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7年中国地理学会(华北地区)学术年会

会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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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

本届大会主题是“地理智慧与区域协同发展：责任、视

野与行动”。希望通过深入学术交流，明确地理学家的社会

责任，开拓学术视野，探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新理论、新技

术、新方法和新思想，用地理智慧破解区域发展难题，以务

实行动应对“未来地球”计划提出的问题与挑战。

大会学术指导委员会

傅伯杰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地理

科学学部部长、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昌明 国际地理联合会原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地理学报》

主编，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周成虎 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宫辉力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华北地区代表处主任，首都师范大

学校长、教授

冷疏影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

部一处处长、研究员

宋长青 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

学部执行部长、教授

樊 杰 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

院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杨小平 国际地貌学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林 珲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教授、空间与地球信息科学

研究所所长

柴彦威 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王 民 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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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成 中国地理学会自然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城市与

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崔保山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教授

大会组织委员会

张国友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执行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张军海 河北省地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

学学院院长

徐全洪 河北省地理学会理事长，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所长

任国荣 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任建兰 山东省地理学会理事长，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教授

王中良 天津市地理学会理事长，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李 京 北京市地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宝 音 内蒙古自治区地理学会理事长，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

院教授

王国梁 山西省地理学会理事长，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崔建军 河北省地理学会秘书长

路 紫 河北师范大学旅游系主任、教授

王 卫 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葛京凤 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李仁杰 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陈小雷 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副书记

赵红杰 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办公室主任

郭中领 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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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提示

1．用餐安排（5月12-14日）

用餐地点：观和国际酒店一楼西雅厅自助餐

5月12日 晚餐：17:30—19:30

5月13日 早餐：7:00—8:00

午餐：12:00—13:30

晚餐：18:30—19:30

5月14日 早餐：7:00—8:00

午餐：12:00—13:30

晚餐：18:30—19:30

2．会务组联系方式

酒店会务组房间：观和国际酒店8楼818房间

会议联系人：

赵红杰 电话：13785198656 0311-80787601

李 灿 电话：13780318359 0311-80787631

韩 倩 电话：18330117766 0311-80787609

志愿者联系人：

刘 哲 电话：15031125573 0311-8078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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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5月 13日上午：大会开幕式与主题报告（8:30-12:00）
主持人

地点：河北师范大学会议中心一层报告厅

8:30-9:00

会议开幕式

1.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华北地区代表处主任，

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宫辉力致辞

2. 河北师范大学校长蒋春澜致辞

3. 河北省科协副主席张德强致辞

4. 河北省地理学会理事长徐全洪致辞

张军海

9:00-9:40 代表合影、茶歇

9:40-12:00

大会主题报告

1. 周成虎（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

士,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新一代 GIS的发展

2. 樊 杰（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中科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我国空间规划的新趋

势及地理学的应对

3. 柴彦威（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城市

与环境学院教授）：城市时空行为研究与规划的

国际比较

4. 王 民（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基于十国高中地

理教科书的难度比较、内容特色与地理智慧培养

思考

王 卫



5

5月 13日下午：分会场主题报告交流（14:00-18:30） 主持人

第一分会场
主题：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区域地理研究实践

地点：博物馆第一会议室

吕拉昌
丁疆辉

第二分会场
主题：新型城镇化与全域旅游的人文地理学思考

地点：理科群 4号楼（资环学院）C305教室

周春山
孙桂平

第三分会场
主题：遥感与GIS创新及地理大数据挖掘方法

地点：理科群 4号楼（资环学院）B208会议室

夏丽华
袁金国

第四分会场
主题：地理智慧与环境问题

地点：河北师范大学会议中心一层报告厅

王中良
林媚珍

第五分会场
主题：水土资源利用、评价与优化管理

地点：理科群 4号楼（资环学院）五楼报告厅

赵旭阳
赵元杰

第六分会场
主题：地貌过程与环境演变

地点：理科群 4号楼（商学院）A204会议室

杨小平
许清海

第七分会场
主题：面向"未来地球"的地理教育理念与方法创新

地点：理科群 4号楼（商学院）A404报告厅

王 民
任国荣

平行会议

《地理学报》编委会会议（14:00开始）

地点：博物馆第二会议室
刘昌明

河北省高校地理学科院长联席会暨河北省地理科学

实验教学中心推广会（16:00开始）

地点：理科群 4号楼（资环学院）C405教室

张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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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4日上午：大会主题报告与闭幕式（8:30-11:50）
主持人

地点：河北师范大学会议中心一层报告厅

8:30-10:00

大会主题报告

1．SURESH C. RAI（印度国家地理学会秘书长、印

度德里大学德里经济学院地理系主任）： Indigenous
Knowledg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ractices
in the Sikkim Himalaya
2．宫辉力（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华北地区代表

处主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教授 ）：区域地面沉

降多元场耦合模式与调控机制研究

3．常春平（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

授）：河北坝上土地沙化现代过程及其防治

葛京凤

10:00-10:20 茶歇

10:20-11:20

4．蔡晓兵（Esri中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大数据时代关于智能 GIS的几点思考

5．梁军（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走向大地理时代—地理科学、技术与工程的融合

李仁杰

11:20-11:50
大会闭幕式

1．优秀青年论文颁奖仪式

2．大会总结

张国友

5月 14日下午：会后实习（13:30-17:30）

地点：革命圣地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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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报告交流内容
（5月13日下午14:00-18:30）

第一分会场：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区域地理研究实践
地点：博物馆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吕拉昌、丁疆辉

报告题目及顺序

上半场

序号 报告人 单位 报告名称

1 于 琛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市中心城区热岛效应时空分异

2 杨 亮 邢台学院
基于消费水平的不同收入群体家庭碳排放谱研究—以北京城镇

居民为例

3 邵 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子系统协调发展评价-基于空间过滤视角

4 吕拉昌 首都师范大学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北京城市发展

5 王春智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市经济重心的空间演变及其轨迹分析

6 李 哲 陕西师范大学
雄安新区土地城镇化趋势预测及建议—基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

区的经验借鉴

7 郝 静 河北师范大学 京津冀内陆平原区 PM2.5浓度时空变化定量模拟

下半场

序号 报告人 单位 报告名称

8 石超艺 华东理工大学 从白洋淀演变千年史看雄安新区千年规划的水资源困境与出路

9 赵明华 山东师范大学 地缘经济视角下山东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研究

10 孟德友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高速铁路发展中我国省际费用可达性及消费能力格局变化

11 李 智 南京师范大学 基于城乡相互作用的乡村复兴研究

12 谷 缙 山东师范大学 济南市贫困人口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3 曹欣欣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半岛城市群高新技术产业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14 尹向来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生活城镇化评价--生活方式视角下的城镇化研究

15 王晶晶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半岛城市群区域创新产出空间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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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会场：新型城镇化与全域旅游的人文地理学思考
地点：理科群4号楼（资环学院）C305教室

主持人：周春山、孙桂平

报告题目及顺序

上半场

序号 报告人 单位 报告名称

1 邓鸿鹄 中山大学 广州市短租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2 满 洲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城市居住区周边土地混合度对居民通勤交通碳排放的影响

3 王亚平 山东师范大学 城镇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4 张楠楠 河南大学
多元空间主体作用下回族社区宗教空间生产—以禹州市角坪村

清真寺重建为例

5 岳俊升 河南理工大学 顾及物理与社会因素的应急避难场所适宜性评价

6 申晓燕 鲁东大学 基于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的“东华山”经济关系演化规律研究

7 张 玉 山东师范大学 基于地缘基础的对外联系通道的形成与路径创造

下半场

序号 报告人 单位 报告名称

8 王开泳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下中国的人口空间格局变化与预测分析

9 晨 星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基于社区参与的民族村寨文化景观资源评价体系构建—以广西

桂林龙脊景区为例

10 郎月华 河北师范大学 基于多源 VGI的旅游行为及景区关注度研究—以九寨沟为例

11 孙飞翔 首都师范大学
人口迁移、文化多元性促进了城市创新吗？—来自中国 270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12 李丽娟 河南理工大学 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与全域旅游的人文地理学思考

13 黄婉玲 中山大学 中国城市经济开放度时空演化及影响机制

14 袁玉珂 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城镇化新常态阶段的基本特征与应对策略

15 张国俊 广东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排斥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

16 魏宗财 华南理工大学 是同城还是区域：对广佛跨界地区协同发展的思考



9

第三分会场：遥感与GIS创新及地理大数据挖掘方法
地点：理科群4号楼（资环学院）B208会议室

主持人：夏丽华、袁金国

报告题目及顺序

上半场

序号 报告人 单位 报告名称

1 黄 琦 清华大学 基于遥感等多源信息灌溉面积监测评估方法

2 曹荣青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省 2000-2012年森林丧失量时空分布动态

3 申丽娜 天津师范大学 基于 spot数据的海河流域植被覆盖度变化图谱特征

4 孙雷刚
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

研究所
基于遥感技术的植被生长健康状况诊断研究

5 马燕飞 邯郸学院
集成多源遥感数据的逐日田块尺度（30m）地表蒸散发估算与

验证

6 苏 翠
北京国测星绘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资源三号卫星影像及新型应用服务模式介绍

7 李 亮
北京麦格天渱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地理大数据挖掘-影像点云数据融合自动处理分析技术

8 王蕊秀
Esri 中国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地理数据智能分析与多态展现

下半场

序号 报告人 单位 报告名称

9 谈可歆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基于大数据方法的自然人文景点的游客情感特征比较研究

10 徐 欣 河北师范大学 基于 VGI的旅游地理研究探索

11 马昕琳 北京大学 基于 GPS数据的北京郊区居民一周生活节奏及模式研究

12 尹 旭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基于 POI数据的石家庄主城区零售业空间集聚识别及分析

13 赵英琨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
三维 GIS技术进展——SuperMap三维实践

14 乔丽刚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

有限公司
低空航测助力智慧城市

15 张宁
河北长风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CreatMap时空信息云平台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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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会场：地理智慧与环境问题
地点：河北师范大学会议中心一层报告厅

主持人：王中良、林媚珍

报告题目及顺序

上半场

序号 报告人 单位 报告名称

1 孙 喆 西南大学 高分辨率降水氧氘同位素变化及洞穴水响应：以鸡冠洞为例

2 王小伟 河北师范大学 基于 CLM4.5的风蚀尘释尘量模拟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3 李海霞 山东财经大学 基于投影寻踪模型的中国环境质量评价与空间分异

4 张明明 长安大学 近 25年兰州市影响滑坡的降雨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5 高 涛 菏泽学院
Trends in precipitation extremes over the Yellow River basin,
North China: Changing properties and causes

6 周 玲 邢台学院 青海湖裸鲤耳石微量元素的组成特征及环境示踪

7 郭 鑫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市中心城区草地夏季降温效益评估

8 杨青林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中国城市碳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9 张莹莹 山东财经大学 济南市城市建成环境与私家车出行碳排放研究

10 王喜龙 北京大学
Influence of nanomaterials on uptake and bioaccumulation of
pollutants in plants

下半场

序号 报告人 单位 报告名称

11 刘莉娜 兰州大学 中国居民生活碳排放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

12 尹礼唱 长安大学 关于生态屏障若干问题的探讨

13 吴旗韬 广州地理研究所 海洋区域发展战略和美丽湾区建设

14 刘西汉
河北省科学院地理

科学研究所
河北省近海富营养化评价及演变特征

15 刘志根 广州大学 华南典型海湾海水养殖水体遥感监测与定量反演研究

16 孙剑锋 鲁东大学 海岛经济体脆弱性综合评价与动态演变研究—以舟山市为例

17 程 林
河北省科学院地理

科学研究所
近期辽东湾西侧砂质海滩冲淤特征

18 段佳豪 天津师范大学 十二五期间中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综合效益评价

19 张鉴达 河北师范大学 昌黎七里海泻湖沉积物中磷的赋存形态及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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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分会场：水土资源利用、评价与优化管理
地点：理科群4号楼（资环学院）五楼报告厅

主持人：赵旭阳、赵元杰

报告题目及顺序

上半场

序号 报告人 单位 报告名称

1 赵元杰 河北师范大学 北戴河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2 闵雷雷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农

业资源研究中心
华北平原不同农业土地利用类型深层包气带水盐运移特征

3 孙从建 山西师范大学
基于环境同位素及水化学的海河源区地下水地表水转化关

系分析

4 赵荣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区域“水—土—能—碳”耦合作用机制分析

5 徐泽华 山东师范大学 近 30a山东降水时空分布变化研究

6 李崇巍 天津师范大学 流域城镇化过程中“源”型景观格局对河流氮磷负荷的影响

7 马鑫雨 南京师范大学 “3S”技术在河流水体水质分析的应用—以湖州市水系为例

8 朱琳 山东师范大学 武水河水质时空分布特征及污染成因的解析

9 李山泉 邢台学院 邢台西部山区河流分维特征研究

下半场

序号 报告人 单位 报告名称

10 王智超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平山湿地分布现状与保护

11 张科锋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
用于水肥精准管理的土壤-作物系统动力学模型开发

12 李慧婷 山东师范大学 黄河三角洲湿地开发与保护工程建设的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13 高会然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
基于坡位单元的流域管理措施空间配置优化方法

14 谢苗苗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我国土地整理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分区对策

15 雷鸣 中国农业大学 水平衡下黄淮海平原区耕地可持续生产能力测算

16 李静韬 中国农业大学 基于碳饱和理论的北京市耕地表土固碳潜力研究

17 潘佩佩 河北师范大学 太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对耕地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18 陈阳 天津师范大学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遥感蒸散发模型比较

19 马鹏嫣 河北师范大学 北戴河区森林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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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分会场：地貌过程与环境演变
地点：理科群4号楼（商学院）A204会议室

主持人：杨小平、许清海

报告题目及顺序

上半场

序号 报告人 单位 报告名称

1 吴永胜
水利部牧区水利科

学研究所

毛乌素沙地南缘不同类型植被建设对表层土壤理化性质影响

的灰色关联分析

2 梁 鹏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毛乌素沙地的地貌景观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3 李鸿威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晚更新世以来浑善达克沙地西部古水文重建及环境意义

4 李月丛 河北师范大学
泥河湾盆地台儿沟地区上新世-更新世过渡时期植被与气候变

化特征

5 路 广 山东师范大学 黄河三角洲植被覆盖度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子研究

6 肖飞艳 长安大学 黄河中游流域尺度土壤侵蚀评价

7 李 冰 河北师范大学 泥河湾盆地油房遗址旧石器时代中晚过渡期的环境背景研究

上半场

序号 报告人 单位 报告名称

8 陈 辉 河北师范大学
2000-2015 年柴达木盆地植被物候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对气候变

化的响应

9 吴 冰 内蒙古大学 蒙古高原风蚀颗粒物空间过程数字模拟

10 王仁德
河北省科学院地理

科学研究所
适用于河北坝上地区的农田风蚀经验模型构建与应用

11 李继峰 河北师范大学 筛分土抗剪强度与风蚀抗蚀性实验研究

12 刘倩倩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鄂尔多斯沙漠物质组成及其物源研究

13 江奇达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塔克拉玛干沙漠风沙物源研究

14 张德国
中科院地址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沙丘形态动力学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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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分会场：面向“未来地球”的地理教育理念与方法创新
地点：理科群4号楼（商学院）A404报告厅

主持人：王民、任国荣

报告题目及顺序

上半场

序号 报告人 单位 报告名称

1 庄惠芬 深圳市第三高级中学 基于地理实践力培育和 TRUE教学的学生社会调查活动例析

2 郭中领 河北师范大学 挖掘专业学术文献，拓展中学课程资源—以地理学科为例

3 周 庆 河北正定中学 挖掘和提升地理学科的育人价值

4 崔超英 河北师大田家炳中学 高中地理教学中地理核心素养培样的探索与实践

5 刘江涛 石家庄市二中 中学地理奥赛在高中教学中的实践

下半场

序号 报告人 单位 报告名称

6 王恒申 石家庄市一中 基于互联网环境下的生命课堂

7 沈虹瑜 石家庄市 28中 数字化课堂观察助力教师专业发展

8 王春梅
石家庄市教育科学研

究所
初中地理核心素养体系建构设想的调查研究

9 尚 静 石家庄市十七中学 初中地理情境教学的实践探索

10 吴振华 邯郸学院 基于“未来地球”地理教育理念的地理研学旅行线路设计

11 孙中伟
石家庄学院资源与环

境科学学院
地理学的学科归属及对地理类专业招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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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分会场：

商学院 A204 会议室

第七分会场：

商学院 A404 报告厅

第二分会场：

资环学院 C305 教室

第三分会场：

资环学院B208会议室

第五分会场：

资环学院五楼报告厅

主会场（第四分会场）：

会议中心一层报告厅

第一分会场：

博物馆第一会议室

《地理学报》编委会：

博物馆第二会议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