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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盾构工程协会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第四届中国盾构工程技术学术研讨会 

暨复合地层盾构施工技术国际论坛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北京盾构工程协会、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发起组织，联合中国建设基础设施

有限公司、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举办“第

四届中国盾构工程技术学术研讨会复合地层盾构施工技术国际论坛”。本次大会旨在

为行业内人士传播盾构工程前沿技术，引进国外盾构法施工的先进经验，分析探讨盾

构法施工技术在不同环境下应用及推广，为推动盾构行业发展进步而努力，大会同期

举办中国盾构科技优秀成果展。现将本次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27 日—29 日 

二、会议地点：广州东方宾馆（广州市流花路 120 号） 

三、主办单位 

北京盾构工程协会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四、指导单位 

    国际隧道协会                    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 

    全国绿色制造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五、协办单位 

广州轨道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局集团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建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   

京津冀再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        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城轨公司              海瑞克股份公司                   

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立林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六、承办单位 

东方尚能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海蓝立方展览有限公司 

七、大会组织结构（按姓氏笔划排序） 

1、顾问委员会 

王思敬   王振信   刘昌用   杨华勇   杨兴富   肖绪文   陈湘生   

陈韶章   张  弥   施仲衡   贺长俊   钱七虎   徐滨士   彭苏萍        

2、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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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良  王华伟  王杜娟  方江华  孔  恒  史海欧  乐贵平 

李术才  朱宏军  江玉生  刘  军  关  龙  杨秀仁  严金秀 

肖龙鸽  肖明清  吴煊鹏  余  乐  沙明元  陈  健  张自太 

张志良  张良辉  张厚美  易  觉  竺维彬  周文波  周江天 

胡胜利  赵  峻  钟长平  洪开荣  袁大军  黄昌富  黄威然 

阎向林  程永亮 

3、组织委员会 

王  虹   王建平   冯诗洋   米晋生   阮  霞   李安清  李树忱 

李燕松  贾连辉  施  清  苏周勃 

八、会议主题 

关注前沿技术、展示发展成果、推动国产化进程 

 九、参会人员 

盾构设计、制造、施工、监理、管理等单位的领导及工程技术人员 

 十、收费标准 

2280 元/人 

会务费含：会议资料、午餐、晚宴等，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协会理事单位及在校学生 1680 元/人，会员单位 1980 元/人 

展台：25000 元/个（6平米）（含三面围板、楣板、一桌两椅、射灯）。 

每位参会代表将获赠本届研讨会论文集，由竺维彬、孟庆彪、米晋生主编的

《复合地层盾构施工隐蔽岩体环保爆破新技术》最新出版专著，以及北京盾

构工程协会吴煊鹏主编的《中国盾构工程产品企业名录》、《盾构工程》杂

志各一本。 

十一、联系方式 

东方尚能咨询机构 

联系人：杨玉萍  联系人：赵  云 

M: 13683325329  M: 18600313778 

E-mail: yangyupingsx@163.com E-mail:zhaoyun@topcoevents.com

北京盾构工程协会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薛尔莎  联系人：罗淑仪 

M:13522772626  电话：020-86669521  

E-mail: dgjcn6@163.com

北京盾构工程协会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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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大会拟定日程 

大会拟定日程 

 

2018 年 11 月 27 日   星期二 
09：00-20：00  代表报到注册，参展商布展 

18：00-20：00  欢迎晚宴 

 

2018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三 
09：00-09：50  大会开幕式       

主持人：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盾构工程协会副理事长 王 良 

1、 主持人介绍主席台就坐嘉宾和到会嘉宾 

2、 广州地铁领导代表东道主致欢迎词 

3、 主办方代表致开幕词 

4、 严金秀副主席代表国际隧协致辞 

5、 院士代表讲话 

6、 省市领导讲话 

7、 部委领导讲话 

09：50-10：35  水下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风险与对策 

                     —主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七虎 

10：35-11：15  代表合影留念， 组织参观成果展区，茶歇 

11：15-12：00  中国盾构技术发展与复合地层盾构技术创新 

                     —主讲嘉宾：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竺维彬 

12：00-13：30  午餐交流 

 

11 月 28 日下午 

 

主持人：国际隧协副主席  严金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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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00  关于盾构隧道设计的几点思考 

             —主讲嘉宾：上海地铁公司原总工程师 王振信 

14：00-14：20  佛莞城际狮子洋隧道施工难点分析与对策 

             —主讲嘉宾：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洪开荣    

14：20-14：40  盾构隧道施工风险管控 

             —主讲嘉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基础设施事业部总工程师  肖龙鸽 

14：40-15：00  盾构施工远程监控发展与 bim 技术的应用 

                      —主讲嘉宾：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协会副理事长  江玉生  

15：00-15：20  机械法施工联络通道技术研究与实践 

                     —主讲嘉宾：宁波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总工程师  朱瑶宏 

15：20-15：40  苏通隧道施工重难点分析与对策 

                     —主讲嘉宾：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  健 

15：40-16：00  茶歇交流   参观展厅  

 

主持人：广州轨道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钟长平 

16：00-16：20  “一带一路”之中国盾构 

                     —主讲嘉宾：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王杜娟   

16：20-16：40  双模式盾构与冷冻刀盘的创新与实践 

                 — 主讲嘉宾：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易  觉    

16：40-17：00  复合式盾构机技术创新与实践 

                    —主讲嘉宾：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程永亮 

17：00-17：20  莫斯科高寒季节地铁盾构法施工难点与对策 

                               —主讲嘉宾：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阎向林  

17：20-17：40  复合地层大直径盾构设计技术与应用 

            —主讲嘉宾：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周  骏  

17：40 -18：00  盾构机润滑智能诊断与主轴承密封解决方案 

                     —主讲嘉宾：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  贺石中 

18：00 -20：00  招待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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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四 
   

主持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协会副理事长  江玉生     

09：00-09：30   春风隧道超大直径盾构机选型研究 

                    —主讲嘉宾：广州轨道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钟长平 

09：30-10：00  城市中超大型多功能隧道建设前沿技术 

                    —主讲嘉宾：海瑞克股份公司交通隧道事业部执行委员会成员  欧立峰  

10：00-10：20   复合地层穿越既有线施工控制技术 

                     —主讲嘉宾：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万维燕 

10：20-10：40  优秀论文发奖仪式 

—主持人：北京盾构工程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吴煊鹏    

10：40-11：00  茶歇交流   参观展厅 

11：00-11：30  武汉三阳路隧道超大直径盾构施工难题与措施 

                      —主讲嘉宾：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  罗赛楠 

11：30-11：50  演讲题目待定 

                      —主讲嘉宾：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袁大军 

11：50-12：10  西雅图直径 17.45 米“伯莎”盾构施工难题与措施 

                                  —主讲嘉宾：待定 

12：10-13：30  午餐交流 

 

11 月 29 日下午 

 

14：00-16：00  参观考察 

1、 工业摩擦润滑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和国家橡塑密封工

程技术中心 

2、 广东华隧土压泥水双模中铁 323 施工现场 

 

 

               （以上大会日程还在调整中，请以现场发放会议手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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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大会注册表 

第四届中国盾构工程技术学术研讨会 
暨复合地层盾构施工技术国际论坛参会注册表 

时间：2018 年 11 月 27-29 日  地点：广州市东方宾馆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  传真  电话  

参会人员 职 务 手 机 电 话 电子邮箱 

     

     

     

     

     

     

参会费用： 2280 元/人，协会理事单位及在校学生：1680 元/人，会员单位：1980 元/人。 

（会务费含：会议资料、午餐、晚宴、参观等，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其他参会方案： 目前还有少量展台及赞助方案可以选择，如有意愿，请与会务组联系。 

参会条款： 

1. 如参会人员较多，表格可复印填写。敬请清楚完整填写本注册表格，全部资料将绝对保密。 

2. 大会秘书处收到注册表后将发送参会确认书、酒店预定表等信息。 

参会总金额： 大写人民币            。 

汇款信息：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北新桥支行 

账户名称：北京海蓝立方展览有限公司 

账  号：0200004309024554274 

请填写开票信息：     □  增值税普票          □  增值税专用票 

单位名称：                                        纳税识别号：                               

注册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参会注册联系人：  

杨玉萍 13683325329   电话/传真: 010-58632291   E-mail: yangyupingsx@163.com 

 

单位盖章/确认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