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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隧道与地下工程大会（CTUC）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隧道及地下工程分会第二十届年会征文通知 

（二号通知） 

各理事及相关单位： 

2018 中国隧道与地下工程大会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分会第

20 届年会定于 2018 年 11 月 3 日-7 日在安徽省滁州市举行。本次大会的举办，

旨在推动隧道及地下工程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等技术与管理进步，促进隧道

及地下工程的新理念、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新成果的广泛交流。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分会举办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8 年 11 月 3 日-7 日 

地点：安徽省滁州市凯迪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 

二、 会议议题 

□隧道工程施工新技术； 

□隧道全寿命周期安全与防灾； 

□隧道防水排水新技术； 

□隧道工程风险管理与控制； 

□运营安全与节能环保； 

□新材料与新装备； 

□地下综合管廊； 

□隧道监测新技术研究； 

□隧道加固新技术；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三、 举办单位 

1、主办单位：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分会 

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学部 

2、承办单位： 

武汉广益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 

上海市民防工程行业协会 

滁州市政府 

四、 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11 月 3 日 全天 会前培训 

11 月 4 日 全天 会前培训、报到注册、预备会 

11 月 5 日 9:00-10:00 开幕式 

10:30-12:00 大会特邀报告 

14:00-17:00 分会场交流报告 

11 月 6 日 8:30-11:40 大会特邀报告 

11:40-12:00 优秀论文颁奖 

14:00-17:00 分会场交流报告 

17:30-18:00 闭幕式 

 全天 国际专场 

11 月 7 日 上午 参观考察 

下午 返程 

全天 ITA 隧道工程奖颁奖大会 

五、 论文征集 

1. 热烈欢迎各界人士踊跃投稿，会议录用论文将以《现代隧道技术》（增刊）

形式出版，优秀论文将推荐到《现代隧道技术》正刊出版。 

2. 论文应具有一定的学术或应用推广价值，并且未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 

3. 重要日期： 



论文摘要提交截止日期：2018 年 3 月 31 日 

论文全文提交截止日期：2018 年 7 月 15 日 

六、 论文投递 

会议论文投稿方式为在线投递，投稿网址： 

http://www.ctuc2018.com/UserCentral/Index/Login 

投稿具体步骤如下： 

1. 创建账号 

在首页找到创建账号按钮，填写真实个人信息，创建账号。 

2. 登录个人中心 

使用注册用 Email 和登录密码登录个人中心。 

3. 论文提交 

在个人中心点击创建论文，填写相关信息，上传论文 PDF 版，即可完成

论文提交操作。论文全文提交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15 日。 

4. 查看评审结果 

论文录用通知时间 2018 年 9 月 30 日，届时作者会收到来自会务组的论

文录用结果通知邮件，作者亦可登录个人中心，查看论文录用结果。 

5. 其他注意事项 

投递论文时，填写的作者联系邮箱，务必与其用于创建账号的邮箱一致。

作者有任何关于投稿系统的操作问题可发邮件至 ctuc2018@163.com。 

七、 会议展示 

会议期间将设立精品展示区域，展示内容主要包括隧道与地下工程低碳

生态型设计与规划、隧道与地下工程优秀施工管理、施工和检测的先进设备、

绿色环保材料与工艺宣传等，欢迎各相关单位参与。参展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31 日。 

展商类别 支持条件 

普通展商 人民币 1.5 万元，含 1 人注册费及欢迎宴会入场券，提供会议通讯录，网站展

商列表，会议手册展商列表，宣传材料装包 

铜牌展商 人民币 2.0 万元，含 1 个标准展位，1 人注册费及欢迎宴会入场券，提供会议

通讯录，网站展商列表，会议手册展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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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牌展商 人民币 3.0 万元，含 1 个标准展位，2 人注册费及欢迎宴会入场券，提供会议

通讯录，网站展商列表，会议手册展商列表，宣传材料装包 

金牌展商 人民币 5.0 万元，含 1 个标准展位（优先安排展位），3 人注册费及欢迎宴会入

场券，提供会议通讯录，网站展商列表，宣传材料装包，会议手册企业展示 

钻石展商 人民币 10.0 万元及以上，含 2 个标准展位（优先安排展位），5 人注册费及欢

迎宴会入场券，提供会议通讯录，网站展商列表，宣传材料装包，会议手册企

业单页展示，主会场企业名称及 logo 展示 

八、 ITA 颁奖大会 

国际隧道与地下空间协会（ITA）第四届颁奖大会作为会议日程的一部

分，将在 2018 年 11 月 7 日滁州港汇喜来登酒店（五星级）进行，当天将举

办技术研讨会议和一系列高端讲座，ITA 颁奖大会将作为重要环节穿插其中，

晚上是闭幕晚宴。 

  

九、 会议秘书处 

1、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分会联系人：常翔 副秘书长 

电话：0379-62632097 

Email：crtgcx@163.com 

2、承办单位联系人：闫治国（负责展览） 

电话：13816987189 

邮箱：yanzguo@tongji.edu.cn 

3、承办单位联系人：禹海涛（负责论文） 

电话：13621940330 

邮箱：yuhaitaobest@163.com 

十、 会议费用 

会议注册采用网上支付/汇款/银行转账或现场注册的方式，会议代表可

参加会议期间的学术讨论、交流等活动。注册费含会议资料费等。会议期间

住宿费用自理。 

2018 年 9 月 30 日之前注册缴费  注册费 1600 元/人（不含 ITA 颁奖大会）； 

2018 年 10 月 8 日以后注册缴费  注册费 1800 元/人（不含 ITA 颁奖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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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半价（不含 ITA 颁奖大会）； 

会前培训交费，每天 800 元。 

参加 2018 年 11 月 7 日 ITA 颁奖大会需另外缴纳注册费 1000 元/人。 

十一、 交通与住宿信息 

安徽省滁州市地处皖东、紧邻南京，市区相距不足 50 公里，属于南京

都市圈内的伙伴城市，交通便利。京沪高铁线及沪蓉高铁线均经过滁州（滁

州站、全椒站）；沪陕高速公路（合宁段）、宁洛高速公路、京福高速公路、

长深高速公路、马滁扬高速公路在此交汇，并贯穿而行。合肥新桥机场距离

滁州 150 余公里、约 1.5 小时车程。南京禄口机场距离滁州市区 101 公里、

约 1 小时车程。参会者出发城市若无滁州市直达交通可选择在南京中转。从

南京到会议酒店可选择直接乘坐高铁到滁州市，全程耗时约 18 分钟，每 30

分钟一班；也可选择先乘坐高铁到滁州市全椒县中转，南京市到全椒的高铁

全程耗时 21 分钟左右，每 30 分钟一班。 

住宿：凯迪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五星级） 

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南谯南路 2888 号 

电话：0550-3977777 

 

十二、 其他相关事宜 

更多信息将在会议网址 http://www.ctuc2018.com/上公布。 

会后考察：参观安徽省或南京市地下空间工程、轨道交通工程及综合管廊工

程。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分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http://www.ctuc201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