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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土木工程与材料进展国际会议暨 

第二届可持续发展生物质复合材料与结构论坛 

   

2019 年 10 月 25 至 27 日 

中国 ∙ 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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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福建农林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福建工程学院 

内蒙古工业大学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木结构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澳大利亚 Deakin University 

意大利 University of Naples Federico II 

澳大利亚 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  

印度 Manipal University Jaipur 

瑞士 Centre fo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Zürich 

英国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南京林业大学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与结构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南京林业大学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与结构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国际 ISCARSAH 

国际 ICOMOS 

江苏省林业资源高效加工利用协同创新中心 

承办单位
福建农林大学 

协办单位
福建省土木建筑学会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博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林业工程学报(CN32–1862/S) 

Journal of Renewable Materials (ISSN: 2164-6325) 

Structural Durability & Health Monitoring (ISSN: 1930-2983) 

参展单位 
上海筑邦测控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思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新拓三维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长沙金码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纽迈分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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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告（持续更新） 
特    邀    报    告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Ghani 

Razaqpur 

南开大学/加拿大

麦克马斯特大学 

Deficiencies of Conventional Concrete Mix Proportioning Method when  

Applied to Recycled Aggregate Concrete Mixtures 

韩林海 清华大学 待定 

何敏娟 同济大学 Connection properties in cross laminated timber (CLT) structures 

杨学兵 
中建西南设计研

究院 
Prefabricated timber buildings –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Edwin 

Zea 

瑞士苏黎世 

大学 
Bio-based construction materials and circular value chains 

陶忠 
澳大利亚 

西悉尼大学 
Some recent research efforts towards developing sustainable houses 

Mahmud 

Ashraf 

澳大利亚 

迪肯大学 
待定 

Jason 

Ideker 

美国俄勒冈 

州立大学 
待定 

王戈 国际竹藤中心 Bamboo fiber bundle composit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onstruction 

戴建国 香港理工大学 
Innovative construction materials for life cycle maintenance of concrete 

infrastructures 

周海滨 
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 
Researches on SIPs wall, truss floor and traditional house in NERCWI 

Jairo 

Acero 

哥伦比亚哈维里

亚那天主教大学 
待定 

邀    请    报    告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Ee Loon 

Tan 

澳大利亚 

西悉尼大学 
待定 

王法承 清华大学 待定 

李海涛 南京林业大学 Natural building materials –Bamboo 

汪昕 东南大学 待定 

李征 同济大学 
Timber-steel hybrid structures: fundamental theory, shaking table test, and 

seismic resilience 

陈伯望 中南林业大学 待定 

陈誉 福州大学 Experimental study on wood short columns after being subjected to fire 

赖志超 福州大学 
Pushing the envelope of high-strength materials for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structures 

杨文斌 福建农林大学 Biomass-based functional compo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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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 
顾问主席（按姓名拼音顺序） 

曹福亮  龚  蒙  郝  洪  缪昌文  滕锦光  吴智深  肖惠宁  岳清瑞 

顾问委员会委员（按姓名拼音顺序） 

Alessandro Baratta    Hao Wang    Kim Meow Liew     Kohei Komatsu     Mizi Fan 

蔡正银  陈国兴  杜修力  费本华  范  峰  方  秦  高丹盈  高玉峰  顾祥林  何 川 

何敏娟  郝际平  韩林海  韩庆华  黄晓明  冷劲松  李  杰  李建章  李忠献  梁瑞凤 

刘汉龙  刘加平  刘松玉  刘伟庆  陆新征  马国伟  潘  鹏  苏三庆  陶  忠  吴  刚 

王立忠  王清文  王玉银  肖  岩  杨学兵  叶继红  于文吉  郑俊杰 

组织委员会 
主席（排名不分先后） 

邱仁辉  廖飞宇  李海涛  王静峰  吴  琛  王岚 Mahmud Ashraf  Ottavia Corbi 

委员（按姓名拼音顺序） 

Firoz Alam Faroque  Ileana Corbi   Juliana Vicente Becker   Leonel Mimendi  

陈学榕  范毜仔  付腾飞  蒋  程  黄  彪  黄浩宇  黄文金  刘文地  孟鑫淼 

牛  爽  欧加加  彭  洋  盛  叶  沈银澜  王春林  吴能森  於德美  钟  永 

联系方式 
会议注册、摘要提交：付腾飞：15980261973（微信同号）於德美：17805969359（微信同号）  

注册费转帐、发票：黄志伟：18850415014（微信同号）张伟杰：18159080543（微信同号） 

会议 QQ 群：550844867 

会议邮箱：ACEM2019SBMS2@163.com 

会议介绍 
2019 年土木工程与材料进展国际会议（ACEM2019）暨第二届可持续发展生物质复合材料

与结构论坛（SBMS2）由福建农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福建工程学院、内蒙

古工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木结构产业国家创新联盟、澳大利亚 Deakin University、意大利

University of Naples Federico II、澳大利亚 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印度 Manipal 

University Jaipur、南京林业大学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与结构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瑞士

Centre fo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Zürich 、 英 国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等联合主办，将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27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隆重举行。 

随着土木工程发展的日新月异，各种新材料新结构体系不断涌现，生物质复合材料（竹、木、

秸秆等）与结构的研究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此外一些可持续发展土木工程材料与结构，

如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和结构、不锈钢结构、再生混凝土、纳米纤维素混凝

土等方面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本论坛旨在为国内外从事土木工程与材料研究的专家学者、工程技

术人员与企业家提供一个共享科研成果和前沿技术，了解学术发展趋势，拓宽研究思路，增进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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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加强交流与合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本次会议将有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

国内地、中国香港等境内外专家同大家一起分享可持续发展土木工程与材料、生物质复合材料与

结构研究进展成果，诚邀并期待您的莅临！ 

更多信息请关注会议网址： http://jtxy.fafu.edu.cn/af/4c/c737a241484/page.htm 

征稿主题 
A. Bio-composite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生物质复合材料与结构 

1. Bio-composite Materials (bamboo, wood, straw etc.)/生物质复合材料（竹、木、秸秆等） 

2. Timber Structures/木结构 

3. Bamboo Structures/竹结构 

4. Straw Structures/秸秆结构 

B. Sustainable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可持续发展材料与结构 

1.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Structures/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2. Fiber-Reinforced Composite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和结构 

3. Precast Structures/装配式结构 

4. Stainless Steel Structures/不锈钢结构 

5. Nano Concrete/纳米混凝土 

6. Recycled Aggregate Concrete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再生混凝土材料和结构 

C.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防灾减灾 

1. Durability of Constructional Materials/建筑材料耐久性 

2. Structural Hearth Monitoring/结构健康监测 

3. Heritage Detection, Reinforcement and Restoration /古迹检测、加固与修复 

4.  Disaster Mitigation for Structures/结构防灾减灾 

D. Sustainable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可持续发展道路与桥梁工程 

1. Roadbed and Pavement Materials/可持续路基路面材料 

2. Roadbed and Pavement Engineering/可持续路基路面工程 

3. Bridge Engineering/可持续桥梁工程 

 

会议注册 
1、注册方式 

(1) 投稿注册：请将所做报告长摘要和“参会回执表”一起发送到 ACEM2019SBMS2@163.com，

收到录用通知后缴费注册； 

(2) 参会注册：请将“参会回执表”填写后发至 ACEM2019SBMS2@163.com，您将会收到会务组

的参会确认及缴费指导邮件。 

(3) 会务组在收到“参会回执表”后，会提供一个三位数字的“注册编号”，用来管理注册缴费

事宜。 

2、投稿说明 

(1) 会议投稿要求英文长摘要（Extended Abstract），全文长度要求不超过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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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严格按照模板（附件 2）的格式编排（最好是在模板的基础上替换原文内容）。 

(3) 将排版好的长摘要初稿文件命名为“（主题所在分区）论文名.doc”并生成“（主题所在分区）

论文名. pdf。(例：A2-A Review of Reconstituted Bamboo Lumber.doc/pdf) 

(4) 所投论文首先要经过会务组专家初审是否符合会议主题。初审通过的论文将至少送给两位同

行专家审阅，最后根据审稿意见决定是否录用。 

3、费用说明 

 9 月 30 日前 9 月 30 日后 

普通参会 
1400 人民币/人 

或 210 美元/人 

1600 人民币/人 

或 240 美元/人 

学生 
1000 人民币/人 

或 150 美元/人 

1200 人民币/人 

或 180 美元/人 

注册费转帐信息： 

国内转账 （RMB） 

户名：福建农林大学 

税号:：12350000726430923A 

账号：13130701040000016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福州农大支行 

会务费转账时请在备注栏写明“注册编号”、姓名和单位（如：001+张三+福建农林大学），

请将汇款凭证截图发邮件至 ACEM2019SBMS2@163.com，以便会务组查收会务费。 

 

境外转账（International transfer, USD） 

1) Bank Name of Beneficiary: The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Fujian Branch 

   Bank Address: No. 102 Shangxiadian Road, Fuzhou, Fujian, China, 350002 

Swift Code: ABOCCNBJ130 

2) Beneficiary Nam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Address: No. 120 Shangxiadian Road, Fuzhou, Fujian, China, 350002 

Beneficiary Tel:+86-591-83789209 

A/C NO: 13130114040001077    

3) Detail of payment: Pay through Cangshan Branch 

4、注册说明 

(1) 在校学生需提供学生证； 

(2) 注册费包括：大会报告、分组讨论等活动，以及会议期间的餐饮，会议资料等； 

(3) 注册费不含交通和住宿费； 

(4) 会务组负责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 

重要会议日程 
摘要接收截止：10 月 15 日 

提前注册截止：9 月 30 日 

现场注册报到：10 月 25 日 

开幕式及报告：10 月 26 日、27 日 

Tel:+86-591-8378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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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酒店信息 
1、会议酒店 

福州美伦大饭店，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北环西路 118 号     前台电话：0591-8788399

网址：http://hengjiu.tetuijiudian.com/hotel/hotel_rooms.asp?hotelid=31598 

房间价格：单人间 400 元/晚，双人标间 420 元/晚 

2、交通 

从福州火车站：南广场出租车（约 15 元） 

 

从长乐国际机场：出租车（约 250 元），或机场大巴至阿波罗站（31 元）后乘出租车（约 25 元） 

 

http://hengjiu.tetuijiudian.com/hotel/hotel_rooms.asp?hotelid=31598


附件 1 

2019 年土木工程与材料进展国际会议（ACEM2019）暨第二届可持续发展生物

质复合材料与结构论坛（SBMS2） 

2019 年 10 月 25 日-27 日中国∙福州 

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税务开 

票信息 

发票抬头：                                    税号：                                

 

通信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E-mail  

酒店预订 

（ ）双人标间 420 元/晚  

（ ）单人间   400 元/晚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参会形式 

A. 作报告（请附摘要），报告题目 

报告人 

B. 不作报告（） 

友情提示： 

1. 请将报告摘要与本回执发送至邮箱 ACEM2019SBMS2@163.com。 

2. 学生请在“职称”一栏填写：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3．由于 10 月份为旅游旺季，福州酒店订房十分紧张，还请参会代表 10 月 15 日前将回执发到会务组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