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第九届国际单轨协会年会（Monorailex2017） 
征文通知 

一、会议简介 

2017 年第九届国际单轨协会年会（Monorailex2017）定于 2017年 9月 8日至 9

日在中国北京市隆重举行。会议主要围绕“基础设施” “车辆工程”“信号与系统

工程”等研究领域展开讨论。旨在为研究单轨交通领域的专家学者及企业发展提供

一个分享研究成果、讨论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探索前沿科技的国际性学术交流平

台。欢迎海内外学者积极投稿和参会。 

大会主办单位： 

 

国际单轨协会 

北京交通大学 

中国单轨交通发展研究中心 

 

大会主席团： 

Carlos Banchik,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onorail Association 

陈峰   副校长        北京交通大学 

张顶立  教授/院长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Peter Keller Vice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onorail Association 

朱尔玉 教授/主任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武农 教授级高工/市场总监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Peter Timan, Fellow Expert, Mass Transit Systems, Transportation, Bombardier 

AK Das IRSSE, FIE(IND), FIRSE(UK), FIPWE(Mal) Key Expert-Signaling and Train Control, The 
Louis Berger Group, INC. 

Peter Wittwer, International Monorail Association 

 

大会科学技术委员会： 

王梦恕 中国工程院院士  

施仲衡 中国工程院院士  

聂建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杜彦良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爱林 教授/校长 北京建筑大学 

仲建华 教高/副主任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专家委员会 

韩宝明 教授/秘书长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专家委员会 

李术才 教授/副校长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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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丹盈 教授/副校长 郑州大学 

杜修力 教授/副校长 北京工业大学 

解伟 教授/副校长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杨庆山 教授/院长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金伟良 教授/院长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田稳苓 教授/院长 河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杜子学 教授/院长 重庆交通大学轨道交通研究院 

蒲黔辉 教授/副院长 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祝兵 教授/副处长 西南交通大学 

盛兴旺 教授/副院长 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高亮 教授/副院长 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 

韩冰 教授/副院长 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 

赵顺波 教授/处长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李庆斌 教授/主任 清华大学 

薛伟辰 教授/主任 同济大学 

安明喆 教授/主任 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桥梁系 

刘福胜 教授/主任 山东农业大学 

张楠 教授/副主任 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桥梁系 

杨永清 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李小珍 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宋波 教授 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 

梁青槐 教授/副主任 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城市轨道交通研究中心 

魏庆朝 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 

季文玉 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 

石志飞 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 

高日 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 

蔡小培 副教授/主任 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道路与铁道工程系 

卢文良 副教授/副主任 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桥梁系 

http://faculty.bjtu.edu.cn/civil/565.html
http://faculty.bjtu.edu.cn/civil/82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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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辉 副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 

刘磊 副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 

文永奎 副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 

田小珑 秘书长 重庆（国际）单轨协会 

卢懋 副秘书长 重庆（国际）单轨协会 

石山 处长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赵建兴 院长 中铁第 1 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院 

林兆宗 副总工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桥梁处  

王华兵 总工程师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城地院 

冯爱军 总工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方鸣 副总工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城市轨道交通中心 

吴焕君 院长 重庆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桑勇 副总工 重庆单轨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谢向阳 副总工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勘察设计院 

任刚 副总工程师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奚华峰 副总工程师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孙加平 部长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中心 

王君 市场经理 中车浦镇庞巴迪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屈海洋 研发经理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任林 副院长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魏振文 董事长 青岛德固特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宋超 部长 青岛德固特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张翊严 总经理 上海仟动衡环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二、论文评审及出版 

本次会议将被的《都市快轨交通》的英文国际刊《Urban Rail Transit》收录出

版。《都市快轨交通》由北京城建设计研究总院与北京交通大学联合创办，被收录

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 

论文应具有学术或实用价值，未在国内外学术期刊或会议发表过；论文排版格

式以及投稿方式详见网站说明。点击链接 http://www.urt.cn/，可见《都市快轨交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bjucd.com%2F&q=%E5%8C%97%E4%BA%AC%E5%9F%8E%E5%BB%BA%E8%AE%BE%E8%AE%A1%E7%A0%94%E7%A9%B6%E6%80%BB%E9%99%A2&ts=1478270549&t=e664d4ff0e32a38054a8c1e2ce01762&src=haosou
http://www.ur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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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介绍及其英文国际刊《Urban Rail Transit》的投稿链接，或直接点击链接

https://www.editorialmanager.com/urrt进入投稿页面。 

审稿流程：本次会议采用先投稿，送专家评审的方式进行，审稿周期约 1-2

月。 

论文全文提交截止日期: 2017 年 7 月 7 日 

接受/拒稿通知：论文投稿后 1-2月 

刊号： 

ISSN:2199-6687(纸质版)  

ISSN:2199-6679电子版) 

 

三、注册费用如下：  

通过《Urban Rail Transit》杂志审核的论文均在该杂志发表，版面费由会议列

支，其余论文均收录大会论文集。 

四、征文主题 

在整个单轨交通领域内的主题我们都欢迎，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1) 单轨交通工程 

(2) 单轨交通项目建设安全与技术发展 
(3) 单轨道交通综合减震技术与设备 
(4) 磁悬浮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5) 通信系统、信号技术、无人驾驶技术 
(6) 电力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安全系统 

(7) 车辆和转向架 
(8) 城轨交通与城市建设融合发展 

(9) 城轨交通项目建设与融资 

(10) 绿色建造工程技术与装备 

 

五、大会网站以及组委会联系方式 

(1) 大会网站: http://www.monorailex.org, http://www.monorail.cn 

(2) 投稿邮箱: 暂无 
(3) 会务组邮箱： eyzhu@263.net , 16125878@bjtu.edu.cn 

 

http://ache2015.org/index.html
mailto:eyzhu@263.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