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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届环境与工程地球物理国际会议（ICEEG2022） 

（第二号通知） 

 
浅地表地球物理指运用物理学原理和方法对地球表层进行的探测理论

和应用研究。浅地表支撑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人类一方面从中获取

水和矿物，并构建现代城市必需的地下空间容纳水、电、气、通讯、交通

等管网系统；另一方面将人类活动产生的各种废物排放和掩埋于其中，形

成人类纪特有的地质层。无论从技术层面（物理）还是非技术层面（政治，

社会，法律）来看，浅地表地球物理学都越来越重要。人工智能技术近年

来在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浅地表地球物理探测和监

测方法技术的支撑。中国由于城市化进程与地球物理技术发展的契合，地

球物理工作者拥有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好的科学研究机遇。因此，为了促进

交流、提高环境和工程地球物理探测水平，为在该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

术开发和生产应用的工作者们提供广泛交流及切磋的一流平台，第十届环

境与工程地球物理国际会议（ICEEG2022）将在美丽的首都北京、地球科学

著名学府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召开。我们热诚欢迎广大专家学者投稿并

参加会议。 

一、会议概况 

会议主题：工程环境地球物理与智能探测技术 

会议时间：2022年 6月 

会议地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国际会议中心 

主要发起单位：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浅地表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环境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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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长安大学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浙江大学 

吉林大学 

主办单位：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承办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会议专题： 

1. 城市地下空间地球物理探测 

2. 高频面波理论和应用 

3. 探地雷达技术及应用 

4. 浅地表地球物理进展 

5. 工程地球物理 

6. 水文与环境地球物理 

7. 灾害地球物理调查 

8. 考古地球物理 

9. 无人机探测 

10.智慧城市地球物理 

11.智能探测技术 

12.地球物理监测技术 

13.地球物理仪器与软件 

14.浅层主动源与被动源地震探测 

15.青年科学家论坛 

二、会议组织机构 

1.  组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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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主席：滕吉文 杨文采 彭苏萍 林  君 底青云 

大会主席：邹长春 

执行主席：钱荣毅 夏江海 李红谊 徐义贤 田  钢 殷长春 杨  进 

Ed Woolery   Klaus Holliger   胡祥云 王绪本 柳建新 

李  貅 薛国强 程久龙 曾昭发 

秘 书 长：钱荣毅 江国明 刘国峰 贾正元 郭林燕 

秘 书 组：崔秋云 李  婷 王  猛 张致付 高建军 张  刚 李传辉 

曾卫华 杨春颖 

2.  学术委员会 

主    任：夏江海 

委    员：何继善 杨文采 彭苏萍 林  君 底青云 郭  建 邹长春 

徐义贤 柳建新 田  钢 王绪本 殷长春 胡祥云 曾昭发 

李  貅 夏江海 杨  进 李红谊 钱荣毅 

三、会议时间、地点及会议工作语言 

会议时间：2022年6月23日至6月26日（6月23日报到） 

会议地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国际会议中心 

会议语言：英语或者汉语（PPT讲稿采用英文） 

会议日程安排（待定）： 

时间 会议安排 

6 月 23 日 全天 报到 

6 月 24 日 
上午 会议开幕式、特邀报告 

下午 分专题报告 

6 月 25 日 
上午 分专题报告 

下午 分专题报告 

6 月 26 日 
上午 分专题报告 

下午 会议闭幕式 

四、会议论文投稿、评审与出版 

会议论文要与本次会议主题及专题内容相关，符合要求的稿件经评审

后，将予以录用。本次会议只接收英文论文，会议论文集（英文版）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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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皇家物理学会(IOP)出版社，并于2022年统一发表。会议论文被EI检索。 

投稿邮箱：ICEEG2022@163.com 

截稿时间：2022年2月10日 

经评审录用的论文交纳论文评审费与版面费（为汇款方便，以下将评

审费和版面费共计1100元/篇统称为“会议论文出版费”，其中版面费1000

元，评审费100元）。 

会议论文出版费：1100元/篇（4页内）。 

请在2022年4月15日前按照以下会议银行账号交纳论文版面费，未交纳

论文版面费，视为自动放弃论文刊登。优秀论文（经过扩充后）将推荐到

《地球物理学报》、《Journal of Applied Geophysics》和《Journal of Earth 

Science》等源刊发表。审稿费和版面费由作者另行支付。 

五、会议注册及版面费  

4月15日前：会议论文出版费：1100元/人； 

4月30日前注册：注册费：1200元/人，学生：900元/人； 

4月30日后及会场注册：注册费：1800元/人，学生：900元/人。 

说明：学生在现场注册时须提供能证明其学生身份的证件。如特殊情

况不能与会者，会后可退2/3注册费。 

会议注册费请通过银行汇款方式： 

帐户：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帐号：0200 0076 0901 4454 432 

开户行：工商行北京紫竹院支行 

汇款须注明：“ICEEG2022注册费+单位+姓名”，汇款后请及时通过

邮件（ICEEG2022@163.com）告知汇款人单位名头和税号，以便后续开具

发票，方便汇款后核对。如无特殊要求，版面费与注册费开具在一张发票

上，如有特殊要求请通过上述邮箱及电话告知。发票会提前开具，与会者

可在会场领取，如因特殊原因无法参会者，可联系会务组要求发票邮寄。 

六、会议食宿 

会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住宿地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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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会议参展 

会议期间为各单位、厂商提供展位，供展示、介绍其产品及技术成果，

包括各类地球物理仪器及相关设备、计算机软件、方法及技术成果等。为

了给有关组织和公司提供业务宣传和软硬件技术推广的场所，本届大会推

出三种赞助类别。 

金牌赞助：提供10平方米的展位，免4人会议注册费，赠送5本会议论

文集，在会议指南上登一个版面的文字介绍。国外赞助者费用3000美元，

国内赞助者费用人民币20000元。 

银牌赞助：提供6平方米的展位，免2人会议注册费，赠送2本会议论文

集，在会议指南上登1/2版面文字介绍。国外赞助者费用1800美元，国内赞

助者费用人民币12000元。 

铜牌赞助：提供4平方米的展位，免1人会议注册费，赠送1本会议论文

集，在大会指南上登1/3版面文字内容。国外赞助者费用1000美元，国内赞

助者费用人民币8000元。 

拟参加展览的单位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开始通过电子邮箱登记。（具

体见附件：参展报名表）。 

八、联系方式  

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刘董壹（15231592918）   王  惠（17863967060） 

贾正元（13811990010）   张致付（13552216346） 

郭林燕（17319021336）   李传辉（15910277877）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物理

与信息学院第十届环境与工程地球物理国际会议筹备组 

邮编：100083  

会议网站：http://www.iceeg.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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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参会乘车路线 

 

1、乘坐火车到达的代表 

北京站： 

1）乘坐地铁2号线西直门站转城轨13号线在五道口站下车，步行800米

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2）出租车约18km； 

 

 
 

北京南站： 

1）乘坐地铁4号线西直门站转城轨13号线在五道口站下车，步行800米

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2）出租车约18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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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站： 

1）乘坐地铁9号线国家图书馆站转4号线，在西直门站转城轨13号线在

五道口站下车，步行800米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2）出租车约15km； 

 

 

2、乘坐飞机到达的代表：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1）乘坐机场线东直门站转2号线，在西直门站转城轨13号线在五道口站

下车，步行800米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2）出租车约3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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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1）乘坐大兴机场线草桥站转10号线，在知春路站转城轨13号线在五道

口站下车，步行800米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2）出租车约6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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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参展报名 

参展报名表 

参展单位 

Manufacturer or Dealer 
 

联系人 

Contact 
 

电子邮箱 

Email 
 

联系电话 

Telephone 
 

预定展位数量 

Number of display desks 

you need 

（勾选 Please check ） 

□1       □ 2      □ 3 

备注：因展厅面积有限，请参展单位于 2022年 4月 10日前将

参展报名表发送至 ICEEG2022@163.com 邮箱，邮件主

题格式“ICEEG2022展览‐单位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