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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院简介 Introduction

地理科学学院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其前身地理学系成立于 １９５１ 年。地理学是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双一流重点建
设学科，上海市一流学科（Ａ 类）和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在第三次全国学科评估中名列第三。学院拥有国家地理
学理科人才培养基地、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虚拟仿真教学试验中心、上海市地理教育教学研究基
地（上海高校“立德树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环境遥感与数据同化联合实
验室等重点科研机构。学院在 ２０１７ 年紧密围绕双一流建设目标，在科学研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了
大量工作；在城市自然地理学等领域取得重要突破，首次在 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 ｅｎｃｅ 子刊上独立发表原创性成果，为 ２０２０
冲击国际一流学科打下坚实基础。
学院现有教职工 ６５ 名。其中，正高职称 １９ 人、副高职称 ２２ 人、中级职称 １３ 人、其他管理岗位人员 １１人；
国家杰青 １ 人、国家优青 １ 人、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 ２ 名，上海市曙光学者 １ 人、上海市教学名师 ２ 人、上海市
科技启明星 １ 名、紫江双百计划 ３ 人。

学院领导班子 Leadership Team
院长：刘敏

书记：段玉山

副院长：周立旻、余柏蒗

副书记：王婷婷

学院简介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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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概述 Summary

２０１７ 年，地理学顺利通过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中期考核，成绩为优秀。地理学入选学校“２＋５”双一流重点建
设的优势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获唯一

Ａ，全国排名第三。我院深度参与上海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

设，联合申报并获批上海市高峰 ＩＶ 类学科“岛屿大气与生态”，顺利完成第一阶段建设。负责组织地理学一级学科博士
点、气象学硕士点学位授权点自评估，成绩优秀。地球科学（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继续稳居 ＥＳＩ 前 １％ 行列。
２０１７ 年学院继续实施“人才聚集”战略，提升师资队伍竞争力。全职引进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家杰青、中山大学
黎夏教授。郑祥民教授入选 ２０１７ 年中组部“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叶超教授入选 ２０１７ 年上海市“曙光计划”。
南非科学院院士 Ｍｉ ｃｈａｅｌ

Ｍｅａｄｏｗｓ 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地理系主任 Ｄａｖ ｉ ｄ

Ｔｈｏｍａｓ 教授先后获批国家外专

局“高端外国专家”计划。学院特聘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Ｙｏｓｈｉ ｈｉ ｄａ Ｗａｄａ 博士、英国拉夫堡大学地理
系于大鹏博士等国际知名青年学者为“客座教授”。另外，本年度学院还新增各类优秀青年人才 １３ 名。
以“国家级地理学虚拟仿真教学实验中心”为特色的本科教学顺利完成教育部审核式评估，得到了评估专家的
好评。刘敏教授、段玉山教授等荣获 ２０１７ 年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２ 项，束炯教授等荣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二等奖，
段玉山教授、李志洪副教授获首届全国高校 ＧＩ Ｓ 教学成果一等奖，赵卿副教授获第五届全国 ＧＩ Ｓ 教学比赛一等
奖。徐建华教授、段玉山教授主持课程分别入选教育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水文与水资源》、《城市建设与工程地质》入选上海市重点建设课程，《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获批建设上海

市全英语规划专业。《地貌学》等 ８ 本本科教材已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修编并陆续出版，《地理建模教程》等 ３ 门研
究生教材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学院牵头完成第九届全国地理学理科基地联合实习，与江西上饶市、中国科学院先后
共建江西三清山、贵州普定喀斯特地理学国家理科人才培养基地野外实习基地。先后实施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本科“２
＋２”、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研究生“１．５＋１．５”联合培养项目。学院继续实施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路易斯安那州立
大学、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南非开普敦大学等著名高校的院士、专家开设全英语国际课程 ５ 门次。
２０１７ 年学院新增科研项目 ７０ 项，其中新增国家级项目 １６ 项，创近 ５ 年新高，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１ 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１ 项，基金委中非国际合作专项 １ 项、重点基金 １ 项，面上项目 ８ 项，青年基金 ４ 项。
发表 ＳＣＩ 论文 ７２ 篇，其中顶级期刊论文 ２０ 多篇，ＥＳＩ 热点论文 １ 篇，ＥＳＩ 高被引论文 ５ 篇，较上年增长显著。在
ＥＳＩ 统计的 ２２ 个学科中，华东师大地球科学继续保持相关学科领域全球高校及科研机构排名前 １％。刘敏教授、杨
毅教授团队在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上发表原创性重要成果，实现了我校地理学在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ｃｉ ｅｎｃｅ 子刊以第一作者 ／ 第一完成单位发表论文的零突破。刘朝顺博士、刘延安博士等与国际学者联合
在 ＰＮＡＳ 上发表原创性论文 １ 篇。
在交流合作方面，２０１７ 年我院邀请国内外学者来访交流累计 ６０ 余次。学院先后组办了第四届“地理信息和空
间分析技术在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应用”研讨会、国际地理教育前沿研究研讨会、“金砖城市公共安全地理大数据”
论坛等国际会议 ３ 次，举办生态文明建设崇明高峰论坛、“焕庸地理大讲堂”自然 － 人文地理耦合论坛、褚绍唐
先生诞辰 １０５ 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论坛、首届现代地图设计与创意学术研讨会、
“金砖城市公共安全地理大数据”论坛、
“胡焕庸线”时空认知：聚焦“总理三问”学术研讨会等国内重要学术会议多次。受邀参加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教
育委员会 ２０１７ 年学术年会，２０１７ 年美国地理学会年会，２０１７ 年美国地球物理协会学术年会。包括秦大河、夏军、
章云等 １０ 多位院士在内的 ６０ 余位国内外著名学者来访交流并开展实质性的合作。
院党委紧密围绕学校、学院中心工作，践行“两学一做”，组织学习“十九大精神”，掌握思想主阵地，稳推
特色党建工作。继承发扬“地理学科”传统优势，凝心聚气，构建良好学院文化，提升科研与学术育人功能。以双
一流和高峰学科建设为契机，狠抓师资队伍建设，助力创建一流学科的有力举措，为一流学科建设保驾护航。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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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以来地理学科发展比较
建设项目

2015

2016

20107
７２ 篇

重要论文

ＳＣＩ

４６ 篇

５２ 篇

其中《Ｓｃｉｅｎｃｅ》子刊 １ 篇
《Ｎａｔｕｒｅ》子刊 １ 篇
参与《ＰＮＡＳ》１ 篇

重要论文

影响因子 ＞３

１２ 篇

２２ 篇

３４ 篇

重要论文

ＥＳＩ 高被引

２篇

＋１ 篇

５项
国家级项目

重大 ／ 重点

主持 ９７３ 计划项目课题 １ 项
子课题 １ 项
８６３ 计划子课题 １ 项
参与重大专项 １ 项
参与国际合作 １ 项

＋３ 篇
其中热点论文 １ 篇

＋６ 项

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 １ 项

主持重点研发项目 １ 项
课题 １ 项，子课题 ２ 项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１项
主持国际合作项目 １ 项

＋１ 项

１６ 项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
目１项
重点 １ 项
优秀青年基金 １ 项

＋６ 项

＋１１ 项

面上 ２ 项
青年 ４ 项

面上 ７ 项
青年 ４ 项

专利

１２ 项

６项

１６ 项

专著

２项

３项

１项

国家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９项
奖项

９项

１２ 项
２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１ 门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
一个国家级“万人计划”教学
名师

概述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０３

三

学科建设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全力推进地理学和大气科学“双一流”建设

在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计划的支持下，我院继续推进地理学学科建设与发展。２０１７ 年，顺利完成了上海高校
高峰高原学科建设第一阶段（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绩效评价，地理学被评为优秀，并受邀参加建设经验交流会。在教
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获唯一 Ａ，全国排名第三。

上海市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第一阶段（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
绩效评价地理学被评为优秀

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地理学获唯一 Ａ，全国排名第三

０４

２０１７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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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地理学入选学校“２＋５”双一流重点建设的优势学科。我院作为“地理学”学科主体，深度参与、制
定了华东师范大学“地理学一流学科” 建设方案的论证、完成与提交工作。《解放日报》头版以“建设高峰学科
融入上海发展”为题报道华东师大教育学、地理、生态、软件工程等为代表的学科群为上海城市建设提供“大学智
慧”。

华东师范大学：建设高峰学科 融入上海发展

２０１７ 年下半年，
“岛屿大气与生态建设”入选上海市高峰 ＩＶ 类学科，建设目标为：以崇明生态研究院建设为依托，
以世界级生态岛的重要支撑和世界级生态科创的重要平台为定位，以实体运行机制和国际联合实验室的实施路径，
努力成为国际知名的科学中心和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形成较为完备的基于数据获取处理、预警模拟、智慧决策的生
态环境大科学平台。岛屿大气与生态建设 ＩＶ 类高峰建设今年预期完成第一阶段建设，从明年正式开始第二阶段建设，
我院将继续深度参与、规划上海市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崇明生态岛建设

华东师范大学“崇明生态研究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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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在中国气象局、上海市气象局的局校合作等支持下，我院大气科学学科建设继续深化，正式获得上
海高校 ＩＶ 类高峰学科建设支持；并在双聘教授聘任、科研合作、人才培养、上海城市边界层气象联合观测基地（闵
行校区）建设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４ 月 １４ 日华东师范大学崇明生态研究中心、大气科学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
院成立仪式暨“生态文明建设崇明高峰论坛”在崇明举行。傅伯杰、崔鹏、周成虎、陈发虎、张人禾、宇如聪、陈
振林、丁平兴、高抒、刘敏、陈小勇、杜德斌等学界专家受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刘敏兼任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我校地理学与气象学学位点合格评估会议上，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大气科学评议组成员兼召集人穆穆教授担任专家组组长，由武汉大学刘耀林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闾国
年教授、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张甘霖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黄刚研究员、北京大学刘瑜教授、
复旦大学郭志刚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魏鸣教授组成专家评估组。基于我校地理学与气象学的各方面情况，专家
组成员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华东师范大学地理学、气象学学位授权点通过自评，成绩优秀。

秦大河院士受聘“大气科学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

我校地理学与气象学学位授权点自评会议合影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地理学科国际化进程，扩大学院及学科
的影响力
学院举办了第四届“地理信息和空间分析技术在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应用”研讨会、国际地理教育前沿研究研
讨会、“焕庸地理大讲堂”自然地理 － 人文耦合论坛、首届现代地图设计与创意学术研讨会、“金砖城市公共安
全地理大数据”论坛、“胡焕庸线”时空认知：聚焦“总理三问”学术研讨会、“崇明智慧生态岛”地理信息科学
青年学者论坛、褚绍唐先生诞辰 １０５ 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论坛。
段玉山教授团队受邀参加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教育委员会 ２０１７ 年学术年会。２０１７ 年 ４ 月段玉山、余柏蒗率团
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中心（ＣＩＥＳＩＮ），并参加了在波士顿举行的 ２０１７ 年美国地理学会年会。我院
师生组团参加了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召开的中国地理信息科学理论与方法学术年会，黎夏教授、余柏蒗教授被聘为中国
地理信息科学理论与方法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响教授被聘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大会确认我院承办 ２０１９ 年中
国地理信息科学理论与方法学术年会。
地理科学学院学术交流持续活跃。２０１７ 年我院邀请国内外学者来访交流累计 ６０ 余次。其中，包括 ＷＲＲ 副主编
Ｂｅｎ Ｒｅｎａｒｄ 教授、中科院傅伯杰院士、秦大河院士、张人禾院士、夏军院士、郭华东院士、加拿大工程院章云院
士、奥地利 ＩＩＡＳＡ 水项目副主任 Ｙｏｓｈｉ Ｗａｄａ 博士、国家杰青中科院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利顶研究
员、国家杰青中科院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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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研究员、国家杰青北京大学贺灿飞教授、国家杰青北京大学刘瑜教授、国家杰青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刘卫东研究员、Ｆｕｔｕ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Ｃｏａｓｔ 联合主席 Ｂｒｕｃｅ Ｃ． Ｇｌａｖｏｖｉｃ 教授等国内外权威学者等 ６０ 余位国内外知名学者
到学院访问交流，其中奥地利 ＩＩＡＳＡ 水项目副主任 Ｙｏｓｈｉ Ｗａｄａ 博士、英国拉夫堡大学于大鹏博士先后受聘我院客座
教授。

突破瓶颈，科学研究已见成效
２０１７ 年学院新增科研项目 ７０ 项，其中新增国家级项目 １６ 项，创近 ５ 年新高，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１ 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１ 项，基金委中非国际合作专项 １ 项、重点基金 １ 项，面上项目 ８ 项，青年基金 ４ 项。发
表 ＳＣＩ 论文 ７２ 篇，其中顶级期刊论文 ２０ 多篇，ＥＳＩ 热点论文 １ 篇，ＥＳＩ 高被引论文 ５ 篇，较上年增长显著。在 ＥＳＩ
统计的 ２２ 个学科中，华东师大地球科学继续保持相关学科领域全球高校及科研机构排名前 １％。

“金砖国家城市公共安全的地理大数据应用研究”
项目启动

中国 － 南非海岸湿地关键带项目在南非启动
（项目组走进非洲开展野外调研）

华东师大地球科学继续保持相关学科领域全球高校
及科研机构排名前 １％

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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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教授团队在“氮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于 ８ 月 ２ 日在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在线发表。杨毅教授等在“人类活动产生的纳米级颗粒的鉴别和环境毒理学意义”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于 ８ 月 ８ 日在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上在线发表相关成果，并选为当期“热点文章”。实现了我校地理学在
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子刊以第一作者 ／ 第一完成单位发表论文的零突破。刘朝顺博士、刘延安博士等与国际学者联合
在 ＰＮＡＳ 上发表原创性论文 １ 篇。

０８

刘敏团队在氮循环微生物作用机制领域取得突破

杨毅团队首次发现可追踪燃煤活动的纳米级颗粒物

该成果以全文形式刊登在 ８ 月 ２ 日出版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期刊上

该成果以全文形式刊登在 ８ 月 ８ 日出版的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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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队伍建设 Research Staff

学院继续实施“人才聚集”策略。２０１７ 年我院继续保持人才引进增长态势。科研队伍新增学科博士后 ５ 名，
紫江青年教授 ３ 名，教授 ３ 名，院外聘教授 ２ 名。我院高端人才引进取得重大进展 ， 成功引进了国家首批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长江学者、国家杰青、欧亚科学院院士、我国 ＧＩＳ 领军人物、中山大学黎夏教授及团队，
包括国家优秀青年获得者、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青年长江学者刘小平教授，紫江优青陈逸敏等。我院国家青年
高端人才申报取得突破。郑祥民教授入选 ２０１７ 年中组部“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叶超入选 ２０１７ 年上海市“曙光人
才计划”。

１． 新聘人员
科研人员
（１）教授
黎夏教授
研究方向：地理信息科学、元胞自动机与多智能体、遥感应用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奖励计划（２００５）、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２００５）
国家人事部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２００４）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６．１０ 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环境研究中心，获博士学位
１９８３．９－１９８６．７ 北京大学遥感应用研究所，获硕士学位
１９７９．９－１９８３．７ 北京大学地理系，获学士学位

何鸿鸣教授
研究方向：环境变化与地表过程与模型模拟研究，包括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土壤侵
蚀过程、水资源与水环境等
２０１８／０１－：华东师范大学地学部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２０１１／０３－２０１８／０１：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
２００９／０２－２０１１／１０：香港大学 地理系，博士后
２００７／０７－２００９／０２：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中科院流域生态重点室，副研究员
２００６／０５－２００７／０７：美国马萨诸塞大学 地球科学系（Ｂｏｓｔｏｎ， Ａｍｈｅｒｓｔ），博士后
２０００／０９－２００６／０３：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第四纪地质，研究生，获理学博士

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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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外聘教授
Yoshihide Wade 博士
研究方向：水资源
奥地利应用系统分析国际研究所（ＩＩＡＳＡ）水项目副主任、高级研究员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地球科学系自然地理系博士毕业
参与撰写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第 Ｉ ／

ＩＩ 工作组）第五次和第六次评估报

告（ＡＲ５ ／ ６）
发表论文 １００ 余篇，包括 ９ 篇 Ｎａｔｕｒｅ 及 Ｎａｔｕｒｅ 主刊或子刊

（３）紫江青年学者
史贵涛 研究员 紫江青年
研究方向 ： 极地环境
兰州大学地理学基地班 地理科学 学士 ２００４．０６
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博士 ２００９．０６
美国布朗大学 访问学者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副研究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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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电明 研究员 紫江青年
研究方向：土壤氮循环，地气交换过程及空气质量效应
湖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学士（２００７．０７）
南京林业大学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硕士（２０１０．０７）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博士
（２０１５．０７）德国马普化学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生（２０１５．０５）
德国马普化学研究所，博士后（２０１７．０５）

学科博士后

陈佐旗 学科博士后
研究方向：城市遥感与 ＧＩＳ 开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福建师范大学，学士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
２０１７－ 至今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

葛双双 学科博士后
研究方向：大气环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河北大学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２０１７ 年—至今，华东师范大学 博士后 合作导师：王格慧

黄艳 学科博士后
研究方向：冰冻圈遥感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２０１６．１２）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培养（２０１３．８－２０１５．８）
华东师范大学， 学科博士后（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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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杏茹 学科博士后
研究方向：大气环境化学，环境分析
２０１７．７ 至今：华东师范大学地理学院 博士后
２０１４／１－ 至今，首都师范大学，化学系，副教授
２００８／７－２０１３／１２，首都师范大学，化学系，讲师
２００５／９－２００８／７，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博士
２００２／９－２００５／７， 北京师范大学， 环境化学， 硕士
１９９８／９－２００２／７， 东北师范大学， 环境科学， 学士

郭锋涛 学科博士后
研究方向：地理学科育人价值与核心素养，中学生地理实践力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２０１５．７）
美国西密歇根大学，访问学者（２０１３．９－２０１４．９）

聂宁 学科博士后
研究方向：遥感水文；水文模拟
华中农业大学，学士（２００６．９－２０１０．６）
南京大学，硕士（２０１０．９－２０１２．６）
南京大学，博士（２０１２．９－２０１７．９）
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联合培养（２０１３．４－２０１７．６）
２０１７ 年—至今，华东师范大学 博士后 合作导师：王格慧

谢郁宁 博士
研究方向：大气环境化学，主要为气溶胶化学组分及非均相反应
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７．８ 至今）学科博士后 合作导师：王格慧
南京大学（２０１０．９－２０１７．６）博士
南京大学（２００６．９－２０１０．６）学士
南京大学（２００６．９－２０１０．６）学士

２． 教师海外研修

１２

研修人员

海外大学 / 机构名称

合作导师

研修专业

研修起止年月

夏海斌

哥伦比亚大学

Ａｌｅｘ ｄｅ Ｓｈｅｂｉｎｉｎ

气候移民

２０１６．１２．２６－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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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人才计划
郑祥民教授入选 2017 年中组部“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叶超教授入选 2017 年上海市“曙光人才计划”

郑祥民教授

叶超教授

２０１７ 年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候选人公示名单

２０１７ 年我校入选上海市曙光人才计划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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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才培养 Student Programs

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１７ 年学院现有本科生 ４２２ 人（含孟宪承书院免费师范生 ９９ 人），包含地理科学专业（理科基地）１５４ 人，
地理科学专业（免费师范生）９９ 人，地理信息系统专业 １６９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３９３ 人（不含免师教育硕士），
博士研究生 ７９ 人。留学生 ６ 人。

２． 学位授予
地理科学学院设有一级学科博士点 １ 个，博士点 ７ 个，硕士点 ８ 个，本科专业 ３ 个，并建有地理学博士后流动站。
· 一级学科博士点：地理学
· 博士点：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环境科学，生态学，第四纪地质学，课程与教学论
· 硕士点：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环境科学，生态学，气象学，课程与教学论，学科
教学（地理）
· 本科专业：地理科学专业（基地），地理科学专业（师范），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

３． 入学新生与毕业学生
２０１７ 年度学院共招收本科生 ９９ 人，研究生 ８３ 人，其中博士生 １７ 人，硕士生 ６６ 人，招收的博士生中直博 １ 人，
硕博连读 １ 人，留学生 １ 人。２０１７ 年度毕业 ８４＋ 人，其中本科生 ６７ 人，硕士生 ７２ 人，博士 １２ 人。

博士毕业生
学号

姓名

专业

导师

论文题目

毕业去向

５２１３０８０１００４

李小飞

自然地理学

刘敏

长江口沉积物甲烷厌氧氧化过程及其影响
机理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５２１３０８０１００６

杨立辉

自然地理学

郑祥民

长江中下游地区第四纪红土的沉积特征与
成因机制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

５２１３０８０１００７

马品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过仲阳

基于遥感和 ＣＦＤ 的微环境中 ＰＭ２．５ 浓度
分布的监测与模拟研究

云南省地图院

５２１３０８０１００９

许涛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李响

基于海量出租车轨迹数据的旅行时间预测

河南大学

５２１３０８０１０１０

吴乐英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王铮

各国经济自治下全球气候合作治理政策模
拟及系统研发

河南大学

５２１３０８０１０１１

陈佐旗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吴健平

基于多源夜间灯光遥感影像的多尺度城市
空间形态结构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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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姓名

专业

导师

论文题目

毕业去向

西南大学

５２１３０８０１０１２

施开放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吴健平

多尺度视角下的中国碳排放时空格局动态
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ＤＭＳＰ－ＯＬＳ 夜间
灯光遥感数据的分析

５２１３０８０１０１５

王祖静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徐建华

基于客运交通数据的城市体系和内部空间
相互作用及变化研究

苏州科技大学

５２１１０８０１０１９

赵小雷

生态学

蔡永立

上海滨海盐土地绿化树种叶物候格局及适
应策略研究

待业

５２１３０８０１０１３

孟醒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象伟宁

基于多源数据的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
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

５２１１０８０１０１７

陈璞皎

第四纪地质学

郑祥民

底栖有孔虫 Ｕ／Ｃａ 和 Ｕ／Ｍｎ 重建古海洋碳
酸盐化学及氧化还原环境的研究

同济大学博士后

５２１１０８０１０１８

赵庆

第四纪地质学

郑祥民

末次冰期中国两大气候区黄土的理化特征
及古环境信息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硕士毕业生
姓名

专业

导师

姓名

专业

导师

方琦

课程与教学论

段玉山

冯萍

课程与教学论

陈昌文

贺子怡

课程与教学论

陈昌文

王贝贝

课程与教学论

段玉山

周晓辉

课程与教学论

段玉山

左秀萍

课程与教学论

段玉山

程吕

自然地理学

刘敏

杜丹丹

自然地理学

郑祥民

何姗姗

自然地理学

师育新

胡晓婷

自然地理学

陆敏

黄清雨

自然地理学

王军

孟庆浩

自然地理学

郑祥民

孙诚诚

自然地理学

郑祥民

汪萌

自然地理学

陈振楼

王琳

自然地理学

郑祥民

王振

自然地理学

吕红华

徐洪阳

自然地理学

郑祥民

徐洁

自然地理学

陆敏

许锐

自然地理学

戴雪荣

赵晶

自然地理学

陈振楼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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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姓名

专业

导师

姓名

专业

导师

周枭潇

自然地理学

毕春娟

颜艳梅

人文地理学

王铮

朱俊敏

自然地理学

刘敏

张兵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朱良峰

黄月

人文地理学

李山

ＩＮＴＨＡＶＩＸＡＹ
ＯＵＮＴＨＯＮＥ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吴健平

毛婉柳

人文地理学

徐建华

柴培汕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李响

蔚丹丹

人文地理学

李山

丁冠群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王铮

侯磊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李治洪

阚增辉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刘朝顺

嵇茂祥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王远飞

李芷珊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施润和

贾颖芳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吴健平

马亮旭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徐建华

蒋轩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王铮

沈娅男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象伟宁

阚文生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朱良峰

孙斐然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唐曦

阚煜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高炜

唐敏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张立

王雨晨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过仲阳

严朝霞

吴君涵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余柏蒗

余慧娟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周坚华

徐鹏飞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唐曦

曾毓燕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高炜

许园园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李响

张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张昆

薛蕊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李响

张彧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朱良峰

闫密巧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过仲阳

赵明月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吴健平

朱杰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余柏蒗

罗小杰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乐群

黄文娟

气象学

束炯

宋雪珺

生态学

蔡永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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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李响

姓名

专业

导师

姓名

专业

导师

蒋雅婷

气象学

乐群

张瑞峰

生态学

蔡永立

蒋卓亚

气象学

乐群

周梦云

生态学

蔡永立

李莎

气象学

束炯

陈潞娟

环境科学

王东启

李亚云

气象学

束炯

刘赛

环境科学

刘敏

占龙飞

气象学

束炯

潘慧

环境科学

杨毅

秦玉坤

环境科学

杨毅

杨博

环境科学

杨毅

许运凯

环境科学

陈振楼

姜婷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李治洪

４． 本科人才培养
（１）教学成果获奖
上海市教学成果奖
获得奖项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成果

成果

成果小类

一等奖

系统设计，构建“多维融合”
地理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刘敏、余柏蒗、王军、吴健平、
徐建华、李治洪、唐曦、吕红华、
张昆

地理科学学院

理学

地理科学

二等奖

传承与创新 ： 气象学与气候学
课程建设六十年

束炯、乐群、张超、李朝颐、高
炜

地理科学学院

理学

地理科学

获得奖项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主要完成单位

一等奖

ＧＩＳ 基础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段玉山、戎恺、李治洪、张琦、苏小兵、史立志

华东师范大学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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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 GIS 教学比赛获奖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５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 ２０１７ ＧＩＳ 软件技术大会教育专题论坛上，我院段玉山教授、李
治洪副教授的成果“基于 ＧＩＳ 的中学地理教学平台研制及应用研究”获得了由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教育与科普工
作委员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理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评选的首届全国高校 ＧＩＳ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赵卿老师获
得了第四届全国高校 ＧＩＳ 青年教师竞赛一等奖。

段玉山、李治洪获得首届全国高校 ＧＩＳ 教学成果一等奖

赵卿（左 ６）获得第五届全国 ＧＩＳ 教学比赛一等奖

（２）精品课程建设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２０１７ 年，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２０１７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认定 ４９０
门课程为 ２０１７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其中本科教育课程 ４６８ 门、专科高等职业教育课程 ２２ 门。我校 ６ 门本
科教育课程入选。我院徐建华教授的《计量地理学》进入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名单。

第二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
２０１１〕６ 号）、《教育部关于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教高〔２０１１〕８ 号）、《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
工作实施办法》（教高厅〔２０１２〕２ 号）等文件精神，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了 ２００ 门教师教育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现已全部建成并在“爱课程”网免费向社会开放。我院段玉山教授主持的课程《中学地理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入
选第二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计量地理学》进入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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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公示

类型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负责人

中学教师培养课程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地理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段玉山

（３）上海市重点课程和全英语专业建设
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立项
２０１７ 年，各高校组织开展了本科重点课程的申报推荐工作，结合本校课程建设规划和建设基础，在校级评选
的基础上择优推荐，向市教委提出了 ２０１７ 年度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的立项申请。我院王东启教授《水文与水
资源》、柳林高级工程师《城市建设与工程地质》获得立项。

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建设项目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 ２０１７ 年项目申报和 ２０１４ 年立项项目验收工作
的通知》（沪教委高〔２０１７〕２２ 号），上海市教委研究确定了 ２０１７ 年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建设项目，我院
刘敏教授主持的《地理科学》（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获得立项。进入上海高校全英语规划专业（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
备案名单

２０１７ 年度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立项公示

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建设项目公示通知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华东师范大学

水文与水资源

王东启

华东师范大学

城市建设与工程地质

柳林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中文）

专业名称（英文）

专业负责人

华东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刘敏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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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课程教材建设
积极推进现代网络平台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的基础上，鼓励教师修编与新
编本科教材，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了教材修编交流会。目前已
确定修编教材《水文学》、《地貌学》、《植物地理学》、《遥感导论》，完
成和即将完成修编的教材《计量地理学》、《气象与气候学》。一批支撑实践
的教材正在积极组织修编中。已正式出版《地理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高等
教育出版社）、《国际地理教材比较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

（５）跨区域野外实践教学建设
跨区域野外实践教学是我院的传统特色，郑祥民教授指导建设了全国理科基地联合实习中原线的建设。本年度
在郑祥民、周立旻和王辉的组织和带领下参与了第 ９ 届全国理科基地联合实习，获得圆满成功。在与中国科学院地
球化学研究所的支持与合作下，开展了 ２０１７ 年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区域水土气生人综合地理学实习，中国科学院、
贵州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加入到指导队伍中，通过 １０ 余天的实习，圆满完成了跨区域实习，收获丰硕。２０１７ 年在
上饶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的合作下，建设了江西三清山和贵州普定喀斯特地理学国家理科人才培养基地野外实习基
地，实现了长江流域区域上中下游典型地貌区的实习基地覆盖。

华东师大地理学国家理科人才培养基地
三清山野外实习基地签约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野外实习基地
挂牌仪式在普定站举行

（６）基本建成虚拟仿真实践教学体验系统
我院虚拟仿真实践教学中，拥有 ４ 个虚拟仿真平台（“地理教学仿真”、“野外实践仿真”、“众创仿真模拟”、
“科研成果仿真教学”）和教学资源共享平台（相关课程授课课件，教学大纲等），已在地理学人才培养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该平台入选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是我校第一个虚拟仿真实践教学中心。以此为基础，本年度
积极推进室内虚拟仿真模拟系统和 ５Ｄ 体验系统的建设，已基本完成，受到了教育部评估专家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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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本科人才培养国际化
学院继续全面推进与海外高校人才培养的合作。刘敏院长率队访问美国布法罗大学（ＵＢ），推进联合培养本科
生事宜；段玉山教授等率团出访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ＵＱ）地理规划与环境管理学院，讨论“ＥＣＮＵ－ＵＱ 本科生 ２＋２
联合培养双学位”等事宜。通过国际化课程建设、国际合作项目、国际联合实验室建设等措施，推进人才培养与科
学研究的国际化。继续推进本科“２＋２”项目，设立困难学生“２＋２”奖学金；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派出第三批学生，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派出第一批学生。

（８）教育部审核式评估
做好本科教学审核式评估是今年学院一项重要工作，学院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的工作方针，
通过严格落实工作要求，通过做好制度性工作的总结与完善、教学过程性材料的核查、教学学风建设、营造积极向
上的评估环境，做好本科教学评估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发挥学院工作特色，落实好评估专家实地检查评估。学院在
凝练学院人才培养工作特色，展示学院人才培养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认真落实评估考察走访项目，认真听取评估专
家意见建议，及时梳理教育教学相关问题，对专家提出好的意见建议及时吸纳整理，第一时间督促落实；对专家提
出一些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进行详细记录，深度研讨，及时形成工作方案和工作安排，确保本科人才培养工作
可以持续完善。本次审核式评估中虚拟仿真系统为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了专家的好评。通过学院全体师生
员工高度重视、认真落实，顺利完成此次本科教学审核式评估相关工作。

４． 研究生人才培养
（１）以研究生教材建设为抓手推进研究生课程改革
以强化导师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与学科前沿发展，对各个专业研究生培养
方案进行了全面的修编，设立各个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与应对前沿进展的方向性选
修课程。
以教材建设为抓手推进课程改革。在研究生院的支持下，扎实研究生系列教材
建设，２０１７ 年徐建华教授的《地理建模教程》出版，为系列教材建设取得了新进展，
同时《现代自然地理学理论、方法和实践》、《地理大数据与挖掘方法》三本教材
已于科学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将在 ２０１７ 年陆续出版。黎夏、吴建平分别组织编
写的研究生教材基本落实了撰写大纲，将陆续开展编写工作。

（２）加强研究生海外研修、联合培养与研究生国际课程建设
我院共有 ７ 位博士研究生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海外研修，取得了国际化研究生培养的新局面。本年度，
继续邀请海外专家开设全英语课程，本年度开设 ４ 门研究生课程。落实与辛辛那提大学的硕士研究生“１．５＋１．５”
联合培养项目，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完成协议签署。

人才培养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２１

联合培养
姓名

专业

年级

前往国家 / 地区

大学 / 机构名称

时间（月）

李春兰

自然地理学

２０１４

德国

汉堡应用科技大学

２０１７０８－２０１８０８

贾晋璞

自然地理学

２０１５

美国

杜克大学

２０１７０９－２０１８０９

李梦雅

自然地理学

２０１５

美国

伊利诺伊厄巴拉 － 香槟分校

２０１７０９－２０１８０９

韦小丽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２０１５

美国

中佛罗里达大学

２０１７０９－２０１９０９

赵习枝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２０１５

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１８０９

虞思逸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２０１５

美国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２０１７０９－２０１９０１

黄诚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２０１５

美国

普渡大学

２０１７０９－２０１８０８

（３）研究生代表性成果
钭斐昀 （ 导师：杨毅 ）． Ｔｏｕ， Ｆｅｉｙｕｎ； Ｙａｎｇ， Ｙｉ； Ｆｅｎｇ， Ｊｉｎｇｎａｎ； Ｎｉｕ， Ｚｕｏｓｈｕｎ； Ｐａｎ， Ｈｕｉ； Ｑｉｎ， Ｙｕｋｕｎ； Ｇｕｏ， Ｘｉｎｇｐａｎ；
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ｚｈｏｕ； Ｌｉｕ， Ｍｉｎ； Ｈｏｃｈｅｌｌ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Ｓｌｕｄ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ｓｔ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Ｖａｓｔ Ｓｔｏｒｅ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５１（９）：４８３１－４８４０． （ ＳＣＩ 一区 ）
黄 燕 平 （ 导 师： 刘 敏 ）． Ｈｕａｎｇ， Ｙａｎｐｉｎｇ； Ｌｉｕ， Ｍｉｎ； Ｗａｎｇ， Ｒｕｉｑｉ； Ｋｈａｎ， Ｓａｉｒａ Ｋｈａｌｉｌ； Ｇａｏ， Ｄｅｎｇｚｈｏｕ；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ｚｈｏｕ．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ｐｐｏｒｔｉ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Ｈｓ ｆｒｏｍ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１７，１８４：１３３４－１３４５． （ ＳＣＩ 二区，ＴＯＰ）
吴 宾 （ 导 师： 吴 健 平 ）． Ｗｕ， Ｂｉｎ； Ｙｕ， Ｂａｉｌａｎｇ； Ｗｕ， Ｑｉｕｓｈｅｎｇ； Ｙａｏ， Ｓｈｅｎｊｕｎ； Ｚｈａｏ， Ｆｅｎｇ； Ｍａｏ， Ｗｅｉｑｉｎｇ； Ｗｕ，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Ａ Ｇｒａｐｈ－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３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ＬｉＤＡＲ Ｐｏｉｎｔ Ｃｌｏｕｄ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１７，９（１）：９２． （ ＳＣＩ 二区 ）

（４）研究生参会
我院 ９０％ 以上的研究生参加国内外顶级会议并作会议报告，研究生高质量论文频出。短期海外交流人次达 ４０
余人次，一年以上海外研修基本覆盖全体在读博士生。２０１７ 年，我院自然地理学专业 ２０１３ 级博士研究生李小飞获
得校长奖学金。

２２

２０１７ 年度报告
２０１７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姓名

导师

国际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报告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ｍｅｒ－
ｃｕｒｙ

陈龙

束炯

２０１７ ＡＧＵ 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７

美国新奥尔良

陈龙

束炯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７

美国弗吉尼亚

邓顺强

余柏蒗

ＡＡＧ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０４

美国波士顿

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ｎ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 ｌｉｇｈｔ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赵习枝

余柏蒗

ＡＡＧ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０４

美国波士顿

Ｈｏｗ ｃａｎ 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 ｌｉｇｈｔ ｄｅｔｅｃｔ ｅｖｅｎｔｓ？ Ｐｒｅ－
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杨成术

余柏蒗

ＡＡＧ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０４

美国波士顿

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 ｔｉｍｅ ｌｉｇｈｔ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ｕｒｖｅ：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孙斐然

唐曦

２８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０７

美国华盛顿

Ａｎ ｉｎｆ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ｗｉｔｈ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ｏ ｒｅ－ｖｉ－
ｓｕａｌｉｚｅ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ｌｉｆｅｓｐａｎ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ｐｓ

宋歌

唐曦

２８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０７

美国华盛顿

Ｆｒｏｍ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ｍｐｕｓ Ｓｐａｃｅ ｔｏ ａ Ｆｕｌｌ－ｖｉｅｗ
Ｆｉｇｕ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ｔｌａｓ 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杨毅

Ｔｈｅ ３３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ＧＨ２０１８）

中国广州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Ｓｌｕｄ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ｓｔ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Ｖａｓｔ Ｓｔｏｒｅ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ｃｏｎ－
ｔａｉｎｉｎｇ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杨毅

Ｔｈｅ ３３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ＧＨ２０１８）

中国广州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ｉＯ２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ｉ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ｆ－
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Ｏｘｙｇｅ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张昆

Ｔｈｅ ２５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美国水牛城

Ａ Ｖａｌｌｅｙ－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Ｘｉａｏｑｉｎｌｉｎｇ Ｎａ－
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Ｃｈｉｎａ

李山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 ３ｒｄ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７．０８

韩国济州岛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 ｉｄｅａｓ

谭金凯

王军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ＡＰＲ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ｙｍｐｏ－
ｓｉｕｍ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Ｈａｚａｒｄ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ｉｍ

２０１７．０８

中国北京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ｓｓｏ ａ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

李春兰

俞立中
王军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ＡＰＲ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ｙｍｐｏ－
ｓｉｕｍ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Ｈａｚａｒｄ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ｉｍ

中国北京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ｂａｓｅｄ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５９ ａｎｄ ２０１４ ｉｎ Ｈｕｌｕｎｂｕｉｒ， Ｃｈｉｎａ

李春兰

俞立中
王军

Ｂａｌｔ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Ｖ Ｐｈ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波兰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
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ｏｎｓ

美国新奥尔良

Ｕｒｂａｎ－ｓｃａｌ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 ｏｆ 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ＰＡＨ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ｆｒｏｍ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ａｒｅａ

美国新奥尔良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ｔｉｄａｌ ａｒｅａ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ｓｔ

鈄斐昀

郭行磐

邓依薇

罗轶

黄燕平

陈姝

刘敏

王东启

２０１７ ＡＧＵ 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７ ＡＧＵ 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７．０７

２０１７．０７

２０１７．０８

２０１７．０８

２０１７．１１

２０１７．１２

２０１７．１２

人才培养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２３

六

科学研究 Research Programs

２０１７ 年学院新增科研项目 ７０ 项，其中新增国家级项目 １６ 项，创近 ５ 年新高，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１ 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１ 项，基金委中非国际合作专项 １ 项、重点基金 １ 项，面上项目 ８ 项，青年基金 ４ 项。发
表 ＳＣＩ 论文 ７２ 篇，其中顶级期刊论文 ２０ 多篇，ＥＳＩ 热点论文 １ 篇，ＥＳＩ 高被引论文 ５ 篇，较上年增长显著。刘敏
教授团队在“氮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于 ８ 月 ２ 日在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在线发表。
杨毅教授等在“人类活动产生的纳米级颗粒的鉴别和环境毒理学意义”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于 ８ 月 ８ 日在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上在线发表相关成果，并选为当期“热点文章”。

ＥＳＩ 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

１． 新增课题
国家重大重点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项目 /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类别

金砖国家城市公共安全的地理大数据应用研究

２０１７ＹＦＥ０１００７００

刘敏

２０１７－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０－０９－３０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重点
专项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典型 ＰＯＰｓ 环境过程、耦合机理
与空间模拟

４１７３０６４６

刘敏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２－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面向大数据的快速磁共振成像

６１７３１００９

张桂戌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２－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陈睿山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课
２０２２－１２－３１
题（已公示）

刘敏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目

大都市区多灾种重大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与保险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３００１
技术
中国 － 南非典型海岸湿地关键带水沙 － 生物地球
化学过程耦合机理对比研究

２４

２０１７ 年度报告
２０１７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４１７１１０１２０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项目 /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类别

贵州喀斯特山区土地退化机制、演变趋势与生态系统
服务权衡

４１７７１１１９

陈睿山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１－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集成 ３Ｄ 地图和 ＧＮＳＳ 的城市高密度区域高精度定位
研究

４１７７１４７５

陈雯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１－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基于可控时空立方体的车辆轨迹大数据检索方法研究

４１７７１４１０

李响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１－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与冰流物理模型的南极冰架冰川系
统动态变化及其稳定性研究

４１７７１４６１

刘红星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１－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天山北缘河流下切速率的时空模式与机制研究

４１７７１０１３

吕红华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１－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典型城市大气气固两相水溶性有机物来源与气固分配
机制

４１７７３１１７

王格慧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１－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长江河口湿地互花米草入侵对沉积物中汞甲基化过程
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

４１７７１５０８

王永杰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１－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河口水环境中纳米颗粒物对抗生素抗性基因多介质行
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４１７７１５０６

杨毅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１－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项目 /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类别

基于机器学习和数据融合技术的高分辨率 ＰＭ２．５ 浓度
估算研究

４１７０１４１３

白开旭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基于消费侧的中国大气汞沉降模拟与来源分析

４１７０１５８９

陈龙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面向对象的青藏高原积雪累积与消融过程时空建模研
究

４１７０１５０２

黄艳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环境因子影响下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慢行交通事
故发生机制与预测——以上海为例

４１７０１４６２

姚申君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科学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２５

２． 部分在研课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青项目
项目 /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类别

环境地学

４１５２２１１１

杨毅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青项目

项目 /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类别

地表物质分布与时变重力场非线性变化的综合研究

１１３７３０１７

董大南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典型河口系统多环芳烃多界面归趋机理与模拟

４１３７１４５１

刘敏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天山北缘乌鲁木齐河流域不同时间尺度构造地貌研究

４１３７１０３１

吕红华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暴雨灾害在城市基础设施网络中的扩散与防范策略研
究

７１３７３０８４

王军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基于压缩感知和非负矩阵分解理论的高光谱混合像元
分解

６１３７２１４７

张桂戌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东海岛屿风尘堆积的物源示踪研究

４１３７１０３２

郑祥民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河口湿地植被对甲烷和氧化亚氮产生与排放的影响及
其控制机制

４１４７３０９４

陈振楼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和 ＧＩＳ 的城市太阳能资源时空分布
调查与利用评价

４１４７１４４９

余柏蒗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基于雷达卫星遥感与微波散射模拟技术的水稻快速估
产研究

４１５７１４１０

张远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太阳风变速影响气候系统的机理及其稳定同位素记录
研究

４１５７１０４０

周立旻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城市化地区河流水体氧化亚氮排放系数及流域尺度建
模

４１６７１４６７

王东启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长江河口三角洲风暴洪水危险性情景模拟与关键影响
因素定量识别

４１６７１０９５

王军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城市工程地质空间几何结构场与属性参数场耦合构模
研究

４１６７２３２７

朱良峰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２６

２０１７ 年度报告
２０１７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项目 /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类别

库坝工程开发对土地系统变化的影响机制研究：贵州
喀斯特高原案例

４１４０１０９４

陈睿山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面向区域进化的自主体模拟平台开发与应用

４１４０１６５７

夏海斌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河口沉积物中铁矿物和有机质对多环芳烃微生物降解
的影响和机理研究

４１５０１５３０

刘欣然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抗生素对河口近岸反硝化过程的影响及其微生物作用
机理

４１５０１５２４

尹国宇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模拟增温对长江口盐沼湿地芦苇与互花米草种间竞争
关系的影响

３１５００３９２

张超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基于中尺度模式的星载高光谱红外辐射资料直接同化
及应用研究

４１６０１４６９

刘延安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积云对流参数化方案的集合优化及其对我国南方夏季
降水的模拟

４１６０５０７９

乔枫雪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大城市郊区保障房社区的居民时空行为与生活圈模拟
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４１６０１１５９

塔娜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城市典型湖泊水 － 沉积物系统多环芳烃迁移及归趋研
究

４１６０１５２６

杨静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河口潮滩湿地反硝化型甲烷厌氧氧化及其影响机理研
究

４１６０１５３０

郑艳玲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３． 研究进展
城市自然地理过程与模拟创新基地
• Effects of silver nanoparticles on nitrification
and associated nitrous oxide production in aquatic
environments
Science 子刊
Zheng et al., Sci. Adv. 2017
Yanling Zheng, Lijun Hou, Min Liu, Silvia E. Newell, Guoyu
Yin, Chendi Yu, Hongli Zhang, Xiaofei Li, Dengzhou Gao,
Juan Gao, Rong Wang, Cheng Liu
Silver nanoparticles (AgNPs) are the most common materials
in nanotechnology-based consumer products globally.
Because of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AgNPs, their potential
environmental impact is currently a highly topical focus of
concern. Nitrification is one of the processes in the nitrogen
cycle most susceptible to AgNPs but the specific effects of

科学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２７

AgNPs on nitrification in aquatic environments are not well understood. We report the influence of AgNPs on
nitrification and associated nitrous oxide (N2O) production in estuarine sediments. AgNPs inhibited nitrification
rates, which decreased exponentially with increasing AgNP concentrations. The response of nitrifier N2O
production to AgNPs exhibited low-dose stimulation (100% at low doses of AgNPs. This result was confirmed
by metatranscriptome studies showing up-regulation of nitric oxide reductase (norQ) gene expression in the
low-dose treatment. Isotopome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hydroxylamine oxidation was the main N2O production
pathway,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N2O emission was enhanced when exposed to low-dose AgNPs.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molecular underpinnings of the effects of AgNPs on nitrification activity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e
release of AgNPs into the environment should be controlled because they interfere with nitrifying communities
and stimulate N2O emission.
科学价值：探究了纳米银对氮循环关键环节硝化过程的影响及其微生物响应机理，纳米银抑制硝化速率，干扰氮循
环过程，从而会降低湿地的脱氮生态功能 ， 发现纳米银对硝化中间产物氧化亚氮的产生却呈现出低浓度（环境浓度）
促进、高浓度抑制的现象。
同行评价：研究工作得到了同行评审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本研究“实验设计完美（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研
究结果“出色且激动人心（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ｃｉｔｉｎｇ）”。

• Discovery and ramifications of incidental Magnéli phase generation and release from industrial coalburning
Nature 子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 | 8: 194 |DOI: 10.1038/s41467-017-00276-2 |
Yi Yang, Bo Chen, James Hower, Michael Schindler, Christopher Winkler, Jessica Brandt, Richard Di
Giulio, Jianping Ge, Min Liu, Yuhao Fu, Lijun Zhang, Yuru Chen, Shashank Priya & Michael F. Hochella,
Jr.
Coal, as one of the most economic and abundant energy sources, remains the leading fuel for producing
electricity worldwide. Yet, burning coal produces more global warming CO2 relative to all other fossil fuels,
and it i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known to have a deleterious respiratory and
cardiovascular impact in humans, especially in China and India. Here we have discovered that burning coal
also produces large quantities of otherwise rare Magnéli phases (TixO2x–1 with 4 ≤ x ≤ 9) from TiO2 minerals
naturally present in coal. This provides a new tracer for tracking solid-state emissions worldwide from industrial
coal-burning. In its first toxicity testing, we have also shown that nanoscale Magnéli phases have potential
toxicity pathways that are not photoactive like TiO2 phases, but instead seem to be biologically active without
photostimulation. In the future, these phases should be thoroughly tested for their toxicity in the human lung.
科学价值：首次发现一种新型的次生 Ｍａｇｎéｌｉ 相氧化钛在煤灰中广泛存在，并具有潜在的生态毒性。这种新型纳
米颗粒物的发现不仅可以作为指示器示踪全球的煤燃烧活动，而且对于了解燃煤引发的人类健康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同行评价：已受到 ２３ 个国际媒体的报道，根据 ＮＣ 提供的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 ｓｃｏｒｅ，其全世界网络关注度列于所有期刊
同一时期文章的前 ２％。并受 Ｐａ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邀请和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Ｈｏｃｈｅｌｌａ 教授联名发表“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Ｎａｎ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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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il dissimilatory nitrate reduction processes in the Spartina alterniflora invasion chronosequences of
a coastal wetland of southeastern China: Dynamics and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SCI 一区
Plant Soil (2017) 421:383–399 https://doi.org/10.1007/s11104-017-3464-x
Dengzhou Gao & Xiaofei Li & Xianbiao Lin & Dianming Wu & Baoshi Jin & Yanping Huang &
Min Liu & Xing Chen
Aims The invasion of Spartina alterniflora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oil biogeochemistry cycling in coastal
wetlands. However, the roles of the S. alterniflora invasion chronosequence in regulating soil dissimilatory NO3−
reduction processes (denitrification (DNF), anaerobic ammonium oxidation (ANA) and dissimilatory nitrate
reduction to ammonium (DNRA)) remains unclear.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herefore to reveal the effects
of S. alterniflora invasion on the soil NO3− reduction processes and associated gene abundance.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plant biomass, soil properties, NO3 − reduction processes and associated gene abundance of NO3
− reduction pathways following S. alterniflora invasion chronosequences of 6, 10, and 14 years compared to
Cyperus malaccensis in a coastal wetland of southeastern China.

Aboveground biomass and root biomass (0–25
cm soil layers) (mean ± SE) in pure stands of C.
malaccensis and S. alterniflora.

A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soil NO3. reduction and
total N loss in C. malaccensis and S. alterniflora.

• Concentrations and stable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s of oxalic acid and related SOA in Beijing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2014 APEC
SCI 一区
Atmos. Chem. Phys., 17, 981–992, 2017
Jiayuan Wang, Gehui Wang, Jian Gao, Han Wang, Yanqin Ren, Jianjun Li, Bianhong Zhou, Can Wu, Lu
Zhang, Shulan Wang, and Fahe Chai
To ensure good air quality for the 2014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summit, stringent emission controls were implemented in Beijing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s, leading to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PM2.5
loading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emission controls on aerosol
chemistry, high-volume PM2.5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Beijing from 8
October to 24 November 2014 and determined for secondary inorganic
aerosols (SIA, i.e., SO2−4, NO−3, and NH+4), dicarboxylic acids, ketocarboxylic acid, and α-dicarbonyls, as well as stable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 of oxalic acid (C2).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SIA, C2, and
related secondary organic aerosols in PM2.5 during APEC were 2–4
times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APEC, which is firstly ascribed to the
strict emission control measures and secondly attributed to the relatively
colder and drier conditions during the event that are unfavorable for
secondary aerosol production. C2 in the polluted air masses, which

Temporal variations of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gaseous pollutants and major
components of PM2.5 during the 2014 APEC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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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ly occurred before APEC, are abundant and enriched in 13C. On the contrary, C2 in the clean air masses,
which mostly occurred during APEC, is much less abundant but still enriched in 13C. In the mixed type of clean
and polluted air masses, which mostly occurred after APEC, C2 is lower than that before APEC but higher than
that during APEC and enriched in lighter 12C. A comparison o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fine particles and δ 13C
values of C2 in two events that are characterized by high loadings of PM2.5 further showed that after APEC SIA
and the total detected organic compounds (TDOC) are much less abundant and fine aerosols are enriched with
primary organics and relatively fresh,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APEC.

• Ammonium Production and Removal in the Sediments of Shanghai River Networks: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Controlling Factors, and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SCI 二区
Lin, X., Li, X., Gao, D., Liu, M., & Cheng, L. (2017).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Biogeosciences,
122, 2461–2478.
Xianbiao Lin, Xiaofei Li, Dengzhou Gao, Min Liu, and Lv Cheng
Ammonium (NH4+) pollution and associated processes
caus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aquatic ecosystem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However, the microbial
pathways of NH4+ production and removal and associ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sediments of urban rivers remain
unclear. In this study,microbial pathways of NH4+ production
and removal were quantified to examine the NH4+ balance
in the sediments of Shanghai river network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otential rates of gross nitrogen mineralization,
dissimilatory nitrate reduction to ammonium, and nitrogen
fixation ranged from 0.25 to 25.83 μg N g_1 d_1, from
undetectable to 3.47 μg N g_1 d_1, and from 0.07 to 3.05
μg N g_1 d_1, respectively. The potential rates of gross
NH4+ immobilization, anammox, and nitrification, as the NH4
+removal processes, ranged from 0.24 to 26.27 μg N g_1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d_1, from 0.01 to 7.97 μg N g_1 d_1, and from 0 to9.62 μg N
GNM, Dnra, and NF rates GAI, ANA, and NIT rates
g_1 d_1, respectively. Temperature, dissolved oxygen, NO3_,
and fractional contribuion.
and fractional contribuion.
NH4+, and total organic carbon hadgreat influences on these
NH4+ production and removal processes. In addition, the total amounts of NH4+production and removal through
microbial pathways in sediments of Shanghai river networks wereestimated at approximately 2.6 × 105 t N yr_1
and 3.9 × 105 t N yr_1, respectively. Thus, the net sink of NH4+was 1.3 × 105 t N yr_1, which accounts for
22% of total inputs of nitrogen in the river network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icrobial processes of removal
in sediments can eliminate significant parts of NH4+ generated from microbial pathways and/or inputs from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in urban rivers. Overall, these results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NH4 + production and
removal and associated influenc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highlight the environmental importance of these
processes in regulating the NH4+ budget in highly urbanized riverine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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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化与环境演变创新基地
• Latest Quaternary rapid river incision across an inactive fold in the northern Chinese Tian Shan
foreland
SCI 一区
Zheng et al., Sci. Adv. 2017
Honghua Lu, Lu Cheng, Zhen Wang, Tianqi Zhang, Yanwu Lü, Junxiang Zhao, Youli Li, Xiangmin Zheng
This work focuses on the incision process over the Tuostai anticline, a fold of the proximal structure Belt I in the
northern Chinese Tian Shan foreland, where the Sikeshu River has incised deeply into the alluvial gravels and the
fold's underlying bedrock strata.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geomorphic mapping define fiveterraces of the Sikeshu
River (designated as T1 to T5 from oldest to youngest) preserved within the Tuostai anticline. 10Be surface
exposure dating and 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dating constrain stabilization of the highest three terrace
surfaces at about 80 ka (T1), 16 ka (T2), and 15 ka (T3), respectively. Around 16 ka, the calculated river incision
rat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from <2 mm/yr to >6 mm/yr. Undeformed longitudinal profiles of terraces T2, T3 and
T4 over the Tuostai anticline suggest that this structure may have been tectonically inactive since stabilization of
these three terraces.We thus think that the observed rapid river incision over the Tuostai anticline has not been
largely forced by tectonic uplift. Instead, the progressively warmer and wetter palaeoclimatic condition within
the Tian Shan range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20e10 ka may have enhanced river incision
across the Tuostai anticline. A reduced sediment/water ratio might have lowered the gradient of the Sikeshu
River.

• A hierarchical Bayesian regression model for predicting summer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demand across
the U.S.A.
SCI 一区
Energy 140 (2017) 601e611
Siyan Wang, Xun Sun, Upmanu Lall
A hierarchical Bayesian model is developed for predicting monthly residential per capita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t
the state level across the USA. The summer period is selected to target cooling requirements that are generally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electricity use compared with winter heating requirements that are derived from a mix of
energy sources that has changed over time. Historical monthly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data from 1990 to 2013
are used to build a predictive model with a set of corresponding climate and non-climate covariates. A clustering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irst to identify groups of states that had similar temporal patterns for the cooling-degreedays of each state. Then, a partial pooling model is applied to each cluster to assess the sensitivity of monthly per
capita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demand to each predictor (these are cooling-degree-day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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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per capita, per capita electricity demand from the previous month and previous year, and the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price). Most of the predictors are significant for most of the states across USA. The sensitivity of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demand to cooling-degree-days has an identifiabl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with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in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This predictive model considers interactions between causal factors at
large spatial scales and quantifies the model uncertainty. This study can be applied as guide in the future energy
management.

Boxplots of posterior distribution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a)
CDD, (b) GDP, (c) logarithm of electricity price and (d) logarithm of
electricity demand in one month previous of the partial pooling model.

• Effects of sea level rise, land subsidence, bathymetric change and typhoon tracks on storm flooding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Shanghai
SCI 二区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621 (2018) 228–234
Jun Wang, Si Yi, Mengya Li, Lei Wang, Chengcheng Song
We compared the effects of three key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coastal ﬂooding: sea level rise (SLR), land
subsi-dence (LS) and bathymetric change (BC)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Shanghai. We use the hydrological
simulationmodel MIKE 21 to simulate ﬂood magnitudes under multiple scenarios created from combinations of
the key en-vironmental factors projected to year 2030 and 2050. Historical typhoons (TC9711, TC8114, TC0012,
TC0205 andTC1109), which caused extremely high surges and considerable losses, were selected as reference
tracks to gen-erate potential typhoon events that would make landfalls in Shanghai (SHLD), in the north of
Zhejiang (ZNLD)and moving northwards in the offshore area of Shanghai (MNS) under those scenarios. The
model results provid-ed assessment of impact of single and compound effects of the three factors (SLR, LS and
BC) on coastal ﬂoodingin Shanghai for the next few decades. Model simulation showed that by the year 2030,
the magnitude of stormﬂooding will increase due to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deﬁned by SLR, LS, and BC.
Particularly, the compoundscenario of the three factors will generate coastal ﬂoods that are 3.1, 2.7, and 1.9
times greater than the single fac-tor change scenarios by, respectively, SLR, LS, and BC. Even more drastically,
in 2050, the compound impact of thethree factors would be 8.5, 7.5, and 23.4 times of the single factors. It
indicates that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changes is not simple addition of the effects from individual factors, but
rather multiple times greater of thatwhen the projection time is longer. We also found for short-term scenarios, the
bathymetry chan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changes in coastal flooding; and for long-term scenarios,
sea level rise and land subsidence are the major factors that coastal flood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should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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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ed storm flooding in 2030 and 2050.

• Late Quaternary drainage evolution in response to fold growth in the northern Chinese Tian Shan
foreland
SCI 二区
Geomorphology 299 (2017) 12–23
Honghua Lu, DengyunWu, Lu Cheng, Tianqi Zhang, Jianguo Xiong, Xiangmin Zheng, Youli Li
Alluvial units are important in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s
of antecedent drainage evolution with fold growth along the
flanks of active orogenic belts. This is demonstrated by the
Anjihai River in the northern Chinese Tian Shan foreland, which
at present flows northward cutting sequentially through the
Nananjihai anticline, the Huoerguos anticline, and the Anjihai
anticline. Three episodes of alluviation designated as fans Fa,
Fb, and Fc
are identified for the Anjihai River. These three alluvial
terrain features comprise a series of terraces, where the
top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geomorphologic structure, and
up-warped longitudinal profiles indicate continuous uplift and
lateral propagation of the Halaande anticline and the Anjihai
anticline over the past 50 ky. Shortly after~3.6 kawhen the
oldest terra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an Fb sedimentation
was formed, significant rock uplift at the overlapping zone
of the Anjihai anticline and the Halaande anticline led to the
eastward deflection of the antecedent Anjihai River. A series of
local terraces with elevation decreasing eastward indicate the
gradual eastward migration of the channel of the Anjihai River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an Fc sedimentation. Finally the Anjihai
River occupied the previous course of the Jingou River when
the latter was deflected eastward in response to rock uplift of
the Anjihai anticline, presently flowing across the eastern tip of
the Anjihai anticline.

Terrace-to-river cross sections showing
downstreamchanges i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alluvial units developed by the Anjihai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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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intercomparison of multidecadal observational and reanalysis data sets for global total ozone
trends and variability analysis
SCI 二区
Bai, K., N.-B. Chang, R. Shi, H. Yu, and W. Gao (2017), J. Geophys. Res. Atmos., 122, 7119–7139,
Kaixu Bai, Ni-Bin Chang, Runhe Shi, Huijia Yu, and Wei Gao
A four-step adaptive ozone trend estimation scheme is proposed by integrating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LR) and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EMD) to analyze the long-term variability of total column
ozone from a set of four observational and reanalysis total ozone data sets, including the rarely explored ERAInterim total ozone reanalysis, from 1979 to 2009. Consistency among the four data sets was first assessed,
indicating a mean relative difference of 1% and root-mean-square error around 2% on average, with respect
to collocated ground-based total ozone observations. Nevertheless, large drifts with significant spatiotemporal
inhomogeneity were diagnosed in ERA-Interim after 1995. To emphasize long-term trends, natural ozone
vari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solar cycle, quasi-biennial oscillation, volcanic aerosols, and 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were modeled with MLR and then removed from each total ozone record, respectively, before
performing EEMD analyses. The resulting rates of change estimated from the proposed scheme captured the
long-term ozone variability well, with an inflection time of 2000 clearly detected. The positive rates of change after
2000 suggest that the ozone layer seems to be on a healing path, but the results are still inadequate to conclude
an actual recovery of the ozone layer, and more observational evidence is needed. Further investigations suggest
that biases embedded in total ozone records may significantly impact ozone trend estimations by resulting in
large uncertainty or even negative rates of change after 2000.

Annual zonal mean total ozone deviations from the pre-1980
level during 1979-2009.

遥感与 GIS 创新基地
• Improving MODIS snow products with a HMRF-based spatio-temporal modeling technique in the Upper
Rio Grande Basin
Huang, Y.,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2017), http://dx.doi.org/10.1016/j.rse.2017.10.001
Yan Huang, Hongxing Liu, Bailang Yu, Jianping Wu, Emily L. Kang, Min Xu, Shujie Wang, Andrew Klein,
Yaning Chen
Seasonal snow cover and its melt dominate regional climate and hydrology in many mountainous regions in
the world. The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MODIS) snow cover products have been
widely used for regional hydrological modeling. However, data gaps in snow products due to frequent clouds
remain a serious problem, particularly for daily products. This paper presents a spatio-temporal modeling
technique for filling up data gaps in daily snow cover estimates, based on time series of Terra/Aqua MO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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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The spatiotemporal modeling technique integrates MODIS
spectral information, spatial and temporal contextual in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ssociation within a Hidden Markov Random
Field (HMRF) framework. The performance of our new technique is
quantitatively evaluated by comparing our snow cover estimates with in
situ observations at 33 SNOTEL stations as well as to original MODIS
snow cover products over the Upper Rio Grande Basin during 2006–
2008 snow seasons. Mainly due to cloud obscuration, there are as
high as 32% data gaps in original Terra/Aqua combined MODIS snow
products. Our HMRF technique reduced cloud-cover related data gaps
to < 1% and achieved a snow-mapping accuracy of 88.0% for the gapfilled areas. For the areas not covered by clouds, our HMRF-based
Reduction of data gaps of original MODIS SCA technique also improved the snow cover estimate accuracy of original
on Dec 2, 2006.
MODIS snow products by 3.5%, from 85.1% to 88.6%. When spatiotemporal contextual in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ssociation information are progressively incorporated within
the HMRF framework, the overall snow mapping accuracies are improved and omission errors are reduced.
Particularly, our HMRF-based technique increased the snow product accuracy by 4.2% during whole transition
periods, and by 6.2% in March during snow melt. The snow mapping accuracie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over
evergreen forests and mixed forests.

The spatio-temporal cubic neighborhood.

• Analysis of Thermal Structure of Arctic Lakes at Local and Regional Scales Using in Situ and Multidate
Landsat-8 Data
SCI 一区
Huang, Y., Liu, H., Hinkel, K., Yu, B.,Beck, R., & Wu, J. (2017).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53, 9642–9658.
https://doi.org/10.1002/
Yan Huang, Hongxing Liu, Kenneth Hinkel, Bailang Yu, Richard Beck, and Jianping Wu
The Arctic coastal plain is covered with numerous thermokarst lakes. These lakes are closely linked to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through their heat and water budgets. We examined the intralake thermal structure
at the local scale and investigated the water temperature pattern of lakes at the regional scale by utilizing
extensive in situ measurements and multidate Landsat-8 remote sensing data. Ou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lake skin temperatures derived from satellite thermal sensors during most of the ice-free summer period
effectively represent the lake bulk temperature because the lakes are typically well-mixed and without significant
vertical stratification. With the relatively high-resolution Landsat-8 thermal data, we were able to quantitatively
examine intralake lateral temperature differences and gradients in relation to geographical location, topography,
meteorological factors, and lake morphometry for the first time.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wind speed and
direction not only control the vertical stratification but also influences lateral differences and gradients of lake
surface temperature. Wind can considerably reduce the intralake temperature gradient. Interestingly, we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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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geographical location (latitude, longitude, distance to the ocean) and lake morphometry (surface size,
depth, volume) not only control lake temperature regionally but also affect the lateral temperature gradient and
homogeneity level within each individual lake. For the Arctic coastal plain, at regional scales, inland and southern
lakes tend to have larger horizontal temperature differences and gradients compared to coastal and northern
lakes. At local scales, large and shallow lakes tend to have large lateral temperature differences relative to small
and deep lakes.

Air temperature, wind speed, and lake water temperature
variation near BRW and RDC sites in summer 2013.

Intralake surface thermal structure of lake
BRW_104 near Barrow on 1 July, 8 July, 10
July, and 11 August 2013.

• A New Approach for Detecting Urban Centers and Their Spatial Structure With Nighttime Light Remote
Sensing
SCI 二区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Zuoqi Chen, Bailang Yu, Senior Member, IEEE, Wei Song, Hongxing Liu, Member, IEEE,
Qiusheng Wu, Kaifang Shi, and Jianping Wu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ffects many aspects of urban functions and has implications for accessibility,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public expenditures.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 careful and efficient
examination of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s crucial.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that relies on
population or employment census data, this research exploits the nighttime light (NTL) intensity of the earth
surface recorded by satellite sensors. The NTL intensity is represented as a continuous mathematical surface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elemental features of urban structures are identified by analogy with earth’s topography.
We use a topographical metaphor of a mount to identify an urban center or subcenter and the surface slope to
indicate an urban land-use intensity gradient. An urban center can be defined as a continuous area with higher
concentration or density of employments and human activities. We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33 urban centers,
delimited their corresponding boundaries, and determined their spatial relations for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by developing a localized contour tree method. In addition, several useful properties of the urban centers have
been derived, such as 9%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ve area has become urban centers. We believe that this
method is applicable to other metropolitan regions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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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grams of four morph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rban centers

Average light intensity slope (ULIG) inside the urban
centers in the descending order.

Sensitivity of NTL threshold value to the urban
centers’ detection.

• A Graph-Based Approach for 3D Building Model Reconstruction from Airborne LiDAR Point Clouds
SCI 二区
Remote Sens. 2017, 9, 92
Bin Wu, Bailang Yu, Qiusheng Wu, Shenjun Yao, Feng Zhao, Weiqing Mao and Jianping Wu
3D building model reconstruc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environmental and urban applications. Airborne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LiDAR) is a very useful data source for acquiring detailed geometric and topological
information of building objects. In this study, we employed a graph-based method based on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alysis of building contours derived from LiDAR data to reconstruct urban building models. The proposed
approach first uses a graph theory-based localized contour tree method to represent the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buildings, then separates the buildings into different parts by analyzing their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s, and finally
reconstructs the building model by integrating all the individual model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bipartite graph
matching process. Our approach provides a more complete topological and geometrical description of building
contours than existing approaches. We evaluated the proposed method by applying it to the Lujiazui region in
Shanghai, China, a complex and large urban scene with various types of building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complex buildings could be reconstructed successfully with a mean modeling error of 0.32 m. Our proposed
method offers a promising solution for 3D building model reconstruction from airborne LiDAR point clo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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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oreferenced point clouds of the Lujiazui region.

•
A two-step approach to planning new facilities towards equal
accessibility
SSCI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Urban Analytics and City Science 2017, Vol.
44(6) 994–1011
Xiang Li, Fahui Wang, Hong Yi
A recent advancement in location-allocation modeling proposes a new objective
of minimizing inequality of accessibility. Existing work considers the planning
problem as either selecting new sites or adjusting facility capacities, separately.
This paper develops a two-step hybrid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by optimizing
both locations and capacities of facilities towards equal accessibility. A genetic
algorithm is first employed to find the best locations to site new facilities, and
then a quadratic programming method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best capacity of
each facility within a pre-defined range. The sequence is consistent with many
decision-making practices. Results of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demonstrate that
location optimization reduces inequality in accessibility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capacity optimization. The two-step optimization method can be applied for
sequential allocation decision-makings towards maximum equal accessibility.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users and
facilities after location optimization
, capacity optimization, and capacity
optimization.

地理空间分析与地理计算集成创新基地
• A hybrid model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climate variability on streamflow for an ungauged mountainous
basin
SCI 一区
Clim Dyn (2018) 50:2829–2844
Chong Wang · Jianhua Xu · Yaning Chen · Ling Bai · Zhongsheng Chen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impact of climate variability on streamflow in an ungauged mountainous basin is a
difficult and challenging work. In this study, a hybrid model combing downscaling method based on earth data
products, back propagati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BPANN) and weights connection method was developed to
explore an approach for solving this problem. To validat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hybrid model, the Kumarik River
and Toshkan River, two headwaters of the Aksu River, were employed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climate variability
on streamflow by using this hybrid model.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hybrid model presented a good performance,
and th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results for the two headwaters are: (1) the precipitation respectively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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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48.5 and 41.0 mm in the Kumarik catchment and Toshkan catchment, and the average annual temperature
both increased by 0.1 °C in the two catchments during each decade from 1980 to 2012; (2) with the warming and
wetting climate, the streamflow respectively increased 1.5 × 108 and 3.3 × 108 m3 per decade in the Kumarik
River and the Toshkan River; and (3)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to the streamflow,
which were 64.01 ± 7.34, 35.99 ± 7.34 and 47.72 ± 8.10, 52.26 ± 8.10%, respectively in the Kumarik catchment
and Toshkan catchment. Our study introduced a feasible hybrid model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climate variability on streamflow, which can be used in the ungauged mountainous basin of Northwest China.

The average of downscaled annual temperature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slope of downscaled annual temperature in different periods.

• Understanding job-housing relationship and commuting pattern in Chinese cit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SCI
N. Ta et al. /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xxx (2016) xxx–xxx
Na Ta, Yanwei Chai, Yan Zhang, Daosheng Sun
There are debates about whether job-housing balance and short commuting distances could be achieved
through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developing
context.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fill in this knowledge vacuum by studying how China’s changing socio-spatial
context, particularly the spatial ideas of danwei, influences job-housing relationships and commuting pattern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clearly show that the dominant trend in commuting patterns in Chinese
cities has changed from intra-danwei commuting before 1978 to reverse commuting from the city center to
the inner suburbs in 1978–1998, to longdistance suburb-to-city commuting since 1998.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could be helpful in achieving shorter commute in China, and that urban planning
and policy that promote mixed land-use and job-housing balance should be considered. Some limitation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re also discussed.

Ideal urban structure, job-housing relationship and commuting pattern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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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ven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and production of space in the middle-scale region based on the
case of Jiangsu province, China
SSCI
Habitat International 66 (2017) 106e116
Chao Ye, Mingxing Chen, Jinjun Duan, Dongyang Yang
The spac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undergoing a great transition from physical space to social space.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ety and space become more important and complicated than ever. As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production of space means that urbanization has been reshaped by social factors or forces like capital,
power and class, so that the urban space finally becomes their production and process. Based on socio-spatial
dialectic, the main methodology of spatial production, urban space (re)shapes social relations and processes.
The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have and continuously produce the different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researches
about production of space, little work has been done on the index system to assess the extent of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to analyze middle-scale region. This article designs a set of simple index system to reflect the spatial
influences of capital, power as well as class, and chooses Jiangsu Province as a typical case because of its
rapid and differential urbanization to indicate the process of spatial production from 2000 to 2015. In this index
system, capital is represented by fixed-asset investment,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ower is represented by the index of the constructed urban land area; the index reflecting class is the urbanrural
income ratio.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se changing index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urbanization in Jiangsu is
hybrid process: the forces from capital and power greatly contribute to rapid urbanization and high urbanization
level, however, the gaps among the three sub-regions in the province and rural-urban income inequality have
not decreased accordingly. Conversely, these gaps enlarge in some periods. This kind of urbanization pattern
is characterized by large-scale spatial expansion, and is driven by capital and power, but there are many latent
social risks and spatial ineq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spatial production, space and society interact, entangle and (re)
shape the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the end.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income proportion of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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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论文专著
专著

专著 / 编著
论文名称

完成人

第一作者类别

刊物类别

刊物或出版社名称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Ｄａｔａ
ｏｆ Ｍｏｖｉｎｇ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李响

教师

外文专著

Ｇｏｌｄｅｎ Ｌｉｇｈ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专著 / 软件著作权
编号

完成人

名称

成果类型

申请时间

授权时间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１５２８６３．０

朱良峰

一种在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数字地球平台
中移动 ＫＭＬ 几何元素的方法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４．０４．１６

２０１７．０２．１５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０２０１９３．７

殷瑞娟 ； 施润和 ；
李镜尧

一种遥感影像欠分割对象自动识别
方法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４．０１．１６

２０１７．０３．２９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３１０４６７．６

董大南 ； 郑正奇 ； 匡磊 ；
陈雯 ； 王远飞 ； 曾志 ； 消除导航卫星系统多路径误差的方
宋乐 ； 周锋 ； 蔡苗苗 ；
法及多路径半天球模型
张千千 ； 夏俊晨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４．０７．０１

２０１７．０４．１９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０９６２７４．Ｘ

董大南 ； 陈雯 ； 余超 ；
利用时钟同步 ＧＮＳＳ 接收机相位缠
蔡苗苗 ； 周锋 ； 成亚男 ；
绕计算航向角的方法
程明飞 ； 吕晶阳 ； 邱崧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５．０３．０４

２０１７．０４．１９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１８０１５２．９

毕春娟 ； 陈振楼 ； 贾晋璞 ； 模拟大气灰尘干沉降的微区密闭装
刘超 ； 刘峰
置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５．０４．１６

２０１７．０５．２４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５．０４．１５

２０１７．０６．１６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１７９６１４．５

邱崧 ； 金豫 ； 钟阳 ；
匡磊 ； 徐文超 ； 丰颖 ；
贝璟 ； 董大南

一种基于自组网方式的 ＲＴＫ 北斗定
位系统及其方法

科学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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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２３２４３４．９

完成人

名称

成果类型

申请时间

授权时间

朱良峰 ； 张彧 ； 阚文生 ； 一种在数字地球软件平台上模拟和
王喜凤
显示全球地壳结构的方法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５．０５．０８

２０１７．０７．０４

一种使用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进行地理位
置认知能力在线测试的方法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４．０８．２６

２０１７．０９．２６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４２２４６１．８

朱良峰 ； 王喜凤

２０１７ＳＲ０３２９５２

余柏蒗

楼层可视绿地面积指数估算及三维
软件著作权
展示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６．０６．０１

２０１７．０２．０７

２０１７ＳＲ０３３１０３

余柏蒗 ； 吴健平

天目山虚拟地理野外实习系统 Ｖ１．０ 软件著作权

２０１６．０８．２０

２０１７．０２．０７

２０１７ＳＲ３６７７４２

董大南

２０１７ＳＲ３６７７５１

董大南

２０１７ＳＲ６２３６４９

刘延安

２０１７ＳＲ６２８２７３

夏海斌

可视化 ＧＰＳ／ 北斗定向测姿软件
Ｖ１．０

软件著作权

２０１７．０７．１３

ＧＰＳ／ 北斗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变化
软件著作权
改正软件 Ｖ１．１

２０１７．０７．１３

直接广播卫星资料区域同化系统

软件著作权

２０１７．０８．２８

２０１７．１１．１４

多自主体（Ａｇｅｎｔ）中国区域分异演
软件著作权
化模拟系统

２０１７．０９．１１

２０１７．１１．１６

５． 科研获奖
获奖项目名称

颁奖部门

奖项等级

主要完成人
（按证书排序）

参加人员名单
（按证书排序）

区域间旅游需求溢出测度的缺口模型及
其验证

《旅游学刊》编辑部

《旅游学刊》２０１６ 年度
Ｔｏｐ１０ 优秀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唐晓莉
李山

获 ２０１７ 年华东师范大学 － 航天宏图杯
ＰＩＥ 遥感图像处理软件二次开发大赛优
秀指导教师奖

航天宏图公司

一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

李响

华东师范大学

段玉山
李治洪

基于 ＧＩＳ 的中学地理教学平台研制及应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教
全国 ＧＩＳ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用研究
育与科普工作委员会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学年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学生
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
思想政治工作者

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气候图组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制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第二届“青
图专业委员会
年资源制图大赛” 特等奖

《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气候图集 （１９８１－
２０１０）》

中国科学技术部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计量地理学》
ＭＯＯＣ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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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

吕红华

华东师范大学

唐曦

２０１７ 年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
作出版基金资助奖励
华东师范大学科学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

徐建华

获奖项目名称

颁奖部门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教育与科普工
作委员会
第四届全国高校 ＧＩＳ 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理科学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中组部

奖项等级

主要完成人
（按证书排序）

参加人员名单
（按证书排序）

一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

赵卿

国家级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郑祥民

科学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４３

七

交流合作 Academic Exchanges & Cooperations

２０１７ 年学举办第四届“地理信息和空间分析技术在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应用”研讨会、国际地理教育前沿研
究研讨会、“焕庸地理大讲堂”自然地理 － 人文耦合论坛、首届现代地图设计与创意学术研讨会、“金砖城市公
共安全地理大数据”论坛、“胡焕庸线”时空认知：聚焦“总理三问”学术研讨会、“崇明智慧生态岛”地理信息
科学青年学者论坛、褚绍唐先生诞辰 １０５ 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论坛等。段玉山教授团队受邀参加国际地理联合会地
理教育委员会 ２０１７ 年学术年会；段玉山、余柏蒗率团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中心（ＣＩＥＳＩＮ），并参
加了在波士顿举行的 ２０１７ 年美国地理学会年会；我院师生组团参加了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召开的中国地理信息科学理
论与方法学术年会。２０１７ 年我院邀请国内外学者来访交流累计 ６０ 余次。

１． 主办 ／ 承办 ／ 协办会议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召开时间

类别

地理大数据与智慧 － 生态城市论坛

华东师范大学

刘敏

２０１７／１１／０６－０７

国际性

国际地理教育前沿研究研讨会

地理科学院

段玉山

２０１７／０８／０７－１０

国际性

褚绍唐先生诞辰 １０５ 周年纪念会暨学术
论坛

地理科学院

刘敏

２０１７／１２／２３

全国性

２０１７ 年中国地理学会（华东地区）学术
年会

中国地理学会

俞立中

２０１７／１１／２２－２５

全国性

第五届全国沉积物环境与污染控制研讨
会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刘敏

２０１７／１１／０７－１０

全国性

焕庸地理大讲堂自然地理 － 人文耦合论
坛

地理科学院

刘敏

２０１７／１０／２８

全国性

第四届“地理信息和空间分析技术在公
共卫生健康领域的应用”研讨会

地理科学学院

刘敏

２０１７／０７／２４－２６

全国性

第 ６ 届全国计量地理学与 ＧＩＳ 会议

全国计量地理学与 ＧＩＳ 研究教学会，
高等教育出版社，湖北科技学院

徐建华

２０１７／０７／０９－１４

全国性

第四届“地理信息和空间分析技术在公
共卫生健康领域的应用”研讨会

ＣＰＧＩＳ

施迅
余柏蒗

２０１７／０７／２４－２６

全国性

金砖国家城市公共安全的地理大数据应
用研究项目启动会

华东师范大学

刘敏

２０１７／１１／２９

全国性

崇明智慧生态岛地理信息科学青年学者
论坛

华东师范大学

余柏蒗

２０１７／１１／２４－２６

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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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召开时间

类别

焕庸地理大讲堂 － 人文地理学专场

地理科学学院

刘敏

２０１７／１０／２８

全国性

基于多区域 ＣＧＥ 的全球气候治理政策
模拟系统研发及应用

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王铮

２０１７．３．１６－１８

项目会议

网络下城市设施道路设计与区位问题研
究

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王铮

２０１７．５．１９－２１

项目会议

第四届“地理信息和空间分析技术在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应用”研讨会

国际地理教育前沿研究研讨会
代表领取证书

“焕庸地理大讲堂”自然地理 － 人文耦合论坛

交流合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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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现代地图设计与创意学术研讨会

“胡焕庸线”时空认知：聚焦“总理三问”学术研讨会

褚绍唐先生诞辰 １０５ 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论坛
褚绍唐先生铜像揭幕仪式在中山北路校区地理馆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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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智慧生态岛”地理信息科学青年学者论坛
与会专家赴崇明岛东滩保护区进行实地调研与野外观测站
选址考察

褚绍唐先生诞辰 １０５ 周年纪念暨地理教育、
历史地理学科展览开幕暨捐书仪式

褚绍唐先生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举行

２． 来访交流与合作
讲学或报告人员姓名

国内外大学 / 机构名称

讲学或报告时间

讲学或报告名称

主持人

林珲

香港中文大学

２０１７／０４／１１

大地图时代：走进精细化管理新常态

李响

Ｋａｚｕｔｏｓｈｉ ＳＵＭＩＹＡ

Ｋｗａｎｓｅｉ Ｇａｋｕ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７／０３／１１

Ｌｅｓｓ－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李响

柴彦威

北京大学

２０１７／１２／１３

时间地理学研究前沿与国际比较

刘敏

张晓玲

香港城市大学

２０１７／１２／０７

建构可持续城镇化理论：空间，尺度与治理

刘敏

Ｍｅｉ－Ｐｏ Ｋｗａｎ

美国伊利诺州大学厄巴纳 －
香槟分校

２０１７／１１／０６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刘敏

张甘霖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２０１７／１０／２７

热带地区土壤形成与演变的几个相关问题

刘敏

刘耀林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２７

时空数据聚类挖掘分析与应用

刘敏

车涛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
源研究院

２０１７／１０／２３

复杂环境积雪遥感反演与多尺度积雪变化
研究

刘敏

陈利顶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
心

２０１７／１０／１８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理论与思考

刘敏

２０１７／１０／１８

Ｔｈｅ Ｔｈｉｎ Ｂｌｕｅ Ｌｉｎ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ｓ ｆｒａｇ－
ｉｌ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ｒｄ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ｒｉｓｉｎｇ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ｓ

刘敏

Ｂｒｕｃｅ Ｃ． Ｇｌａｖｏｖｉｃ

新西兰梅西大学

交流合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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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或报告人员姓名

国内外大学 / 机构名称

讲学或报告时间

讲学或报告名称

主持人

周国清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１０

Ｃｏ－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刘敏

刘敏

谭志勇

香港中文大学

２０１７／０８／３０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ｍｅｇａｃｉｔｙ

潘铭

普林斯顿大学

２０１７／０８／３０

ＳＷＯＴ 水面高程测量卫星在陆地水文研究
中的应用前景

刘敏

颜备战

哥伦比亚大学

２０１７／０８／１０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刘敏

刘敏

Ｙｏｓｈｉｈｉｄｅ Ｗａｄａ

哥伦比亚大学

２０１７／０６／２８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ｎ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ｓ

夏军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０６／１７

生态水文学与湖泊水系统调控科学基础的
几点思考

刘敏

董文杰

中山大学

２０１７／０６／１５

利用地球系统模式计算发达和发展中国家
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和减排义务

刘敏

刘仁义

浙江大学

２０１７／０６／１４

浙江大学地理空间大数据创新技术及应用

刘敏

刘彦随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

２０１７／０６／０８

地理学综合研究与工程试验

刘敏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Ｒｅｎａｒｄ

法国国立环境研究所 （Ｉｒｓｔｅａ）

２０１７／０２／１５－２７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刘敏

刘敏

Ｍｉｃｈｅｌ Ｌａｎｇ

法国国立环境研究所 （Ｉｒｓｔｅａ）

２０１７／０２／１５－２７

Ｆｌｏｏ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ａｓｔ ｆｌｏ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ｘｙ ｄａｔａ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ａ－
ｌｅｏｆｌｏｏ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ｐｍａｎｕ Ｌａｌｌ

哥伦比亚大学

２０１７／０１／０９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ｉｓｋ

刘敏

郑维忠

美国 ＮＯＡＡ（美国国家海洋
与大气管理局）

２０１７／０３／０５－０６

大气陆面模式设计的理论与应用

束炯

沈愈

上海市气候中心

２０１７／０５／１０
２０１７／０６／２０
２０１７／０７／１５

气候预报中的降尺度研究

束炯

毛节泰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２０１７／０４／０５－０６

气象激光雷达的原理与应用

束炯

Ｌａｌｌ Ｕｐｍａｎｕ

哥伦比亚大学

２０１７／０１／０９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ｉｓｋ

孙勋

Ｒｅｎａｒ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法国国立环境研究所 （Ｉｒｓｔｅａ）

２０１７／０２／１７

水文水资源杂志编辑交流会

孙勋

Ｌａｎｇ Ｍｉｃｈｅｌ

法国国立环境研究所 （Ｉｒｓｔｅａ）

２０１７／０２／１７

水文水资源杂志编辑交流会

孙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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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ｎａｒ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法国国立环境研究所 （Ｉｒｓｔｅａ）

２０１７／０２／２５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孙勋

孙勋

Ｌａｎｇ Ｍｉｃｈｅｌ

法国国立环境研究所 （Ｉｒｓｔｅａ）

２０１７／０２／２５

Ｆｌｏｏ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ａｓｔ ｆｌｏ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ｘｙ
ｄａｔａ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ｏｆｌｏｏ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ｏ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哥伦比亚大学

２０１７／０８

科研合作交流

孙勋

Ｍａｒｔｉｎ Ｇａｍａｃ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ｇａ－
ｚｉｎｅ

２０１７／０９／２０

Ｆ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ｐｐａｂｌｅ ａ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唐曦

贺灿飞

北京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２８

胡焕庸大讲堂

徐建华

王德

同济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２８

胡焕庸大讲堂

徐建华

刘卫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

２０１７／１０／２８

胡焕庸大讲堂

徐建华

刘瑜

北京大学

陈晋

北京师范大学

２０１７／０５／１２

特定目标的遥感指数设计新探索

余柏蒗

王建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
究院

２０１７／０５／１２

中国冰冻圈遥感研究成果回顾

余柏蒗

郭庆华

中科院植物所

２０１７／０４／２８

Ｆｒｏｍ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ｅｎｓｉｎｇ

余柏蒗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ｅｒ Ｓｍａｌｌ

哥伦比亚大学

２０１７／０９／１８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余柏蒗

叶信岳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

２０１７／０９／２７

Ａ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ｏｍ－
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Ｕｒｂａｎ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余柏蒗

沈焕锋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０９／２８

资源环境时空精细遥感监测——融合技术
与典型应用

余柏蒗

程亮

南京大学

２０１７／０９／２８

南海遥感：多维数据集成与综合情势感知

余柏蒗

范红超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０９／２８

基于众源地理信息数据的空间数据挖掘研
究

余柏蒗

龙笛

清华大学

２０１７／０９／２８

遥感水文进展及刍议

余柏蒗

车涛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
究院

２０１７／１０／２３

复杂环境积雪遥感反演与多尺度积雪变化
研究

余柏蒗

徐建华

交流合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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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或报告时间

讲学或报告名称

主持人

徐丰

复旦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５

ＳＡＲ 图像智能解译初探

余柏蒗

谢欢

同济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５

卫星激光测高数据处理方法及其在全球变
化中的应用分析

余柏蒗

方志祥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５

城市人群时空动态建模、理解与预测 －－ 轨
迹大数据途径

余柏蒗

陈碧宇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５

大数据时代下的时间地理建模与分析

余柏蒗

乔刚

同济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５

基于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年代历史影像的东南极冰
川表面流速制图

余柏蒗

冯永玖

上海海洋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５

元胞自动机启发式优化建模与土地利用情
景模拟

余柏蒗

辛秦川

中山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６

陆地生态系统物候模式研究进展

余柏蒗

苏红军

河海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６

协同表示框架下的高光谱遥感影像分类

余柏蒗

谭喜成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６

关于地理空间计算智能的一些思考

余柏蒗

３． 出访交流与合作
邀请国内外专家交流
讲学或报告人员姓名

国内外大学 / 机构名称

讲学或报告时间

讲学或报告名称

Ｕｐｍａｎｕ Ｌａｌｌ

哥伦比亚大学

２０１７／０１／０９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ｉｓｋ

Ｒｅｎａｒ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法国国立环境研究所 （Ｉｒｓｔｅａ）

２０１７／０２／１７

水文水资源杂志编辑交流会

Ｌａｎｇ Ｍｉｃｈｅｌ

法国国立环境研究所 （Ｉｒｓｔｅａ）

２０１７／０２／１７

水文水资源杂志编辑交流会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Ｒｅｎａｒｄ

法国国立环境研究所 （Ｉｒｓｔｅａ）

２０１７／０２／１５－２７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２０１７／０２／１５－２７

Ｆｌｏｏ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ａｓｔ ｆｌｏ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ｘｙ ｄａｔａ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ｏｆｌｏｏ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ｉｃｈｅｌ Ｌａｎｇ

５０

法国国立环境研究所 （Ｉｒｓｔ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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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或报告人员姓名

国内外大学 / 机构名称

讲学或报告时间

讲学或报告名称

Ｋａｚｕｔｏｓｈｉ ＳＵＭＩＹＡ

Ｋｗａｎｓｅｉ Ｇａｋｕ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７／０３／３１

Ｌｅｓｓ－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林珲

香港中文大学

２０１７／０４／１１

大地图时代：走进精细化管理新常态

郭庆华

中科院植物所

２０１７／０４／２８

Ｆｒｏｍ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ｅｎｓｉｎｇ

沈愈

上海市气候中心

２０１７／０５／１０
２０１７／０６／２０
２０１７／０７／１５

气候预报中的降尺度研究

陈晋

北京师范大学

２０１７／０５／１２

特定目标的遥感指数设计新探索

王建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２０１７／０５／１２

中国冰冻圈遥感研究成果回顾

刘彦随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２０１７／０６／０８

地理学综合研究与工程试验

刘仁义

浙江大学

２０１７／０６／１４

浙江大学地理空间大数据创新技术及应用

董文杰

中山大学

２０１７／０６／１５

利用地球系统模式计算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气候变
化的历史责任和减排义务

夏军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０６／１７

生态水文学与湖泊水系统调控科学基础的几点思
考

Ｙｏｓｈｉｈｉｄｅ Ｗａｄａ

哥伦比亚大学

２０１７／０６／２８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ｎ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ｓ

章云

加拿大新布伦瑞克大学

２０１７／０７／０３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ＶＲ）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颜备战

哥伦比亚大学

２０１７／０８／１０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Ｈｏ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哥伦比亚大学

２０１７／０８／１５

科研合作交流

谭志勇

香港中文大学

２０１７／０８／３０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ｍｅｇａｃｉｔｙ

潘铭

普林斯顿大学

２０１７／０８／３０

ＳＷＯＴ 水面高程测量卫星在陆地水文研究中的应
用前景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ｅｒ Ｓｍａｌｌ

哥伦比亚大学

２０１７／０９／１８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Ｍａｒｔｉｎ Ｇａｍａｃ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２０１７／０９／２０

Ｆ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ｐｐａｂｌｅ ａｔ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叶信岳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

２０１７／０９／２７

Ａ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Ｕｒｂａｎ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交流合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５１

５２

讲学或报告人员姓名

国内外大学 / 机构名称

讲学或报告时间

讲学或报告名称

沈焕锋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０９／２８

资源环境时空精细遥感监测——融合技术与典型
应用

程亮

南京大学

２０１７／０９／２８

南海遥感：多维数据集成与综合情势感知

范红超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０９／２８

基于众源地理信息数据的空间数据挖掘研究

龙笛

清华大学

２０１７／０９／２８

遥感水文进展及刍议

周国清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１０

Ｃｏ－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陈利顶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２０１７／１０／１８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理论与思考

Ｂｒｕｃｅ Ｃ． Ｇｌａｖｏｖｉｃ

新西兰梅西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１８

Ｔｈｅ Ｔｈｉｎ Ｂｌｕｅ Ｌｉｎ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ｓ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ｒｄ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ｒｉｓｉｎｇ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ｓ

车涛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
院

２０１７／１０／２３

复杂环境积雪遥感反演与多尺度积雪变化研究

Ｒｅｎｙｉ Ｚｈａｎｇ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２５

中国灰霾成因

姬越蒙

广州工业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２５

芳香族化合物的 ＳＯＡ 形成机制

张甘霖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２０１７／１０／２７

热带地区土壤形成与演变的几个相关问题

刘耀林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２７

时空数据聚类挖掘分析与应用

贺灿飞

北京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２８

胡焕庸大讲堂

王德

同济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２８

胡焕庸大讲堂

刘卫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２０１７／１０／２８

胡焕庸大讲堂

刘瑜

北京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２８

胡焕庸大讲堂

Ｍｅｉ－Ｐｏ Ｋｗａｎ

美国伊利诺州大学厄巴纳 － 香槟
分校

２０１７／１１／０６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陈向明

中国城市问题（上海）论坛

２０１７／１１／０８

中国城市化的区域性和全球性及其与一带一路的
关系

Ａｎｄｒｅｗ Ｄｅｓｓｌｅｒ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１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ａｔ Ｔｅｘａｓ 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７ 年度报告
２０１７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讲学或报告人员姓名

国内外大学 / 机构名称

讲学或报告时间

讲学或报告名称

Ｙａｎｇｙａｎｇ Ｘｕ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１３

Ｓｈｏｒｔ－ｌｉｖｅ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徐丰

复旦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５

ＳＡＲ 图像智能解译初探

谢欢

同济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５

卫星激光测高数据处理方法及其在全球变化中的应用分
析

方志祥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５

城市人群时空动态建模、理解与预测 －－ 轨迹大数据途径

陈碧宇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５

大数据时代下的时间地理建模与分析

乔刚

同济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５

基于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年代历史影像的东南极冰川表面流速制
图

冯永玖

上海海洋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５

胞自动机启发式优化建模与土地利用情景模拟

辛秦川

中山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６

陆地生态系统物候模式研究进展

苏红军

河海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６

协同表示框架下的高光谱遥感影像分类

谭喜成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６

关于地理空间计算智能的一些思考

柴彦威

北京大学

２０１７／１２／１３

时间地理学研究前沿与国际比较

张晓玲

中国城市问题（上海）论坛

２０１７／１２／２７

后金融时代下的城镇化泡沫：中国故事

郑维忠

美国 ＮＯＡＡ（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
局）

２０１７／０３／０５－０６

大气陆面模式设计的理论与应用

毛节泰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２０１７／０４／０５－０６

气象激光雷达的原理与应用

张晓玲

香港城市大学

２０１７／１２／０７

建构可持续城镇化理论：空间，尺度与治理

交流合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５３

海外讲学或国际会议报告
讲学或报告人员姓名

国外大学 / 国际会议名称

讲学或报告时间

讲学或报告名称

尹国宇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Ｘｉａｍｅｎ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ＸＭＡＳ－ＩＩＩ）

２０１７／０１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ｏｒｙ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

郑艳玲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Ｘｉａｍｅｎ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７／０１／１０

Ｓｈｉｆ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ａｌｏｎｇ
ａｎ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李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
ｐｈｅｒ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０４／０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ａｂｉｔ ｏｆ ｍｉｎｄ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 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李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
ｐｈｅｒ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０４／１０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ｍａｐ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ｅ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李响

香港中文大学

２０１７／０４／２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孙勋

欧洲地球科学年会（ＥＧＵ）

２０１７／０４／２７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ｆｌｏｏｄ／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ｆｉｅｌｄｓ

孙勋

丹麦科技大学（ＤＴＵ）

２０１７／０５／０２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张琦

亚洲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家教
育研究所

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０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ＥＦ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王格慧

第 ３ 届大气成分与亚洲季风学术研讨
会 ， 广州

２０１７／０６／０５－０９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ｐｈａｓ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２ ｂｙ
ＮＯ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ａｚ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特邀报
告）

刘延安

ＣＳＰＰ／ＩＭＡＰＰ Ｕｓｅｒｓ’ Ｇｒｏｕｐ Ｍｅｅｔ－
ｉｎｇ，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ＵＳ

２０１７／０６／２７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ＡＰＰ／ＣＳＰＰ ｉｎ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尹国宇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２０１７／０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ｄｅｎｉ－
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ｓ

王格慧

第 ３３ 届国际环境地球化学与健康学
会年会，广州

２０１７／０７／０１－０４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ｏｇ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ａｚｅ

杨毅

Ｔｈｅ ３３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ＧＨ２０１７），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ＡＳ

２０１７／０７／０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Ｍａｇｎéｌｉ ｐｈａｓｅ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ａｍ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唐曦

２８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０７／０７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ｅｏ－Ｉｎｆ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Ｐｏｓｔ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孙勋

昆士兰大学

２０１７／０７／０９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赵卿

１ｓｔ ＵＱ ＳＥＥＳ－ＥＣＮＵ ＳＧＳ Ｊｏｉｎｔ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２０１７／０７／１１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ｎＳＡＲ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
ｌａｎｄｓ

Ｘｉ Ｘｉａｎｇ ＆ Ｙａｎ Ｌｉ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
ｐｈｅｒｓ ２０１７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２０１７／０７／１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５４

２０１７ 年度报告
２０１７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讲学或报告人员姓名

国外大学 / 国际会议名称

讲学或报告时间

讲学或报告名称

Ｘｉ Ｘｉａｎｇ

１ｓｔ ＵＱ－ＥＣＮ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
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０１７／０７／１５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ｗｅｂ ｂａｓ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吴电明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ｓｉａＦｌｕｘ 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 ２０１７ 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ＦＬＵＸ，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０１７／０８／１８

Ｌａｒｇｅ ＮＯ ａｎｄ ＨＯＮ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ｒｙｉｎｇ－ｗｅｔｔ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高强

第十二届国际生态学大会，北京

２０１７／０８／２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ｅｒ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王军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ＡＰＲ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ｙｍｐｏ－
ｓｉｕｍ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Ｈａｚａｒｄ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ｉ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０１７／０８／２８－２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ｒｉｓｅ， ｌａｎｄ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ｔｒａｃｋｓ ｏｎ
ｓｔｏｒｍ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Ａ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ａ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ｅｇａ－
ｃ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吕红华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ｆ Ｆｌｕｖｉ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
Ｇｅ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Ｋ，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Ｋ， Ｌａｎｚｈｏｕ

２０１７／０９／１０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ｉａｎ Ｓｈａｎ ｆｏｒｅｌ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ａｔｅ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ｆｌｕｖｉａｌ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周立旻

京都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ｕ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ｒｉｖｅｒｓ （特邀）

吴电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
ｐａｃｔ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０１７／１０／２１

Ｌａｒｇｅ ＮＯ ａｎｄ ＨＯＮ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ｒｙｉｎｇ－ｗｅｔｔ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赵卿

Ｋｉｃｋ－ｏｆｆ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ＢＲＩＣＳ ｎａ－
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７／１１／０６－０７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 ＩｎＳＡＲ ｄａｔａ

刘敏

２０１７ ＡＧＵ 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１５

Ｐｏｓｔｅｒ

王东启

２０１７ ＡＧＵ 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７／１２／１２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ｈｕｍａｎ－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孙勋

２０１７ ＡＧＵ 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７／１２／１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Ｕ．Ｓ．Ａ

赵卿

２０１７ ＩＥＥ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

２０１７／１２／１４

黎夏

２０１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ＦＳＲＧ）， Ｘｉ’ａｎ

２０１７／１２／２０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交流合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５５

校内、国内学术报告
讲学或报告人员姓名

国内大学 / 学术会议名称

讲学或报告时间

讲学或报告名称

王军

洪涝灾害风险分析、预警与应急学术
研讨会

２０１７／６／２１

海平面上升、地面沉降、河口地形演变对风暴洪
水影响初步分析：以上海为例

徐建华

第 ６ 届全国计量地理学与 ＧＩＳ 会议

２０１７／７／１０

在线开放课程——《计量地理学》ＭＯＯＣ 建设与
应用

杨毅

首届环境地理优秀青年学者论坛

２０１７／１０／１４

环境中的次生纳米颗粒物及其地球化学意义

陈亮

同济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１７

城市形态分析在气候响应城市设计中的应用

杨毅

中国地质学会 ２０１７ 学术年会

２０１１７／１０／１１

次生纳米颗粒物的发现及其环境地球化学意义

王格慧

北京大学 ／ 国家基金委

２０１７／０１／１１

我国冬季雾霾期 ＰＭ２．５ 暴增机制

刘延安

台风科技创新团队 ２０１７ 年度工作研
讨会

２０１７／０３／２４

卫星高光谱红外辐射资料直接同化对台风预报影
响研究

刘敏

广西师范学院

２０１７／０３／２８

河口关键带：内涵、进展与展望

王格慧

华东师范大学 ／ 河口所

２０１７／０４／０７

我国冬季雾霾期 ＰＭ２．５ 暴增机制

王格慧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７／０５／１６

沙尘暴对城市和高山大气气溶胶的影响：组成、
来源、粒径分布和非均相反应

唐曦

第二届全国地图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

２０１７／０５／２０

图美悟真：信息设计驱动的专题地图解放之路

李山

西南林业大学，２０１７ 生态旅游研究圆
桌会议（昆明）

２０１７／０５／２０－２１

气候变化的旅游影响： 福利还是弊损？ （３０ 分钟
沙龙报告）

刘敏

曲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７／０６／０９

城市自然地理学及其今近进展

塔娜

第八届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国
际论坛

２０１７／０６／２３

基于行为空间的低收入居民空间困境测度与分析

黄艳

第四届全国积雪遥感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０７／０１

基于 ＨＭＲＦ 时空建模技术提高 ＭＯＤＩＳ 积雪产品
质量

王格慧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２０１７／０７／０５

我国冬季雾霾期 ＰＭ２．５ 暴增机制

塔娜

中国城市地理学传承与创新学术研讨
会

２０１７／０７／０８－１０

基于行为空间的低收入居民空间困境测度与分析

吴电明

２０１７ 第十六届中国青年土壤科学工作
者暨第十一届中国青年植物营养与肥
料科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０７／１４

土壤生物结皮 ＨＯＮＯ 和 ＮＯ 排放及水分温度的调
节研究

５６

２０１７ 年度报告
２０１７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讲学或报告人员姓名

国内大学 / 学术会议名称

讲学或报告时间

讲学或报告名称

王格慧

第四届地理信息技术在公共卫生领域
运用研讨会

２０１７／０７／２４－２６

我国大气 ＰＭ２．５ 污染历史、现状和成因

戴雪荣

浙东四明山夷平面及其研究构想

２０１７ 暑假

黄艳

积雪光学遥感产品制备、应用及发展

２０１７／０８／３１

光学产品的去云算法研究

刘敏

兰州交通大学

２０１７／０９／１４

沿海特大城市极端气候背景下洪涝灾害与风险管
控

刘敏

兰州城市学院

２０１７／０９／１５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学“双一流”学科建设规划

吴电明

第四届青年地学论坛

２０１７／０９／２４

土壤生物结皮 ＨＯＮＯ 和 ＮＯ 排放及水分温度的调
节研究

尹国宇

中国地理学会湖泊与湿地分会、中国
海洋湖沼学会湖泊分会 ２０１７ 年联合
学术年会暨首届高原湖泊高峰论坛

２０１７／１０

毒性污染物对河口潮滩湿地氮转化过程的影响及
其微生物作用机制

黎夏

第二期地理信息科学论坛

２０１７／１０／０９

地理模拟优化系统（ＧｅｏＳＯＳ）及其在空间规划
工作中的应用

王格慧

西安交通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１０

沙尘暴对城市和高山大气气溶胶的影响：组成、
来源、粒径分布和非均相反应

谢郁宁

南京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１０－２０

“大气与地球系统科学”秋季国际讲学班

吴电明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７ 年校庆学术报告

２０１７／１０／１１

土壤亚硝酸气体（ＨＯＮＯ）排放过程及微生物机
理

黎夏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７ 年校庆学术报告

２０１７／１０／１１

土地利用模拟模型及应用

吕红华

北京：２０１７ 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
年会

２０１７／１０／１４－１８

一个由地层产状不和谐引发的构造故事—关于天
山北麓背斜构造的新认识

王格慧

第四届全国稳定同位素生态学学术研
讨会暨中国生态学学会稳定同位素生
态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７ 年学术年会

２０１７／１０／１６－１８

我国北方城市冬季 ＰＭ２．５ 暴增机制及相关液相反
应

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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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专业
委员会 ２０１７ 年联合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１０／２１

城市土壤环境过程、归趋模型与生态风险

唐曦

第十六次全国青年地理工作者学术研
讨会

２０１７／１０／２１

创意驱动的专题地图集信息整合设计

殷杰

第十六次全国青年地理工作者学术研
讨会

２０１７／１０／２１

洪涝数值模拟与灾害应急管理

王格慧

上海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２１

我国冬季雾霾期 ＰＭ２．５ 暴增机制

交流合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５７

讲学或报告人员姓名

国内大学 / 学术会议名称

讲学或报告时间

讲学或报告名称

黎夏

华东师范大学“焕庸地理大讲堂”

２０１７／１０／２８

城市群的城市扩张生态保护空间协调

王格慧

上海海洋大学

２０１７／１０／３１

我国北方城市冬季灰霾成因及相关液相反应

尹国宇

第五届全国沉积物环境与污染控制研
讨会

２０１７／１１

水体沉积物毒性污染物累积对氮转化过程的影响

塔娜

“时空间行为与公共管理” 暨第十三
次空间行为与规划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１１／０３－０５

建成环境与低收入居民空间困境测度的时空间视
角

唐曦

首届全国现代地图设计与创意学术研
讨会

２０１７／１１／０４

地图解放：走向空间信息设计之路

殷杰

华东政法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０４

洪涝数值模拟与灾害应急管理

刘敏

第五届全国沉积物环境与污染控制研
讨会暨 ２０１７ 沉积物环境专业委员会
学术年会

２０１７／１１／０７

特大城市河网沉积物环境过程、模拟与生态风险

叶超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切问
近思半月谈”

２０１７／１１／０８

城镇化与空间生产：多尺度的理论与实证

孙勋

第十五届中国水论坛

２０１７／１１／１１

极端气候风险中长期分析与预测

叶超

重置城市空间：节奏、身体与日常生
活批判

２０１７／１１／１５

城镇化与空间生产：多尺度的理论与实证

姚申君

２０１７ 年中国地理信息理论与方法学
术年会总体议程

２０１７／１１／１７－１９

行人交通事故建模中暴露估算研究

李山

北京联合大学，
２０１７《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
（北京）

２０１７／１１／１８－１９

旅游地理学需要基础理论研究
（１９ 日第三届中国青年旅游学者沙龙发言）

唐曦

２０１７ 中国地理信息科学理论与方法学
术年会

２０１７／１１／１９

创意驱动的专题地图集信息整合设计

余柏蒗

２０１７ 中国地理信息科学理论与方法学
术年会

２０１７／１１／１９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城市多维信息提取与知识发
现

吕红华

南京：２０１７ 年全国自然地理大会

２０１７／１１／１９－２１

关于天山北麓背斜构造的归属—地貌与地层证据

史贵涛

天津师范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０

中国南极冰川学考察和 Ｄｏｍｅ Ａ 深冰芯科学工程

李山

南京大学，
２０１７ 年全国自然大学大会

２０１７／１１／２０－２２

气候变化的旅游影响： 福利还是弊损？ （ 绿水青
山看中国——自然、环境与旅游可持续发展 ）

孙勋

２０１７ 全国自然地理大会

２０１７／１１／２２

城市群中长期极端天气分析与思考

吴电明

２０１７ 年全国自然地理学大会

２０１７／１１／２２

土壤亚硝酸气体（ＨＯＮＯ）排放过程及微生物机
理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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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或报告人员姓名

国内大学 / 学术会议名称

讲学或报告时间

讲学或报告名称

殷杰

２０１７ 年全国自然地理大会

２０１７／１１／２２

洪涝数值模拟与灾害应急管理

周立旻

２０１７ 年全国自然地理大会

２０１７／１１／２２

太阳活动驱动气候变化空间天气机制

毕春娟

２０１７ 年中国地理学会 （ 华东地区 ） 学
术年会

２０１７／１１／２４

大气沉降对叶菜内重金属的污染效应及其健康风
险评价

吴电明

２０１７ 年中国地理学会 （ 华东地区 ） 学
术年会

２０１７／１１／２４

土壤生物结皮 ＨＯＮＯ 和 ＮＯ 排放及水分温度的调
节研究

吴电明

安徽师范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４

土壤亚硝酸气体（ＨＯＮＯ）排放过程及微生物机
理

塔娜

上海海事大学

２０１７／１１／２４

基于 ＧＰＳ 数据的空间公平与居民活动空间研究

白开旭

崇明智慧生态岛地理信息科学青年学
者论坛

２０１７／１１／２４－２６

机器学习与数据融合在环境遥感中的应用

王军

第三届中国沿海地区灾害风险分析与
管理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１１／２４－２６

城市复杂交通网络对暴雨内涝灾害的响应研究

赵卿

崇明智慧生态岛地理信息科学青年学
者论坛

２０１７／１１／２４－２６

ＩｎＳＡＲ 监测新成陆区地面沉降研究

唐曦

崇明智慧生态岛地理信息科学青年学
者论坛

２０１７／１１／２５

创意驱动的专题地图集信息整合设计

余柏蒗

崇明智慧生态岛地理信息科学青年学
者论坛

２０１７／１１／２５

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在研究城市问题中的应用

殷杰

第三届中国沿海地区灾害风险与风险
管理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１１／２６

洪涝数值模拟与灾害应急管理

赵卿

金砖国家城市公共安全地理大数据应
用研究项目启动会

２０１７／１１／２９

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安全监测、健康诊断和预警系
统实施方案、预期成果及考核指标

叶超

可沟通城市与都市空间

２０１７／１１／２９－３０

教育的权利：大学布告栏文化及其空间生产——
仙林大学城与 ＵＢＣ 的比较

吕红华

四川南充：全国地貌第四纪学术研讨
会

２０１７／１２／０２－０３

一个由地层产状不和谐引发的构造故事—关于天
山北麓背斜构造的新认识

乐群

第十一届大学地球科学课程报告论坛

２０１７／１２／０３

气候变化过程在《气象学与气候学》中的编写思
路与问题

李治洪

第十一届地球科学课程论坛

２０１７／１２／０３

新形式下 ＷｅｂＧＩＳ 课程内容设计和教学模式探讨

塔娜

华东师范大学科技·文化节

２０１７／１２／０４

面向空间公平的城市居民活动空间研究

王军

甬江港城论坛——气候变化与“一带
一路”倡议研讨会

２０１７／１２／０７－０９

城市暴雨内涝情景模拟方法构建与韧性承洪策略
研究

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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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或报告人员姓名

国内大学 / 学术会议名称

讲学或报告时间

讲学或报告名称

吴电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２０１７／１２／０８

土壤亚硝酸气体（ＨＯＮＯ）排放过程及微生物机
理

王格慧

第 ２３ 届中国大气环境科学与技术大会

２０１７／１２／０９

我国冬季雾霾期 ＰＭ２．５ 暴增机制

黎夏

智慧城市高峰论坛

２０１７／１２／１０

基于城市群的城市扩张与生态保护的二元结构及
其智能空间协调

王格慧

南开大学

２０１７／１２／１１

我国北方城市大气二次粒子成因及相关液相反应

６０

２０１７ 年度报告
２０１７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八

党建工作 Party Building

１． 紧密围绕学校、学院中心工作，扎实做好党建工作，为地理学科双一流建设保驾护航
学院发挥党委作用，助力创建一流学科的有力举措，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继承发扬“地理学科”传统优势，
提升科研与学术育人功能；凝心聚力，构建良好学院文化；以高峰高原学科建设为契机，抓师资队伍建设，为争创
一流学科保驾护航；践行“两学一做”，掌握思想主阵地。段玉山在校 ２０１７ 年党建研究年会上作了工作介绍，得
到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的好评和肯定。

“两学一做”活动中党员同志开展自评互评工作

２． 组织学习十九大精神，掀起学习十九大热潮
十九大开幕当天，全院师生自发集中观看开幕式，喜迎党的十九大召开。随后各个党支部纷纷召开组织生活，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院党委积极报送学习十九大相关通讯稿至学校十九大专题新闻网、
组织部、学院网站等。

全体教职工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党员共同观看十九大报告

与会党员进行民主评议

党建工作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６１

３． 完成校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和校领导对教工支部的调研
院党委根据校党代会选举工作方案，投票产生段玉山、刘敏、王婷婷、唐曦、杨成术作为党代表。１０ 月 １２ 日
校领导童世骏、杨昌利前来地学部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院党委书记段玉山汇报了学院贯彻落实《中共教育部党组
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的意见》，围绕双一流学科建设的党建工作及教工党支部建设情况，强调教
工党支部要把推动讲政治要求贯穿教育教学和科研活动全过程作为党支部工作重要着力点，并表示将加强教工党支
部建设，创新改革，在学校推进双一流学科的进程中，充分发挥教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教师党员为在我院发展及转正的学生党员佩戴党徽

２０１７ 毕业生党员离校教育暨七一表彰

４． 积极推进特色党建工作
为把各党支部建设成为服务大局、强化管理、凝聚人心的示范中心，我院党委组织开展了学习十九大精神、“习
近平在上海”系列报道，时代楷模黄大年等专题学习。举办“手绘城市，用脚步丈量青春”——校园美育主题日地
理科学学院手绘鞋活动，鼓励同学们将地理学的知识的融入手绘。教工党支部、学生支部均从实际出发，结合自身
特点，以服务、融入教学科研为核点，以加强党员管理和教育引导师生队伍为重点，形成“一个支部一个特色，一
个支部一个品牌，一支部一个亮点”的特色党建。第三期地学部学生党校共有 ６３ 人参加并顺利结业，培训人数占
全部入党申请人的 ６０％。在 ２０１７ 届毕业生党员离校教育暨七一表彰大会上，党员教师亲手为每一位在我院转正、
发展的党员佩戴党徽，通过庄严的仪式，提醒同学们铭记身份，树形象，做表率。本年度共发展党员 ２８ 人，其中
发展研究生党员 ９ 人，本科生党员 １９ 人。
２０１７ 年校级党建课题成果丰硕，１ 项特色党建工作《大学生党员发展评价体系研究》顺利结题，１ 项创新组
织生活实例顺利结题。新申报 １ 项特色党建工作和 １ 项创新组织生活实例。

地理科学学院 ２０１７ 级研究生
党支部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活动

６２

２０１７ 年度报告
２０１７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地理科学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赴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考察学习

九

学生工作 Student Work

１． 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掌握学生动态、及时开展帮扶
学院学生工作团队在学院党政领导下，积极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关注学生思想动态，掌握学生学习、
就业、心理、生活情况，及时为学生排忧解难，为学生提供精准服务，及时帮扶，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２． 认真完成全年学生事务工作
组织各项评优评奖、帮困助学，程序公正公开；助学贷款还贷、医保参保、学费缴纳、报到注册、档案整理与归档、
寝室卫生安全、校园安全稳定等工作顺利推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身心素质发展方面，处理多起学生突发心理问
题及矛盾冲突，多次与学生一对一谈话交流，多形式交流 －－ 线上交流 ＋ 面对面交流，组织导师、同学共同帮助学
生渡过难关。

３． 就业工作稳步推进
在毕业生在严峻形势下保持高就业率和高质量，我院 ２０１７ 届毕业生共 １７２ 人，本科毕业生 ６３ 人，硕士毕业生
９４ 人，博士毕业生 １５ 人，三个群体就业率分别为 ９２．０６％，９５．４０％ 和 ９０％。
在已就业的 ５８ 名本科生中，升学、出国继续的人数为 ３８ 人，占 ６６％。升学去向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
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杜克大学、伦敦学院大学、香港大学等国内外著名高校。
在已就业的 ９０ 名硕士毕业生中，６２ 人前往事业单位、公司等单位工作；２４ 人进入中小学参加一线教学工作；
４ 人选择国内外的高校继续深造。
已就业的 １４ 名博士研究生中，进入西南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工作。

４． 立足学科特色，支持和融入学院重大活动，营造优良学风
院研究生会、团学联积极组织参加学校举行的各项活动，高度支持学院各项工作，配合学院举办各项大型会议
和活动，举办各类讲座培训，开展文体活动，充实同学们的知识储备、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内外兼修，联动发
展。以打造“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两会”为目标，以提高研究生、本科生综合素质为出发点，团结带领学院学
生立足学科，成长成才，不断推进两会工作的创新发展，推进两会工作的新局面。如迎新系列活动；焕庸地理大讲
堂、校庆系列学术报告中、寒假留校学生联谊会，邀请校友吴必虎返校，为毕业生离校前提供帮助与指导；长期举
办“地球影院”、师生运动会。
学院积极参与“教育扶贫，青年在行动”暑期专项社会实践，在三清乡西坑中心小学主办了“梦想传地，知行
千理”爱心夏令营。上饶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任友群，三清山管委会领导诸立等，院长刘敏、党委书记段玉山、
副院长周立旻、党委副书记王婷婷、团委书记符哲琦出席开营仪式。

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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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学生获奖
学生在各项赛事中表现出色，获得第 １５ 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１ 项，上海市“挑
战杯”二等奖 １ 项；第 ２５ 届“大夏杯”一等奖 １ 项，二等奖 １ 项，优胜奖 １ 项；“华为杯”第十四届中国研究
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３ 项，三等奖 ３ 项；第 １９ 届华东杯数学建模邀请赛三等奖 １ 项；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届中国大学
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 １ 项；２０１７ 年上海市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大赛三等奖 １ 项；２０１７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
能力竞赛二等奖 １ 项，三等奖 １ 项；２０１７ＥＳＲＩ 杯中国大学生 ＧＩＳ 软件开发大赛三等奖 １ 项。２０１７ 年校第一届佛年
杯教师技能创新大赛三等奖 ２ 项；２０１７ 阳光体育联赛啦啦操项目第一名；２０１６ 级学生军训定向越野比赛二等奖等。

奖学金

６４

奖学金名称

获奖名单

国家奖学金

博士：李梦雅、林贤彪
硕士：董小芳、易思、王郭臣、彭霞、王文洁
本科生：任浙豪、刘紫玟、章语之、窦新宇、刘子隆

国家励志奖学金

王席、姚红岩、郭佩珺、吴佩玲、魏雪馨

上海市奖学金

宋姗姗

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学生特等奖学金

王席、魏雪馨、刘宇凡、朱紫薇、雷天扬

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

张彦、刘若琳、刘苇航、刘亦隽、马庆媛、刘博涛、许悦蕾、于晓雨、魏秦汉、杨艺娴、
张樱菀、周莹菲、张钰霆

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吴佳栩、姚红岩、杨叶、杨俊静、黄立洪、王小玉、向诗月、严钰帆、金慧丽、刘梅林、
戴洋、袁茹玥、吴佩玲、程浩然、沈琦、卢昱杨、季仁杰、宋智超、奚迪刘、刘佳恒、
高越、梁逸素、李珂、何雪、王锦

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

梅琳、宋佳嘉、周靖祎、千家乐、郭佩珺、白卓、陈爱钦、苏雅煌、范儒、高瀛远、杨崝源、
王悦敏、王敏琛、童宗泽、郑舜岚、周玉莹、刘阳、褚万年、赵宇、李妍、赵潇、周依婧、
潘邵敏、高雨翯、陈诗怡、于清越、李若禹、刘康遥、温胜宇、王君悦、徐陶然、阳静静、
李晓薏、曹宸洁、王宁诚、陈畅、彭瑛琦、罗嘉贝、赵琳雅、迟兴雨、奉玲如、部芷君、
刘旗洋、翁佳媚、成泽崧、林与菲、熊美成、朱星宇、林珺、沈丹婕、姜禹彤

华东师范大学能达奖学金

虞思逸

华东师范大学分众奖学金

刘婷、张敏

华师出版智慧奖学金

艾金泉、程璐

华东师范大学少数民族优秀学生奖学金

向诗月

华东师范大学校优秀学生干部

周雅、连婷、吴万本、任浙豪、仇新莲、程浩然、刘康遥、李晓薏、何雪

华东师范大学校优秀学生

邓依薇、王文洁、宋歌、董小芳、彭霞、梁鑫鑫、尹梁明、侯璐、朱延冰、千家乐、吴佳栩、
刘紫玟、魏雪馨、周玉莹、章语之、金慧丽、窦新宇、马庆媛、刘宇凡、彭瑛琦、刘子隆、
朱紫薇、刘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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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集体与个人
奖项名称

获奖人员

２０１７ 年华东师范大学优秀招生志愿者

金亲清、翁佳媚、季仁杰、奉玲如、刘旗洋

２０１６－１７ 学年华东师范大学学生会优秀干事

季仁杰、宋智超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实践中心志愿者部优秀干事

翁佳媚

华东师范大学军训优秀个人

刘子隆

地理科学学院优秀学生干部

张亚洲、朱露、包新一、崔鑫、彭亚、赵宇、黄宇阳王宇成

地理科学学院优秀学生

胡亚丹、牛蕊、金晓佩、刘婷、程璐、朱思扬、沈昱昱、赵越、陈敏、蒋丹凤、童宗泽、
宋嘉佳、杨俊静、白卓、吴佩玲、刘博涛、许悦蕾、于清越、朱星宇、潘邵敏、季仁杰、
张樱菀、杨艺娴

地理科学学院优秀学生党员

邓依薇、梁鑫鑫、尹梁明、郑斓、吴万本、朱春红、孙秀茹、吴诗雪、王郭臣、汪萌、
周沙、黄立洪、程浩然

地理科学学院优秀志愿者

连婷、吴万本、沈旻昱、王志宇、包新一、蒋凤丹、赵越、崔鑫、孙秀茹、朱春红、周维国、
朱露、郑斓、周沙、杨言、程浩然、于清越、饶颖霞、丁光宇、彭亚、沈琦、瞿霖玉、
何雪、杨艺娴、朱星宇、刘佳恒、姜珊、苏子琪、彭瑛琦、宋姗姗、翁佳媚、朱紫薇、
宋金帛、吴豪、仇新莲、刘紫纹、任浙豪、王席、刘博涛、李晓薏、窦新宇、田皓文、
赵宇、王宇成、徐皖嘉、黄宇阳

第一届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与地
理科学学院联合团校培训优秀学员

金亲清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第三期学生党校和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优秀小组

彭亚、王宁诚、周逸平、李慧、季仁杰、黄宇阳、杨叶、宋智超、许悦蕾

专业比赛获奖
奖项名称

奖项级别

获奖人员

第六届全国 ＧＩＳ 应用技能大赛

二等奖

程浩然、雷天扬 、丁光宇、于晓雨

２０１７ 年 ＥＳＲＩ 杯中国大学生 ＧＩＳ 软件开发大赛

三等奖

禹雷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三等奖

刘亦隽、严钰帆、刘苇航

“下沙杯”第二届全国研究生移动终端应用设计创新大赛

三等奖

朱延冰、石艳

２０１７ 年中国地理学会 （ 华东地区 ） 学术年会

研究生优秀论
文奖

郑旭曼

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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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奖项名称

奖项级别

获奖人员

“第五届全国沉积物环境与污染控制研讨会”
研究生专场报告

二等奖

朱春红

“第五届全国沉积物环境与污染控制研讨会”
优秀墙报评选

二等奖

闫如玉

“华为杯”第十二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大赛

三等奖

黄晨、张砚炳、岳岱安、朱延冰

上海市高校“气象 ＋ 大数据“应用创新大赛

三等奖

王琼

２０１７ 年华东师范大学航天宏图杯 ＰＩＥ 遥感图像处理软件二次
开发大赛

一等奖

石艳、陈渠、叶金、朱延冰

大夏杯 / 挑战杯
比赛名称

奖项名称

获奖作品

作者

指导老师

第十五届“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三等奖

城市之光：夜间灯光遥感数据下的
新型城镇化监测与评估系统

任浙豪、金梦、郭睿、
王席、杜云滔

余柏蒗

第十五届“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二等奖

基于夜间灯光遥感数据的
新型城镇化评估模型及系统

任浙豪、金梦、郭睿、
王席、杜云滔

余柏蒗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十五届“大夏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一等奖

长三角地区农村生活垃圾面源
污染问题研究——以雪堰镇和乐余镇为例

严钰帆、刘亦隽

王东启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十五届“大夏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二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十五届“大夏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优胜奖

多尺度时空联合分析在犯罪预测中
任浙豪、张昊天、刘
的应用——以长宁区偷盗“三车”预测为例
苇航
新疆柴窝堡盆地晚新生代陆源沉积物
盐类化学指标研究

周玉莹、宫赫

过仲阳
吕红华

其他获奖

６６

奖项名称

奖项级别

获奖人员

“华为杯”第十四届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二等奖

陈洁、侯璐、吴思远、马冠宇、王梦迪、王勇、花卉、连婷、
王艺、王琼、李勇、朱延冰

“华为杯”第十四届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三等奖

石艳、宋歌、蒋丹凤、李若男、吴珍、陈敏、杨云飞、张峦、
胡文燕、陈渠、叶金、陈姝

第十九届“华东杯”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邀请赛

三等奖

刘苇航、杨俊静

２０１７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二等奖

卢昱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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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名称

奖项级别

获奖人员

２０１７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三等奖

刘子隆

２０１７ 年全国大学英语风采
暨华东师范大学第四届学术英语课堂展示大赛

入围奖

部芷君、奉玲如

２０１７ 年上海市
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大赛

三等奖

张昊天

上海市阳光体育联赛跳绳双摇比赛

季军

刘宇凡

上海市阳光体育联赛啦啦操总决赛

团体
一等奖

周莹菲、杨艺娴、彭瑛琦

２０１７ 年华东师范大学
第一届“佛年杯”教学技能创新大赛

三等奖

蒋丹凤、朱思扬

２０１７ 年华东师范大学
第一届“佛年杯”教学技能创新大赛

优胜奖

陈亚玲

２０１７ 年华师大第十届“宏辞论道”辩论赛

优秀评委

蒋丹凤

第三届互联网 ＋ 创业大赛优胜奖

优胜奖

王梦迪

２０１６ 级学生军训定向越野比赛

二等奖

奚迪、刘宇凡、王宁诚、奉玲如、
唐锦钥、高羽翯、潘邵敏

２０１７ 年校运会女子本科组 ８００ｍ

第二名

杨艺娴

６． 丰富活动，多彩生活
地理科学学院团学联、研究生会积极举办各类活动助力学生成长，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文化熏陶，循循善诱，
引导学生爱国爱校；立足学科，弘扬学术，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师长关怀，朋辈互助，促进学生团结友爱；文体熏
陶，提升修养，鼓励学生多才多艺；社会服务，锻炼能力，培养学生奉献精神。

大华福利院志愿者

新生参观地理科学学院实验室活动

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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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时代的思想极客”科创高峰论坛地理科学学院分论坛

焕庸地理大讲堂

立足学科
弘扬学术

海外研修分享会

手绘城市 － 用脚步丈量青春

校园主题日定向越野

新年晚会

师生篮球赛

多才多艺 全面发展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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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典礼

开学典礼

２０１７ 学生工作
Student work

荧光夜跑

研究生迎新接待

爱心跑——为星星起跑

院运动会

院运动会

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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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宣传聚焦，传递能量
（１）学院网站运行良好
推动师生积极报道所参与的各类科研成果、活动、获奖，培养师生养成积极宣传报道的良好新闻素养，已成为
学校二级网站建设典范，获校宣传部表扬。积极向学校主页推荐宣传学院，２０１７ 年有 ２ 则新闻登上学校主页大图，
２ 则新闻登上学校主页热点新闻栏目，点击率高，对外展示了学院建设成果、极大提升了学院形象。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中英文网站

（２）学院微信公众号 －－ 华师地理目前运作良好
已有 ３０２５ 人关注订阅，较 ２０１６ 年增加了 ３０％ 的用户数。新闻阅读量及转发量正在稳步提升，已经在校内外形
成一定影响。２０１７ 年完善了“华师地理”微信公众平台日常管理，“华师地理”在校内微信公众号 ＷＣＩ 指数排行
榜保持全校前十。

（３）制作宣传材料，提高学院形象
在中北图书馆举办褚绍唐先生诞辰 １０５ 周年纪念展览，宣传学科优势。启动学院宣传册修改，制作学生海外交
流 ２＋２ 宣传彩页，院徽手机扣、院徽布袋、学院视觉系统设计等，深受来访师生及校友欢迎。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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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工会工作 Trade Union Work

组织完成校双代会选举，推荐刘敏院长担任校教代会执委会委员。选举段玉山、刘敏、王婷婷、李山为新一届
校教代会代表。教工小家建设已完成一期建设，组织参加校首届文化艺术节闭幕式终场舞—我的中国梦，颇受好评。
举办妇女节活动—插花艺术培训、六一节活动、退休教师欢送会、举办瑜伽培训班、新年迎新晚会及教职工联欢活
动。

十一

校友会工作 Alumni Work

组织 ２０１７ 届毕业生捐赠地理微基金，捐赠率及金额均继续名列全校前茅；组织校友企业参加学校校友招聘会，
组织校友参加学校国庆返校活动；为校友尽力提供各种服务；邀请会长吴必虎返校为毕业生做讲座，邀请校友张伟
锋返校为学生做就业讲座，邀请校友彭双双返校为学生介绍上海市基础教育应聘指导。

工会工作 ＆ 校友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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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学术机构 Academic Institutions

１． 学术委员会（暨教授委员会）
主 任： 刘 敏
副主任：段玉山
委 员： 王

军

过仲阳

刘

敏

李

响

杨

毅

束

吴健平

陈振楼

季民河

周立旻

郑祥民 段玉山

俞立中

徐建华

高

炜

蒋

辉

蔡永立

军

王婷婷

过仲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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