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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学术大会 

第二轮通知 

 

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CNC-IUGG: 

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致力于地球科学研究，旨在推动和协调地球及其在星际空

间中的环境研究；促进大地测量、地球物理以及相关地学方面需要的国

内与国际合作，注重把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地

球资源探测、减轻地球自然灾害、改善和保护地球环境和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等。为了加强对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的理解，及时总结两者在

理论、技术与应用方面的最新进展与成果，促进技术交流，由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CNC-IUGG)主

办，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承办的第四届“中国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学

术大会”（4th CCGG：4th Congress of China Geodesy and Geophysics，以下

简称“大会”）拟定于 2021 年 7 月 17 日-18 日（16 日报到）在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召开。 

一、会议宗旨 

“大会”旨在发展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地球系统科学国际学术交流

会议，促进 CNC-IUGG 的发展以及结合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发起的

“未来地球”（Future Earth）计划，促进四大计划中委会的科学家共



同参与等方面有所贡献。“大会”注重学科交叉发展，有助于实现我国

从“地学大国”向“地学强国”的跨越，并为中国地球科学工作者提供

一个与国际相关领域顶尖科研人员进行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二、会议主题与征稿范围 

主题：海上丝绸之路与地球系统科学 

     （Maritime Silk Road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s） 

会议形式：采用大会、联合分会、各协会分会等会议形式，内容包

含“大会”特邀报告、分会场专题交流等。“大会”将结合相关主题邀

请国内外知名院士、专家、行业领导、业内精英进行特邀报告，同时设

立优秀学生论文奖。 

征稿范围：冰冻圈、大地测量学、地磁学与高空物理学、水文科学、

气象学与大气科学、海洋物理学、地震学与地球内部物理学、火山学与

地球内部化学以及前述交叉科学。 

三、大会委员会组成 

⚫ 指导委员会（SC） 

主 席：杨元喜、郝芳 

副主席：吴国雄、陈运泰 

成 员（按姓名拼音排序）： 

陈大可、陈俊勇、陈颙、陈晓非、陈宜瑜、程国栋、崔鹏、戴

永久、傅伯杰、高锐、黄荣辉、赖远明、李建成、刘嘉麒、吕达仁、

穆穆、秦大河、石广玉、石耀霖、孙和平、王赤、王会军、魏子卿、

夏军、许厚泽、徐祥德、徐义刚、姚檀栋、于贤成、张建云、张人



禾、张小曳 

⚫ 学术委员会（SOC） 

主  席：夏军 

副主席：杨元喜、徐义刚 

成 员（按姓名拼音排序）： 

陈学恩、程鹏飞、党亚民、丁永建、丁志峰、符力耘、宫勋、

郭正府、黄小龙、康世昌、李丽、刘志雨、穆穆、史建魁、王蕾、

王小军、王鑫、肖佐、张建新、张杰 

⚫ 组委会（LOC） 

联席主席：操应长、王庆林 

副 主 席：李建平、刘大可、周东华、郭宗河 

秘 书 长：党亚民 

副秘书长：丁志峰、郭正府、刘明、张全德、赵健、彭军还、

张北斗 

⚫ 大会工作组 

组 长：党亚民 

副组长：丁志峰、郭正府 

成员： 

➢ IACS 分会： 

主 席：丁永建 

秘书长：康世昌 

成 员（按姓名拼音排序）： 

车涛、陈世强、陈拓、陈显尧、程晓、丁明虎、董文杰、杜德斌、方一

平、耿雷、黄杰、侯书贵、胡永云、高晶、金会军、李传金、李国玉、李荣

兴、李新、李熙晨、李志军、刘时银、牟翠翠、任贾文、罗勇、穆彦虎、庞



洪喜、史贵涛、田立德、盛煜、孙波、王根绪、王宁练、王世金、王晓明、

温家洪、吴青柏、吴通华、效存德、谢周清、徐柏青、杨军、杨清华、宜树

华、张光涛、张威、赵林、赵井东、周尚哲、朱立平 

➢ IAG 分会： 

主 席：党亚民 

秘书长：蒋涛、王伟 

成 员（按姓名拼音排序）： 

边少峰、秘金钟、柴洪洲、陈俊平、郭春喜、李博峰、柳林涛、焦文海、

何秀凤、罗志才、欧阳永忠、彭军还、曲国庆、沈云中、孙付平、孙汉荣、

万剑华、王坚、王振杰、徐爱功、袁运斌、姚宜斌、蔚保国、张小红、章传

银 

➢ IAGA 分会： 

主 席：肖佐 

秘书长：史建魁 

成 员（按姓名拼音排序）： 

杜爱民、方涵先、胡友秋、刘瑞元、吕建永、马淑英、申旭辉、王赤、

王国军、吴建、薛向辉、徐文耀、杨惠根、易凡、袁运宾、张东和、甄卫民 

➢ IAHS 分会： 

主 席：刘志雨 

秘书长：张建新、王小军 

成 员（按姓名拼音排序）： 

陈  杰、陈松生、陈晓宏、陈亚宁、陈元芳、程海云、丁永建、傅旭东、

刘俊国、刘小莽、刘志雨、庞忠和、彭文启、田富强、王大刚、王国庆、王

平、吴吉春、徐宗学、许月萍、杨大文、于静洁、张建新、赵铜铁钢 

➢ IAMAS 分会： 

主 席：穆穆 

秘书长：王鑫、王蕾 

成 员（按姓名拼音排序）： 

包庆、毕磊、卞建春、陈建民、陈文、丹利、丁爱军、丁瑞强、段建平、



段民征、胡永云、黄建平、李建平、李婧、李熙晨、陆春松、彭怡然、郄秀

书、任宏利、汤秋鸿、田文寿、汪名怀、吴波、张义军、赵传峰、赵德峰、

朱彤 

➢ IAPSO 分会： 

主 席：陈学恩 

秘书长：宫勋、袁春鑫 

成 员（按姓名拼音排序）： 

高郭平、高会旺、李晓明、李强、宋振亚、孙军 

➢ IASPEI 分会： 

主 席：丁志峰 

秘书长：李丽 

成 员（按姓名拼音排序）： 

陈 凌、陈棋福、段永红、黄清华、刘杰、刘瑞丰、马胜利、倪四道、宋

晓东、吴庆举、吴忠良、杨顶辉、姚华建、张伟、张海江、周仕勇 

➢ IAVCEI 分会： 

主 席：郭正府 

秘书长：黄小龙 

成 员（按姓名拼音排序）： 

白志达、陈立辉、陈宣谕、樊祺诚、郭正府、黄少鹏、黄小龙、雷建设、

李霓、李永军、刘嘉麒、单玄龙、史仁灯、田伟、夏群科、许建东、徐义刚、

于宋月、张铭杰、张招崇、赵慈平、赵勇伟、赵子福、郑建平 

四、主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中

国委员会(CNC-IUGG) 

承办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协办单位：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山东科

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地震学会大地测量与地震



动力学专业委员会 

五、会议注册与论文提交 

1. 会议注册网址： http://ccgg2021.csp.escience.cn/dct/page/1 

2. 论文提交： 

参会者须提交论文详细摘要。为保证会议质量，会议学术工作组将

对论文全文进行评审，精选出部分优秀青年论文授予青年论文奖，如果

您参与最佳青年论文评选，请务必增投论文全文。 

3. 时间节点： 

会议提前注册时间 2021年 7 月 15日前 

论文摘要投稿时间 2021年 6 月 1 日前 

论文全文提交时间 2021年 6 月 15日前 

4．注册缴费:  

会议按以下标准收取会议注册费： 

          注册时间 

参会人员  
7 月 15 日前注册 现场缴费 

学生参会人员 1000 1400 

普通参会人员 1200 1800 

注：为方便会议组织与经费管理，一经缴费，概不退费。 

（1） 大会收款统一由银行对公汇款，建议尽量采用网上汇款方式

支付。 

（2） 个人账号汇款需要开单位发票，请在汇款备注栏中附注单位

信息。 

（3） 汇款后请交款人将会议名称、交款人姓名、电子邮箱及发票抬

mailto:汇款后请交款人将会议名称、交款人姓名、电子邮箱及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电话等开票信息发至协会邮箱810513275@qq.com


头、纳税人识别号、电话等开票信息发至协会邮箱

810513275@qq.com，届时协会将发票发送交款人电子邮箱。 

（4） 建议参会单位及个人 5 月起提前汇款，以便及时开具发票。 

（5） 银行汇款 

开户名称：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7111010182600296340 

用  途：会议费 

发  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汇款时请注明：CCGG +姓名+单位+手机 

联系人：姚丹   （010）68187080   13121788441 

六、会议地址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长江西路 66号 

 

 

mailto:汇款后请交款人将会议名称、交款人姓名、电子邮箱及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电话等开票信息发至协会邮箱810513275@qq.com
mailto:汇款后请交款人将会议名称、交款人姓名、电子邮箱及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电话等开票信息发至协会邮箱810513275@qq.com


七、大会秘书处 

联系人：孙伟、刘明、杨强、陈棉 

电话：0532-86983265 

      010-63880706 

传真：0532-86981833 

      010-63880703 

邮箱：iugg2021@126.com 

八、大会分会设置（附件 1） 

九、推荐酒店及其预定方式（附件 2） 

十、其他事项 详见会议网站，最新通知以网站为准 

 

 

 

 

 

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21 年 4 月 10 日            

 



 

附件 1：“大会”分会设置 

 编码 分会名称 分会召集人 小计 

Joint 

Session 

JS01 海洋大地测量 
杨元喜，刘焱雄，王振杰，

薛树强，徐天河 
 

JS02 

CNC-IAVCEI 与 CNC-IASPEI

联合分会：岩浆活动的深部过

程与机制 

郑建平、雷建设、黄小龙、

陈凌、陈棋福、倪四道 
 

JS03 

CNC-IAMAS、CNC-IACS 和

CNC-IAPSO联合分会：大气-海

洋-冰冻圈”三圈耦合系统对气

候和人类活动的响应与影响 

李建平、刘屹岷、祝从文、

康世昌、效存德、宫勋 
 

   3 

IAGA 
A01 地磁高空与导航定位 吕建永、甄卫民、倪彬彬  

   1 

IACS 

C01 冰冻圈快速变化过程与机理 康世昌、赵林、杨清华  

C02 冰冻圈与其他圈层相互作用 罗勇、王根绪、陈显尧  

C03 
冰冻圈工程、灾害与可持续发

展 
吴青柏、方一平、杜德斌  

C04 冰冻圈遥感与大数据 李新、李荣兴、张廷军  

   4 

IAG 

G01 精密定位与参考框架应用 党亚民、张小红、陈俊平  

G02 导航定位与位置服务 徐爱功、焦文海、袁运斌  

G03 重力场与垂直基准 柴洪洲、郭春喜、罗志才  

G04 大地测量监测与地球动力学 姚宜斌、彭军还、章传银  

   4 

IAHS 

H01 
支撑解决“四大水问题”的水文

水资源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 
张建新  

H02 变化环境下的地表水文过程 
王国庆、许月萍、刘小莽、

陈杰 
 

H03 
全球变化下的水文气象与水文

气候关键问题 
杨大文、王大刚  

H04 水文水资源青年国际论坛 王小军、施瑾  

H05 
典型区域生态水文过程及其变

化 
于静洁、赵铜铁钢、王平  

   5 

IAMAS 

M01 大气探测与遥感 王鑫、段民征  

M02 
大气电学过程与上下大气层能

量耦合 
郄秀书、张义军  

M03 青藏高原对全球气候的影响 黄建平、吴国雄、徐祥德  

M04 
人类活动的天气和气候效应：

辐射能量平衡和大气水循环 

赵传峰、汪名怀、彭怡然、

王鑫、陆春松 
 

M05 无缝隙预报 任宏利、包庆、吴波  



 

M06 大气化学 朱彤、陈建民、赵德峰等  

M07 大气物理 丁爱军等  

M08 平流层 
田文寿，胡永云，陈文，卞

建春 
 

M09 IAMAS 青年论坛 
李婧、丁瑞强、毕磊、李熙

晨 
 

M10 区域气候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 丹利、汤秋鸿、段建平  

   10 

IAPSO 

P01 海洋学进展 
陈学恩、高郭平、李晓明、

李强 
 

P02 
大洋及边缘海海洋物理和生物

化学过程  
孙军等  

P03 
“海-气-冰”耦合系统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宫勋、宋振亚、高会旺  

   3 

IASPEI 

S01 
地球内部多尺度结构成像与动

力学过程 
姚建华、黄建平  

S02 
地震震源过程和地震波传播规

律研究 
张伟、丁志峰  

   2 

IAVCE

I 

V01 
岩浆作用过程与地球层圈相互

作用 

徐义刚、张招崇、夏群科、

赵子福、陈立辉、李永军、

史仁灯、于宋月 

 

V02 
火山活动的资源、环境与气候

效应 

郭正府、许建东、黄少鹏、

李霓、白志达、张铭杰、田

伟、赵慈平、单玄龙、赵勇

伟、陈宣谕 

 

   2 

合计 34 

“大会”拟将8个分委会的编码（CODA）设置如下：  

IAGA中国委员会：A (Aeronomy, Geomagnetism) 

IACS中国委员会：C (Cryosphere) 

IAG中国委员会：G (Geodesy) 

IAHS中国委员会：H (Hydrology) 

IAMAS中国委员会：M (Meteorology) 

IAPSO中国委员会：P (Physical Oceanography) 

IASPEI中国委员会：S (Seismology, Geophysics) 

IAVCEI 中国委员会：V (Volcanology, Geochemistry) 

联合分会：JS（Joint Session）  



 

附件 2：推荐酒店及其预定方式 

序

号 
酒店 地址 价格 联系电话 备注 

1 
青岛康大豪

生大酒店 

黄岛区长江西路

159 号 

450元/大床及

双床房（含双

早） 

郭经理：

15610077887 

房间包含 100个大床+100个双

床。距离石油大学 673米。 

2 
青岛蓝海金

港大饭店 

黄岛区长江西路

66号 

450元/大床及

双床房（含双

早） 

马经理：

18678969905 

房间包含 50个大床+30个双床

+6个套房。距离石油大学 868

米。 

3 
青岛海都大

酒店 

黄岛区长江中路

218 号 

336元/大床及

双床(含双早) 
徐经理：

15192707273 

房间包含 50个大床+50个双床

海都 A座。距离石油大学 2.3

公里。 

黄岛区长江中路

218 号 

436元/大床及

双床（含双

早） 

房间包含 200个大床+200个双

床海都 B座。距离石油大学 2.3

公里。 

4 
青岛开元名

都大酒店 

黄岛区长江中路

230 号 

450元/大床及

双床房（含双

早） 

徐经理：

18366298285 

房间包含 70个大床+80个双

床。距离石油大学 2.1公里。 

5 
青岛金石国

际大酒店 

黄岛区井冈山路

与珠江路 

交叉路口东南角 

450元/大床及

双床房（含双

早） 

林经理：

15588660087 

房间包含 40个大床+40个双

床。距离石油大学 2.6公里。 

6 
青岛维也纳

智好酒店 

黄岛区长江中路

459 号 

450元/大床及

双床房（含双

早） 

刘经理：

18561864000 

房间包含 40个大床+40个双

床。距离石油大学 1.6公里。 

7 
青岛鑫隆假

日大酒店 

黄岛区长江西路

177 号 

280元/大床及

双床房（含双

早） 

程经理：

13573852511 

房间包含 8大床+22双床。距离

石油大学 697米。 

8 
青岛世纪海

丰大酒店 

黄岛区长江中路

459 号 

358元/大床及

双床房（含双

早） 

王经理：

15621711762 

房间包含 58大床+68双床。距

离石油大学 2公里。 

9 
青岛世贸海

悦大酒店 

黄岛区香江路

55号 

300元/大床及

双床房（含双

早） 

张经理：

18663953103 

房间包含 50大床+50双床。距

离石油大学 3.3公里。 

10 
青岛宏运大

酒店 

黄岛区香江路

227 号 

360元/大床及

双床房（含双

早） 

刘经理：

18661960692 

房间包含 15大床+35双床。距

离石油大学 3.9公里。 

11 

汉庭优佳青

岛开发区江

山南路酒店 

黄岛区香江路

223 号 

420元/双床房

（含双早） 

王经理：

13953236292 

房间包含 20双床。距离石油大

学 3.9公里。 

12 
青岛锦江之

星 

黄岛区井冈山路

438 号 

269元/大床及

双床房（含双

早） 

万经理：

18661815080 

房间包含 25大床+25双床。距

离石油大学 2.4公里。 



 

13  
青岛蓝海钧

华大饭店  

黄岛区海南路

499 号  

380元/大床及

双床房（含双

早）  

刘经理： 

18705381888  

房间包含 30大床+100双床。距

离石油大学 13公里。 

大床总计 736，双床总计 860，

套房 6间，合计房间 1602。 

 

注意：鉴于青岛 6月进入旅游旺季，请参会人员务必于 2021年 5月 31日前在

注册系统中提前选择酒店，便于会务组提前预定酒店（仅需提前选择酒店，入

住时在酒店前台交费）。5月 31日后，会务组不再提供酒店预定服务，请参会

人员自行订购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