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 
for Mine Surveying in China 

2015 中国国际矿山测量学术论坛 
第二号通知 

会议日期：2015年 10月 16-18 日，15 日报到 

会议地点：北京西郊宾馆 海淀区王庄路 18 号 

            

 

会议背景 
    国际矿山测量协会（ISM）成立于 1969 年，下设

6 个委员会。本次会议属于 ISM 第四委员会、第六委

员会、中国国际矿山测量协会委员会主办的系列会议，

2008 年在山东泰安召开了首届会议。本次大会在北京

召开，并同时举行 ISM 主席团会议。 

会议议题 
（1）矿山开采沉陷监测与控制 
（2）“三下”采矿理论与技术 
（3）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4）矿山测绘新进展 

（5）矿区遥感与环境监测 
（6）矿山高等测量教育发展与技术培训 
（7）矿山空间信息学与数字矿山 

主办单位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中国煤炭学会矿山测量专业委员会 
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矿山测量专业委员会 
中国金属学会矿山测量专业委员会 
中国煤炭学会煤矿开采损害技术鉴定委员会 
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矿业大学       长安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中南大学  东北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       西安科技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安徽理工大学 
淮海工学院         辽宁科技学院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 
《煤炭学报》英文版  《矿山测量》  《煤矿开采》 
北京拓普康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则泰集团公司 
北京富斯德科技有限公司  南方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大会顾问 
刘宝琛院士 钱鸣高院士  马伟民教授  王金庄教授 
蔡美峰院士 S.S Peng 院士 张玉卓院士 何满潮院士 
李建成院士 郭达志教授   杨  伦教授 石金峰教授 

 

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  席 
杨仁树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教授、校长 
王金华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员、董事长 
 
执行主席 
戴华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教授、系主任 
副主席 
Andrew P Jarosz 澳大利亚，国际矿山测量协会 教授、主席 
刘  峰  中国煤炭学会 研究员、副会长 
黄乐亭  中国国际矿山测量协会委员会 研究员、主席 
Ryszard J. Hejmanowski 波兰，ISM 第四委员会 主席 
邹友峰  ISM 第六委员会 教授、主席 
孙继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教授、副校长 
汪云甲  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 教授、院长 

   委  员（按拼音排列） 
毕银丽 高延法 李  晶 姜  岩 
刘宗光 宋  为 滕永海 王红梅 
许升阳 徐乃忠 许延春 杨 帆 
杨 凌 杨可明 张 锦  张俊英 

Welcome to Beijing! 



 

 

大会学术委员会 

主  席 

彭苏萍  中国工程院 院士 
Andrew P Jarosz 国际矿山测量协会（ISM）主席 

副主席 
Axel Preusse 德国，国际矿山测量协会 副主席 
Anatolii Okhotin  俄罗斯,国际矿山测量协会 副主席 
胡炳南  煤科总院战略规划院 研究员、副院长 
戴华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教授、系主任 
郭增长  河南理工大学 教授、国土与测绘学院院长 
俞昶兴  国际矿山测量协会 第十二届主席、教授 
张华兴  煤矿开采损害技术鉴定委员会 副主任 
邓喀中  中国矿业大学 教授、环测学院主任 
周锦华  中煤科工唐山研究院 研究员、副院长 
张文学  开滦（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员、董事长 
姜耀东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教授、副校长 
崔希民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教授、地测学院书记 
吴立新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教授、所长 

委  员（按拼音排列） 
Frederick Cawood 南非, 国际矿山测量协会 委员 
Rysbekov Kanay 哈萨克斯坦技术大学 矿业学院院长 
Yi Luo 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 教授 
鞠文君  天地科技开采事业部 研究员、副总经理 
焦明连  淮海工学院 教授、测绘学院院长 
李朝奎  湖南科技大学 教授、重点实验室主任 
李凤明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 研究员、总经理 
李树志  中煤科工唐山研究院 研究员、矿测所所长 
刘善军  东北大学 教授、系主任 
刘小生  江西理工大学 教授、建筑与测绘学院院长 
麻凤海  大连大学  教授、校长助理 

马洪斌  中国金属学会矿山测量专业委员会教授主任 
马植胜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 研究员、总工程师 
孟祥军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员、总工程师 
胡海峰  太原理工大学矿业工程学院 教授、系主任  
胡友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教授、测绘学院院长 
康建荣  江苏师范大学 教授、科技处处长 
彭军还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教授、学院副院长 
唐跃刚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教授、地测学院院长 
王家臣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教授、资源学院院长 
王更雨  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员、总工程师 
汪华君  贵州工程技术应用学院 教授、矿业学院院长 
邢文战  辽宁科技学院 教授、副院长 
徐爱功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教授、测绘学院院长 
徐  翀  淮南矿业（集团） 研究员、研究院院长 
徐良骥  安徽理工大学 教授、测绘学院副院长 
姚顽强  西安科技大学  教授、测绘学院副院长 
杨忠东  开滦（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员、总工程师 
杨志强  长安大学  教授、所长 
于胜文  山东科技大学 教授、测绘学院院长 
朱建军  中南大学 教授、图书馆馆长 
张党育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副总经理 
赵学胜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教授、系主任 

会议日程安排 
10月 15日 全天 报到 

10月 16日 上午 8:30 开幕式，特邀报告 

 下午 13:30 专题报告，主席团会议 

 晚间 18:30 宴会 

10月 17日 上午 8:30 专题报告，专场交流 

 下午 13:00 专题报告，闭幕式 

10月 18日 全天 参观考察 

会议费用 

会议费(现场缴纳) 
正式代表：1500 元/人；学生代表、家属：800 元/人。 
已注册作者不再交会议费。 

住宿选择 

1）北京西郊宾馆，010-62322288 
    http://www.xijiao-hotel.com.cn/ 
   住宿费：4/5/6 号楼标准间：400-450 元/天间 
2）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国际交流中心 
   010-62331021，标准间 268 元-320 元/天间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秘书组  
       阎跃观：13811548084（报告、综合） 

袁德宝：13810479818（住宿、餐饮） 
李培现：18310258116（接待） 
孙  灏：15210342259（资料） 
肖  武：13911558318（会场、外宾） 
李  晶：18511067612（老教授联系） 
李  军：13466578613 （会务）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丁 11 号，zip：100083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 

 

 

 

 

 

http://baike.baidu.com/view/5934.htm
http://www.xijiao-hotel.com.cn/


 

 

交通路线 

1）出租车至西郊宾馆： 
首都机场 100 元，北京站 60 元、北京南站 65 元,北京西站 45 元。 
 
2）地铁：乘地铁 13 号线五道口站下车，步行 10 分钟即到；或者 15 号线至清华东路西口站（去西郊宾馆） 或六道口站（去矿业大学）步行 20 分钟即到。 
 

3）公交线路：375 、307 、690 、562 至北京语言大学站；或 392、438、490、609、运 103 至学院路北口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