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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分会 
 

 

关于 2020 中国隧道与地下工程大会（CTUC）暨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分会 

第二十一届年会的通知 

（第 3号） 

各理事及相关单位： 

2020 中国隧道与地下工程大会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分会

第 21届年会拟定于 2020年 11 月 26 日-29 日在深圳举行。大会主题：“现代

隧道和地下工程的挑战和机遇：绿色、智能、安全、高效”，现将会议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举办时间和地点 

时间：11 月 26日-29 日 

地点：深圳中海凯骊酒店 

二、会议议题： 

1、城市地下空间的政策、法规、信息管理； 

2、韧性地下空间开发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 

3、城市轨道交通与地下道路建运维； 

4、地下综合管廊建养； 

5、铁路隧道建管养新理念、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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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路隧道建管养新理念、新技术； 

7、水利与能源隧道建管养新理念、新技术； 

8、隧道设备研发、再制造技术； 

9、川藏铁路建设新技术、新理念； 

10、新材料、新型结构及数字（智能）建造； 

11、重大、特殊工程案例实践与研究。 

三、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分会 

          深圳大学 

承办单位: 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腾建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滨海城市韧性基础设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未来地下城市研究院 

重庆交通大学省部共建山区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其他待定） 

四、组织机构（暂定） 

大会主席：李明安  李清泉 

执行主席：陈湘生 

1、顾问委员会 

孙 钧  钱七虎  谢礼立  杨秀敏  施仲衡  周丰峻  郑颖人 

顾金才  谢和平  欧进萍  周福霖  梁文灏  杨永斌  龚晓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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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绪红  杜彦良  聂建国  钮新强  任辉启  王复明  郑健龙 

邓铭江  谢先启  张建民  岳清瑞  冯夏庭  李术才 轩辕啸雯 

郭陕云  陈韶章  王建宇  蒋树屏  韩风险  高 波  白 云 

刘培硕  朱 丹  杨秀仁  王华牢 

2、学术委员会 

主 任：严金秀  洪开荣 

副主任：朱合华  周文波  彭立敏  何 川  雷升祥  竺维彬 

    冯守中  张春生 

秘书长：王 彬 

副秘书长：苏 栋 

委 员： 

马 栋  王 良  仇文革  叶 樵  史海欧  曲立清  朱永全 

刘洪洲  李 丹  孙志勇  李志厚  李 林  李国良    肖广智  

肖明清    佘才高    况 勇  沈 俊  宋二祥  张先锋  张 苹  

张彦伟  陈庆怀    陈德斌  赵 文  赵 勇  柳建国  俞兆强  

贾华强  徐干成    高红兵  高俊合  黄宏伟  曹文宏  章立峰  

梁 波  彭芳乐    喻 渝  傅鹤林  谭忠盛  魏立新  魏新江  

张中安    臧延伟 

3、组织委员会 

主 任：唐 忠  崔宏志 

副主任：龙宏德  

大会秘书长：付艳斌  

大会副秘书长：王雪涛  曹玉洁 

委 员： 

包小华  陈 曦  陈心茹  陈洲泉  曹成勇  常 翔  杜 俊  

费建波  冯欢欢  傅金阳  高新强  龚建伍  韩凯航  何世永  

洪成雨  胡明伟  黄明利  黄 锋  姬凤玲  李利平  李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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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星涛  林 志  刘树亚  刘晓丽  吕玺琳  闵凡路  庞小朝  

彭远胜  沈 翔  宋天田  孙晓辉  汪 波  王国波  王士民  

王树英   魏 纲  吴怀娜  夏长青  熊 昊  闫治国  翟利华  

叶 飞  阳彬武  张冬梅  张素磊  张稳军  仉文岗  郑清君  

郑余朝  朱 旻  左建平  臧延伟    

五、日程安排 

11月26日（星期四） 14:00-24:00 报到 

11月 27日（星期五） 

09:00-10:00 开幕式 

10:30-12:00 大会主题报告 

14:00-18:00 大会交流报告 

11月 28日（星期六） 

08:30-12:00 

专题交流报告 

1.隧道工程科技论坛（主会场） 

2.地下工程及工程风险管理科技

论坛 

3.超级工程科技论坛 

4.地铁科技论坛 

5.地下综合管廊科技论坛 

6.研究生科技论坛 

7.建设管理与青年工作科技论坛 

8.川藏线铁路建设科技论坛 

9.隧道及地下工程运营安全与节

能环保科技论坛 

10.隧道生命周期管理与防灾减

灾科技论坛 

14:00-17:00 

专题交流报告 

1.隧道工程科技论坛 

2.地下工程及工程风险管理科技

论坛 

3.超级工程科技论坛 

4.地铁科技论坛 

5.地下综合管廊科技论坛 

6.研究生科技论坛 

7.建设管理与青年工作科技论坛 

8.川藏线铁路建设科技论坛 

9.隧道及地下工程运营安全与节

能环保科技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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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隧道生命周期管理与防灾减

灾科技论坛 

17:30-18:30 优秀论文颁奖、闭幕式 

11月29日（星期日） 
上午 参观考察 

下午 返程 

六、论文出版 

会议录用部分论文推荐到《现代隧道技术》正式出版，其余论文将以《现代隧

道技术》（增刊）形式出版。 

大会报告（PPT）需控制在 15 分钟以内，并于 11 月 15 日之前将文件发送至大

会邮箱 szztjy@163.com，经大会组委会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大会交流。 

七、会议参展 

会议期间将设立精品展示区域，展示内容主要包括隧道与地下工程低碳生态型

设计与规划、隧道与地下工程优秀施工管理、施工和检测的先进设备、绿色环

保材料与工艺宣传等，欢迎各相关单位参与。 

展位费用 

展区类别 展板展位（3mX4m,12㎡） 展板展位（3mX2m,6㎡） 

国内企业 RMB 2,9800/12㎡ RMB 1,9800/6㎡ 

八、参会费用 

本次大会唯一指定收款单位：深圳市中腾建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会议注册采用网上支付/汇款/银行转账或现场注册的方式，会议代表可参加会

议期间的学术讨论、交流等活动。注册费含会议资料费等，会议期间住宿费用

自理。 

参会报名2000元/人，单位2人及2人以上1800元/人。专家投稿、企业演讲、产

品展示、资料袋广告、会刊彩页广告、易拉宝广告等参与详情请联系大会组委

会秘书处。 

九、交通与住宿信息 

mailto:szztj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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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酒店：深圳中海凯骊酒店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大运路 168 号 

交通路线 

1、距离深圳宝安机场约 52公里： 

①打车约 50分钟，约 150 元。 

②地铁 11号线→地铁 3号线→M230路或 M319路到中海凯骊酒店北公交站下车

步行 400米到达深圳中海凯骊酒店。 

2、距深圳北站约 34 公里： 

①打车约 40分钟，约 74元。 

②地铁 5 号线→公交 M447 路或 E27 路到奥林华府公交站下车步行 680 米到达

深圳中海凯骊酒店。 

3、距深圳站约 28 公里： 

①打车约 35分钟，约 66元。 

②地铁 1号线→地铁 3号线→公交 M230路或 M319路到中海凯骊酒店北公交站

下车步行 352 米到达深圳中海凯骊酒店。 

4、距深圳东站约 18 公里： 

①打车约 39分钟，约 50元。 

②地铁 3号线→公交 M230 路或 M319路到中海凯骊酒店北公交站下车步行 352

米到达深圳中海凯骊酒店。 

住宿酒店：中海凯骊酒店（会议酒店）、凯里亚德酒店（大运城中心店）、维

也纳国际酒店（大运中心店）、维也纳国际酒店（天安数码城店） 

酒店具体位置请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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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入住指南 

1、进入酒店需扫描二维码，并截图保存防疫信息，到达酒店后出示。 

  （酒店进门口时出示） （入住酒店时出示） 

维也纳国际酒店（天安数码城

店），距会议酒店 3.1 公里 

凯里亚德酒店（大运城中心店），

距会议酒店 2 公里 

维也纳国际酒店（大运中心

店），距会议酒店 2 公里 

中海凯骊酒店（会议、住

宿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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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提前准备好有效证件：身份证、护照、驾驶证、临时身份证等用于办理

登记入住手续。 

3、如有中高风险区过来的人员，请准备个人核酸检测证明（7 天内有效）。 

十、其他相关事宜 

更多信息将在会议网站http://www.ctuc2020.com/、微信公众号“轨道交通与

地下空间”上公布，请扫描二维码关注！ 

 

会后考察：深中通道、春风隧道、沿江高速下沉  

十一、联系方式： 

承办单位联系人： 

付艳斌（15999507353） 

王雪涛（18825203378）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分会联系人： 

常翔副秘书长（020-32268653、18637916639）  

邮箱：crtgcx@163.com  

会务组联系人： 

会务负责人：曹玉洁（13417456581、13670009092） 

注册负责人：刘恋（17379988697） 

论文与报告负责人：刘旭（13641427763） 

http://www.ctuc202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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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负责人：刘谦（18923400661） 

十二、会议回执 

参会回执（见附件）请发送至会务组邮箱：szztjy@163.com，报名截止日期：

11 月 10日。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分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mailto:szztjy@163.com，报名截止日期：11
mailto:szztjy@163.com，报名截止日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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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020 中国隧道与地下工程大会（CTUC） 

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分会第二十一届年会 

注册回执单 

2020 年 11 月 26－29 日 中国·深圳 

参会人员 

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通讯地址  Email  

单位名称  

注册费 

开票信息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

别号 
 

报   告 

您是否提交会议论文并录用？___________ 

您是否希望作报告？___________ 

您的报告题目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选择参加的报告交流分会场是：___________________ 

会后参观 是否参观？___________ 

参   展 

您是否申请参展？___________ 

如果申请参展，参展内容：                                  

申请间数：_________（间） 

住   宿 

请通过组委会秘书处进行酒店预定： 

中海凯骊酒店（会议酒店） 

□豪华大床房 450元/间单份早餐 

□豪华双床房 450元/间单份早餐 

□豪华大床房 480元/间双份早餐 

□豪华双床房 480元/间双份早餐 

预计住宿时间：由 11 月___ 日入住至 11 月 ___ 日退房 

注：1、请填写完善联系方式，以便会务组发送合影等材料。 

2、请各位参会代表及时返回会议回执至会务组邮箱：szztjy@163.com，报名截止时间：11

月 10日 

3、如需作报告，且未提交会议论文，请在表中填写。 

4、如有其他特殊要求，请在邮件中告知会务组。 

mailto:szztjy@163.com，报名截止时间：11
mailto:szztjy@163.com，报名截止时间：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