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暨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 

第三届学术年会会场设置 

 

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三届学术年会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秉承开放合作，突出机制创新，集野外观测、数值模拟、

科学验证及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一体，在川滇地区开展大陆型强震系统研究和

“从地震破裂过程到工程结构响应”全链条研究。同时，在实验场区开展“透明

地壳”、“解剖地震”、“韧性城乡”和“智慧服务”等国家地震科技创新工程。本

专题诚邀国内外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和大地测量学等领域在川滇地区

进行地震科学研究的学者们投稿，围绕实验场区域各类地震科学问题开展研讨。

同时，欢迎对实验场地震科学研究有启发和促进意义的研究成果进行交流。 

第 2 分会场：地震灾害链孕育致灾机理与防灾减灾救灾技术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地震灾害链专业委员会 

地震灾害往往呈现链生与复合叠加的特点，从而造成严重的灾难。近年来，

针对地震灾害链孕育致灾机理与防灾减灾救灾技术是研究的热点。本专题旨在交

流地震灾害链孕育致灾机理与防灾减灾救灾技术的研究新进展，包括但不限于地

震灾害链事件介绍、机理分析、危险源探测技术、危险性与风险评估、监测预警

技术与模型、应急响应与救援技术等。 

第 3 分会场：强震动观测技术与应用研讨会与第四届全国地震工程青年学

者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强震动观测技术与应用专业委员会 

自 2011 年强震动观测技术与应用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每年举行强震动观

测技术与应用研讨会，涉及强震动观测社会定位余发展趋势、强震动观测系统建

设与运行维护、强震动观测制度建设与数据质量保障机制、强地面运动特征分析

与数值模拟、结构地震反应分析的地震动输入、强震动观测在地震预警与烈度速

报中的应用、强震动观测仪器研发等主题。迄今已举行 10 届，交流学术报告 300



余个，征稿 2 次共 31 篇，分别发表在《震灾防御技术》和《地震地磁观测与研

究》上，架起了地震局系统、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仪器研发机构之间的沟通桥

梁，并通过“传帮带”培养强震动观测青年人才。2021 年强震动观测技术与应

用专业委员会拟组织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七次学术大会的分会场，举行第 11 届强

震动观测技术与应用研讨会与第四届全国地震工程青年学者论坛联合会议，欢迎

强震动观测相关科技人员参会交流。 

第 4 分会场：宽频带强地面运动工程地震学 

召集人：陈学良、盖增喜、刘启方、陶正如、章文波、李正芳 

主要内容为运动学/动力学震源模型及其应用，大震复杂震源破裂产生的强

地震动在地壳介质中的波导过程，宽频带强地面运动的数值模拟方法与应用，强

地震动的工程特性，复杂场地地震反应，地震危险性分析和地震区划，工程抗震

减灾设计地震动，工程地震灾害风险分析与韧性评估等。 

第 5 分会场：地震地质学科前沿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地震地质专业委员会 

地震地质研究经历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目前随着现代高精度测量技术

（如 LiDAR、UAV、GPS 和 InSAR 等）、地球物理探测技术以及高精度测年方

法的发展，地震地质研究的精细定量研究为学科前沿。地震地质需要多时间尺度

下、多空间尺度研究的多学科交叉研究。通过与传统的活动构造、古地震、地震

学、测地学、深浅地球物理探测、年代学等多学科交叉，可定量研究活动断裂精

细地表与地下结构、活动习性、强震模式，长期地质速率与现今活动速率、强震

危险性分析等，探讨断裂的活动习性、孕震机理、强震规律等科学问题。本专题

着重于地震地质研究前沿科学问题，欢迎广大同行展示地震地质研究新方法、新

数据与新认识，共同探讨地震地质前沿科学问题与学科发展方向。 

第 6 分会场：地震科普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 

主要交流地震科学新进展科普、十四五地震科普规划、新科普标准、国家重

大项目研究成果科普要求，以及科普新技术应用等内容。 

第 7 分会场：流体和地球化学在多灾种、复合灾害链（地震、地质、气象



等）防治中的应用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地震流体专业委员会 

流体是参与地质作用过程最广泛的因子，是地壳各层位物质和能量交换的信

息载体。从地球深部到地表，流体地球化学成分变化、迁移转化机制、深部流体

浅表响应等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对不同层位的各种地质构造事件的精细过程。各

类地质构造过程可视为多场耦合作用形成的产物，伴随复杂的地质应力和地球化

学变化，可能对地表介质稳定性产生影响；而浅表流体的渗入与循环，又影响一

定深度流体的地球化学组成。因而，流体与地球化学循环、运移过程的研究是联

系地球深部和地表关系的重要纽带。以往研究表明，地震活动可引发流体响应，

流体注入可诱发地震活动，二者关系密切。流体与地球化学特性是地震孕育和发

生的的主要因素，可视为指示地震活动的优良指标，是地震灾害监测、预测预警

的重要依据。此外，地震活动也可能诱发一系列地质灾害的发生；气象剧烈变化

可以导致地质、暴雨和干旱等多种灾害发生。流体与地球化学方法在该复合灾害

链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也不可忽视。本专题召集的目的是交流流体与地球化学在地

震、地质、气象等复合灾害链研究领域的应用，展现最新研究成果，碰撞学术思

想火花，凝练关键科学问题，拓展基础理论，研发应用技术，支撑防灾减灾救灾

事业发展。 

第 8 分会场：工程结构减隔震技术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工程隔震与减震控制专业委员会 

我国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强震发生频率、人员伤亡损失均居

世界之首。唐山大地震、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每一次强震都给我们留下了

惨痛的记忆与深刻的教训。提升工程结构防震能力已成为我国工程技术人员迫在

眉睫的重要任务。值得庆幸的是，经过长时间的理论探索与一定数量的实震检验，

减震控制技术已在工程防震减灾领域显示出其显著的有效性与优越性，成为继传

统抗震领域外又一关注研究的热点与方向。本分会场旨在推动我国防震减灾事业

的发展，促进我国减隔震技术对学术成果和工程经验的总结及交流，汇集国内外

减隔震技术各方面的最新科研信息，提高专业学术水平，推动我国建筑行业科技

发展。 



第 9 分会场：韧性结构与损伤控制技术 

召集人：王斌、曲哲、戴靠山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建筑的抗震能力尚不能与社会经济的

快速发展相匹配的问题也愈发凸显。对于人员和财富高度密集的城市，地震灾害

的影响往往更为严重而复杂，其后果主要体现为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城市功能

中断。因此，在保证人员生命安全的前提下，维持建筑的功能与实现震后建筑功

能的快速恢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发展能够满足抗震韧性需求并进行损伤

控制的新型结构体系，研究其抗震机制及性能指标，形成工程结构抗震韧性评价

体系，助力提升工程结构的抗震韧性，切实减小地震灾害损失。本分会场专题主

要从高性能材料、高性能结构体系和高性能减震隔震技术出发，邀请不同研究方

向和领域的学者进行报告并交流最新的研究进展与存在的问题。 

第 10 分会场：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研究最新进展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专业委员会 

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结合了遥感、大地测

量、新构造、数值模拟及大数据应用与云计算等多个学科与专业，着重关注 GNSS、

InSAR、卫星重力、LiDAR、卫星测高等相关大地测量技术在板块运动、构造活

动、壳幔介质流变、地球物理场变化、震源破裂特征等方面的最新研究与应用。

同时，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的发展与高分辨率空间对地探测技术和高性能计算

机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并得益于深部地球物理探测技术的进步，其发展契机是

90 年代以来新兴空间对地探测技术（如 GPS、InSAR、LiDAR 等）和大模型数

值模拟计算技术（如并行计算、GPU 计算、云计算等）的迅猛发展和应用。此

外，迅速发展的深部地球物理探测技术，如大地电磁测深、深剖面反射技术等，

为动力学数值模拟提供了可靠的约束，也大大促进了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的发

展。通过与最新地球物理场探测技术的同步耦合，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持续成

为国际前沿研究热点；另一方面，其研究需求也极大驱动着观测技术的发展，使

得大地测量与动力学在研究各类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滑坡、泥石流等的成因机

制、成灾机理及物理预测等方面具有长远的发展前景。本专题欢迎在上述领域，

尤其是大地测量与地震动力学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参与讨论。 



第 11 分会场：地震预报定量表达的制约因素与瓶颈问题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地震预报专业委员会和历史地震专业委员会 

地震是地壳介质受力发生破裂的过程，其物理本质涉及介质的性质与状态及

其受力情况。基于地壳介质特征及其受力状态的定量表达的物理地震预报是地震

预报发展的必然阶段。出于多种原因，目前地震预报总体上还是经验性的统计预

报，发震概率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区域的地震目录完整性以及基于地震

目录估算的地震发生的准周期。由于观测历史较短，估计地震准周期存在较大的

误差。而对于地壳变形速率较低的区域获取地震发生的准周期难度则更大，甚至

几乎不可能。虽然已经开始了定量表达的物理预报的探索，但其可操作性还不能

满足实际需求。集思广益，基于学科交叉的视角，从科学和技术上厘清制约因素

和瓶颈问题，是本专题设立的主要目的。因此，本专题聚焦，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完整地震目录的建立-从历史地震的考证到地震物理模型的数值模拟；岩石介质

受力变形过程的多物理参量变化特征-从实验室到野外的获取途径与方法；3.地

震断层的力学行为：观测技术与观测台网；地震预报方法论；与地震预报有关的

其他问题。 

第 12 分会场：地壳应力状态、作用过程与地震研究新进展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地壳应力与地震专业委员会 

本专题拟就地应力获取方法、测量技术与形变观测等手段的应用、岩石力学

实验新成果、地壳应力模型新方法、新成果、以及从岩石圈应力角度探讨地震成

因、地震危险性、地震孕育发生的动力学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讨论。 

第 13 分会场：地下结构抗震与减隔震专场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岩土工程防震减灾专业委员会 

近二十年来，学者开始对强震中地铁地下结构抗震性能的研究重视起来，开

始认识到强震中大型地下结构的抗震性能对于维护其结构安全与功能以及对生

命安全、震后修复与重建等都至关重要。尤其是目前越江跨海长大隧道建设发展

迅速，其抗震问题一直是地下结构抗震设计的难点和继续解决的岩土地址工程问

题。因此，本专题主要针对城市地铁地下结构、地下综合管廊、越江跨海隧道等

地下结构的防震减灾技术、分析方法和抗震理论等内容进行交流。欢迎广大从事



相关领域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的科技人员参会本分会场学术交流。 

第 14 分会场：河谷深厚覆盖层土石坝抗强震设计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岩土工程防震减灾专业委员会 

我国西南水电资源主要集中在“五江一河”流域，水电在运、在建规模巨大，

一批 300 米级高坝大库相继建设和投运。同时该地区构造活动强烈，高烈度强

震频发。土石坝通常建于河谷深厚覆盖层场地，强震作用下坝址区深厚覆盖层存

在液化（软化）和变形致灾可能性，甚至影响坝基和坝体稳定性，严重威胁高坝

大库建设与服役安全。本分会场拟聚焦河谷深厚覆盖层土石坝抗强震设计的若干

科学与技术难题，邀请我国活跃在科研与工程一线的专家学者开展会议交流，共

同探讨河谷深厚覆盖层地震动传播规律、坝基覆盖层地震液化/软化灾害评价与

防治、高土石坝抗强震设计方法与施工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认识与工程实践经验。

欢迎广大从事相关领域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的科技人员参会本分会场学术交流。 

第 15 分会场：地震构造与浅部结构的主动源探测研究 

召集人：张元生、王伟涛、李永华、杨微、田晓峰 

了解地下介质结构及其介质参数的时空变化是理解地震孕育过程和发生规

律的基础，也是进行地震预测的科学前提。高精度深浅部结构的确定不仅可为准

确地预测地震危害,还可为科学评估自然灾害、深地资源勘查开采等提供依据。

近年来，以气枪震源、气爆震源为代表的绿色震源在技术系统构建和应用中得到

了长足的发展，结合不同尺度的密集观测、光纤观测等观测手段，在深浅部结构

探测、地球介质时空变化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为防灾减灾、矿产资源勘探和

城市空间利用等工作提供了科技支撑。本专题希望在主动源技术系统构建、主被

动源联合成像、城市地下空间探测等方面的应用和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 

第 16 分会场：地震灾害风险分析及地震社会学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地震灾害风险及地震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开展地震灾害风险隐患调查、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及管理、地震社会学等方面

的交流。 

第 17 分会场：数字地震观测技术与应用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地震观测技术专业委员会 



地震观测与地球物理探测仪器及技术系统，是地球科学和相关学科科研活动

的重要基础，为我们研究地球内部结构、地震发生规律等提供科学数据，本专题

重点关注地震观测及地球物理探测仪器的前沿研究进展及最新技术系统建设动

态，观测数据的数据质量以及观测数据产出应用方法与软件，为地球科学的研究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第 18 分会场：地震震源和地球结构最新研究进展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地震学专业委员会 

交流地震学研究的新进展，包括但不限于地震震源和地球结构研究中新的观

测手段，新概念，新方法，新模型和新认识。 

第 19 分会场：卫星地震观测技术与应用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 

本次学术研讨会主要征集空间对地观测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及在

地震行业应用等方面的论文，包括以下领域：1) 卫星地震观测技术方法及取得

的成果与问题；2) 大地震孕震理论、监测预测方法与应用；3) 地球物理场卫

星数据处理与应用；4)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技术与地震行业应用；5) 地 震 及 复

合链生自然灾害综合监测理论、方法与应用；6) 临近空间、航空遥感和星地一体

化观测与校验技术；7) 卫星地震观测系统和国家地球物理场探测卫星计划发展

战略；8) 遥感技术前沿和相关学科发展。 

第 20 分会场：构造物理专题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构造物理专业委员会 

从野外断层构造、岩石力学实验以及地球物理观测等多角度，结合相关实验、

理论和数值模拟新技术，揭示构造断层活动的时空规律（断层结构及变化、断层

活动历史、地震破裂模式、地震前兆和震后特征）。 

第 21 分会场：标准化与地震业务高质量发展 

召集人：周克昌、黎益仕 

 防震减灾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技术标准的支撑。标准化工作的重要

性已成共识。近年来，地震系统不断加强标准化工作，但在很多领域，标准的支

撑作用与事业发展的需求之间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本专题拟聚焦地震监测预报、



震灾预防领域业务的标准化需求、标准化工作动态，交流在地震监测、预报、预

警、应急响应、信息化建设、灾害风险调查与防治、抗震设防要求以及公共服务

等领域的标准研制、标准宣贯、标准实施、标准评估等方面取得的工作进展和经

验，共同研讨标准化工作如何为地震工作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以期通过本分会

场交流促进提高标准化意识、交流标准化知识和经验的目标。 

第 22 分会场：空间大地测量与地震周期形变监测及参数反演 

召集人：许文斌、单新建、李志伟 

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InSAR）和 GNSS 等空间大地测量技术已经被广泛

的应用于地震、火山、冰川、滑坡等人为和自然灾害的监测和建模研究。InSAR

还为查明城市脆弱性和地面沉降提供了机会。通过对 InSAR 形变场的建模，我

们对各种地球物理过程的理解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本专题的目标是研讨、总结

和归纳该领域近年的新进展和新成绩，重点介绍 InSAR 在地壳形变监测、震源

参数反演方法和应用方面的最新进展。汇聚和分享 InSAR 先进数据处理方法、

活动构造、城市基础设施、地面沉降、滑坡、冰川运动和冻土变形监测及其源参

数反演等方面的研究，但也欢迎开展其他类型的地质灾害研究。 

第 23 分会场：地震工程与韧性城市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地震工程专业委员会 

围绕韧性城市的建设，探讨地震工程最新发展，及专委会换届事宜。 

第 24 分会场：玛多地震和漾濞地震研究进展 

主办单位：中国地震学会青年科技工作委员会 

2021 年 5 月 21 云南漾濞发生 6.4 级地震，5 月 22 日青海玛多发生 7.4 级

地震。地震发生后，国内外学者迅速开展了地震科学考察和密集流动地震观测，

利用地球物理、大地测量和地质学等多种方法研究了这两次地震的破裂机理、发

震构造和变形特征。本专题围绕这两次地震，交流最新研究进展，深化对孕震机

理、震源过程、震后变形和地震灾害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