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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事业对全球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

大贡献，但目前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工程建设严重消耗不

可再生资源、污染环境，土木工程设施的可持续性能低、

重大灾害后的性能恢复能力不足。因此，发展和应用高性

能建筑结构及材料，提升土木工程设施的可持续性和可恢

复性，是实现土木工程事业绿色化、工业化与可持续化发

展的必然途径。基于上述背景，中国工程院、重庆大学、

清华大学将在重庆联合主办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

坛—— 高性能建筑结构与材料暨土木工程设施可持续性

和可恢复性 。

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是由中国工程院资助

的系列学术活动，具有国际化程度高、国际影响力大、前

瞻性强等特点。本次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与第

二届国际土木工程改革创新论坛合并举办。

论坛将结合中国工程科技2035发展战略中所确定的高

性能可持续土木工程结构、工程结构全寿命周期设计、工

程结构抵御多重灾害性能、新型建筑材料等发展方向，探

讨如何发展和应用高性能建筑结构及材料，并提升土木工

程设施的可持续性和可恢复性。论坛还将聚焦土木工程的

未来和教育创新等重大问题，提出实现土木工程事业绿色

化、工业化与可持续化发展的具体对策与建议。

热忱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本次论坛。

主办单位
    中国工程院    重庆大学    清华大学

论坛主题一：高性能建筑结构与材料

1. 高性能建筑结构体系及防灾减灾 

2. 复杂建筑结构分析理论与方法

3. 大型工程结构健康监测

4. 高性能与多功能水泥基复合材料

5. 建筑结构高性能钢材

6. 高性能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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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勇  徐恭义  徐  建  徐幼麟  杨庆山  叶浩文  叶继红  

郁银泉  余志武  岳中琦  张建仁  张  君  张素梅  张喜刚  

赵启林  郑文忠  锺国辉  周小平  朱合华  朱宏平

组织委员会

主    任：李英民  

执行主任：狄  谨   

副 主 任：高中琪  唐海英  杨庆山  华建民  樊健生

委    员：邢慧娴  谢  强  崔  佳  刘界鹏  陈培稚

          杨  波  刘立平  王卫永  王宇航  聂   鑫

秘 书 长：狄  谨（兼）

副秘书长：王宇航（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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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石  宇（会议联系人，+86-13983730809）

贾传果（住宿及会场，+86-13330298926）

马爱玲（财务，+86-13983206120）

邮  箱：caeforum@cqu.edu.cn  

会议及住宿地点

重庆市君豪大饭店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金源路9号

关键日期

报到日期：2018年10月19日     

会议日期：2018年10月20日~21日

论坛主题二：

     土木工程设施可持续性和可恢复性

1. 土木工程设施的损伤、破坏及恢复机制

2. 新型传感系统设计和标准

3. 基于全球大学联盟的教育创新

（HPBSM & S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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