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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 IUGG 中委会顾问陈运泰院士当选“亚洲与大洋洲

地球科学学会（AOGS）”主席 

在刚刚结束的第 10 届“亚洲与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Asia and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简称 AOGS）学术年会上，IUGG 中国委员会顾问、IUGG
中国委员会前主席陈运泰院士当选为亚洲与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主席，任期两年

（2014-2016）。 

AOGS 成立于 2003 年，是亚洲与大洋洲重要的地球科学学术组织，每年举

行一次学术大会。本届 AOGS 年会于 6 月 24-28 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除

了学术交流平外，大会还进行了新一届执委会的换届选举。根据 AOGS 章程，

执委会是 AOGS 的领导和管理核心，包括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司库，由 AOGS
提名委员会提名并经全体大会成员投票产生，每届任期 2 年。据悉，在本次选举

中，陈运泰院士以高票当选为下届主席，成为 AOGS 成立十年以来第一位来自

中国大陆的主席。 

在大会第一天的开幕式上，陈运泰院士还以其“在地震震源研究、地震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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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实践方面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以及为国际和亚洲科学界做出的无私服务和

为 AOGS 的创立与发展付出的不懈努力”被授予 2013 年度 AOGS“艾克斯福特

奖”（Axford Medal Award）。“艾克斯福特奖”以著名空间物理家威廉•伊恩•艾克

斯福特（W. Ian Axford）命名，旨在表彰在地球科学研究领域取得杰出学术成就，

并为推动亚洲与大洋洲科学合作做出无私贡献的科学家。自 2010 年颁发以来，

共有 4 位科学家获奖，陈运泰院士也是第一位获此荣誉的中国大陆科学家。 

AOGS 现任主席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佐竹健治（Kenji Satake）教授给陈运

泰院士颁发了奖章。他在颁奖词中高度赞扬了陈院士在地震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杰

出学术成就和他多年来为 AOGS 的创立与发展所做的无私奉献。 

陈运泰院士 196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66 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球

物理研究所，199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 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TWAS）院士，现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地球与空

间科学学院名誉院长。陈运泰院士长期从事地震学和地球物理学研究，在地震波

理论、地震震源理论和数字地震学研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国际上在地震学

和地球物理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陈运泰院士长期活跃在地球物理

国际合作领域，在多个国际科学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并荣获嘉奖。他曾连续两届

担任国际大地测量学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简称 IUGG）执行局委员，并长期领导 IUGG 中国委员会工作，自

2012 年一直担任亚洲地震委员会（ASC）副主席。2010 年，陈运泰院士荣获 2010
年度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国际奖”（AGU International Award）。 

陈运泰院士积极参与并推动 AOGS 的创立与发展，为 AOGS 的创立和发展

做出了大量工作，并积极鼓励中国科学家参与 AOGS 活动。他多次担任 AOGS
大会固体地球分会主席及 AOGS 学术期刊主编。在 2011 年召开的第 8 届 AOGS
大会上，陈运泰院士受邀在大会开幕式“艾克斯福特讲座”（Axford Lecture）上

作特邀报告。 

陈运泰院士当选为 AOGS 主席并荣获 AOGS“艾克斯福特奖”体现了 AOGS
对他所取得的杰出学术成就和为亚洲与大洋洲地球科学国际交流与合作所做巨

大贡献的高度评价。 

热烈祝贺陈运泰院士当选 AOGS 主席并荣获 AOGS“艾克斯福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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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奖仪式（2013.06.25）     

 
陈运泰院士致答谢词（2013.06.25） 

日本东京大学佐竹健治教授颁奖词 

颁 奖 词 

AOGS 主席日本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佐竹健治（Kenji Satake） 

“亚洲与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AOGS）很荣幸地宣布授予陈运泰教授 2013
年度 AOGS“艾克斯福特奖”（Axford Medal Award），以表彰他在地震震源研

究、地震学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以及为国际和亚洲科学界做出

的无私服务和为 AOGS 的创立与发展付出的不懈努力。 

陈运泰教授深入研究了地震波传播、震源、以及震源过程与形变或重力变化

之间的关系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与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李昂

•诺波夫（Leon Knopoff）教授合作就震源动力学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其

中提出的“旋转地震学”等基本概念至今仍有深远的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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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运泰院士运泰教授开创性地将地震矩张量引入中国地震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他投入大量精力研究地震破裂过程反演，并对中国及其周边地区

的一些重大地震的震源过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进入 21 世纪以来，他一直致力

于为地震应急反应服务的快速确定震源破裂过程的工作。陈运泰教授也是率先将

数字地震学和强地面运动地震学引入中国这样一个大地震多发、地震观测与地震

研究历史悠久的国家的科学家之一。 

陈运泰教授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士，

2010 年荣获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国际奖”（AGU International Award）。 

陈运泰教授积极致力于地球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曾在多个国际科学组织中

担任重要职务。他曾连续两届担任国际大地测量学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UGG）

执行局委员，多次应邀在亚洲地震委员会（ASC）、国际地震学与地球内部物理

学协会（IASPEI）大会作特邀报告，自 2012 年起一直担任 ASC 副主席。 

陈运泰教授广泛参与地震预测研究的国际交流并发挥重要作用。2009 年意

大利拉奎拉地震发生后，意大利政府邀请了 10 位国际著名的地震专家组成国际

地震专家委员会对地震预报的现状和认知水平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陈运泰院士

是受邀专家组的成员之一。 

陈运泰院士为 AOGS 的创立与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积极鼓励

中国科学家参与 AOGS 活动。他本人还曾在 2004-2006 年担任 AOGS 大会固体

地球分会主席，2006 年、2007 年担任 AOGS《地球科学进展》论文集主编。在

2011 年于台北召开的第 8 届 AOGS 大会上，陈运泰院士应邀在大会开幕式“艾

克斯福特讲座”（Axford Lecture）上作特邀报告。 

（王传艺 译）

陈运泰院士答谢词 

答 谢 词 

我对被授予 2013 年度亚洲与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AOGS）“艾克斯福特

奖”深感荣幸。当我接到 AOGS 主席佐竹健治（Kenji Satake）教授的信，告诉

我获得这一声誉极高的奖项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也感到十分愉快。 

回顾我自 1962 年以来的科学生涯，有 3 件事完全出乎我的预料。首先，我

从来没有想过我能有机会出国，在研究生毕业 15 年后、也就是中国“文化大革

命”刚刚结束仅 1 年后，参加 1977 年在英国达勒姆召开的国际地震学与地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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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物理学协会（IASPEI）和国际火山学与地球内部化学协会（IAVCEI）联合科

学大会。随后，又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球物理和行星物理研究所

（IGPP/UCLA）开始博士后研究。此后，我有幸能经常地参加许多国际学术交

流活动，从而大大开阔了我的科学视野。我深信：对外开放、进行广泛的国际科

技交流是科技发展重要内容和先决条件。没有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我在科学领

域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结果。 

其次，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当选为中国科院院士（1991 年）和发展中国家

科学院院士（1999 年）。坦率地讲，这些荣誉的获得不仅仅是因为我辛勤的工

作，而且还得益于幸运之神的眷顾，幸运地赶上了好的天时地利。 

第三，作为一个专业是与重大自然灾害研究有关的地球科学家，我从未梦想

到有一天会被授予某个奖项，尤其是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奖。人类当前面临着诸多

严重的问题，如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灾害频发等问

题。这些问题影响着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的

后果。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跨学科合作，需要科学

家和决策者共同努力。由于这些难题大都直接或间接与地球科学有关，在灾害发

生时，地球科学家难免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遑论得奖。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免受地质灾害的影响是地球科学家的天职。近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们在促进将地

震破裂过程研究成果应用于地震灾害的快速应急响应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虽

然我们的研究成果在某些重大地震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但远未能满足防震减灾

的强烈的需求。因此，我想借此机会感谢 AOGS 将“艾克斯福特奖” 授予我，

对我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和为 AOGS 所做的工作予以肯定。我也感谢所

有在我科学道路上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的老师、同事和朋友。最后，谨向我的夫

人郑琪琴女士、我的父母和我所有的家庭成员致以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一直以

来对我研究工作的理解和鼎力支持。                        

（王传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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