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1 日上午  主会场 

09:00–09:10 

开幕式  

致欢迎辞 

廖小罕（中科院地理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大会主题报告 

09:25–10:05 
报告题目待定  

高福（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10:05–10:45 

对地图的再认识  

(Rethinking Maps: New Frontiers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钟耳顺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9 月 21 日上午  第一分会场：环境与健康时空分析 

11:05–11:25 
环境健康风险时空过程研究 

廖一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1:25–11:40 
浅谈西藏人群健康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王小萍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11:40–11:55 
ARIMA模型在全国手足口病疫情预测中的应用 

胡跃华，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11:55–12:10 
基于区间删失数据的时变系数半参数空间模型 

张岳，上海交通大学 

12:10–12:25 
家庭和幼儿园绿地暴露与学龄前儿童行为发育关联研究 

廖加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9 月 21 日上午 第二分会场：大数据时空分析与应用 

11:05–11:25 
深度学习新模型及其应用 

向世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11:25-12:40 
大数据支持的公共卫生管理 

郭旦怀，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11:40–11:55 
深度学习技术在传染病时序预测中的应用 

曹志冬，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11:55–12:10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和高分辨率影像识别中国城市贫困 

李桂娥，武汉大学 



12:10–12:25 
基于 GCN 社交媒体用户的位置预测 

李学伟，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9 月 21 日上午 第三分会场：时空数据分析理论与方法 

11:05–11:25 
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技术进展综述 

卢宾宾，武汉大学 

11:25–11:40 
设施区位、需求指派与服务分区问题：模型及通用算法框架 

孔云峰，河南大学 

11:40–11:55 
土地利用变化动力学模型构建与应用 

郑新奇，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1:55–12:10 
面向分层异质性的无偏最优插值制图方法 

高秉博，中国农业大学 

12:10–12:25 
基于景观驱动 CA的多类土地利用变化模拟 

林锦耀，广州大学 

 

9 月 21 日上午 第四分会场：遥感数据时空分析与应用 

11:05–11:25 
利用 MODIS 数据提取时空连续的土壤背景反照率 

何涛，武汉大学 

11:25–11:40 
基于时空层次贝叶斯模型的多源遥感 SST 产品融合 

朱瑜馨，淮阴师范学院 

11:40–11:55 
基于时空统计的定量遥感数据时空融合与尺度转换 

柏延臣，北京师范大学 

11:55–12:10 
基于机器学习的分钟级降水、强对流和闪电临近预报技术 

张国平，中国气象局 

12:10–12:25 
复杂地理环境下的地物时空变化可见光遥感方法研究 

刘晓龙，云南师范大学 

 

9 月 21 日下午 主会场 

13:30–14:10 

大会主题报告  

时空数据分析的几点看法 

梁怡（香港中文大学） 

 



9 月 21日下午 第一分会场：时空过程建模与分析 

14:20–14:40 
基于时空统计的单光子卫星激光数据处理方法研究 

谢欢，同济大学 

14:40–14:55 
中国大型湖泊流域系统模拟与实践 

赖锡军，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14:55–15:10 
基于全水动力法的分布式水文模型研究 

侯精明，西安理工大学 

15:10–15:25 
潮滩地下水波动特征的动态建模及其环境效应 

孔俊，河海大学 

15:35–15:50 
时空变源混合模型的开发及应用 

周剑，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5:50–16:05 

基于模块化和并行统一框架的地表水/地下水模型二三维可视化软件研发

与应用 

刘昌军，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16:20–16:35 
中国耕地健康产能试点研究 

叶思菁，北京师范大学 

16:35–16:50 
基于泛在参照物的城市内涝积水深度自动提取 

江净超，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6:50–17:05 
过去 40 年中国春季物候时空分异规律 

吴晓静，北京师范大学 

17:05–17:20 
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一带一路”区域轨道交通产品贸易格局分析 

王元慧，北京师范大学 

 

9 月 21 日下午 第二分会场：环境与健康时空分析(1) 

14:20–14:40 
中国与全球化大气污染 

林金泰，北京大学 

14:40–14:55 
“一带一路”国家健康水平的地理分异 

李颉/汪冉，宁夏大学 

14:55–15:10 
急性呼吸道感染病毒谱归因分析 

徐冰，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5:10–15:25 
媒介生物—人类界面上病原体“溢出”风险模拟—基于智能体的模型方法与

应用 



李森，华中科技大学 

15:35–15:50 
城市形态、人口、经济发展对中国 NO2污染的影响研究 

王媛媛，山西财经大学 

15:50–16:05 
遥感时空数据贝叶斯分析方法及在全球 PM2.5污染研究中的应用 

李俊明，山西财经大学 

16:20–16:35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区域人口吸引力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 

杨青生，广东财经大学 

16:35–16:50 
基于旅游目的地系统的四川省旅游化水平时空演变研究 

黄佳，西南石油大学 

16:50–17:05 
顾及尺度及城乡差异的人口空间化研究 

董春，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17:05–17:20 
面向流数据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效应度量方法 

张海平，南京师范大学 

 

9 月 21日下午 第三分会场：环境与健康时空分析(2) 

14:20–14:40 
大气污染暴露时空精细模拟与应用 

邹滨，中南大学 

14:40–14:55 
基于多种统计分析方法的 PM2.5和臭氧污染的气象和人为排放归因研究 

陈子悦，北京师范大学 

14:55–15:10 
中国城市扩张时空特征与驱动力分析 

景胜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15:10–15:25 
基于时空不确定性分析的农田土壤重金属等级划分 

李晓岚，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15:35–15:50 

基于排污数据的暴雨洪水灾后恢复力评价及灾害韧性因子验证研究：以江

苏省常州市为例 

宋璟璐，西交利物浦大学 

15:50–16:05 
基于遥感计算云平台高原山区植被覆盖时空演变研究 ——以贵州省为例 

吴跃，贵州师范大学 

16:20–16:35 
基于多源数据的三江源典型区高原鼠兔洞穴空间分布模拟研究 

安如，河海大学 

16:35–16:50 我国积雪特性地面与遥感观测 



戴礼云，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6:50–17:05 
中国珠海城市生态用地的时空动态及驱动分析 

张云芝，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7:05–17:20 
基于 Landsat8 遥感影像的黔中水利枢纽工程区土壤含水量反演分析 

李永柳，贵州师范大学 

 

9 月 21 日下午 第四分会场：遥感数据时空分析与应用 

14:20–14:40 
夜间时光遥感数据在研究城市问题中的应用 

余柏蒗，华东师范大学 

14:40–14:55 
亚像元定位中的点扩散函数效应消除方法 

张成媛，同济大学 

14:55–15:10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超分辨率土地覆被制图方法研究 

贾远信，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5:10–15:25 
遥感影像多目标时空亚像元制图 

宋蜜，武汉大学 

15:35–15:50 
农业区域亚像元定位研究 

吴尚蓉，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15:50–16:05 
GF-5 与 Hyperion 卫星高光谱影像数据质量对比分析 

杨刚，宁波大学 

16:20–16:35 
一种面向土壤水分遥感产品空间降尺度方法 

靳燕，南京邮电大学 

16:35–16:50 
多时空尺度遥感影像森林动态监测 

张一行，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16:50–17:05 
遥感影像典型人造地物的空间提取与建造年龄估算研究 

李晓冬，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17:05–17:20 
基于面到点地理加权克里金插值的人口数据空间降尺度研究 

陈跃红，河海大学 

 

9 月 21 日下午  主会场 

17:45–18:15 

大会主题报告  

联合深度学习和多源数据的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发展的分析与制图

（2013-2017） 



张立强（北京师范大学） 

 

9 月 22 日上午  主会场 

09:00–09:40 

大会主题报告  

遥感数据处理：质量、智能、性能、服务 

王力哲（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9 月 22日上午 第一分会场：生态环境时空分析 

10:00–10:15 
基于生态格局识别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以徐州市贾汪区为例 

倪庆琳，中国矿业大学 

10:15-10:30 
基于方向、距离和傅里叶描述子的多尺度线匹配 

逯跃锋，山东理工大学 

10:30–10:45 
基于景观格局的喀斯特地区耕地生态风险与城镇化响应 

赵馨，贵州师范大学 

10:45–11:00 
基于时序遥感与耕地地块的石漠化地区撂荒地时空演化 

王玲玉，贵州师范大学 

11:00–11:15 
基于空间逻辑回归和地理探测器的滑坡易发性评价 

杨锦涛，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9 月 22日上午 第二分会场：社会经济时空分析 

10:00–10:15 
大数据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应用及学科影响 

王姣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0:15–10:30 
农业景观破碎化、生产服务与土地管理：耦合机制的时空解析 

苏世亮，武汉大学 

10:30–10:45 
贫困的时空分析和驱动因素研究 

刘梦晓，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0:45–11:00 
永新县村级贫困的时空格局及致贫因素分析 

罗耀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1:00–11:15 
农村贫困的空间决定因子空间变异效应研究 

任周鹏，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9 月 22日上午 第三分会场：大数据应用时空分析 

10:00–10:15 
大数据对空间统计的挑战之浅见 

乐阳，深圳大学 



10:15–10:30 
利用多源时空数据融合感知城市动态 

涂伟，深圳大学 

10:30–10:45 
基于WorldView-3数据城市道路信息提取研究 

高婷，西南石油大学 

10:45–11:00 
基于统计缓冲区的志愿者地理信息中道路网络位置准确度评价 

张文彬，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1:00–11:15 
基于社交媒体的应急救援物资需求及其空间分布识别 

沈石，北京师范大学 

 

9 月 22 日上午 第四分会场：遥感数据时空分析与应用 

10:00–10:15 
森林退化与恢复的遥感监测分析 

冯敏，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10:15–10:30 
亚马逊雨林对干旱的响应：从MAIAC 产品角度的分析 

毕健，兰州大学 

10:30–10:45 
长时序森林变化的遥感监测与分析 

宋旦霞，华中师范大学 

10:45–11:00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森林扰动和恢复监测研究 

胡云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1:00–11:15 
广东省人工林空间格局变化对地面温度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沈文娟，北京师范大学 

 

9 月 22 日下午  主会场 

13:30–13:50 最佳学生论文奖颁奖 

 大会主题报告 

13:50–14:30 
地理学研究的数据基础 

宋长青（北京师范大学） 

14:30–15:10 
STEM 时代的 GIS 发展 

周成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5:10–15:40 闭幕式 

（最终日程以会议手册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