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大数据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大会 

--- 中国地理学会大数据工作委员会 2019 年会 

“林超地理博物馆”纪念中国地理学会成立 110 周年、林超先生诞辰 110 周年、

刘镜唐先生诞辰 100 周年、地理特色产品、地理标志性产品、地理传统产品生

态地理环境标准化大数据展 

日 程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是中国地理学界重要研究领域。2019 年是

中国地理学会成立 110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 周年。经中国地理学会批

准，中国地理学会大数据工作委员会主办“地理大数据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主题年会将于 2019 年 9 月 21-23 日在辽宁师范大学（大连）召开。 “林超地

理博物馆”纪念中国地理学会成立 110 周年、林超先生诞辰 110 周年、刘镜唐

先生诞辰 100 周年、地理特色产品、地理标志性产品、地理传统产品生态地理

环境标准化大数据展同时举行。 

主办单位：中国地理学会大数据工作委员会 

承办单位： 

 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协办单位： 

 辽宁省地理学会 

 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地理学会“林超地理博物馆” （网络版） 

 中国科学院集邮协会 

会议地点： 

 辽宁师范大学（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 850 号） 

 

 

2019 年 9 月 20 日 

时间：全天 

内容：注册/住宿 



地点：大连长城饭店 （大连沙河口区黄河路 600 号  电话 0411-88897777） 

住宿：大连长城饭店 （大连沙河口区黄河路 600 号  电话 0411-8889777） 

       

2019 年 9 月 21 日 

时间：9:00 -12:00 

内容：注册 

地点：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时间：9:45– 10:00 

主题：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揭牌仪式  

地点：辽宁师范大学田家炳书院楼前 

主持人：张 威  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院长  

 辽宁师范大学校领导讲话 

 嘉宾致辞 

 揭牌仪式 

 

时间：10:00– 12:00 

主题： “林超地理博物馆”展览揭幕 

内容：“林超地理博物馆”纪念中国地理学会成立 110 周年、林超先生诞辰 110

周年、刘镜唐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地理特色产品、地理标志性产品、地理

传统产品（三地产品）生态地理环境标准化大数据展 

地点：辽宁师范大学田家炳书院楼前 

主持人： 

 刘  闯：“林超地理博物馆”工作组 组长，中国地理学会大数据工作

委员会 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张国友，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林超地理博物馆”工作组 

副组长 

内容：致辞 

 李雪铭，辽宁师范大学 校长， 辽宁省地理学会 理事长  

 傅伯杰：中国地理学会监事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

学部部长， 教授 

 葛全胜，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所长 研究员 

 

展览解说专家： 

 刘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林超地理博物馆”工作

组长 

（“林超地理博物馆”介绍及贡献者展厅） 

 申 艳，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责任编辑 

（国际地理联合会发展史集邮艺术品展） 

 吕婷婷，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联合国出版的世界政区集邮艺术品展） 

 许学工，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教授 

（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集邮艺术品展） 

 王晋年，国际宇航科学院 院士 副院长 中科遥感董事长 “林超地理博物馆”

航天展厅负责人 

（世界航天发展集邮艺术品展） 

 张应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历届夏、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地址、会徽明信片展） 

 陈文波，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研究员 自然与科学咨询公司 专家 

（地理与生物多样性集邮艺术品展） 

 张北辰，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信息中心主任 “林超地理博物馆”极地展厅负

责人 

（中国极地科考集邮艺术品展） 

 石瑞香，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青藏高原生态地理区集邮艺术品展） 

 马军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地理特色产品、地理标志性产品、地理传统产品生态地理环境标准化大数据

展） 

 

时间：13:30 -15:00  

地点：辽宁师范大学学术报告厅 

主题：开幕式与大会报告 



主持人： 

 杨胜天， 中国地理学会大数据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 贵州师范大学 副校长，

教授 

13:00 -13:30  主办及协办方代表及嘉宾致辞： 

辽宁师范大学 

中国地理学会大数据工作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辽宁省地理学会 

 

13:30 -14:00 大会报告 

 傅伯杰：中国地理学会监事长，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第三

世界科学院、爱丁堡科学院、美国科学院 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部 部

长 教授  

报告题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地理科学的历史任务 

14:00 -14:30 大会报告 

 廖小罕：中国地理学会大数据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 党委书记 副所长 研究员 

报告题目：大数据时代的中国地理学 

14:30 -15:00 大会报告 

 李国庆：中国科学院天空研究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主任，研究员， 国

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 主任 

报告题目：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发展战略与重点任务 

 

时间：15:00 -15:20 

主题：辽宁师范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主持人：张威：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院长 教授 
 

李雪铭 辽宁省地理学会 理事长、 辽宁师范大学 校长 教授 

葛全胜：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所长 研

究员 

15:20 -15:50 合影 茶歇 

 

时间：15:50– 17:30 



地点：辽宁师范大学学术报告厅 

主题：中国地理学会发布“全球变化科学数据影响力排行榜” 

主持人：诸云强， 中国地理学会大数据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任、研究员 

报告人： 

 刘 闯，中国地理学会大数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 副主任、研究员 

报告题目：2019 年全球变化科学数据影响力计算方法 

 陈利军（中国地理学会大数据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高级工程师）宣布 2019 年“全球变化科学数据影响力排行榜”名单 

 中国地理学会领导为最有影响力的数据集作品、数据作者、关联期刊、数据

作者单位、数据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基金项目颁发证书 

 排行榜榜首发言 （数据集作品、数据作者、关联期刊、数据作者单位、数

据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基金项目） 

 

18:30 – 20:00 晚宴交流及数据发布会 

会议主持： 

柳钦火，中国地理学会大数据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

研究所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研究员 

 

2019 年 9 月 22 日 

地点：辽宁师范大学学术报告厅 

8:30 – 17:00  大会论坛 

主题：为开放科学和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地理大数据 

8:30 –8:35 

论坛组织办法、论坛要求和预期成果 

刘闯， 中国地理学会大数据工作委员会 秘书长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 研究员 

（论坛 1 嘉宾准备 5 分钟） 

8:40- 9:30 

论坛 1：地理科研大数据与全球视野论坛 



主持人：廖小罕，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嘉宾： 

周  翔，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  处长 研究员 

韩群力，国际科学理事会 IRDR 办公室主任  

诸云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任 研究员 

鹿化煜，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院长 教授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 

宋献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任 研究员 

任国玉，国家气象局气候中心 研究员 

 

（换组 5 分钟） 

9:35 – 10:25 

论坛２：地理大数据新技术、新标准与智能化论坛 

主持人：童小华，同济大学 院长 教授 

嘉宾： 

张立福，中国科学院空天研究院 主任 研究员 

陈利军，自然资源部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高级工程师 

毕思文，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研究院 研究员 

岳怀印，中科院地理资源所 研究员 

王东亮，中科院地理资源所 助研 

（换组 5 分钟） 

 

10:30 – 11:20 

论坛 3：地理大数据计算环境与数据驱动科学发现论坛 

主持人：柳钦火，中国科学院空天研究院 副主任 研究员 

嘉宾： 

薛  冰，中国科学院沈阳生态研究所  主任 研究员 

白玉琦，清华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副教授 

刘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陈圣波，吉林大学 副院长 教授 

牛  铮，中国科学院空天创新研究院  处长 研究员 



谢 欢，同济大学 教授 

（换组 5 分钟） 

 

时间：11:25– 12:15 

论坛 4：学科期刊群与数据出版论坛 

召集人：何书金，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学术期刊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学术期刊中心常务副主任，《地理学报》编

辑部主任 

嘉宾： 

刘  闯，《全球变化数据出版系统》主编、《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

执行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 研究员 

孔红梅，《生态学报》 编辑部主任 研究员 

张慧敏，《地理科学》编辑部 主任 

闫 珺， 《遥感学报》编辑部 主任 研究员 

李雪铭，《辽宁师范大学学报》主编， 辽宁师范大学 校长， 辽宁省地理学会 

理事长 教授 

 

12:15 – 13:15 午餐 

 

时间：13:15 – 14:05 

论坛 5：国家科学数据中心主任论坛 

召集人：李国庆 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 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 主任 

研究员 

嘉宾： 

吴立宗，国家极地科学数据中心，国家海洋局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研究员 

何洪林， 生态网络国家科学数据中心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任

研究员 

廖小罕，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无人机分中心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 副所长 

研究员 

王志刚， 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陆地资源卫星数据分中心 中国陆地资源

卫星数据中心 主任 高级工程师 

刘 闯，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数据出版分中心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 副主

任 研究员 



（换组 5 分钟） 

 

时间：14:10 – 15:00 

论坛 6：数字海洋与海洋经济论坛 

召集人：郭建科，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教

授 

嘉宾： 

高超，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 副院长 教授 

侯西勇， 中国科学院海岸带研究所 研究员 

王先伟， 中山大学 教授 

王艳红， 南京水科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马学广， 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 

李加林，宁波大学 副院长 教授 

陶  醉，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换组 5 分钟） 

时间：15:05 – 15:55 

论坛 7：南北极、青藏高原数据资源研发与共享论坛 

召集人：张廷军，兰州大学 教授 

嘉宾： 

吴立宗，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研究员 

张北辰 中国极地信息中心 主任 研究员 

马 龙，大连海事大学 副教授 

张镱锂，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任 研究员 

刘峰贵， 青海师范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院长 教授 

（换组 5 分钟） 

 

16:00-16:50 

论坛 8：“地理特色产品、地理标志性产品、地理传统产品”生态地理环境标准

化大数据论坛（“三地产品”生境数据论坛） 



召集人：刘闯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嘉宾： 

刘彦随，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主任 研究员 

张  威，辽宁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院长 教授 

刘素荣， 新疆大学 资环学院副院长 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部 教授 

张明鑫，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教授 

马军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助研  

 

16:50-17:30  

讨论中国地理学会关于“地理科研大数据促进科学发现与可持续发展倡议书” 

主持人：刘闯  中国地理学会大数据工作委员会 秘书长 

17:30 休会 

 

 

 

9 月 23 日 

8:30-12:00 各工作组、工作筹备组会议 

（1）地理数据大百科辞条编撰培训研讨会与工作筹备组会议 

召集人： 

刘闯：《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辑部 主任  

申艳：《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辑部 编辑 

 

（2）气候变化与城市化大数据工作筹备组会议 

召集人： 

岳文泽, 浙江大学  教授 

杨俊，辽宁师范大学  教授 

 

12:00 会议结束 

 



9 月 24-25 日 

会后科学考察： 

选择路线： 

（1） 广鹿岛地理特色产品生态地理环境考察 

（2） 鸭绿江河口海岸地理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