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硕导 
 

 

NAME 姓    名：杨元喜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动态大地测量 

及测量数据处理及质量控制理论。 

MORE 更多信息：http://dcxy.chd.edu.cn/YYX2020.pdf 

 

NAME 姓    名：路中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InSAR 技术用于火山、地震、区域构造、 

煤矿开采和地下水采动引起的地表形变的监测与解释 

MORE 更多信息：http://dcxy.chd.edu.cn/LZ2020.pdf 

 

http://dcxy.chd.edu.cn/YYX2020.pdf
http://dcxy.chd.edu.cn/LZ2020.pdf


 
NAME 姓    名：李振洪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zhenhong.li@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卫星大地测量与遥感技术（含 SAR/InSAR 与 GNSS）及其在地质灾害、环境变化

监测和精准农业方面应用的研究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zh/list.htm 

 

NAME 姓    名：杨志强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yang_gps@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动态大地测量与精密工程测量 

青藏高原地壳形变监测与地球动力学研究； 

高精度陀螺研发与受限空间快速定向测量研究； 

北斗/GPS/INSAR/DAS 地质灾害与病损工程监测预警； 



iGPS/UWB/RFID/LIDAR 多源异构信息融合室内定位与智慧城市应用； 

GNSS/INS 融合三维工业测量装备与应用。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yzq/list.htm 

 

NAME 姓    名：张勤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dczhangq@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空间大地测量 GPS 与 InSAR 高精度数据处理与应用 

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研究 

北斗/GNSS 高精度定位技术与应用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q/list.htm 

 

NAME 姓    名：韩玲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hanling@chd.edu.cn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q/list.ht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遥感地质，航空与航天摄影测量与遥感，遥感技术与应用，资源与环境

遥感，土地整治。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hl/list.htm 

 

 
NAME 姓    名：隋立春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sui1011@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摄影测量与遥感理论及应用、 

遥感信息提取与应用、 

影像分析与图像处理、 

LiDAR 数据处理理论及应用、 

InSAR 技术应用、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地质灾害监测中的应用研究， 

GIS、地图匹配和数据挖掘。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slc/list.htm 

 

 

NAME 姓    名：方勇 

SEX   性    别：男 

http://js.chd.edu.cn/dzgcychxy/hl/list.htm


E-MAIL 邮    箱：yong.fang@vip.sina.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航空摄影测量系统、数字摄影测量系统、航天遥感测绘系统。 

MORE 更多信息：http://dcxy.chd.edu.cn/FY2020.pdf 

 

 

NAME 姓    名：张永志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zhangyz@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GNSS 地壳形变监测 

InSAR 地壳形变监测 

卫星重力测量 

断层滑动与地面变形研究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yz/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yz/list.htm


 
NAME 姓    名：赵超英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cyzhao@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测量数据处理理论 

2、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InSAR） 

3、变形监测理论与方法 

4、地面沉降、地裂缝、滑坡、冰川、构造活动等灾害监测预警 

5、地质灾害机理反演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cy/list.htm 

 

 
NAME 姓    名：孔金玲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jlkong@163.co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cy/list.ht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地理信息建模 

2.地理信息分析与服务 

3.定量遥感与环境监测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kjl/list.htm 

 

 

NAME 姓    名：曹建农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jncao@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遥感技术与应用，包括：图像理解与图像模式识别；高分辨遥感信息提取技术；

Lidar 点云信息提取。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包括：摄影测量与倾斜摄影。地理

信息系统与应用；3S 基础理论与技术应用。 

目前主要兴趣：影像信息智能化处理技术，包括多尺度几何分析、影像数学分析

与变换、影像处理的规范化数学方法。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cjn_6088/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kjl/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cjn_6088/list.htm


 

NAME 姓    名：黄观文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huang830928@163.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北斗/GNSS 高精度定轨定位技术 

2、北斗/GNSS 高精度形变监测技术 

3、低成本导航定位软硬件装备研发 

4、深度学习的地学数据挖掘技术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hgw/list.htm 

 

 
NAME 姓    名：王利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wangli@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卫星导航定位数据处理、地质灾害变形监测理论与方法等 

http://js.chd.edu.cn/dzgcychxy/hgw/list.htm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wl/list.htm 

 

 
NAME 姓    名：瞿伟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quwei@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空间大地测量（GNSS、InSAR、GRACE）高精度监测与数据处理； 

大地测量地壳形变与物理大地测量； 

地质灾害（地面沉降、地裂缝、滑坡等）形变模型反演与灾害数值模拟分析； 

地质灾害（地面沉降、地裂缝、滑坡等）成因机理解释等研究工作。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jw/list.htm 

 

 

NAME 姓    名：朱武 

SEX   性    别：男 

http://js.chd.edu.cn/dzgcychxy/wl/list.htm
mailto:quwei@chd.edu.cn
http://js.chd.edu.cn/dzgcychxy/jw/list.htm


E-MAIL 邮    箱：zhuwu@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利用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InSAR）监测地表变化，并用于地球物理解释及工

程实践应用。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w/list.htm 

 

NAME 姓    名：田永瑞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tianyrui@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tyr/list.htm 

 

NAME 姓    名：杨建华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yangjh@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yjh/list.htm 

 

 

NAME 姓    名：姜刚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w/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tyr/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yjh/list.htm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479189336@qq.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主要从事空间定位技术、3S 技术及其集成、精密工

程测量、变形监测与数据处理、工业测量、地籍与房产测量等方面的教学及研究

工作。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jg/list.htm 

 

NAME 姓    名：张菊清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zhangjq@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jq/list.htm 

 

 

NAME 姓    名：李斌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binliok@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GIS 应用与开发 

空间数据库建设 

地质三维建模 

点云数据处理 

  

http://js.chd.edu.cn/dzgcychxy/jg/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jq/list.htm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b/list.htm 

 

NAME 姓    名：郭新成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gxch@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gxc/list.htm 

 

NAME 姓    名：刘万林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wanlin@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wl/list.htm 

 

NAME 姓    名：王腾军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wangtj@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wtj/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b/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gxc/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wl/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wtj/list.htm


 

NAME 姓    名：惠文华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huiwenh@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遥感影像处理与分析，遥感地学应用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hwh/list.htm 

 

 
NAME 姓    名：杨成生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yangchengsheng@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InSAR 高精度监测数据处理技术； 

2）高寒区冰川、冰川湖活动监测及稳定性分析； 

3）InSAR 地质灾害大范围调查与高精度监测相关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包括煤矿沉

陷监测、地面沉降监测、地裂缝活动监测、地震同震形变场监测、采油形变监测

等； 

4）地质现象形变机理解译与物理 Modeling 研究，包括震间、同震形变机理，开

http://js.chd.edu.cn/dzgcychxy/hwh/list.htm


采形变（抽水、采油），地裂缝活动等；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ycs/list.htm 

 

 
NAME 姓    名：崔建军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stonecui@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地理信息系统开发、空间大数据分析与处理、自然资

源管理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cjj/list.htm 

 

 
NAME 姓    名：孟妮娜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mengnina@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空间关系及空间场景相似性，地图空间模式识别，地

http://js.chd.edu.cn/dzgcychxy/ycs/list.htm
mailto:stonecui@chd.edu.cn
http://js.chd.edu.cn/dzgcychxy/cjj/list.htm


理信息建库与制图的一体化，地理信息工程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mnn/list.htm 

 

 

NAME 姓    名：赵丽华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zhaolih@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大地测量数据处理理论、地质灾害高精度数据处理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lh/list.htm 

 

 

NAME 姓    名：石震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shinsar_gps@163.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精密工程测量、惯性测量技术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sz/list.htm 

 

 

NAME 姓    名：杨耘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yangyunbox@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遥感影像分析与自然资源环境

http://js.chd.edu.cn/dzgcychxy/mnn/list.htm
mailto:zhaolih@chd.edu.cn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lh/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sz/list.htm
mailto:yangyunbox@chd.edu.cn


遥感应用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yy/list.htm 

 

 

NAME 姓    名：张双成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shuangcheng369@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领域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GNSS 导航与

精密定位、GNSS 遥感、GNSS 与 InSAR 灾害监测、空-天-地协同地质环境智能感

知云平台、无人机 LiDAR 等。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sc/list.htm 

 

 
NAME 姓    名：邹维宝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hkzouwb@yahoo.co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yy/list.htm
mailto:shuangcheng369@chd.edu.cn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sc/list.ht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1. 干涉合成孔径雷达（InSAR）影像配准及处理，极

化合成孔径雷达影像处理，基于 SAR 影像的城市三维重构； 

2. 多光谱遥感影像分类； 

3. 基于神经网络和小波分析的数字图像分类； 

4. 深度学习； 

5. INS/GNSS/SAR 组合导航系统。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wb/list.htm 

 

 

NAME 姓    名：杨丽萍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zylpyang@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环境定量遥感 

2. 3S 综合应用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ylp/list.htm 

 

 

NAME 姓    名：王丽霞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zylxwang@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遥感信息处理与分析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wlx/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wb/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ylp/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wlx/list.htm


 
NAME 姓    名：徐翠玲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3592006@qq.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GIS 理论与方法；定量遥感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xcl/list.htm 

 

 

NAME 姓    名：曾安敏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zeng_anmin@163.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动态大地测量数据处理、坐标框架建立与维持、海洋大地基准、GNSS、地球重

力场 

MORE 更多信息：http://dcxy.chd.edu.cn/ZAM.pdf 

 

 

NAME 姓    名：贾小林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13891907401@139.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GNSS 高精度定轨定位、GNSS 性能监测评估、综合 PNT 力场 

http://js.chd.edu.cn/dzgcychxy/xcl/list.htm
http://dcxy.chd.edu.cn/ZAM.pdf


MORE 更多信息：http://dcxy.chd.edu.cn/JXL.pdf 

 

 

NAME 姓    名：季灵运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insar010@163.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①基于大地测量资料（InSAR、GPS、水准）反演断层现今运动状态（同震破裂、 

震间闭锁、震后壳幔流变属性）；②联合大地测量、地震地质、地震学等多源资 

料开展地断裂地震风险评估。 

MORE 更多信息：http://dcxy.chd.edu.cn/JLY.pdf 

 

 
NAME 姓    名：李昕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lixin2017@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GNSS 高精度定位（RTK/PPP 等） 

（2）GNSS/惯导组合导航定位（高精度） 

（3）多传感器融合导航定位（GNSS/INS/ SLAM/UWB 等）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_9662/list.htm 

 

http://dcxy.chd.edu.cn/JXL.pdf
http://dcxy.chd.edu.cn/JLY.pdf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_9662/list.htm


 

NAME 姓    名：丁明涛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mingtaoding@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理论：统计建模，人工智能、信息理论 

方法：遥感影像分割、分类、配准、变化检测、融合 

应用：灾害遥感、生态遥感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dmt/list.htm 

 

 
NAME 姓    名：胡羽丰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yfhu@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 GNSS-R 及应用 

2. GNSS 对流层及应用 

http://js.chd.edu.cn/dzgcychxy/dmt/list.htm
mailto:yfhu@chd.edu.cn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hyf/list.htm 

 

 

NAME 姓    名：丛铭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yfhu@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基于视网膜神经节细胞感受野的遥感影像无监督分类； 

基于视觉显著性与心理学的遥感影像目标识别； 

基于深度学习的遥感影像分类； 

自适应无监督深度学习分类网络的探索； 

倾斜摄影建模的单体化、矢量化；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cm/list.htm 

 

 

NAME 姓    名：赵建林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jianlin.zhao@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生态应用；地表过程监测与模拟；土地利用与土地变化；土

壤侵蚀与碳循环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jl/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hyf/list.htm
mailto:yfhu@chd.edu.cn
http://js.chd.edu.cn/dzgcychxy/cm/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jl/list.htm


 

博导 

 

NAME 姓    名：杨元喜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动态大地测量 

及测量数据处理及质量控制理论。 

MORE 更多信息：http://dcxy.chd.edu.cn/YYX2020.pdf 

 

NAME 姓    名：路中 

SEX   性    别：男 

F-MAIL 邮    箱：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InSAR 技术用于火山、地震、区域构造、 

煤矿开采和地下水采动引起的地表形变的监测与解释 

MORE 更多信息：http://dcxy.chd.edu.cn/LZ2020.pdf 

 

http://dcxy.chd.edu.cn/YYX2020.pdf
http://dcxy.chd.edu.cn/LZ2020.pdf


 

NAME 姓    名：李振洪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zhenhong.li@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卫星大地测量与遥感技术（含 SAR/InSAR 与 GNSS）及其在地质灾害、环境变化

监测和精准农业方面应用的研究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zh/list.htm 

 

 

NAME 姓    名：杨志强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yang_gps@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动态大地测量与精密工程测量 



青藏高原地壳形变监测与地球动力学研究； 

高精度陀螺研发与受限空间快速定向测量研究； 

北斗/GPS/INSAR/DAS 地质灾害与病损工程监测预警； 

iGPS/UWB/RFID/LIDAR 多源异构信息融合室内定位与智慧城市应用； 

GNSS/INS 融合三维工业测量装备与应用。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yzq/list.htm 

 

 

NAME 姓    名：张勤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dczhangq@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空间大地测量 GPS 与 InSAR 高精度数据处理与应用 

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研究 

北斗/GNSS 高精度定位技术与应用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q/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q/list.htm


NAME 姓    名：韩玲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hanling@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遥感地质，航空与航天摄影测量与遥感，遥感技术与应用，资源与环境

遥感，土地整治。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hl/list.htm 

 

 
NAME 姓    名：隋立春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sui1011@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摄影测量与遥感理论及应用、 

遥感信息提取与应用、 

影像分析与图像处理、 

LiDAR 数据处理理论及应用、 

InSAR 技术应用、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地质灾害监测中的应用研究， 

GIS、地图匹配和数据挖掘。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slc/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hl/list.htm


NAME 姓    名：方勇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yong.fang@vip.sina.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航空摄影测量系统、数字摄影测量系统、航天遥感测绘系统。 

MORE 更多信息：http://dcxy.chd.edu.cn/FY2020.pdf 

 

 

NAME 姓    名：张永志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zhangyz@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GNSS 地壳形变监测 

InSAR 地壳形变监测 

卫星重力测量 

断层滑动与地面变形研究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yz/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yz/list.htm


 
NAME 姓    名：赵超英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cyzhao@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测量数据处理理论 

2、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InSAR） 

3、变形监测理论与方法 

4、地面沉降、地裂缝、滑坡、冰川、构造活动等灾害监测预警 

5、地质灾害机理反演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cy/list.htm 

 

 
NAME 姓    名：孔金玲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jlkong@163.co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cy/list.ht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地理信息建模 

2.地理信息分析与服务 

3.定量遥感与环境监测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kjl/list.htm 

 

 

NAME 姓    名：曹建农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jncao@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遥感技术与应用，包括：图像理解与图像模式识别；高分辨遥感信息提取技术；

Lidar 点云信息提取。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包括：摄影测量与倾斜摄影。地理

信息系统与应用；3S 基础理论与技术应用。 

目前主要兴趣：影像信息智能化处理技术，包括多尺度几何分析、影像数学分析

与变换、影像处理的规范化数学方法。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cjn_6088/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kjl/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cjn_6088/list.htm


 

NAME 姓    名：黄观文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huang830928@163.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北斗/GNSS 高精度定轨定位技术 

2、北斗/GNSS 高精度形变监测技术 

3、低成本导航定位软硬件装备研发 

4、深度学习的地学数据挖掘技术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hgw/list.htm 

 

 
NAME 姓    名：王利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wangli@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卫星导航定位数据处理、地质灾害变形监测理论与方法等 

http://js.chd.edu.cn/dzgcychxy/hgw/list.htm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wl/list.htm 

 

 
NAME 姓    名：瞿伟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quwei@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空间大地测量（GNSS、InSAR、GRACE）高精度监测与数据处理； 

大地测量地壳形变与物理大地测量； 

地质灾害（地面沉降、地裂缝、滑坡等）形变模型反演与灾害数值模拟分析； 

地质灾害（地面沉降、地裂缝、滑坡等）成因机理解释等研究工作。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jw/list.htm 

 

 

NAME 姓    名：朱武 

SEX   性    别：男 

http://js.chd.edu.cn/dzgcychxy/wl/list.htm
mailto:quwei@chd.edu.cn
http://js.chd.edu.cn/dzgcychxy/jw/list.htm


E-MAIL 邮    箱：zhuwu@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利用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InSAR）监测地表变化，并用于地球物理解释及工

程实践应用。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w/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w/list.htm


硕导 
 

 

NAME 姓    名：崔鹏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dcxy.chd.edu.cn/txtcp.pdf 

 

 

 

NAME 姓    名：彭建兵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icexy_1@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http://dcxy.chd.edu.cn/txtcp.pdf


（1）工程地质 

（2）地震工程 

（3）地质灾害及岩土工程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pjb/list.htm 

 

 

 

NAME 姓    名：兰恒星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Lanhx@igsnrr.ac.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多尺度岩土体变形破坏机理 

（2）环境地质灾害动力学过程模型与风险分析 

（3）遥感 GIS 在工程地质中的应用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hx/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pjb/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hx/list.htm


 

NAME 姓    名：范文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fanwen@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黄土微结构观测与重构 

（2）岩土本构与强度理论 

（3）黄土高原地区地质灾害评价与防治 

（4）秦巴山区地质灾害机理、评价及防治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fw/list.htm 

 

 

NAME 姓    名：殷跃平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 

 

 

http://js.chd.edu.cn/dzgcychxy/fw/list.htm


  

NAME 姓    名：李同录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dgx08@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tl/list.htm 

 

 

NAME 姓    名：苏生瑞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susr@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地质灾害科学与工程 

（2）地质环境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tl/list.htm


（3）岩土体稳定性 

（4）区域工程地质 

（5）构造地质学理论与应用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ssr/list.htm 

 

 

 

NAME 姓    名：倪万魁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niwk@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nwk/list.htm 

 

 

NAME 姓    名：张茂省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  

 

 

 

NAME 姓    名：宋彦辉 

SEX   性    别：男 

http://js.chd.edu.cn/dzgcychxy/ssr/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nwk/list.htm


E-MAIL 邮    箱：dcdgx30@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方向为岩体工程，包括岩质边坡稳定性、岩体破坏准则、岩体力学参数、

岩体质量等。 

MORE 更多信息： http://js.chd.edu.cn/dzgcychxy/syh/list.htm 

 

 

 

NAME 姓    名：李喜安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dclixa@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黄土工程地质及其地质灾害防治的科研与教学 

MORE 更多信息：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a/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syh/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a/list.htm


 

NAME 姓    名：邓亚虹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dclixa@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土动力学与岩土地震工程； 

（2）黄土力学与工程； 

（3）地质灾害成因机理与防灾减灾 

MORE 更多信息： http://js.chd.edu.cn/dzgcychxy/dyh/list.htm 

 

 

NAME 姓    名：庄建琦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 

 

 

http://js.chd.edu.cn/dzgcychxy/dyh/list.htm


 

NAME 姓    名：李滨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libin1102@foxmail.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地质灾害防治减灾工作 

MORE 更多信息：http://dcxy.chd.edu.cn/LB.pdf 

 

 

 

NAME 姓    名：黄强兵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dgx24@chd.edu.cn；715233381@qq.com 

http://dcxy.chd.edu.cn/LB.pdf
mailto:dcdgx24@chd.edu.cn%EF%BC%9B715233381@qq.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黄土力学与地质灾害防治 

（2）城市工程地质与地下空间工程 

（3）交通岩土工程 

（4）岩土地震工程与抗震减灾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hqb/list.htm 

 

 

 

NAME 姓    名：卢全中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dgx14@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qz/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hqb/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qz/list.htm


 

NAME 姓    名：邓龙胜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lsh@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黄土微结构 

（2）黄土动力学及地震地质灾害 

（3）地质灾害机理与防灾减灾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dls/list.htm 

 

 

NAME 姓    名：李新生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lixinsheng@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s/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dls/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s/list.htm


 

NAME 姓    名：李萍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dcdgx07@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p/list.htm 

 

 

NAME 姓    名：毛彦龙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dgx02@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myl/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p/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myl/list.htm


 

NAME 姓    名：马润勇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dgx31@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区域稳定工程地质 

（2）灾害地质 

（3）活动构造 

（4）青藏高原隆升及其环境灾害效应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mry/list.htm 

NAME 姓    名：胡高社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dgx09@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hgs/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mry/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hgs/list.htm


 

NAME 姓    名：成玉祥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chengyx@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黄土力学与黄土地质灾害形成机理 

（2）黄土侵蚀 

（3）泥石流灾害形成机理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cyx/list.htm 

 

 

NAME 姓    名：王勇智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dgx03@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wyz/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cyx/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wyz/list.htm


 

NAME 姓    名：宋飞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250846105@qq.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地质灾害防治、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价、滑坡的治理工程设计与优化； 

（2）边坡工程、基坑支护工程等的岩土工程的设计与优化； 

（3）矿山生态环境、地质环境的恢复治理。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sf/list.htm 

 

 
 

NAME 姓    名：林鸿州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linhz@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hz/list.htm 

 

 

NAME 姓    名：宋焱勋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http://js.chd.edu.cn/dzgcychxy/sf/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hz/list.ht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  

 

 

 

NAME 姓    名：刘妮娜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 ninaliu@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地裂缝区域的城市地铁设计问题 

（2）特殊地质环境中的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设计 

（3）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及恢复治理对策 

（4）活动断层场地中的城市地铁设计问题   
（5）活动断层探查 
MORE 更多信息：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nn/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nn/list.htm


 

NAME 姓    名：陈新建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dgx26@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斜坡稳定性研究 

（2）滑坡机理研究 

（3）地质灾害防治研究 

（4）黄土力学性质研究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cxj/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cxj/list.htm


NAME 姓    名：祝艳波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zhuyanbo@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滑坡灾害机理分析与防治 

（2）岩土体工程性质与稳定性 

（3）非饱和土力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MORE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yb/list.htm 
 
 

 

NAME 姓    名：刘海松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lhsong@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2）工程地质环境与灾害； 

（3）环境地质学； 

（4）岩土与地基基础。 

MORE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hs/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yb/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hs/list.htm


 

 

NAME 姓    名：黄伟亮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huangweiliang@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 活动构造 

（2） 地裂缝 

（3） 区域稳定工程地质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hwl/list.htm  
 
 

 

NAME 姓    名：吴明 

http://js.chd.edu.cn/dzgcychxy/hwl/list.htm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eagleming@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深基坑工程； 

 （2）地裂缝对构建筑物影响； 

 （3）环境扰动对地铁隧道建设、运营影响。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wm/list.htm 

 

 

 

NAME 姓    名：张常亮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zcliang@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黄土地质灾害形成机理和防治 

（2）岩土力学数值计算和应用 

（3）黄土微结构分析 

（4）非饱和黄土力学特性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cl/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wm/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cl/list.htm


 

NAME 姓    名：安鹏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anpeng110@163.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 特殊土渠道渠基稳定及工程灾变机理研究 

（2）吐鲁番黄土的工程性质及坎儿井保护研究 

（3）大厚度湿陷性黄土湿陷性评价与处置技术研究 

（4）特殊土地区海绵城市建设市政工程结构优化设计研究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ap/list.htm 

 

 

NAME 姓    名：王雁林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  

 

 

http://js.chd.edu.cn/dzgcychxy/ap/list.htm


 

NAME 姓    名：李安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Antares_lee@163.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中国西部祁连山活动构造和地震地质研究；  

（2）中国东部郯庐断裂带发震构造和地震灾害风险分析；  

（3）地震场地效应三维建模方法研究；  

（4）四川凉山地区活动断层普查和地震危险性分析 

MORE 更多信息： http://dcxy.chd.edu.cn/LA.pdf 

NAME 姓    名：张炜 

SEX   性    别： 

E-MAIL 邮    箱：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  

 

 

NAME 姓    名：徐强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538270385@163.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http://dcxy.chd.edu.cn/LA.pdf


（1）地下工程抗震性能研究 

（2）地下工程穿越活动地裂缝变形破坏机制研究 

MORE 更多信息： http://js.chd.edu.cn/dzgcychxy/xq/list.htm 

 

 

 

NAME 姓    名：孟振江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mengzj@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地质工程与地质灾害 

MORE 更多信息： http://js.chd.edu.cn/dzgcychxy/mzj/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xq/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mzj/list.htm


NAME 姓    名：石玉玲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dcdgx15@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岩土工程 

（2）地质工程相关的地质灾害致灾机理 

（3）治理设计及监测预报 

 MORE 更多信息： http://js.chd.edu.cn/dzgcychxy/syl/list.htm 

 

 

 

NAME 姓    名：朱兴华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zhuxinghua@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泥石流侵蚀演进机制研究； 

（2）堰塞湖溃坝模式及过程分析； 

（3）黄土灾害链的链生机制与风险防控。 

 MORE 更多信息：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xh/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syl/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xh/list.htm


 

NAME 姓    名：苑伟娜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yuanwn@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 http://js.chd.edu.cn/dzgcychxy/ywn/list.htm 

 

 

 

NAME 姓    名：刘鑫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xliu67@chd.edu.cn；liuxinsunny08@126.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颗粒材料微观几何形貌与运动、力学特性及宏观地质灾害 

（2）考虑水-化环境耦合的黄土灾害及动静力特性（包括动静力条件下场地液化、

小应变动力学参数测量等）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_5689/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ywn/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_5689/list.htm


 

NAME 姓    名：翟越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zy@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 岩石力学 

（2） 地下空间安全 

（3） 智能化建筑安全工程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y/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y/list.htm


NAME 姓    名：郝建斌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haojb@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边坡稳定性 

（2）防灾减灾 

（3）建筑安全 

（4）安全性评价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hjb/list.htm 

 

 

 

NAME 姓    名：李寻昌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dcdgx12@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地质灾害防治理论及评价 

（2）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 

（3）岩土工程安全检测及修复 

（4）城市公共安全评价 

http://js.chd.edu.cn/dzgcychxy/hjb/list.htm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c/list.htm 

 

 

NAME 姓    名：高德彬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dcdgx32@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gdb/list.htm 

 

 

 

NAME 姓    名：吕艳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910361481@qq.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地质资源与环境 

（2）地质工程与科学 

（3）地质遗迹开发与保护 

（4）安全风险与管理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y_7748/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c/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gdb/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y_7748/list.htm


 

NAME 姓    名：刘志云 

SEX   性    别： 

E-MAIL 邮    箱： dcdgx33@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zy/list.htm 

 

 

 

NAME 姓    名：李凯玲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dcdgx21@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建筑安全工程理论 

（2）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设计 

（3）结构与围岩动力相互作用理论 

（4）城市安全规划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kl/list.htm 

 

 

NAME 姓    名：蒋臻蔚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zy/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kl/list.htm


SEX   性    别： 

E-MAIL 邮    箱： dcdgx29@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jzy/list.htm 

 

 

 

 

NAME 姓    名：许锐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firewoodxu@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地质灾害防治 

（2）岩土工程 

（3）结构优化 

（4）稳健性设计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xr/list.htm 

 

 

mailto:dcdgx29@chd.edu.cn
http://js.chd.edu.cn/dzgcychxy/jzy/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xr/list.htm


 

NAME 姓    名：李艳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 liyanlwbdlp@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 岩石类材料动态力学性能 

（2） 地下空间爆炸冲击防护 

（3） 建筑安全工程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y_7829/list.htm 

 

 

 

NAME 姓    名：曹琰波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y_7829/list.htm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caoyanbo@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地质灾害机理及风险防控 

（2）抽水引起地面沉降机理研究 

（3）矿山恢复治理防治设计 

（4）地质灾害评估、勘察、设计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cyb/list.htm 

 

 

 
 
 

博导 

 

NAME 姓    名：崔鹏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dcxy.chd.edu.cn/txtcp.pdf 

 

http://js.chd.edu.cn/dzgcychxy/cyb/list.htm
http://dcxy.chd.edu.cn/txtcp.pdf


 

 

NAME 姓    名：彭建兵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icexy_1@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工程地质 

（2）地震工程 

（3）地质灾害及岩土工程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pjb/list.htm 

 

 

 

NAME 姓    名：兰恒星 

http://js.chd.edu.cn/dzgcychxy/pjb/list.htm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Lanhx@igsnrr.ac.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多尺度岩土体变形破坏机理 

（2）环境地质灾害动力学过程模型与风险分析 

（3）遥感 GIS 在工程地质中的应用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hx/list.htm 

 

 

 

NAME 姓    名：范文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fanwen@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黄土微结构观测与重构 

（2）岩土本构与强度理论 

（3）黄土高原地区地质灾害评价与防治 

（4）秦巴山区地质灾害机理、评价及防治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fw/list.htm 

 

 

NAME 姓    名：殷跃平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hx/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fw/list.htm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 

 

 

  

NAME 姓    名：李同录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dgx08@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tl/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tl/list.htm


NAME 姓    名：苏生瑞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susr@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地质灾害科学与工程 

（2）地质环境 

（3）岩土体稳定性 

（4）区域工程地质 

（5）构造地质学理论与应用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ssr/list.htm 

 

 

 

NAME 姓    名：倪万魁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niwk@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nwk/list.htm 

 

 

NAME 姓    名：张茂省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  

 

 

http://js.chd.edu.cn/dzgcychxy/ssr/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nwk/list.htm


 

NAME 姓    名：宋彦辉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dgx30@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方向为岩体工程，包括岩质边坡稳定性、岩体破坏准则、岩体力学参数、

岩体质量等。 

MORE 更多信息： http://js.chd.edu.cn/dzgcychxy/syh/list.htm 

 

 

 

NAME 姓    名：李喜安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dclixa@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黄土工程地质及其地质灾害防治的科研与教学 

MORE 更多信息：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a/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syh/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a/list.htm


 

 

 

NAME 姓    名：邓亚虹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dclixa@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土动力学与岩土地震工程； 

（2）黄土力学与工程； 

（3）地质灾害成因机理与防灾减灾 

MORE 更多信息： http://js.chd.edu.cn/dzgcychxy/dyh/list.htm 

 

 

NAME 姓    名：庄建琦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 

 

 

http://js.chd.edu.cn/dzgcychxy/dyh/list.htm


 

NAME 姓    名：李滨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libin1102@foxmail.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地质灾害防治减灾工作 

MORE 更多信息：http://dcxy.chd.edu.cn/LB.pdf 

 

 

 

NAME 姓    名：黄强兵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dgx24@chd.edu.cn；715233381@qq.com 

http://dcxy.chd.edu.cn/LB.pdf
mailto:dcdgx24@chd.edu.cn%EF%BC%9B715233381@qq.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黄土力学与地质灾害防治 

（2）城市工程地质与地下空间工程 

（3）交通岩土工程 

（4）岩土地震工程与抗震减灾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hqb/list.htm 

 

 

 

NAME 姓    名：卢全中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dgx14@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qz/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hqb/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qz/list.htm


 

NAME 姓    名：邓龙胜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lsh@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黄土微结构 

（2）黄土动力学及地震地质灾害 

（3）地质灾害机理与防灾减灾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dls/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dls/list.htm


硕导 

 

NAME 姓    名：翟越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zy@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岩石力学、地下空间安全、智能化建筑安全工程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y/list.htm 

 

NAME 姓    名：郝建斌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haojb@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地质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主要从事边坡稳定性、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y/list.htm


防灾减灾、建筑安全、安全性评价等方面的研究。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hjb/list.htm 

 

NAME 姓    名：李寻昌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dgx12@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地质灾害防治理论及评价 

（2）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 

（3）岩土工程安全检测及修复 

（4）城市公共安全评价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c/list.htm 

 

 

NAME 姓    名：高德彬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dgx32@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gdb/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hjb/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c/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gdb/list.htm


 

NAME 姓    名：吕艳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910361481@qq.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从事地质资源与环境、地质工程与科学、地质遗迹开

发与保护、安全风险与管理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y_7748/list.htm 

 

 

NAME 姓    名：刘志云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dgx33@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zy/list.htm 

 

 

NAME 姓    名：李凯玲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y_7748/list.htm
mailto:dcdgx33@chd.edu.cn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dcdgx21@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主要从事建筑安全工程理论、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设计、

结构与围岩动力相互作用理论以及城市安全规划等方向的研究工作。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kl/list.htm 

 

 

NAME 姓    名：蒋臻蔚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dcdgx29@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jzy/list.htm 

 

 

NAME 姓    名：许锐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firewoodxu@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地质灾害防治、岩土工程、结构优化、稳健性设计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xr/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jzy/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xr/list.htm


 

NAME 姓    名：李艳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liyanlwbdlp@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岩石类材料动态力学性能、地下空间爆炸冲击防护、

建筑安全工程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y_7829/list.htm 

 

mailto:liyanlwbdlp@chd.edu.cn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y_7829/list.htm


博导 
NAME 姓    名：门玉明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menym@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mym/list.htm 

 

 

 

 

 

NAME 姓    名：翟越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zy@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岩石力学、地下空间安全、智能化建筑安全工程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y/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mym/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y/list.htm


硕导 
 

NAME 姓    名：熊盛青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dcxy.chd.edu.cn/XSQ2020.pdf 

 

 

NAME 姓    名：李庆春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dcliqc@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多分量地震勘探； 

（2）多尺度地球物理信号分析； 

（3）矿产地球物理调查； 

（4）地质灾害精细地球物理探测。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qc/list.htm 

 

 

NAME 姓    名：李 貅 

SEX   性    别：男 

http://dcxy.chd.edu.cn/XSQ2020.pdf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qc/list.htm


E-MAIL 邮    箱：lixiu@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list.htm 

 

 

NAME 姓    名：王万银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wwy7902@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 重磁位场数据处理、转换理论及应用研究。 

（2） 重磁正、反演方法理论及应用研究。 

（3） “深地”探测研究。 

（4） “深海”探测研究。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wwy/list.htm 

 

 

NAME 姓    名：白超英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baicy@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地震波场正演模拟及应用(多波射线追踪、有限差分、伪谱法地震波场正演模拟)； 

地震层析成像及壳幔结构(地震剖面技术、多波走时联合或同时反演)；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wwy/list.htm


地震精确定位及早期预警技术(初至波、多波联合精确定位、全局搜寻法定位)； 

宽频带地震数字记录多震相自动识别技术； 

地震活动性分析。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bcy/list.htm 

 

 

NAME 姓    名：李忠生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lizhsh@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地震勘探及反演成像 

地质灾害地球物理探测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zs/list.htm 

 

 

NAME 姓    名：王卫东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wdwang@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wwd/list.htm 

 

 

NAME 姓    名：马德堂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mdt/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bcy/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zs/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mdt/list.htm


 

NAME 姓    名：邵广周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shao_gz@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地震成像与地球物理信号处理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sgz/list.htm 

 

 

NAME 姓    名：冯兵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fb8005@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电法勘探基本理论及应用研究 

非震物化探探测油气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fb/list.htm 

 

 

NAME 姓    名：包乾宗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qzbao@chd.edu.cn 

http://js.chd.edu.cn/dzgcychxy/sgz/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fb/list.ht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地震数据和探地雷达数据分析与处理； 

2、地震信号稀疏表示方法、压缩感知（CS）； 

3、地震全波形反演（FWI）； 

4、高铁地震学与噪声成像等。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bqz/list.htm 

 

 

 
NAME 姓    名：张继锋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zjf0201@126.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地球物理电磁场数值模拟技术。 

（2）时频转换及频域电磁合成孔径技术。 

（3）电磁勘探方法的应用。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jf/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bqz/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jf/list.htm


 

NAME 姓    名：刘国华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ghliu@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CRS 地震成像技术 

地震数据处理方法与算法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gh/list.htm  

 

 

 

NAME 姓    名：赵淑红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shzhao@chd.edu.cn,shzhao1@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gh/list.htm


地球物理信号处理 

地震资料解释及储层预测。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sh/list.htm  

 

 

 

NAME 姓    名：戚志鹏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zpqi@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qzp/list.htm  

 

NAME 姓    名：武银婷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wuyt@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wyt/list.htm  

 

 

NAME 姓    名： 孙乃泉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nqsun@chd.edu.cn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sh/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qzp/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wyt/list.ht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snq/list.htm  

 

 

 

NAME 姓    名： 岳崇旺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ycw1981@163.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ycw/list.htm  

 

 

 

NAME 姓    名： 鲁宝亮 

SEX   性    别：男 

http://js.chd.edu.cn/dzgcychxy/snq/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ycw/list.htm


E-MAIL 邮    箱：lulb@chd.edu.cn   lusky333@aliyun.com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位场反演 

深部构造 

海洋地球物理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jf/list.htm 

 

 

 

NAME 姓    名：王飞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wangfei@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低孔低渗储层测井精细解释、复杂碎屑岩/碳酸盐岩储层水淹层测井资料精细

解释 

2、实验与理论岩石物理学,主要兴趣为岩石声学电学联测、岩石声学力学联测、

岩石驱替过程中的岩石物理测量与建模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wf/list.htm 

 

mailto:lulb@chd.edu.cn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jf/list.htm
mailto:wangfei@chd.edu.cn
http://js.chd.edu.cn/dzgcychxy/wf/list.htm


 

NAME 姓    名：齐彦福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qiyanfu@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时间域有限元三维正演算法； 

（2）基于非结构网格的自适应网格优化算法； 

（3）多尺度正演算法研究； 

（4）基于非结构网格的瞬变电磁三维反演算法，以及上述算法在时间域航空电

磁和地面瞬变电磁领域中的应用。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qyf/list.htm 

 

 

NAME 姓    名：邱世灿 

SEX   性    别：女 

E-MAIL 邮    箱：scq@ustc.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http://js.chd.edu.cn/dzgcychxy/qyf/list.htm


激光雷达观测以及地球中高层大气研究工作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qsc/list.htm 

 

 

 

NAME 姓    名：周建美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zhoujm@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高效实用的地球物理电磁勘探方法，包括基于无人机探测的地空瞬变电磁

法、多辐射源瞬变电磁法等； 

（2）高精度快速的地球物理电磁三维数值模拟与反演方法，包括拟态有限体积

方法、基于模型降阶理论的三维快速正反演方法。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zjm/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qsc/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zjm/list.htm


博导 
NAME 姓    名：熊盛青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MORE 更多信息：http://dcxy.chd.edu.cn/XSQ2020.pdf 

 

 

NAME 姓    名：李庆春 

SEX   性    别：男 

F-MAIL 邮    箱：dcliqc@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1）多分量地震勘探； 

（2）多尺度地球物理信号分析； 

（3）矿产地球物理调查； 

（4）地质灾害精细地球物理探测。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qc/list.htm 

 

 

NAME 姓    名：李 貅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lixiu@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http://dcxy.chd.edu.cn/XSQ2020.pdf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qc/list.htm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list.htm 

 

 

NAME 姓    名：王万银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wwy7902@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5） 重磁位场数据处理、转换理论及应用研究。 

（6） 重磁正、反演方法理论及应用研究。 

（7） “深地”探测研究。 

（8） “深海”探测研究。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wwy/list.htm 

 

 

NAME 姓    名：白超英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baicy@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地震波场正演模拟及应用(多波射线追踪、有限差分、伪谱法地震波场正演模拟)； 

地震层析成像及壳幔结构(地震剖面技术、多波走时联合或同时反演)； 

地震精确定位及早期预警技术(初至波、多波联合精确定位、全局搜寻法定位)； 

宽频带地震数字记录多震相自动识别技术； 

地震活动性分析。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bcy/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x/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wwy/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bcy/list.htm


 

NAME 姓    名：李忠生 

SEX   性    别：男 

E-MAIL 邮    箱：lizhsh@chd.edu.cn 

RESEARCH AREA 研究方向： 

地震勘探及反演成像 

地质灾害地球物理探测 

MORE 更多信息：http://js.chd.edu.cn/dzgcychxy/lzs/list.htm 

 

 

 

 

 

http://js.chd.edu.cn/dzgcychxy/lzs/list.htm

	测绘科学与技术(Geo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地质工程(Geological Resources and Geological Engineering)
	（1）滑坡灾害机理分析与防治
	（2）岩土体工程性质与稳定性
	（3）非饱和土力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安全科学与工程(Safe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地球物理学(Geophys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