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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贺 

黄建平教授课题组荣获 201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201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气科学学院院长

黄建平教授带领的课题组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黄建平教授课题组以沙尘对我国西北干旱气候的影响机理作为研究重点，进行了近

十年的艰辛探索。为了获取第一手的数据资料，课题组除了对沙尘天气进行常规性的定

点观测，还数次深入腾格里沙漠边缘及甘肃民勤的荒漠地带进行移动式监测。  
该课题组的工作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气溶胶、云、降水、陆－气相互作用等长期连

续综合集成观测方面的空白；率先对我国不同类型沙尘天气进行区划，系统揭示了其时

空特征，形成机理和变化规律；揭示了东亚沙尘清晰的三维传输路径和垂直分布特征。

同时，研究发现了我国西北地区沙尘气溶胶影响干旱气候的直接、间接和半直接效应等

三种主要途径，明确提出了沙尘气溶胶半直接效应的干旱化作用，为合理改进干旱半干

旱区人工增雨作业催化技术，提高空中水资源开发利用效率，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

理论指导。  
此项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被《Nature Geoscience》和《Nature Reports 

Climate Change》选为研究亮点重点介绍，《Reviews of Geophysics》综述性文章也对研

究成果进行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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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由《大气科学进展》编辑部统计的 2008-2012 年在发表的 AAS 上文

章中，黄建平教授发表的论文引用率排名第一 

祝 贺 

2013 年 11 月，黄建平课题组成功研制多波

段拉曼-荧光激光雷达系统，用于雾霾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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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建设 

2013 年 9 月，重点实验室迁入新建观云楼，办公和科研用房达到 3500 平米、

观测场地 20 万平米 

2013 年，引进国内首台美国 Prosensing

公司云雷达，进行云微物理长期观测研

究 

2013 年，建成 IBM 高性能计算机集群

系统，极大提高学院气候模拟计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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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3 年是重点实验室科学研究工作突飞猛进发展的一年。在学校的正确领

导下，在各职能部门与兄弟实验室的支持与帮助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按照学校“十二五”

规划的总体部署和安排，以本科、研究生教育为主线，以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

设和科研工作为重点，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为保障，解放思想、团结一致、科

学发展，在党建、教育教学、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学生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新成

绩和突破性进展，为学科建设、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推动了学院各

项工作快速、健康、规范、稳定的发展。 

一、科学研究：本年度，经过全体成员的努力，科研经费突破两千万，超额

完成学校下达任务。截至 12 月 15 日，总计到账经费 2007.46 万元，其中纵向经

费 1337.21 万元，横向经费 670.25 万元，发表 SCI/EI 论文 30 余篇。本年度，黄

建平、王式功教授等的成果《沙尘对我国西北干旱气候影响机理的研究》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由大气物理研究所和 IAMAS 中国委员会主办的《大气科学

进展》编辑部统计的 2003-2012 年和 2008-2012 年在发表的 AAS 上文章中，黄

建平教授发表的论文引用率排名第一；管晓丹副教授的研究成果在 2013 年区域

气候国际会议上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获最佳科研成果展示奖。 

二、队伍建设：本年度，新增博士学位教学科研人员、实验技术人员各 1

人；新增教授 1 人，副教授 4 人。 

三、学科体系：继续加大对大气物理与大气环境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的建

设力度，不断凝练学科发展方向，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打造特色学科，培育学

科优势，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设任务和措施。 

四、学术交流：学术交流气氛日益浓厚。高度重视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引

进来，走出去。一方面积极承担有关学术会议，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会

议。5 月，承办了“半干旱地区气候变化及人类适应研讨会”；10 月，第 30 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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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气象学会年会在南京召开，学院多位教师参会，其中，王式功教授率其研究团

队承办了“气候环境变化与人体健康”分会场；举行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 2013 年度学术年会。同时，积极鼓励教师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与

国内外同行开展广泛的交流与联系。此外，还广泛邀请国内外气象领域的知名学

者为师生做学术报告 30 余场，为广大师生开阔了学术视野、营造了浓厚的学术

氛围。  

五、人才培养：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气象局——兰州大学合作协议”精神，

5 月，学院与青海省气象局签订局校合作协议，双方将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

协同创新、共同发展”为宗旨，就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业务科研、资源共享等

方面开展全面合作，以进一步提升气象人才培养水平和气象科技创新能力，促进

气象优秀人才和优秀成果的不断涌现，实现共同发展。 

六、实验室建设：高度重视科技平台建设，不断加强实验室建设和管理。本

年度，“兰州大学半干旱气候变化模拟预测与评估系统高性能计算中心”项目建

设的 IBM 高性能计算机集群系统顺利通过专家验收。这标志着“兰州大学半干

旱气候变化模拟预测与评估系统高性能计算中心”已初步建成。 

2013 年实验室将继续以服务国家需求为核心，以提升科研水平，促进队伍

建设，完善学科体系，增进学术交流，加强实验室建设为重点工作内容，促使各

项教学科研工作快速发展；打造一支团结协作、结构合理、创新能力强的高水平

教学科研队伍；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青年教师成长；推动高水平科研成果

产出，积极申请国家各类科研项目，申报国家、省部级奖励；提升优势学科，将

国家需求和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不断融合吸纳国内外先进高校的办学

理念和经验；探索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发展模式，推进我国半干旱气候研

究进入国际前沿行列。 

  

                   实验室主任：
 

  

                 二〇一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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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基本情况 

一、 实验室基本信息 

实验室中文名称：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大学） 

实验室英文名称：Key Laboratory of Semi-Arid Climate Change  

(Lanzhou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学科分类：地球科学 

研究类型：应用基础研究 

依托单位：兰州大学 

依托单位负责人：周绪红 校长 

实验室主任：黄建平 教授 

建设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二、 实验室简介  

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是目前国内外独具特色、专门研究半干

旱气候变化的科研机构；于 2008 年获教育部批准建设；2009 年 5 月通过教育部

建设论证；2011 年 5 月通过教育部验收，被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 

建设理念：因地制宜、发挥地域特色，开展干旱半干旱气候变化研究。 

建设内容：以半干旱气候和环境观测为研究基础，结合遥感资料反演和气象

资料同化，研究半干旱气候变化机理和模拟预测，进一步研究半干旱气候变化的

响应与适应对策，为国家相关的重大决策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建设目标：借助兰州大学地处半干旱区，具有地域特色和多学科办学的优势，

开展半干旱气候和环境观测实验、大气遥感和资料同化、气候模拟和预测、半干

旱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对策等方面的研究。旨在搭建一个有利于进行多学科交

叉研究半干旱气候变化的创新园地，并为我国科学家参与和主持大型国际气候研

究计划提供研究基地，推进我国半干旱气候研究进入国际前沿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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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人员：目前实验室有固定人员 60 人，包括教授 13 人，博士生导师 12

人，副教授 11 人，高级工程师 2 人，讲师和其他教学科研人员 30 余人。其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1 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 1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1 人，国务院学

科评议组成员 1 人，教育部大气科学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 1 人，教育部高校

青年教师奖获得者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 人，甘肃省领军人才 2 人，甘

肃省高校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2 人，甘肃省高校教学名师 2 人。获批教育部半干旱

气候变化研究创新团队、大气科学国家级教学团队。  

研究方向：  

（1）半干旱气候和环境观测实验研究 

（2）半干旱区大气遥感和资料同化 

（3）半干旱气候变化机理和模拟预测 

（4）半干旱气候变化的评估与适应对策 

研究机构设置： 

实验室        主任：黄建平 教授 

实验室  常务副主任：张  镭 教授 

实验室      副主任：张  武 教授  

观测平台                 主任：闭建荣 工程师 

地气相互作用研究中心     主任：左洪超 教授 

遥感与资料同化研究中心   主任：张述文 教授 

气候模拟与预测研究中心   主任：田文寿 教授 

气象灾害及应对研究中心   主任：王式功 教授 

环境质量评价研究中心     主任：潘峰 副教授   

气候变化评估研究中心     主任：王澄海 教授 

大气探测开放实验室       主任：吕达仁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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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    主任：符淙斌 院士 

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吕达仁 院士 

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张小曳 研究员  

 

实验室学术指导与专家决策小组 

组  长：黄建平 

副组长：张  镭 

成  员：潘峰、田文寿、王澄海、王式功、张述文、张武、左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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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验室成员名单 

1．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职务 专业 工作单位 

1 符淙斌 男 1939.10 院士 主  任 气候学 南京大学 

2 吕达仁 男 1940.01 院士 副主任 大气物理 中科院大气所 

3 张小曳 男 1963.06 研究员 副主任 大气物理 
中国气象科学

研究院 

4 巢纪平 男 1932.10 院士 委  员 气象学 国家海洋局 

5 黄荣辉 男 1942.08 院士 委  员 气象学 中科院大气所 

6 吴国雄 男 1943.03 院士 委  员 气象学 中科院大气所 

7 陈发虎 男 1962.12 教授 委  员 自然地理 兰州大学 

8 黄建平 男 1962.11 教授 委  员 气象学 兰州大学 

9 董文杰 男 1966.03 教授 委  员 气候学 北京师范大学 

10 王介民 男 1937.11 研究员 委  员 大气物理 中科院寒旱所 

11 吕世华 男 1957.06 研究员 委  员 气象学 中科院寒旱所 

12 张  强 男 1965.09 研究员 委  员 气象学 甘肃省气象局 

13 马柱国 男 1963.07 研究员 委  员 气象学 中科院大气所 

14 王式功 男 1955.02 教授 委  员 气象学 兰州大学 

15 张  镭 男 1960.05 教授 委  员
大气物理学

与大气环境
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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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室固定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职称 学位 专业 工作岗位 

1 丑纪范 男 1934.7 院士 学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2 黄建平 男 1962.11 教授 博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3 付  强 男 1963.1 教授 博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4 王式功 男 1955.2 教授 硕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5 张  镭 男 1960.5 教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6 张  武 男 1960.6 教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7 田文寿 男 1968.11 教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8 王澄海 男 1961.10 教授 博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9 左洪超 男 1964.10 教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10 张文煜 男 1964.7 教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11 张述文 男 1966.8 教授 博士 流体力学 教学科研 

12 邵爱梅 女 1976.9 教授 博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13 付培健 男 1955.10 教授 硕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14 陈  强 男 1969.9 副教授 博士 大气化学 教学科研 

15 杨德保 男 1952.7 副教授 学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16 潘  峰 男 1968.7 副教授 硕士 环境工程 教学科研 

17 奚晓霞 女 1960.11 副教授 学士 大气化学 教学科研 

18 隆  霄 男 1972.2 副教授 博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19 袁  铁 男 1975.1 副教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20 黄  倩 女 1970.12 副教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21 王  颖 女 1975.1 副教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22 王金艳 女 1977.6 副教授 博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23 刘玉芝 女 1979.9 副教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24 杨  毅 男 1980.9 副教授 博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25 王天河 男 1980.7 副教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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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马玉霞 女 1974.10 副教授 博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27 王  鑫 男 1980.3 副教授 博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28 仝纪龙 男 1977.8 副教授 硕士 环境科学 教学科研 

29 李  艳 女 1983.12 副教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30 葛觐铭 男 1982.12 副教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31 苏  婧 女 1983.6 副教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32 管晓丹 女 1983.2 副教授 博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33 马敏劲 男 1983.7 副教授 博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34 郭勇涛 男 1974.5 讲师 硕士 大气化学 教学科研 

35 李江萍 女 1977.8 副教授 硕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36 李哥青 女 1969.5 讲师 硕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37 陈  敏 男 1979.12 讲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38 季明霞 女 1982.10 讲师 博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39 曹贤洁 男 1982.8 讲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40 李积明 男 1984.8 讲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41 黄忠伟 男 1985.8 讲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42 陈  斌 男 1985.1 讲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43 王国印 男 1986.7 讲师 博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44 尚可政 男 1960.2 
高级工

程师 
博士 气象学 实验技术 

45 张卫东 女 1968.10 
高级工

程师 
学士 无线电物理 实验技术 

46 张北斗 男 1980.10 工程师 硕士 电路与系统 实验/管理

47 杨  宏 女 1981.9 工程师 硕士 环境科学 实验技术 

48 陈  艳 女 1982.1 工程师 硕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实验技术 

49 史晋森 男 1982.3 工程师 硕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实验技术 

50 闭建荣 男 1984.1 工程师 硕士 气象学 实验技术 

51 侯丽婷 女 1976.2 助研 学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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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本年度，经过全体成员的努力，科研经费突破两千万，超额完成学校下达任

务。截至 12 月 15 日，总计到账经费 2007.46 万元，其中纵向经费 1337.21 万元，

横向经费 670.25 万元，发表 SCI/EI 论文 30 余篇。本年度，黄建平、王式功教授

等的成果《沙尘对我国西北干旱气候影响机理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由大气物理研究所和 IAMAS 中国委员会主办的《大气科学进展》编辑部统计的

2003-2012 年和 2008-2012 年在发表的 AAS 上文章中，黄建平教授发表的论文引

用率排名第一；管晓丹副教授的研究成果在 2013 年区域气候国际会议上得到了

广泛的关注，并获最佳科研成果展示奖。 

一、 科研获奖  

2013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成果名称：沙尘对我国西北干旱气候影响机理的研究 

颁奖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完成单位：兰州大学、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完成人：黄建平、王式功、王天河、周自江、陈斌 

授予时间：2013 年 12 月 25 日  

2008-2012 年在发表的 AAS 上文章引用率 

成果名称：论文引用率排名第一 

主办单位：大气物理研究所和 IAMAS 中国委员会主办《大气科学进展》 

完成单位：兰州大学 

完成人：黄建平 

授予时间：2013 年 

2013 年最佳科研成果展示奖 

主办单位：2013 年区域气候国际会议 

完成单位：兰州大学 

完成人：管晓丹 

授予时间：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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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学获奖 

 2013 年，张文煜教授主持大气探测学获立项“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入选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张文煜教授获 2013 年度兰州大学本科教学管理工作先进个人； 

 2013 年，张文煜教授“扎根西部、协同创新，大气科学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获兰州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3 年，张文煜教授“扎根西部、协同创新，大气科学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获甘肃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3 年，张文煜教授指导学生获： 

2013 年世界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 

2013 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甘肃省特等奖 3 项、甘肃省一等奖 1

项；全国一等奖 1 项、全国二等奖 2 项。 

三、 科研项目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1. 半干旱气候变化创新引智基地 
      合同额：450 万元；执行时间：2013.01.01- 

负责人：黄建平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973 计划) 

1. 利用兰州大学半干旱环境监测站观测数据反演兰州地区和综合观测实验期

间的云参数 
    合同额：40 万元;  执行时间：2013.01.01- 

负责人：李积明 

2. 突发性强对流天气多源资料融合与同化理论兰大专题—1 
合同额：30 万元； 执行时间：2013.12.12- 
负责人：邵爱梅 

3. 突发性强对流天气多源资料融合与通化理论兰大专题-2 
合同额：30 万元； 执行时间：2013.12.12- 
负责人：张述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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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谷城市 PM2.5 污染的高分辨率数值模拟研究 
      合同额：25 万元；执行时间：2013.01.01-2015.12.31 
    负责人：王颖 

2. 兰州日间稳定边界层生消机制及其环境效应的数值模拟研究 
 合同额：26 万元;  执行时间：2013.01.01-2015.12.31 
负责人：马敏功 

3. 利用地基激光雷达研究沙尘-生物混合气溶胶的荧光光谱特征 
    合同额：26 万元； 执行时间：2013.01.01-2015.12.31 

负责人：黄忠伟 
   4. 欧亚冬季阻塞高压活动及其气候影响        

      合同额：25 万元；执行时间：2013.08.27- 
负责人：季明霞 

   5. 沙尘、黑碳和有机碳气溶胶吸收光学厚度的分离算法研究 
      合同额：27 万元；执行时间：2013.08.27- 

负责人：陈斌 
   6. 热带气旋内核区对流活动特征及其与迅速增强之间的关系 

      合同额：80 万元；执行时间：2013.08.15- 
负责人：袁铁 

   7. 大气化学与气候的相互作用以及平流层对流层物质交换 
      合同额：200 万元； 执行时间：2013.01.01- 

负责人：田文寿 
   8. 基于地/天基激光雷达资料边界层高度诊断、同化及应用 

      合同额：85 万元；  执行时间：2013.09.04- 
负责人：杨毅 

   9. 西北地区沙尘－云相互作用的地基云雷达和激光雷达观测研究  
   合同额：90 万元； 执行时间：2014.01-2017.12  
   负责人：王天河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1. 西北地区复杂地形下雷暴及短时强降水预报预警 
合同额：27 万元；   执行时间：2013.01.01- 
负责人：张武 

2. 数值模式变量物理分解法在中期-延伸期区域预报中的天气学释用 
合同额：15 万元；   执行时间：2013.01.01- 
负责人：丑纪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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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1. 气象环境与健康专题服务后补助协议 
合同额：40 万元；执行时间：2013.09.01- 
负责人：王式功 

 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 

1. 气候异常变化对不同气候区域传染病的影响研究 
合同额：1 万元；   执行时间：2013.07.20- 
负责人：马玉霞 

 干旱气象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1. 半干旱区边界层结构及其特征的数值模拟研究 
合同额：3 万元；   执行时间：2013.10.01- 
负责人：张文煜  
 

四、 发表论文 

1.  英文论文 

1. Zhang, D., J. Huang, X. Guan, B. Chen, and L. Zhang, 2013: Long-term 

trends of precipitable water and precipitation over the Tibetan Plateau 

derived from satellite and surface measurements,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Spectroscopy & Radiative Transfer, 122, 64-71. 

2. Wang W., J. Huang, T. Zhou, J. Bi, L. Lin, Y. Chen, Z. Huang, J. Su, 2013: 

Estimation of radiative effect of a heavy dust storm over northwest China 

using Fu-Liou model and ground measurements,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Spectroscopy & Radiative Transfer, 122, 114-126. 

3. Zhou T, J. P. Huang, Z. W. Huang, J. J. Liu, W. C. Wang, L. Lin, 2013: The 

depolarization-attenuated backscatter relationship for dust plumes, Optics 

Express,13(21): 15195-15204, doi: 10.1364/OE.21.015195. 

4. Bi, J., J. Huang, Q. Fu, J. Ge, J. Shi, T. Zhou, and W. Zhang, 2013: Field 

measurement of clear-sky solar irradiance in BadainJaran Desert of 

Northwestern China,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Spectroscopy & Radiative 

Transfer, 122, 19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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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Zhang R., D. Hegg, J. Huang, and Q. Fu, 2013: Source attribu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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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hen, S., J. Huang, C. Zhao, Y. Qian, R. Leung, and B. Yan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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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tmospheres, 118, doi:10.1002/jgrd.50122. 

8. Wang, X., S. Doherty, J. Huang, 2013: Black carbon and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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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 118, doi:10.1029/2012JD018291. 

9. Zhao, C., S. Chen, L. Leung, Y. Qian, J. Kok, R. Zaveri, and J. Huang, 2013: 

Uncertainty in modeling dust mass balance and radiative forcing from size 

parameterization,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13), 10733-10753, 

doi:10.5194/acp-13-10733-2013. 

10. Wang, J., L. Zhang, J. Huang, X. Cao, R. Liu, B. Zhou, H. Wang, Z. Huang, 

J. Bi, T. Zhou, B. Zhang, T. Wang, 2013: Macrophysical and optical 

properties of mid-latitude cirrus clouds over a semi-arid area observed by 

micro-pulse lidar,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Spectroscopy & Radiative Transfer, 

122, 3-12. 

11. Cao, X., Z. Wang, P. Tian, J. Wang, L. Zhang, X. Quan, 2013: Statistics of 

aerosol extinction coefficient profiles and optical depth using li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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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u D. W. Tian et al., 2013: Effects of Meridional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Changes on the Strat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Circulation, AAS,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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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stratosphere-troposphere exchange during the Meiyu 

season, JGR, 118, doi:10.1029/2012JD018124. 

14. Shu, J, W. Tian, D Hu, J Zhang, L Shang, 2013: Effects of the Quasi-biennial 

Oscillation and Stratospheric Semiannual Oscillation on Tracer Transport in 

the upper Stratosphere. JAS, Vol. 70, No. 5, 1370-1389. 

doi:10.1175/JAS-D-12-0531.  

15. Shang L., W. Tian, S. Dhomse, M. P. Chipperfiled, Y. Liu, W. Wang, 2013: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Solar Variations on Stratospheric Ozone and 

Temperature.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58, doi: 

10.1007/s11434-013-5822-2.  

16. M. J. Ma, 2013: Simulation on Wind Characteristics in Extremely High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 over Northwest China,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807-809: 106-112.  

17. Shao Aimei, Xiaobin Qiu, Chongjian Qiu and Daosheng Xu, 2013: A study 

on reducing update frequency of the forecast samples in the ensemble-based 

4DVar data assimilation method, Meteorologische Zeitschrift, 22(1), 35-48. 

18. Yang, Y., X. Chen, and Y. Qi, 2013: Classification of convective/stratiform 

echoes in radar reflectivity observations using a fuzzy logic algorithm, J. 

Geophys. Res. Atmos., 118, 1896–1905, doi:10.1002/jgrd.50214.  

19. Yang, L., Y. Yang, Y. Qi, X. Qiu, and Z. Gong, 2013: A Case Study of 

Radar-derived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Estimation,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doi: 10.4028/www.scientific.net/AMR.726-731.4541. 

20. Liu Y.*, G. Shi, and Y. Xie, 2013: Impact of dust aerosol on 

glacial-interglacial climate, Advances in Atmospheric Sciences, 30(6), 

1725-1731. 

21. Li, J., Yi, Y.H., Stamnes, K., Ding, X.D., Wang, T.H., Jin, H.C. and Wang, 

S.S., 2013: A new approach to retrieve cloud base height of marine boundary 

layer clouds [J]. Geophys. Res. Lett., 40(16), 4448-4453. 

22. Wang J., S. Wang, Y. Yang, et al, 2013: Application of four schem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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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Zhang, S. W.*, Y. H. Liu, and W. D. Zhang, 2013: Ensemble square root 

filter assimilation of near-surface soil moisture and reference-level 

observations into a coupled land surface-boundary layer model, Acta 

Meteorologia Sinica, 27(4), 541-555. (SCI) 

24. Wang, W., W. Tian, S. Dhomse, F. Xie, and J. Shu, 2013: Stratospheric 

ozone depletion from future nitrous oxide increases, Atmos. Chem. Phys. 

Discuss, 13, 29447-29481, doi:10.5194/acpd-13-29447-2013. 

25. Pei Li, Jinyuan Xin, Yuesi Wang, et al, 2013: Time-series analysis of 

mortality effects from airborne particulat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81 

(2013) 253-262.  

26. Min Jin Ma, 2013: Simulation on Chemistry Tracer Transport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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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 

doi:10.4028/www.scientific.net/AMM.361-363.999. 

27. Wenyu Zhang, Jujie Wanga, Jianzhou Wang, Zengbao Zhao, Meng Tian, 

2013: Short-term wind speed forecasting based on a hybrid model,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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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Jianrong Bia, Jianping Huanga, Qiang Fua, b,Jinming Gea, Jinsen Shia, Tian 

Zhoua, Wu Zhanga, 2013: Field measurement of clear-sky solar irradiance in 

Badain Jaran Desert of Northwestern China,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Spectroscopy and Radiative Transfer , doi.org/10.1016/j.jqsrt.2012.07.025. 

29. Dan Wua, b, Shigong Wangb, Junrong Xiaa, b, Xiaoyan Mengc, Kezheng 

Shangb, Yueyu Xieb, Ruibin Wang, 2013: The influence of dust event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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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Wanyuan Li, Shihua Lv, Zhibao Dong, Shigong Wang, 2013: The Spatial 

Variation in the Normal/Abnormal Precipitation over the Sina-Mongolia 

Arid/Semiarid Area and Its Decadal Transformation, Advanc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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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Yi Yang, Xin Chen andYoucun Qi, 2013: Classification of 

convective/stratiform echoes in radar reflectivity observations using a fuzzy 

logic algorithm,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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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Quan, X., H.-L.Huang, L. Zhang, E. Weisz, X. Cao, 2013: Sen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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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s of dust aerosol distributions over northern China,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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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文论文 

1. 黄建平, 季明霞, 刘玉芝, 张镭, 龚道溢, 2013: 干旱半干旱区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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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影响, 地球科学进展, 28(11), 1276-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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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结构的激光雷达遥感研究, 干旱气象, 31(2), 246-253. 

5. 程善俊, 管晓丹, 黄建平, 季明霞, 2013: 利用 GLDAS 资料分析黄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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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对二氧化碳通量的影响, 物理学报, 62(9), 528-539.  

7. 谢飞, 田文寿, 李建平, 张健恺, 商林, 2013: 未来甲烷排放增加对平流

层水汽和全球臭氧的影响, 气象学报, 71(3), 555-567.  

8. 黄倩, 王蓉, 田文寿, 左洪超, 张强, 2013: 风切变对边界层对流影响的

大涡模拟研究， 气象学报, 2014(1),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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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低空风切变观测分析和数值模拟[J], 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49(3), 354-360. 

10. 张莹, 马敏劲, 王式功, 等, 2013: 中国大陆九大名山风景区旅游气候舒

适度评价, 气象, 39(9), 122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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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学术组织任职 

 

姓名  组织机构名称  担任职务 

黄建平 

第五次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主要作者

（LA） 

国际气象学和大气科学协会（IAMAS)中国委员会  委员 

第七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  委员 

中国气象学会  常务理事 

中国气象学会大气物理委员会、大气成分委员会、干

旱气象学委员会 
副主任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编委 

《气象学报》  常务编委 

《地球科学进展》  编委 

《高原气象》  副主编 

《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副主编 

《大气科学学报》  编委 

田文寿 

中国气象学会数值预报专业委员会  委员 

中国气象学会热带与海洋气象学委员会  委员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全球能量与水循环试验

（WCRP/GEWEX)中国委员会 
委员 

《干旱气象》  编委 

 

王澄海 

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客座研究员 

甘肃省第五届工程决策咨询专家  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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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GG‐IACS中国委员会  委员 

中国气象局新疆沙漠气象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客座研究员

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  客座研究员

第一届全国气候与气候变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委员 

全国气候与气候变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风能太阳能气

候资源分技术委员会 
委员 

CNC‐CliC/IACS     委员 

中国气象学会动力气象委员会  委员 

中国气象学会统计预报委员会  委员 

中国气象学会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委员会  委员 

中国气象学会第 27届干旱气象委员会  委员 

甘肃省气象学会第十届气候与气候变化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WCRP_CN委员会  委员 

国际 GEWEX中国委员会  副秘书长 

《Sciences in Cold and Arid Regions》、《冰川冻土》、

《干旱气象》 
编委 

王式功 

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球科学教学指导委

员会大气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委员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委员 

中国气象局兰州区域气象中心  委员 

教育部大气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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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学会医学气象学委员会  主任委员 

《高原气象》  常务编委 

甘肃省科技咨询业协会 CDM项目咨询专家委员会  主要成员 

《干旱气象》  副主编 

中国环境学会大气环境分会  常务理事 

CNC‐IGBP‐GAIM工作委员会  委员 

教育部大气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 

甘肃省气象学会  副理事长 

《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编委 

《中国沙漠》  编委 

张镭 

中国气象学会大气物理委员会  委员 

中国气象学会第二十五届大气物理与人工影响天气委

员会 
委员 

气象教育与培训委员会委员  委员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大气环境分会  常委 

甘肃安全生产专家组  成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学科评议组大气科学评议组  成员 

教育部科技奖评审组  专家 

甘肃省学位委员会  委员 

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委员 

《干旱气象》  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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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气象》  编委 

中国气象学会气象教育与培训委员会  委员 

中国气象学会干旱气象委员会  委员 

甘肃省气象学会  常务理事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边界层物理与大气化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 
客座研究员

《Journal of Geosciences of China》大气学科编委会  委员 

张文煜 

中国气象学会大气探测与仪器委员会  委员 

甘肃省气象学会雷电防护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空气动力学会风工程和工业空气动力学专业委员

会 
委员 

左洪超 
中国气象学会动力委员会  分组主任 

甘肃气象学会航空宇航天气象学会委员  委员 

张武 

26届中国气象学会统计气象学委员会  委员 

全国气象仪器与观测方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委员 

10届甘肃省气象学会人工影响天气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陈强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技术专家 

中国质量认证公司甘肃分公司  技术专家 

兰州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技术咨询专

家 

潘峰 

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常聘专家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影响评价第四届专业委员会  委员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环境影响评价分会  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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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动态》  编辑 

兰州市环境科学学会  副理事长 

甘肃省环保局环境影响报告书评估专家组  入库专家 

兰州大学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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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一、 队伍建设 

培养与引进并举，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的质量是实验室建设和

发展的根本，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发展的保证. 实验室高度重视学科带头

人、教学科研领军人物及青年教师的引进与培养, 同时积极加强对外的交流与合

作，在师资队伍规划与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本年度，实验室加大对高层次人才的支持力度，一方面支持现有的学术带头

人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不断加大引进高水平人才的工作力度。2013 年度，新增

博士学位教学科研人员、实验技术人员各 1 人；新增教授 1 人，副教授 4 人。  

二、 学科建设 

2013 年度以特色发展为目标，继续加强学科建设。本年度实验室继续以学科

建设为龙头，在“特色学科”、“内涵发展”上下功夫。目前，学科建设的架构已

经基本形成，同时实验室注重学科交叉、专业交叉，形成了自己学科发展的特色：

重点研究西北地区干旱半干旱气候的形成、变化、影响及对策等，为该地区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教学科研团队得到加强，师资队伍结构得到

进一步优化。 

本年度，把教师的培养和教学团队建设工作作为师资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工

作来抓，统一规划，统筹安排。一方面，积极组织有经验的老教师带领中青年教

师开展教学改革研究，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大气科学专业国家级教学团队的建设，

充分发挥其辐射和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坚持教学科研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积

极创造条件，推动科研团队建设。  

三、 人才培养 

继续深入实施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大力加强教学改革与建设，全

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本科教学的良好运行是顺利开展其他各项工作和保障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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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在认真学习、把握本科生培养相关政策与制度的基础上，积极调整专业

结构，落实各项质量工程项目，全面推进本科教学质量的提高。突出科研在研究

生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积极采取措施鼓励、督促学生结合导师科研项目开展论文

研究工作，鼓励把论文做到科研项目里，让研究生成为科研创新群体的一部分，

从而大大提高了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本年度，在全国首届“共享杯”大学生科技

资源共享与服务创新实践竞赛中，我院研究生的论文作品获二等奖 1 项，优秀奖

4 项，王式功教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这充分表明我院研究生培养能力和研究生

创新能力及学术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大力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的

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本年度，不断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按照学校博导、硕导选

聘管理办法，优先把符合条件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增补到导师队伍中来，突出科研

项目在导师选聘中的作用。通过新晋升的导师与有经验的导师合作指导研究生等

措施，从而在导师队伍扩充的同时，保证导师的研究生指导水平。本年度，新增

硕士研究生导师 6 人。 

营造浓厚学术氛围，促进研究生学术水平不断提高。本年度，与中国科学院

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甘肃省气象局干旱气象研究所联合举办了研究生学

术年会，来自三个单位的 17 名研究生分别就自己参与的前沿科学研究作了学术

报告。  

2011 年研究生培养情况 

专业 
博士 硕士   

招生 毕业 在校 招生 毕业 在校 

气象学 10 19 33 27 10 86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10 4 32 24 11 64

应用气象学   1 5 8 8 21

干旱气象与灾害           2

合计 20 24 70 59 29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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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气氛日益浓厚。高度重视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一方面积极承担有

关学术会议，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承办了 2013 年度半干旱气候

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年会、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全球典型干旱半

干旱地区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中期总结会等会议。同时，积极鼓励教师参加国际、

国内学术会议，与国内外同行开展广泛的交流与联系。此外，广泛邀请国内外气

象领域的知名学者为师生做学术报告，为广大师生的科研工作营造了浓厚的学术

氛围。 

一、 邀请学术报告 

1. 题  目：气候变化的影响与适应—欧盟 ADAM 项目内蒙古案例 

主讲人：戴新刚研究员 

时  间：2013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15:00 

地  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10 室 

2. 题  目：“Comprehensive Strategies for Controlling PM2.5 Pollution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Part I—Science & Engineering,” Part II—Policy and 

Management.”  

主讲人：梁英振博士 

时  间：2013 年 4 月 11 日（星期四）9:00~12:00 

地  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10 室 

3. （一）题目： Comparative ecophysiology and rates of water-use of 

groundwater dependent ecosystems 

主讲人：  Derek Eamus  教授 

（二）题目：C and water fluxes of a semi-arid woodland in central Australia 

主讲人：  Derek Eamus  教授 

（三）题目：气候变化对植被影响的生理生态学基础与陆-气交互作用的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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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  于强  教授 

时间：2013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4. （一）题目：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in 

Western China 

主讲人：  宋增明  博士 

（二）题目：Adaptation strategy to climate change: some cases from Gansu 

报告人：  王耀林  高级工程师 

（三）题目：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system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Loess Plateau of China 

主讲人：  熊友才  教授 

（四）题目：Climate change in semi-arid area 

主讲人：  黄建平  教授 

时间：2013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 08:3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5. （一）题目：2013 年元月京津冀大气重霾污染形成机制及控制策略思考 

主讲人：王跃思  研究员 

（二）题目：北京夏季灰霾天臭氧与细颗粒物近地层垂直分布 

主讲人：孙扬  副研究员 

（三）题目：中国区域大气分光联网观测与研究进展 

主讲人：辛金元  副研究员 

时间：2013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9: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6. 题目：关于区域气候和全球变化的一些研究进展 

主讲人：张虎强 博士 

时间：2013 年 7 月 4 日 16:00 

地点：齐云楼 312 

7. （一）题目：Climate Change and Climate Feedbacks: The Russian Boreal 

Forest as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Planetary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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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Professor Herman Henry Shugart JR 

时间：2013 年 7 月 26 日 9：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10 室 

（二）题目：On the Modeling of Forest Ecosystems: Modeling Methods, 

Applications and Theory 

主讲人：Professor Herman Henry Shugart JR 

时间：2013 年 7 月 27 日 9：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10 室 

8. 题目：ENSO 经向尺度动力学 

主讲人：张文君 

时间：2013 年 8 月 9 日  下午 15：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10 室 

9. 题   目：  Single particle Analysis of KOSA particle and Climatic an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主讲人：岩坂泰信教授 

时  间：2013 年 9 月 9 日（星期一）上午 09:00 

地  点：盘旋路校区观云楼 20 层大气科学学术报告厅（2009 房间）  

10. （一）题目：Popul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 challenges to mitigation (1) 

主讲人：Leiwen Jiang 

时间：2013 年 9 月 11 日 10:30 

地点：盘旋路校区观云楼 20 楼报告厅 

（二）题目：Popul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 challenges to adaptation (2) 

主讲人：Leiwen Jiang 

时间：2013 年 9 月 12 日 9:30 

地点：盘旋路校区观云楼 20 楼报告厅 

（三）题目：A new generation of socioeconomic scenarios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 The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主讲人：Leiwen Jiang 

时间：2013 年 9 月 17 日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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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盘旋路校区观云楼 20 楼报告厅 

11. 题目：Climate and permafrost 

主讲人：Stuart Arthur Harris 教授 

时间：2013 年 9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16:00 

地点：兰州大学观云楼 2009 学术报告厅 

12. 题  目：强对流天气系统的雷电特征及雷电资料同化 

主讲人：郄秀书研究员 

时  间：2013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14:30 

地  点：盘旋路校区观云楼 2009 室 

13. 题   目 ： Meteorological and chemical phenomena in the nocturnal 

boundary  layer in Oklahoma 

主讲人：胡小明 博士 

时  间：2012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四）14:30 

地  点：盘旋路校区观云楼 2009 室 

14. 题  目：我国微波辐射计技术的最新进展 

主讲人：卢建平副总工程师 

时  间：2013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二）9:00 

地  点：盘旋路校区观云楼 2009 报告厅 

15. 题  目：Grapes 准均匀网格计算技术和动力框架发展 

主讲人：彭新东 研究员 

时  间：2013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五）10:30 

地  点：盘旋路校区观云楼 511 室 

16. 题   目： Ice core geochemistry: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 atmospheric 

chemistry-climate interaction 

主讲人：耿雷博士 

时  间：2013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三）15:00 

地  点：盘旋路校区观云楼 200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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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办会议 

2013 年度承办相关会议情况  

(1) 2013 年度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年会 

为发挥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基地和窗口作用”,根据重点实

验室“联合、竞争、开放、交流”的精神，重点实验室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31

日在兰州大学举办“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SACOL）2013 年度学

术年会”。 

 本届年会邀请到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付强博士、中国气象局封国林

研究员及重点实验室学术骨干 7 人、优秀青年教师 20 余人，在两天的学术交流

中，对全球干旱区趋势、干旱半干旱区典型极端天气事件形成机理研究、气候变

化的健康效应及专题服务、动力与统计相结合的短期气候预测方法与进展、干旱

区人类活动对地气相互作用影响研究、数据同化研究进展、多普勒雷达、我国北

方地区冬季季节性积雪中黑碳含量的观测研究、敦煌地区气溶胶的单次散射反照

率及辐射强迫研究、激光雷达探测生物气溶胶的新技术及其目前存在的问题、全

球典型干旱半干旱区的云类型分布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进行了气候

变化与短期气候预测报告专场。 

(2)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全球典型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中期总结会在北京召开 

7 月 24 日，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全球典型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变化

及其影响”项目中期总结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项目中期总结评议专家有：

中国科学院丑纪范院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王苏民研究员，中国

科学院寒旱所丁永健研究员、吕世华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马柱国

研究员，北京大学胡永云教授，甘肃省气象局张强研究员。科技部基础司傅小锋

处长、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徐洪副处长及我校科技处副处长王志成出席会

议，项目骨干成员及主要研究人员参加了总结会。会议由项目首席科学家、我校

黄建平教授主持。 

此次会议旨在检查项目启动两年以来的实施情况，汇报研究工作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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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方案，部署下一步工作计划。开幕式上，黄建平对参加本

次会议的专家和领导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傅小锋介绍了重大项目中

期总结的有关政策，并希望项目和课题承担人员聚焦国家重大科学需求，凝练研

究方向，以解决重要的科学和技术问题，不断取得创新性科研成果，圆满完成研

究任务。 

总结会上，各课题负责人对课题前两年任务完成情况和取得的突出进展进行

了汇报，专家在听取各课题负责人汇报、审阅课题中期总结报告的基础上，结合

项目任务书，对课题工作状态和研究前景进行了讨论评议，从研究工作的创新性

及计划任务完成情况、课题设置的必要性及对项目总体目标的贡献、研究方案的

可行性及预期取得突破的前景等方面，进行了评估。 

专家们充分肯定了项目及课题的研究进展和取得的突出成果，同时也指出了

各课题研究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就项目后三年的研究重点提出了诸多建议。专

家们一致认为，各课题紧密围绕项目的总体目标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为后三

年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各课题后三年的研究计划可行，研究目

标明确，具有良好的研究前景。 

此前，黄建平还主持召开了课题组分组讨论会，与会的课题负责人和学术骨

干在充分讨论意见交流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练了项目中期报告的突出进展和项目

中期汇报的提纲，并对前两年的项目任务执行情况进行了总结，使项目在后三年

的研究中能突出重点，集中优势力量，实现预期目标。 

(3) 研究生联合学术年会 

12 月 12 日，大气科学学院研究生联合学术年会在观云楼 2009 学术报告厅举

行。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田文寿、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大气室

主任文军担任专家评委并作学术报告。 

本次会议作为兰州大学第六届研究生学术年会大气学院分会场的系列学术

活动之一，由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甘肃省气象局干旱气象研究所联合举办。来自三个单位的 17 名研究生分别就自

己参与的前沿科学研究作了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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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寿在总结中指出：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本次年会本着发展、融合、

交流、提升的宗旨，旨在通过学术交流，达到发现自身不足、激发思维灵感、提

升研究生学术水平的目的。 

大气科学学院 60 余名研究生参加了会议，并对每位研究生的学术报告进行

打分。会议最终对得分较高的 6 位同学进行了表彰。 

(4)  “半干旱地区气候变化及人类适应”研讨会 

5 月 22 日至 23 日，“半干旱地区气候变化及人类适应”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本次研讨会由我校大气科学学院主办。 

前来参加研讨会的主要成员有悉尼科技大学的 Derek Eamus 教授、Alfredo 

Huete 教授，澳大利亚科工组织张橹博士，美国 Rutgers 大学徐明博士及该校学

生代表团，中国-全球环境基金（PRC-GEF）专家宋增明博士，甘肃省治沙研究

所高级工程师王耀林以及新疆生地所李龙辉研究员等，大气科学学院部分青年教

师、学生出席了研讨会。 

研讨会由大气科学学院院长黄建平教授主持。黄建平首先对来访的专家学者

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并对兰州大学的建校历史、校园风光、国际交流，大气科学

学院的学科建设、科研团队、SACOL 观测站及干旱半干旱重点实验室等情况，

逐一作了介绍。此外，黄建平教授在题为“全球半干旱区气候变化”的报告中，与

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思考。 

部分专家和我校生命科学学院熊友才教授在研讨会上作了精彩的主题学术

报告。在每轮报告结束后的互动环节中，美国 Rutgers 大学学生代表团成员与大

气科学学院学生纷纷举手提问，报告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对进一步活跃学术氛围，促进学术交流，开拓

教学科研思维，激发科学研究兴趣等方面，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5) 参加第 30 届中国气象学年会并承办“气候环境变化与人体健康”分会场 

10 月 23-26 日，第 30 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在南京召开。我校大气学院王式

功教授率其研究团队参会，并承办了“气候环境变化与人体健康”分会场。这是本

团队继 2009 年第一次创办此分会场以来连续第五次承办。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创

新驱动发展，提高气象灾害防御能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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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河等来自全国的 1200 余名气象科技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本届年会共设 18 个分会场和 1 个专题报告会，涵盖了气象综合探测技术，

短期气候预测，公众和专业气象预报服务，灾害天气监测分析与预报，应对气候

变化防灾减灾，气候环境变化与人体健康等多个层面，各会场紧扣本届会议主题，

各具特色。大气学院作为年会相关分会场的承办单位，王式功教授以中国气象学

会医学气象学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主持了“气候环境变化与人体健康”分会场

的开、闭幕式，引来了众多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成为本届年会最活跃的分会场

之一。 

上海市气象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主任谈建国研究员、甘肃省气象局局长张书余

研究员、以及北京 301 医院急诊科主任代表做了特邀报告，总结了国内外健康气

象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指出该领域未来发展方向是开展气象对疾病影响的机理

研究以及疾病的预测、预警研究。王式功教授引进“黄金分割律”，首次提出了最

佳舒适度的概念，构建了一种新的人体舒适度计算方法，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

兴趣，并介绍了我国第一个“气象环境与健康专题服务平台”的建设情况。之后，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20 名气象研究工作者分别报告了他们的相关研究。 

此分会场的承办，展示了我校在气候环境变化与人体健康领域的实力和领先

地位，介绍了团队最新的研究成果，为推动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 

三、 参加会议 

1. 2013年 1月 4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中国气象局举办的“IPCC AR5 第

一工作组报告中国作者会”预备会议。 

2. 2013 年 1 月 13-19 日，黄建平教授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参加 IPCC 第五次评

估报告第四次主要作者会议。 

3. 3.2013 年 1 月 21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中科院大气所 APSOS 项目

2012 年度总结会。 

4. 2013 年 1 月 22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中国气象局举办的“IPCC AR5

第一工作组报告中国作者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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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3 年 1 月 28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中国气象学会第二十七届理事

会常务理事会第七次会议。 

6. 2013 年 3 月 10 日-12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地球科学领域“重点项目

结题验收及中期评估会议”。 

7. 2013 年 3 月 30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大气物理研究所参加中国科学院东

亚区域气候-环境重点实验室 2012 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 

8. 2013 年 4 月 1-2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双清论坛。 

9. 2013 年 4 月 3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作“全球干旱半

干旱气候变化”报告。 

10.  2013 年 4 月 26 日，黄建平教授在南京参加 iLEAPS（Integrated Land 

Ecosystem- Atmosphere Processes Study）中国委员会成立仪式暨首次学术

研讨会。 

11.  2013 年 4 月 27-28 日，黄建平教授在南京参加“973”项目“我国东部沿海

城市带的气候效应及对策研究” 2012 年度学术年会。 

12.  2013 年 4 月 28 日，黄建平教授在南京参加“大尺度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

区域气候影响的研究”（2011CB952000）项目 2013 年度工作会议。 

13.  2013 年 5 月 17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举办

的大气科学装置“地球系统数值模拟器”申请、建设研讨会。 

14.  2013 年 5 月 18-19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全体编委会议暨地球科学前沿论坛。 

15.  2013 年 6 月 18 日-21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

研制专项第一届专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16.  2013 年 7 月 3-4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 IPCC AR5 第一工作组报告

决策者摘要封闭评审会议。 

17.  2013 年 7 月 16-18 日，黄建平教授在甘肃武威市参加第十届海峡两岸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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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与环境治理学术研讨会。 

18.  2013 年 7 月 29 日-8 月 2 日，黄建平教授在日本参加大气光散射与遥感

的国际研讨会，并作题为“关于沙尘干旱影响的观测研究”的报告。 

19.  2013 年 8 月 30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廖宏研究员和曹军骥研究员

主持的项目“我国气溶胶历史变化及气候效应”2013 年度工作评估会会议。 

20.  2013 年 9 月 16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

专项第一届专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21.  2013 年 9 月 17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 2013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评审委员会会议。 

22.  2013 年 9 月 18 日，黄建平教授参加《气象学报》编委会会议。 

23.  2013 年 9 月 23-25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 Beijing Symposium on 

Global Change-2013 会议。   

24.  2013 年 10 月 22 日，黄建平教授在南京参加中国气象学会第二十七届理

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及常务理事会第八次会议。 

25.  2013 年 11 月 8 日—10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重大研究计划《青藏

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变化及其全球气候效应》项目评审会会议。 

26.  2013 年 11 月 8 日，黄建平教授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作题为“沙尘云的识

别和气候效应”的报告。 

27.  2013 年 11 月 19-22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 2013 年创新人才推进计

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评议咨询会。 

28.  2013 年 12 月 3－4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 2013 年度中国科学院大

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

（ LASG ）学术年会。 

29. 2013 年 10 月 22-25 日，王式功教授在南京主持承办了第 30 届中国气象学

年会“气候环境变化与人体健康”分会场，并作了“人体舒适度研究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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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服务”的特邀报告。 

30. 2013 年 6 月 24 日至 28 日，田文寿教授在 Brisbane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re, Australia 参加 AOGS 10th Annual Meeting ，并做“Effects of 

Stratospheric Processes on Stratosphere Troposphere Exchange”特邀报告。 

31. 2013 年 11 月 17 日，田文寿教授在浙江衢州参加第 12 届 LASG 气候系统

模式研讨会，并做“平流层过程在气候模拟中的重要性”特邀报告。 

32. 2013 年 6 月 9 日至 12 日，田文寿教授课题组在 Kathmandu, Nepal 参加

Workshop on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d the Asian Summer Monsoon 

(ACAM) ， 并 做 “ Anomalous Signals around the Tropopau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tratosphere-troposphere Exchange during the Meiyu 

Season”墙报。 

33. 2013 年 10 月 23 日至 25 日，田文寿课题组在南京参加 Sixth 

China-Korea-Japan Joint Conference on Meteorology，并做“ Impact of 

Stratospheric Sudden Warming on Top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Circulation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墙报。 

34. 2013 年 7 月 29 日-8 月 2 日，王天河副教授在日本名古屋第三届大气光散

射和遥感国际会议，并做了“Determing cloud radiative effect from A-Train 

satellites”的报告。 

35. 2013 年 10 月 31 日，王天河副教授参加了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 2013 年度学术年会并做了“Cloud-type distribution over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 from A-Train satellites”的报告。 

36. 2013 年 7 月 29 日-8 月 2 日，李积明博士在日本名古屋第三届大气光散射

和遥感国际会议，并做了“Impact of optically thin ice cloud on the retrieval 

of cloud properties” 的报告。  

37. 2013 年 7 月 29 日-8 月 2 日，黄忠伟博士在日本名古屋第三届大气光散射

和遥感国际会议，并做了“Long range transport of Asian dust and dust-cloud 

interaction observed by Raman lidar and CALIPSO measurements”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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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013年 8月 4-7日，王鑫副教授在成都参加了首届大气科学青年学者论坛。 

39. 2013 年 8 月 10-13 日，王鑫副教授在重庆参加了第四届全国大气边界层物

理和大气化学学术研讨会暨 2013 年 LAPC 年会。 

40. 2013 年 10 月 22 日，王鑫副教授在南京参加了 30 届中国气象学年会。 

41.  2013 年 7 月 4 日，闭建荣工程师在日本参加了 19th CERe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mote Sensing。 

42.  2013 年 10 月 22 日，马玉霞副教授在南京参加了 30 届中国气象学年会。 

43.  2013 年 10 月 26 日，马玉霞副教授在南京参加了第三届气候变化与国际

政策国际会议。 

44. 2013 年 11 月 13 日，仝纪龙在南京参加了第三届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国际

研讨会。 

45. 2013 年 5 月 17 日，曹贤洁博士在武汉参加了第十一届全国气溶胶会议暨

第十届海峡两岸气溶胶技术研讨会。 

46. 2013 年 8 月 1 日至 2 日，杨宏工程师、陈敏博士在云南昆明参加了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 2013 年学术年会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实践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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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仪器设备建设 

重点实验室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组织高水平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学家、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两年来，

实验室不断提高运行和管理水平，重视先进仪器设备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通过

“211”工程、“985”工程经费和兰州大学教学实验设备费等，进一步完善了半干旱

气候与环境观测站、移动观测系统和城市观测站。为了加强云、气溶胶和辐射的

观测，新增双偏振激光雷达（L2S-SM II）、全天候全天空成像仪（ASI & SIRS）、

气溶胶观测系统（PSAP、TSI-3563、CPC）、单颗粒黑碳粒子谱仪（SP2）、天

空辐射计（POM-01）等，并积极开展科学仪器设备和资源共享。 

兰州大学半干旱气候与环境观测站（SACOL）位于兰州大学榆中校区海拔

1961 米的翠英山顶上(35.946°N，104.137°E)。观测场占地约 120 亩，下垫面属于

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塬面梁峁基本为原生植被。属温带半干旱气候，主要观测

项目和仪器如下： 

 

观测项目 仪器型号 生产厂家 

边界层气象要素 

7 层风速 014A_L Met One 

风向 034B_L Met One 

7 层相对湿度和温度 HMP45C-L Vaisala 

地表红外温度 IRTS-P Apogee 

大气压 CS105 Vaisala 

降水量 TE525MM-L R.M Young 

地表辐射 

短波辐射 (SW flux) CM21 Kipp & Zonen 

直接辐射 (DIRECT) NIP Eppley Lab. 

直接辐射 CH1 Kipp & Zonen 

紫外辐射 (UV-A & UV-B) UV-S-AB-T Kipp & Zonen 

长波辐射 (LW flux) CG4 Kipp & Z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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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多滤波旋转式遮光带辐射 UVMFR-7 Yankee 

多滤波旋转式遮光带辐射 MFR-7 Yankee 

地表通量 

三维风速、超声温度 CSAT3 Campbell 

二氧化碳和水汽浓度 LI7500 Li-Cor 

地表感热通量 LAS Kipp & Zonen 

土壤参数 

土壤体积含水量 CS616-L Campbell 

土壤温度 STP01-L50 Hukseflux 

土壤热通量 HFP01SC-L50 Hukseflux 

空气质量 

二氧化硫浓度 ML9850B Ecotech 

氮氧化物浓度 ML9841B Ecotech 

臭氧浓度 ML9810B Ecotech 

一氧化碳浓度 ML9830B Ecotech 

PM10 悬浮颗粒物 RP 1400a 
Thermo Electron 

Corporation 

气溶胶光学特性 

气溶胶垂直分布和光学厚度 

MPL-4 Sigma Space 

CE370-2 Cimel & CNRS 

Dual-wavelengt

h polarization 

lidar 

NIES 

CE318 

(AERONET) 
Cimel 

气溶胶后向散射系数 
TSI 3563 TSI 

M9003 Ecotech 

气溶胶粒径分布 
APS 3321 TSI 

CPC TSI 

黑碳浓度 

AE-31 Magee 

MAAP5012 
Thermo Electron 

Corporation 

SP2 D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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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P RadiationResearch 

垂直温湿廓线 TP/WVP-3000
Radiometrics 

Corporation 

云及天空状况 

可见光全天空成像仪 
TSI 880 Yankee 

ASI IAP 

红外全天空成像仪 SIRS IAP 

Ka 波段云雷达 KAZR-11P Pro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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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大事记 

2013 年，黄建平教授课题组荣获 201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2013 年，由《大气科学进展》编辑部统计的 2008-2012 年在发表的 AAS 上

文章中，黄建平教授发表的论文引用率排名第一。 

2013 年，青年教师管晓丹副教授在国际气候变化大会上获最佳科研成果展

示奖。 

2013 年，学院引进国内首台美国 Prosensing 公司云雷达，进行云微物理长

期观测研究。 

2013 年，建成 IBM 高性能计算机集群系统，极大提高学院气候模拟计算能

力。 

1 月 

1 月 4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中国气象局举办的“IPCC AR5 第一工作组

报告中国作者会”预备会议。 

1 月 13-19 日，黄建平教授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参加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第

四次主要作者会议。 

1 月 21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中科院大气所 APSOS 项目 2012 年度总

结会。 

1 月 22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中国气象局举办的“IPCC AR5 第一工作

组报告中国作者会”会议。 

1 月 28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中国气象学会第二十七届理事会常务理

事会第七次会议。  

3 月 

3 月 10 日-12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地球科学领域“重点项目结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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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期评估会议”。 

3 月 30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大气物理研究所参加中国科学院东亚区域气

候-环境重点实验室 2012 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 

4 月 

4 月 1-2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双清论坛。 

4 月 3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作“全球干旱半干旱气候

变化”报告。 

4 月 26 日，黄建平教授在南京参加 iLEAPS（Integrated Land Ecosystem- 

Atmosphere Processes Study）中国委员会成立仪式暨首次学术研讨会。 

4 月 27-28 日，黄建平教授在南京参加“973”项目“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带的气

候效应及对策研究” 2012 年度学术年会。 

4 月 28 日，黄建平教授在南京参加“大尺度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区域气候影

响的研究”（2011CB952000）项目 2013 年度工作会议。 

5 月 

 5 月 17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举办的大气科学

装置“地球系统数值模拟器”申请、建设研讨会。 

5 月 17 日，曹贤洁博士在武汉参加了第十一届全国气溶胶会议暨第十届海

峡两岸气溶胶技术研讨会。 

5 月 18-19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全体编委会

议暨地球科学前沿论坛。 

6 月 

6 月 9 日至 12 日，田文寿教授课题组在 Kathmandu, Nepal 参加 Workshop on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d the Asian Summer Monsoon (ACAM) ，并做

“ Anomalous Signals around the Tropopau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tratosphere-troposphere Exchange during the Meiyu Season”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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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21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第

一届专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6 月 24 日至 28 日，田文寿教授在 Brisbane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re, 

Australia 参加 AOGS 10th Annual Meeting ，并做“Effects of Stratospheric Processes 

on Stratosphere Troposphere Exchange”特邀报告。 

7 月 

7 月 3-4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 IPCC AR5 第一工作组报告决策者摘要

封闭评审会议。 

7 月 4 日，闭建荣工程师在日本参加了 19th CERe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mote Sensing。 

7 月 16-18 日，黄建平教授在甘肃武威市参加第十届海峡两岸沙尘与环境治

理学术研讨会。 

7 月 29 日-8 月 2 日，黄建平教授在日本参加大气光散射与遥感的国际研讨

会，并作题为“关于沙尘干旱影响的观测研究”的报告。 

7 月 29 日-8 月 2 日，王天河副教授在日本名古屋第三届大气光散射和遥感

国际会议，并做了“Determing cloud radiative effect from A-Train satellites”的报

告。 

7 月 29 日-8 月 2 日，李积明博士在日本名古屋第三届大气光散射和遥感国

际会议，并做了“Impact of optically thin ice cloud on the retrieval of cloud 

properties” 的报告。  

7 月 29 日-8 月 2 日，黄忠伟博士在日本名古屋第三届大气光散射和遥感国

际会议，并做了“Long range transport of Asian dust and dust-cloud interaction 

observed by Raman lidar and CALIPSO measurements”的报告。 

8 月 

8 月 1 日至 2 日，杨宏工程师、陈敏博士在云南昆明参加了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 2013 年学术年会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实践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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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4-7 日，王鑫副教授在成都参加了首届大气科学青年学者论坛。 

8 月 10-13 日，王鑫副教授在重庆参加了第四届全国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

化学学术研讨会暨 2013 年 LAPC 年会。 

8 月 30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廖宏研究员和曹军骥研究员主持的项目

“我国气溶胶历史变化及气候效应”2013 年度工作评估会会议。 

9 月 

9 月，重点实验室迁入新建观云楼，办公和科研用房达到 3000 平米、观测

场地 20 万平米。 

9 月 16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第一届

专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9 月 17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 2013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评审委员

会会议。 

 9 月 18 日，黄建平教授参加《气象学报》编委会会议。 

9 月 23-25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 Beijing Symposium on Global 

Change-2013 会议。 

10 月 

10 月 22 日，黄建平教授在南京参加中国气象学会第二十七届理事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及常务理事会第八次会议。 

10 月 22 日，王鑫副教授在南京参加了 30 届中国气象学年会。 

10 月 22 日，马玉霞副教授在南京参加了 30 届中国气象学年会。 

10 月 22-25 日，王式功教授在南京主持承办了第 30 届中国气象学年会“气

候环境变化与人体健康”分会场，并作了“人体舒适度研究及专题服务”的特邀

报告。 

10 月 23 日至 25 日，田文寿课题组在南京参加 Sixth China-Korea-Japan Joint 

Conference on Meteorology，并做“Impact of Stratospheric Sudden Warm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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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Circulation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墙报。 

10 月 26 日，马玉霞副教授在南京参加了第三届气候变化与国际政策国际会

议。 

10 月 31 日，王天河副教授参加了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3

年度学术年会并做了“Cloud-type distribution over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 from 

A-Train satellites”的报告。 

11 月 

11 月，黄建平课题组成功研制多波段拉曼-荧光激光雷达系统，用于雾霾探

测。 

11 月 8 日—10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重大研究计划《青藏高原地-气耦

合系统变化及其全球气候效应》项目评审会会议。 

11 月 8 日，黄建平教授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作题为“沙尘云的识别和气候效

应”的报告。 

11 月 13 日，仝纪龙在南京参加了第三届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国际研讨会。 

11 月 17 日，田文寿教授在浙江衢州参加第 12 届 LASG 气候系统模式研讨

会，并做“平流层过程在气候模拟中的重要性”特邀报告。 

11 月 19-22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 2013 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和“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评议咨询会。 

12 月 

 12 月 3－4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 2013 年度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 LASG ）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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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兰州大学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凭借地处半干旱

区，具有地域特色的多学科优势，开展以半干旱和环境观测实验、大气遥感和资

料同化、气候变化机理以及半干旱气候变化的相适应对策等方面的研究。 

回首 2013 年，实验室取得的一系列具有国际、国内有影响的成果，离不开

各级领导、专家学者的支持及全体实验室人员的辛勤努力工作。在今后工作中，

实验室将进一步加快开展半干旱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科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的

培养，通过培养和引进杰出人才和优秀中青年人才，提高教师和科研人员队伍素

质，形成一支高素质、国内外一流、独具特色的研究群体。在学科建设中，以半

干旱气候变化研究为特色，建设国内一流的大气科学一级学科，把大气物理学与

大气环境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学科，为气象学申请成为国家重点学科积极筹备，争

取早日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同时，发展医疗气象和大气化学的特色二级学科。在

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方面，争取在申请主持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上有新的突破，通

过开展半干旱气候变化的系列研究，揭示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半干旱气候变化特

征和演变规律；为区域乃至全球干旱化发展趋势、影响评估和适应对策研究提供

科学依据；为半干旱区工农业发展布局、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宏观决策和国家西部

大开发战略的继续实施提供科技支撑。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进一步开展与国内

外高校、科研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拓展学术视野，聘请著名专家学者来访交

流进一步提高实验室的竞争力和学术影响力。 

总之，实验室将努力搭建一个有利于系统深入地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平

台，使之成为我国半干旱气候研究的创新园地，为我国科学家参与和主持国际气

候研究计划提供研究基地，推进我国半干旱气候研究进入国际前沿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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