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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200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情况简介 学校介绍 中国地震局

地壳应力研究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环岛西侧，紧邻八

达岭高速公路，东邻育新高教居住区，西邻上地信息产业基

地，北邻城市轻轨及回龙观文化居住区。研究所周围道路宽

阔，绿树成荫，交通、生活便利。 我所是中国地震局直属公

益类非盈利性科研单位，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四批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拥有一批学术造诣深、治学严谨、研究

生培养经验丰富的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 我所具有高级研究

人员100人，中级研究人员120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高级专

家30人。下设地壳动力学研究室、地震前兆观测理论与技术

研究室、断层力学与形变观测研究室、地壳应力应变与岩石

力学研究室、地震监测与预报研究室、综合减灾技术研究室

、地震救援技术研究室、地震信息网络研究室研究室、武汉

科技创新基地。 重点研究领域和方向主要有地壳动力学理论

、地壳应力场和形变场、地震构造力学机理、地震预测理论

与方法、地震前兆理论和观测技术、大地测量理论与观测技

术、重力和固体潮理论与观测、遥感和卫星影像等空间信息

技术的应用、地震与地质灾害的机理与监测预警技术。 我所

科技人员承担过多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地震科学基金项目，取得了

大量的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8项，获得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40余项。 我所与国内众多的研究所和大学建立了广泛



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同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外研究所

和大学也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关系。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德胜门外西三旗 电话：（010）62842607 传真：

（010）62919559 联系人：窦淑芹、孙文欣 邮政编码：100085

E-mail:uspaa@126.com 招生简章 （一）培养目标 中国地震局

地壳应力研究所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是为了培养拥

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

服务，在本门学科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和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的

高级专门人才。 （二）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

．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或往届本科毕业生；国家

承认学历的大专毕业生，毕业2年（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

生当年的９月１日，下同）或2年以上，有相应专业的本科主

要课程进修成绩单、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并在工

作中有较大贡献者；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 4．考生所在单位应对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觉悟、道德

品质作出全面鉴定。对有突出成绩或犯过错误的考生，应提

供详实的资料。 （三）报名日期及地点 同全国硕士研究生统

一报名时间，网上报名 （四）报名手续 １．报考人员在规定

的报名日期内在网上报名，并到报名点交验报考的有关证明

材料，交纳报考费。 2．同等学历考生，需如实填写自学情

况及工作实绩，由本单位签署意见后寄给我所招生办公室。

3．我所招办审查同意后，发准考证。 （五）考试 １．入学

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 ２．初试日期：同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

考试时间。 ３．初试科目：政治理论、外国语、数学（二）



、一门专业基础课。每门科目的时间为三个小时，政治理论

和外国语满分为100分，数学（二）和专业基础课满分为150

分。 ４．全国统考的政治理论、外国语、数学（二）由国家

教育委员会统一命题，专业基础课由我所命题。 ５．初试均

为笔试。 ６．初试地点：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考生到本人所

在的省（区、市）高校招生办公室指定的考场。 ７．复试时

间、地点、科目及方式，待笔试后按实际情况确定。 ８．对

同等学历资格报考的考生，我所要加试两门大学本专业的专

业课程(笔试)。 （六）体格检查 通过初试考生根据报名单位

的要求，到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格检查。 （七）录取 按照“德

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勿滥”的原则进行录取，根

据考生入学考试的成绩，并结合其平时学习成绩和思想政治

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等条件择优录取。 （八）

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３年。 （九）导师简介 张景发 男，1962

年12月生，研究员，兼职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地震局地壳

应力所地壳动力学室主任，中国遥感应用协会理事、中国地

球物理学会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电器电子工程师

研究协会会员(IEEE)。1989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

部，获工学硕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

究所地震工程及防护工程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2004年6月

北京大学遥感与GIS研究所地图学专业博士后出站。1989年9

月至今在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从事遥感应用研究。主

要研究领域为遥感图像处理技术及活动断裂带遥感应用分析

、干涉成像雷达处理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应用。近年来发表

遥感技术应用等方面的论文近30篇。现指导博士研究生2人，

已培养硕士生4人，现指导硕士研究生6人。 目前主要承担防



震减灾重点地区遥感数据库、遥感在地震灾情信息获取中的

应用、干涉成像雷达监测地表形变等项目的研究工作。 马保

起 男，1965年6月出生，副研究员。现任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

所地壳动力学室副主任。2000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貌与第

四纪地质学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中国地震局地震安全性

评价甲级上岗资质、中国地震学会地震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

、北京地质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地震地质学、活动构造学、

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研究。1997年以来共发表论文10余篇。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已培养硕士生1名，现指导硕

士生3人。 目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地震科学联

合基金项目2项、中国地震局“十五”大城市活断层试验探测

专题1项及地震安全性评价和断层活动性鉴定等工程项目多项

。 张世民 男，1965年4月出生，副研究员，现任地壳动力学

室副主任。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自然地理专业，获硕士学

位。毕业后一直从事地震地质和工程地震的研究工作。主要

研究领域为活动构造、地质灾害及工程场地震安全性评价

。1998年以来共发表论文6篇。已培养硕士生1人，现指导硕

士生4人。 目前承担的任务主要有钻探技术与沉积地层学相

结合探测隐伏断层、地震安全性评价研究与结构抗震研究及

城市地裂缝调查与研究等项目。 崔效锋 男，1963年4月出生

，副研究员。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获理学

学士学位；1986年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获构

造物理学硕士学位。中国地震学会、地球物理学会会员。长

期从事构造物理和地球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目前主要

从事的研究领域为地壳现代构造应力场。1998年以来共发表

论文15篇，出版专集1部。现指导硕士生1人。 目前主要承担



的科研项目包括集集地震震源区构造应力场及其与地震关系

研究等。 江娃利 女，1952年12月出生，研究员，中国地震学

会理事、中国地震学会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1997年毕业于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地质专业，获博士学位。一直从

事地震地质及活动断裂的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活

动断裂。1997年以来共发表论文9篇，出版专著1部。现指导

硕士生1名。 目前承担的任务主要有山西断陷系全新世古地

震活动序列研究。 雷建设 男，1969年5月出生，副研究员

。2002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学专业，获理学

博士学位。2003年至2005年在日本爱嫒大学地球动力学研究

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工作。中国地震学会、地球物理学会会员

。自1998年以来，一直从事多尺度多震相地震层析成像技术

的理论及应用研究工作，包括地幔柱起源、俯冲板块机制、

地震和火山发生机理等。发表论文共三十余篇，其中有十余

篇发表在EPSL、PEPI、Tectonophysics和地球物理学报等国内

外有影响刊物上、并被SCI收录。获省局防震减灾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两项、所防震减灾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五届李善邦

青年优秀地震科技论文奖”二等奖各一项。 目前主要从事造

山带壳幔精细结构及动力学和地壳强震孕育机理研究，获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人事部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活动择优资助“

优秀类”研究基金、地震科学联合基金及所基本科研业务专

项“重大类”研究课题资助。 更多内容请访问：和研友们去

交流么？去论坛看看吧！去考研博客圈，看考研名师博客 王

兰炜 男， 1968年8月，高级工程师。1990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

学（成都）电子工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获固体地球物理学硕士学位



；2005年毕业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固体地球物理学

博士学位。现在主要从事地震电磁观测技术和电磁观测方法

的研究，中国地震电磁卫星项目组常设专家组成员。 负责中

国地震局“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甚低频电磁接收机”的研

究工作（2002-2005）；负责“国家科技基础平台”项目中“

电磁扰动观测方法标准编写与专项试验”课题子专题“电磁

扰动专项试验”的研究工作（2004-2006）；负责《数字化地

震前兆观测技术标准》项目中《数字地震专用仪器检定规则

》标准的编写（2004-2006）。参加的项目获中国地震局防震

减灾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近年发表了6篇主

要文章。 目前负责中国地震局十五工程项目中“电阻率CT仪

研究”工作。 李 宏 男，1965年7月生，研究员。1988年中国

矿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断层

力学与形变观测技术研究室主任，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测试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深层岩石力

学专业委员会首届工作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岩石力学与应

力应变测量技术、断层形变观测方法与技术研究。获省部级

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 目

前承担任务有中强地震活动区断层应力测量研究、地壳应力

观测理论、测量方法与实验研究、形变监测预警技术应用研

究。 郭良 男，1954年11月生，研究员，1982年毕业于长春地

质学院地质系。现任地壳应力研究室主任。二十多年来，一

直致力于水压致裂应力测量方法与技术的研究，是我国最早

从事水压致裂技术在工程中应用研究的专家之一，主持完成

了我国绝大多数大型地质工程的地应力测量工作，为我国大

型工程的地应力测量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创新性提出的确



定承压洞室围岩自身承载力的测量方法水力劈裂技术，在抽

水蓄能电站、气垫式调压室等承压洞室工程中得到了普遍应

用。带领一班人，将原本为平面应力测量的水压致裂测试技

术，现已发展成较为成熟的水压致裂三维压力测量方法，并

在国内外地下工程中得到了广泛地成功应用。 首先倡导并广

为应用的岩体高压透水率测试技术与方法，圆满地解决了深

埋工程、承压洞室围岩在工程运行状态下真实透水性状的测

量需要，促进了现有水利水电工程压水测试规程的发展。 近

年在《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水力发电学报》等核心期

刊，发表二十多篇科研论文；主持完成的《水压致裂测试技

术在地下工程中的应用研究》项目，荣获中国地震局2003年

度科技进步二等奖。 刘耀炜 男，1957年7月生，研究员。现

任地震监测与预报研究室主任。1982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地震地质专业。中国地震局科技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地

下流体学科技术协调组组长，中国地震学会地震流体专业委

员会主任。《地震》等国内多个核心杂志编委。1992年首届

中国地震局“科技新星”，1997年中国地震局跨世纪科技人

才培养对象，1998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首批甘肃省“333科

技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2003年“新世纪优秀人才百人

计划”人选。主要从事地震地下流体动力学、地震预报理论

与方法研究工作。目前主持的“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专题

和财政部“地下流体动力学实验室”设备修购等项目。1989

年以来正式发表论文50余篇，编写论著6部，教材1部。获省

部级一、二、三等奖6项。已培养硕士研究生8名，联合培养

博士生2名，现指导硕士研究生4人。 主要研究方向：地震地

下流体动力学。研究领域为地下流体与强震前兆机理、观测



技术与地震预测方法、计算机软件开发与应用等。 杨选辉 男

，1965年8月出生，副研究员，现任地震监测预报研究室副主

任职务。2000年毕业于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固体地球

物理专业，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地球物理信号处理

。近五年以来共发表论文5篇，专著1部。获省部级成果奖2项

。现指导硕士生1人。 目前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小当量事件识

别方法研究及地震前兆数据共享等。 邱泽华 男，1959年9月

出生，研究员，现任地震监测与预报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

学院固体地球物理学专业博士。曾赴日本东京大学地震研究

所留学一年。全国钻孔应力-应变台网观测技术管理组负责人

，中国地震学会形变专业委员会委员。1994年发表专著《构

造塌陷地震》。近十年来共发表论文30余篇。现指导硕士生3

人。 目前主要从事观测应变与地震应力触发问题和地震机制

问题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地震科学联合基金资助

，同时主持中国地震局“十五”大城市活断层研究项目的子

课题工作。 陈连旺 男，1960年7月出生，研究员，中国力学

学会地球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力

学系力学专业，2003年获得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防灾

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专业工学博士学位。1983年8月至今在中

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从事地壳动力学研究工作。主要研

究领域为构造应力应变场演化图像、地震应力触发以及大陆

构造变形机理。1999年以来发表论文5篇。现指导硕士生2人

。 目前主要承担构造应力应变场演化的控制因素以及GPS资

料在构造应力应变场研究中的应用等研究工作。 吕悦军 男

，1966年10月生，研究员。1989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现任综合减灾研究室主任。在工程应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2000年以来共承接完成各类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

性评价项目28项，巩固和保持了我所工程地震专业在海洋石

油、交通、铁路、水电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尤其是主持完成

的渤海海域石油平台设计地震动参数研究，获2003年中国地

震局防震减灾三等奖。2000年以来，第1作者出版专著1部、

发表科研论文6篇。现指导硕士生2人。 主要从事地震危险性

分析、地震动参数区划、抗震设防标准等方面的研究。目前

主持的科研课题有：中国地震局“十五”项目“海洋石油平

台抗震设防标准研究”、“中国东西部衰减台阵分析”等。 

田家勇 男，副研究员，固体力学专业博士，主要从事结构振

动、波动理论等方面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工作。1996年、1998

年、2002年分别在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哈尔滨工程大学、

北京大学获得建筑工程学士、固体力学硕士、博士学位。攻

读博士学位期间，在戴姆勒奔驰基金会的资助下，从2000

年12月到2001年12月在德国Magdeburg大学力学所从事结构弹

性波传播的相关研究工作。2002年11月到2004年11月，在日本

大阪大学基础工学部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

主要从事超声接触振动问题以及声弹法测量应力方面的研究

工作。2004年11月至今，在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工作

，继续从事超声接触振动和声弹法应力测量的研究工作，相

关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近年来，在国内外杂志

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被SCI收录14篇（有12篇被引用40次，

其中他人引用22次），被EI收录16篇，被ISTP收录2篇。2000

年和2002年分别获得戴姆勒奔驰基金会和日本学术振兴会研

究奖励基金。2006年和2000年分别获得第五届李善邦青年地

震科技优秀论文奖和力学2000大会优秀论文奖。 王建军 男



，1964年9月出生，研究员。1989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研究生部工程力学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到中国地

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工作，一直从事地壳应力观测、断层

形变监测、地震灾害防御、地震数据共享、网络技术应用等

方面的研究工作。曾策划和主持多项大型前沿性技术开发和

科学研究项目,解决了一些重大工程的重要技术问题，取得了

在地震、水电、矿山等部门较有影响的科研成果。主持编制

了地震行业第一部技术方法类规范。 近年来承担的科研项目

包括：（1）科技部社会公益研究专项大中城市活断层及建筑

物安全监测研究与示范；（2）《原地应力测量 水压致裂法

和套芯解除法 技术规范》（DB/T14-2000）编制；（3）兖州

鲍店煤矿地震监测系统建立和矿震研究；（4）黄河小浪底水

利枢纽工程库坝区断层活动性监测与水库诱发地震研究；（5

）开滦地震前兆观测与资料综合分析系统的建立及地震预报

技术研究；（6）地震科学数据资源建设与标准规范制定、地

壳所数据共享分中心建设；（7）地震网络计算应用系统地壳

所分节点建设；（8）基于IPv6的地震传感器示范网络建设。 

赵树贤 男，1962年12月出生，副研究员，现任综合减灾研究

室副主任。1999年12月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采矿工

程专业，获博士学位，2002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

出站。主要研究领域为地震仿真理论与技术。1998年以来共

发表论文5篇。目前指导硕士生1人。 目前承担的主要任务是

地震活断层探测数据的综合分析与可视化及示范区新型高效

地质灾害遥测台网技术系统研究。 谢富仁 男，1956年12月生

，研究员，兼职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

所副所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构造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



地震学会理事、地震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1985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构造地质专业，获理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人事部颁

发的“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2000年获政府特殊津贴

。1986年以来一直从事地震地质、地球动力学研究工作。主

要研究领域为活动构造、构造应力场与地震构造环境评价以

及计算机技术在地学中的应用研究。曾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多项，1995年以来共发表论文40余篇，现指导博士生1人，已

培养硕士研究生3人,现指导硕士研究生4人。 目前承担任务有

地壳应力状态与活断层地震危险性、危害性分析、青藏高原

东南侧地壳应力环境及其与地震的关系研究、地震机制与破

裂过程重大点科研课题。 陆 鸣 男， 1957年8月生，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副所长。1982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力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分配到国家地

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工作；1988年毕业于国家地震局工程力

学研究所地震工程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此后继续在该所

从事科研工作；1992年调入国家地震局，从事震害防御、对

外科技交流合作工作，1998年调入中国地震局地震工程研究

中心工作。近年来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2篇论文，出版2部

专著，现已培养毕业硕士生1名。 目前从事结构动力学、生

命线工程抗震、结构抗震与隔震、工程地震、震害预测及对

策等研究及其技术应用工作。 杨树新 男，1963年12月出生，

副研究员，现任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所科学技术处处长，中

国地球物理学会岩石圈应力专业委员会委员，1987年毕业于

重庆大学工程物理专业，获学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北京交

通大学，获硕士学位。1987年7月至今在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

研究所主要从事原地应力测量技术、数值模拟计算方法研究



、区域构造应力场与工程局域地应力场研究及应用等方面工

作。近年来发表发表论文10余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一项；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各一次

。 现指导硕士生1人。 目前主要承担中国大陆地应力场数值

模拟分析支持系统建设、中国大陆及工程场区地应力场分析

等项目的研究工作。 朱守彪 男，1964年2月生，研究员，毕

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地球科学学院固体地球物理专业， 

获理学博士学位。1993年10月至2003年10月在防灾技术高等专

科学校任教（先后兼任地球物理系、防灾技术系副主任，图

书馆馆长；副教授，教授）；2003年10月至2005年9月在 北京

大学地球物理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现在中国地震局地壳应

力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期间曾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地球

系统科学计算中心作访问研究。近三年内以第一作者在国内

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9篇，其中SCI（及EI）收录论文7篇。 

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GPS观测资料在地球动力学应用中的

研究；地应力场的数值模拟；利用力学与统计地震学相结合

的方法进行地震预测的研究。 更多内容请访问：和研友们去

交流么？去论坛看看吧！去考研博客圈，看考研名师博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