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全国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建设研

讨会暨第一届全国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

青年教师讲课大赛、第一届全国城市地下空

间工程专业大学生设计大赛 

（第 2 号通知） 

尊敬的各位同仁： 

    你们好！ 

由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主办、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地下空间分会和

郑州大学共同承办的第七届全国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建设研讨会，以及第一届

全国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青年教师讲课大赛、第一届全国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

业大学生设计大赛将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27 日在河南郑州举行。现将相关事

宜函告如下： 

一、会议与比赛安排 

1. 注册报到 

报到地点：光华大酒店（郑州市高新区瑞达路 68 号，与合欢街交叉口）。 

报到时间：201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全天。 

2. 比赛安排 

（1）青年教师讲课大赛安排 

比赛地点：郑州大学（新校区）北核心教学区 3 号楼。 

比赛时间：2016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全天。 

（2）大学生设计大赛安排 

比赛地点：郑州大学（新校区）中心体育馆。 

比赛时间：2016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全天。 

注：26 日早上在光华大酒店有大巴车接送参会代表、参赛人员去郑州大学新校区。 

3. 会议安排 

会议地点：光华大酒店。 

会议时间：2016 年 11 月 27 日全天。 



会后考察：2016 年 11 月 27 日下午/闭幕式后。 

具体日程安排见表 1。因部分特邀报告及有意做报告的参会高校尚未提供报

告题目，实际报告内容以会前发放的《会议指南》为准。 

表 1 会议/比赛日程安排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11

月

25

日 

全  天 参会代表报到 

光华大酒店 

18:00~19:30 自助晚餐 

20:00~22:00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建设工作委员会会议

议题： 

①专业建设工作委员会成立，讨论章程及工作内容 

②优秀毕业生评选 

③青年教师讲课大赛/大学生设计大赛评委组推选 

④确定第八届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建设研讨会

承办单位 

光华大酒店 

土星厅 

20:00~21:00 大学生设计大赛参赛队伍参观比赛场地 
郑州大学中心

体育馆 

11

月

26

日 

8:00~8:30 青年教师讲课大赛/大学生设计大赛开幕式 
郑州大学中心

体育馆 

8:30~12:00 青年教师讲课大赛/大学生设计大赛 
郑州大学北 3楼   

 /中心体育馆 

12:00~13:30 午  餐 
郑州大学嵩阳

饭店 

13:30~18:30 青年教师讲课大赛/大学生设计大赛 
郑州大学北 3楼 

/中心体育馆 

19:00~20:00 晚  餐 
郑州大学嵩阳

饭店 

11

月 

27 

日 

8:30~8:50 研讨会开幕式 

光华大酒店 

宇宙厅 

8:50~9:20 青年教师讲课大赛/大学生设计大赛颁奖 

9:20~12:00 

大会特邀报告 

李术才教授（山东大学） 

朱合华教授（同济大学） 

陈志龙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 

张季超教授（广州大学） 

12:00~13:30 午  餐 
光华大酒店  

自助餐厅 

13:30~14:50 

大会特邀报告 

周建军教授（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童立元副教授（东南大学） 

 

光华大酒店 

宇宙厅 



15:00~17:00 大会报告与交流 

17:00~17:15 闭幕式 

17:20~18:20 
参观考察交流 

（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19:00~20:00 晚餐 
光华大酒店  

自助餐厅 

二、会议住宿和交通 

1. 住宿 

郑州市光华大酒店，位于郑州市高新区瑞达路 68 号（与合欢街交叉口）。 

住宿标准：298 元/天/房间。 

2. 交通路线 

新郑机场 

出租车 全程 57 公里，70 分钟（正常通行情况），约 127 元 

公交 

1. 乘坐机场巴士 1 线至民航大酒店，步行 500 米至燕

庄站换乘地铁 1 号线至秦岭路站，打的至光华大酒店

（约 20 元），全程 150 分钟 

2. 乘坐机场巴士 3 线至郑州火车站西广场，再参照郑

州火车站至光华大酒店的路线 

郑州东站 

出租车 全程 27 公里，57 分钟（正常通行情况），约 57 元 

公交 

1. 乘坐地铁 1 号线至秦岭路站 C 出口出，西行 300 米

至汽车客运西站，乘坐 31 路车至郑州美术馆下，再前

行 300 米，全程约 90 分钟 

2. 乘坐地铁 1 号线至秦岭路站，打的至光华大酒店（约

20 元），全程 55 分钟 

郑州火车站 

出租车 
西出站口出，全程 15 公里，40 分钟（正常通行情况），

约 30 元 

公交 

1. 西出站口出，乘坐 50 路车至五龙口南路桐柏路站

下，换乘 B2 路至合欢街下，全程 65 分钟 

2. 东出站口出，乘坐 B12 路至桐柏路开元小区下，换

乘 B2 路至合欢街下，全程 60 分钟 

3. 西出站口出，乘坐地铁 1 号线至秦岭路站，打的至



光华大酒店（约 20 元），全程 35 分钟 

4. 西出站口出，乘坐地铁 1 号线至秦岭路站 C 出口出，

西行 300 米至汽车客运西站，乘坐 31 路车至郑州美术

馆下，再前行 300 米，全程约 70 分钟 

 

三、会议费用 

    大学生设计大赛报名费 1200 元/组，青年教师讲课大赛报名费 500 元/人，其

他参会人员不收取会务费，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四、会议组委会联系方式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科学大道 100 号 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邮  编：450001 

传  真：0371-67781680 

E-mail：zzu_useu@126.com 

联系人： 时  刚 13526584056        李永辉 15736727876 

           

 

第七届全国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建设研讨会组委会                                      

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代章）     

2016 年 11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