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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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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教授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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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2005)，新加坡(2007)，南

京(2012)，葡萄牙(2015)成功举办九届。第十届大会将

于2020年12月10~12日在中国成都举行。

论文征集

本次会议征集与会议主题相关的原创英文论文，

稿件将以论文集《The Proceeding of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Steel 
Structures》(ICASS’2020)正式出版，并提交SCI和EI
检索；同时将精选优秀论文发表在《Advanced Steel 
Construction -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SCI收录）、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Dynamics》（SCI收录）和《Steel Construction》特

刊。会议还设置了少量中文优秀稿件投稿通道，部

分优秀中文稿件将以《钢结构》（中文版）专刊正

式出版，同时还推荐部分优秀论文在《工业建筑》

和《建筑钢结构进展》等期刊的专栏发表。

请作者于2019年11月30日前，将200-400字的摘

要发至邮箱icass2020@outlook.com。摘要格式要求

可在会议网址（http://icass2020.com/）下载。 

重要日期

论文摘要截止：                   2019年11月30日

摘要录用通知：                   2020年02月01日

会议注册日期：                   2020年05月01日

论文全文截止：                   2020年05月01日

全文录用通知：                   2020年06月30日

提前注册截止：                   2020年07月15日

会议注册截止：                   2020年11月30日

会议报到日期：                   2020年12月09日

会  议   日   期：                   2020年12月10~12日

一号通知 & 论文征集
(国内参会人员以本通知为准)

包括但不限于：

l 空间结构，装配式结构，索膜结构，可展结构，框

架结构，高层建筑，桥梁，组合及混合结构，柔性

防护结构；

l 柱，梁，索，构件连接；

l 冷弯型钢，低屈服点钢，不锈钢，高性能钢材，新

型金属材料；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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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概念设计及方法，规范及标准，性能化设计，设计

专家系统；

l 幕墙，筒仓，管道，海上平台，塔桅结构，钢结构

加固改造等。

会议主题

承办单位

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工业建筑》杂志社有限公司
香港钢结构学会
宁达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奥思特边坡防护工程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建筑钢结构进展》
汕头大学



主  席：

会议注册

副主席：

秘  书： 赵  雷   张  明   傅彦青

国内参会人员注册费用明细如下：

2020年07月15日前

提前注册费用

2020年07月15日后

注册标准费用

正式代表 ￥3000 ￥3500

学生代表 ￥2500 ￥3500

注:

• 被录用的文章要求在规定的日期前完成注册，每

篇文章要求至少有一位作者注册。

• 参会人员的注册费用包含会议资料，欢迎晚宴，

会议期间的午餐、晚餐和茶歇。

• 学生代表务必将学生证信息发送至会议秘书处邮

箱以确认身份。

会议注册开始日期为2020年05月01日。

成都介绍 

联系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官方邮箱： icass2020@outlook.com

官方网址： http://icass2020.com/

联系电话：+86 13541147223

成都，四川省会，位于四川盆地的核心区，是

大熊猫的故乡。成都以平原为主，得天独厚的地理

条件造就了绮丽的自然风光，成为灿烂文化的发源

地。成都不仅有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紧

邻美丽的峨眉山和青城山，此外还有蜀锦，川剧和

四川美食等蜀中诸绝，因此，成都平原被冠以“天

府之国”美称。成都还是中国仅有的24座有2300年

历史的城市之一，三星堆遗址，杜甫草堂，乐山大

佛，还有文殊院，无一不在诉说着成都古老而漫长

的历史故事。风景秀丽的自然景观加上垂涎欲滴的

四川美食，承载厚重历史的人文景观再加上悠闲的

生活方式，一定会给您留下最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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