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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岩土工程

青年学者论坛·南昌（2号通知）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

承办单位

华东交通大学

协办单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程材料学部

南昌航空大学

南昌工程学院

江西华大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先科桥隧检测加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瑞威铁科高铁工程有限公司

顾问委员会

王梦恕 龚晓南 杜修力 张建民 李术才 朱合华

刘汉龙 何川 蔡袁强 崔杰 雷晓燕 黄茂松

郑刚 郑俊杰 高玉峰 刘松玉 周小平 梅国雄

周顺华

学术委员会

主 任：胡黎明

副主任：

吴江斌 吴志坚 沈 扬 钱建固 雷华阳 梅国雄

秘书长：袁会娜

副秘书长：刘 芳 庄 研

委 员（按姓氏排列）：

边学成 蔡国军 曾长女 程选生 崔凯 崔春义

董建华 范庆来 费康 胡伟 蒋冲 李国玉

李志强 梁庆国 刘芳 刘高 刘润 刘恩龙

卢正 路德春 孙军杰 王忠涛 肖军华 薛富春

杨仲轩 俞缙 袁中夏 张明义 赵淑萍 庄海洋

组织委员会

主 任： 徐长节 方 焘

副主任： 刁心宏 郑明新

秘书长： 冯青松 耿大新

委 员（排名不分先后）：

赵秀绍 胡文韬 石钰锋 于洋 童立红黄龙华

王宁 卢华喜 李明华 张鹏飞毛建红 张斌

刘庆杰 刘全民 尹帮辉 李纪阳

会议主题

会议简介

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指

导下，由青年工作委员会发起的岩土工程青年学者

论坛迄今已经举办了三届（2012年北京、2014年

宜兴、2015年兰州），为我国青年岩土工程学者
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学术交流平台。会上，广大青年

学者热烈讨论学术热点问题，学术思想频频碰撞、

共鸣。

借鉴前三届的成功经验，由华东交通大学承办

的第四届岩土工程青年学者论坛将于 2016年 4月

15日~17日在南昌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交通
岩土工程基础设施安全与控制”，围绕城市大型交

通枢纽基础设施在复杂环境条件下的安全评估、城

际交通基础设施在不良地质条件下的动态风险控制、

大型城市综合体交通网络基础全寿命周期的维护等

问题进行探讨，旨在促进和推动我国岩土工程界青

年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共同探讨交通岩土工程

领域学科发展之趋势。

热忱欢迎业内学术界和工程界的青年专家、学

者和研究生前来参会交流！

专题设置

 (公路/铁路)路基工程

 隧道及地下工程

 桥梁桩基工程

 其他交通岩土工程问题

会议参与方式

本次汇报形式以口头报告辅以交流讨论为主，

分为特邀报告、专题报告、研究生论坛三个部分。

敬请有意参会的青年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于

2016年 3月 20日之前将报告题目、所属专题以及

参会回执等信息，电邮至会务公共邮箱。

会议详情

会议时间：2016年 4月 15日—4月 17日

日程安排

日期 活动安排

4月 15日 全天 注册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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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6日
上午 开幕式 院士报告

下午 特邀专家报告

4月 17日
上午 专题报告研究生论坛

下午
专题报告研究生论坛

闭幕式

会议地点：南昌江景假日酒店

会议注册：正式代表 800元/人；学生代表 400

元/人（会务酒店代收）

会议资料：会议论文摘要集、会议手册、会议

代表证、会议餐券、纪念品

会务联系方式

分工 姓名 手机

总负责
徐长节 18507919200

郑明新 15979001593

组织协调

方焘 18007091122

耿大新 13879115473

刁心宏 13879069041

电子版文件拷贝 童立红 13155805886

会场安排
石钰锋 13617001585

黄龙华 18750051302

会务注册及发票 于洋 13995571069

与会接洽 赵秀绍 13807043296

住宿安排 王宁 18897910519

车辆安排 胡文韬 18679135796

会务公共邮箱：ecjtuge@ecjtu.edu.cn

通信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港东大

街 808号华东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学院，330013

参会回执

第四届岩土工程青年学者论坛参会回执

个人信息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电话

单位名称

Email 地址

会务信息（如不做报告，此栏留空）

报告题目

报告主题

☐路基工程（包括公路、铁路）

☐隧道及地下工程

☐桥梁桩基工程

☐其他交通岩土工程设施

住宿要求

房间数量 住宿天数

到店时间 陪同人员

房型选择 ☐单间 ☐标间

外景选择 ☐江景 ☐城景

是否接受拼房 ☐是 ☐否

注：1、开会期间房源紧张，请各位参会代表于 2016年 3

月 10日前提交回执，以便安排住宿。会务组将根据会议回

执先后顺序安排入住；

2、请各位参会代表每人填写一份，可直接在表单中填入信

息，并将本文稿以附件电邮至会务公共邮箱，邮件标题格

式为“单位-姓名-回执”；
3、本回执复制有效，发回方式不限。

会务公共邮箱：ecjtuge@ecjtu.edu.cn

服务指南

住宿：

本次会议入住酒店为南昌江景假日酒店，标间 478

元/晚，承办方安排，住宿费用自理。前台电话：

0791-82066888

交通方式

1、昌北机场
1) 的士：打车 75元，约 34分钟

2) 机场公交 1线至昌北下车，步行 1.5公里。

2、南昌西客站
1) 的士：打车 43元，约 27分钟

2) 708路公交至鼎峰中央下车，步行 917米。

3、南昌站
1) 的士：打车 26元，约 41分钟

2) 221路公交至绿茵路下车，步行 747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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