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术讨论会
第二号通知
第一号通知发出后，受到了国内外地球电磁学界同行的广泛关注。根据征求
到的多方意见，结合实际情况，现向您发布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术讨论
会第二号通知，敬请您关注我们的通知内容和会议网站，做好参加会议的各项准
备工作。摘要提交截止时间为2017年8月31日。
一、会议地点与时间：
1、时间：2017年11月10日—12日（11月9号报到，报到时间：9:00—18:00）
2、地点：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迎宾楼（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388号）
二、会议主题
精细电磁勘探、服务经济建设

三、讨论会专题及专题召集人
（1）岩石物理与试验
专题召集人：
吴小平，wxp@ustc.edu.cn
蔡建超，caijc@cug.edu.cn
王多君，duojunwang@hotmail.com
（2）电磁理论及新方法
专题召集人：
汤井田，zijian0310@126.com
曾昭发，zengzf@jlu.edu.cn
王书明，smwang101@cug.edu.cn
（3）电磁仪器及观测新技术
专题召集人：
殷长春，yinchangchun@jlu.edu.cn
林品荣，linpinrong@igge.cn
刘 勇，lydyp@sina.com
（4）电磁数据处理和反演成像技术
专题召集人：
王绪本，wxb@cdut.edu.cn

陈小斌，cxb@ies.ac.cn
徐义贤，xyxian@cug.edu.cn
（5）电磁三维正、反演的新进展
专题召集人：
谭捍东，thd@cugb.edu.cn
戴世坤，dskem@cup.edu.cn
师学明，xmshi666@163.com
（6）电磁法在岩石圈探测中的应用
专题召集人：
白登海，dhbai@mail.igcas.ac.cn
金 胜，jinsheng@cugb.edu.cn
汤 吉，tangji@ies.ac.cn
（7）海洋、航空及井间电磁新方法与技术
专题召集人：
李予国，yuguo@ouc.edu.cn
沈金松，shenjinsong@cup.edu.cn
周 峰，Zhoufeng617@126.com
（8）电磁法在油气和非常规能源勘探中的应用
专题召集人：
严良俊，yanlj@yangtzeu.edu.cn
何展翔，hezhanxiang@sina.com
昌彦君，changyj@cug.edu.cn
（9）电磁法在深部地热与矿产资源勘查中的应用
专题召集人：
柳建新，ljx6666@126.com
邓居智，jzdeng73@yahoo.com.cn
薛国强，ppxueguoqiang@163.com
（10）电磁法在水、工、环及减灾勘查与监测中的应用
专题召集人：
底青云，qydi@mail.iggcas.ac.cn
熊 彬，xiongbin@glite.edu.cn
李振宇，zhenyuli626@126.com

（11）电磁法与地震监测预测研究
专题召集人：
黄清华，huangq@pku.edu.cn
杜学彬，duxb@163.com
张学民，zhangxm96@126.com
（12）其它前沿研究
专题召集人：
胡文宝，hwb@yangtzeu.edu.cn
方广有，gyfang@mail.ie.ac.cn
刘树才，liushucai@cumt.edu.cn
左博新，boxzuo@163.com
四、论文摘要征稿事项
1、会议录用的论文摘要将收录到《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术讨论会
论文集》，并以U盘的形式发放至与会人员。
2、国内论文要求提供中、英文两种版本（稿件具体格式请参照附件1、附件
2或会议网站摘要模板）。
3、投稿时，请将摘要稿件用电子邮件同时发给会议组委会和专题召集人。
4、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地球电磁专业委员会拟在会议上评选优秀学生论文并
予以奖励，请青年学生踊跃投稿并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
5、组委会投稿邮箱：cigew2017@126.com
6、截稿日期：2017 年 8 月31 日
五、费用
1、注册费：
9月30日前注册
正式代表：1200 元/人，学生代表：600 元/（凭在校学生证）。
9月30日后注册
正式代表：1600 元/人，学生代表：800 元/（凭在校学生证）。
2、食宿：
食宿将由会议组统一安排，费用自理。会议和住宿酒店：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迎宾楼（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388号）。
住宿房间价格参考：
1）单间
228 元
2）行政单间
328 元
3）标准间
188 元
4）行政标准间
228 元
5）套房
368 元

6）行政套房
438 元
请在注册同时提出拟住宿的房间标准，并填写注册回执表（附件 3）
六、会议赞助
欢迎国内外企业、事业等单位赞助会议，用于支持青年学生参会交流等。会
议将为赞助单位安排场所展示新产品、新技术并适当减免注册费。赞助数额及优
惠细则详见附件4，或直接联系组委会。
七、组委会联系方法
联系人：
彭荣华
胡祥云
电话：86-15827538780
电话：027-67883252，027-67883251
电子邮箱：pengrh@cug.edu.cn
电子邮箱：xyhu@cug.edu.cn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物理与空间信息学院
邮编：430074
会议网址：http://cigew2017.cug.edu.cn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http://www.cgs.org.cn/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地球电磁专业委员会：http://www.geoem.info/
八、其他注意事项
1、论文格式请参照附件 1（中文）、附件 2（英文）及会议网站摘要模板。
2、注册及缴费方式见附件 3。
3、会议各项通知会及时发布在会议网页上。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地球电磁专业委员会

2017 年 5 月 4 日

附件 1：中文摘要模板

题目
作者*单位 1，作者单位 2
1 单位 1 全称，所在城市、省级行政区、国家
2 单位 2 全称，所在城市、省级行政区、国家

1 前言/引言
国内论文要求同时提交中文和英文版本，篇幅限制在 1–4 页（含图表）。纸
质大小为 A4，页边距设置：左 3cm、右 2.5cm、上 3cm、下 3cm。
2 方法/原理
图表必须清晰，注明刻度及单位，位置居中。图名字体为 9 磅宋体，上下
各隔 0.5 行，排在图下方，居中。表名字体为 9 磅宋体，上下各隔 0.5 行，排在
表上方，居中。
3 算例/实例（可选）
3.1 算例 1
正文采用 10.5 号字体，1.25 倍行距。
3.2 算例 2
4 结论
通信作者以上角标*标出，并在论文首页左下角注明通信作者联系方式。
致谢（可选）
本研究的资金来源。
参考文献
请参考《地球物理学报》格式。

通信作者姓名：通讯地址、电话、email。

附件 2：英文摘要模板

Title
Author* 1，Author2
1 Affiliate 1, City, State or Province, Country
2 Affiliate 2, City, State or Province, Country

1 INTRODUCTION
The abstract needs to be one–four pages in length. Longer sized manuscripts are
not being recommended. The page size is A4 (210 x 297 mm) with one section. Page
margins are 30 mm for the top, the bottom and the left sides, and 25 mm for right
side.
2 THEORY/METHOD
The caption for a figure or table uses the font Times New Roman 9 pts, and
should be centered. A half-line space needs to be set above and below the caption line.
A caption should be placed below the corresponding figure, while a table caption
should be placed above the corresponding table.
3 EXAMPLES (Optional)
3.1 Example 1
Please use the font Times New Roman 10.5 pts with 1.25 times line spacing for
the main text.
3.1 Example 2
4 CONCLUSIONS
The corresponding information should be given at the left corner of the first
page.
ACKNOWLEDGEMENTS (Optional)
REFERENCES
The reference format should agree with the one of Chinese Journal of
Geophysics.
The name of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ddress, telephone, and email.

附件 3：注册回执表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术讨论会注册回执表
姓名

职务或职称

性别

单位

联系电话

邮箱地址

是否学生

是否住宿（如住宿请填写
期望房间类型）

说明：
1、本回执表请于2017年8月31日前发送邮件至cigew2017@126.com
2、住宿费自理。
3、学生注册缴费请附上学生证复印件。
4、注册费用请转账或汇款至本次会议承办方账户，转账时请备注以下信息，并
通过 Email 告知组委会（cigew2017@126.com）
（1）费用名称（CIGEW2017）
（2）第一作者名称
（3）联系电话
（4）发票信息
a.普通增值税发票，请提供发票抬头信息；
b.专用增值税发票，请提供单位名称，纳税识别号，经营地址，账户及
账号，联系电话等信息）
户名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账号

569 057 528 302

开户行名称

中国银行武汉地大支行

开户行行号

846 006（武汉市内）
104 521 003 359（武汉市外）

附件 4：赞助回执表
单位赞助等级与优惠条件
序号

项目

内容

费用（元）

金牌赞助

1、研讨会现场标注赞助单位名称
2、研讨会手册中刊登赞助单位简介插页
3、研讨会网站刊登赞助单位简介
4、免 5 人会议注册费

50000

2

银牌赞助

1、研讨会现场标注赞助单位名称
2、研讨会手册中刊登赞助单位简介插页
3、研讨会网站刊登赞助单位简介
4、免 3 人会议注册费

30000

3

铜牌赞助

1、研讨会现场标注赞助单位名称
2、研讨会网站刊登赞助单位简介
3、免 1 人会议注册费

10000

1

备注

会展项目及收费
序号

项目

1

展台（仪器展示
等）

2

X 型展架企业展
示(含展架+展架
位）

尺寸

2m×3m

1个

费用（元）

备注

6000

一张桌
子，两把
椅子，一
个电源

3000

具体内
容由单
位、厂家
提供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术讨论会赞助回执表
赞助单位
联系人电话
免注册费人员信息
序
姓名
职务
号
1
2
3
4
5

赞助等级
联系人邮箱
单位

联系电话

备注

说明：
1、本回执请于2017年8月31日前发送邮件至cigew2017@126.com
2、赞助费用请转账或汇款至本次会议承办方账户，转账时请备注以下信息，并

通过Email告知组委会（cigew2017@126.com）
（1）费用名称（CIGEW2017 赞助）
（2）赞助单位名称
（3）联系人电话
（4）发票信息
a.普通增值税发票，请提供发票抬头信息；
b.专用增值税发票，请提供单位名称，纳税识别号，经营地址，账户及
账号，联系电话等信息）
户名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账号

569 057 528 302

开户行名称

中国银行武汉地大支行

开户行行号

846 006（武汉市内）
104 521 003 359（武汉市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