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发生、分类与土壤地理专业委员会和土壤遥感

与信息专业委员会 2017 年联合学术研讨会（10 月 20-23 日） 

(第二轮) 

 

土壤是地球表面一层鲜活的皮肤，有生命，有呼吸。每克新鲜土壤包含数十亿的微

生物，是地球上无以伦比的基因库。万物生于土，又归于土。千百万年以来，真是土壤

的孕育、包容和再生，才有万物兴盛，生生不息。 

然而，受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土壤优良的自然性状正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农

药、化肥的过度施用，使得土壤生物功能退化，作物病虫害肆虐，地表水污染。工矿废

水、废物的大量排放，已远超土壤的自净能力，使得农产品蓄积有毒物质，危害人体健

康。湿地破坏和农田过度耕作，又导致土壤有机碳储备下降，加剧全球变暖。 

保护土壤资源，遏制全球变化，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中国土壤学会土壤

地理和土壤遥感的同行们，金秋相约在上海，交流土壤学研究的新成果，研讨未来的新

课题。欢迎来自全国各地从事土壤发生与分类、土壤肥料、土壤（土地）资源、生态农

业、土壤（土地）遥感信息、土壤制图以及相关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和研究生参加本次会

议。 

 

一、会议主题 

都市农业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二、主要研讨内容 

1．土壤质量保护 

2．土壤退化（污染）与修复 

3．土壤发生与古环境演变 

4．土壤分类理论与实践 

5．土壤/土地资源遥感监测 

6．土壤近地传感技术与应用 

7．土壤资源信息系统与数字土壤制图技术 

9．土壤(土地)资源管理、评价与规划 

10．都市农业的现状与趋势 



11.  其他相关主题 

  

三、会议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土壤学会土壤发生、分类与土壤地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遥感与信息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上海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协办单位：上海市土壤与肥料学会 

          上海市农学会 

上海市地理学会 

 

                   

四、会议地点与日程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地址： 

南门（正门），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 

北门，宝山区锦秋路 716 号，地铁 7 号线出口； 

东门，宝山区南陈路 380 号。 

报到注册： 

10 月 20 日 8:30 至 22:00，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乐乎新楼宾馆一楼大厅。其他时间在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J 楼一楼大厅。 

开幕式、学术交流与讨论： 

10 月 21-22 日，上海大学（宝山校区）J 楼。 

会后考察（自愿参加）： 

10 月 23 日，崇明岛生态农业和长江口湿地考察。 

 

五、会议费用 

1.   会务费：会议代表每人交纳会务费 1000 元，全日制学生凭有效学生证件交注册费 700

元，随员每人交伙食费 600 元； 

2. 会议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3.  会后考察（自愿参加）：每人 200 元，包括包车费、餐费和门票费，住宿自理。 

 



六、住宿 

1. 校内宾馆：上海大学乐乎新楼宾馆，靠近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北门（请看附图）。

会务组预订双人标间 54 间，按校内优惠价，但因实行包房制，需住满三晚（20-22 日）。

单床合住价格：420 元/3 晚；标间包房价格：840 元/3 晚。免费早餐。请速联系，订完

为止。强烈建议入住校内宾馆，廉价、方便、安全。 

2. 校外宾馆：汉庭酒店，靠近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北门；格林豪泰酒店，靠近上海大

学（宝山校区）南门（请看附图）。随时入住，会务组协助订房。费用按市价，双人标

间或单人间价，300 元/每晚以内。 

 

七、论文征集 

   本次会议征集论文，篇幅控制在 6000 字左右，最多不超过 8000 字，按《土壤学报》

格式编辑。论文要求符合会议主题，数据、图文和内容应为原创，且尚未发表。组委会

将对提交论文提出修改意见，并向《土壤学报》、《土壤通报》和《Journal of Soils and 

Sediments》等期刊推荐发表。 

会议组委会将对参加本次会议的研究生提交论文进行评选，评出优秀学术论文若干

名，并在会场颁发优秀论文证书。所有提交论文的研究生，均可参加论文评选，需提交

个人简历，包括出生年月、所在院校、学习和工作经历、研究方向等相关信息。 

会议征文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请用电子邮件或微信发送会务组，格式为 word 文

档。 

 

八、会务组 

胡雪峰 教授，手机和微信号：13816051284；E-mail：xfhu@shu.edu.cn； 

罗凡 博士，手机和微信号：18818216346；E-mail：1003244159@qq.com； 

李俊  硕士，手机号，18817639538；微信号，1085153447；E-mail: 1085153447@qq.com。 

 

九、会议微信群 

为方便联络，会务组创组了“2017 土壤地理与遥感信息会议”微信群。请联系会务

组，加入微信群，以便及时获取会议信息。 

 

十、欢迎商家赞助，广告惠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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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至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北门（近会议注册地乐乎新楼宾馆）交通路线 

 

上海火车站： 

地铁 4 号线外环上海火车站站上车（宜山路方向）→ 镇坪路站下车（2 站，站内换乘地

铁 7 号线美兰湖方向）→ 上海大学站下车（9 站，2 号出口出）→ 上海大学北门（终

点，总时间约 50 分钟） 

或地铁 3 号线上海火车站站上车（上海南站方向）→ 镇坪路站下车（2 站，站内换乘地

铁 7 号线，美兰湖方向）→ 上海大学站下车（9 站，2 号出口出）→ 上海大学北门（终

点，总时间约 50 分钟） 

出租车至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北门，约 28 分钟，50 元。 

 

上海虹桥火车站： 

地铁 2 号线虹桥火车站站上车（广兰路方向）→静安寺站下车（8 站，站内换乘地铁 7

号线，美兰湖方向）→上海大学站下车（12 站，2 号出口出）→ 上海大学北门（终点，

总时间约 72 分钟） 

出租车至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北门，约 46 分钟，80 元。 

 

上海南站（火车站和汽车站）： 

地铁 1 号线上海南站站上车（富锦路方向）→常熟路站下车（5 站，站内换乘地铁 7 号

线美兰湖方向）→ 上海大学站下车（13 站，2 号出口出）→ 上海大学北门（终点，                   

总时间约 65 分钟） 

或乘坐地铁 3 号线上海南站站上车（江杨北路方向）→ 镇平路站下车（10 站，站内换

乘地铁 7 号线，美兰湖方向） → 上海大学站下车（9 站，2 号出口出） →   上海大

学北门（终点，总时间约 65 分钟） 

出租车至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北门，约 65 分钟，90 元。 

 

上海虹桥机场 2 号航站楼： 

地铁 2 号线虹桥 2 号航站楼站上车（广兰路方向）→静安寺站下车（7 站，站内换乘地

铁 7 号线美兰湖方向）→ 上海大学站下车（12 站，2 号出口出）→ 上海大学北门（终

点，总时间约 70 分钟） 

出租车至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北门，约 52 分钟，80 元。 

 



上海虹桥机场 1 号航站楼： 

地铁 10 号线虹桥 1 号航站楼站上车（新江湾城方向）→虹桥路站下车（6 站，站内换乘

地铁 3 号线，江杨北路方向）→ 镇坪路站下车（5 站，站内换乘 7 号线）→上海大学站

下车（9 站，2 号出口出）→上海大学北门（终点，总时间约 75 分钟） 

出租车至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北门，约 46 分钟，65 元。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地铁 2 号线东延线浦东国际机场站上车（广兰路方向）→ 广兰路站下车（8 站，站内换

乘地铁 2 号线徐泾东方向）→ 静安寺站下车（12 站，站内换乘地铁 7 号线美兰湖方向）

→ 上海大学站下车（12 站，2 号出口出）→ 上海大学北门（终点，总时间约 120 分钟） 

出租车至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北门，约,85 分钟,195 元。 

 

相关地铁首末班时刻表 

地铁 1 号线莘庄→富锦路，首：5:30 末：22:32。 

地铁 7 号线花木路→美兰湖，首：5:30 末：22:30。 

地铁 3 号线上海南站→江杨北路，首：5:25 末：22:30。 

地铁 4 号线外环宜山路→宜山路，首：5:30 末：22:30。 

地铁 2 号线广兰路→徐泾东，首：5:30 末：22:50。 

地铁 2 号线东延线浦东国际机场→广兰路，首：6:00 末：22:00。 

地铁 10 号线虹桥火车站→新江湾城，首：05:55 末：22:05。 

 

 

附件二：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平面图 

 

 

 

 



附件三：参会回执 

参会回执表 

姓    名  性别  电    话  

研究领域  手    机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E-mail  

身    份 代表□     学生□     随行人员□ 

论文题目  

报告题目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单住/合住  

 

注：1、请参会代表务必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前将参会回执通过电子邮件（1003244159@qq.com; 或

xfhu@shu.edu.cn。 ）发送至联系人。 

2、若提交回执后临时不能参加会议，请及时电话或 Email 通知会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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