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全国岩土本构理论研讨会 

第 2 号通知  

2014 年 5 月 23～25 日, 上海大学 

 

主办单位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土的本构关系及强度理论

专业委员会 

中国力学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上海大学 

协办单位 

  同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 

河海大学文天学院岩土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会议背景和宗旨 

2008 年 11 月中国力学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土木工程

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联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岩土本构理

论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岩土材料本构理论的研究。中国土木

工程学会于 2010 年 12 月批准成立了“土的本构关系及强度理论专业

委员会”，2011 年 8 月“专业委员会”在兰州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 

2013 年 5 月在桂林理工大学召开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学术交流会。

鉴于第一届全国岩土本构理论研讨会已有五年和近年我国不少学者在

岩土材料的本构理论及其应用方面有许多创新性研究成果，专业委员

会决定于 2014 年 5 月在上海大学召开第二届全国岩土本构理论研讨

会。研讨会将注重“研讨”，计划在每场报告后留有较多的时间用于讨

论和互动。 

特邀顾问 

郑颖人 殷宗泽 龚晓南 李广信 李相崧 赖远明 张建民 

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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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陈仁朋 黄茂松 盛岱超 孙德安 杨光华 殷建华 赵成刚 朱俊高 

委  员:  

白  冰 白晓红 蔡袁强 蔡正银 曹文贵 陈生水 陈晓平 陈云敏 

陈正汉 程展林 迟世春 党发宁 杜修力 方火浪 傅旭东 高广运 

高江平 高玉峰 洪振舜 胡亚元 胡再强 黄文雄 介玉新 孔  亮 

上 海 大 学 

Shanghai University 



孔令伟 李  涛 廖红建 刘奉银 刘恩龙 刘汉龙 刘斯宏 刘松玉

刘元雪 卢应发 路德春 罗  汀 骆亚生 吕海波 缪林昌 彭芳乐

戚承志 乔  兰 齐吉琳 邵龙潭 邵生俊 施建勇 宋二祥 王建华

王立忠 汪时机 韦昌富 吴梦喜 夏贵云 谢永利 辛宏博 邢义川

徐永福 阎澍旺 杨俊杰 杨小礼 叶为民 于玉贞 詹良通 张爱军

张丙印 张  嘎 张建红 赵吉东 郑  刚 郑俊杰 周  成 周  平

邹维列 朱建明       

组织委员会 

主    席：叶志明 

执行主席：孙德安 

副主席：杨 骁  张孟喜  黄茂松  蒋明镜  沈水龙  徐永福  陈有亮 

委  员：褚飞飞  陈  波  高俊丽  胡 伟  李玉岐  刘飞禹  林永亮  陆  烨  

吕玺琳  钱建固  秦世伟  徐金明  杨 涛  叶冠林  尹振宇  王洪新  武亚军  

张振南  张治国  张文杰 

大会秘书处 

秘书处联系方式：孙文静 021 56331676，18049963719 

秦爱芳 13701657961 

E-mail：wjsun@shu.edu.cn（孙文静），qinaifang@shu.edu.cn（秦爱芳）

通讯地址：上海市闸北区延长路149号上海大学土木工程系 

邮政邮编：200072 

大会议题 

· 岩土材料的本构理论及其应用 

· 岩土材料的力学特性测试技术与方法 

· 岩土材料的力学特性 

· 非饱和土的水力-力学特性及其本构模型 

· 土力学的其他问题 

大会报告 

·院士报告  

·邀请报告：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作岩土本构学术报告 

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14年 5月 23日 ‾ 25日 

·会议地点：上海大学宝山校区新乐乎楼(上海市宝山区锦秋路716号) 

会议日程安排 

5月23日 
全天 报到、注册 

晚上 土的本构关系及强度专业委员会会议 

5月24日 

上午 开幕式、大会报告 

下午 大会报告及分组报告 

晚宴 

5月25日 
上午 大会报告 

下午 大会报告及分组报告、闭幕式 

会议注册费 

· 正式代表：1000元/人，学生代表：600元/人 



住宿安排 

·  参会专家和代表请务必填写回执，并于2014年 4月25日前发回大

会秘书处邮箱（wjsun@shu.edu.cn）。 

·  上海大学新乐乎楼（上海市宝山区锦秋路716号） 

乐乎新楼1号楼 标准间（双人）：280 元/天（含早） 

乐乎新楼1号楼 套  间：380 元/天（含早） 

乐乎新楼2号楼 大床房：380 元/天（含早） 

乐乎新楼2号楼 行政房：640 元/天（含早） 

交通路线（推荐） 

· 上海浦东机场到达 

1. 乘磁悬浮至龙阳路站（约8分钟到达，单程50元（凭登机牌40元），

最早/最晚出发时间:7:02-21:42），换乘地铁7号线至上海大学站，2

号口出站即为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北门，进校门左转50米即为新乐乎

楼（约需1小时，票价6元，最早/最晚出发时间: 05:20-22:40）； 

2. 乘地铁2号线至静安寺站，换乘地铁7号线至上海大学站，2号口出站

（约需100分钟，票价8元，最早/最晚出发时间: 05:59-21:54）； 

3. 乘坐出租车，约65公里，白天约200元，晚上约250元，约需70分钟。 

 

· 上海虹桥机场或上海虹桥火车站到达 

1. 在T2航站楼站或虹桥火车站乘地铁2号线至静安寺站，换乘地铁7号

线至上海大学站，2号口出站（约需50分钟，票价6元，最早/最晚出

发时间:05:34-22:40）； 

2. 乘坐出租车，约25公里，白天约80元，晚上约110元，约需40分钟。 

 

· 上海火车站到达 

1. 乘地铁3号或4号线至镇坪路站，换乘地铁7号线至上海大学站，2号

口出站（约需30分钟，票价4元，最早/最晚出发时间: 05:29-23:04）； 

2. 乘坐出租车，约15公里，白天约50元，晚上约70元，约需30分钟。 

 

· 上海南站到达 

1. 乘坐地铁1号线至常熟路站，站内换乘地铁7号线至上海大学站，2

号口出站（约需50分钟，票价5元，最早/最晚出发时间: 05:22-22:41）； 

2. 乘坐出租车，约27公里，白天约90元，晚上约120元，约需4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