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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测绘科学与技术） 

三号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促进博士生优秀知识成果交

流，培养博士生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测绘科学与技术）

及研究生培养经验交流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至 27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河

海大学举办。本论坛旨在为测绘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博士研究生，搭建相互交流的

学术平台，通过自由交流与深入探讨，达到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增进友谊、营

造创新氛围的目的。届时，将邀请测绘科学与技术领域的院士及知名专家学者做

专题学术报告。本论坛热忱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共聚一堂，探讨

学术前沿，交流科研成果。论坛组委会面向广大致力于测绘科学与技术领域研究

的博士研究生和高年级硕士研究生征集论文，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题  

>   卫星导航与定位                  >   近景与倾斜摄影测量 

>   卫星及航空重力测量              >   精密工程测量 

>   海洋测绘                        >   资源环境与灾害遥感 

>   LiDAR 与 InSAR 技术             >   无人机遥感与应急测绘             

>   灾害监测与预警                  >   空间数据挖掘 

>   空间数据可视化分析              >   时空大数据与智慧城市 

>   云时代 GIS 数据模型              >   矿山与地下测量     

 

二、论坛组织机构 

论坛组织委员会： 

主席：   龚健雅 武汉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 



副主席：  

吴立新 中南大学 教授、长江学者 

王锦国  河海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院长 教授 

曲永刚 河海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书记 

 

委员 

杨英宝 何秀凤 李浩 岳建平 岳东杰 葛莹 田林亚  杨天 徐佳 苏红军 黄张裕 

刘志强 吴太夏 黄 腾 文援兰 黄其欢 李  嘉 兰孝奇 贾东振 王 前 何  敏 

周绍光 郑德华 王山东 陈仁喜 薛朝辉 蒋 弥 肖儒雅 吴怿昊 何丽娜 李桂华 

杨彪 王守光 陈光保 潘 鑫 沈月千 王笑蕾 章浙涛  

秘书处： 

秘书长： 张晓祥 河海大学   

秘 书：  王 前 潘 鑫 沈月千 王笑蕾 章浙涛 丁 远 施宏凯 宋敏峰  

 

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  

名誉主席 

刘经南   武汉大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建成   武汉大学副校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元喜   中国科学院院士 

龚健雅   武汉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主席 

吴立新  中南大学   长江学者、教授 

委员 

龚健雅  武汉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 

孙 群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 

沈云中  同济大学   教授 

李志林  香港理工大学 千人计划、教授 

周顺平  中国地质大学 教授 

童小华  同济大学   长江学者、教授 

姚宜斌  武汉大学  长江学者、教授 

朱建军  中南大学   教授 

朱 庆   西南交通大学 长江学者、教授 

刘国祥  西南交通大学 院长、教授 

徐爱功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院长、教授 

阳凡林  山东科技大学  院长、教授 

魏峰远  河南理工大学  院长、教授 

张 勤   长安大学      教授 

彭军还  中国地质大学  教授 

郑南山  中国矿业大学 副院长、教授 

曾琪明  北京大学   教授 

潘耀忠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姚顽强  西安科技大学 院长、教授 



吴学群 昆明理工大学 副院长、教授 

李满春 南京大学 书记、教授 

金双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院长、教授 

胡伍生 东南大学  教授 

吴 浩  华中师范大学  教授 

袁林旺  南京师范大学 院长 教授 

万剑华  中国石油大学 教授 

徐天河  山东大学    教授 

李明峰 南京工业大学院长、教授 

王 坚  北京建筑大学 副院长、教授 

何秀凤 河海大学  教授 

杨英宝  河海大学  副院长、教授 

 

三、会议地点与日程安排 

会议地点：河海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佛城西路 8 号 

会议时间：2019 年 10 月 25 日至 27 日 

 

重要日期：论坛重要截止日期具体安排见下表 

 
 
 
 
 



日期 内容 

2019 年 09 月 15 日 全文/详细摘要、沙龙主题提交截止 

2019 年 10 月 15 日 发送参会回执截止 

2019 年 10 月 25 日 现场注册报到 

2019 年 10 月 26 日-27 日 会议召开 

 

论坛议程安排： 

10 月 25 日全天：报到与现场注册 

10 月 26 日上午：开幕式、特邀报告 

10 月 26 日下午：专题报告、分组报告 

10 月 26 日晚上：博士生主题沙龙暨学术联谊会 

10 月 27 日上午：专题报告、分组报告 

10 月 27 日下午：专题报告与闭幕式 

四、学术交流形式 

论坛设特邀主题报告、分会场口头报告、学术沙龙等不同类型的交流形式。 

1.论坛特邀报告 

论坛将邀请测绘学科院士与知名学者作特邀报告 

2.分会场口头报告 

分会场口头报告的语言可为中文或英文 

口头报告的地点与时间安排将于后续通知公布。摘要提交请务必选择归属的

专题。 

3.博士生主题沙龙暨学术联谊会 



根据选定的主题（可与论坛主题相同，也可自行组织，由博士生个人提出申

请，经评选认定后自行邀请参与者）自由交流。 

五、会议费用 

1.会议不收取会务费；交通费、住宿费：参会者自理 

2. 会议期间，承办单位为所有与会人员提供自助餐 

六、论文投稿要求 

投稿论文应未在学术刊物、其他会议或论文集上公开发表；内容具有一定的

前瞻性和创新性，不涉及秘密信息；论点明确、数据可靠、图表清晰、文字精炼。

提交论文可以是全文或详细摘要两种形式，全文字数在 5000-8000 字左右，详

细摘要字数不少于 1000 字，摘要提交请务必选择归属的专题。论文格式请参照

论文格式（附件 1）格式进行编排，文章应包含中英文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

等要素、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信息；投稿论文请注明作者姓名、职称、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和 E-mail 地址。投稿论文以（.doc/.docx）格式发送至 

shkcehui@hotmail.com，邮件标题统一以“第一作者+题名+投稿主题”命名。 

七、优秀论文评选 

为激励、表彰优秀学生、本次大会拟开展青年优秀论文评选活动，本论坛设

立“优秀论文奖”若干名，由大会学术委员会组织实施。大会将成立评审专家组对

提交论文进行评审，根据评审意见及现场报告表现进行评选，评选优秀论文需提

交全文。论文将全部收录到《2019 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测绘科学与技术）

电子论文集》，优秀论文安排在《测绘科学》、《测绘通报》、《地理与地理信

息科学》上发表。颁奖仪式在闭幕式进行。 

 



八、论坛参会回执 

请参会人员务必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前，填写回执（附件 2）发送至

shkcehui@hotmail.com。 

九、会议赞助与展览 

大会欢迎测绘科学技术领域相关仪器厂商前来设展，交流最新技术成果、展

示仪器设备等，请有意向的单位、厂商直接与会议秘书处联系，商讨具体相关事

宜。 

会议联系人：  文援兰  王前  何秀凤  杨英宝 

联系电话：025-83786961，  E-mail： shkcehui@hotmail.com 

 

 

                                          河海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 年 10 月 10 日 



附件 1 论文格式 

标题为黑体小三号字 

 
姓 名

1,2
，姓名

1,2
，（楷体_GB2312 五号） 

1.作者单位正式对外名称，省份（不要加“省”字） 城市（具体到地级市，不要加“市“字） 邮政编码；

（楷体_GB2312，小五号字） 

 

摘 要：将中文摘要粘贴至此处，注意缩写词要与中文题目、英文题目和正文一致。将中文

摘要粘贴至此处，注意缩写词要与中文题目、英文题目和正文一致。将中文摘要粘贴至此处，

注意缩写词要与中文题目、英文题目和正文一致。将中文摘要粘贴至此处，注意缩写词要与

中文题目、英文题目和正文一致。将中文摘要粘贴至此处，注意缩写词要与中文题目、英文

题目和正文一致。将中文摘要粘贴至此处，注意缩写词要与中文题目、英文题目和正文一致。

将中文摘要粘贴至此处，注意缩写词要与中文题目、英文题目和正文一致。将中文摘要粘贴

至此处，注意缩写词要与中文题目、英文题目和正文一致。将中文摘要粘贴至此处，注意缩

写词要与中文题目、英文题目和正文一致。（楷体_GB2312，五号） 

关键词：关键词一；关键词二；关键词三（楷体_GB2312，五号） 

 

项目标注：项目完整正确的名称(项目编号); 项目完整正确的名称(项目编号)（楷体

_GB2312，五号；） 

 

1 一级标题黑体、小四号，段前段后 0.5行，行距固定值 17磅 

文章正文为宋体 5号字。段前段后 0行，行距固定值 17磅。文章正文为宋体 5号字。

段前段后 0 行，行距固定值 17 磅文章正文为宋体 5 号字。段前段后 0 行，行距固定值 17

磅文章正文为宋体 5号字。段前段后 0行，行距固定值 17磅文章正文为宋体 5号字。段前

段后 0行，行距固定值 17磅文章正文为宋体 5号字。段前段后 0行，行距固定值 17磅文章

正文为宋体 5号字。段前段后 0行，行距固定值 17磅。 

2 一级标题黑体、小四号，段前段后 0.5行，行距固定值 17磅 

2.1  二级标题黑体、五号，段前段后0.5行，行距固定值17磅 

文章正文为宋体 5号字。段前段后 0行，行距固定值 17磅。文章正文为宋体 5号字。

段前段后 0 行，行距固定值 17 磅文章正文为宋体 5 号字。段前段后 0 行，行距固定值 17

磅文章正文为宋体 5号字。段前段后 0行，行距固定值 17磅文章正文为宋体 5号字。段前

段后 0行，行距固定值 17磅文章正文为宋体 5号字。段前段后 0行，行距固定值 17磅文章

正文为 0宋体 5号字。段前段后 0行，行距固定值 17磅。 

2.1.1  三级标题宋体、五号、加粗，段前段后 0.5行，行距固定值 17磅 

文章正文为宋体 5号字。段前段后 0行，行距固定值 17磅。文章正文为宋体 5号字。

段前段后 0 行，行距固定值 17 磅文章正文为宋体 5 号字。段前段后 0 行，行距固定值 17

磅文章正文为宋体 5号字。段前段后 0行，行距固定值 17磅文章正文为宋体 5号字。段前

段后 0行，行距固定值 17磅文章正文为宋体 5号字。段前段后 0行，行距固定值 17磅文章



正文为宋体 5号字。段前段后 0行，行距固定值 17磅。 

参考文献 

[1]  
[2]  
[3]  

 

English Title（Arial 四号） 

Name1,2, Name1,2 (Times New Roman 5 号) 

1．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2．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Times New Roman 5 号 
Key words:  keyword1; keyword3; keyword3 (Times New Roman，5 号) 
 
 

                     

第一作者简介：姓名（19**—），性别，学历，职称，研究方向为************。 

E-mail： 

通信作者：姓名（19**—），性别，学历，职称，研究方向为************。 

E-mail： 

 



附件 2  回执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人  手机/座机  E-mail  邮编  

参会人员信息  

姓名 任职部门 职务/职称 性别 民族 手机 备注 

       

       

       

预定房间数量 单人（        ）间      双人间（        ）间 

接送站信息 到达日期（     月    日）    航班号（       ）    返回日期（    月    日）   航班号（      ） 



附件 3  酒店路线图 

1.维也纳酒店（距离河海大学江宁校区大概 500米） 

 

 
 

2.爱丁堡饭店（距离河海大学江宁校区大概 2.5公里） 

 

 

 



3.河海大学江宁校区附近其他快捷酒店 

 



附件 4  交通路线 

一、南京南站 

 

最佳路线：地铁 s1号线 

1、步行约 150-300米,乘地铁 s1号线 

2、乘坐地铁 s1号线,经过 2站, 到达河海大学·佛城西路站 

3、步行约 290米,到达河海大学江宁校区 

 

二、南京站 

 

最佳路线：地铁 1号线 → 地铁 s1号线 

1、从南京火车站步行约 350米,到达南京站 

2、乘坐地铁 1号线,经过 13站, 到达南京南站（也可乘坐地铁 3号线） 

3、步行约 150米,换乘地铁 s1号线 

4、乘坐地铁 s1号线,经过 2站, 到达河海大学·佛城西路站 

5、步行约 290米,到达河海大学江宁校区 

 

三、禄口机场 

 

路线 

从禄口机场 约步行 82.0米到禄口机场站地铁站， 乘坐地铁 S1号线经过 5站，在河海

大学佛城西路站下车； 约步行 515.0米便到达终点河海大学江宁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