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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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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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拥有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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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理学理科人才培养基地、

国家级虚拟仿真教学试验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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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院长：王军、周立旻、余柏蒗               

一         学院简介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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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段玉山

副书记：王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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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双一流”和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计划的支持下，作为学科建设的主体单位，学院继续推进地理学“一流学科” 

建设。2016 年，地理学科顶级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次数显著上升，国家级科研项目承担能力提升，教师国内

外交流活跃，学科学术水平和国内外显现度得到提升，地球科学（Geosciences） 学科进入 ESI  前 1% 学科。地理信

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教育部评估，获得良好的成绩，2016 年 11 月 18 日完成实验室主任换届。继续

推进我校大气科学学科建设，深化与中国气象局和上海市气象局的局校合作，牵头联合多家单位申报“大气科学” 

上海高校 IV  类高峰学科建设，基本明确获得市教委支持；在双聘教授聘任、科研项目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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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取得进展。

     在学科与队伍建设方面，2016 年度学院 2 名老师晋升教授，引进杰青 1 名，紫江优青 1 名，紫江青年 2 名，

教授1名，以及3名学科博士后。引进的杰青王格慧教授已在论文发表、重大项目申报等方面服务于学院的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方面，学院继续全面推进与海外高校人才培养的合作。本年度完成了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2+2”本科

生联合培养协议的签署工作，与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的本科生联合培养协议即将进入签署环节。与美国辛辛那

提大学本科“2+2”联合培养顺利开展，同时积极推进与该校开展“1.5+1.5”研究生联合培养的工作。科研工作方

面，经初步统计，2016年学院新增科研项目35项，经费总额1317万元，其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0项，发表 SCI  论

文 94 篇，其中 2 篇被 ESI  收录为高被引论文。

     教学工作方面，刘敏教授、柳林副教授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徐建华教授获得研究生教学奖，吕红华副教

授获得第十一届华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及2016年度年度教学贡献奖。周立旻教授的《现代地貌学》课

程入选 2016 年上海市级精品课程。学院 11 门课程获得大夏课堂课程建设，徐建华教授和柳林副教授的两门课程

分别入选获批国家级各级和校级 MOOC 课程建设，3 门课程先后入选学校通识核心课程群。

     在交流合作方面，学院密集举办大型学术活动。举办了 2016 年海外青年地理学者论坛、第三届地理信息和空

间分析技术在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应用研讨会、气候变化与城市上海论坛暨 UCCRN 东亚中心揭牌仪式、国际地理联

合会地理教育委员会 2016 年研讨会等 7 场重要学术活动；组团参加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2016 年学术年会、

国际地理联合会 IGC 2016 第 33 届国际地理大会；我院杨毅教授代表地学界参加全国“科技三会”。地理科学学院

学术交流活跃，接待了 50 余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到学院访问交流，促进地理学科实质性国际化进程，扩大学院及学

科的影响力。

二         概述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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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创一流，大力推进地理学和大气科学学科建设

     在“双一流”和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计划的支持下，作为学科建设的主体单位，学院继续推进地理学“一流学科”

建设。2016 年地理学科顶级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次数显著上升，国家级科研项目承担能力提升，教师国内外

交流活跃，学科学术水平和国内外显现度得到提升，地球科学（Geosciences）学科进入 ESI 前 1% 学科。

三         学科建设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地球科学（Geosciences）学科进入 ESI 前 1% 学科

汪荣明副校长带队到上海市气象局开展
局校合作研讨

华东师大与上海市气象局大气科学学科
合作发展推进会

    继续深化与中国气象局和上海市气象局的局校合作，推进我校大气科学学科建设。2016 年由学院牵头，联合

多家单位申报“大气科学”上海高校 IV 类高峰学科建设，已完成答辩申报工作，基本明确获得市教委支持；在双

聘教授聘任、科研项目合作、人才培养、上海城市边界层气象联合观测基地（闵行校区）建设等方面均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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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交流，扩大学院及学科国际影响力

    学院举办了 2016 年海外青年地理学者论坛、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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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城市上海论坛暨 UCCRN 东亚中心揭牌仪式、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教育委员会 2016 年研讨会、2016

年“焕庸地理大讲堂 - 地理信息科学学术论坛”、“焕庸地理大讲堂 - 自然地理与环境地理学术论坛”、Michael 

Meadows华东师范大学国外荣誉教授受聘仪式等重要学术活动；组团参加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2016年学术年会、

国际地理联合会 IGC2016 第 33 届国际地理大会；我院杨毅教授代表地学界参加全国“科技三会”。相关活动扩大

了学院的学术影响力。

    地理科学学院学术交流活跃，包括英国社科研究院孙来祥院士、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 NOAA 李晓峰教授、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获得者中山大学黎夏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西南交通大学朱庆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获得者武汉大学姜卫平教授、中国工程院孙九林院士、国家杰青，北京大

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刘瑜教授、英国外交大臣气候变化特使Sir David King爵士、中国工程院丁一汇院士、

马里兰大学 Erle C. Ellis 教授、国际地理联合会秘书长 Mike Meadows 教授、国家杰出青年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地

理与资源研究所于贵瑞研究员、国家杰出青年获得者，暨南大学曾永平教授、国家杰出青年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广

州地球化学研究所麦碧娴研究员、国家杰出青年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朱永官研究员、国家杰出青年获得

者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周东美研究员、国家杰出青年获得者北京师范大学夏星辉教授等 50 余位国内外知名

学者到学院访问交流。

实验室主任换届大会 实验室主任聘书授予仪式

    以评促建，全力推进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与建设工作
    学院全力做好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迎评工作，从体制机制、人力物力等方面，保障迎评工作的顺

利进行。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教育部评估，获得良好的成绩。2016 年 11 月 18 日完成实验室

主任换届，刘敏院长任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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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瓶颈，科学研究已见成效

     2016年，学院新增科研项目35项，经费总额1317万元。其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0项。发表SCI论文94篇，

其中 PNAS 1 篇、一区论文 10 篇，2 篇被 ESI 收录为高被引论文。叶超教授获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二等奖（著作类）。

两篇论文被 ESI 收录为高被引论文

一篇论文发表于 PNAS  叶超教授获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二等奖（著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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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提出 2016 年为“人才集聚年”，举全力实现高层次人才队伍上一个新的台阶。本年度学院 2 名老师晋升

教授（王东启、余柏蒗），引进杰青1名（王格慧），从哥伦比亚大学引进紫江优青1人（孙勋），从普林斯顿大学、

中国极地所引进紫江青年2名（殷杰、史贵涛），教授1名（叶超），以及3名学科博士后（姚申君、陈龙、王薇）。

引进的杰青王格慧教授是学院杰青零的突破，他已在论文发表、重大项目申报等方面服务于学院的学科建设。

四       队伍建设 Research 

王格慧教授    杰青
研究专长：大气环境化学，主要研究大气污染物的物理化学行为及其环境效应

主要经历：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博士（2000.9）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博士后 / 副教授（2000.8-2008.3）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化学系，博士后（2003.1-2004.1）

日本北海道大雪低温科学研究所，日本学术振兴会研究员（2004.11-2006.11）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 博导（2008.3-2016.11 ）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特聘教授 / 博导（2016.11- 至今）

0

孙勋    紫江优青
研究专长：极端天气水文事件的数学统计建模，洪水非线性分析与预测，气候大数据建

模运用与气候风险预测

主要经历：

法国皮埃尔玛丽居里大学，硕士（2010.10）

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法国国立环境研究所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2010.11-2013.10）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学院水中心，博士后（2014.2-2016.7）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优秀青年学者 / 研究员（2016.8- 至今）

1. 新聘人员

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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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博士后

姚申君    博士

研究专长：交通 GIS，健康 GIS

主要经历：

香港大学地理系，博士（2008.10-2013.5）

香港大学地理系 , 讲师、研究助理（2013.7-2015.12）

华东师范大学，学科博士后（2016.1- 至今）

0

殷杰    紫江青年 
研究专长：洪涝数值模拟与灾害风险评估

主要经历：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2011.6）

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2011.6-2016.4）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 / 访问学者（2014.11-2016.10）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青年学者 / 研究员（2016.4- 至今）

陈龙    博士

研究专长：大气污染数值模拟，元素汞循环模拟，能源环境经济模型分析

主要经历：

华中农业大学，学士 (2007.9-2011.7)

北京大学，博士（2011.9-2016.7）

哈佛大学，联合培养（2013.9-2014.9）

华东师范大学，学科博士后（2016.9- 至今）

王薇   博士
研究专长：城市遥感，城市气象

主要经历：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2016.6）

华东师范大学，学科博士后（2016.9-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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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海外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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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朝顺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John Davis Atmospheric Radiation 2016.9.30-2017.1.26

夏海斌 Columbia University Alex de Sherbinin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Migration
2016.12.30-2017.12.30

3. 研究团队

为推进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一体化，学院组建了城市自然地理过程与模拟、全球变化与环境演变、遥感与

GIS、地理空间分析与地理计算集成、地理教育改革与学科发展等 5 个创新基地和团队。

        城市自然地理过程与模拟创新基地

团队负责人：刘敏教授

研究领域和方向：城市群自然地理要素演变过程与机理；城市群环境过程与模拟；城市群综合灾害风险模拟与

防范；三角洲城市群自然 - 人文地理过程耦合机理、调控。

姓  名 职   称 研究专长 Email

刘    敏 教授 城市自然地理学与环境过程 mliu@geo.ecnu.edu.cn

束   炯 教授 气候变化与城市气候，大气环境遥感 jshu@geo.ecnu.edu.cn

陈振楼 教授 环境地球化学 zlchen@geo.ecnu.edu.cn

蔡永立 教授 景观生态规划与生态设计 ylcai@geo.ecnu.edu.cn

杨   毅 教授 有机污染物在水环境中的地球化学行为 yyang@geo.ecnu.edu.cn

王   军 教授 城市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 jwang@geo.ecnu.edu.cn

王东启 副教授 环境地学 dqwang@geo.ecnu.edu.cn

乐    群 副教授 气候变化与模拟，城市大气环境 qyue@geo.ecnu.edu.cn

陆 敏 副教授 土壤地理学 mlu@geo.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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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职   称 研究专长 Email

郑祥民 教授 自然地理学与环境演变 xmzheng@re.ecnu.edu.cn

蒋   辉 教授 定量古气候，古海洋 hjiang@geo.ecnu.edu.cn

周立旻 教授 空间高能粒子对类地行星表层环境系统的影响 lmzhou@geo.ecnu.edu.cn

　全球变化与环境演变创新基地

团队负责人：郑祥民教授

研究领域和方向：长江三角洲环境演变与人类生存；全新世气候变化过程事实与机理；中国东部风尘沉积记录研究；全球变

化地外驱动的记录与模拟。

姓   名 职   称 研究专长 Email

毕春娟 副教授 环境化学 cjbi@geo.ecnu.edu.cn

刘朝顺 副研究员 遥感定量与模型同化 csliu@re.ecnu.edu.cn

陈   亮 讲师 城市气候学 lchen@des.ecnu.edu.cn

刘欣然 讲师 土壤有机污染 xrliu@geo.ecnu.edu.cn

张   超 师资博士后 生态遥感 zhangchao@geo.ecnu.edu.cn

王格慧 教授 杰青 大气环境化学 wanggh@ieecas.cn

孙   勋 研究员 定量水文水资源 xsun@geo.ecnu.edu.cn

殷   杰 研究员 洪涝数值模拟与灾害风险评估 jyin@geo.ecnu.edu.cn

杨   静 工程师 城市环境污染与模拟 jyang@geo.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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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职   称 研究专长 Email

戴雪荣 副教授 地貌与环境、第四纪沉积与环境、环境考古 xrdai@geo.ecnu.edu.cn

师育新 副教授 第四纪环境演变，全球变化沉积学 yxshi@geo.ecnu.edu.cn

吕红华 副教授 新构造与构造地貌、环境演变 hhlv@geo.ecnu.edu.cn

刘   玲 副教授 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影响评价，旅游环境评价 hsd_liu@163.com

贾艳红 讲师 水文地理学 yhjia@geo.ecnu.edu.cn

王   辉 讲师 自然地理学 hwang@geo.ecnu.edu.cn

任少芳 工程师 自然地理学与第四纪环境 sfren@geo.ecnu.edu.cn

　遥感与 GIS 创新基地

团队负责人：吴健平教授

研究领域和方向：空间数据采集、表达、服务平台；高精度定位与北斗导航系统研究；遥感机理与应用研究。

姓   名 职   称 研究专长 Email

吴健平 教授 地理信息系统开发，遥感应用 jpwu@geo.ecnu.edu.cn

过仲阳 教授 数据挖掘，遥感图像处理，虚拟地理环境 zyguo@geo.ecnu.edu.cn

李   响 教授
地理信息系统 (GIS)，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空间运筹学及定量方

法，交通地理信息系统 (GIS-T)，空间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
xli@geo.ecnu.edu.cn

余柏蒗 副教授
激光雷达（LiDAR）遥感，夜间灯光遥感，城市遥感，遥感与

GIS 在研究全球变化中的应用，GIS 开发
blyu@geo.ecnu.edu.cn

韩雪培 副教授 地理信息可视化理论与方法、专题地图编制 xphan@geo.ecnu.edu.cn

施润和 副教授
定量遥感模型与反演算法 - 3S 数据处理平台与数据库开发

（侧重于遥感方向）- 深空探测数据应用系统
rhshi@geo.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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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空间分析与地理计算集成创新基地

团队负责人：徐建华教授

研究领域和方向：地理计算与碳减排政策模拟；地理大数据与数据挖掘；地理信息与人文要素耦合。

姓   名 职   称 研究专长 Email

唐   曦 副教授
专题地图 ( 集 ) 设计与编制动态 / 交互式 / 多媒体地图 ( 集 )

设计
xtang@geo.ecnu.edu.cn

王远飞 副教授 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卫星放牧，北斗 GPS 定位 yfwang@geo.ecnu.edu.cn

张   昆 副教授 空间统计，三维 GIS 等 kzhang@geo.ecnu.edu.cn

张   立 副教授 遥感考古 Lzhang@geo.ecnu.edu.cn

张   远 副教授 遥感信息化与生态模拟集成应用研究 yzhang@geo.ecnu.edu.cn

赵   卿 副教授 航空航天遥感影像信息分析方法与应用研究 jennifer_zhao0510@163.com

周坚华 副教授 遥感应用 jhzhou@geo.ecnu.edu.cn

朱良峰 副教授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三维地理信息系统，城市公共安全，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工程，空间数据库，空间数据可视化，

数字地球
lfzhu@geo.ecnu.edu.cn

乔枫雪 师资博士后 区域气候模式中对流和降水 qiaofengxue1122@163.com

刘延安 工程师 大气遥感与资料同化 yaliu@geo.ecnu.edu.cn

姓    名 职   称 研究专长 Email

徐建华 教授
地理计算 (Geo-computation)，生态经济模拟，GIS 应用

系统开发
jhxu@geo.ecnu.edu.cn

王   铮 教授（紫江讲座） 地理学理论与建模 wangzheng@mail.casipm.ac.cn

李   山 副教授 旅游地理 sli@geo.ecnu.edu.cn

李治洪 副教授
GIS 数据结构与算法， WebGIS 与移动互联网 GIS，空
间数据共享与互操作，区域经济空间分析，农业 GIS 应

用
leezhihong@126.com

夏海斌 工程师 区域可持续发展，进化经济地理学 hbxia@geo.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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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教育改革与学科发展创新基地

团队负责人：段玉山教授

研究领域与方向：地理课程研究、教材研制、教法研究、教育教学、评估监制、教学技术与 GIS 教育。

姓   名 职   称 研究专长 Email

段玉山 教授 地理课程与教材，地理信息技术教育，地理考试与评价 ysduan@geo.ecnu.edu.cn

陈昌文 副教授 地理教学 cwchen@geo.ecnu.edu.cn

张   琦 副教授
环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学地理双语教学，经济地理

学
qzhang@geo.ecnu.edu.cn

卢晓旭 讲师 地理教育学，教育地理学 greenism@163.com

项   熙 讲师（晨辉学者） 地理教学 shep286@126.com

姓   名 职   称 研究专长 Email

叶   超 教授
城镇化与空间生产，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文化地理与环境

问题
yeover@163.com

4. 管理人员

学院办公室

姓   名 职   务 Email

柳   林 院办主任 lliu@geo.ecnu.edu.cn

曾红霞 办公，闵行办公室 hxzeng@re.ecnu.edu.cn

陈   奕 办公，中北办公室 hxzeng@re.ecnu.edu.cn

吕世平 办公，中北办公室 splv@geo.ecnu.edu.cn

徐   欣 院图书资料室 xxu@re.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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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辅人员

姓   名 职务 Email

陈圆圆 本科教务员 yychen@re.ecnu.edu.cn

刘   霞 研究生教务员 yjs@geo.ecnu.edu.cn

岳文辉 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科研秘书 whyue@mail.ecnu.edu.cn

任少芳 实验室管理 sfren168@126.com

杨   静 实验室管理 jyang@geo.ecnu.edu.cn

刘延安 实验室管理 yaliu@geo.ecnu.edu.cn

叶   奇 实验员 qye@geo.ecnu.edu.cn

　辅导员

姓   名 职务 Email

王婷婷 研究生辅导员（兼） ttwang@ecnu.edu.cn

符哲琦 本科生辅导员 zqfu@geo.ecnu.edu.cn

王   纯 本科生辅导员 cwang@geo.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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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才培养 Student Programs  

       博士毕业生   

1. 基本情况

2016 年学院现有本科生 446 人（含孟宪承书院免费师范生 128 人），包含地理科学专业（理科基地）164 人，

地理科学专业（免费师范生）128 人，地理信息系统专业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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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学院共招收本科生 99 人，研究生 81 人，其中博士生 16 人，硕士生 65 人，招收的博士生中直博 1

人，硕博连读 1 人，留学生 1 人。2016 年度毕业 148 人，其中本科生 67 人，硕士生 74 人，博士 7 人。

姓   名 学   号 专   业 导   师 论文题目 毕业去向

吕振华 52080801009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吴健平
移 动 对 象 轨 迹 数 据 挖 掘 研
究——以上海市出租车轨迹

数据为例
上海石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王   薇 52120801006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季民河
城市高度异质下垫面监测及

热环境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

钟章奇 52120801007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王   铮
多区域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
扩散的政策模拟系统研发及

其应用
浙江财经大学

刘   瑞 52120801009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吴健平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洪水灾害

风险空间建模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

柏   玲 52120801011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徐建华
气候变化对天山南坡典型流
域径流过程的影响——以开

都河与阿克苏河为例
南昌大学

陈忠升 52120801012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徐建华
中国西北干旱区河川径流变

化及归因定量辨识
西华师范大学

江   洪 52120801013 生态学 蔡永立
滨海盐土地人工林细根时空

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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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毕业生   

姓名   专   业 导   师 姓   名 专   业 导   师

李   亚 课程与教学论 段玉山 田   超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周坚华

缪   鑫 课程与教学论 段玉山 王春华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王远飞

彭双双 课程与教学论 段玉山 王   弘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施润和

仵  芳 课程与教学论 段玉山 王   静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高   炜

褚慧敏 自然地理学 周立旻 王君毅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张   远

邓黄月 自然地理学 郑祥民 吴明珠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张   昆

葛荣荣 自然地理学 陆 敏 徐   栋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李   响

郑  璐 自然地理学 王   军 徐艺文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徐建华

黎舒雯 自然地理学 陆 敏 杨加林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刘朝顺

刘  飞 自然地理学 郑祥民 杨婷婷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李   响

刘   超 自然地理学 毕春娟 姚艳豪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过仲阳

刘   朝 自然地理学 师育新 尹   才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象伟宁

刘   峰 自然地理学 郑祥民 张   璐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高   炜

刘炎坤 自然地理学 刘   敏 张   影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徐建华

姓   名 学   号 专   业 导   师 论文题目 毕业去向

汪　青 52120801002 自然地理学 刘　敏
上海城市大气颗粒物 PAHs

及其干湿沉降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

王　超 521208010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高　炜
月球表面 FeO 丰度反演与火
星大气沙尘悬浮层数值模拟

研究
上海天文台博士后

周　聪 52120801004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Hung Lung 
Allen Huang

卫星红外高光谱数据的大气
二氧化碳反演研究

待定

黄　艳 52120801008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吴健平
积雪覆盖时空建模分析及融

雪径流模拟
华东师范大学学科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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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专   业 导   师 姓   名 专   业 导   师

郑   洁 自然地理学 戴雪荣 张赟程 气象学 束   炯

史正燕 人文地理学 李   山 郑   毅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李   响

魏   梅 人文地理学 王   铮 周力杰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李治洪

岳丽莹 人文地理学 李   山 朱   峰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唐   曦

张伟佳 人文地理学 李   山 纵清华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过仲阳

朱妮娜 人文地理学 李   山 刁安媛 气象学 束   炯

   蒲娉璠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吴健平 罗   蒙 气象学 乐   群

蔡雯婷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季民河 徐   非 气象学 乐   群

程文露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王   铮 张   新 气象学 乐   群

韩乐乐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徐建华 胡   玥 生态学 蔡永立

黄益修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余柏蒗 王   雪 生态学 蔡永立

李   翠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李治洪 杨   璐 生态学 蔡永立

潘   晨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象伟宁 倪玮怡 环境科学 陈振楼

彭   晨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吴健平 武苗苗 环境科学 刘   玲

权宇澄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吴健平 闫文君 环境科学 刘   敏

宋太新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季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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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大力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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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完成了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2+2”本科生联合培养

协议的签署工作，陈群校长、刘敏院长赴澳洲签署协议；与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的本科生联合培养协议也已签署，

将在 2017 年派出第一批联合培养本科生。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本科“2+2”联合培养顺利开展，于 2016 年 8 月派

出第二批共 2 名学生赴美联合培养，同时积极推进与该校开展“1.5+1.5”研究生联合培养的工作。

4. 本科人才培养

学院“2+2”本科生联合培养项目合作高校

陈群校长、刘敏院长赴昆士兰大学澳洲签署

“2+2”本科生联合培养协议

辛辛那提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Kenneth Petren 一行来访我院



19人才培养
Student Programs

     全方位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1）全力推进新技术手段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提升教学质量

以大夏学堂地理学课程群建设为抓手，积极推进现代网络平台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本年度先后有 11 门课程

获得了大夏课堂课程建设，基本覆盖了主干课程，形成了核心课程群的网络教学平台；2门课程入选MOOC课程建设（徐

建华获批国家级，柳林获批校级）。为了应对学校通识核心课程群建设的需要，学院 3 门课程先后入选学校通识精

品课程，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

徐建华教授《计量地理学》获批国家级 MOOC 课程

（2）多渠道推进跨区域野外实践教学

跨区域野外实践教学是我院的传统特色，郑祥民教授亲自指导建设了全国理科基地联合实习西南线的建设，

本年度在郑祥民教授、过仲阳教授和王辉老师的组织和带领下参与了第八届全国理科基地联合实习，获得圆满成功；

在兰州大学的支持与组织下，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开展了 2016 发现计划跨区域联合实习，基地班全体与 GIS 班、

师范班部分同学，行程 4000 公里，跨域青藏高原区、西北干旱沙漠区，圆满完成了跨区域实习，收获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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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理科基地联合实习

2016 发现计划跨区域联合实习

（3）推进课间实践教学在本科各门课程中的开展

实践是地理学最重要的学习环节，是巩固课堂知识，提升专业技能的最佳途径。本年度在前期课程改革的基

础上，强化课间实践教学在本科各门课程中的开展，以门门有实践为基本目标，在完成实践量的基础上，着力提升

实践的质量建设，目前 80% 的课程均开始尝试进行课间实践，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专业热情与兴趣。

（4）精品课程群的培育资助情况

在原有精品课程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培养新的精品课程群，计划先期建设自然地理精品课程群与 GIS 精品课

程群的培养工作，组织相关教师撰写或修编教材或野外实习指导书。周立旻教授申报的《现代地貌学》课程入选

2016 年度上海市精品课程。

周立旻教授《现代地貌学》课程入选上海市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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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学校学部职称评定对教学的要求 

   根据《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评定办法》，开展学院拟申报职称教师的教学质量评定工作。学院先后 2 次

组织开展公开课，共有 5 位老师参加。学校督导、学院领导小组、人才发展委员会成员以及部分教师均参与公开课

的听课，并填写详细的听课记录表，为职称评定提供有力的素材。

   参与教务处开展的教师本科教学质量评定工作专题沙龙会议，学院召集人才培养委员会成员讨论、评定申报职

称教师的教学质量。结合平时的同行听课记录、教学工作量以及公开课听课记录，对3位老师的教学质量进行评定。

     建设虚实结合的野外实践软硬件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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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推进虚拟仿真中心在野外实践中的应用，开发了手机端野外实践系统，实现了 3S 技术与在线教学平台与野外

实践教学的融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已申报两项软件著作权。

虚拟仿真实践教学中心

地理教育仿真教学 地理野外实践仿真教学

地理大数据与众创仿真模拟 地理灾害情景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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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野外实习软件”著作权 “天目山虚拟地理野外实习系统”著作权

5. 研究生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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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李响教授

的《地理信息系统底层开发教程》成功出版，为系列教材建设取得了开门红，同时《现代自然地理学理论、

方法和实践》、《计量地理学高级教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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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响教授的《地理信息系统底层开发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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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教育硕士学习指导工作  

   我院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类别分为全日制、免费师范生、在职、上海市规范化培训四种。不同类别的教

育硕士在培养要求、课程体系、学习年限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针对不同类型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在开学之初，召开教育硕士学习指导班会，结合学校、研究生院的相关文件、《研究生手册》、历年教育硕

士培养过程中的案例，指导教育硕士合理安排学习时间，提前做好学习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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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位硕士研究生和 2 位博士研究生获得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海外研修项目资助赴日本武藏野大学、

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达拉斯分校空间科学研究中心和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学习交流。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出

国 5 人。另外，邀请海外专家开设 4 门研究生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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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丽灵 地理教育 2014 美国 德克萨斯州立大学 12

李   晔 自然地理学 2013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24

林贤彪 自然地理学 2014 美国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12

孙凤云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2014 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13

· 攻读博士学位

姓   名 专   业 所在年级 前往国家 / 地区 大学 / 机构名称 时间（月）

苟长江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2014 法国 里昂高等师范学校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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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研究生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工作会议

   2016 年召开 2 次地理科学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审核工作会议，审议 62 位硕士、11 位博士研究生提出的

学位申请，同意授予相应学位，并报地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同时，进行了新增博士、硕士导师资格申请的评

议，并报地学部审批。同时，审议、通过了地理科学学院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审核标准。

    设立博士生学术沙龙

   为适应博士研究生培养需要，进一步促进学术交流和构建浓郁学术氛围，自 2016 年 10 月起设立华东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和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学术沙龙。所有在读博士生，自 2015 级起，必须在博士生

学术沙龙做两次学术报告，2014 级博士生在申请学位之前，必须在博士生学术沙龙做一次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沙

龙并做报告将作为博士生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前提条件之一。

博士生学术沙龙答辩现场

6. 教学获奖

    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

   “系统设计，建设地理学精英人才多元化的培养模式” 刘敏 教授等

刘敏教授等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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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视角，准确定位，创新方法——建设受学生欢迎的地质类通识选修课程”柳林 高级工程师等

柳林副教授等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教学比赛获奖：

   吕红华副教授获得第十一届华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

吕红华副教授获得第十一届华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

    教学奖：

   徐建华教授获得研究生教学奖、吕红华副教授获得 2016 年度教学贡献奖

徐建华教授获得研究生教学奖

吕红华副教授获得 2016 年度教学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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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学院国家级科研项目承担能力提升，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数量增加。新增科研项目 35 项，经

费总额 1317 万元。其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 项，包括面上项目：蔡永立、王军、王东启、朱良峰；

青年基金项目：塔娜、刘延安、杨静、郑艳玲、叶明武、乔枫雪。发表 SCI 论文 94 篇，其中 PNAS 1 篇、

一区论文10篇，2篇被ESI收录为高被引论文。叶超教授获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著

作类）。

编   号 课题名 主持人

31670474
河口岛屿盐水入侵生态脆弱性形成机制与集成评估 -- 以崇明

岛为例
蔡永立

4167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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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军

41671467 城市化地区河流水体氧化亚氮排放系数及流域尺度建模 王东启

4167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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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良峰

六       科学研究 Research Programs

2012-2016 年新增合同经费 2011-2016 年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数

1、新增课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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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在研课题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 国家 973 计划项目　　

项目来源 批准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国家 973 项目 2012CB955803 气候变化下中国区域增长与公平控制 王铮，王远飞等 2012.5.1-2016.5.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 / 重点项目 / 优青项目

项目来源 批准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 41130525
城市 LUCC 对多环芳烃多介质循环过程

影响机理及模拟研究
刘   敏 2012.1.1-2016.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青项目 41522111 环境地学 杨   毅 2016.1.1-2018.12.31

4160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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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   娜

4160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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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延安

41601526 城市典型湖泊水 - 沉积物系统多环芳烃迁移及归趋研究 杨   静

41601530 河口潮滩湿地反硝化型甲烷厌氧氧化及其影响机理研究 郑艳玲

41605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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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枫雪

41601568 沿海城市适应极端台风风暴潮灾害的应急疏散预案研究 叶明武

编   号 课题名 主持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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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来源 批准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 41271054
太阳活动驱动气候变化空间天气机制的区
域响应差异性及其宇宙成因核素示踪研究

周立旻 2013.1.1-2016.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 41271055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 " 五岛效应 " 的形成机

制与模拟
束   炯 2013.1.1-2016.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 41271441
高度城市化地区基于海量出租车轨迹数据

面向出行者的路径旅行时间预测
李   响 2013.1.1-2016.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 41271472
城市大气重金属干湿沉降对土壤 - 蔬菜

系统的污染效应
毕春娟 2013.1.1-2016.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 41271473
纳米颗粒物对河口水体中药物污染物行为

的影响及其机制
杨   毅 2013.1.1-2016.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 41371031
天山北缘乌鲁木齐河流域不同时间尺度构

造地貌研究
吕红华 2014.1.1-2017.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 41371032 东海岛屿风尘堆积的物源示踪研究 郑祥民 2014.1.1-2017.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 41371214
钱塘江流域河流沉积物 1.4nm 粘土矿物

及其物源示踪研究
师育新 2014.1.1-2017.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 41371451
典型河口系统多环芳烃多界面归趋机理与

模拟
刘   敏 2014.1.1-2017.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 71373084
暴雨灾害在城市基础设施网络中的扩散与

防范策略研究
王   军 2014.1.1-2017.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 4147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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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柏蒗 2015.1.1-2018.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 4147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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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振楼 2015.1.1-2018.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 4157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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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立旻 2016.1.1-2019.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 4157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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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远 2016.1.1-2019.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41301087
高密度高异质性地表城市环境中平均辐射
温度（Tmrt）的模拟与分析研究——以上

海市为例
陈   亮 2014.1.1-2016.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51309102 河流极限流速及其与河床演变的关系 贾艳红 2014.1.1-201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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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进展

       城市自然地理过程与模拟创新基地

• Persistent sulfate formation from London Fog to Chinese haze.
Wang, Gehui; Zhang, Renyi; Gomez, Mario E.; Yang, Lingxiao; Zamora, Misti Levy; Hu, Min; Lin, Yun;
Peng, Jianfei; Guo, Song; Meng, Jingjing; Li, Jianjun; Cheng, Chunlei; Hu, Tafeng; Ren, Yanqin; Wang,
Yuesi; Gao, Jian; Cao, Junji; An, Zhisheng; Zhou, Weijian; Li, Guohui; Wang, Jiayuan; Tian, Pengfei;
Marrero-Ortiz, Wilmarie; Secrest, Jeremiah; Du, Zhuofei; Zheng, Jing; Shang, Dongjie; Zeng, Limin;
Shao, Min; Wang, Weigang; Huang, Yao; Wang, Yuan; Zhu, Yujiao; Li, Yixin; Hu, Jiaxi; Pan, Bowen; Cai,
Li; Cheng, Yuting; Ji, Yuemeng; Zhang, Fang; Rosenfeld, Daniel; Liss, Peter S.; Duce, Robert A.; Kolb,
Charles E.; Molina, Mario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6, 113(48): 13630–13635.
Sulfate aerosols exert profound impacts on human and ecosystem health, weather, and climate, but their
formation mechanism remains uncertain. Atmospheric models consistently underpredict sulfate levels
under divers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rom atmospheric measurements in two Chinese megacities and
complementary laboratory experiments, we show that the aqueous oxidation of SO2 by NO2 is key to efficient
sulfate formation but is only feasible under two atmospheric conditions: on fine aerosols with high relative
humidity and NH3 neutralization or under cloud conditions. Under polluted environments, this SO2 oxidation
process leads to large sulfate production rates and promotes formation of nitrate and organic matter on aqueous
particles, exacerbating severe haze development. Effective haze mitigation is achievable by intervening in the
sulfate formation process with enforced NH3 and NO2 control measures. In addition to explaining the polluted
episodes currently occurring in China and during the 1952 London Fog, this sulfate production mechanism is
widespread, and our results suggest a way to tackle this growing problem in China and much of the developing

项目来源 批准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41401657
面向区域进化的自主体模拟平台开发与应

用
夏海斌 2015.1.1-2017.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4140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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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睿山 2015.1.1-2017.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3150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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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超 2016.1.1-2018.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4150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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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国宇 2016.1.1-2018.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415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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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欣然 2016.1.1-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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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Aerosol size distributions of aerosolized samples presenting a 
primary peak <100 nm (a) and those with a primary peak >100 nm (b).

•  Nanoparticles in road dust from impervious urban surfaces: distribution, identifi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Yang, Yi; Vance, Marina; Tou, Feiyun; Tiwari, Andrea; Liu, Min; Hochella, Michael F., Jr.. ENVIRONMENTAL 
SCIENCE-NANO. 2016, 3(3): 534-544.
Nanoparticles (NPs) resulting from urban road dust resuspension are an understudied class of pollutants in 
urban environments with strong potential for health hazard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heavy metal and nanoparticle content of PM2.5 generated in the laboratory using novel aerosolization of 66 
road dust samples collected throughout the mega-city of Shanghai (China). The samples were characterized 
using an array of techniques including inductively-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aerosol size distribution 
measurements, and scanning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coupled with elemental characterization 
and electron diffraction. Principal metal concentrations were plotted geospatially. Results show that metals were 
generally enriched in aerosolized samples relative to the bulk dust. Elevated concentrations of metals were 
found mostly in downtown areas with intense traffic. Fe-, Pb-, Zn-, and Ba-containing NPs were identified us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pectroscopy, and diffraction, and we tentatively identify most of them as either engineered, 
incidental, or naturally occurring NPs. For example, dangerous Pb sulfide and sulfate NPs likely have an 
incidental origin and are also sometimes associated with Sn; we believe that these materials originated from an 
e-waste plant. Size distributions of most aerosolized samples presented a peak in the ultrafine range (< 100 nm). 
We estimate that 3.2 +/- 0.7 mu g mg(-1) of Shanghai road dust may become resuspended in the form of PM2.5. 
Aerosolization, as done in this study, seems to be a very useful approach to study NPs in dust.

Fig. 1. Sulfate production during pollution episodes in Xi’an and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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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and black
carbon in intertidal sediments of China coastal
zones: Concentration, ecological risk, sourc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Li, Xiaofei; Hou, Lijun; Li, Ye; Liu, Min; Lin,
Xianbiao; Cheng, Lv.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6, 566: 1387-1397.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and
black carbon (BC) have attracted many attentions,
especially in the coastal environments. In this study,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s of PAHs and BC, an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BC and PAHs were investigated
in the intertidal sediments of China coastal zones.
BC in sediments was measured through dichromate 
oxidation (BCCr) and thermal oxidation (BCCTO). 
The concentrat ions of BCCr in the intert idal

• Community composit ion and activity of
anaerobic ammonium oxidation bacteria in
the rhizosphere of salt-marsh grass Spartina
alterniflora.
Zheng, Yanling; Hou, Lijun; Liu, Min; Yin, Guoyu;
Gao, Juan; Jiang, Xiaofen; Lin, Xianbiao; Li,
Xiaofei; Yu, Chendi; Wang, Rong. AP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2016,
100(18): 8203-8212.
Anaerobic ammonium oxidation (anammox) as
an important nitrogen removal pathway has been
investigated in intertidal marshes. However, the
rhizosphere-driven anammox process in these
ecosystems is largely overlooked so far. In this study,
the community dynamics and activities of anammox
bacteria in the rhizosphere and non-rhizosphere
sediments of salt-marsh grass Spartina alterniflora
(a widely distributed plant in estuaries and intertidal
ecosystem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clone library

Fig. 2. Concentrations of PAHs in the intertidal sediments of China
coastal zones. The bars are standard errors of triplicate.

sediments ranged between 0.61 and 6.32 mg g(-1), while BCCTO ranged between 0.57 and 4.76 mg g(-1).
Spatial variations of delta C-13 signatures in TOC and BC were observed, varying from -21.13% to -24.87% and
from -23.53% to -16.78%, respectively. PAH contents of sediments ranged from 195.9 to 4610.2 ng g(-1) in winter
and 98.2 to 2796.5 ng g(-1) in summer, and significantly seasonal variations were observed at most sampling
sites. However, the results of potential toxicity assessment indicated low ecological risk in the intertidal sediments
of China coastal zones. Greater concentrations of PAHs measured in the sediments of estuarine environments
indicated that rivers runoff may have been responsible for the higher PAH pollution levels in the intertidal
sediments of China coastal zones.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pyrogenic compounds of PAH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BC, due to that both BC and these compounds derived mainly from the combustion
process of fossil fuels and biomass. Overall, increasing energy consumptions caused by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can contribute more emissions of BC as well as PAHs and thus improve the importance of BC in indicating
pyrogenic compounds of PAHs in the intertidal sediments of China coastal zones.

Fig. 3 The unweighted UniFrac PCoA analysis of anammox 
bacterial communities obtained from the rhizosphere and non-
rhizosphere regions of the salt-marsh grass S. alterni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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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trogen mineralization and immobilization in sediments of the East China Sea: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Lin, Xianbiao; Hou, Lijun; Liu, Min; Li, Xiaofei; Zheng, Yanling; Yin, Guoyu; Gao, Juan; Jiang, Xiaofen.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BIOGEOSCIENCES. 2016, 121(11): 2842-2855.
Nitrogen (N) mineralization and immobilization are important processes of N biogeochemical cycle in marine
sedimen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gross N mineralization (GNM) and NH4+ immobilization (GAI) in the
sediments from the East China Sea (ESC), using N-15 stable isotope dilution technique. Results show that
measured rates of GNM and GAI ranged from 0.04 to 6.1 mu gNg(-1)d(-1) and from undetectable to 9.82
mu gNg(-1)d(-1), respectively. In general, both GNM and GAI rates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in summer as
compared to winter, and the high rates occurred mainly in the muddy area and increased gradually from the
Yangtze Estuary to Zhe-Min Coastal muddy areas. The GNM and GAI processes were related closely to
sediment temperature, pH, ammonium (NH4+), nitrate (NO3-), total organic carbon (TOC), and total nitrogen (TN)
contents in the muddy area, while they were associated tightly with sediment temperature, pH, NH4+, TOC, TN,
sulfide, and Fe(III) concentrations in the sandy area. In addition, the total mineralized and immobilized N in the
East China Sea (ECS) were estimated to be approximately 2.1x10(6)tNyr(-1) and 2.7x10(6)tNyr(-1), respectively.
Overall, these result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N mineralization and immobilization in controlling the N budget
in the ECS and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both processe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ing mechanisms in the
coastal marine ecosystem.

analysis, quantitative PCR assay, and isotope-tracing technique. Phylogene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anammox 
bacterial diversity was higher in the non-rhizosphere sediments (Scalindua and Kuenenia) compared with 
the rhizosphere zone (only Scalindua genus). Higher abundance of anammox bacteria was detected in the 
rhizosphere (6.46 x 10(6)-1.56 x 10(7) copies g(-1)), which was about 1.5-fold higher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in 
the non-rhizosphere zone (4.22 x 10(6)-1.12 x 10(7) copies g(-1)). Nitrogen isotope-tracing experiments indicated 
that the anammox process in the rhizosphere contributed to 12-14 % N-2 generation with rates of 0.43-1.58 
nmol N g(-1) h(-1), while anammox activity in the non-rhizosphere zone contributed to only 4-7 % N-2 production 
with significantly lower activities (0.28-0.83 nmol N g(-1) h(-1)). Overall, we propose that the rhizosphere 
microenvironment in intertidal marshes might provide a favorable niche for anammox bacteria and thu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nitrogen cycling.

Figure 2. (a–n)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s of physicochemical parameters in the sediments of the East China Sea 
(ECS). MФ, NH4 +, and Fe(III) denote median grain size, sediment NH4 +, and sediment ferric oxide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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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project plans. 
Qi, Guoyou; Jia, Yanhong; Zeng, Saixing; Shi, Jonathan J.. SCIENCE. 2016, 352(6289): 1065
THE SUCCESS OF China’s government-funded megaprojects, including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SNWD) project (1, 2) and the Three Gorges Dam project (3), is in question. A change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top-dow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or such projects would help.
Although Chin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requir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decision process (4), it remains limited 
in practice. State agencies and their leaders should play a much greater role in which projects are selected for 
implementation. The SNWD project began well before its feasibility report was approved by the state in 2008. 
Individuals and groups who are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affected by a proposed megaproject should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ject selec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appraisal of government-funded projects woul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reduce conflic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nd facilitat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全球变化与环境演变创新基地

•  Contribution of trees and grasslands to the mitigation of human heat stress in a residential district of 
Freiburg, Southwest Germany.  
Lee, Hyunjung; Mayer, Helmut; Chen, Liang.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6, 148: 37-50.
The potential of urban green coverage to mitigate human heat stress is studied using the ENVI met model 
V4. The simulation domain is a residential district in Freiburg, a mid-size city in Southwest Germany. It is 
characterised by residential buildings and street canyons with asphalt surfaces, grasslands and broad-leaved 
trees. The ENVI-met model was validated against human-biometeorological measurements and demonstrated 
good performance when simulating the urban thermal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air temperature (T-a) and human 
heat stress in terms of mean radiant temperature (T-mrt) and physiologically equivalent temperature (PET). 
Simulations were performed for the heat wave day of 4 August 2003, which is a typical scenario for future 
summer weather in Central Europe as projected by climate models. Four scenario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green 
coverage were simulated. The results enable quantification of the daytime and nocturnal contributions of trees 
and grasslands, respectively, to the mitigation of human heat stress o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Averaged over 10-
16 CET, trees on grasslands lead to a mitigation effect up to 2.7 K for T-a, 39.1 K for Taut and 17.4K for PET. In 
comparison, the effect of grasslands can be up to 3.4 K for T-a, 7.5 K for T-mrt and 4.9 K for PET. Based on the 
findings, design implications are also provid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human-biometeorology.

Fig. 2. Visualisation of the area input file for the ENVI-met simulations related to case A (current land use configuration), 
case B (case A without trees), case C (case B withoutany urban greening) and case D (case C including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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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questration of carbon in the deep Atlantic during the last glaciation.
Yu, J.; Menviel, L.; Jin, Z. D.; Thornalley, D. J. R.; Barker, S.; Marino, G.; Rohling, E. J.; Cai, Y.; Zhang, F.;
Wang, X.; Dai, Y.; Chen, P.; Broecker, W. S.. NATURE GEOSCIENCE. 2016, 9(4), 319.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s declined markedly about 70,000 years ago, when the Earth's climate
descended into the last glaciation. Much of the carbon removed from the atmosphere has been suspected to
have entered the deep oceans, but evidence for increased carbon storage remains elusive. Here we use the
B/Ca ratios of benthic foraminifera from several sites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to reconstruct changes in the
carbonate ion concentration and hence the carbon inventory of the deep Atlantic across this transition. We find
that deep Atlantic carbonate ion concentration declined by around 25 mu mol kg(-1) between similar to 80,000
and 65,000 years ago. This drop implies that the deep Atlantic carbon inventory increased by at least 50 Gt
around the same time as the amount of atmospheric carbon dropped by about 60 Gt. From a comparison with
proxy records of deep circulation and climate model simulations, we infer that 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coincided
with a shoaling of the Atlantic meridional overturning circulation. We thus conclude that changes in the Atlantic
Ocean circulation may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ductions of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s during the
last glaciation, by increasing the carbon storage in the deep Atlantic.

Figure 1. Three Gorges Dam on the Yangtze River.

Figure 1. Pre-industrial Atlantic Ocean carbonate chemistry and sediment 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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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与 GIS 创新基地

• Modeling spatiotemporal CO2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dynamics in China from DMSP-OLS nighttime
stable light data using panel data analysis.
Shi, Kaifang; Chen, Yun; Yu, Bailang; Xu, Tingbao; Chen, Zuoqi; Liu, Rui; Li, Linyi; Wu, Jianping.
APPLIED ENERGY. 2016, 168: 523-533.VOL. 8, NO. 3.

• Detecting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global electric power consumption using DMSP-OLS nighttime
stable light data.
Shi, Kaifang; Chen, Yun; Yu, Bailang; Xu, Tingbao; Yang, Chengshu; Li, Linyi; Huang, Chang; Chen,
Zuoqi; Liu, Rui; Wu, Jianping. APPLIED ENERGY. 2016, 184: 450-463.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s resulted in a great deal of electric power
consumption (EPC),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economic growth,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global climat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detect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global EPC using the Defense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s 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 (DMSP-OLS) nighttime stable light (NSL) data.
The global NSL data from 1992 to 2013 were intercalibrated via a modified invariant region (MIR) method. The
global EPC at 1 km resolution was then modeled using the intercalibrated NSL data to assess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EPC from a global scale down to continental and national sca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IR
method not only reduced the saturated lighted pixels, but also improved the continuity and comparability of
the NSL data. An accuracy assessment was undertaken and confined that the intercalibrated NSL data were

China's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ve resulted in a great deal of CO2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 term stability of global climate. This study 
proposes panel data analysis to model spatiotemporal CO2 emission dynamics at a higher resolution in China 
by integrating the Defense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s 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 (DMSP-OLS) 
nighttime stable light (NSL) data with statistic data of CO2 emissions. Spatiotemporal CO2 emission dynamics 
were assessed from national scale down to regional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scales. The evaluation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tru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NSL data and statistic CO2 emissions in China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from 1997 to 2012, which could be suitable for estimating CO2 emissions at 1 km resolution. The 
spatiotemporal CO2 emission dynamic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varied greatly. The high-growth type and high-
grade of CO2 emission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Shandong Peninsula and Middle south of 
Liaoning, with clearly lower concentrations in the Western region, Central region and Sichuan-Chongqing.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CO2 emissions in China. They 
will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policy-making on viable CO2 emission mitigation policies.

Fig. 7. (a) Areal percentage of each type in the three regions and (b) areal percentage of each grade in the three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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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ly suitable and accurate for estimating EPC in the world.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EPC were mainly 
identified in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Asia.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hina where the high grade 
and high-growth type of EPC covered 0.409% and 1.041% of the total country area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greatly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global 
EPC at the multiple scales. They will provide a scientific evidence base for tracking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global EPC.

Fig. 9. (a) Spatial variations of EPC in the world and (b) temporal variations of EPC in the world.

•  Revealing the early ice flow patterns with historical Declassified Intelligence Satellite Photographs 
back to 1960s.
Wang, Shujie; Liu, Hongxing; Yu, Bailang; Zhou, Guoqing; Cheng, Xiao.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6, 43(11): 5758-5767.
The reconnaissance ARGON satellites collected the earliest images of Antarctica from space dating back to the 
1960s, providing valuable historical baseline information for studying polar ice sheets. Those photographs are 
underutilized for ice motion mapping, due to lack of sufficient ground controls for image orthorectification. In this 
study, we orthorectified the ARGON photographs by fully exploiting the metric qualities of WorldView satellite 
images: very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and precise geolocation. Through a case study over Larsen Ice Shelf, we 
demonstrated that the camera model with bundle block adjustment can achieve geolocation accuracy of better 
than the nominal resolution (140m) for orthorectifying ARGON images, with WorldView imagery as ground control 
source. This allowed us to extend the ice velocity records of Larsen Ice Shelf back into 1960s similar to 1970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etrospectiv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cceleration of the collapsed Larsen B occurred much 
earlier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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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vidual tree crown delineation using localized contour tree method and airborne LiDAR data in 
coniferous forests.
Wu, Bin; Yu, Bailang; Wu, Qiusheng; Huang, Yan; Chen, Zuoqi; Wu, Jianp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ARTH OBSERVATION AND GEOINFORMATION. 2016, 52: 82-94.
Individual tree crown delinea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forest inventory and management. The increasing 
availability of high-resolution airborne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LiDAR) data makes it possible to delineate the 
crown structure of individual trees and deduce their geometric properties with high accuracy.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an automated segmentation method that is able to fully utilize high-resolution LiDAR data for detecting, 
extracting, and characterizing individual tree crowns with a multitude of geometric and topological properties. 
The proposed approach captures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forest and quantifies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s of tree 
crowns by using a graph theory-based localized contour tree method, and finally segments individual tree crowns 
by analogy of recognizing hills from a topographic map. This approach consists of five key technical components: 
(1) derivation of canopy height model from airborne LiDAR data; (2) generation of contours based on the canopy 
height model; (3) extraction of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of tree crowns using the localized contour tree method; (4) 
delineation of individual tree crowns by segmenting hierarchical crown structure; and (5) calculation of geometric 
and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individual trees. We applied our new method to the Medicine Bow National Forest 
in the southwest of Laramie, Wyoming and the HJ Andrews Experimental Forest in the central portion of the 
Cascade Range of Oregon, U.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overall accuracy of individual tree crown delineation 
for the two study areas achieved 94.21% and 75.07%, respectively. Our method holds great potential for 

Figure 3. Ice velocity fields during (a) 1963–1979, (b) 1979–1986, and (c) 1986–1988 and (d) 
longitudinal velocity profiles of the Crane Glacier flow unit and ice-shelf front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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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ing individual tree crowns under various forest conditions. Furthermore, the geometric and topological 
attributes derived from our method provide comprehensive and essential information for forest management.  
temperature sequences at different time scales and can be used for the complex diagnosis of nonlinear and non-
stationary signal changes.

Fig. 9. Delineated tree crowns comparison

•  Automated extraction of ground surface along urban roads from mobile laser scanning point clouds.
Wu, Bin; Yu, Bailang; Huang, Chang; Wu, Qiusheng; Wu, Jianping. REMOTE SENSING LETTERS. 2016, 
7(2): 170-179.
Extracting ground surface from high-density point clouds collected by Mobile Laser Scanning (MLS) systems i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urban planning and digital city mapping.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novel approach for automated 
extraction of ground surface along urban roads from MLS point clouds. The approach, which was designed to 
handle both ordered and unordered MLS point clouds, consists of three key steps: constructing vertical profile 
from MLS point clouds along the vehicle trajectory; extracting candidate ground points using an adaptive 
alpha shapes algorithm; refining the candidate ground points with an elevation variance filter.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method,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using two types of urban street-scene point 
cloud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ground points can be detected with an error rate of as low as 1.9%, proving 
that our proposed method offers a promising solution for automated extraction of ground surface from MLS point 
clouds.

Figure 1. Sketch of the principle of strips construction for a road segment. 
(a) Strips construction; (b) 3D view of strips and point clo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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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istical bias correction for creating coherent total ozone record from OMI and OMPS observations.
Bai, Kaixu; Chang, Ni-Bin; Yu, Huijia; Gao, Wei.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2016, 182: 150-
168.
A long-term coherent total column ozone (TCO) record is essential to ozone layer variability assessment, 
especially the detection of early signs of ozone recovery after years of depletion. Because of differences in 
satellite platforms and instruments design, calibration, and retrieval algorithms, however, significant cross-mission 
biases are observed between multiple sensor TCO observations in the common time-space domain. To attain a 
coherent TCO record, observed cross-mission biases should be accurately addressed prior to the data-merging 
scheme. In this study, a modified statistical bias correction method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quantile-quantile 
adjustment to remove apparent cross-mission TCO biases between the Ozone Monitoring Instrument (OMI) and 
Ozone Mapping and Profiler Suite (OMP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odified algorithm, the overall 
inconsistency (OI), a unique time-series similarity measure, was proposed to quantify the improvements of 
consistency (or similarity) between cross-mission TCO time series data before and after bias correction. Common 
observations during the overlapped time period of 2012-2015 were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systematic bias 
between OMPS and OMI through the modified bias correction method. TCO observations from OMI during 2004-
2015 were then projected to the OMPS level by removing associated cross-mission biases. This modified bias 
correction schem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overall consistency, with an average improvement of 90% during 
the overlapped time period at the global scale. In addition to the evaluation of consistency improvements before 
and after bias correction, impacts of cross-mission biases on long-term trend estimations were also investigated. 
Comparisons of derived trends from the merged TCO time series before and after bias correction across 38 
ground-based stations indicate that cross-mission biases not only affect magnitudes of estimated trends, but also 
result in different phases of trends. Further comparisons of estimated seasonal TCO trends before and after bias 
correction at the global scale suggest that trends derived from the bias-corrected time series are more accurate 
than those without bias correction. Overall, the bias correction scheme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is essential for 
preparing an accurate long-term TCO record representative of trend analysis to support future assessment of 
ozone recovery at the global scale. 

Fig. 3. Schematic plot of the original Q-Q adjustmentmethod for removing cross-mission TCO biases between OMPS and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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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s of cumulus parameterization closures
on simulations of summer precipitation over the
United States coastal oceans.
Qiao, Fengxue; Liang, Xin-Zhong. JOURNAL OF
ADVANCES IN MODELING EARTH SYSTEMS.
2016, 8(2): 764-785.

Fig. 2 Summer mean precipitation anomalies (mm day−1) from the
1979–2009 climatology averaged over the three key regions.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effects of major cumulus 
parameterization closures on summer precipitation 
simulations over the U.S. Atlantic Coasts and Gulf 
of Mexico. A series of mesoscale regional climate 
model simulations using an Ensemble Cumulus 
Parameterization (ECP) that incorporates multiple 
alternate closure schemes into a single cloud 
model formulation are conducted and compared 
to determine the systematic errors and relative 
performances of individual and combined closures 
in capturing precipitation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losure algorithms largely affect precipitation's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and diurnal cycle. The quasi-equilibrium and total instability adjustment closures simulate widespread 
wet biases, while the instability tendency closure produces systematic dry biases. Two closure algorithms based 
on the average vertical velocity at the cloud base and column moisture convergence complementarily reproduce 
the observed precipitation pattern and amount, and capture the frequency of heavy rainfall events better than 
other closures. In contrast, the instability tendency closures are better at capturing the diurnal phase but yield 
much larger deficits in amount. Therefore, cloud base vertical velocity and moisture convergence may be the 
primary factors controlling precipitation seasonal mean and daily variation, while the instability tendency may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regulating the diurnal cycle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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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著 / 编著

专著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地理信息系统底层开发教程 李响 科学出版社 2015.11

     专利 / 软件著作权

专利编号 完成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授权单位名称 授权时间

201410152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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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知识
产权局

2016.12.10

201610893597.6 李智文，朱良峰
一种适用于分布式计算环境的大型遥

感影像重构方法
发明专利 未授权

201610898824.4 王忠良，朱良峰
一种在虚拟地球平台上可视化基于位

置的情感的方法
发明专利 未授权

2016SR176868
王铮 丁冠群 邓吉祥 黄蕊 

于洪洋 刘晓 乐群
   区 域 碳 减 排 决 策 支 持 系 统

RCarbonDSS v1.0
软件著作权 国家版权局 2016.7.12

5.   科研获奖

获奖项目名称 颁奖部门 奖项等级
主要完成单位（按

证书排序）
参加人员名单（按证书排序）

上海市农业布局动态管理模
式研究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
划学会

一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上
海市农业委员会

 李治洪，应建敏， 丰东升，张向飞，汪湖北，
侯明明， 陈旭，吴永兴，唐曦，周钰坤 

上海及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与协调机制研究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
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省部级二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 蔡永立，乔枫雪，蔡文博，胡钥，王雪

体国经野 : 中国城乡关系发
展的理论与历史

上海市委宣传部 二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 叶超

龙计划三期项目突出贡献奖
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

和欧洲空间局
突出贡献奖 华东师范大学 赵卿

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
型及其应用

中国地理学会
首届（2016 年度）
最具影响力中国地
理期刊优秀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李山，王铮，钟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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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交流合作 Academic Exchanges & Cooperations  

    2016 年学院举办了包括海外青年地理学者论坛、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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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城市上海论坛暨 UCCRN 东亚中心揭牌仪式等在内的 7 场学术会议和论坛。学院组团参加美国地

理学家协会（AAG）2016 年学术年会、国际地理联合会 IGC2016 第 33 届国际地理大会。邀请了包括英国外交大臣

气候变化特使 Sir David King 爵士、中国工程院丁一汇院士、英国社科研究院孙来祥院士、国际地理联合会秘书长

Mike Meadows 教授等 50 余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到学院访问交流。

1. 主办 / 承办 / 协办会议
2016 年学院主办、承办了 7 场有影响的学术会议。

       2016 年海外青年地理学者论坛
　　2016 年 4 月 10 日，我院举办 2016 年海外青年地理学者论坛。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傅伯杰院士、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地学部副主任宋长青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地理科学处处长冷疏影研究员做大会主报告。来

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国 NCAR 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8 位海外青年学者分别做了高质量学术

报告。

2016 年海外青年地理学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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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与城市上海论坛暨 UCCRN 东亚中心揭牌仪式

 2016 年 8 月 19 日，气候变化与城市上海论坛暨 UCCRN 东亚中心揭牌仪式在我校举行。城市气候变化研究网

络 (UCCRN) 作为专门关注气候变化与城市的机构，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拥有很强的影响力。本次会议上，

城市气候变化研究网络的东亚中心（UCCRN East-Asia Hub）在华东师范大学正式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

院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CIESIN）签订合作协议，正式成为合作伙伴。哥伦比亚大学

Robert S. Chen 教授、普林斯顿大学 Pan Ming 研究员等十几位学者出席开幕式，并在气候变化与城市上海论坛上

做学术报告。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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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7 月 26 日至 7 月 28 日，由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协会、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地理信息

和空间分析技术在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应用”研讨会在我校举行。本次研讨会邀请了卫生、地理、环境等相关领域

11 位海内外著名的华人学者、专家，以中文授课和讲座的形式，就地理信息和空间分析技术的基本原理、方法及

其在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实际应用进行探讨和上机实习。参会的 80 多位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和科研单位，以

及各级公共卫生与健康的实际工作部门。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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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与城市上海论坛暨 UCCRN 东亚中心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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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教育委员会 2016 年研讨会     

      2016 年 8 月 18 至 19 日，由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育专业委员会、上海地理教育教学研究基地和我校地理科

学学院共同主办的“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教育委员会 2016 年研讨会（IGU － CGE Special Symposium 2016）在我

校召开。会议汇聚了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共 80 多位地理教育的专家学者，

与会学者就国际地理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本次会议中，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教育委员会的中国委

员会（IGU-CGE China Committee）正式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专委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我校地理科学学

院段玉山教授担任首届主席，中国委员会理事由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 16 所师范大学的教授、学者组成。    

学院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CIESIN）签订合作协议

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教育委员会 2016 年会议

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教育委员会 2016 年会议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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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焕庸地理大讲堂 - 自然地理与环境地理学术论坛     

    2016 年 12 月 11 日，地理科学学院“焕庸地理大讲堂”之“自然地理与环境地理学术论坛”在我校举行。来

自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壤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九位专家学者齐聚闵行，一同探讨自然

地理与环境地理学学科发展前沿和方向，在焕庸地理大讲堂平台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梅兵副校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周淑贞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大气科学学科发展论坛     

  2016 年 11 月 20 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及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办的 2016 年“焕庸

地理大讲堂 - 地理信息科学学术论坛”在校举行。包括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张国友、西南交通大学朱庆、中山

大学袁林旺、中山大学黎夏、武汉大学杨必胜等在内的十多位来自国内地理信息科学界的著名专家参加了论坛并作

主题发言。

焕庸地理大讲堂 - 地理信息科学学术论坛

自然地理与环境地理学术论坛会场 与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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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U 秘书长、南非皇家科学院院士 Michael Meadows 受聘我校荣誉教授    

    南非皇家科学院院士 Michael Meadows 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受聘我校荣誉教授。校长陈群为 Meadows 院士颁发

聘书，佩戴校徽。国际交流处处长周云轩出席活动。Meadows 是南非开普敦大学地理系主任、教授，南非皇家科学

院自然地理学领域唯一的院士。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第四纪古环境的重建、人类世环境演变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

影响等，近年来在地理学史及自然 - 人文地理综合方面也有一系列探索。

南非皇家科学院院士 Michael Meadows 与我校领导合影

南非皇家科学院院士 Michael Meadows 受聘我校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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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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学或报告名称
讲 学 或 报 告 时

间

王继达 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
Continuous Understanding of Recent Lake 

Dynamics across China’s Yangtze Plain
2016.1.6

田   展 上海市气候中心
全球气候变化和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农业生态

系统承载力
2016.1.6

孙来祥 英国社科研究院 “Drivers of the US CO2 emissions 1997-2013 2016.1.8　

姜卫平 武汉大学 卫星导航定位技术与位置服务 2016.3.2

李晓峰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 NOAA
Retrieving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Information 
from Spaceborne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magery
2016.3.11

Kenneth Petren 辛辛那提大学
推进本科生 2+2 双学位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联合

培养、教师互访等领域的实质性合作
2016.3.11

Noémi Kántor 匈牙利赛格德大学
The basics of thermal comfort – theory and 

outdoor investigations
2016.4.13

孙九林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中国工程院
科学数据与知识开放共享 2016.4.20

许艳青 美国托莱多大学
Built environment and risk of obe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6.5.9

Aitchison Jonathan,

Yan Liu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推进华东师范大学 - 昆士兰大学本科生 2+2 联合培
养双学位项目

2016.5.22

刘   刚 南丹麦大学
The role of built environment stock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2016.5.26

刘   瑜 北京大学 大数据支持下的社会感知：一点地理学的思考 2016.5.27

康   蕾
（Emily Lei Kang）

辛辛那提大学
Statistical Models for Large Spatial and Spatio-

Temporal Datasets
2016.6.2

Susanna T.Y. Tong 辛辛那提大学
M u l t i s c a l e  I n f r a s t r u c t u r e  A d a p t a t i o n 

Characterization Studies
2016.6.27

于大鹏 英国拉夫堡大学 高精度洪水数值模拟与风险分析 2016.6.29

陈向明 美国三一学院 一带一路与全球南方城市 2016.9.28

马晓河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院
结构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 2016.9.28

Erle C. Ellis 马里兰大学
Ecology in the Anthropocene: Why Humans 

Transformed Earth
201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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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或报告人员姓名 国内外大学 / 机构名称 讲学或报告名称
讲 学 或 报 告 时

间

袁潇晨 北京科技大学
China's socioeconomic risk from extreme events in 

a changing climate
2016.11.4

艾廷华 武汉大学 大数据背景下的城市空间分析 2016.11.11

朱庆、袁旺林、
刘小平等

 西南交通大学、南京师范大
学、中山大学等

焕庸地理大讲堂 - 地理信息科学学术论坛 2016.11.20

黎   夏 中山大学 高精度的全球未来 100 年土地利用模拟产品 2016.11.20

方   鹏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GNSS Data Analysis for High Precision Position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Earth Science
2016.11.24

葛茂荣 德国 GFZ 地学研究中心
Real-time Global Precise Point Positioning Service 

and Its Regional Augmentation
2016.11.24

Michael Meadows 南非开普敦大学 Geography and Future Earth 2016.12.5

何洪鸣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

究所
环境系统数值模拟：气候水文系统与地表过程 2016.12.7

于贵瑞、曾永平、
麦碧娴等

  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
 所、暨南大学、中国科学院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等
焕庸地理大讲堂 - 自然地理与环境地理学术论坛 2016.12.11

Qi Li Princeton University
Large-eddy simulation of the impact of urban trees 

on momentum and heat fluxes
2016.12.21

周宇宇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
Global Urbaniz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016.12.26

黄   波 香港中文大学 智慧城市视角下的可持续空间规划探索 2016.12.26

陈向明 美国三一学院 一带一路与全球南方城市 2016.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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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访交流与合作

讲学或报告人员
姓名

国内外大学 / 机构名称 讲学或报告名称
讲学或报告

时间

白开旭
气候变化 - 城市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与适
应机制研究暨环境健康信息学学术交流会

议

气候变化归因分析方法在健康风险估算中的应用
潜力

2016.7.21

陈   亮
Shanghai forum on Climate Change and 

Cities
Urban thermal radiant environment: Heat stress 

implications
2016.8

陈   龙 第 33 届国际地理学大会
Legacy impacts of historical anthropogenic 
e m i s s i o n s  o n  g l o b a l  s o u r c e - r e c e p t o r 

relationships of mercury
2016.8.23

陈睿山 华东师范大学 健康 GIS（极端环境事件与人体健康研究） 2016.7.17

陈睿山 国土资源部地调处 土地退化评价的框架与问题 2016.9.28

陈睿山 兰州大学 人类环境耦合的理论前沿与方法进展 2016.9.30

戴雪荣
南京大学：海峡两岸 2016 年地貌与第四

纪环境演变教育研讨会
中国东部四明山夷平面及古风化壳 2016.6.25

乐   群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未来中国的气候情景与农业生产潜力 2016.3.16

乐   群
华东师范大学：胡焕庸线的气候背景与稳

定性研讨会
中国区域气候模拟与胡焕庸线 2016.6.19

李   山 南京师范大学，“城市化研究的中国化路径”
带领三位研究生（岳丽莹、张伟佳和朱妮娜）作了

3 个口头汇报（由研究生汇报）
2016.4.16-

17

李   山
中山大学，“旅游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第

二届）”
旅游圈的适度规模：基于空间计量的研究 2016.9.17

李   山 山东大学，“首届旅游行为研究学术研讨会”
基于旅游者行为模拟的中国大陆旅游圈空间格局

分析
2016.9.24

李   山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休闲与旅游发展论坛”
中国大陆 1961-2010 年间气候舒适期的空间格局

及其演变
2016.11.11

李   山
河北师范大学，“志愿者地理信息与旅游

地理学”
旅游圈的空间溢出分析 2016.12.2

李   响 焕庸大讲堂 , 华东师范大学 智慧城市典型应用案例 2016.11.20

刘   敏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长江经济带水土保持

与防灾减灾学术研讨会暨高层论坛”
长江经济带：河口海岸城市极端气候变化背景下灾

害防御与风险管控
2016.11.5

刘   敏 IGC2016 国际地理联合会，北京
Urban physical geography:theory,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201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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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或报告人员
姓名

国内外大学 / 机构名称 讲学或报告名称
讲学或报告

时间

刘   敏 校庆校级报告
变化的自然地理学性质：城市自然地理学理论、实

践和发展
2016.10.16

刘延安
2016 地理夏令营 - 地理大数据与城市发

展
卫星高光谱红外资料在灾害性天气预报中的应用 2016.7.8

刘延安 2016 年地理科学学院院系级校庆报告
高光谱红外辐射资料同化在台风数值预报中的应

用
2016.10.26

刘延安 2016 年上海气象科技联合中心联席会议 气象卫星遥感大数据同化及应用 2016.12.12

吕红华 2016 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No late Quaternarydeformation across the 
Tuostai anticline of the proximal fold-and-thrust 
zonein the northern Chinese Tian Shan foreland. 

专题特邀报告。

2016.10.14-
18

吕红华
The 33rd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

Domination ofclimatic over  tectonic controlling 
on river incision across the Tuostaianticline in the 

northern Chinese Tian Shan foreland. Poster.

2016.8.21-
8.25

吕红华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北京） 天山北麓晚新生代构造变形：问题与思考 2016.1.13

孙   勋 武汉大学第三届国际交叉学科论坛
气候对于极端气象水文事件的影响，建模、预测与

应用
2016.2.23

孙   勋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青年地理学者论坛
气候大数据的建模与应用：厄尔尼诺对全球极端降

水的影响
2016.4.10

孙   勋 河海大学商学院 气候与生活：全美夏季居民用电需求量的分析 2016.4.14

孙   勋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校庆系列学术

报告
气候对欧洲洋山芋产量的影响 2016.10.19

塔   娜 第十二届空间行为与规划研究会 时空制约对活动空间的影响 2016.11

塔   娜 第十届规划信息化会议 城市体征监测与安全生活圈规划 2016.6

唐   曦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 地理信息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学术沙龙
数据与概念耦合的专题地图信息设计 2016.12.14

孙斐然、唐曦、
黄余明

第八届全国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学术大会

基于时态视角的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生命史 2016.11.27

宋歌、唐曦、
孙斐然、朱峰

第八届全国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学术大会

从校园物理空间到全方位形象塑造——信息设计
理念驱动的大学地图集设计

2016.11.27

王军 *, Yi S.,
 Li M., Song C.

Shanghai Forum on Climate Change and 
Cities, Shanghai, P.R. China

Quantifying the influence of sea level rise, land 
subsidence and estuarine topography change 
on storm flooding: A scenario-based study in a 

coastal mega-city

2016.8.19
-20



2016 年度报告
2016ANNUAL REPORT

64

讲学或报告人员
姓名

国内外大学 / 机构名称 讲学或报告名称
讲学或报告

时间

Li M., Huang Q., 
Yin J., 王军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rtographic 
Visual izat ion of  Big Data for Ear ly 
Warning and Disaster/Crisis Management 
(EW&CM): Methodology,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Nanjing, China

An Approach to Simulating the Impacts of Pluvial 
Flooding on Urban Traffic in a Local Network

2016.10.26-
29

Huang Q., 王 军
*, Dong J., Li 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rtographic 
Visual izat ion of  Big Data for Ear ly 
Warning and Disaster/Crisis Management 
(EW&CM): Methodology,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Nanjing, China

Modelling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on urban 
rainstorm waterlogging: A scenario-based case 

study in Shanghai, China

2016.10.26-
29

王   薇 中国科学院高等研究所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biophysical 
compositions using multi-temporal Landsat 

images

2016.10.26

王   薇
Congress of the Society for Urban 

Ecolog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impervious surface 

fraction: a nonlinearity analysis
2016.7.9

夏海斌 IGC2016
Geographical endowment and agriculture in 

China
2016.8

夏海斌 2016 年中国人文地理学联合学术年会 胡焕庸线的气候背景与稳定性 2016.9

徐建华 全国地球科学课程论坛
大会报告：资源共享课转型升级为 MOOC 的若干

问题 - 以《计量地理学》为例
2016.12.3

徐建华 第 5 届全国计量地理学与 GIS 会议 大会报告：MOOC《计量地理学》的建设与应用 2016.07.16

杨   毅 第三届青年地学论坛
城市道路地表灰尘中的纳米颗粒物：分布，鉴别及

其环境意义
2016.9.16-

18

杨   毅
焕庸地理大讲堂自然地理与环境地理学术

论坛
纳米颗粒物的迁移转化过程及其环境意义 2016.12.11

叶   超 丽娃大讲堂 中国城乡关系的文化地理特质 2016.10

叶   超 城市与文明多样性学术研讨会 大学布告栏的空间生产 2016.7

叶   超 中国人文地理年会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路径 2016.11

尹国宇 第四届全国沉积物环境与污染控制研讨会 抗生素对河口盐沼氮素反硝化作用的影响 2016.11

余柏蒗
2016 年中国地理信息科学理论与方法学术

年会
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在研究城市问题中的应用 2016.9.24

余柏蒗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16 年学术年会
基于 GIS 和遥感的城市三维形态量化及其资源与

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2016.10.16

余柏蒗 华东师范大学焕庸地理大讲堂 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在研究城市问题中的应用 201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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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或报告人员
姓名

国内外大学 / 机构名称 讲学或报告名称
讲学或报告

时间

余柏蒗
第八届全国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学术大

会
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在研究城市问题中的应用 2016.11.26

余柏蒗 广州大学 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在研究城市问题中的应用 2016.12.9

余柏蒗 中山大学 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在研究城市问题中的应用 2016.12.10

余柏蒗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在研究城市问题中的应用 2016.12.16

余柏蒗 武汉大学 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在研究城市问题中的应用 2016.12.16

张   琦
“2016 两岸学者论坛 - 环境保护教育的

推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台北市）
国内外气候变化教育比较研究 2016.10.20

郑祥民 《第四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地球系统科学与人才培养 2016.7.4-6

郑祥民 高校地球科学课程教学系列报告会 全国高校地理学联合实习平台建设 2016.12.3-4

郑艳玲
第三届中美湿地科学研讨会暨第二届海岸

带湿地高峰论坛
Tidal pumping facilitates anaerobic ammonium 

oxidation (anammox) in intertidal marshes
2016.9.17

郑艳玲 华东师范大学 校庆报告 长江口潮滩湿地厌氧氨氧化菌群动态及活性研究 2016.10.19

毕春娟 第 33 届国际地理大会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s of Heavy 
Metals in Leafy Vegetable-Soil System in Typical 

Industrial Areas of Suburban Shanghai, China
2016.8.24

贾瑨璞、毕春娟 第 33 届国际地理大会

Sources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in road dusts and 
vegetable field soils from typical industry areas 

of shanghai, China

2016.8.24

陈   亮 IGC2016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ground surfaces on the 
thermal radiant environment and human thermal 
comfort: comparisons between monitoring results 

and different model simulations

2016.8

陈睿山 德里大学 Disaster Management in Shanghai
2016.3.23-

25

陈睿山 法国兰斯大学
urban health: perspective from coupled human 

and environment systems 
2016.7.2-15

戴雪荣
南京大学：海峡两岸 2016 年地貌与第四

纪环境演变教育研讨会
中国东部四明山夷平面及古风化壳 2016.06.25

李   响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vanced 
Geospat ial  Technology and Urban 
Application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 scheduling algorithm for making an evacuation 
plan

201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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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或报告人员
姓名

国内外大学 / 机构名称 讲学或报告名称
讲学或报告

时间

刘   敏 哥伦比亚大学
Comprehensiv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Urban Safety System
2016.1.12

刘欣然
The 33rd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and Heavy 
Metals: Pollution, Ecological Risk and Impact on 

Microbial Community in Yangtze River Estuary
2016.08.23

刘欣然
The 11th China-Japan-Korea Joint 

Conference on Geography

Pollution pattern of PAHs and heavy metals and 
correlated microbial diversity in Yangtze River 

Estuary
2016.09.12

师育新
35TH 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

（35 届国际地质大会）

Surface Sediment Grain Siz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Response to the Hydrodynamic Conditions 

of Qiantang River Estuary, China
2016.9.1

孙   勋 EGU General Assembly 2016 Climate risks on potato yield in Europe
2016.4.17-

22

孙   勋
Shanghai forum on Climate change and 

cities
Climate big data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

2016.8.19-
20

孙   勋   AGU Fall Meeting 2016
Spatio-temporal variat ion of the extreme 

precipitation in California
2016.12.12-

16

塔   娜
The 11th Japan-Korea-China Joint 

Conference on Geography

Built environment, Peak Hours and Route Choice 
Efficiency: An Investigation of Commuting 

Efficiency using GPS Data
2016.9

塔   娜
2nd International Time-Geography Days 

Conference
Built environment, non-work activity participation 

and travel: A case study of suburban Beijing
2016.9

塔   娜
The 33rd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
Household Strategy, Gender and Activity pattern: 

Evidence from Beijing, China.
2016.8

塔   娜
The 33rd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
Built environment, non-work activity participation 

and travel: A case study of suburban Beijing
2016.8

塔   娜
The 10th IACP Conference: Government 

and Planning in Transitional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ilt environment and 
non-work activity participation: Does space-

time constraints matter?
2016.6

王东启 第十届国际湿地大会
Carbon storage and the change in the intertidal 
wetland developing and land using at Yangtze 

estuary
2016.9

王 军 *, Yi S., Li 
M., Song C.

33 r d  I n t e r na t i ona l  G eog r ap h ica l 
Congress, Beijing

Quantifying the influences of sea level rise, land 
subsidence and estuarine topography change 

on storm flooding in a coastal mega-city

2016.8.21-
25

Li M., Huang Q., 
Yin J., 王军 *

33 r d  I n t e r na t i ona l  G eog r ap h ica l 
Congress, Beijing, China

An Approach to Simulating the Impacts of Pluvial 
Flooding on Urban Traffic in a Local Network

2016.8.21-
25

Huang Q., 王 军
*, Dong J., Li M.

33 r d  I n t e r na t i ona l  G eog r ap h ica l 
Congress, Beijing

Modelling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on urban 
rainstorm waterlogging: A scenario-based case 

study in Shanghai, China

2016.8.21-
25

Li C., 王军 *, Hu 
R., Yin S., Bao Y., 

Li Y.

33 r d  I n t e r na t i ona l  G eog r ap h ica l 
Congress, Beijing

ICESat/GLAS derived elevation change of Hulun 
Lake in Arid Area of China (2003-2009)

2016.8.21-
25



67交流合作
Academic Exchanges & Cooperations  

讲学或报告人员
姓名

国内外大学 / 机构名称 讲学或报告名称
讲学或报告

时间

Li C., 王军 *, Liu 
M., Hu R., Yin S., 

Bao Y., Li Y.

 2016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Scenario-based hazard analysis of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 experienced during 1959-2014,

2016.3.29-
4.2

项   熙 33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
Learning spatial thinking with web-based 
geospatial technology: Who are more positively 

affected?
2016.8

项熙 ,
 Duan Yushan

American Geographers Annual Meeting 
2016

Using web mapping tools to nurture spatial 
literate student teachers: Improving geography 
teacher quality for less developed regions in 

China

2016.4

项   熙
IGU-CGE Conference 2016 Special 

Symposium

Writing for Geography Teaching: An approach 
for geography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2016.8

杨   毅
3 3 r d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G e o g r a p h i c a l 

Congress
Nanoparticles in road dust from impervious 

urban surfaces
2016.8.21-

25

姚申君 AAG Annual Meeting 2016 Spatial analysis of pickup points in Hong Kong 2016.3.30

叶   超
第二届世界现代化论坛暨第十四期中国现

代化研究论坛
现代化、态度与城乡关系：近中国和日本的比较 

2016.5.20-
22

叶   超 UCRN 2016 Conferenc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China
2016.6.28

尹国宇 国际地理学会（IGC-33）
Effects of Antibiotics on Nitrate Reduction and 
N2O Release in Estuarine and Coastal Sediments

2016.8

尹国宇
T h e  3 r d  C h i n a - U S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Workshop on Wetland Science & The 2nd 

Summit Forum on Coastal Wetlands

Effects of Antibiotics on Nitrate Reduction and 
N2O Release in Estuarine and Coastal Sediments

2016.9

余柏蒗 AAG Annual Meeting 2016
The mixture of Double Pareto Lognormal 
distributions for global anthropogenic nighttime 

light
2016

赵   卿 2016 Dragon3 Symposium
Retrieval of the Long Term Ground Settlement of 
Ocean Reclaimed Land in Shanghai with Multi-

Platform Time-series InSAR
2016.6

郑艳玲 国际地理学大会
Shifts in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activity of 
anaerobic ammonium oxidation bacteria along 

an estuarine salinity gradient
2016.8.23

周立旻 京都大学
The link mechanism between solar activity and 

earth climate
201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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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党建工作 Party Building

1. 学院选举产生第一届党委委员

据校党委批示，按照院党委委员选举工作方案，地理科学学院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举行了第一届党委委员选

举大会，147 名党员到会，选举产生段玉山、刘敏、王婷婷、乐群、李山为党委委员。党委委员全体会议选举段玉

山为书记，王婷婷为副书记。

2. 梯队化管理保证党员发展工作稳步进行

党建工作
 Party Building

69

地理科学学院第一届党委委员选举大会 院党委书记段玉山在第一届党委委员选举大会上做报告

本科生党支部“1+1+2+2”多层次结构管理模式

    截止 2016 年年底，本科生党支部党员 34 名，2014 级研究

生支部党员 45 名，2015 级研究生支部党员 42 名，2016 级研

究生支部党员36名，教工支部党员43名。退休党支部党员30名。

    优化支部管理制度，梯队化管理提供组织保障。如本科生

党支部领导班子创新采用“1+4”多层次结构模式，以 1 名本

科生辅导员作为党支部书记牵头党支部工作，带领 4 名来自不

同年纪的拔尖本科生党员组成党支部领导班子，并成立“支部

评选评价小组”，参与到发展对象的评选、支部成员表现评价

等工作中。2016 年学生党员发展创新采用党员答辩，院党委考

核的方式确定入党候选人。既选拔了优秀学生入党，也让全体

学生提高了志愿服务、综合全面发展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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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坚持“三严三实”深化“两学一做”

2016 年 11 月 17 日，校领导至我院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调研交流工作会议。院党委书记段玉山汇报了

学院“两个责任制”检查查摆问题整改情况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并对学习教育活动成果和不足进

行了总结分析。在注重传承，落实发展创新方面得到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的好评和肯定。学院各支部分别开展以“三

严三实”为专题的支部党员生活会暨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会，总结反思，互相学习，促进团结。

地理科学学院“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调研交流座谈会现场 院党委建立分类归档材料

校领导和我院党政领导出席“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调研交流座谈会

4. 以点带面推进特色党建工作

     院党委组织开展了以“支部创特色、党员当先锋”为主题的特色党支部创建活动。通过支部建设发展座谈会、

主题研讨与思想交流、基于理论学习的实践拓展活动、支部共建等多种方式打造基层党建品牌。2016 年校级党建

课题成果丰硕，1 项特色党建工作和 1 项创新组织生活实例顺利结题；新申报 1 项党建研究课题，已获批。

     学生党员教育创新采用“以点带面”的教育模式：固定节点的集中教育为“点”，日常党支部自我管理为“面”。

“点”、“面”结合，有利于教育的全程化、全员化、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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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党员“以点带面”的教育模式

   节点教育：

学年初“新生党员教育”

学年中“入党积极分子党校”

学年末“七一表彰大会”

   日常教育：

以支部组织生活为平台，系统地开展党员教育、党员培养活动；

以形势政策课为载体引领学生思想成长；

以主题班会巡展观摩为抓手加强班级凝聚力建设；

以特色团日活动为抓手激发基层团支部活力与战斗力；

以班级党建为抓手提升基层党组织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

学年中“入党积极分子党校” 学年末“七一表彰大会”

退休老党员闫海云、康淞万老师
为我院学生党员开展专题讲座

本科生党支部携史重游多伦路文化步行街

5. 切实帮助困难党员

     院党委关心重病、困难教职工，帮助大病教师报销，经常看望、安慰教师及家属。及时看望生育新生儿的教师，

为老师们送去温暖。2016 年度，累计为 12 名退休困难党员申请了学校近万元补助，已全部交至困难党员手中，帮

助困难党员解决一点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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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群副教授接受上海电视台采访解答专业气象问题

杨毅教授代表地学界参加“科技三会”

     2016 年 5 月 30 日，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毅教授代表地学界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科

技三会”。会后，杨毅教授向我院师生传达科技三会会议精神，国家领导人对于科研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给予科研工

作者们巨大的动力源泉。

杨毅教授代表地学界参加全国“科技三会”

院领导关心困难和重病教师 敬老节贺卡

6. 党员教师服务社会

     为新闻媒体提供专家智库

  2016 年 6 月 23 日下午江苏阜宁县突遭强冰雹及龙卷风双重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我院乐群副

教授紧急接受邀请，从上午 10 点到晚上 11 点参加了东方卫视 Knews 整点新闻滚动直播，同时还接受了上海电视

台新闻透视、新闻夜线、子午线的访谈直播节目，26 日晚又接受了上海电视台“七分之一”栏目的采访，为公众

解疑答惑，普及相关知识，反响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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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学生工作 Students work

1. 引领思想，陪伴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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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到位服务，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2. 精准奖助，公平公开

组织完成2015-2016学年各项奖助（本硕博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本科生国家助学金、社会奖学金、

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评选，完成2016年直升研究生工作。关心帮助生病和贫困学生，及时送去补助和关怀。

我院获评 2015-2016 学生资助工作先进集体。

         奖学金

奖学金名称 获奖名单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博士：吴宾、杜红玉

硕士：刘赛、胡晓婷、潘慧、王振、方琦、程吕

本科生国家奖学金 邱思静、杨溪、魏雪馨、金梦

国家励志奖学金
蒋俊帆、白冰、童苗、苏雅煌、姚红岩、陈爱、王席、高歌、仇新莲、于晓雨、金慧丽、

吴佩玲、郁思敏

上海市奖学金 黄泽洲

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学生特等奖学金 刘若琳、王小玉、杜云滔、郭蕾

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
周嘉源、梅琳、窦新宇、程浩然、王荩梓、王席、雷天扬、刘亦隽、储文超、王祎頔、

郁思敏

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秦艺帆、蒋俊帆、王怡、杨玮琳、蒋婷婷、杨言、于晓雨、吴佩玲、刘博涛、张静昭、

吴非、丁之盈、杨叶、张彦、陈爱钦、黄立洪、刘苇航、许悦蕾、于清越、黄诚政

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

江雨纷、周沙、许诗枫、赖文杰、何欣昱、韩贝妮、苏雅、宋嘉佳、任浙豪、周靖祎、
龚诗瑀、于听雷、高歌、钱伟康、杨崝源、严钰帆、仇新莲、范儒、王君悦、刘康遥、
刘梅林、温胜宇、戴洋、金慧丽、陈诗怡、江一帆、马瑞晗、赵宇、刘阳、周依婧、

袁茹玥、田皓文、沈琦、童苗、罗仁人、李钰、白冰、赵玉萍、魏昕怡、姚红岩

华东师范大学少数民族优秀学生奖学金 宋歌、向诗月

王云奖学金 刘梅林

朝华学子奖学金 阳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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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名称 获奖人员

华东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会干部 方琦、周枭潇、汪萌、许锐、黄月

华东师范大学“学生会优秀干部” 杨俊静、周玉莹

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学生干部 汪萌、何欣昱、张朔、邓依薇、赵继尧、吴豪、宋歌、周靖祎、刘博涛

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学生
周枭潇、王振、孙诚诚、王琳、杨博、杜云滔、邓顺强、王郭臣、易思、聂家琴、
张砚炳、张静昭、秦艺帆、周沙、赵玉萍、魏昕怡、邱思静、梅琳、张彦、

黄立洪、王小玉、于清越

地理科学学院优秀学生干部 孙斐然、任浙豪、朱春红、李晓薏、王世浩、刘紫玟

地理科学学院优秀学生
王贝贝、杜丹丹、胡晓婷、徐鹏飞、李璐晗、崔用祥、王文洁、禹雷、郝玉、
刘宁、周嘉源、王怡、童苗、白冰、杨溪、于听雷、范儒、刘亦隽、许悦、

窦新宇、程浩然、田皓文、吴佩玲

地理科学学院优秀学生党员 易思、李春兰、周玉莹、周维国、蒋俊帆、陈宇超、杨成术、白冰

地球科学学部党校优秀学员 周沙、任浙豪、宫赫

地理科学学院优秀党务工作者 邓依薇

华东师范大学“自强之星” 赵明月

社团活动“优秀秘书长” 严钰帆

华东师范大学军训先进个人 饶颖霞

华东师范大学社团联“个人之星” 沈濛漻

优秀助教 罗小杰、李芷珊

优秀学生导师 张朔、任浙豪

校团委优秀干事 陈宇超、刘康遥、赵宇

华师大社团 5 月个人之星 张昊天

地理科学学院优秀志愿者（研究生）
周枭潇、汪萌、邓顺强、邓依薇、梁鑫鑫、聂家琴、宋歌、周雅、崔用祥、

黄乐乐、李璐含

地理科学学院优秀志愿者（本科生）

张朔、宫赫、郑舜岚、任浙豪、杜云涛、刘博涛 、李嘉皓、沈琦、丁光宇、
权芷颖、窦新宇、李晓薏、饶颖霞、焦鹏龙、程浩然、明晓莹、彭亚、于清越、
刘梅林、郁思敏、田皓文、吴豪、仇新莲、刘紫玟、高歌、褚万年、邱思静、

赵继尧、王世浩、周玉莹、李妍

地理科学学院军训先进个人 金慧丽、李晓薏、程浩然、戴洋、刘博涛、张沛燊、雷天扬、李妍

第 31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志愿者 宫赫、钱伟康、刘康遥、陈诗怡、温晶、江一帆、丁光宇、刘博涛、周靖祎

哈哈少儿音乐节志愿者 魏雪馨

       优秀集体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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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名称 获奖人员

2016 两岸青年学生志愿服务研习营志工服
务志愿者

陈宇超

闵行区特殊人群帮扶项目志愿者 程浩然

【共创成长路】大哥哥大姐姐计划志愿者 张静昭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 GIS 应用技能大赛暨第
三届全国高校 GIS 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优秀

志愿者
马庆媛、田皓文、沈琦、刘博涛

全国高校 mini 马拉松—华东师范大学站志
愿者

刘梅林、温晶、江一帆、李晓薏

2016 年寒假社会实践优秀优秀志愿者 窦新宇、丁光宇

华东师范大学云友会爱心通信志愿者 权芷颖、刘康遥

上海市闵行区吴泾太阳花社区儿童服务中
心志愿者

权芷颖、何旭

全国高校 mini 马拉松—华东师范大学站优
秀志愿者

周靖祎

招生宣传志愿者活动优秀志愿者组长 杨俊静

招生宣传志愿者活动优秀志愿者 王席、马庆媛

3. 推进就业，高质高量

2016 届毕业生共 148 人，整体就业率 92.57%。其中，本科毕业生 67 人，硕士毕业生 74 人，博士毕业生 7 人，

就业率分别为 89.55%，94.59% 和 100%。

4. 立足学科，优良学风

地理科学学院研究生会、团学联依托学院，数次承办、协办学院大型学术活动。从开学迎来新生，为新生介绍

融入校园；焕庸地理大讲堂中聆听孙九林院士、沈焕庭教授等大师亲身经历，明确地理学习的关键在于实践；各类

学术报告吸引了众多同学的广泛参与，学术氛围浓厚，通过交流讨论拓宽了同学们的科研思路，使同学们受益匪浅。

创新学生科创训练，打造学院学生科创品牌 -- 水果论坛。

5. 投身竞赛，争先创优

2016 年获得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ESRI 杯全国 GIS 应用开发大赛制图组一等奖；

2016年全国GIS技能大赛一等奖、二等奖；第二届全国研究生移动终端应用设计创新大赛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

2016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全国移动互联创新大赛二等奖 3 项，第十八届华东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

赛三等奖；第十一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三等奖；第三届全国高校地理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二等奖；大夏杯一

等奖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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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名称 奖项级别 获奖人员

2016 年全国 GIS 技能大赛 一等奖 黄立洪、王小玉、魏雪馨、刘苇航

2016 年全国 GIS 技能大赛 二等奖 张昊天、任浙豪、邢逸潇、王席

全国移动互联创新大赛“基于移动设备的室内定位
于导航”项目高校组

二等奖
室内定位与导航：柴培汕

同心家园 - 社区互助系统：陈林、张砚炳、
石艳、朱延冰

第十一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 三等奖 陈一佳、姚瑶、张砚炳、郑正奇

201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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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艳、陈林、许园园、朱延冰

“华为杯”第十一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雷神
命题专项奖

三等奖 张砚炳

2016 年“维盛杯”第三届全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
术与创意设计大赛

优胜奖 石艳、张砚炳、薛蕊、许园园

2016Esri 杯中国大学生 GIS 软件开发竞赛 • 地理设
计组

优胜奖 吴万本

2016Esri 杯中国大学生 GIS 软件开发竞赛 • 制图组 一等奖 张昊天

2016Esri 杯中国大学生 GIS 软件开发竞赛 •web 与
移动开发组

优胜奖 邢逸潇

第三届全国高校地理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 二等奖 祝丹丹

2016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 校级 张景妤

第九届中国青年遥感辩论会——航天宏图杯比赛 纪念奖 梅琳、张彦

       专业比赛获奖

比赛名称 奖项名称 获奖作品    作者 指导老师

  华东师范大学“大夏杯”
课外学术作品竞赛

一等奖
新疆乌鲁木齐河山前晚更新世黄

土特征及其古气候意义
    阚文生、邱思静、

陈一凡
吕红华

  华东师范大学“大夏杯”
课外学术作品竞赛

二等奖
总理之问引发的思考——基于夜
灯光遥感数据的城市聚类算法及

其胡焕庸的定量划分
  金梦 余柏蒗

       大夏杯 / 挑战杯



77学生工作
Students work

奖项名称 奖项级别 获奖人员

“华为杯”第十三届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一等奖 孙凤云

“华为杯”第十三届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二等奖 阚增辉、王充

“华为杯”第十三届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三等奖 侯磊、姜婷、蒋轩、阚文生、唐敏、赵明月

“中关村青联杯”第十二届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
竞赛 

二等奖 阚煜、阚增辉、李芷珊

“中关村青联杯”第十二届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
竞赛

三等奖 姜婷、阚文生、马亮旭

第十八届“华东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 三等奖 金梦

上海市大学生体育联赛功夫扇 团体一等奖 周靖祎、周钰妮

上海图书馆 2016 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 二等奖 朱杰、唐敏、崔用祥

第一届“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 三等奖 薛蕊

海上风首届高校旗袍女生大赛 二等奖 杨博

上海市高校联盟杯足球赛 亚军 魏中佳

上海市阳光体育联赛游泳比赛 季军 杜云滔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年校级全日制“教育硕士讲课
比赛”

二等奖 祝丹丹

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届学术英语课堂展示大赛 三等奖 魏中佳

青年学者优秀论文奖 颜艳梅

2016 校运动会
200 米第三名
100 米第四名

刘宇凡

2016 级新生文艺汇演 歌舞类三等奖 潘邵敏

“我与学术英语课堂展示的故事”征文活动 最佳征文奖 章语之

2016 年阳光体育乒乓球类团体赛 闵行校区团体第二 部分 2015 级本科生（章语之、曾佳等）

学位证书设计创意征集活动 二等奖 魏雪馨

地理科学学院趣味运动会 团体第一
部分 2015 级研究生（牛蕊、易思、邓顺强、

祝丹丹、聂家琴等）

       其他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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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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科、城区联合团校开幕仪式

青年教师交流沙龙

立足学科  弘扬学术

2016 新生入学焕庸大讲堂 研会水果论坛

2016 届毕业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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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关怀
朋辈互助

保研经验交流分享会

校运会拔河比赛 2016 师生篮球赛

学导活动之默契大考验 师生携手，共绘丝绸之路

学导活动之荧光夜跑乐动师大，开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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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晚会——梦想大爆发

元旦晚会——团学联工作人员合影

院运动会

多才多艺
全面发展

摄影体验系列活动

研会秘书处素质拓展

2016 学生工作
Students work

元旦晚会——梦想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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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聚科学营，畅想未来

    2016 年暑假，学院先后举办了“地理大数据与城市发展”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华东师

范大学分营 -- 地球空间科学营。通过科学营使得学生亲身体验、实践的探究性学习中引发其对地球科学的兴趣，

在地球空间科学问题的自主探究过程中初步形成科学素养和科学探究精神。同时，学院通过主动出击、全面吸引优

秀高中生报考我院、优秀大学生直升或考研至我院深造。

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华东师范大学分营 -- 地球空间科学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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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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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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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学位委员会

主　任：余柏蒗

副主任：吴健平

　　　　王　军　　王婷婷　　过仲阳　　刘　敏　　李治洪　　杨　毅　　陈振楼　　周立旻　　郑祥民　　

　　　　段玉山　　徐建华　　高　炜　　蔡永立

3. 人才培养委员会

主　任：周立旻

副主任：郑祥民

　　　　王　军　　王婷婷　　乐　群　　吕红华　　朱良峰　　刘　敏　　李　山　　李　响　　束　炯 

　　　　吴健平　　余柏蒗　　周立旻　　郑祥民　　赵　卿　　段玉山　　徐建华　　唐　曦

4. 国际咨询委员会

Roberts Chen（哥伦比亚大学）

Alex Shebinin（哥伦比亚大学）

Cynthia Rosenzweig（哥伦比亚大学）

Haibo Liu（哥伦比亚大学）

Adam Sobel（哥伦比亚大学）

Beizhan Yan（哥伦比亚大学）

Eric Wood（普林斯顿大学）

Ming Lon（普林斯顿大学）

James Smith（普林斯顿大学）

William Solecki（纽约城市大学）

林晖（香港中文大学）

刘红星（辛辛那提大学）

王法辉（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邱方（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

孙来祥（马里兰大学）

隋殿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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