996 年发起的最具影响力的国际钢结构学术会议之

一，每 2-3 年举办一届，参会人员涵盖全球钢结构领域的著名专

家和高被引学者，旨在探讨与推进钢结构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会议至今已分别在中国香港 (1996，1999，2002，2009，

2018)，中国上海 (2005)，新加坡 (2007)，中国南京 (2012)，

葡萄牙里斯本 (2015) 成功举办九届。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

成都大运会防控要求，第十届大会推迟至 2022 年 8 月 3-5 日，

在中国成都举行。

内地（按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蔡春生 曹万林 常好诵 陈振明   陈志华 戴公连 邓 露

丁 阳   杜修力 段元锋 樊健生 范 峰 范圣刚 冯 远

勾红叶   郭彦林 郭 彤 郭安薪 郭宏超 韩林海 郝际平

何旭辉   华旭刚 剧锦三 兰 涛 梁 斌 刘宜丰 李帼昌

李国强   李亚东 李永乐 李建中 李传习 罗尧治 吕大刚

蒲黔辉   秦 颖 任辉启 邵旭东 邵永波 沈世钊 施 刚

石永久   石少卿 舒赣平 孙利民 童根树 汪 敏 王立军

王元清   王 湛 王 浩 王 磊 王春生 王清远 王秀丽

吴金志   武芳文 武振宇 邢国华 薛素铎 杨永斌 杨庆山

姚攀峰   叶继红 伊廷华 余海群 岳清瑞 张其林 张清华

张亮亮   张戎令 赵世春 赵宪忠 赵仕兴 赵 煜 赵 林

支旭东   周绪红 周 岱 周建庭 朱忠义 祝志文

主席：

陈绍礼（S.L. Chan） 余志祥

学术委员会

一、组织结构

境外（按姓氏字母为序）：

F.G. Albermani (Australia)

R. Beale (UK)

J.R. Berger (USA)

F.S.K. Bijlaard (Netherlands)

R. Bjorhovde (USA)

M.A. Bradford (Australia)

O.P. Buzzi (Australia)

F. Calvetti (Italy)

D. Camotim (Portugal)

J.M. Castro (Portugal)

S.L. Chan (HK，China)

T.Chan (Australia)

T.M. Chan (HK, China)

W.F. Chen (USA)

S.P. Chiew (Singapore)

C.K. Choi (Korea)

Y.S. Choo (Singapore)

J. Corominas (Spain)

P. Daniele (Italy)

G.G. Deierlein (USA)

L. Dezi (Italy)

D. Dubina (Romania)

S. El-Tawil (USA)

T. Galambos (USA)

L. Gardner (UK)

C. Gentilini (Italy)

A. Giacomini (Australia)

Y. Goto (Japan)

G. Gottardi (Italy)

P.L. Gould (USA)

L. Govoni (Italy)

G.J. Hancock (Australia)

J.F. Hajjar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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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erion (Germany)

G. Ho (HK,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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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Jaboyedoff (Switzerland)

J.P. Jaspart (Belgium)

S.A. Jayachandran (India)

S.E. Kim (Korea)

S. Kitipornchai (Australia)

U. Kuhlmann (Germany)

K. Kwok (Australia)

D. Lam (UK)

S. Lambert (France)

H.H. Lau (Malaysia)

J.Y.R. Liew (Singapore)

L.R.O. de Lima (Brazil) 

Y.P. Liu (HK, China)

S.H. Lo (HK, China)

E.M. Lui (USA) 

O.C. Mavrouli (Netherlands)

A. Mentani (Italy)

Y.L. Mo (USA)

D.A. Nethercot (UK) 

F. Nicot (France)

D.J. Oehlers (Australia)

J.A. Packer (Canada)

T. Pekoz (USA)

J.L. Peng (Taiwan, China)

X.D. Qian (Singapore)

K.J.R. Rasmussen (Australia)

J.M. Rotter (UK)

B. W. Schafer (USA)

N.E. Shanmugam (Singapore)

P. Schaumann (Germany)

L.S. da Silva (Portugal)

R. Silveira (Brazil)

N. Silvestre (Portugal)

T.T. Soong (USA)

R.K.L. Su (HK, China)

L. Teh (Australia)

J.G. Teng (HK,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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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 Tsai (Taiwan, China)

C.M. Uang (USA)

B. Uy (Australia)

P. Vellasco (Brazil)

M. Veljkovic (Netherlands)

A. Volkwein (Switzerland)

A. Wadee (UK)

F. Wald (Czech)

E. Walicki (Poland)

C.M. Wang (Australia)

Y. Wang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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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Wyllie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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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 Zhu (HK, China）

R.D. Ziemian (USA)

组织委员会
主    席：陈绍礼（S.L. Chan） 余志祥

副 主 席：赵世春 刘耀鹏 常好诵 刘思威 蒲黔辉 李帼昌

     赵仕兴 杨颖芳

委    员：许 浒 齐 欣 傅彦青 勾红叶 杨志坚 姜子钦   

     周 祎 雷   敏  卢立恒 高文君 郭   瑞 吴 昊     

     张 方 廖 涛    张   明

秘 书 长：赵 雷 

副秘书长：骆丽茹 廖林绪

秘    书：金云涛 张丽君 郭立平 何 欢 叶高宏 吴承宇

     张搏锐 谢济阳 刘 键 何佳斌 余子涵 欧 盈

     郝超然 邓芊芊 尹陈燕 

1、会议开幕式

2、大会特邀专家报告

3、分会场专题报告

二、主要内容

委员：



三、特邀报告嘉宾介绍

Keh-Chyuan Tsai
教授

土木工程系

台湾大学

中国台湾

Ronald D. Ziemian

教授

土木与环境工程系

巴克内尔大学

美国

Brian Uy

教授

土木工程学院

悉尼大学

澳大利亚

Leroy Gardner

教授

土木与环境工程系

帝国理工学院

英国

岳清瑞

院士

城镇化与城市安全研究院

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

Dennis Lam

教授

工程与信息学院

布拉德福德大学

英国

李国强

教授

土木工程学院

同济大学

中国

J.Y.Richard Liew

教授

土木与环境工程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Kim J.R. Rasmussen

教授

土木工程学院

悉尼大学

澳大利亚

韩林海
教授

土木水利学院

清华大学

中国

Luís Simões da Silva

教授

土木工程学院

科英布拉大学

葡萄牙

Seung-Eock Kim

教授

土木与环境工程系

世宗大学

韩国

Todd A. Helwig
教授

土建与环境工程学院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美国

赵世春

教授

土木工程学院

西南交通大学

中国



官方邮箱： 

icass2020@outlook.com 

官方网址： 

http://icass2020.com/ 

联系电话：

赵  雷 +86 19938257736

许  浒 +86 13541147223

骆丽茹 +86 18808133916

廖林绪 +86 13258223738

本 次 会 议 征 集 与 会 议 主 题 相 关 的 原 创 中 英 文 论 文，

英 文 稿 件 将 以 论 文 集《The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Steel Structures》

( ICASS'2020 ) 正式出版。同时，将精选优秀英文论文推荐至

《Advanced Steel Construction -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SCI 收录）、《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Dynamics》（SCI 收录）和 《Steel Construction》特刊；

优秀中文稿件将推荐至《钢结构》（中文版）专刊、《工业建筑》

专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以及《建筑钢结构进展》等期刊正

刊发表。
本次会议提供论文全文投稿和摘要投稿两种形式，并通过大

会邮箱进行投稿。若仅为摘要投稿，请在邮件中注明。论文格式

要求可到会议官网下载。

大会邮箱：icass2020@outlook.com

大会官网：http://icass2020.com/

五、论文征集

六、重要日期

摘要提交截止： 2021 年 10 月 31 日

论文全文截止： 2022 年 06 月 30 日

提前注册截止： 2022 年 01 月 31 日

七、会议注册时间及费用

代表类型 2022年 01月 31日前
提前注册费用

2022年 01月 31日后
标准注册费用

正式代表 ¥ 3000 ¥ 3500

学生代表 ¥ 2500 ¥ 3500

注 : 每篇文章或摘要要求至少有一位作者注册。   

成都新希望高新皇冠假日酒店为本次会议协议酒店，酒

店由五星级皇冠酒店和四星级假日酒店构成，位于成都市高

新西区西芯大道 1 号，距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约 40 分钟车程，

距成都东站约 45 分钟车程，距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约 100 分

八、会议地址

钟车程。

（1） 皇冠酒店，房型包括大床房（560 元 / 间 / 天）、标

准间（560 元 / 间 / 天）。

（2） 假日酒店，房型包括大床房（460 元 / 间 / 天）、标

准间（460 元 / 间 / 天）。

包括但不限于：

空间结构，装配式结构，索膜结构，可展结构，框架结构，   

高耸结构，桥梁结构，组合及混合结构，柔性防护网结构，

集装箱装配式结构，带缺陷结构；

柱，梁，索，构件连接；

冷弯型钢，低屈服点钢，不锈钢，高性能钢材，新型金属

材料；

计算理论，非线性分析，结构稳定，二阶弹塑性分析，时

程分析，结构找形，动力分析，结构疲劳，防火与防腐，

风工程，地震工程，连续倒塌；

 概念设计及方法，规范及标准，性能化设计；

幕墙，筒仓，管道，海上平台，塔桅结构，钢结构加固改造等。

四、会议主题

（1）

（2）

（3）

（4）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