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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OpenITS研究计划联盟大会会议通知 

（第二轮） 

继第一届 OpenITS联盟大会去年 10月在中山大学召开以来，在会员单位的

共同努力下，OpenITS研究计划的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为了总结近一年

来 OpenITS的工作进展，协调推进下一阶段的各项工作，提升 OpenITS研究计划

在国家智能交通科技领域的战略地位，经协商，第二届 OpenITS 大会定于 6 月

26～27日在武汉理工大学召开。 

本次会议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共同承办，会议主题为“正本

清源-大数据背景下的交通小数据研究”，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讨论 OpenITS

研究计划中提出的 5个 Open的工作内容及实施计划。 

本次会议交通费自理，不收取注册费，会议期间的食宿费用由武汉理工大学

提供（参会代表如需要报销差旅的住宿发票，可与会务组联系）。 

    2015年6月25-28日正值第三届交通信息与安全国际会议（ICTIS），同地点

召开，欢迎大家参加（25日报到，26-27日会议，议程附后。） 

 会议主席 

王云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严新平（武汉理工大学） 

 会议日程 

 6 月 26日（周五）：会议注册、欢迎晚宴 

 

   报到酒店：武汉滨湖大厦酒店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325号(湖北省

                         博物馆斜对面)，酒店电话：027-68892222-2018 ） 

    晚宴：两江游 （18点从滨湖大厦集中坐车到达长江码头） 

 6月27日（周六）：大会，地点：武汉理工大学余家头校区航海楼9楼报

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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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联系人： 吴超仲，电话:13349878361，openits_whut@whut.edu.cn    

附件一：第二届OpenITS联盟大会议程 

附件二：5个Open工作组召集人名单 

附件三：拟参会人员名单 

附件四：ICTIS国际会议议程 

 

附件一： 

第二届OpenITS联盟大会议程 

一、09:00～12:00 OpenITS联盟大会报告 （航海楼9楼报告厅） 

1、09:00～10:20 大会报告 

主持人：华盛顿大学 王印海教授 

（1）09:00～09:10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吴忠泽理事长讲话  

（2）09:10～09:30 总结OpenITS联盟工作进展 

（3）09:30～10:20 大会特邀报告 

2、10:20～10:35 茶歇 

3、10:35～12:00 大会主题发言 

主持人：同济大学 杨晓光教授 

建议主题：专车，互联网+，“十三五”交通科技规划，交通大数据，停车，新能

源汽车，车路协同 

拟发言嘉宾：（每人5-10分钟，其余时间与会人员自由发言） 

中山大学 余志教授 

华盛顿大学 王印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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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云鹏教授 

武汉理工大学 严新平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 贾利民教授 

长安大学 赵祥模教授 

东南大学 王炜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 贾利民教授 

北京工业大学 关宏志教授 

辛辛那提大学 魏恒教授 

同济大学 杨晓光教授 

清华大学 张毅教授 

浙江大学 王殿海教授 

交通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王长君教授 

二、12:00～12:15 合影 

三、12:15～13:00 午餐 

四、13:30～17:15 OpenITS研究计划专题研讨会 

1、13:30～16:00 5个OpenITS工作组分组讨论 （5个小会议室） 

主持人：各工作组召集人 

讨论议题：5个Open工作组工作进展、工作组建设的方向和发展规划 

2、16:00～16:15 茶歇 

3、16:15～17:15 OpenITS全体大会 （航海楼9楼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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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云鹏教授 

（1）16:15～16:45各组召集人向OpenITS大会汇报讨论情况（每组6分钟） 

（2）16:45～17:15 会议总结、宣布下一任轮值理事长，大会闭幕致辞 

六、17:30 晚餐 

 

附件二： 

5个Open工作组召集人名单 

1. 0pen  Architecture共同召集人： 

李志恒（清华大学）、邱志军（阿尔伯塔大学）、黄合来（中南大学）、蔡铭（中山大学） 

2. 0pen  Data共同召集人： 

吴超仲（武汉理工大学）、李萌（清华大学）、钟任新（中山大学） 

3. 0pen  Platform共同召集人： 

何兆成（中山大学）、惠飞（长安大学）、邱红桐（无锡所） 

4. 0pen  Evaluation共同召集人： 

马晓磊（北航）、孙剑（同济大学）、于海洋（北航） 

5. 0pen  Question共同召集人： 

马万经（同济大学）、王华（哈工大）、翁剑成（北工大） 

 

附三： 

拟参会人员名单（共64人，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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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姓名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吴忠泽 

同济大学 杨东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云鹏 

阿尔伯塔大学 邱志军 

华盛顿大学 王印海 

辛辛那提大学 魏恒 

安徽科力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王家捷 

清华大学 张毅 

浙江大学 王殿海 

北京交通大学 贾利民 

武汉理工大学 严新平 

武汉理工大学 吴超仲 

重庆交通大学 简晓春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 温慧敏 

东南大学 王炜 

公安部交通管理 王长君 

同济大学 杨晓光 

北京四通智能交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关积珍 

长安大学 赵祥模 

中南大学 黄合来 

中山大学 余志 

中山大学 何兆成 

中山大学 蔡铭 

中山大学 钟任新 

中山大学 邓院昌 

深圳市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 关志超 

广东岭南通股份有限公司 谢振东 

广东方纬科技有限公司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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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李志恒 

清华大学 李萌 

清华大学 姚丹亚 

同济大学 孙剑 

同济大学 马万经 

北京工业大学 翁剑成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鲁光泉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戴继峰 

交通部公路研究院 李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余贵珍 

浙江大学 陈喜群 

北京交通大学 毕军 

长安大学 惠飞 

长安大学 安毅生 

西北工业大学 陈小锋 

交通部科学研究院 张为 

华南理工大学 龚峻峰 

重庆交通大学 蔡晓禹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空间信息与资源环境规划系 聂佩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晓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于海洋 

同济大学 唐克双 

上海海事大学 翁金贤 

北京四通智能交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刘静 

西南交通大学 杨飞 

北京交通大学 姚恩建 

东南大学 杨敏 

哈尔滨工业大学 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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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交通大学 刘伟 

北方工业大学 刘小明 

大连海事大学 于滨 

同济大学 杨超 

东南大学 陆建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邱红桐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 邓兴栋 

 

附件四 

第三届“交通信息与安全国际学术会议”（ICTIS 2015） 

中国武汉 2015 年 6 月 25 日 - 6 月 28 日 

http://www.ictis-online.org 

会 议 通 知 

 “交通信息与安全国际学术会议”（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and Safety, ICTIS）是由中国、美国、加拿大三个国家交通运输领域的国家级协会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China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 CCTA）、美国土

木工程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ASCE）和加拿大土木工程师协会（Canadian 

Society for Civil Engineering, CSCE）联合主办，武汉理工大学（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T）承办的高水平学术盛会和国际交流平台，每两年举办一次。 

第三届“交通信息与安全国际学术会议”（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and Safety, ICTIS 2013）将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至 6 月 28 日在中国武汉举办。本

次会议主题是“大数据环境下的交通信息与安全”，将邀请世界各国交通运输领域的专家、

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参会交流，集中研讨交通运输领域（道路、铁路、水运、航空，以及城

市交通等）中交通信息和交通安全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设备等，展示交通信息与

安全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应用经验，促进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和技术经验的交流，为交通信息

与安全领域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提供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 

交通运输系统的高效、安全、可靠和环境友好是营运的关键。大数据技术及应用是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运用基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提升交通运输系统的安全性，是

当今交通信息与安全领域的研究热点，也是本届会议关注的重点。ICTIS2015 将重点展示大数

http://www.ictis-onl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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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背景下交通系统信息采集、处理和应用的新方法、新进展和新应用，探讨交通安全的理论

基础、分析方法和预防措施，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议题。 

本届大会有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希腊、荷兰、葡萄牙、新加坡、韩国、日本

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众多代表与会。其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毅、加拿大科学院、

工程院双院士 Victor C.M. Leung 教授等国内外著名的学者莅临大会做 KEYNOTE SPEECH，以及

TR-B、TR-C、TR-D、TR-F 等交通运输领域顶级的期刊主编参会做特邀报告。 

ICTIS 2015 组委会 

附件：    ICTIS 2015  会议安排 
一、 6 月 25 日全天报到 

二、 6 月 26 日全天集中大会，11 个 KEYNOTE SPEECH。 

三、 6 月 27 日全天分会场交流，10 个 SESSION（24 个 INVITED SPEECH）。 

四、 6 月 28 日全天 SPECIAL SESSIO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Emerging Technologies for High-fidelity Land Use Transport Interaction 

Modeling: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Initiatives 

另外，国际会议期间同期召开的专题会议包括： 

一、 “交通信息与安全科研基地主任论坛”（30 多家科研基地的主任）。 

二、 “安全风险评估与决策科学主题论坛”（30 多位国内外学者参会）。 

三、 “OPEN ITS”会议（全国 50 多位学者与会）。 

 

2015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五 

活动 时间  

开幕式 08:00– 08:20 武汉理工大学、CCTA,ASCE,CSCE,IEEE 代表致辞 

全体会议 Session A 
Keynote Speech1 

Keynote Speech2 

08:20–9:45 

LI Deyi，中国工程院院士 

Victor C.M. Leung，加拿大科学院、工程院双院士，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茶歇 9:45–10:00  

全体会议 Session B 
Keynote Speech3 

Keynote Speech4 
Keynote Speech5 

10:00 – 12:00 

WU Zhongze,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理事长 

ZHANG Weibing, IEEE 代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 PATH 中心教授 

Laurence Rilett，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教授，
ASCE Fellow 

http://www.baidu.com/link?url=XyMUBaiEZCrgoj5m2ui_DsCQkZdHGdq0OOIkOYMPkma3u-DAMCcXRW4M0BE-p7V4hXN1ui3g09soNmUTHYut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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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全体会议 Session C 
Keynote Speech6 

Keynote Speech7 

Keynote Speech8 
13:30 – 15:30 

Guedes Soares Carlos，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教授 

Jin Wang，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教授 

Gabriel Lodewijks，荷兰代尔夫特大学教授 

茶歇 15:30 –15:50  

全体会议 Session D 
Keynote Speech9 
Keynote Speech10 

Keynote Speech11 

15:50– 17:50 

Markos Papageorgiou，希腊克里特理工大学 

John Douglas Hunt，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教授 

Yichang (James) Tsai，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 

 

2015 年 6 月 27 日，星期六  分会场 

08:30 –12:00  (注意: 10:10 – 10:30 茶歇) 

分会场 1A: 车辆安全辅助驾驶与车路协同技术 

 

邀请报告 1A-1, 1A-2; 演讲 1A-01 ~1A-13 

分会场 2A: 船舶深远海航行安全技术 

邀请报告 2A-1,2A-2; 演讲 2A-01 ~2A-12 

分会场 3A: 数字航运与海事信息化 

邀请报告 3A-1,3A-2; 演讲 3A-01 ~3A-11 

分会场 4A: 交通系统风险评估理论与方法 

邀请报告 4A-1,4A-2; 演讲 4A-01 ~4A-12 

分会场 5A: 交通运输安全与人因工程 

邀请报告 5A-1,5A-2; 演讲 5A-01 ~5A-12 

分会场 6A: 交通大数据采集、处理与仿真方法 

邀请报告 6A-1,6A-2; 演讲 6A-01 ~6A-13 

 

13:30 – 17:30 (注意: 15:10 – 15:30 茶歇) 

分会场 1B: 智能综合运输系统与安全 

邀请报告 1B-1, 1B-2; 演讲 1B-01 ~1B-13 

分会场 2B: 船舶深远海航行安全技术 

邀请报告 2B-1,2B-2; 演讲 2B-01 ~2B-12 

http://www.baidu.com/link?url=VoDRMNodKAgcJAvIbMAlsTkdF7yjviXR2Iz6uCSf_Z_VcT0PZwLHDXoeaue-LFjVpyGrMD_8B0C6cJ1WIdAysAgmvXW8zizGAbfbjTwn82G
http://www.baidu.com/link?url=6QqTdVV67W3EGjskOz-Cha4YSwunTHK0YzKoG08CbsMKxq1K5QOwhKZevNq70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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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3B: 航空运输安全理论与技术 

邀请报告 3B-1,3B-2; 演讲 3B-01 ~3B-12 

分会场 4B: 基于大数据的运输安全分析方法 

邀请报告 4B-1,4B-2; 演讲 4B-01 ~4B-11 

分会场 5B: 交通安全与应急的决策方法 

邀请报告 5B-1,5B-2; 演讲 5B-01 ~5B-11 

分会场 6B: 基于大数据的交通控制、发布方法与应用 

邀请报告 6B-1,6B-2; 演讲 6B-01 ~6B-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