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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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期） 

国 际 土 力 学 与 岩 土 工 程 学 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oil 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简称 ISSMGE) 由土力学奠基人 Terzaghi 先生于

1936 年创导建立，是国际岩土工程界最有历史传统、影响最为广泛的

学术组织。 1957 年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作为我国岩土工程界的代表加入

ISSMGE。 

ISSMGE 国际会员：1) 享有 ISSMGE 章程规定的所有义务与权利。

2）有义务向 ISSMGE 交纳会费，每四年交纳一次，折合人民币 1000

元。附件为截止 2020 年 11 月 ISSMGE 个人会员名单，未在名单内的

会员请联系分会秘书处（汪方）查询办理会费续交纳事宜：   

 

户     名：清华大学  

帐     号：0200004509089131550 

开  户  行：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海淀西区支行  

务必注明：姓名  会费  004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  

2020 年 1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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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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学会个人会员名单 

会员姓名 工作单位 

张建民 宋二祥 徐明 徐文杰 胡黎明 张嘎 

清华大学 

张丙印 温庆博 于玉贞 介玉新 程晓辉 张建红 

王睿 吴必胜 李鹏 朱彤 黄杜若 刘和鑫 

孙逊 赵志宏 王爱霞 王浩 王小雯 吕禾 

崔一飞 魏英杰     

高玉峰 施建勇 沈扬 雷国辉 孔纲强 陈亮 

河海大学 

 

张春雷 沈才华 庄妍 吴跃东 姬建 张坤勇 

袁俊平 董海洲 吴勇信 张飞 高磊 张宁 

管大为 卞夏 李国维 张福海 吕亚茹  

汪稔 韦昌富 薛强 魏厚振 姚海林 刘磊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周辉 卢正 李琦 陈盼 徐国方 陈健 

胡明鉴 王勇 张先伟 叶剑红 张超 刘观仕 

王斌 李江山 马田田 孔令伟 李琦  

龚晓南 王立忠 周建 胡安峰 唐晓武 俞建霖 

浙江大学 
谢新宇 李玲玲 国振 董梅 郭宁 杨仲轩 

陈云敏 边学成 柯瀚 凌道盛 林伟岸 周燕国 

詹良通 朱斌 李育超 孔令刚 黄博  

朱合华 陈永贵 贾坚 黄雨 刘芳 马险峰 

同济大学 

 

梁发云 张东明 闫治国 吕玺琳 钱建固 木林隆 

冯世进 陈宏信 禹海涛 陈之毅 王长丹 王琛 

黄宏伟 张冬梅 俞剑 李卫超 黄茂松 周鸣亮 

张陈蓉 顾晓强 张丰收    

高文生 李建民 宫剑飞 刘金波 王曙光 杨斌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基所 滕延京 姚智全 周圣斌 马骥 张峰 彭芝平 

衡朝阳 李显忠 连镇营    

马建林 肖世国 袁冉 冯君 何毅 崔凯 
西南交通大学 

刘先峰 严炎 杨尚川    

郭晓霞 贾金青 于龙 邵龙潭 杨钢 王忠涛 
大连理工大学 

唐洪祥 唐小微 赵红华 李洋辉   

聂如松 王树英 刘维正 金亮星 周中 陈晓斌 

中南大学 滕继东 傅金阳 林宇亮 魏丽敏 赵炼恒 冷伍明 

刘磊磊      

邓刚 王玉杰 魏迎奇 张紫涛 温彦锋 赵剑明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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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梦佳 胡晶 汪小刚 徐泽平 张幸幸  

郑刚 蒋明镜 雷华阳 张天奇 加瑞 周海祚 
天津大学 

刘畅 程雪松 刁钰 李涛   

李京爽 梁爱华 刘爱民 徐宾宾 付建宝 刘文彬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 

有限公司 喻志发 侯晋芳 李斌    

叶阳升 赵有明 史存林 蔡德钩 张千里 马惠民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韩自力 陈锋 马伟斌    

蔡国军 翟钱 邓永锋 李霞 王菲 崔晓燕 东南大学 

刘松玉 杜延军     

朱本珍 廖小平 王引生 蒋富强 屈耀辉 安孟康 
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红利 郑静     

张宏博 蒋红光 王旌 李利平 薛翊国 武科 
山东大学 

王冀鹏 庄培芝     

陈国兴 吴琪 庄海洋 高洪梅 王志华 孙义杰 南京工业大学 

吴志坚 孔玉侠     

张鸿儒 李旭 陈曦 刘丽 肖宏 李舰 
北京交通大学 

蔡国庆 刘艳     

胡波 李波 王艳丽 张志华 周跃峰 卢一为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唐扬      

刘汉龙 吴曙光 丁选明 卢谅 肖杨 仉文岗 重庆大学 

郑俊杰 刘华北  刘一鸣 邹炎 赖汉江 华中科技大学 

王卫东 吴江斌 戴斌 胡耘 常林越 徐中华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曹子君 傅旭东 刘勇 韩仲 郑烨炜  武汉大学 

沈小克 周宏磊 韩煊 侯东利 冯红超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曾召田 吕海波 于海浩 颜荣涛 汤斌  桂林理工大学 

关云飞 石北啸 徐光明 王年香 黄英豪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邓检良 陈锦剑 张璐璐 许烨霜 叶冠林  上海交通大学 

杨登峰 孔亮 苏雷 白晓宇 王永洪  青岛理工大学 

蔡袁强 胡敏云 王哲 王康宇 孙宏磊  浙江工业大学 

韩鹏举 董晓强 贺武斌 何斌 白晓红  太原理工大学 

王志杰 王天亮 胡田飞 冯怀平 杨广庆  石家庄铁道大学 

何林 孙凯 李兆锋 陈锐 张锋  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 

王国盛 田雨 路德春 杜修力   北京工业大学 

程展林 饶锡保 潘家军 徐晗   长江科学院土工研究所 

陈仁朋 杨微 吴怀娜 康馨   湖南大学 

张炜 张继文 郑建国 曹杰   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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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国雄 覃英宏 吴波 蒋明杰   广西大学 

顾凯 朱鸿鹄 程青 张诚成   南京大学 

陈志波 简文彬 王浩 谢永宁   福州大学 

卢志堂 许龙 查甫生 谭晓慧   合肥工业大学 

王旭 张熙胤 张延杰 牛亚强   兰州交通大学 

赵红芬 倪芃芃 曹鼎峰 胡正   中山大学 

薛富春 梁越 任青阳 付旭辉   重庆交通大学 

侯天顺 樊恒辉 胡海军 杨秀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刘开富 徐辉 刘维正 刘雯歆   浙江理工大学 

王兰民 王平 王谦 郭安宁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马缤辉 胡伟 曾超峰    湖南科技大学 

高江平 祝艳波 宋飞    长安大学 

陈湘生 苏栋 包小华    深圳大学 

张文杰 孙文静 张旭东    上海大学 

袁中夏 朱彦鹏 叶帅华    兰州理工大学 

刘晓 马俊伟 吴文兵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崔振东 莫品强 王博    中国矿业大学 

高福平 吴梦喜 张旭辉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赵宇 苏立君 张崇磊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余帆 李双洋 裴万胜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柯宅邦 乐腾胜    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姚仰平 罗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超 亓帅     北京建筑大学 

孙宏伟 魏海燕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华东 刘柯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一检测所有
限责任公司 

邵生俊 王松鹤     西安理工大学 

刘恩龙 陈群     四川大学 

张明义 李国玉    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毛燕 李鹏飞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何利军 吴珺华     南昌航空大学 

张振栓 王占雷     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长节 童立红     华东交通大学 

李伟 梁志荣     上海申元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陈尚荣 廖志坚     上海地矿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王浩然 张中杰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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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炜 张文超     中科院广州化灌工程有限公司 

赵升峰 陈祉阳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毕靖 王超林     贵州大学 

刘顺青 王丽艳     江苏科技大学 

蔡奇鹏 蔡燕燕     华侨大学 

李家乐 王雪菲     河北工业大学 

陈铖 马雯波     湘潭大学 

周葆春 尹晓萌     信阳师范学院 

王钰轲 杜子博     郑州大学 

郑文杰 许健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王元龙 董彦莉     中北大学 

张效禹 陆毅     广州大学 

徐东升 王金元     武汉理工大学 

周同和      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汪益敏      华南理工大学 

丁德云            北京九州一轨隔振技术有限公司 

吕祥锋      北京市政路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刘洋      北京科技大学 

刘学彦      北京林业大学 

方祥位      陆军勤务学院 

张亮      北京荣创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陈正发      常州大学 

秦建敏      大连大学 

王者超      东北大学 

张建毅      防灾科技学院 

杨光华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梁仕华      广东工业大学 

高娟     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路平      海南大学 

徐志军      河南工业大学 

程涛       湖北理工学院 

孙华圣      淮阴工学院 

江建洪      苏州大学 

刘强      山东科技大学 

张宇亭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傅志斌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6 

吕擎峰      兰州大学 

叶帅华      兰州理工大学 

刘平      鲁东大学 

刘成      南京林业大学 

李驰      内蒙古工业大学 

王娟      宁波诺丁汉大学 

汤继新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谈云志      三峡大学 

郭鸿      陕西理工大学 

郑伟峰      上海远方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张甲峰     上海民航新时代机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俞登华      上海同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沈超      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陈忠清      绍兴文理学院 

郑文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乔丽平     深圳市岩土综合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付文光      深圳市工勘岩土集团有限公司 

刘永超      天津建城基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凌凯      新疆农业大学 

谢良甫      新疆大学 

潘玉涛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万旭升      西南石油大学 

龚建伍      武汉科技大学 

边晓亚      武汉工程大学 

岳中琦      香港大学 

王磊      香港理工大学 

徐张建      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 

张凌凯      新疆农业大学 

潘玉涛      新加坡国立大学 

徐桂中      盐城工学院 

杨迎晓      浙江树人大学 

胡智      湖北工业大学 

李子春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深圳研究设计院 

陈龙伟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 

刘乐乐     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刘涛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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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许根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杨志银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深圳）有限公司 

李维洲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周国然     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薛若璞     中交武汉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胡利文      中交四航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韦随庆      中铁磁浮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温勇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