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交通运输的发展，是近三十多年来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已经连续十几

年高居世界第一，在“中国制造”之后，交通基础设施的“中国建造”正在走向世界。

当今中国，不仅仅在大规模建设高速铁路、机场、跨海大桥、水下隧道和离岸深水港，还在大力发展智

能交通系统、城市管网系统、现代物流系统、海事卫星系统等等。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综合

运输方式的协同发展，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融合，发展中的中国交通运输需要一个世界的大舞台。

为此，由中国公路学会发起，协同国内外交通运输科技组织，将于 2017 年 6 月 4 日至 6 日在北京举

办首届世界交通运输大会，本次大会将以“创新引领下的绿色融合发展”为宗旨，内容涵盖科学与技术研讨、

成果与产品展示、交叉与合作分享、人才与团队培养等方面，旨在为交通运输行业提供面向世界的酝酿创新、

主导创新、展示创新和实施创新的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

时间：2017 年 6 月 4 日报到，5 日至 6 日开会

地点：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

大会语言：中文、英文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时间、地点、语言

组织机构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交通运输部     中国工程院（报批中）

中国公路学会

中国航海学会     中国铁道学会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



中国交通在世界上，尤其是公路领域，包括高铁、航海，在国际上很出彩，

但宣传还很不够，要发出中国声音，为政、产、学、研提供一个展示创新和实施创新的国际化平台。办

好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和一带一路国际公路交通联盟，是我们这代交通人的责任。相信有交通业的支持，

有科技力量的支持，一届高水平的融“会、展、赛、商”于一体的盛会，将呈现在大家面前，欢迎国内

外各界朋友共襄盛会，2017 年 6 月北京见。

海运作为交通运输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国际贸易和物流中最主要的运输

方式，对于支撑世界经济健康运行，保障人民生活，推动全球化进程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国务院关于促进海运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为海运业创新发展提供

了新动力。习近平主席指出，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我们相信，在全球化发展

的今天，只要世界各国携手并进，互融互通，锐意改革，激励创新，海运事业就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

的明天。

组织委员会主席

翁孟勇   

中国公路学会理事长

组织委员会副主席

黄有方   

中国航海学会理事长、上海海事大学校长

欢迎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交通运输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

航空运输、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成就斐然。自 2000 年起，民航旅客周转量增长速度在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居于首位；2005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位的航空运输大国。2015 年，民航旅客周转量在综合交

通中所占比重达到 24.2%，10 年平均增速为 14.8%，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举办世界交通运输大会，恰逢其时。这是在交通领域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利于

搭建国际间交流与融合的平台，进一步增强中国交通运输行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也为

航空运输更大发展创造良好的机遇和环境。在此，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组织委员会副主席

李军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



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获法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4

年 10 月，创办《中国公路》杂志，并担任中国公路杂志社社长、总编辑。2004 年 11 月起，任中国公

路学会秘书长、还先后担任青年专家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委员。2009 年 6 月，受聘担任国际道路联盟

（IRF）中国大使。多年工作实践中，撰写了数百万字文章，许多在行业内外产生过一定影响。参与编

写的重要著作有：《中国路谱》、《中国桥谱》、《中国公路水运交通五十年》、《中国交通运输改革

开放三十年》等，还主持了“路文化”、“桥文化”、“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财政政策”、“高速公路管

理体制”等重要课题的研究工作。

结构工程专家，工学博士，教授，重庆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

事钢结构、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装配式房屋结构、高层结构、大跨结构和桥梁结构等方向的教学与科研

工作。兼任中国钢结构协会荣誉会长，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委员会主任，住建部建筑结构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住建部专家委员会专家，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力学学会高级会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太阳能技术促进转让中心高级专家等学术职务。

担任《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杂志主编，《土木工程学报》、《建筑结构学报》、《钢结构》、《建筑钢

结构进展》等 9 本学术期刊编委。

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8 项。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省级

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2005 年被授予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10 年被授予甘肃省领军人才称号；

2013年获组合结构杰出贡献奖；2014年被授予中国钢结构三十年领军人物称号；201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委员会与学部主席

大会秘书长

刘文杰   

中国公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咨询委员会主席

周绪红   

重庆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Walton 博士的研究领域除了交通运输系统的规划、运营和政策分析外，还包括

智能运输系统、新技术和多模式物流，在 1993 年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在其他职业协会事务方面，

他担任过美国道路和运输建设者协会（ARTBA）理事会主席，美国土木工程协会运输与发展分会（ASCE 

T&DI）理事长，美国智能交通协会（ITS-America）发起成员和理事会主席，也担任过美国运输研究学会（TRB）

执行委员会主席，发表过大量学术论文并作过几百个学术演讲，现在是许多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的理事。

咨询委员会联合主席

C. Michael Walton   

Ernest H. Cockrell 终身讲座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美国工程院院士

长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特殊地区公路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公路学会道路工程委员会副理事长，教育部科技委交通能源学部委员，特殊环境公路建设与养护技术

国家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长期从

事道路工程领域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专注于公路半刚性基层材料结构理论与性能改善、

环保型路面材料与结构、沥青路面施工质量监测、评价与控制、路面温室气体排放检测与评价等领域方向

的研究和应用。主持完成的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5 项。

张占民教授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弹性基础设施和智慧城市研究中心主任。他

一直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从事与大型基础设施系统的仿真模拟分析、资源优化、创新融资方法、基础设施风

险与弹性的研究工作，以项目负责人或项目合作负责人的身份承担了超过 1600 万美元的研究项目，发表

了超过 180 篇学术论文和技术报告，并在世界各地做过包括主旨演讲在内的 130 余个学术报告和演讲，

2012 年被授予最负盛名的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 James Laurie 奖。

执行委员会主席

沙爱民   

长安大学教授、副校长

学术委员会主席

Zhanmin ZHANG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交通运输工程冠名教授



 学部主席和联合主席

汪海年教授主要从事道路工程路面结构评估设计、材料测试、评价及优化研

究，在生物沥青材料研发、材料细观结构表征与模拟、寒区道路工程等领域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交通运输部应用基础研究项目、陕西省重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项目等项目 10 余项，

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获陕西省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等称号。

公路工程学部主席

汪海年   

长安大学公路学院教授、副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美国华盛顿 Catholic 大学交通与基础设施安

全智慧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土木工程系教授、系主任，东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

括固体力学、道路与铁道工程、桥隧工程、交通工程、市政工程、运筹管理、信息化与大数据。于

1993、1996 年分别获东南大学学士和博士学位，道路与桥梁工程专业，于 2001 年获美国 Texas 大

学 Austin 分校博士学位，交通工程专业。发表学术论文 23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三部，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两项。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交通运输部、教育部、科技部、住房与城

市建设部、公安部、美国运输部等多个部委和省厅的 60 余项科研与咨询项目。担任多个部委的评审专

家和 40 余种国际学术刊物的评审专家。曾获江苏省十大“五四”青年奖章，霍英东优秀青年教师基金

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家 CAREER 奖，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大学生数学模

型竞赛一等奖等荣誉。

公路工程学部联合主席

孙璐   

基础设施安全智慧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



周建庭教授主要从事桥梁监测、评估与加固方向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两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新世

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结构工程学部主席

周建庭   

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院长

1996 年在日本东京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

院高级研究员（富布赖特学者）、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客座研究员、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

员。目前担任大连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学院院长，研究领域为城市交通规划。兼任国际动态称重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Weigh-In-Motion） 理 事、 国 际 交 通 与 安 全 科 学 学 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raffic and Safety Sciences） 海 外 特 邀 委 员、 美 国 交 通 学 会（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物流委员会（AT015、AT045）委员。

交通工程学部主席

赵胜川   

大连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院长



2000 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2000 年赴美国深造，2001 年

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后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并于 2005 年获得工业

工程及运筹学硕士学位及土木工程博士学位，同时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聘为助理教授。鉴于

突出的学术成绩，他在 2009 年被伊利诺依大学破格聘为 Paul F. Kent 特聘教授，2011 年晋升为终

身教授，2016 年晋升为正教授，并荣获校级晋升奖。他以交通运输工程中的关键问题为研究背景，

在物流及客运系统规划、交通设施设计与安全、复杂交通网络控制等多个领域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已在国际高水平期刊上发表文章 80 余篇，几乎均被 SCI 收录，73 篇是第一或通讯作者。大部分文

章发表在多个学科内最负盛名的国际期刊上，尤其在交通学科最著名的顶尖期刊《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和《Transportation Science》上已发表论文 29 篇（其中 20 篇在 2011 年后

发表）。

交通工程学部联合主席

欧阳彦峰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土木与环境工程系教授、Paul F. Kent 特聘教授

1997 年获得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交通运输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交通工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秘

书长，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理事，中国公路学会规划分会理事等职。先后主持完成国家“十一五”科

技支撑计划项目的课题一项，“973”项目的子课题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三项，北京市自然科

学基金两项及一大批横向科研项目。目前，正在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各一项。

共发表科研论文 200 余篇，出版专著两部，获软件著作权三项。2006 年获公安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7 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运输规划学部主席

关宏志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葛颖恩教授把管理科学与运筹学的理论、模型和方法用于交通运输问题的解决；

在运输网络分析与建模、交通与环境、码头自动化以及航运经济等领域完成一系列基础性研究成果。目前发表

SCIE/SSCI 源期刊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 1/3 发表在 Transportation Science、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s B & D 和 Networks & Spatial Economics 上。2010 年至今，主持五项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教育部

博士点基金会和英国劳氏船级社基金会等机构资助的项目；参与国家级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各一项。

水上运输学部主席

葛颖恩   

上海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院长

朱晓宁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集装箱运输与多式联运理论与技术、快捷运输组

织理论与技术、区域及城市物流系统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

 美 国 亚 利 桑 那 州 立 大 学 副 教 授，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 编 委，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C 副主编，Networks and Spatial Economics 副主编，Urban Transit Rail 

( 英文版 ) 执行副主编。在多个国际运筹与管理学和智能交通学术组织任主席和联合主席。主要研究领域是交

通运输组织现代化，是少数横跨道路交通和铁路运输管理两个应用领域的学者。已发表文章 50 多篇，在学

科影响因子前 5% 的期刊发表论文 10 多篇，Google Scholar 引用达 2000 次以上，其 H- 指数是 26。

轨道交通学部主席

朱晓宁   

工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

轨道交通学部联合主席

周学松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入选

者。1996 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博士学位。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空管新航行系统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IEEE Senior Member，IEEE 

SMCS 认知计算技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电子学会自然科

学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科研奖励；发表 SCI 论文 70 余篇，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0 余项。

航空运输学部主席

曹先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2005 年、2011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分别获

工学学士、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网络科学、智能计算、

态势计算、航空交通运行调控等，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 SCI 论文 40 余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0 余项。

获 2015 年度中国电子学会自然科学一等奖、2016 年度中国智能交通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2015 年入选

中国科协首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航空运输学部联合主席

杜文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

石家庄铁道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副院长，河北省交通安全与控制实验室主任。

长期从事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基础设施网络可靠性分析及智慧型交通基础设施系统研究。主持纵向课题

10 多项，发表论文 40 多篇。河北省青年拔尖人才。

交叉学科学部主席

王兴举   

石家庄铁道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副院长



高怀珠教授是康奈尔大学基础设施投融资政策与风险、工程系统管理、计算

与信息科学及系统工程领域专家，是国际可持续发展、公私合资（PPP）、交通及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和

环境领域著名学者。科研主要集中在可持续及高智能城市基础设施和生命线工程系统分析及投融资、低

碳及低污染交通系统、环境—能源系统的建模量化分析和国际咨询。担任 TRB 交通设施维修及交通与

大气污染分委会理事、美国环保署联邦咨询委员会学术专家及康乃尔 Atkinson 可持续未来研究中心成

员。担任国际著名学术期刊《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主编。

在国际著名交通、环境能源及管理学术期刊发表文章 50 余篇（SCI）。荣获 2010 年康奈尔大学工程学

院优秀教师、2011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Walter L. Huber 土木工程研究提名奖，以及美国工程研究院

2013 工程研究前沿论坛提名等。

交叉学科学部联合主席

高怀珠   

美国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



特邀院士与知名专家

王复明       郑州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梦恕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邓文中       T.Y Lin International Group 董事长、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杜彦良       石家庄铁道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颖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健龙       长沙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赖远明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翟婉明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石宝林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院长

孙玉清       大连海事大学校长

孙立军       同济大学教授

杨绍普       石家庄铁道大学校长

张劲泉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院长

张喜刚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总工程师

周海涛       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

唐伯明       重庆交通大学校长

黄晓明       东南大学教授

Imad L. Al-QADI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冠名教授

Tien Fang FWA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Jim GILLILAND                     加拿大土木工程协会主席

Baoshan HUANG                 美国田纳西大学冠名教授 

Kiran K. KAPILA                    国际公路联合会主席

参与 WTC 组织工作的特邀院士

参与 WTC 组织工作的知名专家



论文征集

大会现面向海内外征集论文，论文题目包括后面所附内容但不局限于这些内容，论文语言为中文或者

英文。经评审录用的论文，将收录在《世界交通运输大会论文集》光盘，大会将推荐优秀论文到高层次有

SCI 和 EI 检索的期刊发表。

Advances in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CI)

Applied Sciences (SCI)

China Journal of Highway & Transport (EI) 

Frontiers of Computer Science（SCI）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Special Issue-Scopus Indexed)

Maritime Policy & Management (SCI)

航空学报 （EI）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EI）

智能系统学报 （中文核心）

已经同意合作的期刊（更多期刊会陆续列出）

Kevin LI                                  Maritime Policy and Management 主编、韩国中央大学教授

Qiang MENG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Kazuo NISHII                         日本流通科学大学教授

Robert E. SKINNER,Jr.        美国交通咨询工程师、前美国运输研究学会（TRB）执行主任

Tohru TAMURA                   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

Kelvin C.P. WANG                ASCE T&DI 主席，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

Xiubing WANG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副教授

Yinhai WANG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

Yunlong ZHANG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冠名教授

( 以上特邀院士、知名专家中文按姓氏笔画排序，英文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序 )



学部 1 公路工程

学部 2 结构工程

导航定位学报

中国公路学报

2017 年 1 月 31 日，论文征集结束   

2017 年 3 月 31 日，论文审稿结束并通知作者审稿结果

2017 年 4 月 30 日，论文作者发言确定

1.1  沥青路面 

1.2  水泥路面 

1.3  道路材料

1.4  几何线形与排水设计

1.5  路基岩土 

1.6  路面检测与养护

1.7  智慧道路

1.8  道路安全与应急管理

1.9  施工工程与项目管理

2.1   桥梁结构设计、施工与检测

2.2   桥梁全生命期安全监测与评估、管理

2.3   桥梁加固与维护

2.4   桥梁建造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2.5   桥梁工程防灾减灾、桥梁抗震、抗风

2.6   隧道结构设计、施工与检测

2.7   隧道全生命期安全监测与评估、管理 

主要时间

征文内容



学部 3 交通工程

学部 4 运输规划

学部 5 水上运输

3.1   交通调查与分析

3.2   交通设计与建设

3.3   交通运营与管理

3.4   交通安全与环境

4.1   方针政策

4.2   需求规划

4.3   土地利用

4.4   能源与环境

5.1   水上运输工程与安全

5.2   国际航运法律

5.3   港口商务

5.4   海事物流与供应链

5.5   水运经济与政策

5.6   水运系统优化与管理

2.8   隧道加固与维护

2.9   隧道及地下工程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2.10  隧道工程运营通风、防火等灾害控制

学部 6 轨道交通

6.1   轨道交通运营信息感知与融合

6.2   轨道交通运输资源配置优化

6.3   客货运效益与服务水平提升

6.4   网络化运营管理与列车运行控制



学部 7 航空运输

学部 8 交叉学科

7.1   通信、导航与监视  

7.2   航空交通管理 

7.3   航空安全与法规 

8.1   基础设施融资投资和管理

8.2   数据与信息

8.3   智慧城市

8.4   交通环境 

8.5   车联网

6.5   铁路智能运维与应急处置

6.6   大数据驱动下的轨道交通信息综合服务与智慧决策

投稿网址及联系方式

论文投稿网站 http://wtc.9811.com.cn

论坛办公室：010-84976578   传真：010-84990520



论文要求

一、论文需报送全文及中、英文摘要。文稿请用 word 录入排版。字数不超过 8000 字。中、英文摘要

       均不超过 500 字。

二、论文应完整而扼要，涉及主要观点的图片、曲线和表格不能缺少，正文要有“结论”部分。请用计

       算机排印。

三、论文中的照片应清晰明了，电子文件形式为 *.jpg、*.tif、*.bmp、*.gif。

四、论文结构请按下列顺序，下列各项不可缺少。

1．  大标题（第一行）：三黑字体，居中排。

2．  姓名（第二行）：小三楷字体，居中排。

3．  作者单位或通信地址及联系电话（第三行）：按省名、城市名、邮编顺排，六楷字体。

4．  中英文摘要。

5．  关键词。小五楷字体。

6．  正文。五号宋体。文中所用计量单位，一律按国际通用标准或国家标准，并用英文书写，如 km2，

        kg 等。文中年代、年月日、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7．  每个图、表或照片一律按 250 字计算。

8．  参考文献。文章必须有参考文献。“参考文献”4 字用五黑居中。文献著录格式如下：

（1）著作：作者姓名、书名、出版社名，出版年月，页码（如有两个以上作者，作者间用逗号分开）；

（2）期刊：作者姓名、文章名、期刊名，年份，卷 ( 期 )、页码。

9．  作者简介。请在参考文献之后附作者简介。“作者简介”请用五黑字体左起顶格排，后空一格，接排。

       作者简介在 100 字以内，包括姓名、工作单位、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等。

五、论文文字和格式务必符合本通知要求，否则，将会影响文章的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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