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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学会文件 
 

公学字﹝2021﹞32 号 

中国公路学会关于召开第六届全国沥青 

路面建设与养护技术研讨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推进交通强国建设，贯彻交通运输十四五综合交

通规划发展新理念，构建发展新格局，打造安全、便捷、高效、

绿色、经济的道路工程，持续推进沥青路面建设、养护高质量

发展，我会决定举办“第六届全国沥青路面建设与养护技术研

讨会”。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与地点 

时间：2021 年 5 月 18 日-22 日（18 日报到）。 

会议地点：长沙国际会议中心（长沙市长沙县国展路与

中轴大道西北角）。 

展览地点：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长沙市长沙县国展路

1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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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酒店： 

1.诺富特酒店（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店，长沙市长沙县国

展路 99 号，电话：0731-86789999）； 

2.宜必思尚品酒店（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店，长沙市长沙

县国展路 101 号，电话：0731-82244888）。 

二、会议主题 

绿色•安全•耐久•智能 

三、会议内容 

（一）主旨报告 

1.公路养护高质量发展思路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  

2.交通科技进步与管理创新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卢春房 

3.道路建设新材料及研究方向 

——日本工程院院士 吴智深 

4.我国公路养护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 

——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健龙 

5.基础设施非开挖修复技术的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复明 

6.践行“十四五”规划 开启湖南交通强省建设新征程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 赵平 

（二）主题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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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与节能路面 

7.特殊路面材料研究与应用前景 

——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学院院长 谭忆秋 

8.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新技术 

——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周明凯 

9.现场热再生技术清洁化生产创新及应用  

——嘉鹏再升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主任 周

庆明 

10.沥青路面冷再生强度机理与材料设计  

——维特根（中国）机械有限公司博士、教授级高工 拾

方治 

11.环氧沥青全再生技术   

——宁波天意钢桥面铺装工程有限公司 韩文生 

12.连续式沥青混合料搅拌及再生关键技术 

——福建省铁拓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 

高国强 

13.沥青搅拌站原生材料和再生材料精细化预处理技术 

——南方路机沥青产品经理  刘志斌    

14.高等级改性乳化和再生可持续道路建养技术研究  

——中路宇通工程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徐建军 

 15. 沥青站节能环保技术研究 

——三一路机研究院副院长 王良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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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环保及人性化路面铺装技术 

——北京路新大成景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林忠 

►安全与耐久路面 

17.从 RIOHTrack 环道现状看沥青路面养护技术发展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王旭东 

18.长寿命沥青路面材料与结构技术展望  

——山东交通科学研究院院长 王林 

19.平安耐久品质路面——立足寿命“翻一番”推动新一

代路面发展  

——北京市道路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 周绪利 

20.沥青路面的稳定性与耐久性研究及实践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教授 黄晓明 

21.针对“短寿命”沥青路面解决方案及探索 

——国路高科(北京)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唐国奇  

22.高强耐久型钢桥面沥青铺装材料开发及性能研究  

——重庆市智翔铺道技术工程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王民 

23.耐久性排水性沥青路面建设与养护技术探讨 

——上海浦东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研究所 徐

韵淳 

24.沥青路面抗凝冰技术的发展与标准制定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严二虎 

http://www.bj-jg.com/news.aspx?n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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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高韧超薄抗滑磨耗层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教授 虞将苗 

26.彩色陶瓷颗粒路面的工艺与应用 

——江苏美沥特道路面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卓仕团 

►新型智能路面 

27.智能路面应用研究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 呙润华 

28.阻尼装配式光伏路面系统研究与应用  

——福州大学道路与机场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胡昌斌 

29.基于光纤测试技术的沥青铺面信息感知技术及实践  

——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学院副院长 董泽蛟 

30.新型路面能源利用实践与思考  

——长安大学公路学院教授 裴建中 

31.路面机械成套智能化施工技术研究 

——三一路机研究院院长 刘秋宝 

32.基于人工智能和三维检测技术的路面检测及养护决策

的创新性技术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 陆健 

（三）专项活动 

►高速改扩建技术主题会场 

协办：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33.山东高速公路建设实践与研究（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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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勇 

34.基于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的济青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项

目建设实践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吕思忠 

35.黄泛区高速公路改扩建路基路面关键技术交流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侯福金  

36.公路“四改八”改扩建单机整幅摊铺设备及典型施工案

例 

——北京天顺长城液压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任健 

37.既有道路升级改造中旧路面综合利用、结构补强与功

能恢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周兴业 

►雄安高速公路建设主题会场 

协办：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 

38. 雄安新区高速公路建设创新实践  

——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 王国清 

39.雄安新区永久路面结构与材料设计  

——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朱冀军 

40.大掺量橡胶改性沥青开发应用  

——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河北交投干

线公路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李彦伟 

41.雄安新区永久路面全过程质量监控  

http://www.baidu.com/link?url=LT3cJ_Tm9f2kePgjtHchSsIWmUeTFdjTmkifJwJo_xZJaKMxTGD76N3tZHtpf5QZtppY0w6gUwxsCHm0FTnwZT-RugL8F-ZdHQ6Db0WchSrMtYFWQpn1lVLUa30siY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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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宏军 

►“苏式养护”主题会场 

协办：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42.江苏高速公路路面养护管理综述 

43.江苏高速公路路面养护决策体系 

44.江苏高速公路路面结构长期保持技术研究 

45.江苏高速公路跨江大桥桥面铺装技术研究及应用 

46.排水路面在江苏高速公路路面养护中的系统研究和应

用 

（四）调研考察 

19 日晚 “三一”餐叙会  

20 下午 智能建造现场观摩 

21 日-22 日 考察筑养路装备与材料博览会及长沙国际工

程机械展览会 

四、2021 年筑养路装备与材料博览会 

时间：5 月 19-22 日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国展路 118 号 

五、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湖南省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中国公路学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

工程机械学会、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湖南省商务厅、湖

南省贸促会、长沙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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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施工企业

管理协会、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

国对外承包商会、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中国石油工程建

设协会、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中国冶金建设协会、中国

建筑业协会石化建设分会、中国建筑业协会核工业建设分

会、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交通股份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

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工

程机械商协会租赁联盟 

执行单位：长沙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长沙经开区管委

会、长沙高新区管委会、长沙市会展办、长沙市工程机械行

业协会、湖南力量之都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特别协办：长沙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华运通达（广东）道路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公路学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中国公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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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组织委员会 

主  任： 

卢春房 中国工程院 院士 

郑健龙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副主任： 

刘文杰 国际道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公路学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 

马  捷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

长 

蔡任杰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周  勇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国清 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旭东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首席研究员 

陆化普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 所长 

委  员： 

俞文生 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钱国平 长沙理工大学 副校长 

王  林 山东交通科学研究院 院长 

谭忆秋 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学院 院长 

黄晓明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 教授 

虞将苗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 教授 

周贤彪 中国工程机械学会 常务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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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民 武汉光谷卓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安麟 中国工程机械学会路面与压实机械分会/同济大

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理事长/教授 

黄  毅 中国交通集团公司供应链管理部 副总经理 

杨东来 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胡文彪 长安大学机械学院 院长 

郭小宏 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徐光辉 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袁航新 浙江顺畅高等级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七、拟邀请参会单位及人员 

（一）交通运输部相关业务司、局负责人；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委）、公路局

（公路事业服务中心）、高速公路公司、高速公路管理局，

各交通投资集团公司；  

（三）相关路、桥、隧工程承包商技术人员； 

（四）工程质量监督、检测、咨询、评估单位及国内各

研究机构、交通院校相关人员； 

（五）国内学术团体负责人。 

八、会议费用 

本次会议注册费 2300 元/人（持中国公路学会有效会员证

的个人会员 2100 元/人），含资料费、专家费、会务费、餐费

等。提前缴费，报到时领取发票；报到时现场缴费，发票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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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 5-7 个工作日内快递送达。 

汇款账号信息如下，户名：《中国公路》杂志社，账

号：11001018500053016311，开户行：建行北京安慧支行。 

按报名时间先后顺序，前 300 位代表可免住宿费（须合

住标准间），食宿由会议统一安排。 

九、注册报名 

（一）参会回执表电子版，请在中国公路学会官网

（www.chts.cn）发布的会议通知中下载，也可以联系会务组在

线传送。填好参会回执电子版，请于 5 月 13 日前反馈至会务

组。 

（二）会务组联系方式 

中国公路学会 

电  话：010-84990630，邮箱：technologyxh@126.com 

联系人：王文静 18210525162 

        李  振 13641066854 

谢永清 13701075163                                                 

李荣华 13701398139 

（三）会前交流及会后课件下载 QQ 群（公路科技成果

转化群 101566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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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第六届全国沥青路面建设与养护技术研讨会回执。 

  2. 2021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简介。 

 

 

 

中国公路学会 

2021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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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六届全国沥青路面建设与养护技术研讨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 单位地址 

      

姓  名 职  务 性  别 电  话 手  机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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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中国公路学会官网发布的会议通知中下载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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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款账号信息如下，户名：《中国公路》杂志社      账号：11001018500053016311     开户行：建行北京安慧支行 

3.交通路线：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20 公里，约 30 分钟车程； 

长沙火车站 距离酒店 12 公里，约 30 分钟车程； 

长沙南站 距离酒店 4 公里，约 10 分钟车程； 

长沙北站 距离酒店 40 公里，约 60 分钟车程。 

4.会务咨询：王文静 18210525162，李振 13641066854 



- 14 - 
 

附件 2 

2021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简介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湖南省

人民政府指导，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工程机械学会、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湖南省商务厅、湖南省贸促会、长

沙市人民政府主办，众多行业学会协会支持的世界级、“国

字号”工程机械展示交流平台。创办于 2019 年，每两年举办

一届。 

2019 年 5 月，首届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在长沙隆重举

行，展览面积 21.3 万平方米，1150 家行业企业、24 家全球工

程机械 50 强主机企业参展，吸引了 18 万人次专业观众参

观，现场交易额突破 200 亿元。在首届展会基础上，2021 年

5 月 19 日-22 日，第二届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将在长沙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以“智能化新一代工程机械”为主题，

展览面积 30 万平方米，设立 8 个室内馆，5 个室外展区，参

展企业预计突破 1500 家，预计专业观众 30 万人次。同时将

举办国际高端制造业论坛、国际工程机械产业链发展论坛、

《对话》——全球工程机械行业风云人物、工程机械后市场

千人峰会等 28 场国际性论坛；召开第六届全国沥青路面建设

与养护技术研讨会等学术研讨会，并设立国际工程机械智能

化装备竞技展演、工程机械设备实地实操竞技、国际工程机

械设计大赛、国际工程机械汽车吊装大赛 4 大竞技项目；举

办亚洲国际工程机械二手设备交易大会、国际工程机械主机

企业采购对接大会等 100 场系列商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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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学会秘书处                2021 年 4 月 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