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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学会秘书处文件

公学秘字〔2019〕40号

关于举办“2019全国高速公路改扩建关键

技术研讨会暨京台高速（山东段）

成果对接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各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持

续增长，通行压力逐年增加，部分高速公路服务水平明显不

能满足现代出行服务需要，迫切需要通过改扩建方式提高通

行能力和服务能力。为推动改扩建工程质量、安全水平全面

提升，总结和梳理改扩建工程成功经验及技术难题，推广应

用先进技术和优秀成果【成果征集见公学秘字（2019）36《关

于征集全国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优秀科技成果的通知》】，

建设高品质公路，我会决定举办“2019 全国高速公路改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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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研讨会暨京台高速（山东段）成果对接会”，相关

事宜如下：

一、时间和地点

时 间：2019 年 10 月 23 日报到，10 月 24-25 日开会

地 点：泰安市东尊华美达广场酒店

地 址：山东省泰安市迎胜东路 16 号

酒店联系人：李金 0538-8368888 18553858059

二、会议主题

安全·环保·智慧·畅通

三、会议内容

（一）主旨报告（24 日上午）

1.推动公路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开启交通强国建设新

征程——交通运输部公路局

2.沥青路面的智能诊断与评价——同济大学交通学院

院长、博士生导师 孙立军

3.安徽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实践经验分享——安

徽交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宏祥

4.沥青路面抗滑需求分析及对策——东南大学交通学

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黄晓明

5.京台高速（德州-齐河段）改扩建工程建设管理构想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京台高速改扩建工程

德州至齐河(鲁冀界)段项目办主任 刘甲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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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京台高速（泰安-枣庄段）改扩建工程建设规划与思

考——山东高速建设管理集团副总经理，京台高速改扩建工

程泰安至枣庄(鲁苏界)段项目办主任 侯福金

（二）专题研讨

会场一：路面工程关键技术（24 日下午）

1.《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JTG/T 5521-2019)

解读——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道路研究中心研究员

秦永春

2.沥青路面材料冷再生关键技术研究——山东省交通

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 马士杰

3.耐久性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技术——许昌德通振动搅

拌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飞龙

4.路面智能化施工技术探讨与应用实践——江苏东交

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叶炜

5.SmoothRide 平顺道路翻修控制系统研究与应用——

Topcon 公司中国区技术总监 马东红

会场二：桥梁工程关键技术（24 日下午）

1.预制装备式箱涵在昌九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的应用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昌九改扩项

目办主任 黄智华

2.高性能混凝土技术在江苏五峰山大桥工程的应用—

—长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姚运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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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桥梁优化结构体系改造技术——中铁大桥局武汉桥

梁特种技术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江湧

4.桥涵结构物装配化建造成套技术研究——安徽交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科技部副部长 陈发根

5.预制拼装桥墩建造技术研究与应用——苏交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张建东

6.无螺栓悬臂预压式降噪多向变位梳形板伸缩装置技

术和应用——衡水双盛工程橡胶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张迎光

会场三：路基工程关键技术（25 日上午）

1.《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10-2019）解

读——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刘元炜

2.长珠高速公路匝道加宽固化土成套技术——河南万

里交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良奇

3.路基智能压实控制技术与应用——黑龙江省公路勘

察设计院信息化建设办公室主任 白义松

4.新型土工材料的工程应用实践——泰安路德工程材

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训美

5.路基分层填筑碾压盲区及弱碾区动力补强施工技术

研究——泰安恒大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涛

会场四：云计算与智慧交通关键技术（25 日上午）

1.宁沪高速公路智慧运营管理介绍——江苏宁沪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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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顾德军

2.滇中环线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防护技术提升及装备研

发——云南武易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应新

3.云ETC车道控制系统研究与开发——江西锦路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叶剑勇

4.临时交安设施智能信息化管理新技术应用——高德

软件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杨赞

5.阿里云智慧高速探索和实践——阿里云智能大交通

行业总监 董敏

四、参会人员

（一）京台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单位相关负责人及代

表；

（二）交通主管部门、业主单位相关负责人及代表；

（三）高等院校科研人员；

（四）交通基础设施业主及道、桥、隧、铁路建设单位

相关负责人及代表；

（五）交通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科研

单位负责人及代表；

（六）交通建设及管理技术产品研发、生产企业的相关

负责人及代表。

五、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公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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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山东省公路学会

承办单位：山东高速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公路学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中国公路》杂志社

协办单位：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市华鑫道路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河南万里交通科技集团产业创新研究院

许昌德通混凝土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德软件有限公司

江苏东交工程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Topcon 中国-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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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恒大机械有限公司

泰安路德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衡水双盛工程橡胶有限公司

象谱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六、会议费用

（一）会议费 1600 元/人（含 23 日晚餐、24 日午餐及

晚餐，25 日午餐，会议费、资料费、场地费等）；食宿统一

安排，住宿费用自理。

（二）请于 10 月 18 日前将报名回执表发送至

technologyxh@126.com 邮箱。

七、联系方式

会务咨询

座 机：010-84990630

联系人：

王文静 18210525162

王琳琳 13683186589

刘馨媛 15010254688

朱 婧 15210888616

谢永清 13701075163

尚正强 13611260630

李荣华 13701398139

邮 箱：technologyx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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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咨询及课件下载: QQ 1015665426

附件：

2019 全国高速公路改扩建关键技术研讨会暨京台高速

（山东段）成果对接会参会回执表

中国公路学会秘书处

2019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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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全国高速公路改扩建关键技术研讨会京台高速（山东段）成果对接会参会回执表

姓 名 职 务 性 别 电 话 手 机 电子邮件 住宿（360 元/间/天）

住宿标准：□双人合住标准间 □单人间 □不住宿

住宿标准：□双人合住标准间 □单人间 □不住宿

住宿标准：□双人合住标准间 □单人间 □不住宿

增值税发票开票信息，请选择： □专票 □电子发票（收票邮箱： ）

单位名称 社会信用统一代码

单位地址及电话 开户银行名称及账号

注：

1.参会回执表的电子版，请在中国公路网发布的会议通知中下载附件；也可以联系会务组在线传送：QQ 1015665426。
2.请将回执表、汇款凭证以邮件或传真形式发给会务组，以便开具发票，务必注明联系人及电话等信息，邮箱：technologyxh@126.com ,传真：
010-84990706
3.会务费：

（1）将会务费（不含住宿费）于 10 月 18 日前汇至指定账号，可在现场报到时领到会务费发票。账号信息如下，户名：《中国公路》杂志社 账号：
11001018500053016311 开户行：建行北京安慧支行

（2）报到时现场交费，发票将在会议结束后 5-7 个工作日内快递送达（遇节假日顺延）。
4.交通路线：
（1）泰安站至泰安市东尊华美达广场酒店：乘坐出租车约 30 分钟；

（2）泰山站至泰安市东尊华美达广场酒店：乘坐出租车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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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学会秘书处 2019年9月2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