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中国国际桩与深基础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六届中国国际桩与深基础峰会将于2016年04月在上海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中国国际桩与深基础峰会是亚洲桩与深基础领域最大的综合性峰会，会议主要讨论国内外桩基础领域前沿科技和各
种桩基工程难题的解决，活跃行业学术气氛，进而推动桩基础施工技术的发展，交流桩与深基础工程技术、工程安
全及工程管理、工程信息化方面的科技成果,为促进世界桩基础工程质量的不断提高，实现桩基础行业持续和谐发展
提供一个高水平的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

本次大会将组织来自国内外10余个国家约600余位桩基技术专家与行业精英，将继续围绕“桩基础与深基础创新技术
与高效施工”的大会主题，相互交流、学习探讨、寻找对策、深化合作。会议同时将收录多篇高质量中英文学术论
文，内容涵盖当前桩基础施工方面的最前沿信息，反映了桩基工程行业最新科学理论和应用实践发展进步的轨迹。
为此，大会组委会诚挚地邀请您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桩与深基础峰会"。

大会主题：桩基础和深基础工程创新技术与高效施工大会主题：桩基础和深基础工程创新技术与高效施工

会议名称：第六届中国国际桩与深基础峰会会议名称：第六届中国国际桩与深基础峰会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2016年年4月月25日日—27日日

会议地点：上海兴荣温德姆会议地点：上海兴荣温德姆酒店酒店（杨浦区宁国路（杨浦区宁国路25号）号）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国际深基础工程协会、上海方循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香港岩土工程学会、澳门岩土工程协会、上海
土木工程学会、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建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远方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振中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上海金泰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温州长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市地平线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徐州盾安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桩基础工程公司、上海智平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大会委员会大会委员会
主 席：沈保汉 

副主席：王梦恕院士 江欢成院士 王卫东 李建中(台湾)

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 
王新杰 丘建金 张晋勋 刘金砺 冯 跃 陈正兴(台湾) 胡邵敏(台湾）何毅良(香港) 丛蔼森 顾国荣 白晓红 刘富华 林 坚 孔
清华 岳俊生 梅全亭 陈祥福 王 离 金 淮 黄绍铭 朱合华 杨志豪 徐祯祥 沈国勤 张小冬 邱运鑫 王 重 周同和 张丙吉 刘
景德    李国雄 侯伟生 卢伟煌 刘汉龙 贾 坚 顾晓鲁 刘忠池 康景文 袁志英 许再良 马岩土 唐孟雄 司炳文 周宇诚 韩英
才

与会对象与会对象

行业协会\市政工程\民用工程\路桥\楼宇\水利水电\港口等各大型基础建设桩基础项目业主，地基与基础工程\岩土工
程\桩工机械设备\桩基材料\检测技术等各类施工单位及设备技术供应商，地方研究院与设计院。

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 新桩型、新工艺、新工法 ● 桩基础施工机械设备新进展 ● 大型桩基工程施工实例 ● 海洋打桩技术
● 桩基质量控制及信息化施工 ● 超大深基坑工程技术 ● 最新地下连续墙施工技术与安全 ● 钢板桩应用及发展
● 混凝土预制桩技术现状及发展前景 ● 灌注桩入岩新技术 ● 高层建筑桩基础的优化设计 ● 基桩检测新技术
● 地下空间与复合地基施工新技术 ● 微型桩施工技术新进展 ● 软土地基的处理与施工●锚杆施工技术新进展

10 大参会理由大参会理由

聚焦桩基行业最新进展
全面了解当前桩基础施工技术
深度剖析各种桩基础工程市场情况
聆听50多位行业专家精彩报告
同超过600个国内外同仁进行知识和经验的交流
与100多家桩基施工单位近距离沟通
与同行分享在建与新建大型桩基项目
分享项目、成本和价值链管理的成功经验
预先安排“一对一”见面会，帮助您熟识目标业务伙伴
度身定做的一系列交流活动，最大化您与同仁互动的机会

大会特色大会特色

历届参展单位历届参展单位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大会议程安排大会议程安排 大会签到日期为4月25日全天，展商下午搭建。已确认2016演讲嘉宾及发言题目（排名不分先后）



4月月25号号   专题技术研讨会，每位演讲嘉宾的发言时间为一个小时。专题技术研讨会，每位演讲嘉宾的发言时间为一个小时。

松软土质快速改良和污染土质原位固化稳定化修复的新技
术

Ville Niutanen/总经理/ALLU斯达美克斯公司

超大直径潜孔冲击器和集束式潜孔锤在桩基础施工中的应
用

张巨勇/产品经理/阿特拉斯·科普柯

预应力控制超大基坑坑壁位移的新概念 裴捷/教高/上海捷盛土木工程结构设计事务所

预制桩打桩过程模拟与打桩监测技术 李侠/高工/欧美大地仪器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LGZ-40型全液压多功能桩机的研制及应用 侯庆国/总工/山东省地质探矿机械厂

桩基础建筑泥浆净化干排处理技术 周三军/总监/徐州格雷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月月26日日  主论坛（全体与会代表参与）主论坛（全体与会代表参与）

MZ系列全套管钻孔软切割咬合桩的研发与应用 沈保汉/教授级高工/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

软岩桩基承载性能研究 康景文/总工/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

APE液压振动锤施工技术 白大伟/总经理/上海振力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宝峨大口径钻机山东平邑矿难救援 王柳松/副总/宝峨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金泰桩基装备创新与实践 林坚/总经理/上海金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阿特拉斯·科普柯超大直径潜孔冲击器介绍 张巨勇/产品经理/阿特拉斯·科普柯

徐工双轮铣槽机在基础工程中的应用 张忠海/副总/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ZD-3深搅种植桩的技术与应用 周兆弟/董事长/兆弟控股集团

2016年中国深基础施工市场趋势研讨—荷兰ICE市场观察 霍金涛/销售经理/上海艾西伊建筑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超大直径、超深孔嵌岩桩的研究与应用 张良夫/总经理/浙江中锐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板体稳定在软土地基和污染土质处理中的应用 王保建/销售经理/ALLU Stamix Oy

北斗云打桩放线及项目管理系统 李慧生/总经理/深圳市北斗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桩基无损检测国外先进解决方案及典型案例 李侠/高工/欧美大地仪器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桩基础工程风险控制与执业自律 孙宏伟/副总工程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振冲设备在吹填沙地层中的施工研究 朱晓勇/副总/北京振冲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论全夯式扩底灌注桩的抗压、抗拔机理及试验 刘献刚/董事长/江西基业科技有限公司

土筑虎--基础工程垂直产业链平台 发布 陈阳明/董事长/深圳土筑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月月27日日  分会场一分会场一:桩基础施工新桩型、新工艺、新工法桩基础施工新桩型、新工艺、新工法

长螺旋钻孔压灌桩后压浆探讨 王笃礼/总工/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

长螺旋钻孔压灌混凝土旋喷扩孔桩(WZ桩)的应用与工程实
践

王景军/副总/黑龙江省桩基础工程公司

沉管压灌桩的研究与应用 毕建东/董事长/吉林建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螺旋嵌岩桩的工程实践及入岩判定 李式仁/北京海泰克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风动潜孔锤振动旋喷桩技术研究与应用 何世鸣/副总工/北京建材地质工程公司

潜孔冲击高压旋喷桩施工技术研究与应用 张亮/董事长/北京荣创岩土工程公司

超大直径钢管桩尺寸效应研究 龚维明/系主任/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复杂地质条件下全回转全套管灌注桩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 赵建立/东南分公司总工/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大口径冲击反循环钻机在坚硬岩层和卵石砾石地层成孔成
槽实践

唐爱国/工艺科科长/山东省地质探矿机械厂

复合动力桩工钻机及SDL施工工法 邵金安/高工/化工部郑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超大直径硬岩和孤石漂石高速钻进新工艺 萧守让/技术总监/洛阳市桩基础设备研发中心

振动灌注混凝土厚壁管桩 曹荣夏/总经理/上海振中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国家行业标准《劲性复合桩技术规程》宣贯 邓亚光/副总/江苏劲桩科技有限公司

旋喷扩径螺旋挤土灌注桩施工工法 王庆伟/总经理/辽宁波森特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大直径钢管桩关键技术及应用实例 李海军/总经理/江苏巨鑫石油钢管有限公司

长螺旋钻机压灌桩工艺系统中钻机与泵的联动控制技术研
究

马庆松/高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月月27日日 分会场二分会场二:深基坑工程、复合地基、地基处理深基坑工程、复合地基、地基处理

深圳益田地下停车库经典案列分享 刘卡丁/前总工、首席规划师/深圳市地铁集团

软弱土中大面积基坑节约型支护理论与技术 郑刚/教授/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卵石层红砂岩地质条件下深基坑施工关键技术 吴洁妹/总工/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第三工程公司

支撑轴力伺服系统的测控技术研究 姚鸿梁/总经理/上海同禾土木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可控刚度桩筏基础的工作机理和工程实践 周峰/交通学院院长助理/南京工业大学

混凝土扩盘桩现场大比例半面桩可观测试验研究 钱永梅/教授/吉林建筑大学

揭开“深厚软基复合地基处理”后不均匀沉降、差异沉降、
移位和垮塌事件的“面纱”

常雷/董事长/深圳市筑博佳实业有限公司

侧向受荷复合劲桩的作用机理与绿色施工技术 刘全林/总工/上海强劲地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超深基坑中植入预制钢筋砼巨型空腹围护桩墙新技术
的研发

严平/杭州南联公司董事长兼技术总负责/浙江大学建工学
院“杭州南联”工程公司

复杂环境高水位地区深基坑变形控制设计探讨 王荣彦/教高/河南省郑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高压喷射扩大头锚杆技术规程》要点 曾庆意/总经理/深圳钜联锚杆技术有限公司

特殊条件下深基坑支护方案选择和施工工艺优化 王鹏/项目总工/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桩基础工程施工数据平台 韩荣/董事长/北京四维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土地区冲孔灌注桩质量问题及处理措施 施峰/教授级高工/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岩土领域专利数据统计与分析总体态势研究 马利军/副社长/《工业建筑》杂志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王梦恕
中国工程院
院士  

何世鸣
北京建材地址工程公司

副总工  

周兆弟
兆弟控股集团
董事长  

张良夫
浙江中锐重工科技股份有…

总经理

周峰
南京工业大学
交通学院院长助理  

张亮
北京荣创岩土工程公司

董事长  

常雷
深圳市筑博佳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钱永梅
吉林建筑大学

教授



Ville Niutanen

ALLU斯达美克斯公司
总经理  

王保建
ALLU Stamix Oy

销售经理  

王鹏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工  

萧守让
洛阳武轩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李侠
欧美大地仪器设备中国有…

高工  

白大伟
上海振力工程机械设备有…

总经理  

候庆国
山东省地质探矿机械厂

总工  

郑刚
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教授

唐爱国
山东省地质探矿机械厂

工艺科科长  

严平
杭州南联公司
董事长  

林坚
上海金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裴捷
上海捷盛土木工程结构设…

教高

卲金安
化工部郑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高工  

姚鸿梁
上海同禾土木工程科技有…

总经理  

孙宏伟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  

张忠海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

副总

王柳松
宝峨机械设备（上海）有…

副总  

吴洁妹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

主任工程师  

龚维明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桥…

系主任  

曹荣夏
上海振中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式仁
北京海泰克岩土工程有限…

总经理  

韩荣
北京四维星科技有限责任…

董事长  

毕建东
吉林建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景军
黑龙江省桩基础工程公司

副总经理

陈祥福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科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会报名参会报名
国内企业 3000元     境外企业 5000元
1、可有1人参加会议(含会议报名费、资料费、就餐费)。
2、在会议资料上进行列名宣传。

专题技术研讨会专题技术研讨会
国内企业 800元        境外企业 1600元
1、可有1人参加专题技术研讨会(含报名费、资料费、就餐费)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