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建 筑 学 会 建 材 分 会  

建筑材料测试技术专业委员会 
 

关于举办“第三届全国建筑材料测试技术”交流会暨中国建筑学会 

建筑材料测试技术专业委员会 2016 年年会的会议通知 

（第一轮通知）V2.0 

为推动我国建筑材料（包括：结构材料、装饰材料和专用材料等；有机、无机材料等；金属和非金属

材料等）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技术（宏观和微观等）的进步与发展，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学术和技

术水平，促进建筑材料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新设备在建设工程的应用和

发展，“第三届全国建筑材料测试技术”交流会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材料测试技术专业委员会 2016 年年会

定于 2016 年 11 月在 山东省临沂市 举行。 

引领测试创新，推动行业进步。本次会议聚焦“一路一带”、“绿色建材”、“建筑产业现代化”、“绿色

建筑”和“海绵城市”等行业热点，坚持面向所有建材测试、面向所有相关行业、面向所有技术人员的原

则，将广泛汇集建工、建材、铁路、公路、桥梁、核电、冶金、水工等多个行业，来自高校、科研院所、

生产与施工企业、检验测试机构、材料和仪器设备供应商等相关单位的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充分研讨、交

流有关建筑材料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的学术思想、应用技术、先进产品和工程经验，力争综合反映

我国建筑材料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技术的新进展。 

现面向全国有关行业（建工、建材、市政、道路、水工、铁路、交通、核电、环境等）的相关单位及

个人征集论文。论文经评审遴选后，将编纂会议论文集。根据作者申请，优秀论文将集中刊发在《工程质

量》杂志。届时，会议将邀请主管部门领导、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以及行业内权威与会，并做精彩的特

邀主题报告和专题报告。 

一、征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建筑材料（（包括：结构材料、装饰材料和专用材料等；有机、无机材料等；金属和非金属材料

等），以下同）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技术国内外发展现状、问题和趋势； 

2．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新方法、新技术、新原理； 

3．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新型仪器、设备研发及其进展； 

4．不同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方法的比较研究； 

5．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用基准材料（物质）、标准样品等研究； 

6．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误差控制技术研究； 

7．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不确定度等的影响因素研究； 

8．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技术重大成果推广应用及其效果； 

9．在线（原位、现场）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技术、方法研究； 

10．相似（相同）的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技术在不同场合的应用研究； 

11．环境条件、样品制备和操作等对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结果的影响研究； 

12．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实验室布局研究； 

13. 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方法和仪器标准化及相关标准研究； 

14. 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仪器的标定、检定和率定方法、标准研究； 

15．工程检测技术研究也应用； 

16．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和评价标准研究； 

17．能力验证的新方法、新技术研究； 



18．其他有关建筑材料测试、试验（实验）和检测技术的研究和进展。 

二、论文要求与提交方式 

论文要求：稿件无知识产权纠纷；稿件没有在其它正式期刊或会议上发表过；投稿论文经学术委员会

评审后选用；论文的格式模板请到 http://www.cabr-jc.com/下载或向秘书处索取。论文一律采用 WORD 格

式（2003 版本及以上）投稿。 

重要日期：论文摘要提交截止日期 2016 年 8 月 31 日；全文提交截止日期 2016 年 9 月 25 日；修订稿

提交截止日期 2016 年 10 月 15 日。 

稿件提交方式：全文通过 E-mail 提交到会议秘书处；全文应注明作者的详细联系方式（电话（非常重

要）、E-mail（非常重要）、QQ 号码、单位、通信地址、邮编以及作者简介等）。 

三、会议组织机构 

组织委员会  

冷发光、杨建平、郝挺宇、黄政宇、王  玲、岳松涛、朱海堂、朱新民、韦庆东、韩建国、谢小元 

王永海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名）  

丁兆洋、马永胜、毛海勇、牛全林、王  元、王  军、王  玲、王子明、王月华、王永海、王安岭 

王成启、王志霞、王芳芳、王海龙、王爱彬、王景贤、王新刚、王瑞海、韦庆东、巴恒静、兰明章 

冯惠敏、卢都友、田冠飞、白锡庆、石  妍、龙广成、刘  源、刘正权、刘振东、刘雄鹰、刘数华 

孙  俊、孙晓燕、朱海堂、朱新民、齐广华、冷发光、吴志刚、吴德龙、宋军伟、张  涛、张  磊 

张大康、张卉伊、张利俊、张劲松、张国志、李化建、李玉琳、李佑均、李美利、李新刚、李新宇 

李路明、杜  雷、杨玉忠、杨医博、杨建平、杨根宏、沈平邦、陈  新、陈文鹰、陈学良、陈昌礼 

周  芳、周岳年、周新刚、孟建平、季  宏、尚静媛、岳松涛、罗玉萍、郅  晓、侯翠敏、俞海勇 

柳俊哲、贺行洋、赵向传、赵志刚、郝挺宇、倪  清、徐亚玲、徐宝华、徐景会、耿春雷、郭向勇 

郭  栋、高金枝、崔 健、章荣会、随春娥、隗  收、黄沛增、黄政宇、黄智山、董晓明、蒋雪琴 

谢小元、韩建国、楚建平、翟传明、蔡亚宁、樊亚男、戴会生、廖 娟、申月红、钟 铭、刘景春 

杭美艳、袁向前、贾风林、周  敏、马  捷、闻德荣、韩素芳、叶建雄、金孝权、关淑君 

会议秘书处 

韦庆东、朱国文、韩建国、谢小元、王永海、张淑会、郭向勇、孙  俊、张  磊、徐  莹、孙 佳、

钟立博、张 敬、张大朋 

四、收费标准与报名方式 

会议时间：2016 年 11 月（具体时间、地点见第二轮通知） 

会 议 费：现场交费 1600 元/人（含会务费、专家咨询费、餐费、资料费等）。住宿由会务组统一安

排，费用自理。 

说明：①建筑材料测试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费为 1300 元/人；②在校学生（凭学生证），会议

费为 1000 元/人；③8 月 31 日之前交费注册，享受 8 折优惠；④9 月 25 日之前交费注册，享受 8.5 折优惠；

⑤10 月 15 日之前交费注册，享受 9 折优惠。 

报名方式： 

（1）E-mail 报名：请将以下信息通过 E-mail 发送到会议秘书处：cabrbetc@vip.163.com 

姓名、单位、职称/职务、电话、E-mail、通讯地址、邮编、参会人数等； 

（2）邮寄或传真报名表：填写好本通知后面的报名表，寄给会议秘书处 钟立博 收 

请准备参会的专家务必提前预报名，以便安排住宿。第二轮通知只按预报名的情况发出。 

交费注册方式： 

（1）单位名称：建研建材有限公司 

（2）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北三环支行 

（3）帐号：11001021200053000319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单  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兴化路 2 号办公楼怡建小红楼 103 室） 

临沂市建设安全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地址，临沂市经济开发区合肥路东段） 

联系人及电话：钟立博(北京，010-64517287,18141924123) 

韦庆东(北京，010-64517287,13811926168) 

朱国文(临沂，13853985656) 

 会 议 监 督： 冷发光（13911756931） 

传 真 号 码：010-84276512 

E-mail：cabrbetc@vip.163.com（接收摘要、全文等） 

QQ：1079968059（会议会务咨询） 

网    址：http://www.cabr-jc.com/ 

微信号：建筑材料测试技术专委会 

（1）登录微信，点击通信录，查找公众号（NTC-TBM），即可关注； 

（2）登录微信，点击发现，点击扫一扫，扫描右方二维码即可关注。 

六、协办与广告征集 

欢迎相关单位和企业共同协办本次会议（协办联系人：韦庆东），欢迎各单位在会场进行产品展示或

技术宣传，具体事宜请与会议秘书处联系。 

会展广告费用 

序号 项目 价格 备注 

1 展位 6000 元/展位 展位有限，需提前预订 

2 会议室展板 5000 元/展板 尺寸与位置与秘书处协商 

3 会场发放或播放资料 
宣传册 3000 元/种；会间播放影音 5000 元/5

分钟；产品宣传发言 10000 元/5 分钟 
提前与秘书处协商 

4 赞助、协办 具体可与秘书处协商 联系人：韦庆东 

主办单位： 

中国建筑学会建材分会建筑材料测试技术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继续征集中）： 

临沂市建设安全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承办单位 

北京会视远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建研建材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材料研究所 

全国混凝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高性能混凝土推广应用技术指导组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混凝土工程质量及标准化分会（筹）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混凝土质量专业委员会 

北京土木建筑学会建筑材料分会 

中国计量分析学会室内空气及建材分会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认证中心绿色建材测评中心 

媒体支持单位 

《工程质量》杂志社 

                                             二〇一六年八月一日



 

„„„„„„„回„„„„„„„„„„„执„„„„„„„„ 

“第三届全国建筑材料测试技术”学术交流会 报名表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联 系 人  邮    编  

电    话  传真/E-mail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机/联系电话/E-mail 

    

    

    

    

住宿是否需要单间：是○ 否○ 

是否参加企业技术与产品推广展示: 

是否提交论文：是○ 否○ 是否参加会议发言：是○  否○ 

会议议题内容意见与建议(请注明，我们会尽量采纳与安排)： 

 

 

 
联系电话：010-64517287、64517772    传真：010-84276512                         （此表复制有效） 

红色临沂，城市概况 

临沂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总面积 17191.2 平方公里，是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市，下辖 3 区 9 县 3 个经

济开发区，现有人口 1124 万人，中心城区人员 200 余万人。临沂市不仅是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文明

城市、国家卫生城市、森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而且也是中国物流之都、中国市场名城和全国科技进

步先进市。全市 2015 年实现生产总值 3763 亿元，全国排名 45 位；临沂商城 2015 年市场交易额 3200 亿

元，物流总额 4800 亿元，位居全国前列。 

临沂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鲁南古城秀，琅琊圣贤多。历史上孔子 72 贤徒之中

有 13 人在临沂，著名的 24 孝之路有 7 孝在临沂，也是诸葛亮、王羲之、颜真卿、刘洪、曾子、郯子、蒙

恬、左宝贵、刘勰、荀子、颜之推的故乡。临沂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曾是中共中央华东分局、山东省

人民政府、八路军 115 师、抗大一分校、大众日报社等党政军机关驻地。临沂市是沂蒙精神诞生地，并率

先在全国 18 个连片扶贫开发老区中实现整体脱贫。 

临沂旅游资源丰富，素以山水沂蒙著称。北部峰峦起伏、谷壑幽深，有蒙山、沂山、文峰山以及全国

闻名的 72 崮等风景名胜；南部为临郯苍冲积平原，一派田园风光。临沂特色旅游包括：以蒙山为代表的

自然风光游；以东夷文化为代表的人文历史游；以革命根据地为代表的红色游；以汤头温泉为代表的古典

风格的汤泉游；以水城商都为代表的都市游。临沂是齐鲁风味的重要代表之一，千百年来形成独具特色的

鲁南菜烹调技法，诞生了八宝豆豉、临沂糁、沂蒙炒鸡、煎饼果子等众多名吃。 

临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中心城区现有临沂火车站、临沂北站和临沂东站三个火车站。新菏兖日、

晋豫鲁、胶新、枣临、东平、坪岚等铁路在此交汇。京沪高速公路、日东高速公路、长深高速公路、枣临

高速公路和青兰高速公路等高速公路贯通临沂，国道 205、206、327 等以及多条省道连接临沂各地。临沂

机场是山东省最早民用机场，现已开通 26 条国内航线和 2 条国际航线，每周航班达到 130 个，通航至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大连、厦门、杭州、西安、沈阳、哈尔滨、烟台、重庆、福州、天津、呼

和浩特、赤峰等 22 个城市。 

好客山东，大美临沂，热情欢迎您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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