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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贺 

实验室主任黄建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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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正式

获得科技部批准立项，项目执行期为 5 年

（2012 年-2016 年），项目网站： 

http://asacs.lzu.edu.cn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六日，教育部公布了“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

创新团队入选名单，以黄建平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半干旱气候变化研

究”创新团队入选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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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大学副校长陈发虎教授致词      教育部科技司基础处杨华副处长讲话       兰州大学科技处张迎梅处长讲话 

丑纪范院士讲话               实验室主任黄建平教授作验收汇报           徐祥德院士宣读验收意见 

           会议现场                          验收专家现场                   观测平台主任张武教授汇报    

2011 年 5 月教育部专家组验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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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纪范院士检查重点实验室成果               北京大学 胡永云教授                     南京大学 杨修群教授 

2011 年 5 月教育部专家组验收会议 

      云南大学 郭世昌教授                中科院大气所 马柱国研究员               中科院大气所 廖宏研究员 

  中科院大气所 陆日宇研究员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张小曳研究员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马耀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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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大气光散射及遥测技术国际研讨会 

 美国宇航局 Goddard 中心      美国宇航局 Goddard 中心           日本名古屋大学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 

   科学家 Liang Liao             科学家 Guoyong Wen             Kai Kenji 教授            科学家 Nobuo Sugimoto 

     大会组委会主席          美国宇航局朗利研究中心      美国宇航局朗利研究中心           日本福井大学 

      黄建平教授                科学家 Wenbo Sun           科学家 David Winler          Takao Kobayashi 教授 

俄罗斯 V.E.Zuev 大气光学研究所       美国华盛顿大学          美国宇航局朗利研究中心        美国国立航空研究所 

Borovoi 教授                 Qiang Fu 教授              科学家 Mark Vaughan          科学家 Zhaoya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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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美国宇航局朗利研究中心    美国宇航局 Goddard 中心          美国尤他大学 

    Qilong Min 教授             Sunny Sun-Mack          科学家 Yuekui Yang             Zhaoxia Pu 教授 

美国宇航局朗利研究中心          美国宇航局            斯洛文尼亚新戈里察大学     美国宇航局 Goddard 中心

   科学家 Gang Hong        科学家 Jean Paul Vernier          Samo Stanic 教授            科学家 Mian Chin 

   台湾國立中央大學        美国宇航局朗利研究中心     美国宇航局朗利研究中心    美国宇航局朗利研究中心 

      倪简白教授              科学家 Bing Lin            科学家 Taiping Zhang        科学家 Pengwang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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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启动大会开幕式 

首席科学家黄建平教授汇报 项目办公室主任刘玉芝副教授汇报 

丑纪范院士会上指导 跟踪专家王苏民研究员会上指导 

科技部基础管理中心徐洪副处长会上指导 项目专家鹿化煜教授会上指导 

2011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启动大会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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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专家马耀明研究员会上指导 项目专家马柱国研究员会上指导 

项目专家张强研究员会上指导 项目专家王式功教授会上指导 

第一课题组长黄建平教授汇报课题计划 第二课题组长王开存教授汇报课题计划 

第三课题组长付强教授汇报课题计划 第四课题组长吕昌河研究员汇报课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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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1 年是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实验室秉承“做西部文章，创

一流学科”的宗旨，遵循因地制宜，合理定位，化地域劣势为科研和人才培养优

势，创区域研究特色的发展理念，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进行，以开展应用基础研

究工作为基点，在理论研究方面积极跟踪该研究领域的国际发展前沿，在应用研

究方面注重面向国家需求和地区发展需求，在实验室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

项工作均取得了长足发展。  

一、 科学研究：本年度新增科研项目 61 项（纵向科研项目 17 项，横向科

研项目 44 项），到账总经费 1352.58 万元，其中纵向经费 715.58 万元，横向经

费 637 万元，科研经费再次突破千万，发表论文 60 余篇。黄建平教授作为首席

科学家主持的《全球典型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变化及其影响》获准立项国家重

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这是我校在国家科技计划重大项目申报工作上的历史性

突破。该项目的申报成功，为“十二五”科技工作开创了良好的开端，标志着重点

实验室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能力显著增强。2011 年获得甘肃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执行优秀团队奖一项、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技奖一项。 

二、 队伍建设：教育部公布了 2010 年度“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

创新团队入选名单，以黄建平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半干旱气候变化研究”创新团

队入选该计划，在团队成员共同努力下，开创了我国半干旱气候变化研究的新

领域。邵爱梅教授获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新增博士学位实验技

术人员 1 人，新增教授 1 人，副教授 3 人，新增硕导 3 人。至 2011 年底，实验

室有各类人员 50 人，其中专职研究人员 42 人，实验技术人员 7 人，管理人员 1

人。专职科研人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国家杰青 1 人，国家千人计划 1 人，

新世纪人才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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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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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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了“2011 大气光散射及

遥测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黄建平教授担任大会组委会主席，来自美国宇航局

和华盛顿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 100 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中国气象学会气

象学委员会、甘肃省气象局等单位共同承办了“第七届气象环境与健康及学科建

设研讨会”。召开了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启动大会，项目立

足于优势学科和西部特色，为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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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平教授应

邀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及 AGU 大会等会议，并做特邀报告，

提升了实验室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此外，广泛邀请国内外气象领域的知名

院士、学术大师，为师生做学术报告，为科研工作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开

阔了实验室人员的视野。  

五、 人才培养：由张文煜教授指导的 2008 级大气科学刘欣、孔令彬同学完

成的作品获 2011 年中国专利年会“校园发明与创新”银奖，同时获挑战杯全国二

等奖；张文煜教授作为领队与统计合作参加 2011 年度世界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及 2011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再次获得佳绩，取得“世界一等奖”、“世界二

等奖”、“国家一等奖”、“甘肃省特等奖”、“甘肃省一等奖” 各 1 项；在“2011 全

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C 类”比赛中，学生获兰州大学赛区特等奖、一等奖各 1 项。

张文煜教授获第六届“甘肃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称号；张文煜教授的“《大气探

测原理于方法》（教材）”教学成果获兰州大学 2011 年度教学成果一等奖；王式

功教授作为负责人的“航空气象学课程建设”予以立项；王澄海教授等编著的《大

气数值模式及模拟》正式出版；新增《数值天气预报》、《雷达气象学》两门校

级精品课程。团委书记王延鸿荣获“2011 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入围奖、获“全

国第十一届全国多媒体大赛”优秀奖、首次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军事课教师授课竞

赛”并荣获三等奖；团委副书记敏霞获“兰州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在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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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2011 级学生军训工作中获得“优秀带队教师”称号。2011 年录取研究生 78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59 人，博士研究生 19 人。2011 年共授予博士学位 23 名、

硕士学位 29 名。博士研究生陈思宇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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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实验室建设：2011 年 5 月，实验室通过教育部专家组验收，正式运行。

专家组认为，实验室已全面完成了建设任务书各项指标，达到了预期的建设目

标，一致同意通过验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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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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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候全天空成像仪、气溶

胶观测系统（PSAP、Nephelometer、CPC）、单颗粒黑碳粒子谱仪（SP2）、天空

辐射计（POM01）等，并积极开展科学仪器设备和资源共享。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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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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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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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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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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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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强 教授 

实验室      副主任：田文寿 教授 

观测平台                 主任：张  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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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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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工

程师 
博士 气象学 实验技术 

44 张卫东 女 1968.10 
高级工

程师 
学士 无线电物理 实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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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新增科研项目 61 项（纵向科研项目 17 项，横向科研项目 44 项），科

研经费再次突破千万。到账总经费 1352.58 万元，其中纵向经费 715.58 万元，横

向经费 637 万元；由黄建平教授作为项目首席专家主持的《全球典型干旱半干旱

地区气候变化及其影响》获准立项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标志着重点实验

室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能力显著增强。 

实验室以半干旱气候变化为主要研究领域，开展气候变化关键参数观测、气

候变化机理探究与模拟预测、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对策等方面的研究，针对半

干旱气候变化、沙尘暴对气候环境的影响、沙尘气溶胶与云和降水相互作用等问

题，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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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主要

如下：（1）进行了系统的半干旱气候变化长期野外观测试验，取得一批原创性

研究成果；（2）开展了大范围季节性积雪中颗粒物的观测试验研究，明确指出

国外研究报道明显高估了中国地区积雪中的黑碳浓度；（3）系统研究了沙尘气

溶胶对区域气候的影响，在国际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沙尘气溶胶半直接效应的干旱

化作用；（4）利用星载和地面激光雷达发现夏季来自塔克拉玛干沙尘气溶胶对

青藏高原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利用星载激光雷达识别沙尘的新方法；（5）揭示

了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热带环流变化对北方干旱和沙尘暴的影响，探讨了平流层

与对流层的相互作用。   

一、 科研获奖  

2011 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技奖励证书  

成果名称：库姆塔格沙漠综合科学考察  

颁奖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完成单位：兰州大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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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 王式功 等 

授予时间：2011 年 1 月 

2011 年甘肃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成果名称：分子筛负载掺杂改性纳米二氧化钛光催化剂的制备及应用  

颁奖单位：甘肃省人民政府 

完成单位：兰州大学 

完成人：陈强 

授予时间：2011 年 1 月 

2011 年甘肃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成果名称：青藏高原东土积雪对天气气候预测的研究和应用   

颁奖单位：甘肃省人民政府   

完成单位：兰州大学 

完成人：王澄海   

授予时间：2011 年 1 月 

2011 年“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执行优秀团队奖 

颁奖单位：国家科技部 

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国家气候中心、兰州大学 

完成人：王澄海 等 

授予时间：2011 年 1 月 

二、 科研项目 

1. 新立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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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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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北方季节性积雪中黑碳与沙尘辐射效应的观测研究 

合同额：85 万元；执行时间：2012.01.01-2015.12.31 

负责人：黄建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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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01-2015.12.30 

负责人：田文寿 

3. 闪电定位网资料同化技术研究 

合同额：63 万元；执行时间：2011.08.23-2015.12.31 

负责人：杨毅 

4. 输送过程中沙尘毒性变化及其对人体呼吸系统急性健康效应的数值模拟

研究 

合同额：25 万元；执行时间：2012.01.01-2014.12.31 

负责人：王金艳 

5. 兰州地区春季沙尘气溶胶与局地大气污染理化特征的对比观测研究 

合同额：25 万元；执行时间：2012.01.01-2014.12.31 

负责人: 王鑫 

6. 黑碳气溶胶物理辐射特性及湿沉降的研究 

  合同额：25 万元；执行时间：2011.01-2012.12 

负责人：葛觐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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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5-2016.12.31 

负责人：王澄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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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5-2013.01.01 

负责人：左洪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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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2-2016.12.31 

负责人：黄倩 

部分横向项目: 

1. 柴达木千米深钻及其揭示的亚洲内陆干旱化过程 

    合同额：24 万元；执行时间：2011-12-06 

    负责人：奚晓霞 

2. 亚行贷款甘肃省张掖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湿地保护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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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额：50 万元；执行时间：2011 年 

负责人：王颖 

3. 西部管道永登油库工程环保验收调查报告编制 

合同额：21.7 万元；执行时间：2011.11.01 

负责人：潘峰 

4. “银滩雅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合同额：16 万元；执行时间：2011 年 

负责人：陈敏 

5.  华亭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年处理 60 万吨甲醇环境影响评价 

合同额：70 万元；执行时间：2011 年 

负责人：仝纪龙 

6. 兰州新区规划建设方案环境影响初步分析及对策建议 

     合同额：15 万元；执行时间：2011 年 

     负责人：陈敏 

7. 天水市罗峪河城区段整合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合同额：22 万元；执行时间：2011 年 

负责人：王颖 

8. 甘肃省舟曲白龙江虎家崖水电站工程环境保护根据验收调查报告 

合同额：25.6 万元；执行时间：2011.03.16 

负责人：陈强 

9. 世行贷款甘肃庆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程序部分 

合同额：36 万元；执行时间：2011 年 

负责人：陈敏 

10. 酒泉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合同额：45 万元；执行时间：2011 年 

负责人：仝纪龙 

1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国作者年度资助 

合同额：3 万元；执行时间：2011.06.15 

负责人：黄建平 

12. 武威至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至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合同额：46 万元；执行时间：2011.07.05 

负责人：仝纪龙 

13. 亚行贷款甘肃省张掖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湿地保护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合同额：50 万元；执行时间：201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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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袁九毅 

14. 用于风电功率预测的高精度风场数值预报系统开发 

合同额：60 万元；执行时间：2011 年 

负责人：王澄海 

15. S306 线徐合公路岷县至合作段二级公路改建工程环评 

      合同额：49.8 万元；执行时间：2010.03.03 

      负责人：潘峰 

16. 甘肃西南地区供气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合同额：55 万元；执行时间：2011 年 

负责人：潘峰 
 

2. 在研科研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1. 沙尘气溶胶对西北地区云和降水的影响 

研究经费：200 万元；执行时间：2008.01-2011.12 

负责人：黄建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 大气中水汽、气溶胶、臭氧在平流层与对流层之间传输和交换过程的研

究 

研究经费：150 万元；执行时间：2008.01-2011.12 

负责人：田文寿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973 计划课题 

3. 化学-气候耦合以及东亚区域大气过程和人类活动的作用 

研究经费：162 万元；执行时间：2010.1-2014.12 

负责人：田文寿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 

4.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数值模拟 

研究经费：670 万元；执行时间：2008.10-2011.12 

负责人：王式功 

 国家自然科学面上基金项目 

5. 全球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地区不同尺度能水循环机理及变化特征研究 

研究经费：45 万元；执行时间：2011.01-2013.12 

负责人：王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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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微气象观测研究蒸发皿蒸发量所揭示的气候信号 

研究经费：56 万元；执行时间：2011.01-2013.12 

负责人：左洪超 

7. 有预报误差时估算土壤湿度的数据同化研究 

研究经费：48 万元；执行时间：2011.01-2013.12 

负责人：张述文 

8. 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黑碳和沙尘气溶胶吸收特性观测研究 

研究经费：56 万元；执行时间：2011.01-2013.12 

负责人：张镭 

9. 沙尘气溶胶的辐射反馈对天气系统发展演变的数值模拟研究 

研究经费：36 万元；执行时间：2010.01-2012.12 

负责人：隆霄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10. 基于 TRMM 卫星对闪电与降水和云微物理特征之间关系的研究 

研究经费：19 万元；执行时间：2010.01-2012.12 

负责人：袁铁 

11. 利用地面 MFRSR 和激光雷达研究沙尘气溶胶的间接效应 

研究经费：19 万元；执行时间：2010.01-2012.12 

负责人：王天河 

12. 甘肃省主要疫情对气候变暖的响应及其机理研究 

研究经费：19 万元；执行时间：2010.01-2012.12 

负责人：马玉霞 

 国家气候中心行业专项 

13. 有历史资料改进动力季节预策的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经费：164 万元；执行时间：2008.10-2011.12 

负责人：丑纪范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博导类） 

14. 西北地区春季典型大风天气的热动力过程的模拟分析研究 

研究经费：6 万元；执行时间：2011.01-2013.12 

负责人：王澄海 

 国家科技计划 973 项目专题 

15. 我国冰冻圈动态过程及其对气候、水文和生态的影响机理与适应对策 

研究经费：21 万元；执行时间：2007.01-2011.12 

负责人：王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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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兰州地区灰霾天气成因及预报 

研究经费：30 万元；执行时间：2007.02-2011.12 

负责人：王式功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专题 

17. 沙尘气溶胶垂直廓线特征及辐射效应综合观测研究 

研究经费：30 万元；执行时间：2009.01-2011.12 

负责人：黄建平 

 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经费项目 

18. 天气敏感性疾病发病和流行诱发机制及预报技术 

研究经费：273 万元；执行时间：2011.1-2013.12 

负责人：王式功 

19. 多时间尺度干旱规律及其预警、预测技术研究 

研究经费：16 万元；执行时间：2010.9-2013.12 

负责人：王澄海 

 甘肃省自然科学研究基金计划 

20. 面向业务灾害性精细数值天气预报的多普勒雷达回波反射率同化关键

技术研究 

研究经费：3 万元；执行时间：2010.01-2012.12 

负责人：杨毅 

 2010 年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 

21. 我国北方地区黑碳气溶胶的空间分布及其辐射效应 

研究经费：15 万元；执行时间：2010.07-2012.12 

负责人：付强 

22. 黑碳气溶胶区域尺度上的辐射强迫效应 

研究经费：4 万元；执行时间：2010.07-2012.12 

负责人：张武 

23. 利用大气化学模式模拟黑碳气溶胶的气候效应 

研究经费：4 万元；执行时间：2010.07-2012.12 

负责人：闭建荣 

24. 黑碳气溶胶传输过程的地基观测研究 

研究经费：4 万元；执行时间：2010.07-2012.12 

负责人：王鑫 

25. 我国黑碳气溶胶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研究经费：4 万元；执行时间：2010.07-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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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张北斗 

 2010 年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费科研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26. 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经费：35 万元；执行时间：2011.07-2011.12 

负责人：黄建平 

 2010 年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自由探索项目-面上项目 

27. 集合降维变分同化方法用于雷达资料同化的研究 

研究经费：8 万元；执行时间：2010.07-2012.06 

负责人：邵爱梅 

28. 我国西北地区卷云的光学及辐射特性研究 

研究经费：8 万元；执行时间：2010.07-2012.06 

负责人：王天河 

29. 青藏高原闪电活动与云宏微观参量关系的研究 

研究经费：6 万元；执行时间：2010.07-2012.06 

负责人：袁铁 

30. 基于不同云类型的 3 维复杂云分析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经费：6 万元；执行时间：2010.07-2012.06 

负责人：杨毅 

31. 新疆持续性暴雪形成和发展的机理及水汽输送特征分析 

研究经费：6 万元；执行时间：2010.07-2012.06 

负责人：隆霄 

32. 气候变暖对甘肃省传染病发病区域位移影响的研究 

研究经费：5 万元；执行时间：2010.07-2012.06 

负责人：马玉霞 

33. 兰州地区大气湿沉降的无机化学组分特征及其来源研究 

研究经费：4 万元；执行时间：2010.07-2012.06 

负责人：郭勇涛 

34. 中国西北地区辐射强迫的研究 

研究经费：8 万元；执行时间：2011.01-2012.12 

负责人：苏婧 

35. 黑碳气溶胶对榆中地区大气辐射特性影响的研究 

研究经费：6 万元；执行时间：2011.01-2012.12 

负责人：陈敏 

36. 黒碳气溶胶浓度与光学特性的观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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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费：5 万元；执行时间：2011.01-2012.12 

负责人：葛觐铭 

37. 利用激光雷达探测研究兰州地区大气气溶胶 

研究经费：5 万元；执行时间：2011.01-2012.12 

负责人：曹贤洁 

 2010 年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自由探索项目-小额探索项目 

38. 半干旱地区近地面臭氧浓度反演与订正 

研究经费：2 万元；执行时间：2010.07-2012.06 

负责人：史晋森 

39. 改进的 6S 模式反演兰州地区气溶胶光学厚度 

研究经费：2 万元；执行时间：2010.07-2012.06 

负责人：陈艳 

 靶场专项装备研制合同（靶场水文气象综合预报保障系统） 

合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 92493 部队 

合同额：288 万元；执行时间：2009.03.26-2011.12.30 

负责人：王式功 

三、 发表论文 

1.  英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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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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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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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 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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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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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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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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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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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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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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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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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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创新团队 

项目名称：半干旱气候变化 

负责人：黄建平 教授 

资助经费：300 万元 

获批时间：201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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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时间：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 

团队骨干成员： 

付强教授、王式功教授、田文寿教授、张镭教授、左洪超教授、张武教授、

付培健教授、邵爱梅教授。 

团队的研究方向： 

以半干旱气候变化为主要研究方向，开展气候变化关键参数观测、气候变化

机理与模拟预测、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对策等方面的研究。团队带头人黄建平

教授长期从事气溶胶与干旱半干旱气候相互作用的研究；付强教授长期从事大气

辐射与气候变化研究；田文寿教授主要从事大气气溶胶及大气化学与气候相互作

用方面的研究；王式功教授主要从事干旱与沙尘暴的长期变化及其气候环境效应

研究；张镭教授长期从事大气边界层、气溶胶的研究工作；左洪超和张武教授一

直从事气候变化的实验观测研究。团队成员所从事的研究内容各有特色，涵盖了

半干旱气候变化的主要方面。共同的学科目标和优势互补的研究方向为研究团队

的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团队成员共同努力下，开创了我国半干旱气候变化研

究的新领域。 

团队形成的背景： 

长期以来，兰州大学逐渐形成了一支从事半干旱气候变化研究的优秀团队。

本研究团队的奠基人、国际著名气象学家丑纪范院士，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即兰州大学气象学专业建立时，就提出了“因地制宜、发挥地域特色，开展干旱

半干旱气候变化研究”的发展理念，并带领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科的几代人走过

了近 40 年的发展历程，锻炼并培养了一大批主要骨干，为我国大气科学事业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4 年，团队带头人黄建平教授应邀回国担任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院长，

根据兰州大学地处西北半干旱区气候敏感带的特点，制定了从野外综合观测入

手，重点进行干旱半干旱气候变化研究的发展思路。经过多年的努力，兰州大学

大气科学学院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建立了兰州大学半干旱气候与环境观测站

（SACOL），申请到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大气科学国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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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大气科学专业国家级教学团队、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主持承担了 10 余项国家级重点课题，科研经费逐年攀升，从 2004

年的 200 多万元上升至 2005 年的 500 多万元，2006 年以来连续突破千万元，人

均科研经费位居兰州大学前茅。 

SACOL 的建立对团队的科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站拥有一系列

国际先进的仪器设备，是国内高校中唯一具有国际水准的气候与环境观测站。这

一观测平台的建立，成为创新团队的重要支撑，加强了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使

研究方向得到凝聚。目前，团队针对半干旱气候变化、沙尘暴对气候环境的影响、

以及沙尘气溶胶与云和降水相互作用等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

果，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为团队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团队的发展得益于兰州大学积极的人才引进措施，学校先后从国内外引进一

批优秀人才。例如，2005 年，引进了留英博士田文寿，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2006 年）；2009 年，从美国华盛顿大学引进了国家“千人计划”

特聘教授付强博士；同时，每年遴选优秀博士生出国留学，联合培养师资，迄今

已选送 13 人，学成回国 4 人。这些措施极大地增强了本研究团队的科研实力。

目前已形成了一支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丑纪范教授为学术指导，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黄建平博士和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付强博士为学科带头人，以王式功教授

（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张镭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大气科学学科评议组

成员）、田文寿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为骨干的老中青有机结合的创

新团队。 

研究团队中既有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也有崭露头角开始走向国际舞台的科

研新秀，形成了合理的研究梯队，保证了人才队伍的不断成长和科研创新的持续

性。2008 年，以团队成员为核心，获准建设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0 年入选国家级教学团队，使本团队的科研教学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 

团队的发展目标： 

通过开展半干旱气候变化的系列研究，形成一支高素质、国内外一流、独具

特色的研究群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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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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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提供科技支撑。 

本年度主要阶段性成果： 

(1) 成功组织申报了科技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2) 继续开展了半干旱区野外定点观测研究； 

(3) 分析了我国大范围季节性积雪中吸收性颗粒物的典型特征； 

(4) 揭示了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地表能量平衡的基本特征； 

(5) 研究了黄土高原半干旱区气溶胶的理化特征； 

(6) 开展了半干旱区云辐射和物理特性的相关反演和验证研究； 

(7) 探讨了对流层和平流层的增温及能量和物质传输机理； 

(8) 提出了新的数据同化方法和相似动力预报技术； 

(9) 揭示了气候系统的关联性及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期间的天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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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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的水平和素质是发展的

根本，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积极加强对外的交流与合作，本年度在师资队伍

规划与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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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邵爱梅教授获批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新增博士学位实验技术人员 1 人；新增教授 1 人，副教

授 3 人。 

青年教师队伍成长迅速。通过教学团队、科研团队、科研基地建设，使所有

青年教师对归属在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青年教师绝大部分都参与研究所的科研

课题，使得青年教师的水平和能力达到了很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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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工作和教学团队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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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教育部公布了 2010 年度“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

创新团队入选名单，以黄建平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半干旱气候变化研究”创新团

队入选该计划。 

1. 选留人才 

陈思宇  联合师资培养  

阎虹如  联合师资培养 

程一帆  气象学研究所 

2. 新增博士生导师 

许吟隆（兼职）应用气象学 

张述文        应用气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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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硕士生导师 

隆  霄     气象学 

杨  毅     气象学 

王  颖     大气物理与大气环境 

马玉霞     气象学 

王天河     气象学 

刘玉芝     大气物理与大气环境 

王  鑫     大气物理与大气环境 

4. 晋升教授 

付培健     天气动力 

5. 晋升副教授 

王金艳      气象学 

马玉霞      气象学 

王天河      气象学 

二、 学科建设 

实验室学科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实验室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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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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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半干旱气

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顺利通过教育部验收为契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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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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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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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学的良好运行是开展其他各项工作和保障稳定的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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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坚持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坚持人才培养目标，保持了较高水平的本科教

学质量 

坚持以培养一流人才为根本任务，以创建一流本科教学为目标，力争保证教

学工作的中心地位。一方面加强思想工作，大力宣传教书育人工作是教师的本分、

是教师的第一职责；另一方面保证了教学工作的待遇，坚持将稳定教学秩序作为

稳定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在教学管理中，严格执行学校和的各项规章制

度，加强对教学过程的检查、督导和教学质量的监控。目前，共有本科生 700

余人，但专职教师仅仅 40 余人，教学任务繁重。尽管如此，严格按教学计划组

织实施教学。本年度，共完成 28 门本科课程的课堂教学任务，总学时数为 3600

学时；共完成 7 门本科实验课堂教学任务，总学时数为 756 学时；三个班（2008

大气科学类、大气科学国防班、大气科学基础理论班）的综合、野外实习；2007

级学生的毕业设计。并积极主动配合完成学校组织的课堂教学、试卷、毕业论文

等教学检查工作。 

2. 强化教学管理和督导，保证教学秩序的有序，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管理是保障常规本科教学稳定、有序进行的根本，是防止教学事故发生

和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对课堂讲授、调停课、监考、阅卷、指导毕业设计和实

验等容易发生教学事故以及在开学前、考试后等比较集中地环节，通过多种途径

提醒教师；另外，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实施教学督导制度，加强青年教师教学能

力的培养，注重安排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课程建设和优秀教材的选用工

作。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本年度在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加强领导的听课制度，

尤其是听青年教师的讲课，并及时指出其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二是成立了以教学

指导委员会成员组成的教学督导组，加强督导组作用，并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总结。 

3. 以“质量工程”为抓手，全面加强教学基本建设，现已形成了校级、省级、

国家级三级“质量工程”建设体系 

本年度，积极组织实施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申报和实施工作，以点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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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本科教学质量。通过实施“质量工程”，教学的中心地位更加稳固，教学质量

显著提高。在本年度甘肃省教学名师的评选中，张文煜教授获第六届“甘肃省高

等学校教学名师”称号；张文煜教授的“《大气探测原理于方法》（教材）”教学成

果获兰州大学 2011 年度教学成果一等奖；在学校组织开展的 2011 年度教学研究

项目的申报工作中，王式功教授作为负责人的“航空气象学课程建设”予以立项；

王澄海教授等编著的《大气数值模式及模拟》正式出版；新增《数值天气预报》、

《雷达气象学》两门校级精品课程。 

4. 加强实践教学和创新教育，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实践教育和创新教育是本科教学中的重要环节，针对目前本科生创新能力薄

弱的现状，积极鼓励学生参加课外实践创新活动。在本年度兰州大学君政基金的

申报和评审工作中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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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0 个项目予以立项；由张文煜教授指导，2008 级大

气科学刘欣、孔令彬同学完成的作品“基于 AMRT-CPSO-BP 在黄土高原半干旱地

区臭氧浓度预报的探索与实现”作品获 2011年中国专利年会“校园发明与创新”银

奖，同时，该作品获挑战杯全国二等奖；张文煜教授作为领队与统计合作带领我

学生参加 2011年度世界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及 2011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再次获得佳绩，取得“世界一等奖”、“世界二等奖”、“国家一等奖”、“甘肃省特等

奖”、“甘肃省一等奖” 各 1 项；在“2011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C 类”比赛中，学生

获兰州大学赛区特等奖、一等奖各 1 项。 

强化管理过程，做好研究生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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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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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共授予博士学位 23 名、硕士学

位 29 名。 

2. 圆满完成 2011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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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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

2011 年录取研究生 78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59 人，博士研究生 19 人。 

3. 突出科研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研究生教育是一种创新教育，而创新意识的培育、创新能力的提高均应该在

创新实践的过程中完成，创新的科学研究实践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处于举足轻重

的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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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陈思宇获“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

这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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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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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年学术骨干增不到导师队伍中来，突出科研项目在导师选聘中的作用。通过

新晋升的导师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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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硕导 3 人。 

5. 继续做好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招生、培养工作 

本年度，共组织了 22 名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员的硕士论文指导及答辩工作。

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气象局合作，顺利完成 2011 级北京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63 人，

吉林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44 人的筹备、招生、教学、管理工作。同时，派专人前

往西安环境信息工程学校、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代表参加了 2011 届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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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心负责做好学生工作，确保教学秩序稳定，形成良好学风 

1. 坚持日常管理服务和主题思想教育相结合，强化管理过程。 

在坚持抓好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契合重大纪念日和重要事件，深

入开展学生党员“创先争优”、喜迎建党九十周年等系列主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主题活动形式多样，效果显著。学生在各类事件中都能做到思想意识统一，行为

理智有序，有效维护了学校和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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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功实现了对心理健康异常学生的预防。

一方面利用心理健康普测，及早发现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另一方面辅导员深入

学生宿舍，和学生约谈，主动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围绕学生综合测评工作，圆满

完成 2012 届本科生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和本年度各类评奖评优工作；

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奖学金等的评比工作采取先做观察、了解、推选、公示最后

确定的原则，保证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学风建设措施得力，奖惩分明，激励

引导效果好。学生学风考风端正，违纪率低。本年度还积极组织学生聆听学术报

告、讲座等方式方法来加强学风建设。 

2. 丰富第二课堂，促进学生身体、心里健康成长。 

以特色品牌活动为主要载体，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通过一系

列的文体活动，营造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本年度，成功举办主题为“Climate for 

you”世界气象日科普学术周活动；成功举办第四届“新起点•新征程”大学生基本

技能大赛；成功举办“羽你同行”羽毛球师生交流赛；与兰州市城关区民政局联合

举办“孝文化进校园”大型公益活动；积极响应中国气象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气

象防灾减灾宣传志愿者中国行”活动，并组织了学生赴北京、辽宁、广东等地进

行以气象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宣传为主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 2011 年校运会中

学子奋力拼搏，最终获得第八名的良好成绩。 

3. 在做好毕业生充分就业的基础上，大力提高就业质量。 

从就业指导、就业教育和就业管理等方面入手，形成一体化的毕业生就业工

作体系，积极开展全程就业指导，针对低年级学生开展职业指导讲座；邀请领导、

学科点硕士生导师动员毕业班学生考研就业、开展导师见面交流会，使同学在心

态上进入就业与考研的前期准备；认真做好就业统计工作；细致了解就业困难学

生情况，切实做好就业困难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为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本年

度共接洽联络用人单位 30 余家，组织安排专场招聘活动 10 余次。截止目前，本

科生就业率位居学校前列。 

4. 以业务素质为依托，不断强化学生工作队伍建设。 

在严格要求的同时，积极鼓励并支持学生辅导员开展研究调查、接受各种培

训、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关心他们生活。同时，不断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

强化班主任考核，学生工作队伍进一步得到强化。本年度，团委书记王延鸿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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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入围奖、获“全国第十一届全国多媒体大赛”优秀

奖、首次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军事课教师授课竞赛”并荣获三等奖；团委副书记敏

霞获“兰州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在兰州大学 2011 级学生军训工作中获得

“优秀带队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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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大气光散射及遥

测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学委员会、甘肃省气象局等单位

共同承办了“第七届气象环境与健康及学科建设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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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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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与相关问题的研究专项介绍  

主讲人：吕达仁院士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时间：2011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4:30  

地点：物理楼 1001  

2. 题目：双星组网后风云三号卫星观测的新特点 

主讲人：张鹏研究员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卫星气象研究所所长 

时间：2011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09: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3. 题目：Tropical 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s-A Multi-sensor Analysis 

主讲人：袁健博士     美国华盛顿大学 

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09: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10 室 

4. 题目：Application of numerical modeling and data assimilation in improving 

high-impact weather forecasting  

主讲人：蒲朝霞教授    美国犹他大学气象系 

时间：2011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时间：2011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下午 15:00  



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1 年报 

  ‐ 61 ‐

地点：榆中校区天山堂  

5. 题目：卫星大气垂直探测资料在数值天气预报中的同化应用  

主讲人：马刚副研究员 

题目：多种观测资料协同同化方法（CAMOD）及其在 0807 号台风（海

鸥）数值模拟中的应用研究  

主讲人：王云峰副教授  

时间：2011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6. 题目：兰州市空气质量现状、成因及控制前景 

主持人：牛向东  兰州市政府副市长 

报告人：柴发合研究员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时间：2011 年 6 月 23 日上午 10 点 

地点：兰州大学飞云楼报告厅 

7. 题目：基于天气雷达观测的一次弓状回波的运动学特征 

主讲人：彭新东研究员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    

报告时间：2011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 9:30 

报告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8. 题目：对流尺度天气和台风预报及资料同化的一些新进展 

主讲人：薛明博士  美国 Oklahoma 大学气象学院教授 

时间：2011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上午 9:3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10 室  

9. 题目：气候变化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及野生动物的风险评估  

主讲人：马建民研究员  兰州大学萃英讲席教授 

时间：2011 年 9 月 2 日 下午 15:00  

地点： 本部齐云楼大气院 0304 室  

10. 题目：可预报性研究——天气与气候预报中的一个挑战性问题  

报告人：穆穆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时间：2011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一）8:30 —10:00  

地点：榆中校区天山堂 C302 学术报告厅  



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1 年报 

  ‐ 62 ‐

11. 题目：可预报性研究中最优前期征兆与增长最快初始误差的相似性问题—

以 El Nino、阻塞高压与黑潮为例 

主讲人：穆穆 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时间：2011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09:00 

地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10 室  

12. 题目：全球变暖的古气候视野 

主讲人：姜大膀研究员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时间：2011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19:30 

地点：医学校区教学楼第九教室 

13. 题目：大城市环境空气中的铅污染 

报告人：王庚辰研究员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 

时 间：2011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15:00 

地 点：盘旋路校区齐云楼 0304 室 

14. 题目：大气气溶胶与大气成分遥感的物理基础 

报告人：王普才研究员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 

时间：2011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14:00 

地点：榆中校区天山堂 C203 室  

二、 主办会议 

2011 年度承办相关会议情况  

1．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大学）建设项目验收会议 

5 月 25 日上午，教育部科技司组织专家组对兰州大学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进行建设验收评估，验收会在兰州大学齐云楼 0310 会议室举行。 

验收专家组组长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徐祥德院士担任，专家组成员来自北

京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和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兰州大学副校长陈发虎，校长办公室、人事处、科技处、

发展规划处、重点建设处、财务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国资处等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大气科学学院党政领导、实验室学术骨干参加了

验收会。 验收会议由教育部科技司基础处杨华副处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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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副处长介绍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的重要意义、重点实验室建设期满

验收会议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对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验收程序和

内容进行了说明。 

陈发虎副校长代表学校对专家组和科技司领导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他们的辛

勤工作表示感谢。他指出，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是学校的一

件大事，是学校将“地域劣势转化为科研优势”的优秀典范，学校将按教育部对重

点实验室建设运行的管理办法和验收专家组的意见，进一步加大对半干旱气候变

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支持力度，促进实验室高效发展。 

专家组听取了实验室主任黄建平教授汇报实验室建设期工作进展和代表性

成果、考察实验室并与实验室学术骨干进行了交流，经过质询和讨论，一致认为，

实验室定位于应用基础研究，立足国际前沿，瞄准国家和地方重大需求，以半干

旱气候变化为主要研究领域，形成了干旱气候和环境观测实验研究、半干旱区大

气遥感和多源观测资料同化分析、半干旱气候变化机理和模拟预测、评估与适应

对策研究方向。拟建立一个半干旱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平台

和创新基地，推进我国半干旱气候变化的研究进入国际前沿行列。实验室定位准

确，研究方向明确、重点突出、特色鲜明。 

专家组认为，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已全面完成了建设任务书各

项指标，达到了预期的建设目标，一致同意“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通过验收。专家们还对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杨华副处长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

明确，很有特色，符合教育部关于重点实验室要求。希望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建设，

迎接两年后的评估。 

2．2011 大气光散射及遥测技术国际学术会议 

会议于 6 月 20 日至 24 日在我校召开。本次会议由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办，黄建平教授担任大会组委会主席。 

本次研讨会吸引了众多参会专家，来自美国 NASA、华盛顿大学、犹他大学、

纽约州立大学、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名古屋大学、长崎大学、九州大学、韩国、

俄罗斯、法国、挪威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国家卫星气象中

心、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中科院安徽光机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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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西

安理工大学、台湾中央大学等国内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本次大会共收到高水平论

文 100 余篇。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讨大气光散射及遥测技术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进

展，主要包括大气中的光散射及辐射理论；主动和被动遥感技术；地基雷达探测

技术与方法等。会议期间，广泛征求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我国

大气光散射及遥测技术的发展。大会优秀学术论文将由国际著名 SCI 收录的学术

杂志“Journal of Quantitative Spectroscopy & Radiative Transfer”以会议专集形式予

以出版发行。 

3．第七届气象环境与健康及学科建设研讨会 

8 月 19 日至 21 日，由中国气象学会医学气象学委员会主办, 兰州大学大气

科学学院、甘肃省气象局、平凉医学专科学校、兰州大学气象环境与人体健康研

究中心等单位共同承办的“第七届气象环境与健康及学科建设研讨会”在我校召

开。 

中国科学院丑纪范院士、李崇银院士，甘肃省气象局张书余局长、上海市气

象科学研究所谈建国所长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上海市气

象科学研究所、甘肃省气象局、以及天津、江苏、内蒙、江西、山东等地气象部

门相关单位的代表共 6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开幕式上，我校副校长陈发虎教授代表学校致欢迎辞。丑纪范院士代表我校

大气科学学院致欢迎辞，并对气象环境与人体健康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给予了

殷切希望。随后，中国气象学会医学气象学委员会主任、我校大气科学学院常务

副院长王式功教授代表中国气象学会医学气象学委员会向学会副主任委员颁发

了聘书。 

本次会议围绕着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空气污染、沙尘暴与人体健康，气象

环境与传染病、慢性病和人体健康，气象环境与健康的预警预报技术等问题以及

气象环境与人体健康学科建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会议共收到论文 50 篇，

接受 38 篇，大会交流及报告 2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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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上，王式功教授致闭幕词，对各位代表的参会表示感谢，并希望不同

领域专家学者能共同努力，加强联系与合作，为推动该领域的科学研究与学科发

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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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启动大会  

2011 年 11 月 2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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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启动大会在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隆重召

开。 

27 日上午，兰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寒松、兰州大学副校长陈发虎、科技部基

础研究司重大项目处处长傅小锋、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副处长徐洪、教育部

科学技术司副处长明媚、甘肃省科技厅副处长王芳、兰州大学科技处处长张迎梅

等领导出席大会开幕式。另有项目咨询专家王苏民研究员，项目专家丑纪范院士、

鹿化煜教授、马柱国研究员、马耀明研究员、王式功教授、张强研究员，课题负

责人付强教授、吕昌河研究员、王开存教授及学术骨干等百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启动大会开幕式由兰州大学副校长陈发虎教授主持，兰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寒

松为开幕式致辞。王寒松书记对科技部、教育部和甘肃省科技厅的大力支持表示

诚挚的感谢，对项目启动表示衷心的祝贺，他首先充分肯定了本项目的重大意义：

（1）这是兰州大学作为项目首席单位首次获准立项的国家重大科学研究项目之

一，标志着兰州大学在国家重要科技项目申报工作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2）

本项目立足于优势学科和西部特色，结合国家重大需求，对于兰州大学提升自主

创新与协同创新能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王寒松书记殷切希望项目组按照计划任

务书的要求，在研究重大科学问题方面下功夫，顺利完成项目的各项任务。最后，

王寒松书记做出承诺，兰州大学将全力支持项目的实施，做好一切保障工作。 

随后，首席科学家黄建平教授代表全体项目组成员发言，他向对项目给予支

持、帮助的科技部和教育部领导、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简要介绍了项目的

具体情况，包括承担单位、拟解决的科学问题，以及课题设置等。 

科技部基础司傅小锋处长在讲话中，代表科技部基础司对兰州大学承担两个

重大研究项目表示衷心的祝贺。他回顾了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的发展历程。他

指出，此次启动会的目的是建立起项目的管理制度，包括项目的管理办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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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办公室等。科技部为加强项目管理，将委派王苏民、丁永建两位研究员作为

责任专家，对全球变化重大项目进行全程跟踪和指导。最后，他期待项目首席科

学家的科学研究在国际上占据一定地位，并预祝项目组在未来五年内取得丰硕的

成果。 

教育部科技司明媚副处长代表教育部科技司祝贺项目得到国家的批准。她对

项目未来的实施提出了四点建议：（1）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是面向国家层面的

重大基础性研究计划，做基础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项目组要集中力量攻

坚克难；（2）由于时间和资助额度有限，项目组要目标明确，突出重点，加强底

层建设；（3）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首席专科学家要为科研骨干专家提供

服务和项目协调，全组成员应团结一致，积极配合首席科学家的工作；（4）要充

分发挥专家组的作用，为项目提供咨询，项目组应尽早制定管理办法，做好管理

工作。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跟踪专家王苏民研究员对项目的启动表示衷心祝贺。

他指出，本项目将从全球至少是半球的海气耦合作用与大区域尺度陆气相互作用

这两者的结合来阐明干旱半干旱地区千-百年多时间尺度，气候变化的原因以及

动力学机制，同时还要预测这种变化的趋势，以及它的资源环境效应。这无论是

从大气科学还是地质过程科学来看，都极具挑战性。但是，首席科学家黄建平组

织了一支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队伍，这支队伍在科技部、兰州大学的领导下，在

全体科研人员的努力下，一定能够做出具有一定影响的理论成果，在资源环境效

益方面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启动会开幕式在科技部、教育部领导，兰州大学领导以及各位专家的

热烈祝贺中拉下帷幕。 

启动会开幕式结束后，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徐洪副处长、教育部科学技

术司副处长明媚、全球变化重大项目跟踪专家王苏民研究员、项目专家、各课题

组长以及学术骨干在逸夫科学馆分会场进行了项目和课题的讨论。 

在分会场讨论中，首席科学家黄建平教授首先对项目的总体任务做了详细介

绍，主要包括：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主要研究内容、预期目标、总体研究方

案和研究队伍的组成等。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刘玉芝副教授介绍了项目管理事

项，包括财务管理、成果管理、资料共享等。针对首席科学家和项目管理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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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汇报，各位专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特别在组织团队、科学问题的凝炼，

以及项目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徐洪副处长听完介绍后进一步指出，在项目管理中

必须要注意：（1）做好定期简报，便于各项目、专家了解信息和加强沟通，同时

将简报及时转发科技部基础司；（2）充分利用科技部 973 项目资环领域建设的已

有数据资源，避免重复工作；（3）项目启动后应及早理清研究思路，凝炼好科学

问题，尽早进入状态，做到三个“更加”（更加强调国家需求，更加强调国家科学

目标的完成，更加注重团队建设）；（4）项目要对社会有科普贡献；（5）标注本

项目的论文要考虑到其内容与本项目科学问题的相关性；（6）严格管理经费的使

用情况。 

    跟踪专家王苏民研究员对项目研究团队的总体实力满怀信心，并殷切希望中

期评估时能够做到优秀。他提出了几点建议：（1）强调 SCI 论文无可非议，但在

完成 SCI 论文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关键科学问题，更多地注重重大科学

问题的进展；（2）做好简报，每个课题一年至少出一期简报，由项目办统一汇总

上交科技部。此外，王苏民研究员希望各课题组长与首席科学家保持密切联系，

不断进行讨论，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丑纪范院士做了进一步补充：项目中期评估时主要评估项目在这两年中解决

了哪些国家的重大需求问题，又解决了什么国际前沿问题；他鼓励项目组攻坚解

决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前沿问题；科研论文的内容必须与项目有关，SCI 论文不

但要强调数量，更重要的是要切题，同时也要注重国际前沿问题的解决，要有亮

点。 

随后，项目专家马耀明研究员提出：（1）抓住全球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问题，

陆面过程的观测区域要和项目所设定的空间尺度（全球干旱半干旱地区，重点是

中亚，东亚，北美地区）协调、配合好；（2）设立干旱半干旱区观测站时要考虑

下垫面特点，戈壁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占很大比例，建议考虑在敦煌也进行观测。 

项目专家鹿化煜教授对项目的研究内容和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相信项

目在首席科学家黄建平教授的带领下会取得很好的成果。就项目研究内容，他提

出了三点建议：（1）第一课题涉及时空分辨率，尤其是时间尺度上与现代观测的

结合，这是国际关心的前沿问题；要做干旱半干旱的长时间序列，但面临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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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分布不均匀，年际变化很复杂，因此要妥善处理这些问题；（2）气候变化的

预测较难，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很多，如太阳，火山等，研究中要理清在干旱半

干旱地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3）合理分布观测站点，其中，通榆站要作为一

个比较重要的基本站点。  

11 月 27 日下午，项目四个课题负责人对课题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内容、研究目标等内容进行了集中汇报，与会专家对各课题的研究进行了讨论。 

项目专家张强研究员对四个课题的研究计划分别给出了建议：（1）第一课题

的科学问题要继续凝炼，明确观测实验的科学思路，确定研究的侧重点；（2）第

二课题要理清科学实验的科学要求和观测站的定位，找准每个观测站的侧重点，

与遥感结合起来；（3）第三课题要在一、二课题的数据基础上，阐明全球变暖与

降水的关系，以及副热带扩展、干旱指数的若干问题；（4）第四课题研究内容中

的社会生态系统可分为社会与生态系统来研究。项目专家马柱国研究员指出：第

二课题的协同观测要集中在两个地区进行，要进一步细化陆气相互作用研究；第

四课题要根据国际前沿和国家需求进行研究。项目专家鹿化煜教授建议各位课题

负责人要继续凝炼科学问题。 

最后，项目首席科学家黄建平教授对启动会做了全面、深入的总结。他再三

强调，前两年是关键，首席科学家和各课题负责人必须进一步收缩和凝炼科学问

题，做好国际前沿和国家需求两方面的工作。他提出，为便于项目的管理和项目

动态的通报、交流，要在 12 月份初步建立起项目网站，项目管理办公室要切实

做好简报工作。此外，对经费务必进行严格监管。 

三、 参加会议 

1. 2011 年 1 月 4-6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

研究所主办的“第九届 LASG 气候系统模式发展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题

为“黄土高原半干旱区陆气相互作用及碳交换的观测研究”的特邀报告。 

2. 2011 年 1 月 7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

研究所主办的“LAGEO 学术委员会会议”。 

3. 2011 年 2 月 21-23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承办的“地球科学领域重点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结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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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期评估会议”，并在会上做了题为“黄土高原半干旱区气溶胶对陆-气

相互作用影响的观测实验研究”的报告。 

4. 2011 年 3 月 19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兰州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陆面过程

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承办的“中国科学院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

室第一届全体学委会委员会议”。 

5. 2011 年 3 月 20 日，张镭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 2011 年高校全球变

化研究联盟项目研讨会。 

6. 2011 年 5 月 18-22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东亚区域气候－环境重点实验室承办的“The 1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gional Earth System Modeling and Analysis (RESMA)”，并

在会上做了特邀报告。 

7. 2011 年 5 月 23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承办的“云与东亚夏季风强降水国际计划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主题发

言。 

8. 2011 年 6 月 20-24 日，张镭教授等在兰州参加了第二届大气光散射与遥感

国际学术研讨会。 

9. 2011 年 7 月 12 日，张镭教授参加了南京大学 973 项目课题

（2010CB428501）“城市群区大气边界层和城市冠层的时空结构”中期评

估预审会议。 

10. 2011 年 7 月 18-22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法国参加了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 IPCC WG1 承办的“The Second Lead Author Meeting”。 

11. 2011 年 8 月 5 日-15 日，田文寿教授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 2011 年亚洲大

洋洲地球科学学会年会（AOGS）并做特邀报告 

12. 2011 年 8 月 5 日-15 日，王天河副教授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 2011 年亚洲

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年会（AOGS）暨第八届亚洲激光雷达会议，并于 8

月 12 日做了题为“Cirrus Clouds Properties over Northwestern China”的大会

口头报告。 

13. 2011 年 8 月 12-13 日，张镭教授在北京参加了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和灾害

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气科学前沿国际学术研讨会。  



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1 年报 

  ‐ 70 ‐

14. 2011 年 8 月 17-20 日，张镭教授在西安参加了第 7 届亚洲气溶胶会议。 

15. 2011 年 9 月 14-15 日，张镭教授在成都参加了第九届大气边界层研究战略

研讨会。 

16. 2011 年 9 月 17-18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南京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召开的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学术交流 15 周年纪念研讨会。 

17. 2011 年 9 月 27-29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成都参加了青藏高原天气气候影

响前沿科学研讨会。 

18. 2011 年 10 月 18-20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北京参加了气候变化国际会议。 

19. 2011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4 日，刘玉芝副教授、张北斗工程师参加了在

台湾举行的“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学术研讨会”。 

20. 2011 年 10 月 29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参加物理学院大气与海

洋科学系“气候与海气实验室”第二次年会。 

21. 2011 年 11 月 1 日-12 月 5 日，田文寿教授于赴英国 Leeds 大学地球环境

学院工作访问交流。 

22. 2011 年 11 月 1-4 日，张镭教授在厦门参加了第 28 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 

23. 2011 年 11 月 2-4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厦门参加了第 28 届中国气象学会

学会，并在会上做了题为“全球干旱半干旱气候变化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

势”的特邀报告。 

24. 2011 年 12 月 3-4 日，张镭教授在南京参加了中国气象局大气物理学与大

气环境重点开放实验室（南信大）一届三次学术委员会议暨 2011 学术年

会。 

25. 2011 年 12 月 5-9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美国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协会秋季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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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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外多滤波旋转式遮光带辐射 UVMFR-7 Yank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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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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P Radiation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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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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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2011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  

 

1 月 

1 月，兰州大学王式功教授等人所做的《库姆塔格沙漠综合科学考察》，获

得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颁发的 2011 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技奖励证书。 

1 月，兰州大学陈强教授所做的《分子筛负载掺杂改性纳米二氧化钛光催化

剂的制备及应用》获得由甘肃省人民政府颁发的 “2011 年甘肃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由兰州大学王澄海所做的《青藏高原东土积雪对天气气候预测的

研究和应用》获得“2011 年甘肃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1 月，由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中

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国家气候中心、兰州大学的王澄海等荣获由国家科技部授

予的 2011 年“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执行优秀团队奖。 

1 月 4-6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主

办的“第九届 LASG 气候系统模式发展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题为“黄土高原半

干旱区陆气相互作用及碳交换的观测研究”的特邀报告。 

1 月 7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主办

的“LAGEO 学术委员会会议”。 

2 月 

2 月 21-23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承办的“地球科学领域重点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结题验收及中期评估会

议”，并在会上做了题为“黄土高原半干旱区气溶胶对陆-气相互作用影响的观测

实验研究”的报告。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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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重点实验室组织申报科技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经过严格的网评、

答辩等程序，申报的“全球典型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变化及其影响”项目最终获得

科技部批准立项。项目首席科学家为实验室负责人黄建平教授，项目资助经费为

3000 万。本项目的实施必将推动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进一步成

长。 

3 月 18 日,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吕达仁院士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

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与相关问题的研究专项介绍》的学术报告。 

3 月 19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兰州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陆面过程与气候变

化重点实验室承办的“中国科学院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全体学

委会委员会议”。 

3 月 20 日，张镭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 2011 年高校全球变化研究联盟

项目研讨会。 

4 月 

4 月 27 日，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卫星气象研究所所长张鹏研究员做了题为《双

星组网后风云三号卫星观测的新特点》的学术报告。 

5 月 

5 月 18-22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东亚区域气候－环境重点实验室承办的“The 1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gional Earth System Modeling and Analysis (RESMA)”，并在会上做了特邀报

告。 

5 月 23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承办的“云

与东亚夏季风强降水国际计划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 

5 月 25 日上午，教育部科技司组织专家组对兰州大学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进行建设验收评估，专家组认为，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已全面完成了建设任务书各项指标，达到了预期的建设目标，一致同意“半干

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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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25 日通过教育部专家组验收，正式运行。 

5 月 27 日，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袁健博士应邀做了题为《Tropical 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s-A Multi-sensor Analysis》的学术报告。 

6 月 

6 月 2 日，美国犹他大学气象系蒲朝霞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

《Application of numerical modeling and data assimilation in improving high-impact 

weather forecasting 》的学术报告。 

6 月 14 日，马刚副研究员、王云峰副教授，应邀分别作了《卫星大气垂直

探测资料在数值天气预报中的同化应用》，《多种观测资料协同同化方法

（CAMOD）及其在 0807 号台风（海鸥）数值模拟中的应用研究》的学术报告。  

6 月 20-24 日，张镭教授等在兰州参加了第二届大气光散射与遥感国际学术

研讨会。 

6 月 20 日至 24 日，2011 大气光散射及遥测技术国际学术会议在我校召开，

黄建平教授担任大会组委会主席。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讨大气光散射及遥测技术

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进展，主要包括大气中的光散射及辐射理论；主动和

被动遥感技术；地基雷达探测技术与方法等。会议期间，广泛征求国内外专家学

者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我国大气光散射及遥测技术的发展。 

6 月 23 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柴发合研究员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兰州市

空气质量现状、成因及控制前景》的专题报告，兰州市政府副市长牛向东 担任

报告会主持人。 

7 月 

7 月 12 日，张镭教授参加了南京大学 973 项目课题（2010CB428501）“城市

群区大气边界层和城市冠层的时空结构”中期评估预审会议。 

7 月 18-22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法国参加了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WG1 承办的“The Second Lead Author Meeting”。 

7 月 25 日，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彭新东研究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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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做了题为《 基于天气雷达观测的一次弓状回波的运动学特征》的科研报告。 

7 月 31 日美国 Oklahoma 大学气象学院教授薛明博士，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

题为《对流尺度天气和台风预报及资料同化的一些新进展》的学术报告。 

8 月 

8 月 5 日-15 日，田文寿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 2011 年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

会年会（AOGS）并做特邀报告 

8 月 5 日-15 日，王天河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 2011 年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

会年会（AOGS）暨第八届亚洲激光雷达会议，并于 8 月 12 日做了题为“Cirrus 

Clouds Properties over Northwestern China”的大会口头报告。 

8 月 12-13 日，张镭教授在北京参加了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和灾害天气国家

重点实验室大气科学前沿国际学术研讨会。  

8 月 17-20 日，张镭教授在西安参加了第 7 届亚洲气溶胶会议。 

8 月 19 日至 21 日，由中国气象学会医学气象学委员会主办, 兰州大学大气

科学学院、甘肃省气象局、平凉医学专科学校、兰州大学气象环境与人体健康研

究中心等单位共同承办的“第七届气象环境与健康及学科建设研讨会”在我校召

开。  

9 月 

9 月 2 日，兰州大学萃英讲席教授马建民研究员应邀，做了题为《气候变化

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及野生动物的风险评估 》的学术报告。 

9 月 14-15 日，张镭教授在成都参加了第九届大气边界层研究战略研讨会。 

9 月 17-18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南京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召开的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学术交流 15 周年纪念研讨会。 

9 月 26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穆穆院士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可预报性研究

－天气与气候预报中的一个挑战性问题 》 

9 月 27-29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成都参加了青藏高原天气气候影响前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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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讨会。 

10 月 

10 月 13 日，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姜大膀研究员应邀在兰州大学做了题为

《全球变暖的古气候视野》的学术报告。 

10 月 18-20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北京参加了气候变化国际会议。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4 日，刘玉芝、张北斗参加了在台湾举行的“海峡两岸大

气科学学术研讨会”。 

10 月 29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参加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气

候与海气实验室”第二次年会。 

11 月 

11 月 1 日-12 月 5 日，田文寿于赴英国 Leeds 大学地球环境学院工作访问交

流。 

11 月 1-4 日，张镭在厦门参加了第 28 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 

11 月 2-4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厦门参加了第 28 届中国气象学会学会，并

在会上做了题为“全球干旱半干旱气候变化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大会特邀

报告。 

11 月 9 日，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王庚辰研究员做了题为《大城市环境空气中

的铅污染》的科研报告。 

11 月 10 日，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王普才研究员，应邀做了题为《大气气溶胶

与大气成分遥感的物理基础》的科研报告。 

11 月 2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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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启动大会在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隆重召开。启动

大会开幕式由兰州大学副校长陈发虎教授主持，兰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寒松为开幕

式致辞。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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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4 日，张镭在南京参加了中国气象局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重点开放

实验室（南信大）一届三次学术委员会议暨 2011 学术年会。 

12 月 5-9 日，黄建平教授应邀在美国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协会秋季大会做了题

为《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multi-sensor method for dust aerosol detection》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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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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实验室取得的一系列具有国际国内影响的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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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