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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亮点 
● 讨论桥梁新规范主要变化及关注热点；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范》 

● 跟随操作-掌握 Civil +Civil Designer 桥梁新

规范设计要点； 

● 跟随操作-掌握 FEA 钢箱梁桥仿真分析； 

● 跟随操作-掌握 FEA 钢桥疲劳分析; 

● 跟随操作-掌握桥梁抗震专题及操作技巧； 

活动背景 
一、《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15）正式稿已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正式实施，《公路钢筋混凝土及

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D62-2016）更新在即。为了让工程师对桥梁新规范有整体性认识，北京迈达斯公

司在全国进行了“启航新规范交流会”，和各大设计院的桥梁设计人员探讨交流新混凝土规范的主要变化及关注热点。 

二、最新修订的《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范》（JTGD64-2015）和《公路钢混组合桥梁设计与施工规范》

（JTG/TD64-01-2015）已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颁布实施。钢桥具有自重轻，强度高，寿命长和更环保的特点，因

此重庆市政府明确指示要大力推进钢结构桥梁建设，已成立钢结构产业集团，政府投资、主导的桥梁从规划设计开始

全面应用钢结构。 

三、2008 年 9 月 2 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公路桥梁抗震设计细则》（JTG/T B02-01-2008），作为公路工程行

业推荐性标准，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2015 年 5 月 15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了《中国地震

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按照新的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川渝地区新建桥梁项

目都需要进行抗震计算，抗震计算将逐渐成为桥梁设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诚邀您参加 
MIDAS 2016 

重庆桥梁技术交流会 
上机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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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安排 

11 月 30 日 — MIDAS 2016  重庆桥梁技术交流会 

12 月   1 日 —“新规范专题”、“抗震专题”跟随操作 

12 月   2 日 —“钢桥 FEA”跟随操作 

详细安排-11 月 30 日 

MIDAS 2016  重庆桥梁技术交流会 

•活动时间：11 月 30 日(星期三)    下午 13:30~17:30    

•地    址 ：重庆市江北区北滨一路 365 号哈曼酒店 2 楼 2 号厅 

•主要讲师：钱江（总监）   

讲师简介 

钱江（MIDAS IT 中国区技术中心总监） 

MIDAS 首席抗震专家 

企划完成《设计计算书》、《城市桥梁设计规范》、《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等功能 

参与多个技术资料的编写，如已出版丛书《midas civil 常见问题解答》以及 midas 

在线资料库，在线帮助等；担任高端收费培训及全国多家大客户单位的主要讲师； 

斜拉桥、悬索桥等复杂类型桥梁的金牌讲师。 

 

详细日程 

日期 环节 内容 讲师 时间 

11 月 30 日 

下午 

13:30-14:00 
培训会签到 

领取技术资料 
主持人 30min 

14:00-14:10 致欢迎词 罗江林 10min 

14:10-15:40 
混凝土新规范 

热点问题及解决方案 
钱江 90min 

15:40-16:00 茶歇、交流、答疑 20min 

16:00-17:00 
MIDAS 软件在钢桥分析中的应

用与解决方案 
钱江 60min 

17:00-17:30 现场交流、答疑 钱江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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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安排- 12 月 1 日 

MIDAS 2016  “新规范专题”、“抗震专题”跟随操作 

•活动时间：12 月 1 日（星期四)    全天 09:00~18:00   

•地    址 ：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 66 号   重庆交通大学河海学院二楼机房 

•主要讲师：王喜盈（讲师）  李兆阳（讲师） 

讲师介绍-上机培训班 

王喜盈        工学硕士                                                                                       李兆阳       工学硕士 

MIDAS IT   技术支持工程师                                                               MIDAS IT  技术支持工程师 

MIDAS       资深讲师                                                MIDAS      高级讲师 

参与多个技术资料的编写如                                         担任高端收费培训及川渝地区主要                         

《midas Civil 常见问题解答》                                     讲师，具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和丰富 

以及 midas 在线资料库，在线                                                             的培训经验。                                         

帮助等。 

日期 环节 内容 讲师 时间 

12 月 1 日 

上午 

9:00-9:30 
上机班签到 

领取技术资料 
主持人 30min 

9:30-10:40 
Civil Designer 桥梁设计 

软件跟随操作（一） 
李兆阳 70min 

10:40-10:50 茶歇、交流、答疑 10min 

10:50-12:00 
Civil Designer 桥梁设计 

软件跟随操作（二） 
李兆阳 70min 

12 月 1 日 

下午 

12:00-14:00 午餐、休息 120min 

14:00-15:40 
桥梁抗震设计操作与技巧

（Civil Designer 抗震操作） 
王喜盈 100min 

15:40-16:00 茶歇、交流、答疑 20min 

16:00-17:40 
Pushover 分析方法 

与跟随操作 
王喜盈 110min 

17:40-18:00 现场答疑 
李兆阳 

王喜盈 
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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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安排- 12 月 2 日 

MIDAS 2016  “钢桥 FEA”跟随操作 

•活动时间：12 月 2 日（星期五)    全天 09:00~18:00   

•地    址 ：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 66 号   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学院二楼机房 

•主要讲师：崔杰  梁华 

讲师介绍 

崔杰（MIDAS 技术中心-桥梁产品部经理） 

长期负责与韩国技术研发部门沟通，负责软件功能维护； 

负责 MIDAS 大型网络培训； 

负责 MIDAS 技术资料编写和 MIDAS 在线技术资料库的建立。 

对 midas FEA 产品见解独到，在北上广地区开展多场 FEA 交流会； 

 

梁华（MIDAS 技术中心） 

具有项目咨询背景，曾主导上海隧道院管片加固分析和唐山规划院钢桥仿真分析； 

开展一系列异型箱梁仿真网络培训工作； 

在北上广开展针对非用户的"FEA 用户直通车项目"。 

主要负责全国各单位的 midas FEA 技术培训工作。 

 

详细日程 

日期 环节 内容 讲师 时间 

12 月 2 日 

上午 

9:00-9:30 
上机班签到 

领取技术资料 
主持人 30min 

9:30-9:40 钢桥计算热点问题 崔杰 10min 

9:40-10:40 钢箱梁桥仿真分析 1 梁华 60min 

10:40-11:00 茶歇、交流、答疑 20min 

11:00-12:00 钢箱梁桥仿真分析 2 梁华 60min 

12 月 2 日 

下午 

12:00-14:00 午餐、休息 120min 

14:00-16:00 钢桥疲劳分析 崔杰 120min 

16:00-16:20 茶歇、交流、答疑 20min 

16:20-17:00 现场答疑 崔杰 梁华 4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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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形式 

•交流会+“新规范、抗震专题”+“钢桥 FEA”：800 元/人   

•交流会+“新规范、抗震专题”：600 元/人   

•交流会+“钢桥 FEA”：          600 元/人   

注：因交流会场地和机房数量受限，导致参会名额有限，报名参会人员均需提前填表回执，方便统计人数，准备资料； 

培训费用可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类型为： 技术服务费； 

交通信息-11 月 30 日下午交流会（重庆市江北区 哈曼酒店） 

公交路线：到华新街公交站等，步行即可到达； 

地铁路线：3 号线  华新街下，步行 820m 即到； 

自驾车：重庆市江北区北滨一路 365 号（哈曼酒店 2 楼 2 号

厅）； 

停车场信息：会场停车收费，如需停车请会后向 Midas 工作

人员索要免费停车券。 

 

 

交通信息-上机培训班（重庆交通大学河海学院、土木学院） 

 

地铁线路：3 号线  二塘（交通大学）站 1 号出口右边下，步

行 50m 即到三号门进； 

 

自驾车：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 66 号 重庆交通大学河海学院 

 
 
 

 

温馨提醒 

1、 本次活动分为交流会和上机培训班，根据您的安排可以都报名参加或者分开报名参加，报名以最终

回执单为准，回执单见附件； 

2、 由于 12 月 1 日、2 日上机培训不在同一个机房，报名参加上机培训班的工程师请注意地址； 

3、 参会人员产生的路费、住宿费、餐费自理； 

北京迈达斯技术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