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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主办的“第十一次全国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术大会”，将于 2010 年 10 月 19-24 日在武汉洪山宾馆召开，大会

组委会诚挚邀请全国岩石力学与工程界及相关学科的同仁在秋高气

爽时节相聚美丽江城武汉，共享我国岩石力学与工程界的学术盛宴。 

 

大会主题：““岩石力学与工程的创新和实践”。 

 

大会要点 

1、 颁发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科学技术奖、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青年

科技奖和优秀博士论文奖； 

2、 邀请院士、著名专家做特邀报告，介绍岩石力学与工程研究的最新进

展； 

3、 邀请水利水电、煤炭石油、能源矿山、交通铁路、地质灾害、生态环

境、安全防护等领域的专家介绍岩石工程技术与案例； 

4、 邀请美国、澳大利亚、瑞典、日本、加拿大、伊朗、捷克、韩国等知

名专家和海外华人专家做特邀报告； 

5、 为更好地开展针对性的讨论，会议设置数值模拟、测试技术、地下工

程、地面工程、深部工程、软岩工程、岩石动力学、岩土污染等专题

会议，邀请知名专家做专题综述和学科发展报告，并提出要讨论的主

要问题，与会专家就热点问题做简短发言，提出自己的见解，开展热

烈的讨论； 

6、 作为 2011 年 “第十二届国际岩石力学大会”的演练，会议组织形式、

会议接待、会议日程安排、代表注册等方面均按相关要求进行，并从

本次会议的报告中遴选“第十二届国际岩石力学大会”我国专家的报

告； 

7、 大会期间将召开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办公会、常务理事和

理事会、《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编委会扩大会议、中国科学院海外人才座谈会等。 



大会组织机构 

（一）大会主席  钱七虎 

（二）大会顾问委员会 

主  任：潘家铮  孙  钧  王思敬  

委  员：（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白世伟  程良奎  董学晟  傅冰骏  韩风险  李焯芬  林俊德  梁炯鋆  马洪琪  

彭苏萍  钱鸣高  宋振骐  王梦恕  王武林  徐小荷  杨林德  杨志法  周丰峻  

周维垣  张镜剑  张楚汉  朱瑞庚  朱维申  朱耀仲  卓家寿   

（三）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  席：冯夏庭 

副主席：蔡美峰  樊启祥  郭熙灵  姜耀东  李海波  李术才  李建林  石伯勋

唐辉明  夏元友  周创兵  朱宏平  

委  员:（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白 云  陈  勉  蔡耀军  范秋雁  黄理兴  何昌荣  韩 军  金丰年  景来红  

焦玉勇  李夕兵  李最雄  廖建三  刘汉龙  刘汉东  刘庆成  卢文波  潘继录  

孙  凯  盛  谦  侍克斌  谭云亮  邬爱清  杨  强  杨晓东  王  驹  王明洋  

王岳森  王春秋  薛  强  岳中琦  张永兴  张子新  赵  文  赵中极  郑  宏  

郑炳旭  郑双良 

（四）大会学术委员会 

主  席: 葛修润 

副主席: 陈祖煜  顾金才  谢和平  袁  亮  郑颖人  张超然  何满潮  李  宁  

李永盛  唐春安  伍法权  王金华 

委  员:（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陈从新  陈卫忠  陈志龙  邓金根  邓建辉  杜修力  戴会超  郭  超  黄宏伟 

黄润秋  蒋树屏  康红普  来春杰  李万红  李新平  李小春  刘泉声  刘新荣  

刘志明  吕爱钟  马  巍  缪协兴  梅志荣  宁  宇  潘一山  施  斌  孙志禹  

佘诗刚  宋胜武  王旭东  王金安  汪小刚  吴世勇  石根华  姚玉鹏  杨春和  

杨更社  谭国焕  田  斌  韦昌富  项  伟  殷跃平  杨启贵  张春生  张顶立  

张  林  赵文学  赵阳升  朱旺喜  朱大勇  朱合华  朱本珍  周振国  郑俊杰 

（五）大会秘书处 

秘 书 长：盛  谦  焦玉勇 

副秘书长：方祖烈  黄理兴  李仲奎  佘诗刚  徐文立 

 

 

 



会议时间： 

2010 年 10 月 19~24 日 

会议地点：洪山宾馆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 号； 电话：027-8731 1888  

 

会议报到与注册 

1、报  到： 2010 年 10 月 18 日全天 8：00 ～22：00 大会报到、注册。 

地点：洪山宾馆一楼西大厅 

（请登陆大会网页 http://www.crsme2010.com 提前注册。） 

2、注册费：正式代表     注册费 1000 元（学会会员凭会员证 900 元）； 

学生代表     注册费 500 元 （凭本科、硕博士学生证） 

家    属     伙食费 500 元 

（注册费包括会议期间餐费、宴会、资料费、会议费以及往返于会场和宾馆的交

通费等。需要会后工程考察与旅游的代表请在注册时另外登记及办理相关手续。） 

 

 

 

 

 



会议日程 

会议将以大会邀请报告、分组专题研讨会形式进行, 日程安排如下： 

日程安排表 
日程 

时间 
10 月 18 日 10 月 19 日 10 月 20 日 10 月 21 日 

上午 

1、 大会报到 

2、 学会理事长 

办公会 

(10:00-12:00) 

1、 大会报到 

（7:00-8:30） 

2、 大会开幕式、学

会颁奖 

3、大会特邀报告 

分组专题研讨会 

1、 中科院深部岩

体力学与工程

安全 

2、 测试技术 

3、 地下工程 

4、 岩土污染 

大会特邀报告 

下午 

1、 组委会、专题研

讨会组织者碰头

会（14:00-15:00） 

2、 学 会 理 事 会

（15:00-18:00） 

3、 大会报到 

大会特邀报告 

分组专题研讨会 

1、 数值模拟 

2、 地面岩石 

3、 软岩工程 

4、 岩石动力学 

1、大会特邀报告 

2、闭幕式 

晚上 

1、 19:00-21:00

《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编

委会扩大会议 

2、 大会报到 

宴会 
中国科学院海外

人才座谈会 

维也纳音乐会 

（自费） 

 

会后工程考察路线 

线路一：武汉市区自助游（黄鹤楼、东湖、植物园、博物馆、江滩） 

线路二：咸宁隐水洞一日游（会议期间家属 190 元/位） 

线路三：长江三峡、大坝工程三日游（1200 元/位） 

线路四：神农架、三峡工程三日游（1060 元/位） 

线路五：南水北调（中线）源头、武当山精华二日游（840 元/位） 

 

 

 



大会住宿、交通及天气 

1、大会宾馆与住宿宾馆 

宾    馆 房   型 房  价 早  餐 

标准单人间 408 元 

（仅 50 间） 
含早 

标准双人间 458 元 

（仅 65 间） 
含双早 

豪华单人间 648 元 含早 

豪华双人间 698 元 含双早 

商务双人间 568 元 

（仅 20 间） 
含单早 

洪山宾馆（五星） 

（大会所在地） 

行政套房 1338 元 含双早 

豪华双人房 
428 元 

（仅 41 间） 
含双早 

豪华大床房 
498 元 

（仅 14 间） 
含单早 海怡锦江大酒店 

（提供电脑、网速快） 

豪华大床套房 
658 元 

（仅 15 间） 
含单早 

标准单人间 220 元 

（仅 10 间） 
含单早 

标准双人间 220 元 含单早 

 

丽江饭店 

（建议学生入住） 
豪华双人间 260 元 

（仅 10 间） 
含双早 

2、各宾馆位置图 

 

 



3、交通路线 

 飞机： 

天河机场：打出租车（约 110 元）行程约 1 小时，或坐机场大巴（30 元）到傅

家坡汽车站终点下，然后打的（约 8 元）到达。（多路公交可到）。 

 火车： 

1、武昌火车站：行程 20 分钟，在出站口打出租车（约 12 元）；或可乘 540 公交

姚家岭站下、14 路公交洪山路站下到达 

2、汉口火车站：行程大约 1 小时，可乘 411 路公交洪山广场站下，也可直接打

出租车（约 35 元）到达； 

3、武汉火车站: 打出租车（约 40 元），或乘 540 公交姚家岭站下即可到达。 

 

4、特别提醒： 

1、金秋十月，武汉天高气爽，温度在 15-25 度之间，是最佳的旅游季节。 

2、武当山、神农架海拔较高，气温低于 10 度，年高体弱者要注意保暖。 

3、大会回执必须在 10 月 07 日前返回，否则宾馆住宿不能保证。 

 

大会联系方式 

学术小组： 焦玉勇 电话：13317182723 

会务小组： 黄理兴 电话：13907148025    任重 电话：13207141789 

工程考察： 黄理兴 电话：13907148025 

地  址：武汉市武昌小洪山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邮  编：430071  

Email： lxhuang@whrsm.ac.cn；yyjiao@whrsm.ac.cn 

更多信息可浏览大会网站，网  址：http://www.crsme2010.com 

 

 

 

 

 

 



第十一次全国岩石力学大会会议回执 

姓    名：        性别：     职称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  编：                     

电    话 ：                 手机：         E-mail：                     

出席大会：  □：      出席理事会：  □       请在相应的框内打“√”        

出席：深部□ 数值□ 地面□ 地下□ 软岩□ 测试□ 岩动□ 环工□ 专题会议       

一、住宿预定（请在相应的框内打“√”） 

住宿地点 房间类型 价  格 住  宿 住宿时间 

标准单人间 408 元 □ 包间  日～   日

标准双人间 458/408 元 □ 包间 □1床  

豪华单人间 648 元 □ 包间   

豪华双人间 698/648 元 □ 包间 □1床  

洪山宾馆 

（五星级） 

商务双人间 618/568 元 □ 包间 □1床  

豪华双人房 428 元 □ 包间 □1床  

豪华大床房 498 元 □ 包间 □1床  
海怡锦江酒店 

（四星级） 
豪华大床套房 658 元 □ 包间 □1床  

标准单人间 220 元 □ 包间 □1床  

标准双人间 220 元 □ 包间 □1床  
丽江饭店 

（三星级） 
豪华双人间 260 元 □ 包间 □1床  

注： 

1.请在住宿时间栏注明从 10 月   日至    日入住，预订未住的房间，宾馆也要收费。 

2.上述酒店相距仅百米左右，地处武昌繁华地段，交通、购物方便。 

二、返程票预订： 

姓  名：                身份证号码：（购机票）                          

始发站：                终  点  站：                                    

时  间：                车次(航班号)：                                  

票类型：□软卧    □硬卧    □座位）    张数：                          

三、会后考察路线（请在相应的框内打“√”） 

□长江三峡、大坝工程三日游（1200 元）□神农架、三峡工程三日游（1060 元） 

□武当山精华二日游（840 元） 

四、琴台大剧院（国家级剧院）观看文艺演出（21 日晚）（请在相应的框内打“√”） 

□维也纳音乐会：票价 100 元（   张）；□180 元（   张）；  280 元（   张） 

□李宁魔法传奇：票价  50 元（   张）；□100 元（   张）；  200 元（   张） 

注：因金秋十月正值武汉旅游旺季、必须提前预定房间，未预订者不能保证住宿，请各位与

会嘉宾务必于 10 月 7 日前通过传真或E－mail的形式将回执发至会务组。 

会务组联系方式： 

黄理兴   电  话：027－87198263   E-mail: lxhuang@whrsm.ac.cn 

焦玉勇   电  话：027－87198299   E-mail: yyjiao@whrsm.ac.cn 

更多信息可浏览大会网页：www.csrme2010.com 

mailto:lxhuang@whrsm.ac.cn
mailto:yyjiao@whrsm.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