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6 届全国土工测试学术研讨会 

The 26th China National Symposium on Geotechnical Testing 

2014 年 11 月 3~11 月 5 日  中国 武汉 

（二号通知） 

 

土工测试技术是岩土工程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岩土工程科研、设计

和施工建设水平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国内岩土工程界对土工测试的重视程度与日

俱增，各科研单位和高校先后引进或研制了一批先进的土工测试设备，并在测试

技术和成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发展。为促进相互交流学习，将于 2014 年 11 月

3~11 月 5 日在武汉举办第 26 届全国土工测试学术研讨会，届时将成立第五届全

国土工测试专委会。本次研讨会将主要围绕“土的强度测试技术、设备及成果”

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和讨论。会议同时将举办土工测试新设备和新技术展览会并

组织参观活动。欢迎国内外从事土工测试理论与技术的研究人员及土工仪器生产

厂家踊跃参会。 

 

主办单位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土工测试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利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土工测试专门委员会 

承办单位（按参与时间排列）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水利部岩土力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河海大学 

浙江大学 

湖北工业大学 

协办单位（按参与时间排列） 

《岩土工程学报》编委会 

《岩土力学》编委会 



 

广州欧美大地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力创材料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立方通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泰克奥科技有限公司 

 

一、会议主题 

土工实验室测试 

土工原位试验与测试 

现场土工监测 

环境土工测试 

岩土测试新技术 

土工测试设备 

 

二、顾问委员会 

主任：陈祖煜 

委员（按拼音字母为序）：   

包承纲 方涤华 龚晓南 顾小芸 李广信 郦能惠 刘  虔 刘祖德 卢肇钧 濮家骝 

钱七虎 王思敬 王铁宏 魏道垛 魏汝龙 吴肖茗 谢定义 叶阳升 殷宗泽 张建民 

曾国熙 郑颖人 周  镜 祝龙根 朱思哲 

 

三、学术委员会 

主  任：蔡正银 

副主任：程展林 于玉贞 朱俊高 孔令伟 刘德富 

委  员（按拼音字母为序）： 

柏建国 陈国兴 陈仁朋 陈正汉 陈振建 陈  轮 陈存礼 高玉峰 龚壁卫 郭爱国 

洪振舜 侯瑜京 胡再强 黄  博 黄茂松 李海芳 刘汉龙 刘艳华 马险峰 明海燕 

缪林昌 钱建固 饶锡保 邵生俊 沈水龙 史存林 唐晓武 滕延京 汪小刚 王旭东 

王保田 王俊林 吴宏伟 肖本林 肖昭然 徐光明 徐永福 杨  庆 杨守华 袁晓铭 

詹良通 张文权 张永乐 张  滨 郑  刚 周  平 周小文 周国庆  

 



 

四、组织委员会 

主  任：饶锡保 

副主任：高玉峰  龚壁卫  郭爱国 何宁  侯瑜京 张建红 何俊 肖衡林    

 

五、会议秘书处 

秘书长：龚壁卫 

副秘书长：徐光明  陈轮  胡波  潘家军  黄英豪  刘军 

 

六、日程安排 

日   期 日  程  安  排 

11 月 3 日 全天 注册报到 

11 月 4 日 

上午 

·开幕式  

·特邀报告 

·主题报告                                

下午 

·主题报告 

·第 5 届土工测试专委会成立大会 

·参观考察 

11 月 5 日 
上午 

·主题报告 

·产品应用报告 

·闭幕式 

下午 代表返程、会后考察 

 

七、会议论文 

本次会议拟于会前将投稿论文以非正式出版物汇总成册、并刻录光盘，供与

会代表使用。 

论文一般限于未曾正式发表的，对于有价值的已公开发表论文也可交流，请

在论文前面注明。论文篇幅一般在 6 页以内，格式参考《岩土工程学报》。会议

期间将由大会学术委员会通过投票遴选推荐优秀论文在《岩土工程学报》、《岩土

力学》、《长江科学院院报》正刊上发表（会后）。 

论文全文以电子邮件提交大会秘书处邮箱 geotest2014@163.com，截止日期

为 2014 年 10 月 10 日，来稿请注明作者详细通讯地址、E-mail 及联系电话。 

 

 



 

八、展览 

会议期间，在会场周围将设置展台，热忱欢迎从事土工测试领域新技术、新

设备的开发、生产和运用的相关公司及单位利用此机会展示自己的产品。展位有

限，参展单位请提前与大会秘书处联系。参展报名截止日期：2014 年 10 月 15

日。 

 

九、会场和住宿 

会议地点：武汉天际万豪大酒店（四星级） 

住宿酒店：武汉天际万豪大酒店（单间/标准间房价均为 360 元/天） 

美罗商务旅馆（快捷酒店，距天际万豪酒店约 500m 路程，单间/标准

间房价约为 180 元/天） 

如何到达： 

飞机：从武汉天河机场打出租到酒店，路程约 40km，费用约 100 元。 

火车：①从武汉火车站（高铁）打出租到酒店，路程约 6km，费用约 15 元；

或乘坐公交 610 路（或 540 路）至友谊大道大洲村站，步行约 700 米；10:30~15:30

到达武汉站的代表也可乘坐酒店免费接站巴士。 

②从汉口火车站打出租到酒店，路程约 20km，费用约 60 元；或步行

至发展大道金墩街站，乘坐公交 545 路至仁和路武丰村站； 

③从武昌火车站打出租到酒店，路程约 15km，费用约 50 元；或乘坐

公交 540 路至友谊大道大洲村站，步行约 700 米； 

④建议与会代表尽量选择武汉火车站到达。 

特别提示：因 11 月展会较多，请参会代表于 10 月 15 日前回复会议回执，否则

难以保证住宿，组委会可以为提前注册和提出住宿申请的代表预定酒店住房。 

天际万豪大酒店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工业大道仁和路 98 号（欢乐谷旁），电话：

027-86660188 

 

十、注册费 

正式代表注册费：1200 元/人 

学生代表注册费：600 元/人（凭学生证） 



 

十一、会议秘书处及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长江科学院岩土重点实验室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后九万方 430010 

联系人：龚壁卫    电话：  027-82820428(O)  13871074858 (M) 

胡  波    电话：  027-82927141(O)  13407194264 (M) 

刘  军    电话：  027-82927538(O)  15972170259 (M) 

童  军    电话：  027-82927645(O)  18271851930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