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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简报 

（第 75 期） 

第 19 届国际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学术大会于 2017 年 9 月 17-22 日在韩国首尔召

开，有意参会代表请登录网站完成会议注册，注册费信息见下表，注册成功后自

行申请邀请函，注册网站：https://www.icsmge2017.org/registration/registration_01.asp。

国际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学会个人会员（简称国际土协会员）享受注册优惠，中国

会员信息见附件 1。非会员代表如申请加入国际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学会个人会员或

补交会费，请联系分会秘书处（学会秘书：汪方，010-62797915，Email：

cismge@tsinghua.edu.cn）。 

 

第 19 届国际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学术大会注册费信息 

代表类型 
2017 年 5 月 31 日 

前注册 

2017 年 6 月 1 日- 

2017 年 7 月 31 日间注册 

国际土协会员 USD 720 USD 830 

非国际土协会员 USD 770 USD 870 

学生（本科和硕士生） USD 220 USD 320 

晚宴（注册费不含） USD 110 

随行人员 USD 270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 

                            2017 年 1 月 16 日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         
北京清华大学新水利馆 118 号  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秘书处 

邮 编： 100084 

电 话： + 86-10- 6279-7915    传 真:  +86-10-6278-5593 

E-mail： cismge@tsinghua.edu.cn     

网 址： www.geochina-cc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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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际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学会个人会员 

 

姓名 工作单位 

张建民 清华大学 

宋二祥 清华大学 

徐明 清华大学 

徐文杰 清华大学 

胡黎明 清华大学 

张嘎 清华大学 

温庆博 清华大学 

于玉贞 清华大学 

介玉新 清华大学 

张建红 清华大学 

张丙印 清华大学 

徐千军 清华大学 

陈轮 清华大学 

袁会娜 清华大学 

王睿 清华大学 

姚虞 清华大学 

林鸿麟 清华大学 

王浩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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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世雄 清华大学 

彭芳乐 同济大学 

李卫超 同济大学 

顾晓强 同济大学 

徐超 同济大学 

木林隆 同济大学 

陈永贵 同济大学 

陈之毅 同济大学 

陈宝 同济大学 

朱合华 同济大学 

王建秀 同济大学 

李晓军 同济大学 

闫治国 同济大学 

胡向东 同济大学 

刘芳 同济大学 

黄茂松 同济大学 

黄雨 同济大学 

马险峰 同济大学 

贾坚 同济大学 

肖世国 西南交通大学 

马建林 西南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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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志旺 西南交通大学 

冯君 西南交通大学 

徐华 西南交通大学 

晏启祥 西南交通大学 

杨涛 西南交通大学 

于丽 西南交通大学 

袁冉 西南交通大学 

张建经 西南交通大学 

张迎宾 西南交通大学 

蒋雅君 西南交通大学 

方勇 西南交通大学 

杨文波 西南交通大学 

何毅 西南交通大学 

刘凯文 西南交通大学 

刘先峰 西南交通大学 

崔凯 西南交通大学 

洪义 浙江大学 

朱斌 浙江大学 

蒋军 浙江大学 

胡安峰 浙江大学 

曹志刚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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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忠 浙江大学 

周建 浙江大学 

谢新宇 浙江大学 

应宏伟 浙江大学 

李玲玲 浙江大学 

国振 浙江大学 

董梅 浙江大学 

李育超 浙江大学 

杨仲轩 浙江大学 

詹良通 浙江大学 

唐晓武 浙江大学 

沈小克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孙保卫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杨素春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唐建华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根义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民利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建华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周宏磊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昌彦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冯红超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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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侯东利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厚恩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刚 重庆大学 

干腾君 重庆大学 

陈建功 重庆大学 

刘汉龙 重庆大学 

李东升 重庆大学 

梁健 重庆大学 

卢黎 重庆大学 

谢强 重庆大学 

吴曙光 重庆大学 

卢谅 重庆大学 

陈志雄 重庆大学 

孔令伟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马田田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陈盼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刘磊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周家作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卢正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魏厚振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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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琦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盛华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寇晓强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京爽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梁爱华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爱民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宾宾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尹长权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喻志发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侯晋芳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曹永华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春雷 河海大学 

沈才华 河海大学 

刘鑫 河海大学 

丁选明 河海大学 

孔纲强 河海大学 

杨贵 河海大学 

于陶 河海大学 

徐洁 河海大学 

方建生 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蒋富强 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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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小平 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引生 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红利 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静 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屈耀辉 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武小鹏 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存礼 西安理工大学 

胡再强 西安理工大学 

朱才辉 西安理工大学 

王松鹤 西安理工大学 

刘奉银 西安理工大学 

佘芳涛 西安理工大学 

郭晓霞 大连理工大学 

贾金青 大连理工大学 

王胤 大连理工大学 

裴华富 大连理工大学 

邵龙潭 大连理工大学 

李丽华 湖北工业大学 

马强 湖北工业大学 

陶高梁 湖北工业大学 

何俊 湖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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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衡林 湖北工业大学 

杨明辉 湖南大学 

陈仁朋 湖南大学 

张玲 湖南大学 

常林越 湖南大学 

胡耘 湖南大学 

刘华北 华中科技大学 

章荣军 华中科技大学 

徐东升 华中科技大学 

蒲诃夫 华中科技大学 

郑俊杰 华中科技大学 

潘家军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李波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胡波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杨昕光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江洎洧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蒋冲 中南大学 

肖源杰 中南大学 

王树英 中南大学 

李翔 中南大学 

刘维正 中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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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军华 南京工业大学 

庄海洋 南京工业大学 

吴琪 南京工业大学 

刘加才 南京工业大学 

樊恒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侯天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胡海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杨秀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建民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秋仁东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李翔宇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宫剑飞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叶冠林 上海交通大学 

张璐璐 上海交通大学 

邓检良 上海交通大学 

陈锦剑 上海交通大学 

崔振东 中国矿业大学 

卢萌盟 中国矿业大学 

刘江峰 中国矿业大学 

莫品强 中国矿业大学 

韩春鹏 东北林业大学 



 

 

11 

程培峰 东北林业大学 

李明宝 东北林业大学 

杜延军  东南大学 

邓永锋 东南大学 

章定文 东南大学 

张明聚 北京工业大学 

张志红 北京工业大学 

李立云 北京工业大学 

蔡国庆 北京交通大学 

李旭 北京交通大学 

陈曦 北京交通大学 

刘恩龙 四川大学 

赵涛 四川大学 

陈群 四川大学 

韩鹏举 太原理工大学 

董晓强 太原理工大学 

贺武斌 太原理工大学 

闫澍旺 天津大学 

孙立强 天津大学 

闫玥 天津大学 

韩自力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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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伟斌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陈锋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李永辉 郑州大学 

王复明 郑州大学 

周同和 郑州大学综合设计院有限公司 

吴文兵 中国地质大学 

刘晓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陈保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童朝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罗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唐强 苏州大学 

江建洪 苏州大学 

孙宏伟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复杂结构研究所 

魏海燕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复杂结构研究所 

赵剑豪 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施峰 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陈志波 福州大学 

王浩 福州大学 

王志兵 桂林理工大学 

曾召田 桂林理工大学 

唐亮 哈尔滨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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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坚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陈锐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胡俊 海南大学 

胡伟 海南大学 

张继文 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炜 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建华 兰州理工大学 

程选生 兰州理工大学 

吴珺华 南昌航空大学 

何利军 南昌航空大学 

唐朝生 南京大学 

朱鸿鹄 南京大学 

刘成 南京林业大学 

赵志峰 南京林业大学 

张拥军 青岛理工大学 

杨登峰 青岛理工大学 

马艳霞 青海大学 

常立君 青海大学 

张吾渝 青海大学 

刘强 山东科技大学 

李为腾 山东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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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娟 上海大学 

武亚军 上海大学 

李伟 上海申元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李忠诚 上海申元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梁武星 西安公路研究院 

雷晓锋 西安公路研究院 

  

鲁晓兵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王淑云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冯兴 中国民航大学 

霍海峰 中国民航大学 

余闯 温州大学 

王军 温州大学 

黄锋 重庆交通大学 

梁越 重庆交通大学 

査甫生 合肥工业大学 

卢志堂  合肥工业大学 

袁  璞 安徽理工大学 

丁德云 北京九州一轨隔振技术有限公司 

司炳文 北京瑞力通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高华东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一检测所有限责任公司 

刘柯 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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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强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龙起 成都理工大学 

王海涛 大连交通大学 

张建毅 防灾科技学院 

梁仕华 广东工业大学 

石北啸 河北工程大学 

刘春原 河北工业大学 

聂庆科 河北建设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秦禄生 河北省公路管理局 

宋强辉 后勤工程学院 

方焘 华东交通大学 

刘庭金 华南理工大学 

俞缙 华侨大学 

李明东 淮海工学院 

孙华圣 淮阴工学院 

苏强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金亚伟 江苏鑫泰岩土科技有限公司 

李志强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桂跃 昆明理工大学 

吕擎峰 兰州大学 

褚福永 丽水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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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军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范庆来 鲁东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林海 南昌大学 

赵升峰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娟 宁波诺丁汉大学 

叶俊能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谈云志 三峡大学 

王者超 山东大学 

牛玺荣 山西大学 

张军 山西省交通科学研究院 

司建波 陕西隆岳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张治国 上海理工大学 

李耀良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李韬 上海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伟峰 上海远方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苏栋 深圳大学 

乔丽平 深圳市岩土综合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李典庆 武汉大学 

龚建伍 武汉科技大学 

施木俊 武汉市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岳中琦 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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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铖 湘潭大学 

费康 扬州大学 

高江平 长安大学 

尹平保 长沙理工大学 

刘开富 浙江理工大学 

王元龙 中北大学 

刘乐乐 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付文光 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张明义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邓刚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杨人光 中国四海控股有限公司 

马驰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深圳研究设计院 

邱品茗 中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维洲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张文超 中科院广州化灌工程有限公司 

赖远明 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安孟康 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