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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贺

2012 年，田文寿教授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2012 年，获批国家外国专家局 111 计划“半干旱气候变化创新引智基地”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由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组织实施，以
建设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为手段，加大成建制引进海外人才的力度，在高等学校
汇聚一批世界一流人才，进一步提升高等学校引进国外智力的层次，促进海外
人才与国内科研骨干的融合，开展高水平的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重点建设一
批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科，提升高等学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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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 年是兰州大学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立的第五年，也是
是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的第二年，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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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科
学发展观，按照学校“十二五”规划总体部署和安排，围绕“立足西北、面向全
国、走向世界、争创一流”的目标，通过整合资源、优化队伍结构、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等有力举措，在党建、教育教学、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学生管理等方面
取得了新进展，为又快又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实验室全体教职工人员的不懈
努力下，各方面工作均取得了长足发展。
一、 科学研究：在今年项目申报中，加大宣传、引导、组织和策划力度，
积极鼓励教师积极申报课题，使广大教师全面、深入了解各级各类纵向科技项
目的资助体系，熟悉项目申报指南与要求，积极引导青年教师参与国家级项目
的申报，收到了较好效果。2012 年，经过全体成员的努力，科研经费突破三千
万，超额完成学校下达任务。截至 12 月 18 日，总计到账经费 3181.46 万元，其
中纵向经费 1777.70 万元，横向经费 1403.76 万元，发表 SCI/EI 论文 36 篇。黄
建平、王式功等的成果《沙尘与云和降水相互作用及对西北干旱气候影响的研
究》获甘肃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12 年 2 月 28 日积雪与气候变化野外观测试
验宣告顺利完成。观测试验历时一个月，行程 1 万余公里，获得了青海、新疆、
内蒙有关积雪的空间分布、积雪深度等诸多重要参数的第一手珍贵观测资料，
为今后进行积雪与气候变化机制的研究以及数值模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
撑。
二、 队伍建设：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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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获批设立气候学博士点。田文寿教授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
助；由黄建平教授牵头的“半干旱气候变化创新引智基地”被批准列入国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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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建设计划；新增博士学位实验技术人员 1 人，副教授 4
人。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支结构较为合理、规模适度、学术素质优良的教师
队伍，为实现创办一流目标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
三、 学科体系：实验室学科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拥有 3 个博士学位授权
点（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气象学、应用气象学），3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大
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气象学、应用气象学）
，其中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为国
家重点（培育）学科，大气科学为甘肃省一级重点学科。增设了干旱气象与灾
害硕士学位授权点，建立了甘肃省大气科学教学实验示范中心，拥有国家环境
影响评价甲级资质。初步形成了整体水平较高、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半干旱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研究的科技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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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承担有关学术会议，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2012 年，继续扩大学术交
流的深度和广度，按照学校相关政策的要求，通过严格考核，选派 2 名优秀博
士研究生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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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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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田文寿教授荣获兰州大学第三届“我最喜爱的十
大教师”荣誉称号；在学校组织开展的 2012 年度教学研究项目的申报工作中，
张文煜教授作为负责人的“大气科学专业课程与课程结构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
践”予以立项；由张文煜教授负责的《雷达气象学》课程、王澄海教授负责的
《数值天气预报》课程，获得 2012 年甘肃省精品课程；
“《大气探测原理与方法》
教材建设(教材)”获 2012 年甘肃省教育厅级奖；获得 2012 年甘肃省精品课程；
2009 级大气科学国防生张泽的事迹通过层层遴选，入选由教育部出版的《希望
——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风采录（2011 年）》。通过实践性教学环节，提高学生
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课外实践创新活动，在本年度“本科
教学工程”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申报和评审工作中有 7 个项
目予以立项；本年度兰州大学君政基金的申报和评审工作中有两个项目予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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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本年度兰州大学学生创新创业行动计划项目的申报和评审工作中有 24 个项
目予以立项；获 2012 年全国大学生生英语竞赛三等奖一项；与数学与统计学院
合作，使学生参加 2012 年度世界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及 2012 年全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分别取得“世界二等奖”
、
“国家二等奖”各 1 项、
“甘肃省特等奖”
2 项的优异成绩。
六、 实验室建设：2012 年学校给予实验室建设和运行以强有力的支撑，实
验室用房得到进一步改善，落实 211 工程、985 工程等经费支持，补充和完善仪
器设备，为实验室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了硬件保障和支持。尤其在学校
的大力支持下，本年度获批国家外国专家局 111 计划“半干旱气候变化创新引智
基地”。此外学校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给予实验室 50 万元的运行经费，用于设
立 2012 年度开放课题、主任基金、支持实验室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行，以进行必
要的技术支撑、后勤保障和国内外合作与交流的条件。经费用于 2012 年度开放
课题、2012 年重点实验室学术会议、国内外专家来访费用、实验室及设备维修
与改造等。
2013 年实验室将继续以服务国家需要为己任，以完善学科体系，促进队伍建
设，增进学术交流，提升科研水平，加强实验室建设为重点工作内容，不断推进
各项教学科研工作快速发展；力求建设一支凝聚力好、创新能力强、结构合理的
高水平教学科研队伍，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青年教师的不断成长；推动高
水平科研成果的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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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顶级、国际前沿的学术行列。

实验室主任：

二〇一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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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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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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委员会

主任：符淙斌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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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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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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别

年月

职称

职务

工作单位

气候学

南京大学
中科院大气所

1

符淙斌

男

1939.10

院士

主

2

吕达仁

男

1940.01

院士

副主任

大气物理

3

张小曳

男

1963.06

研究员

副主任

大气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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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60.05

教授

委

员

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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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专业

大气物理学
与大气环境

中国气象科学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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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师

硕士

环境科学

教学科研

29

郭勇涛

男

1974.5

讲师

硕士

大气化学

教学科研

30

李江萍

女

1977.8

讲师

硕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31

李哥青

女

1969.5

讲师

硕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32

陈

敏

男

1979.12

讲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33

季明霞

女

1982.10

讲师

博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34

曹贤洁

男

1982.8

讲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35

马敏劲

男

1983.7

讲师

博士

气象学

教学科研

36

李

艳

女

1983.12

讲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37

葛觐铭

男

1982.12

讲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38

苏

婧

女

1983.6

讲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39

李积明

男

1984.8

讲师

博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教学科研

40

管晓丹

女

1983.2

讲师

博士

气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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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可政

男

1960.2

博士

气象学

实验技术

学士

无线电物理

实验技术

高级工
程师
高级工
44

张卫东

女

1968.10
程师

45

张北斗

男

1980.10

工程师

硕士

电路与系统

实验/管理

46

杨

宏

女

1981.9

工程师

硕士

环境科学

实验技术

47

陈

艳

女

1982.1

工程师

硕士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实验技术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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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闭建荣

男

1984.1

工程师

硕士

气象学

实验技术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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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经过全体成员的努力，科研经费突破三千万，超额完成学校下达任
务。截至 12 月 18 日，总计到账经费 3181.46 万元，其中纵向经费 1777.70 万元，
横向经费 1403.76 万元，发表 SCI/EI 论文 36 篇。黄建平、王式功等的成果《沙
尘与云和降水相互作用及对西北干旱气候影响的研究》获甘肃省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2012 年 2 月 28 日积雪与气候变化野外观测试验宣告顺利完成。观测试验历
时一个月，行程 1 万余公里，获得了青海、新疆、内蒙有关积雪的空间分布、积
雪深度等诸多重要参数的第一手珍贵观测资料，为今后进行积雪与气候变化机制
的研究以及数值模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一、 科研获奖
2012 年甘肃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成果名称：沙尘与云和降水相互作用及对西北干旱气候影响的研究
颁奖单位：甘肃省人民政府
完成单位：兰州大学 等
完成人： 黄建平、王式功、王天河、陈斌、王金艳
授予时间：2013 年 1 月
二、 科研项目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1. 全球典型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合同额：3000 万元；执行时间：2012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
负责人：黄建平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课题
1. 干旱半干旱气候重建和多尺度时空变化特征
合同额：420 万元；执行时间：2012.01.01-2016.08.31
负责人：黄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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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干旱半干旱气候变化的动力机制与反馈作用
合同额：292 万元；执行时间：2012.01.01 -2016.08.31
负责人：付强
3. 典型干旱半干旱地区地气相互作用的对比研究
合同额：335 万元；执行时间：2012.01.01- 2016.12.31
负责人：左洪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平流层准两年振荡对平流层对流层物质交换的影响
合同额：66 万元；执行时间：2013.01.01-2015.12.31
负责人：田文寿
2. 高原冬、春季积雪和冬、夏季风转换中的热力强迫
合同额：90 万元；执行时间：2013.01.01-2015.12.31
负责人：王澄海
3. 干旱区均匀裸土型陆气相互作用中几个关键问题的观测研究
合同额：98 万元；执行时间：2013.01.01-2015.12.31
负责人：左洪超
4. 干旱区边界层对流对沙尘抬升和传输影响的大涡模拟研究
合同额：80 万元；执行时间：2013.01.01-2015.12.31
负责人：黄倩
5. 基于集合的四维变分方法用于雷达资料同化的关键技术研究
合同额：82 万元；执行时间：2013.01.01-2015.12.31
负责人：邵爱梅
6. 副热带急流向极地移动及其对中国北方气候的影响
合同额：90 万元；执行时间：2013.01.01-2015.12.31
负责人：付强
7. 利用主被动卫星资料反演层积云特性垂直分布的新方法
合同额：25 万元；执行时间：2013.01.01-2015.12.31
负责人：李积明
8. 兰州地区黑碳和沙尘气溶胶偏振特性观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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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额：26 万元；执行时间：2013.01.01-2015.12.31
负责人：曹贤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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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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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敏劲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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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1. 利用历史数据改进 GRAPES 模式 1-5 天数值预报
合同额：356 万元；执行时间：2012.01.01-2014.12.31
负责人：黄建平
2. 强对流天气短期概率预报技术研究
合同额：36 万元；执行时间：2012.01.01-2014.12.31
负责人：王式功
 甘肃省科技计划
1. 电子废弃物中贵金属回收综合利用工艺研究
合同额：8 万元；执行时间：2012.12.28-2013.02.28
负责人：陈强
2. 中国西北地区沙尘暴及其气候环境效应的数值模拟研究
合同额：10 万元；执行时间：2012.01.01-2014.12.31
负责人：尚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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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术组织任职
姓名

组织机构名称
第五次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担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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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建平

田文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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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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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澄海

委员

《干旱气象》

编委

甘肃省第五届工程决策咨询专家

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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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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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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C‐CliC/IACS
中国气象学会动力气象委员会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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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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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式功

委员

编委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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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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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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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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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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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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气象》

编委

中国气象学会气象教育与培训委员会

委员

‐ 39 ‐

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2 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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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中国空气动力学会风工程和工业空气动力学专
业委员会

客座研究员
委员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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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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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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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洪超

张武

陈强

兰州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潘峰

技术咨询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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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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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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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田文寿教授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由黄建平教授牵
头的“半干旱气候变化创新引智基地”被批准列入国家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
地建设计划；新增博士学位实验技术人员 1 人，副教授 4 人。目前，实验室已初
步形成了一支结构较为合理、规模适度、学术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为实现创办
一流实验室的目标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
二、 学科建设
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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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获批设立气候学
博士点。
三、 人才培养
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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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制度、强化职能，使得本科、研究生教学工作
再上新台阶。本科教学的良好运行是高校开展其他各项工作和保障稳定的基础。
各级教师在认真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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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了本科教学质量的提高：
1. 教学质量提高显著
本年度，田文寿教授荣获兰州大学第三届“我最喜爱的十大教师”荣誉称号；
在学校组织开展的 2012 年度教学研究项目的申报工作中，学院张文煜教授作为
负责人的“大气科学专业课程与课程结构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予以立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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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煜教授负责的《雷达气象学》课程、王澄海教授负责的《数值天气预报》课
程，获得 2012 年甘肃省精品课程；“《大气探测原理与方法》教材建设(教材)”
获 2012 年甘肃省教育厅级奖；获得 2012 年甘肃省精品课程；2009 级大气科学
国防生张泽的事迹通过层层遴选，入选由教育部出版的《希望——国家奖学金获
奖学生风采录（2011 年）》。
2. 通过实践性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课外实践创新活动，在本年度“本科教学工程”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申报和评审工作中学院有 7 个项目予以立项；本年
度兰州大学君政基金的申报和评审工作中学院有两个项目予以立项；本年度兰州
大学学生创新创业行动计划项目的申报和评审工作中学院有 24 个项目予以立
项；获 2012 年全国大学生生英语竞赛三等奖一项；与数学与统计学院合作，使
学生参加 2012 年度世界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及 2012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分别取得“世界二等奖”、“国家二等奖”各 1 项、“甘肃省特等奖”2 项的
优异成绩。
开拓教育思路，强化管理过程，研究生培养工作圆满完成并取得新的进步：
本年度结合学校政策不断加强研究生的教育和管理，进一步明晰研究生培养
质量管理办法，加强研究生培养计划调整和课程建设，努力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
1. 严格执行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确保培养质量
在研究生的选题、开题、中期筛选、论文的发表、学位论文答辩等培养过程，
强化管理，把每一项规定都落到实处。组织开展了 2010 级硕士、博士研究生的
中期筛选及选题工作，严格执行研究生发表论文制度，今年答辩的研究生所发表
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均较往年有较大提高。2012 年学院共授予博士学位 17 名、硕
士学位 30 名。
2. 圆满完成 2012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
学院高度重视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成立了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召开招生
工作会议，部署了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圆满完成 201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
工作。2012 年学院计划录取研究生 77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61 人，博士研究生
16 人。
3. 继续做好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招生、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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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学院共组织了 20 名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员的硕士论文指导及答辩工
作，现有 9 人已获得了硕士学位证书。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气象局合作，顺利完
成 2012 级北京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46 人，西安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63 人的筹备、
招生、教学、管理工作。同时，学院派专人前往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代
表学院参加了 2011 级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典礼并就外语考试、论文撰写、论
文答辩及学员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4. 不断完善研究生培养方案，研究生培养水平不断提高
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经各研究所老师研讨，学院继
续修订和完善研究生培养方案，按照大气科学一级学科制定博士、硕士、硕博连
读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并在此基础上修订完成了各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本
年度，博士研究生王聚杰和雒佳丽获“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表明研究生培
养能力及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学术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5. 营造浓厚学术氛围，促进研究生学术水平不断提高
本年度学院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研究生开展学术讲座 20 余次，给研究
生介绍本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和研究方向，为研究生培养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
围。
切实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安全稳定工作的贯彻落实。坚持日常管理
服务和主题思想教育相结合，强化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相结合。注重学生工作中
学风建设、评奖评优、贷款资助、就业指导等各项工作科学、有序的开展，积极
探索结合学院特色的各项学生教育引导活动，强化学生工作队伍建设，提升学生
工作能力水平：
1. 切实加强学生党建工作，重点抓好两校两课学习；做好学生骨干队伍培养,
充分认识提高学生党员培养质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发展标准,严格发展程序,
强化入党后的教育,进一步健全学生党员管理体制，发挥学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学生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2. 进一步加强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狠抓考风、学风建设。
3. 正确分析就业形势，积极搭建平台，努力做好 2010 届研究生、本科生毕
业生的就业工作；提前做好 2011 届毕业生工作和就业指导工作。
4. 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强化管理模式研究，促进研究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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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管理朝着规范化与制度化的方向迈进。
5. 充分发挥学院团委、学生会职能，举办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活动，从另一个
方面提升学院的影响力。
6. 做好困难生及安全稳定工作。秉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做
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认真积极做好国家奖、助学金、企业资助学金及
各类社会资助工作，加大对贫困生的资助和教育管理。牢固树立安全责任重于泰
山的思想，做好全员师生的安全稳定工作，保障学院教学、管理、生活秩序的正
常运转。
7. 加强学生工作的理论研讨。2013 年将组织学生工作干部要在以往工作的基
础上，不断加强学习，大力开展调查、理论研究活动，切实把握新时期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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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2012 年，继续扩大学术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按照学校相关政策的要求，通
过严格考核，选派 2 名优秀博士研究生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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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余场，为广大师生开阔了学术视野、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一、 邀请学术报告
1.

题

目：大气科学中一些待研究的理论问题
主讲人：丑纪范院士
时间：2012 年 5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9: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2.

题

目：全球能量平衡与气候变化
主讲人：石广玉院士

3.

时

间：2012 年 9 月 8 日（星期六）上午 9:00

地

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题 目：A study of climate effects of atmospheric aerosols and clouds using
climate modeling and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主讲人：日本东京大学 NAKAJIMA Teruyuki（中岛映至）教授
时间：2012 年 9 月 8 日（星期六）上午 10: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4.

题目：Research in the Arctic and Antarctic
报告人：Stephen G.. Warren 教授
时间：2012 年 3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15:3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10 室

5.

题目：The changing of Arctic climate and the global implications
报告人：Muyin Wang 研究员
时间：2012 年 12 月 30 日（星期日）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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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10 室
6.

题目：Advancing atmospheric remote sensing capability by combining multiple
remote sensors
报告人：王志恩 博士
时间：2012 年 3 月 6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地点：榆中校区 C203

7.

题目：Observing and Understanding Clouds: Challenges and New Opportunities
报告人：王志恩 博士
时间：2012 年 3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14:1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10 室

8.

题目：HaChi (HAZE IN CHINA): Aerosol hygroscopicity and its impacts on
atmospheric optics and cloud physics
报告人：赵春生教授

9.

时

间：2012 年 5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9:30

地

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教室

题目：Air Pollution in San Francisco: Problems, Plans and Progress
主讲人：Eugene Leong 教授
时间：2012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9: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10 教室

10. 题目：The recent decadal enhancement of the Walker circulation in the 1990s
主讲人：Buwen Dong 研究员
时间：2012 年 7 月 3 日（周二）上午 10: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教室
11. 题目： Radiative Forcing of Atmospheric Ozone Changes
报告人：Alexandru Rap 博士
时间：2012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15: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12. 题目：Laser remote sensing of atmosphere
主讲人：倪简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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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地点：榆中校区天山堂 C 区 201 教室
13. 题目：Atmospheric measurements of Radiosonde and data processing
主讲人：倪简白教授
时间：2012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09:3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14. 题目：Measurement of water vapor and ozone
主讲人：倪简白教授
时间：2012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15: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15. 题目：Sunphotometer and aerosols
主讲人：倪简白教授
时间：2012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09:3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16. 题目：Light scattering : Rayleigh, Mie, and Raman
主讲人：倪简白教授
时间：2012 年 3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15: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17. 题目：Lidar principle I, II, III
主讲人：倪简白教授
时间：2012 年 4 月 03 日（星期二）上午 09:3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18. 题目：Upper atmospheric studies: Airglow and dynamical activities in the
mesosphere and ionosphere
主讲人：倪简白教授
时间：2012 年 4 月 06 日（星期四）下午 15: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19. 题目：Interaction and Propagation of Radiation
主讲人：倪简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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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09:3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20. 题目：Laser Remote Sensor Equations
主讲人：倪简白教授
时间：2012 年 4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15: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21. 题目：Atmospheric Lidar Applications
主讲人：倪简白教授
时间：2012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09:3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22. 题目：Measurements of clouds combing lidar and Radar
主讲人：倪简白教授
时间：2012 年 4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15: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23. 题目：如何撰写科研论文
主讲人：封国林 教授
时间：2012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一）09: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24. 题

目：CFCS 发展与思考
主讲人：封国林 教授
时间：2012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二）15：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25. 题目：启发式分割算法（BG）及其应用
主讲人：封国林 教授
时间：2012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三）09：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26. 题目：基于 BG 算法分析华北和全球气候变化特征
主讲人：封国林 教授
时间：2012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四）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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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27. 题目：动力学指数（Q 指数）分割算法
主讲人：封国林 教授
时间：2012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六）09：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28. 题目：国家气候中心业务过程及汛期预报介绍
主讲人：封国林 教授
时间：2012 年 10 月 14 日（星期日）15：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23
29. 题目：我国气候预测业务现状
主讲人：封国林 教授
时间：2012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二）18:00-20:30
地点：榆中校区 B503
30. 题目：势能面全貌自动搜索法在环境化学中的应用
主讲人：罗一 教授
时间：2012 年 4 月 7 日上午 09: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10 室
31. 题目：中亚地区多年冻土与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报告人：吴通华 研究员
时间：2012 年 9 月 29 日（星期六）上午 09: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32. 题目：On the Time-Varying Trend in Global-Mean Surface Temperature
报告人：Zhaohua Wu 副教授
时间：2012 年 6 月 4 日（周一）上午 9: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10 教室

33. 题目：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低碳发展与影响
报告人：戴瀚程 博士
时间：2012 年 9 月 29 日（星期六）上午 09: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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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题目：青藏高原太阳辐射减弱的原因
报告人：阳 坤 研究员
题目：青藏高原土壤水分的观测和升尺度
报告人：秦 军 副研究员
35. 题目：青藏高原和干旱半干旱区陆面过程模型的改进
报告人：陈莹莹 副研究员
时间：2012 年 10 月 28 日（星期日）下午 14:3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10 室
36. 题目：气溶胶的观测与研究
报告人：李润君 博士
时间：201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一）上午 9: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10 室
37. （一）题目：关于陆面水文过程的一些研究
报告人：王爱慧 博士
（二）题目：ENSO 集合预报：初值精确性和模式不确定性的影响和作用
报告人：郑飞 博士
（三）题目：Decadal variability of the East Asian winter monsoon
报告人：王林 博士
（四）题目：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大气分中心工作简介
报告人：孙杨 博士
（五）题目：非线性局部 Lyapunov 指数及其在可预报性中的应用
报告人：丁瑞强 博士
时间：2012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2:30
地点：物理楼一楼报告厅
38. （一）题目：Vertical mixing in the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
报告人：胡小明 博士
（二）题目：National Mosaic and QPE (NMQ) System–Description, Results
And Future Plans
报告人： 戚友存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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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9: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10 室
二、 主办会议
2012 年度承办相关会议情况
1．国家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项目启动会
5 月 28 日，由兰州大学承担的国家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利用历史
数据改进 GRAPES 模式 1-5 天数值预报》启动会在逸夫科学馆召开。中国气象
局数值预报中心陈德辉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纪立人、孙淑清研
究员，中国气象局数值预报中心沈学顺副主任，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丑纪范院
士，科学技术处张迎梅处长，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张镭，兰州中心气象台台长王
宝鉴等出席了启动会，项目全体科研骨干参加了会议。启动会由项目首席科学家、
大气科学学院院长黄建平教授主持。
科技处处长张迎梅致开幕辞，对项目的顺利启动表示祝贺，并表示将对项目
的实施给予充分的支持。中国气象局数值预报中心陈德辉总工程师在讲话中肯定
了兰州大学在利用历史资料信息改进预报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他相信，在科研骨
干的协同合作下，项目定会结出丰硕的科研成果。
“花小钱，办大事，出成果，出人才”——丑纪范院士用十二个字幽默地表
达了自己对项目的建议和对项目成员的期望。他说，项目科研应该严谨务实，力
争取得优秀的科研成果；科研成果和人才培养不可分割的，在搞好科研的基础上，
更要培养一批青年才俊。
随后，项目首席科学家黄建平教授就项目总体实施方案进行了汇报，对项目
的主要研究内容、关键科学问题、预期目标及创新点等做了详细介绍。兰州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万毅教授、大气科学学院邵爱梅教授、西北民族大学达朝究
副教授等分别汇报了所承担的主要研究任务、研究目标及预期成果。
针对项目及各任务负责人的汇报内容，专家们就实际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问题及解决方案，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据介绍，该项目执行期为三年，承担单位为兰州大学，协作单位为西北民族
大学。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有效提高中短期数值预报水平，增强应对 1-5 天内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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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气象灾害的预测、影响评估和应急决策等灾害风险的管理能力，为保障国家安
全、发展经济和防灾减灾提供支持。
2．干旱半干旱气候重建和多尺度时空变化特征 2012 年度工作学术研讨会
6月中旬，“干旱半干旱气候重建和多尺度时空变化特征”2012年度工作学术
研讨会，在兰州飞天大酒店召开。研讨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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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成员分别就所负责专题任务的半
年进展和科研成果，进行了详细介绍。报告结束后，参会成员对目前研究中存在
的问题和未来的工作安排，进行了讨论。
项目首席科学家黄建平教授在会议总结发言中指出，“就目前来看，项目进
展比较顺利，取得的研究进展比预期要好”，并要求各课题今后研究中一定要紧
扣任务书的研究内容开展工作，投稿论文中必须有“干旱/半干旱、气候变化”
关键词。综合课题组成员意见，黄建平教授指出，未来工作中需要尽快建立项目
数据库,以便项目成员资料共享，此外，应当加强项目及课题成员间的交流以确
保项目研究的整体性。
3．第 29 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干旱研究分会场《全球典型干旱半干旱气候变化
及其影响》项目会议
9 月 12-15 日，第 29 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在沈阳召开。在本次年会上，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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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兰
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黄建平教授，联合其他干旱项目负责人，举办了干旱研究分
会场。
在干旱研究分会的开始，甘肃省气象局局长张强研究员，介绍了中国干旱气
象科学试验计划，并对干旱研究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进行了详细阐述。随后，首席
科学家兼课题负责人黄建平教授，课题负责人王开存教授、付强教授及吕昌河研
究员在分会场做了特邀报告。结合课题任务书的研究内容，各课题负责人对近半
年来取得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详细介绍。
本次干旱研究分会场的举办，对于加强高校、科研院所及中国气象局三家干
旱研究人员的相互交流，特别是促进重大项目间的协同创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分会场上，同年立项的重大项目《全球典型干旱半干旱地区年代尺度气候变
化的机理及其影响研究》（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马柱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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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各课题负责人也对研究任务及进展进行了介绍。针对各课题负责人的报告，
与会专家们进行了热烈讨论。本次分会场的学术交流，对于明确和互补两个干旱
半干旱气候变化重大项目的研究内容，以及促进两个项目的交流意义非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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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课题“干旱半干旱气候变化的动力机制与反馈作用”2012 年度工作学术交
流会
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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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题“干旱半干旱气候变化的动力机制与反馈作用”2012年度工
作学术交流会，在沈阳辽宁大厦召开。项目首席科学家黄建平教授及项目办工作
人员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由课题负责人付强教授主持，课题组各专题负责人以及主要成员，分别
汇报了研究进展，对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研究骨干汇报
后，付强教授对目前课题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汇报，并以任务书为指导，对研
究任务再次进行了逐条讨论，并对今后的研究任务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
最后，首席科学家黄建平教授对课题取得的研究成果和进展表示了肯定，并
要求在下一步研究中，紧扣任务书研究内容，面向国家需求，取得更好的研究成
果。
5．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2012 年度联合学术会议
12 月 16-18 日，＂2012 年度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联合学
术会议＂在厦门召开。本次会议由全球变化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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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首席科学家：兰州大学大气科
学学院黄建平教授）和 2011 年同年立项的《全球典型干旱半干旱地区年代尺度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研究》（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马柱国研究
员）联合举办。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符淙斌院士、科技部基础研究
司傅小锋处长、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张峰处长和徐洪副处长、国家基金委地
球科学处张朝林处长、兰州大学科学技术处王志成副处长等专家领导，两个项目
的首席科学家黄建平教授和马国柱研究员、各课题负责人及相关科研人员等 100
余人出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旨在加强项目与项目间的沟通联系，促进研究成员之间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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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息共享，对于及时解决项目中的研究难题，整合课题研究思路，推进项目科
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上，《全球典型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组的首席
科学家兼课题负责人黄建平教授，做了题为《干旱半干旱气候重建和多尺度时空
变化特征》的 2012 年度进展报告，从课题设置、总体研究方案及课题间关系等
方面，对项目的整体研究工作进行了梳理介绍，并着重对第一课题在本年度所取
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汇报。随后，项目其他三个课题负责人王开存教授、付
强教授及吕昌河研究员，也分别结合课题任务书的研究内容，对一年来取得的研
究进展进行了详细介绍。担任《全球典型干旱半干旱地区年代尺度气候变化及其
影响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马柱国研究员及各课题负责人，也对所承担的研究
任务及本年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介绍。
针对两个项目各课题负责人的报告，与会专家们进行了热烈讨论，既有对各
报告人研究工作的积极肯定，也有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最
后的总结讨论中，符淙斌院士对于两个项目举行的联合年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会议期间，专家学者共计做学术报告 27 场，其中特邀中国农业科学院许吟
隆研究员做了题为《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研究》的报告。会议的召开对于明
确和互补两个干旱半干旱气候变化重大项目的研究内容，促进重大项目间的协同
创新意义深远。
三、 参加会议
1.

2012 年 3 月 19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气象学会秘书处有关终审稿件和
刊物发展等相关事宜的会议。

2.

2012 年 4 月 16-20 日，黄建平教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次主要作者会议（Third Lead Author Meeting）。

3.

2012 年 4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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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12 年 9 月 12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了 Atmospheric Brown Clouds(ABC)
研讨会。

5.

2012 年 9 月 13 日,黄建平教授在沈阳参加了由中国气象学会主办的“第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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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副热带气象分会”,黄建平教授同时组织了干旱研究分会
场，并做了“黄土高原地区气溶胶的光学和辐射特征及其气候影响”的特邀
报告。
6.

2012 年 9 月 17 日, 黄建平教授在兰州参加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持续性异常
气象事件预测业务技术研究”第四课题年会。

7.

2012 年 10 月 15-16 日，黄建平教授在山东省青岛市参加第二届中国激光雷
达学术会议，并做了“激光雷达对气溶胶辐射效应探测研究的主要进展”的
特邀报告。

8.

2012 年 10 月 24-27 日, 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IPCC AR5 第一工作组报告
政府评审封闭会议”。

9.

2012 年 11 月 7-9 日，黄建平教授在青岛参加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大气环境分
会 2012 年学术年会。

10. 2012 年 11 月 9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气象学报》2012 年第二次常务
编审委员会议。
11. 2012 年 12 月 10-12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由李占清教授主持的全球变
化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云、气溶胶气候效应的观测与模拟研究”国际研讨会
暨项目启动会，并在会上作了《沙尘气溶胶对半干旱气候的影响》的学术报
告。
12. 2012 年 11 月 17 日，王式功教授在北京应物会议中心参加了 IGAC 中国工作
组年会。
13. 2012 年 11 月 18-19 日，王式功教授在北京应物会议中心参加国家自然基金
委的双清论坛“空气污染对气候及健康的影响”。
14. 2012 年 8 月 13-17 日，张镭教授、王澄海教授、刘玉芝副教授等，在新加坡
参加第 9 届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年会。
15. 2012 年 11 月 7-8 日，张镭教授在合肥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的第十
届大气边界层研究战略研讨会。
16. 2012 年 5 月 21-25 日,田文寿教授参加在瑞士举办的“Process-oriented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troposphere-stratosphere chemistry-climate models”,
作口头报告: “Transport of CO in the Stratosphere in a Chemistry-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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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17. 2012 年 11 月 26-29 日,田文寿教授参加在香港举办的“2012 气候变化研讨会”,
作特邀报告: “大气成分与气候变化对臭氧层恢复的影响”。
18. 2012 年 11 月 7-10 日,田文寿教授参加在山东青岛举办的“第 19 届中国大气
环境科学与技术大会”, 作特邀报告“平流层大气成分与环境的演变趋势”。
19. 2012 年 11 月 12-14 日,田文寿教授参加在山东曲阜举办的“2012 年全国数值
预报研讨会”, 作口头报告“关于平流层大气化学-气候模式及其应用”。
20. 2012 年 12 月 24-27 日,田文寿教授参加在北京举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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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度学术年
会”, 作特邀报告“梅雨前后平流层异常以及平流层对流层物质交换”。
21. 2012 年 4 月 15-20 日，袁铁副教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Ponte Vedra Beach 参加
了美国气象协会的第 30 届飓风和热带气象会议, 并作了“Evaluation of 37
GHz Microwave Ring Pattern for Forecasting Rapid Intensification of Tropical
Cyclones from SSM/I, SSMI/S and AMSR-E data”的口头报告。
22. 2012 年 8 月 13-17，管晓丹博士在新加坡参加 2012 年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
会，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WPGM），墙报。
23. 2012 年 9 月 12-14，管晓丹博士参加在辽宁省沈阳市举办的第 29 届气象年会
第五分会，并做了题目为 “半干旱地区显著增温和干旱化趋势”的报告。
24. 2012 年 10 月 15-16 日，李积明博士在山东省青岛市参加第二届中国激光雷
达学术会议，并做了“结合主、被动卫星遥感资料反演海洋边界层云的云底
高度”的报告。
24.25.

2012 年 10 月 15-16 日，黄忠伟博士在山东省青岛市参加第二届中国激光

雷达学术会议，并做了“气溶胶物理特性的激光雷达反演算法”的报告。
25.26.

2012 年 8 月 13-17 日，史晋森工程师在新加坡参加第九届亚洲大洋洲地

球科学学会(AOGS)年会，并作了“Dust and Black Carbon in Seasonal Snow
Across Norther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的报告。
26.27.

2012 年 9 月 17-21 日，史晋森工程师在北京参加了第十二届国际全球大

气化学(IGAC)年会，并作了“Dust and Black Carbon in Seasonal Snow on
Qinghai-Tibet Plateau”的墙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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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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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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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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外多滤波旋转式遮光带辐射

UVMFR-7

Yankee

边界层气象要素

地表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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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通量

土壤参数

多滤波旋转式遮光带辐射

MFR-7

Yank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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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体积含水量

CS616-L

Campbell

土壤温度

STP01-L50

Hukseflux

土壤热通量

HFP01SC-L50

Huksef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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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质量

Thermo Electron
Corporation
MPL-4

Sigma Space

CE370-2

Cimel & CNRS

Dual-wavelengt
气溶胶垂直分布和光学厚度

h polarization

NIES

lidar
CE318
Cimel
(AERONET)
TSI 3563

TSI

M9003

Ecotech

APS 3321

TSI

CPC

TSI

AE-31

Magee

气溶胶后向散射系数
气溶胶光学特性

气溶胶粒径分布

Thermo Electron
MAAP5012
Corporation

黑碳浓度

‐ 61 ‐

SP2

DMT

PSAP

RadiationResearch

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2 年报

Radiometrics
垂直温湿廓线

TP/WVP-3000
Corporation
TSI 880

Yankee

ASI

IAP

红外全天空成像仪

SIRS

IAP

Ka 波段云雷达

KAZR-11P

ProSensing

可见光全天空成像仪
云及天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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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2012 年，田文寿教授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2012 年，获批国家外国专家局 111 计划“半干旱气候变化创新引智基地”。

1月
1 月，黄建平教授及王式功教授等的科研成果《沙尘与云和降水相互作用及
对西北干旱气候影响的研究》获甘肃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月
2 月 28 日大气科学学院积雪与气候变化野外观测试验宣告顺利完成。观测
试验历时一个月，行程 1 万余公里，获得了青海、新疆、内蒙有关积雪的空间分
布、积雪深度等诸多重要参数的第一手珍贵观测资料，为今后进行积雪与气候变
化机制的研究以及数值模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3月
3 月，美国华盛顿大学 David S. Covert 教授指导学院青年教师观测实验并在
敦煌开展春季沙尘观测实验。
3 月 6 日，美国怀俄明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王志恩博士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
题为：Advancing atmospheric remote sensing capability by combining multiple
remote sensors 的学术报告。
3 月 7 日，美国怀俄明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王志恩博士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
题为：Observing and Understanding Clouds: Challenges and New Opportunities 的学
术报告。
3 月 7 日，美国华盛顿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 Stephen G. Warren 博士应邀在兰
州大学做了题为：Research in the Arctic and Antarctic 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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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台湾中央大学倪简白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Laser remote
sensing of atmosphere 的学术报告。
3 月 19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气象学会秘书处有关终审稿件和刊物发
展等相关事宜的会议。
3 月 20 日，台湾中央大学倪简白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Atmospheric
measurements of Radiosonde and data processing 的学术报告。
3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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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网站（http://asacs.lzu.edu.cn）正式发布。同时，网站在“研究
进展”栏目报道了项目的初步阶段性研究成果。
3 月 23 日，台湾中央大学倪简白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Measurement
of water vapor and ozone 的学术报告。
3 月 27 日 ， 台 湾 中 央 大 学 倪 简 白 教 授 应 邀 在 兰 州 大 学 做 了 题 为 ：
Sunphotometer and aerosols 的学术报告。
3 月 30 日，台湾中央大学倪简白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Light
scattering : Rayleigh, Mie, and Raman 的学术报告。
4月
4 月 3 日，
台湾中央大学倪简白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Lidar principle
I, II, III 的学术报告。
4 月 6 日，台湾中央大学倪简白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Upper
atmospheric studies: Airglow and dynamical activities in the mesosphere and
ionosphere 的学术报告。
4 月 7 日，大连理工大学罗一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势能面全貌自
动搜索法在环境化学中的应用》的学术报告。
4 月 10 日，台湾中央大学倪简白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Interaction
and Propagation of Radiation 的学术报告。

‐ 65 ‐

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2 年报

4 月 13 日，台湾中央大学倪简白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
Laser Remote
Sensor Equations 的学术报告。
4 月 15-20 日，袁铁副教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Ponte Vedra Beach 参加了美国
气象协会的第 30 届飓风和热带气象会议, 并作了“Evaluation of 37 GHz
Microwave Ring Pattern for Forecasting Rapid Intensification of Tropical Cyclones
from SSM/I, SSMI/S and AMSR-E data”的口头报告。
4 月 16-20 日，黄建平教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次主要作者会议（Third Lead Author Meeting）。
4 月 17 日，台湾中央大学倪简白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Atmospheric
Lidar Applications 的学术报告。
4 月 18 日，美国加州湾区政府协会执行理事长 Eugene Leong 教授应邀在兰
州大学做了题为：Air Pollution in San Francisco: Problems, Plans and Progress 的学
术报告。
4 月 20 日 ， 台 湾 中 央 大 学 倪 简 白 教 授 应 邀 在 兰 州 大 学 做 了 题 为 ：
Measurements of clouds combing lidar and Radar 的学术报告。
4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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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5 月 9 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科学系教授赵春生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
为 ： HaChi (HAZE IN CHINA): Aerosol hygroscopicity and its impacts on
atmospheric optics and cloud physics 的学术报告。
5 月 21-25 日，田文寿教授参加在瑞士举办的“Process-oriented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troposphere-stratosphere chemistry-climate models” ， 作 口 头 报 告 :
“Transport of CO in the Stratosphere in a Chemistry-Climate Model”。
5 月 28 日，由兰州大学承担的国家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利用历
史数据改进 GRAPES 模式 1-5 天数值预报》启动会在逸夫科学馆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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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丑纪范院士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在大气科学中一些待研
究的理论问题》的学术报告。
6月
6 月 4 日，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气象学助理教授吴兆华(Zhaohua Wu)应
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On the Time-Varying Trend in Global-Mean Surface
Temperature 的学术报告。
7月
7 月 3 日，英国雷丁大学气象系 Buwen Dong 研究员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
为：The recent decadal enhancement of the Walker circulation in the 1990s 的学术报
告。
8月
8 月 13-17 日，张镭教授、王澄海教授、刘玉芝副教授等，在新加坡参加第
9 届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年会。
8 月 13-17，管晓丹博士在新加坡参加 2012 年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美
国地球物理联合会（WPGM），墙报。
8 月 13-17 日，史晋森工程师在新加坡参加第九届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
(AOGS)年会，并作了“Dust and Black Carbon in Seasonal Snow Across Norther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的报告。
9月
9 月 8 日，石广玉院士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全球能量平衡与气候变化》
的学术报告。
9 月 8 日，日本东京大学,中岛映至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A study of
climate effects of atmospheric aerosols and clouds using climate modeling and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的学术报告并访问兰州大学半干旱气候与环境观测站
9 月 12-15 日，第 29 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在沈阳召开。在本次年会上，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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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教授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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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合其他干旱项目负责人，举办了干旱研究分会场。
9 月 12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了 Atmospheric Brown Clouds(ABC) 研讨
会。
9 月 12-14，管晓丹博士参加在辽宁省沈阳市举办的第 29 届气象年会第五分
会，并做了题目为 “半干旱地区显著增温和干旱化趋势”的报告。
9 月 13 日,黄建平教授在沈阳参加了由中国气象学会主办的“第 29 届中国气
象学会年会副热带气象分会”,黄建平教授同时组织了干旱研究分会场，并做了
“黄土高原地区气溶胶的光学和辐射特征及其气候影响”的特邀报告。
9 月 14 日，英国 Leeds 大学 Alexandru Rap 博士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
Radiative Forcing of Atmospheric Ozone Changes 的学术报告。
9 月 17 日, 黄建平教授在兰州参加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持续性异常气象事件
预测业务技术研究”第四课题年会。
9 月 17-21 日，史晋森工程师在北京参加了第十二届国际全球大气化学(IGAC)
年会，并作了“Dust and Black Carbon in Seasonal Snow on Qinghai-Tibet Plateau”
的墙报交流。
9 月 29 日，中科院寒旱所吴通华研究员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中亚地
区多年冻土与气候变化研究进展》的学术报告。
9 月 29 日，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戴瀚程博士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低碳发展与影响》的学术报告。
10 月
10 月 8 日，国家气候中心的封国林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如何撰
写科研论文》的学术报告。
10 月 9 日，国家气候中心的封国林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CFCS 发
展与思考》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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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国家气候中心的封国林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我国气
候预测业务现状》的学术报告。
10 月 10 日，国家气候中心的封国林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启发式
分割算法（BG）及其应用》的学术报告。
10 月 11 日，国家气候中心的封国林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基于
BG 算法分析华北和全球气候变化特征》的学术报告。
10 月 13 日，国家气候中心的封国林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动力学
指数（Q 指数）分割算法》的学术报告。
10 月 14 日，国家气候中心的封国林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国家气
候中心业务过程及汛期预报介绍》的学术报告。
10 月 15-16 日，黄建平教授在山东省青岛市参加第二届中国激光雷达学术会
议，并做了“激光雷达对气溶胶辐射效应探测研究的主要进展”的特邀报告。
10 月 15-16 日，李积明博士在山东省青岛市参加第二届中国激光雷达学术会
议，并做了“结合主、被动卫星遥感资料反演海洋边界层云的云底高度”的报告。
10 月 15-16 日，黄忠伟博士在山东省青岛市参加第二届中国激光雷达学术会
议，并做了“气溶胶物理特性的激光雷达反演算法”的报告。
10 月 24-27 日, 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IPCC AR5 第一工作组报告政府评
审封闭会议”。
10 月 25 日，胡小明博士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Vertical mixing in the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 的学术报告。
10 月 25 日，戚友存博士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National Mosaic and QPE
(NMQ) System–Description, Results And Future Plans 的学术报告。
10 月 28 日，阳坤研究员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青藏高原太阳辐射减弱
的原因》的学术报告。
10 月 28 日，秦军副研究员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青藏高原土壤水分的
观测和升尺度》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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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陈莹莹副研究员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青藏高原和干旱半
干旱区陆面过程模型的改进》的学术报告。
10 月 30 日，郑飞博士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ENSO 集合预报：初值精
确性和模式不确定性的影响和作用》的学术报告。
10 月 30 日，王爱慧博士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关于陆面水文过程的一
些研究》的学术报告。
10 月 30 日，王林博士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 Decadal variability of the East
Asian winter monsoon 的学术报告。
10 月 30 日，孙杨博士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大气分
中心工作简介》的学术报告。
10 月 30 日，丁瑞强博士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非线性局部 Lyapunov
指数及其在可预报性中的应用》的学术报告。
11 月
11 月 7-8 日，张镭教授在合肥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的第十届大气边
界层研究战略研讨会。
11 月 7-9 日，黄建平教授在青岛参加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大气环境分会 2012
年学术年会。
11 月 7-10 日,田文寿教授参加在山东青岛举办的“第 19 届中国大气环境科
学与技术大会”, 作特邀报告“平流层大气成分与环境的演变趋势”。
11 月 9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气象学报》2012 年第二次常务编审委
员会议。
11 月 12-14 日,田文寿教授参加在山东曲阜举办的“2012 年全国数值预报研
讨会”, 作口头报告“关于平流层大气化学-气候模式及其应用”。
11 月 17 日，王式功教授在北京应物会议中心参加了 IGAC 中国工作组年会。
11 月 18-19 日，王式功教授在北京应物会议中心参加国家自然基金委的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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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空气污染对气候及健康的影响”。
11 月 26-29 日,田文寿教授参加在香港举办的“2012 气候变化研讨会”, 作
特邀报告: “大气成分与气候变化对臭氧层恢复的影响”。
12 月
12 月 10-12 日，黄建平教授在北京参加由李占清教授主持的全球变化重大科
学研究计划“云、气溶胶气候效应的观测与模拟研究”国际研讨会暨项目启动会，
并在会上作了《沙尘气溶胶对半干旱气候的影响》的学术报告。
12 月 16-18 日在厦门召开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大学）
2012 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
12 月 16-18 日，＂2012 年度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联合
学术会议＂在厦门召开。会议上，《全球典型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研究》项目组的首席科学家兼课题负责人黄建平教授，做了题为《干旱半干旱气
候重建和多尺度时空变化特征》的 2012 年度进展报告
12 月 24 日，李润君博士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气溶胶的观测与研究》
的学术报告。
12 月 24-27 日,田文寿教授参加在北京举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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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度学术年会”, 作特
邀报告“梅雨前后平流层异常以及平流层对流层物质交换”。
12 月 30 日，Muyin Wang 研究员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The changing of
Arctic climate and the global implications 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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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2012 年是兰州大学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立的第五年，重点
实验室借助学科优势和自然地理优势，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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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国内影响的成果，这些成果的获得首先离不开
实验室各级领导、专家与学者的学术支持及我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在新
的一年的工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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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支技术素质高、学术能力一流、科研能力独树一帜的
研究集体。在学科建设中，实验室力争以半干旱气候变化研究为特色，力求建设
国内一流的大气科学一级学科，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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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争取早日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而努力。在科学研究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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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与合作上，进一步拓展与国内外
高校、科研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拓宽学术视野，不断聘请著名专家学者来访
我实验室进行交流，以进一步提高实验室的竞争力和学术影响力。
实验室的目标就是在不远的将来搭建一个有利于系统深入地进行多学科交
叉研究的学术科研平台，使重点实验室成为我国半干旱气候研究的学术前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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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