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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

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 3

月 31 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

员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

要成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

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

系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

奖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 1；若排名

最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 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

多次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省）级奖指部委（省）级对应国家科学

技术奖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式批

准的奖励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行

补助费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

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

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

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

后研究人员等。 

2.“40 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 40 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

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

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

（如：ITER、CERN 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

的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虚拟地理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虚拟地理环境系统理论与方法 

研究方向 2 地理环境演化过程与历史重建 

研究方向 3 地理环境动态监测与机理建模 

研究方向 4 地理系统综合模拟与决策分析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闾国年 研究方向 地理信息科学理论、方法与应用 

出生日期 1961.1.14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5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汪永进 研究方向 高分辨率地理环境变化 

出生日期 1959.4.2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8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盛业华 研究方向 地理数据采集与建模 

出生日期 1965.8.17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5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张雪英 研究方向 地理认知与数据挖掘 

出生日期 1970.10.15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8 

实验室 

副主任 

（常务） 

姓名 袁林旺 研究方向 地理建模与模拟 

出生日期 1973.11.15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4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姓名 周成虎 研究方向  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应用 

出生日期 1964.8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5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79 篇 EI 18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2 部 国外出版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1 项  

http://baike.baidu.com/view/5201.htm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1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6523 万元 纵向经费 2711 万元 横向经费 3812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25 项 授权数 13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39 项 转化总经费 1400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项 行业/地方标准 2 项 

 

研究队伍

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66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29 人  

院士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1 人 

短期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1 人 

讲座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1 人 

青年长江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1 人  

青年千人计划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1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朱阿兴 

国际土壤联盟土壤计量学会 主席 

Geoderma 客座主编 

Annals of GIS 编委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编委 

蔡祖聪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IGBP)中国委员会 
委员 

Soil Science and Plant Nutrition 编委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编委 

Plant and Soil 编委 

Journal of Soils and Sediments 编委 

Global Change Biology 编委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编委 



 

 

国际 INI 科学顾问委员会 
委员、亚洲

中心主任 

郑洪波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IGBP)中国委员会 

PAGES 工作

组成员 

汤国安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中国国家委员会数字山

地专委会 
副主任 

林振山 Ecological Complexity 编委 

江南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IGBP)中国委员会 

LUCC 工

作组成员 

龙毅 
国际地图制图学会 

互联网地图专业委员会 
副主席 

访问学者 国内 3 人 国外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人 

学科发展

与人才培

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地理学 学科 2  学科 3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85 人 在读硕士生 308 人 

承担本科课程 3200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1200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2 部   

开放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3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3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项 

实验室面积 7800 M
2
 实验室网址 http://vgekl.njnu.edu.cn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填)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40 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

论文和专著、标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

工作等。总结实验室对国家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技创新

的贡献，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实验室围绕“地理环境演化过程与历史重建”、“地理环境动态监测与机理建模”、“地理系

统综合模拟与决策分析”以及“虚拟地理环境系统理论与方法”四个研究方向，开展基础理论和

技术方法的协同攻关，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和突破。 

1、地理环境演化过程与历史重建 

瞄准高精度石笋记录，至 2016 年，石笋同位素实验室建成了完善的多接收器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仪 U/Th同位素测量方法，包括样品的化学处理、数据测量与分析；234U/238U

和 230Th/238U活度比的精度分别达到 0.5-1‰和 1-2‰，达到国际先进实验室的测试精度。

石笋氧同位素记录结果进一步明晰了东亚季风强度与高低纬气候变化在不同时间尺度的响

应关系；对来自神农架的石笋多指标记录揭示了轨道及千年时间尺度古气候自然变率的重现

规律，为解析东亚季风的驱动机制和预测未来气候变化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对神农架青天洞

和黔西南雾露洞 4支石笋的测定表明，在同位素 3阶段和全新世，石笋氧同位素呈显著的轨

道千年尺度变化，而碳同位素背景值稳定不变，仅记录百年尺度振荡；两套指标对比显示，

在百年至数十年尺度上两者变率几乎一致，证明季风演化与洞穴岩溶过程既有相似性，也有

显著区别；也证明了碳同位素高频振荡与高纬格陵兰冰芯气温具有可比性。 

对黄河上游进行实地考察和勘测，发现在黄河上游的积石峡中的分布着堰塞湖沉积，在

积石峡及其下游的官亭盆地和喇家遗址分布巨大洪水沉积物。经测年分析，大约 1920 BC，

一场强烈地震引发积石峡山体崩塌，堵塞黄河 6-9 个月，形成堰塞湖，随后发生灾难性溃决，

下泄了一百多亿方水，形成洪峰流量达 400,000 m3/s 的溃决洪水，并向下游传播，可能造

成黄河下游平原天然堤决口，引发多年洪水泛滥，从而推断这就是《尚书》、《史记》等文献

所记录的大洪水起因。 

宇生核素埋藏测年与其他测年方法的比较工作对于确定其可靠性与参数准确性非常重

要。采集了西昆仑北麓于田县普鲁地点上、下两层火山岩之间所夹的河流相砾石层中的砾石

样品，进行了等时线法埋藏测年，其结果与前人应用 K-Ar 法 Ar-Ar 法测定的火山岩年代在

误差范围内一致，这是已有的对宇生核素埋藏测年方法最好的检验，同时证明了该方法中所

用参数的可靠性；应用宇生核素等时线法埋藏测年技术，测定了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玉门砾

岩与酒泉砾石层的底界年代分别为~5Ma 以及~1.2 Ma；测定了大渡河泸定段，雅砻江支流

木里河纳子店段，金沙江宾川县段，怒江丙中洛段等地点若干阶地的年龄，初次建立了第四

纪期间较可靠的青藏高原东南部主要河流下切速率。 

为了解决农业发展和人类适应的阈值问题，在“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下，开展人类适应

性研究亟需对全新世气候环境进行定量化重建。在 973 项目“气候变化与农业起源”支持下，

选取在中国北方广泛栽培的旱作作物黍（黄米）作为研究材料，通过系列样品 AMS14C 测

年和δ13C 分析，利用回归函数定量重建了中全新世关中盆地夏季降水量变化，为区域降水



 

 

定量重建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针对长江下游及其邻近地区史前文化遗址分布情况进行系统的统计及空间分析，得出在

7.0ka 到 5.0ka 期间，该区人类活动在向海洋推进，此时的海岸线在嘉兴地区，长江三角洲

尚未发育到现今程度；在 5.0ka 前后，该区文化到达了空前繁荣的程度，人类对于环境的适

应能力相对之前较强。从而阐释了地貌演化、海陆变迁是遗址变迁的重要因素，并且对人类

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对于沙漠作为粉尘源，从两个方面—高原隆升导致的干旱气候和隆升剥蚀提供的沉积物

供给进行时空分析，得出亚洲粉尘在渐新世末的改变，是源于该时期青藏高原的隆升（高度

达到了临界，隆升过程通过剥蚀提供充足的沉积物），导致塔克拉玛干等沙漠形成，而且这

些沙漠不断有新的物质供应，又不断向大气释放粉尘，使得沙漠既是“汇”，也是“源”。 

通过分析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表层悬浮物的环境磁学参数特征及其空间变化，探讨环境

磁学对河流物源示踪的意义。结果表明，长江悬浮物磁性矿物特征以磁铁矿为主，含有少量

赤铁矿及针铁矿。长江悬浮物磁性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物源特征，但长江地质条件复

杂，气候类型空间变异大，且流域人为影响较大(三峡大坝等)，使得利用磁性矿物特征示踪

物源受到限制。 

中国西南地区是研究西南季风的重要区域，并且构造活动活跃。通过对川西木格错全新

世钻孔的硅藻和有机物含量分析，探讨了该湖泊生态变化的可能驱动因子，揭示了构造运动

是造成湖泊形态变化的主要因素，间接的气候和流域控制过程对湖泊生态变化具有重要影

响。 

在全球和东亚气候变化模拟研究方面，收集了 1 套过去 1.2 万年的 CCSM3 模拟资料、

7 套过去万年的气候外强迫资料、10 套 PMIP3 过去千年气候模拟资料、10 条 ENSO 和 21

条亚洲地区降水的重建序列，完成了 8 套过去 2000 的气候模拟试验并验证了模拟试验结果

的可靠性，分析了地球系统模式 CESM 对太阳辐射和温室气体敏感性的差异、全球季风降

水对不同纬度火山喷发事件的响应、亚洲夏季风和东亚冬季风百年尺度变化特征及成因。 

在考古遗址时空重建与分析方面，以考古发掘场景的三维重建与空间分析为目标，提出

了基于多相 LiDAR数据布尔运算和几何聚类的遗迹点云分割与特征提取方法；在“遗迹保真，

非遗迹保形”建模规则下，提出基于 TetGen 精细建模与趋势面拟合相结合的发掘区整体建

模方法；凝练并结合考古知识规则和场景模型初步研究推理古代人类的行为特征，发展了顾

及时态要素的同类遗迹群的分类、地缘/血缘演化趋势分析方法。为后续古环境展示和时空

分析提供支撑。 

2、地理环境动态监测与机理建模 

在卫星遥感影像信息提取技术方面，以硬边界约束的新型图像分割算法为基础，提出了

面线基元关联技术模型 RLPAF。RLPAF 通过面线基元构建、面线特征计算、面线关联建模的

方式，突破了已有面向对象图像分析（OBIA）“分割后识别”的技术框架，创建了全新的面线

基元关联的协同分析模式，显著提升了 OBIA 的灵活性和分类精度；针对线性约束与局部对

比相耦合的多光谱遥感图像中目标探测问题，将线性约束最小方差方法（LCMV）与局部对比

方法（LCM）相结合，构建了多光谱遥感图像中目标探测方法（LCLCM），为高分辨率、高光

谱遥感影像专题信息提取与目标识别、变化检测、信息检索等遥感数据深度挖掘任务的开展

打下了基础。 



 

 

在大气气溶胶间接气候效应遥感分析方面，以全球气溶胶浓度高值区之一的中国东中部

为研究区，应用 MODIS卫星反演的气溶胶和云产品，结合地面观测的降水资料，考虑区域差

异和季节变化，统计分析了 2000-2012 年中国东中部地区气溶胶光学厚度-云滴有效半径-

降水量之间的空间相关关系，提出了气溶胶-云-降水相互作用模式，总结得出了气溶胶间接

效应复杂的季节变化和南北区域差异的表现特征；通过构建包括城市化建设指标、气象要素、

污染源指标、社会经济生产指标等方面的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驱动指标层

及驱动因素与 PM2.5 浓度变化间的关联度、对 PM2.5 变化的影响权重，揭示了江苏各城市

PM2.5浓度变化与驱动因素关联度的空间分异演化特征。 

以水体生物光学特性为基础,探讨了洞庭湖和三峡水库的水体光学活性物质的吸收特

性,给出了水体漫衰减系数的高光谱反演算法，利用 Landsat8OLI的光谱响应函数,建立了基

于 Landsat8 遥感影像的洞庭湖水体漫衰减系数反演模型。成功实现了洞庭湖水体漫衰减系

数的月尺度时空变化反演,解决了长时间序列的 Landsat各历史时期传感器（1-8）的匹配定

标难题。 

在二类水体水质参数遥感估算方面，基于全球范围内的二类水体野外实测数据，研究分

析了不同水体遥感反射率、水体固有光学特性的变化特征，以及设定波长选取约束条件，给

出了求算叶绿素 a 吸收光学特性的通用方法以及用于去除水体总后向散射信号的近红外波

段位置判定方法。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对于不同类型二类水体都具有较强通用性的叶绿素 a

浓度估算模型，相比于经典叶绿素 a浓度估算模型，具有较强的抗噪声能力和较强的普适性，

对海湾型二类水体或者湖泊型二类水体，都能取得较为理想的估算结果。 

在海岸带资源遥感监测方面，研究了水陆边界模糊条件下基于三波段梯度指数方法图像

增强的瞬时水边线遥感提取方法，结合潮波数值模拟和多站点潮汐调和计算，获取多时相的

海岸线，实现了江苏淤泥质海安岸滩的冲淤动态监测，统计了潮间带空间资源存量的变化，

计算了江苏省的自然岸线保有率和海水增养殖用海面积现状，为实现江苏省海洋功能区划提

出的 2020年阶段目标提供了分析依据。 

在蓝藻遥感监测研究方面，以蓝藻生物光学特征研究为基础，探讨了室内培养微囊藻在

不同生长阶段产生的微囊藻毒素以及野外实测微囊藻毒素与表观和固有光学量的变化关系，

再分析两者间的响应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了微囊藻毒素光学估算模型。利用表观光学量实现

了水体中微囊藻毒素浓度的间接估算和光学估算，并基于哨兵-2 影像成功地估算了太湖微

囊藻浓度，实现了对内陆富营养化湖泊微囊藻毒素的遥感宏观监测；在蓝藻遥感预警研究方

面，探讨了蓝藻丰度与水体光学量间的响应规律，给出了蓝藻丰度变化所引起的表观光学量

的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 MERIS波段的蓝藻丰度两步估算模型，并将模型成功

地运用到我国环境卫星遥感影像上。 

以遥感技术研究湖泊碳循环中的有机碳沉积、矿化和来源，利用高分辨率遥感获取湖泊

有机碳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合沉积物中有机碳、氮的埋藏速率以及分子标识物

信号，确定湖泊有机碳的来源及其影响因素，通过质量守恒优化模型，定量地确定了湖泊富

营养化和流域内人类活动对湖泊有机碳时空变化、沉积物速率的贡献率。并从流域的角度出

发，结合活性氮梯级流动模型，分析流域氮源输入特征，及其对湖泊碳循环的影响。 

在湖泊渔业资源遥感监测方面，利用多尺度图像分割及面向对象高分遥感技术，基于多

年的航空摄影影像和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进行了东太湖、滆湖的网围养殖空间分布信息

的遥感提取，分析了网围养殖区的变化状况，为太湖流域的网围整治效果评估、渔业发展和

环境生态治理提供了咨询意见。 



 

 

在退化土壤修复方面，全面完善了强还原方法（RSD）消除土壤连作障碍的技术，探究

了不同有机物料中对 RSD杀菌效果的关键响应因子；阐明了 RSD过程中主要功能微生物类群

及其动态演替规律；通过室内试验、盆栽试验和大田试验相结合，进一步揭示了 RSD处理后

作物种植过程中土壤微生物数量、活性及群落结构的变化，并进一步验证了 RSD对洋桔梗、

甜瓜、黄瓜等作物土传枯萎病的防控效果。在云南石屏（400亩洋桔梗）、浙江（9个经济作

物品种）和江苏常州、丹阳开展了大面积的技术示范。 

在土壤氮转化过程研究方面，基于 15N稳定同位素成对标记和数值优化模型方法，研究

了土壤氮转化特点对土壤氮去向的作用机理，明确了土壤氮转化特点在决定土壤无机氮形态

中的作用原理，发现土壤氮转化特点与作物对不同氮形态的偏好的匹配对氮利用率有显著的

影响，土壤氮转化特点是控制地表径流中氮形态的关键因素，由此阐明了土壤氮转化特点、

气候、作物对不同氮形态的偏好之间的匹配程度对土壤氮损失、氮保持能力和作物氮利用率

的调控机理，为制定合理的农业管理措施和针对性的氮素调控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3、地理系统综合模拟与决策分析 

在全球地理过程建模及模拟方面，对球面四元三角网（QTM）进行扩展，构建了格点、

格边与格元统一显式表达的格网剖分数据结构，基于正二十面体构建了相应的剖分方法，并

以“L”曲线为基础，设计了统一各种要素的格网编码方案，实现了全球多尺度空间数据表达；

基于有限体积法，结合球面剖分格网的生成方法与适用高纬度区域计算问题的旋转经纬坐标

变换方法，自主研发了全球二维潮波数学模型，实现了对全球潮波的运动模拟。 

以仿生智能优化方法为基础，探讨了元胞自动机转换规则的智能挖掘，分析了蝙蝠智能

挖掘元胞转换规则的核心算法思想、数学模型及关键算子，设计了基于蝙蝠算法的元胞自动

机转换规则获取方法以及蝙蝠元胞自动机转换规则挖掘算法，以南京市城市扩展为例，实现

元胞自动机转换规则的蝙蝠智能挖掘。 

面向在网络空间中共享、重用和集成异构地理模型资源的现实需求，设计了开放式地理

模型共享与集成的完整系统架构，开发实现了分布式地理建模与模拟平台原型系统：研究了

跨操作系统平台和跨编程语言平台的地理模型服务容器/服务连接器的构建方法，利用代码

重构、输入输出重定向等技术，设计并实现了面向 OMS、SAGA_GIS 等建模平台的地理模

型自动化封装方法；结合地理建模门户网站的构建工作，搜集地理模型资源 800 余项，并

利用所开发的模型结构化描述工具、模型封装工具、模型服务化打包工具、模型服务可迁移

部署工具等完善了门户网站的资源。 

在水体水动力模型同化模拟方面，以太湖水体水动力/水质模型为典型案例，将粒子滤

波方法引入到三维水体水动力/水质模型模拟中，探讨了粒子滤波与水动力模型的耦合方法，

设计了数据同化模型模拟框架与算法流程，构建了基于控制模型模拟与粒子滤波处理于一体

的同化模拟系统，实现了数据同化模型模拟与实时/准实时动态可视化。  

基于张量的极度稀疏数据的特征约束空间插值方法以及张量分解的 PARAFAC 模型，

研究了常见的不完全张量分析 INDAFAC（incomplete data preface）模型以及各种解法的

优劣和性质，归纳总结了地学空间数据的特点以及传统地学插值方法应用于稀疏空间数据所

面临的问题，通过将稀疏数据插值问题转化为不完全张量分解求解与原始稀疏数据的权重组

合问题，实现了地学空间数据的高效不完全张量分解；结合地学实际空间插值应用需求，发



 

 

展了自适应的特征分量选取规则，构造了面向极度稀疏数据的带有特征约束的空间插值算

法，有效解决了传统地学/张量插值方法在面向地学空间数据插值问题中所面临的海量性，

稀疏性，稳健性等关键问题。 

基于张量的视角的时空数据特征探测方法。基于张量分解的 TUCKER 模型，针对该模

型在应用于实际地学时空数据特征解析时所面临的难题，通过对多维时空数据的维度集合抽

象以及划分，实现了混合维度的重要性标识和抽象数学表达；构造了由带有标识的维度所支

撑的子张量块提取算子和子张量块重组算子，实现了对原始张量数据的拆分和以特定维度支

撑的子张量块为操作基元的张量块构造，构造了定义在基元子张量块上的聚合算子，实现了

对子张量块的信息聚合和原始张量数据的降维，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基于转化后的张量数据的

张量/矩阵特征探测方法。 

基于张量分解的地学时空分析方法。以 NOAA 发布的由多源数据集经过气候模式融合

形成的连续时空场气象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不完全的张量分解和重构实现了稀疏气象时空

场的插值，利用特征主分量的分解及重构实现了噪声气象时空场数据的去噪，并通过控制其

中的位势高度和气温场数据插值中的特征分量个数，实现了该数据在不同尺度范围内的演变

规律探索。通过对时间切片的各插值数据的误差分析，探讨发现了各气象场数据的结构复杂

度，波动强度等规律。利用视角相关的张量维度的拆分算子和张量块重组算子，实现了视角

维度约束的 7 套气象场数据的张量构造，基于张量/矩阵分解方法，探讨发现了这 7 套场张

量数据在经度，维度，高度方向沿着时间维的演变规律；结合滤掉年周期的 MEI 指数和所

提取的系列特征分量系数的相关程度和波动规律分析，从多视角探讨了 ENSO 事件的发生

机理，揭示了该气象场数据的各个维度与 ENSO 事件的作用机制。 

在雷达降雨观测数据分析方面，通过分析风场、温度场以及暴雨特征对雷达观测的影响

分析，利用条件概率分布函数，建立了综合各种气象要素的统一雷达降雨时空误差模型；以

多维混合函数与自回归模型为基础，提出了描述雷达降雨不确定性的集合降雨生成方法。该

方法全面的模拟了不同情景下雷达降雨的可信度，为雷达降雨的数据质量分析与提高提供新

的思路与方法基础；在长时间序列分析建模方面，以去趋势分析方法为基础，探索了两个长

时间序列多尺度间相关关系，提出了多元长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包括半偏相关分析、偏相

关分析、主成分分析等,基于此，提出了长时间序列的空间自相关模型。 

在黄土高原地形地貌成因及特征提取方面，针对黄土高原沟壑系统，基于无人机摄影测

量技术，实现了小流域高精度沟壑三维形态建模，并以生成的高精度 DEM 和影像数据为基

础，实现了线状沟壑要素的沟壑序列分级、沟沿线提取、面状要素侵蚀沟道的提取、以及人

工地貌如梯田的提取；在黄土下伏古地形重建方面，以地球物理物探技术为方法、以地貌特

征位置为研究对象，重建了微观尺度黄土古地形，发现在微观尺度上，黄土地貌继承性特征

显著的区别于宏观尺度结果；在此基础上，围绕黄土地貌继承性的尺度与空间分异特征问题，

探讨了黄土地貌继承性特征的地形起伏度变化、古地形控制强度的尺度与空间分异规律，发

现其继承性特征表现出宏观整体控制式、中观渐进过渡式以及微观局部条件式黄土地貌继承

性规律；基于浅层地震波探地雷达和基岩出露采样点数据，在重构古地形的基础，探讨了黄

土高原下伏古地形重建过程中，采样点数据插值方法、采样点数据选址等理论问题；基于

1:1 万 DEM 和 30m SRTM 数据，讨论了山顶点夷平面问题，提出了夷平指数的概念，并分

别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地区对山顶点夷平面问题进行了讨论，实现了基于 DEM 数字地形

分析方法的夷平面快速提取；针对黄土浅沟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上的弱信息特点，提出了浅

沟自动识别方法，设计了基于 DEM 的辐射模型的沟沿线提取算法，实现浅沟所在坡面的提



 

 

取；然后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提出了定向边缘检测算法，通过边缘检测、定向链接以及

编码的系列流程，实现了浅沟的有效提取；面向小流域尺度，提出了多层次沟壑信息自动提

取方法，实现了对沟蚀范围和坡面切沟两个层次的沟壑信息自动获取；在区域尺度上，设计

了一种顾及地形骨架特征的沟壑信息提取方法，通过融合地形数据所确定的沟壑结构信息和

影像数据所表达的沟壑、梯田面域信息，实现了对黄土高原重点水土流失区沟壑和梯田的自

动提取。 

为了实现平缓区土壤空间分布特征的推测，针对现有“时间-波段-光谱”地表动态反馈模

式易受局部土壤水分蒸发条件影响而无法用于大区域的问题，提出以“蒸发－波段－光谱响

应”三个维度表达地表动态反馈模式，使区域内不同蒸发条件下的地表反馈模式具有可比性，

从而可以在大区域统一刻画土壤的变干过程，进而指示土壤的空间变异信息，为平缓区土壤

空间分布推测提供了新的环境协变量；针对现有训练样点选择方法所得样点集组间数量不平

衡的问题，提出了基于土壤类型面积分级的典型训练样点选择方法，依据土壤面积对土壤类

型分级，按照等级之间的比例关系确定每种类型训练样点的数量，为基于机器学习的传统土

壤图更新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样本集选择方法；针对统计型滑坡危险度评价方法所采集负样本

的可信度未知问题，基于“地理环境越相似、地理特征越相似”的地理学原理，提出了一种基

于地理环境相似度的滑坡负样本可信度度量方法，实现了对滑坡负样本可信度的直观定量认

识，可改善所采集负样本的质量，提高统计型滑坡危险度评价的精度。 

外来种入侵是除生境破坏外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重要因素。区别于以往单一因素的分

析，建立了基于中性景观模型和空间显性模型的外来种传播模型，揭示了竞争差异与景观结

构，种子产量、有性和无性繁殖、繁殖年龄等种群特征与景观聚集度，扩散距离与竞争和景

观异质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对外来种入侵传播的影响。 

在平原河网区分布式流域分析与建模方面，针对平原河网区地势平坦、湖泊水体众多、

圩区、交叉河网相互嵌套水文结构特征，构建了平原河网区水文结构描述的数据模型，研发

了空间离散化的新方法，研究解决了多流向河道的编码系统，解决了现有方法中难以提取湖

泊、水库、平行河道、非连续河道、集水区定义误差等瓶颈问题，开发了太湖流域圩区水量

调配的计算模型，用于计算圩区灌溉、排涝、作物耗水等水文过程，通过和 SWAT 模型的

集成，扩展了 SWAT 模型在平原河网区的应用。 

以城市土地利用数据为依据，在建立城市空间格局要素时空特征度量指标的基础上，构

建了多约束的平面点集形状重构算法，较好地识别出非空间属性相似的簇；提出了顾及属性

空间分布不均的空间聚类方法，该方法对于空间密度分布不均、形态凹凸、内部空洞等复杂

情况下的平面点集形状重构效果显著；设计了基于图论和属性熵的自适应空间聚类算法，实

现了自适应属性非均匀性的空间聚类，为实现城市空间格局的分析和表达打下了基础。 

针对依据空间采样数据进行二维和三维空间场重建的问题，提出了顾及异向性空间结构

的径向基函数（RBF）插值模型和插值方法，对于基函数形态参数对空间插值精度的影响，

提出了一种改进的逐点交叉验证法，通过迭代优化，可获得最优的径向基函数形态参数；发

展了基于 Hessian 矩阵的空间异向性度量及将各向同性基函数变换为各向异性奇函数的方

法，并由此进行地理空间场的可靠插值。 

开展了多模型集成分析研究，以黑河流域为研究区，通过耦合水文模型 SWAT 和土地

利用变化模型 Dyna-CLUE，系统地模拟了多种政策情景和 IPCC 气候变化情景下该流域未

来的水文响应，发现气候变化是该流域水文响应的主导因子，土地利用变化则可能在子流域

尺度起到显著影响；在分布式地理建模与模拟方面，面向在网络空间中共享、重用和集成异



 

 

构地理模型资源的现实需求，探索了开放式地理模型共享与集成的完整系统架构设计，实现

了平台的原型系统：研究了跨操作系统平台和跨编程语言平台的地理模型服务容器/服务连

接器的构建方法；利用代码重构、输入输出重定向等技术，设计并实现了面向 OMS、

SAGA_GIS 等建模平台的地理模型自动化封装方法；结合地理建模门户网站的构建工作，

搜集地理模型资源 800 余项，并利用所开发的模型结构化描述工具、模型封装工具、模型

服务化打包工具、模型服务可迁移部署工具等完善了门户网站的资源。 

针对城市群演化及其相互作用，在所提出的区域双核结构理论基础上，基于对区域内城

市两两组合及其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分析，提出了区域空间格局的双核分析法，构建了区域

双核结构理论的统计模型；设计了区域空间结构和区域空间格局的分析流程与分析方法；在

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背景下，研究了这一战略的实施对我国空间格局产生的影响，构建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空间格局。 

在地理时空大数据分析方面，基于 Hadoop 体系，对比分析了各类计算模型和数据存储

技术的性能和适用性，针对时空数据的分析特点，提出了适合时空聚类分析和关联分析的数

据分布式存储方式和计算算法，结合公安大数据分析需求和警情案事件数据做了初步的原型

验证；提出了“以时空为框架，地理实体为核心”的大数据整合理论框架，以全地理要素和全

社会要素的场景学理论为基础，围绕“时间、地点、人物、事物、事件、现象和场景”七大要

素及其要素关系，探讨了面向自然语言的地理信息抽取方法，构建了多层次的模糊时空匹配

模型，实现了地理信息从“自然语言-场景语言”的语义映射和可视化表达；围绕地理大数据分

析，开展了城市警务、地方志、税务、城市旅游流、不动产等方面的数据挖掘，取得了良好

效果。 

4、虚拟地理环境系统理论与方法 

在三维不动产空间数据模型方面，设计了集成面元模型和体元模型，提出了基于凸壳和

基于结构框架图拉伸的三维不动产空间数据模型，研究了三维不动产的三维注记配置问题，

可有效配置多视角注记，优于 Supermap、ArcGIS平台的直接注记配置的效果。 

在基于倾斜摄影影像进行地理场景三维建模方面，提出了基于物方信息约束的新型地面

元多视影像匹配方法，改变了传统地面元多视匹配方法中的物方搜索匹配策略，利用物方概

略高程信息，将一个物方待匹配地面元转换为多个像方待匹配像元，并结合物方平面与高程

约束的多视影像匹配策略，实现了多视影像匹配与匹配结果的准确性检验这两个过程的有机

融合，该方法可将无人机摄影影像准确地城市场景的三维建模。 

构建了基于场景六要素（语义、关系、定位、几何、属性、过程）的建筑物数据模型，

研究了基于施工数据的建筑物三维建模方法，实现了建筑物内外一体化的三维建模，并基于

此实现了气流运动、疏散模拟、日照分析、光照分析以及火灾模拟；以小区规划图为数据源，

实现了小区的地物类型自动识别、小区微地形构建以及小区的三维建模。并将面向自然地表

的水文分析方法扩展至小区、公路之类的人工地表，实现了基于三角网的人工地表水流分析。 

在虚拟地理环境表达方面，研究了视频与 3D 场景虚实融合的理论，通过动态构建视频

覆盖域和多层次索引，提出了视点依赖的大场景与多路视频实时融合方法；研究了针对多视

点裸眼立体显示器的的 GIS虚拟现实化方法，将 Skyline、ArcGIS等常用三维 GIS软件与裸

眼立体显示器成功集成，达到了良好的可视化效果。 

为了实现地下地质结构与地下水流场的三维建模和模拟分析，开展了地质构造地貌的自



 

 

动解析研究，通过地貌单元的划分规则和场景建模，分析了褶皱地貌、断层地貌、水平岩层

构造地貌等在地形地质图上的空间分布特征，形式化地定义了不同地质构造地貌类型的空间

模式，实现了基于空间模式匹配的基本地质构造地貌类型的自动识别和地貌单元提取；以岩

体结构面几何形态特征研究为基础，设计了岩体结构面几何形态的空间关系规则，建立了岩

体结构面智能识别规则引擎，融合了数字图像处理方法与点云特征提取算法，实现了岩体结

构面智能识别与信息解译新方法；提出了采用混合空间数据模型的方式对地下水系统进行三

维建模的方法，综合利用广义三棱柱（GTP）、三角网、DEM 等空间数据模型，实现了孔隙

地下水系统耦合空间要素的三维空间数据模型构建；建立了基于基态的三维水文地质实体的

时空数据模型，以此进行地下水系统内部时空过程的数值模拟；针对孔隙地下水系统空间特

征，将三维建模过程划分为钻孔建模、水文地质层建模和孔隙地下水渗流建模三个主要内容，

通过集成以上三类模型实现对整个地下水系统的三维动态建模；构建了孔隙地下水系统自适

应动态三维动态建模算法框架；以自适应空间单元生成为纽带，耦合地下水系统三维结构模

型和时空过程模拟模型，支撑了地下水系统的三维动态模拟。 

视频数据是主要的地理空间数据源。针对现有监控摄像头缺乏地理空间信息，设计了监

控摄像头快速标定方法，用于获得相机即时参数，便于相机覆盖范围与地理场景的关联；实

现了监控摄像头变化检测方法，实现与地理场景关联关系的更新，避免再次实地进行相机标

定；针对监控摄像头的优化部署问题，充分考虑地理场景对摄像头部署、覆盖范围内的约束，

提出了针对不同监控任务的部署优化方法，可为特定地理场景提供最优的摄像机部署方案；

顾及道路中运动目标的运行方向，考虑覆盖路网的路段数量、路网覆盖总长度、相机数量等

优化目标，提出了面向路网覆盖的调度方法，可根据需求提供最优化的监控摄像头调度方案；

在视频数据检索方面，建立了评价地理对象感知信息的标准，提出了点、线、面、移动对象

时空检索的方法，检索结果是对检索对象各个方向上各个抽样时间段内刻画目标对象空间信

息量最大的视频的集合；结合计算机视觉的相关理论，提出了基于时-空-内容特征的 PTZ

相机监控视频数据组织模型与检索方法，通过多层次的高效剪枝算法，提高了视频检索的精

度与效率；研究了基于视频图像归一化的运动目标检测方法，以此为基础实现了行人检测与

跟踪，以深度视频为数据源，实现了基于 Kinect 设备的人群流量估计；研发了视频 GIS原

型系统，并在常州进行了验证；研究了视频与 3D 场景虚实融合的理论，通过动态构建视频

覆盖域和多层次索引，提出了视点依赖的大场景与多路视频实时融合方法。 

在地理空间数据安全方面，结合 QR 码技术和数字水印技术，针对瓦片遥感影像的数据

特征和版权保护需求，提出了基于 QR 码的瓦片遥感影像数字水印算法，该算法利用小波变

换、QR码符号结构分解和压缩编码机制对 QR码水印图像进行预处理，提高了算法的水印信

息容量和鲁棒性，在算法中引入定位块机制，实现了对含水印瓦片遥感影像的快速搜索和定

位，该算法对于 JPEG 压缩攻击、拼接攻击、区域裁剪攻击及其复合攻击均具有良好的鲁棒

性；在手机移动空间数据采集上，提出了一种基于 DCT的鲁棒数字水印算法，利用伪随机序

列对水印信息进行扩频提升了水印的抗干扰能力，利用模板水印的同步匹配解决了图像裁剪

情况下水印信息的定位问题，基于该算法研发了一款手机移动平台的信息采集软件—“吉印”

足迹，实现了照片与版权信息、时间、经纬度、位置信息的紧密结合，为照片的版权保护以

及准确定位提供了技术手段；提出了矢栅一体地理数据可逆几何脱密模型和算法，该方法具

有可逆恢复、可靠性高，抗攻击性强，误差可控随机，拓扑关系保持，矢栅一体变换等特点，

研发了地理数据属性脱密系统，建立了敏感属性数据库，对敏感属性和注记进行自动搜索和

智能处理，为地理数据安全共享提供了保障。 



 

 

为了解决电子地图在跨媒介输出时容易出现色彩变和失真问题，在分析电子地图色域特

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 SOM( Self-Organizing Maps) 神经网络的色域映射方法，以及基

于球坐标及三角形插值的色域映射算法，实现了在不同浏览器环境、不同输出设备上显示或

输出电子地图色彩的一致性。为了提高大规模线要素制图表达中的绘制质量和效率，在 V

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线要素几何特征描述的惯性函数，设计了线对象的单调分解与三角剖

分方法，并基于此，提出并实现了线要素的 V－O 分解与绘制方法，显著提升了线对象的绘

制效率。 

为了实现海量空间数据及其更新数据的快速存取，针对空间索引中空间数据的分解粒

度、局部更新操作的整体影响这两个难点问题，基于空间分布模式的分析，提出了新型空间

索引—Pattern Tree，设计了基于空间分布模式探测的空间划分方法，发展了自上而下与自

下而上相结合的索引树构建算法，以及基于空间分布模式变化检测的索引更新方法，还提出

了基于向量近视的复合空间索引，与其他空间数据索引方法相比，大幅提高了空间索引的构

建和检索效率。 

针对电磁地理环境的分析和表达，进一步完善了车载移动电磁环境测量系统，以研发的

全频段车载移动电磁环境监测系统未数据获取手段，依据多种国际和国内电磁环境标准实现

了对电磁辐射监测数据的频段划分、数据重组和空间位置关联，提出了基于电磁衰减模型的

电磁强度空间插值方法，实现了电磁地理环境空间场的可视化表达；采用电磁场全波仿真软

件（XFDTD）对真实的电磁辐射源（天线）进行仿真，运用电磁环境仿真软件（Wireless Insite）

研究了顾及地形环境的电磁场分布信息计算方法，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电磁场与环境相互作用

机理打下了基础。  

针对多比例尺矢量地理要素的集成或合并时，线要素的多特征精确匹配时权值的合理确

定问题，基于线要素的长度、方向、形状、距离及拓扑关系特征，提出并设计了基于 BP 人

工神经网络的多特征因子匹配算法，自动地根据待匹配数据，计算各特征因子的权值，提高

了线要素匹配的效率和准确度。 

在地名地址信息化方面，制定了地名地址分类、数据采集、数据管理和数据服务等系列

标准规范，提出了统一地址描述模型和动态编码方法，构建了地名地址语义解析和匹配服务

模型，建立了全球地名数据库、全国古今地名数据库和部分城市的地名地址综合数据库，研

发了地名地址一体化搜索引擎和服务系统，在公安、民政、税务、物流、测绘、国土等领域

进行了应用示范。 

在地理信息服务与标准规范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成功申报并成为开放地理信息联盟 OGC

的会员单位，联合江苏省测绘工程院向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交了

《历史地理信息资源元数据》和《历史地理实体数据字典》两项测绘行业标准。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2016 年，实验室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 1 项、重点项目 1 项、优秀青年

基金 12项、青年基金 5项。主持在研国家“973”项目 2项、课题 1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课题 1项、重大专项项目子课题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5项、面上项目 31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20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20项；承担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180余项。

当年实际到账科研经费 6523万元。本年度实验室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25项，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3项，取得软件著作权 39项,出版研究专著译著及教材 2部，发表核心

期刊以上研究论文 160余篇，其中 SCI（SSCI）和 EI检索论文共 97篇。王桥、李云梅教授

等主持的项目国家环境质量遥感监测体系研究与业务化应用获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汤国安教授主持的项目”数字地形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填写以下信息：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

(万

元) 

类别 

1  末次冰消期以来中国中东部极端气候环

境事件与农业起源发展和人类适应研究 

2015CB953800 郑洪波 2015-2019 1500 国家“973”计划项目 

2  我国活性氮源及其对空气质量与气候变

化的影响机理研究 

2014CB953800 蔡祖聪 2014-2018 1500 国家“973”计划项目 

3  气候多尺度变化与年代际重大事件的归

因及预估 

2016YFA0600401 刘健 2016-2021 700 国家“973”计划项目课

题 

4  视频 GIS 与突发公共事件的感知控制系

统 

2012BAH35B02 闾国年 2013-2016 930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

题 

5  对地观测及其信息处理 41431177 朱阿兴 2015-2019 4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6  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机理 41430635 陆玉麒 2015-2019 33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7  过去 2000 年全球季风年代-百年尺度变

化及未来预估 

41420104002 刘健 2015-2019 3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际合作重点项目 

8  土壤氮转化特性对土壤氮去向的作用机

理 

41330744 蔡祖聪 2014-2018 3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9  基于几何代数的时空统一数据模型构建

理论与方法 

41231173 闾国年 2013-2017 3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10  晚第四纪中国南方季风事件的高分辨石

笋记录与机制诊断 

41130210 汪永进 2012-2016 3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11  全空间信息系统建模理论 2016YFB0502301 俞肇元 2016-2021 160 国家科技专项项目子

课题 

12  面向智慧城市的高性能 GIS 师范应用 2015AA1239013 刘学军 2015-2017 106 国家“863”项目子课题 

13  多约束时空动态网络的表达与建模方法 41571379 俞肇元 2016-2019 9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4  有机氮异养硝化过程对土壤 N2O 排放

的贡献 

41571227 张金波 2016-2019 9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5  近五千年东亚季风异常气候事件的频

率、幅度与机制 

41571102 汪永进 2016-2019 9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6  视觉变量相似性驱动的时空数据符号化

渲染方法研究 

41571433 吴明光 2016-2019 7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7  基于 DEM 的黄土高原沟蚀特征空间差

异性研究 

41571383 李发源 2016-2019 7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8  基于水体光学特性的沉积物再悬浮遥感

监测方法研究-以太湖为例 

41571324 黄昌春 2016-2019 7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9  基于旅游攻略数据挖掘的城市内部游客

流动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以沪宁杭

为例 

41571134 靳诚 2016-2019 7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  兼顾空间数据表达与地球系统模式计算

的全球离散格网研究 

41571381 周良辰 2016-2019 7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1  基于空间正义的中国城镇化演化机理与

发展模式研究 

41571138 叶超 2016-2019 7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2  基于自然语言交互的地理空间信息认知

与模拟表达研究 

41571382 龙毅 2016-2019 7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3  小冰期以来高分辨率石笋氧同位素记录

的区域对比研究 

41572151 赵侃 2016-2019 8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4  高维时空场数据的层次张量建模与分析

方法 

41471319 袁林旺 2015-2018 1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5  湖泊蓝藻水华暴发期微囊藻毒素遥感定

量估算模型研究 

41471282 吕恒 2015-2018 9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6  面向二类水体叶绿素 a 浓度遥感反演的

光谱纯化研究 

41471283 韦玉春 2015-2018 8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7  面向地理模型集成与运行的数据适配方

法研究 

41471317 温永宁 2015-2018 8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8  通过陆面过程模型模拟青藏高原多年冻

土关键水热特征 

41471059 南卓铜 2015-2018 8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9  基于 DEM 的黄土沟壑谱系研究 41471316 汤国安 2015-2018 8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0  全新世季风气候突变事件和高频变率的

黔西南石笋记录研究 

41372174 吴江滢 2014-2017 9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1  过去 2000 年亚洲季风气候百年际变化

特征与机理的模拟研究 

41371209 刘健 2014-2017 9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2  江苏海岸带现代沉积速率及重金属来源

示踪研究 

41373112 徐敏 2014-2017 1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3  用户-行为-空间耦合作用的动态地图综

合模型与方法研究 

41371433 沈婕 2014-2017 7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4  多源多尺度 DEM 互增强方法研究 41371421 刘学军 2014-2017 7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5  滇池流域土壤侵蚀与氮流失的同位素示

踪研究 

41273102 王延华 2013-2016 8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6  时空耦合的内陆水体叶绿素浓度多源数

据协同反演研究 

41271343 李云梅 2013-2016 8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7  树轮不同组分稳定碳同位素对气候响应

敏感性的研究-以我国马尾松为例 

41271204 王建 2013-2016 8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8  耦合色域映射与色貌变换的地图色彩管

理方法研究 

41271446 吴明光 2013-2016 7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9  基于 DEM 的黄土沟壑种群特征及空间

异质性研究 

41271438 杨昕 2013-2016 7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0  面向自然语言的虚拟地理场景重构方法 41271384 张雪英 2013-2016 7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1  顾及异向性空间结构的三维空间场径向

基函数插值方法研究 

41271383 盛业华 2013-2016 7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2  平原河网区非点源污染过程的分布式模

拟研究 

41271382 李硕 2013-2016 7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3  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机理与文化旅游

地演化模型研究 

41271149 黄震方 2013-2016 6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4  中国过去 2000 年典型暖期成因机理的

模拟研究 

41501210 宁亮 2016-2018 2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5  面向城市水文模拟的地表空间自动离散

方法研究 

41501429 戴强 2016-2018 2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6  顾及形态特征的水系自适应综合方法研

究 

41501496 张翎 2016-2018 2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7  青藏高原湿地不同微地形土壤甲烷氧化

菌的群落结构与活性特征研究 

41401075 邓永翠 2015-2017 2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8  监控视频的三维空间覆盖模型研究 41401442 王美珍 2015-2017 2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9  基于地形特征基元的地貌模式识别研究 41401440 蒋圣 2015-2017 2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0  广西早更新世巨猿地点的 ESR/U-系结

合法定年研究 

41302136 邵庆丰 2014-2016 2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1  基于流速剖面动力解析的潮汐河口水流

摩阻特性研究 

41306078 张卓 2014-2016 2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2  过去 2000 年 LUCC 对全球气候影响的

模拟研究 

41302137 严蜜 2014-2016 2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3  异构地理分析模型的服务化封装方法研

究 

41301414 胡迪 2014-2016 2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4  中世纪暖期与现代暖期全球季风降水变

化的对比研究 

20133207110015 刘健 2014-2016 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55  末次冰消期以来中国东部海平面变化与

稻作农业起源 

BK20150065 郑洪波 2015-2018 100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56  城市地质与洪涝灾害监测预警关键技术

研究 

BE2015704 白世彪 2015-2018 100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57  我国活性氮利用效率及气态活性氮排放

规律研究 

BK20140062 蔡祖聪 2014-2017 100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58  高分辨率遥感信息处理 BK20140042 汪闽 2014-2017 100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59  南方丘陵区非点源污染过程的全分布式

模拟研究——以太湖丘陵区典型水源地

流域为例 

BK20150975 刘军志 2015-2018 20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60  咸城滩涂湿地不同植被土壤中好氧甲烷

氧化菌的群落结构和活性研究 

BK20140923 邓永翠 2014-2017 20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61  全球季风对中国东部地区极端气候事件

影响机理及未来预估 

BK20150977 宁亮 2015-2018 19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62  地理分析模型的流程化服务模式研究 BK20130904 胡迪 2013-2016 18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63  地理信息建模与过程模拟 无 朱阿兴 2016-2018 30 江苏省教育厅 

64  警用大数据时空挖掘方法研究 15KJA420002 张雪英 2015-2018 15 江苏省教育厅 

65  基于自然语言交互的地图模型近似转换

机制与可视化研究 

15KJA420001 龙毅 2015-2018 15 江苏省教育厅 

66  基于样点个体代表性的空间变化推测理

论与方法研究 

14KJA170001 朱阿兴 2014-2017 30 江苏省教育厅 



 

 

67  过去 2000 年全球和东亚季风气候变化

的模拟研究 

14KJA170002 刘健 2015-2017 15 江苏省教育厅 

68  土壤碳氮循环及其环境效应  蔡祖聪 2013-2016 30 江苏省教育厅 

69  多核集群环境下并行数字地形分析理论

与方法研究 

13KJA170001 汤国安 2013-2016 30 江苏省教育厅 

70  设施蔬菜地土壤氮素初级转化速率及其

影响机制 

13KJA210002 张金波 2013-2016 15 江苏省教育厅 

71  栅格型分布式水文模型的并行计算研究 14KJB170009 刘军志 2013-2016 5 江苏省教育厅 

72  盐城滩涂湿地植被对土壤好氧甲烷氧化

菌的影响研究 

14KJB170008 邓永翠 2013-2016 3 江苏省教育厅 

73  氮沉降对森林生态系统碳固定及 N2O

和 CH4 排放的影响规律 

2014CB953803 张金波 2016-2018 92 中国农业大学 

74  测绘地理信息档案原始性认证和安全保

护技术 

201512019 朱长青 2015-2016 38 甘肃省基础地理信息

中心 

75  三峡新能源江苏大丰 300MW 海上风电

项目海洋环评及数模拟专题报告和海洋

环境及渔业资源调查 

 徐敏 2016-2019 203 重大横向合作 

76  江苏华电通州湾 2×1000MW 级清洁高

效燃煤发电机组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徐敏 2016-2018 200 重大横向合作 

77  江苏国信射阳港电厂 1×660MW 燃煤机

组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徐敏 2016-2017 190 重大横向合作 

78  江苏华电通州湾 2×1000MW 级清洁高

效燃煤发电机组工程项目海洋生态和渔

业资源调查和影响评价 

 徐敏 2016-2017 175 重大横向合作 

79  广东省数个海洋验潮井项目海域使用论

证 

 徐敏 2015-2016 132 重大横向合作 

80  盐城港射阳港区 5 万吨级航道工程海域

使用论证与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徐敏 2016-2017 115 重大横向合作 

81  连云港港徐圩港区临港产业服务区及液

体散货泊位区（一期）区域建设用海规

划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6-2017 110 重大横向合作 

82  江苏国信射阳港电厂 1×660MW 燃煤机

组扩建工程海洋生态和渔业资源调查和

影响评价 

 徐敏 2016-2017 98 重大横向合作 

83  地理信息产品精度和纂改定位研究  朱长青 2014-2016 95 重大横向合作 



 

 

84  江苏国信射阳港电厂海域海洋环境调查

与评价 

 徐敏 2016-2018 90 重大横向合作 

85  盐城港射阳港区 5 万吨级通用码头工程

海域使用论证与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徐敏 2016-2017 88 重大横向合作 

86  真三维显示系统与交通仿真软件  闾国年 2015-2016 75 重大横向合作 

87  连云港港 30 万吨级航道二期工程海域

使用论证 

 徐敏 2015-2016 70 重大横向合作 

88  通州湾腰沙围垦三期通道工程海域使用

论证、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和数模专题 

 徐敏 2016-2017 70 重大横向合作 

89  三峡新能源江苏大丰 300MW 海上风电

项目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6-2019 67 重大横向合作 

90  如东海域海洋环境补充调查与评价  徐敏 2016 65 重大横向合作 

91  2016-2017 年度通州湾港区北部港作业

区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海洋环境影响

评价 

 徐敏 2016-2017 65 重大横向合作 

92  南通通州湾港区二港池临港工业区区域

建设用海规划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5-2016 63 重大横向合作 

93  南京市公安局地址库系统  张雪英 2015-2016 58 重大横向合作 

94  江苏道达风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通州湾

示范区风电基地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

书和海洋环境影响 

 徐敏 2016 56 重大横向合作 

95  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成果整合与建库  陆玉麒 2016 54 重大横向合作 

96  江苏蒋家沙（H2#)300MW 海上风电场

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 

 徐敏 2016 51 重大横向合作 

97  LNG 洋口港接收站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咨

询服务 

 徐敏 2016-2017 50 重大横向合作 

98  测绘地理信息转型升级规划咨询服务  闾国年 2015-2016 50 重大横向合作 

99  江 苏 华 电 通 州 湾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2×1000MW级清洁高效燃煤发电机组工

程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6-2017 50 重大横向合作 

100  高分遥感技术在长江下游航道的初步应

用研究 

 张东 2015-2016 45 重大横向合作 

101  田湾核电站海域海洋环境补充调查与评

价 

 徐敏 2016 45 重大横向合作 



 

 

102  启东市水务局协兴港外侧防浪引航配套

工程 

 徐敏 2016-2017 45 重大横向合作 

103  通州湾示范区纳米精密陶瓷新材料项目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海域使用论证报

告表和海洋环境影响 

 徐敏 2016-2017 44 重大横向合作 

104  江苏海岸遥感监测及海域使用社会经济

效益评估 

 张东 2016-2017 42 重大横向合作 

105  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中海

湾生态海湾区域建设用海规划 

 徐敏 2016 41 重大横向合作 

106  宿迁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

地震构造图及说明书编制 

 白世彪 2015-2016 40 重大横向合作 

107  地理空间数据数字水印系统采购项目  朱长青 2015-2016 39 重大横向合作 

108  徐圩新区达标尾水排海工程排污口海洋

水环境容量研究报告 

 徐敏 2016-2017 36 重大横向合作 

109  江苏金风天泽风电有限公司 6MW 样机

项目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6-2017 36 重大横向合作 

110  三峡新能源江苏大丰 300MW 海上风电

项目 海洋生态和渔业资源影响评价 

 徐敏 2016-2017 36 重大横向合作 

111  江苏海岸线推算与典型岸滩遥感监测  张东 2015-2016 35 重大横向合作 

112  2016-2017 年度通州湾示范区三夹沙临

港工业区海域使用论证报告、海洋环评

报告编制 

 徐敏 2016-2017 34 重大横向合作 

113  国华竹根沙 H1#海上风电场工程海域使

用论证 

 徐敏 2016 34 重大横向合作 

114  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徐圩4区导堤工

程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6-2017 33 重大横向合作 

115  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徐圩4区导堤工

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徐敏 2016-2017 33 重大横向合作 

116  通州湾示范区三夹沙临港工业区 4 宗用

海项目海洋环境影响 

 徐敏 2016 32 重大横向合作 

117  连云港港赣榆港区 12#、13#多用途泊位

工程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6-2017 32 重大横向合作 

118  江苏省涉海单位筛选认定方法研究  徐敏 2016 30 重大横向合作 

119  海洋功能区划（如东洋口港海域）服务

合 

 徐敏 2016 30 重大横向合作 



 

 

120  江苏省海洋功能区划（徐圩海域）修改

方案编制 

 徐敏 2016-2017 30 重大横向合作 

121  江苏省条子泥垦区(一期)高涂围垦养殖

用海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 

 徐敏 2016-2017 30 重大横向合作 

122  连云港港赣榆港区木材码头工程海域使

用论证 

 徐敏 2016-2017 30 重大横向合作 

123  上海地区第四纪钻孔沉积物年代测试分

析与研究 

 白世彪 2015-2016 29 重大横向合作 

124  盐城港大丰港区大丰海港港口有限责任

公司集装箱码 头堆场工程海洋环境影

响评价、数模专题研究 

 徐敏 2016 29 重大横向合作 

125  如东县小洋口（洋口镇）重装设备成套

基地工程海洋环境评价 

 徐敏 2016-2017 29 重大横向合作 

126  如东县小洋口（洋口镇）重装设备成套

基地工程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6-2017 29 重大横向合作 

127  南通港洋口港西太阳沙南侧码头区液体

化工码头二期工程（G4、G5 泊位）海

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6-2017 28 重大横向合作 

128  盐城港大丰港区大丰海港港口有限责任

公司集装箱码头堆场工程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6 28 重大横向合作 

129  徐圩新区达标尾水排海工程海域使用论

证 

 徐敏 2016 28 重大横向合作 

130  中天洋口港 50MWp 光伏发电项目海域

使用论证报告表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徐敏 2016-2017 28 重大横向合作 

131  通州湾腰沙围垦三期通道工程数模专题

研究 

 徐敏 2016-2017 28 重大横向合作 

132  盐城港大丰港区二期散货码头扩建工程

结构升级改造项目数模专题研究 

 徐敏 2016-2017 26 重大横向合作 

133  盐城港大丰港区二期散货码头扩建工程

结构升级改造项目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6 26 重大横向合作 

134  连云港港赣榆港区途顺有色金属仓储物

流园基础工程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5-2016 25 重大横向合作 

135  连云港港赣榆港区途顺有色金属仓储物

流园基础工程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5-2016 25 重大横向合作 

136  连云港港赣榆港区金东方木材物流园基

础工程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5-2016 25 重大横向合作 



 

 

137  大丰正辉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20MW

（二期）光伏发电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和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徐敏 2016 25 重大横向合作 

138  东台市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规划（2015-2020） 

 徐敏 2016-2017 25 重大横向合作 

139  甘肃岷县灾区段洮河河流阶地特征与年

代序列研究 

 白世彪 2015-2016 25 重大横向合作 

140  连云港港赣榆港区二港池进港航道工程

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6-2017 25 重大横向合作 

141  连云港港赣榆港区赣铁机械设备零配件

仓储中心基础工程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5-2016 24 重大横向合作 

142  盐城港大丰港区大丰海港港口有限责任

公司集装箱码头堆场工程数模专题研究 

 徐敏 2016 24 重大横向合作 

143  连云港港赣榆港区 10 万吨级航道延伸

段工程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6-2017 24 重大横向合作 

144  江苏海伦石化有限公司等 23 家企业污

染物排放现状检测 

 陈建 2016 23 重大横向合作 

145  武警江苏省海警支队二大队专用码头工

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和海洋环境影响

报告表 

 徐敏 2016-2017 23 重大横向合作 

146  甘肃漳县漳河盆地河流阶地特征与年代

序列研究 

 白世彪 2015-2016 23 重大横向合作 

147  连云港港徐圩港区一期南区区域建设用

海规划 

 徐敏 2014-2017 22 重大横向合作 

148  江苏省如东县刘埠一级渔港水闸工程海

域使用论证报告 

 徐敏 2014-2017 22 重大横向合作 

149  连云港港徐圩港区二期区域建设用海规

划 

 徐敏 2014-2017 21 重大横向合作 

150  样品测试分析_南京农业大学  张金波 2016-2019 20 重大横向合作 

151  江苏省涉海规划与统计数据收集整理技

术服务 

 张东 2016- 20 重大横向合作 

152  东凌湖云计算产业基地核心区海域使用

论证报告表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徐敏 2016 20 重大横向合作 

153  三峡新能源江苏大丰 300MW 海上风电

项目海洋生态和渔业资源影响评价 

 徐敏 2016-2017 20 重大横向合作 



 

 

154  中天洋口港经济开发区 20MWp（东区）

光伏发电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和海

洋环境影响评价 

 徐敏 2016-2017 20 重大横向合作 

155  盐城港大丰港区大丰海港港口有限公司

粮油仓储项目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6-2017 20 重大横向合作 

156  南通港吕四港区吕四作业区建材码头工

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徐敏 2016-2017 20 重大横向合作 

157  南通港吕四港区吕四作业区建材码头工

程海域使用论证评价 

 徐敏 2016-2017 20 重大横向合作 

158  沉积物碎屑锆石 U-Pb 年代测定  郑洪波 2015-2016 20 重大横向合作 

159  南通港吕四港区吕四作业区环抱式港池

10 万吨级进港航道工程海洋环境影响

评价 

 徐敏 2016-2017 20 重大横向合作 

160  南通港吕四港区吕四作业区环抱式港池

10 万吨级进港航道工程海域使用论证 

 徐敏 2016-2017 20 重大横向合作 

161  盐城港滨海港区北区通用码头二期工程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环境管理专题 

 徐敏 2016-2017 20 重大横向合作 

162  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中海

湾 生态海洋区域建设用海规划 

 徐敏 2016 20 重大横向合作 

注：请依次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计划（973）、“863”计划（863）、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
家科技（攻关）、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
并在类别栏中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
的项目或课题。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1 虚拟地理环境系统理论与方法 闾国年 盛业华、袁林旺 

2 地理环境演化过程与历史重建 汪永进 郑洪波、汤国安 

3 地理环境动态监测与机理建模 蔡祖聪 王国祥、李云梅 

4 地理系统综合模拟与决策分析 朱阿兴 刘  健、陆玉麒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 闾国年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05- 

2 盛业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2005- 

3 袁林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3 2005- 

4 张雪英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6 2005- 

5 张书亮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2 2005- 

6 陈  旻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5 2014 

7 李安波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2 2007- 

8 温永宁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8 2005- 

9 张  卡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4 2008- 

10 王永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3 2005- 

11 吴明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2005- 

12 俞肇元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2 2011- 

13 周良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2009- 

14 沈  婕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7 2005- 

15 刘军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2 2013- 

16 汪永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7 2005- 

17 郑洪波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2012- 

18 汤国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05- 

19 王  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05- 

20 林振山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1 2005- 

21 孔兴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2005- 



 

 

22 吴江滢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2 2005- 

23 白世彪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2 2005- 

24 李发源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9 2009- 

25 杨昕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9 2007- 

26 宁 亮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4 2014- 

27 邵庆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4 2014- 

28 赵  侃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4 2011- 

29 蔡祖聪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8 2011- 

30 王国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05- 

31 李云梅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0 2005- 

32 杨浩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6 2005- 

33 张金波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7 2011- 

34 徐  敏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5 2005- 

35 查  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05- 

36 韦玉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2005- 

37 汪  闽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1 2005- 

38 吕  恒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9 2007-- 

39 谢  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5 2008- 

40 李  硕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2005- 

41 王延华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9 2009- 

42 曹  敏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4 2009- 

43 黄昌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4 2011- 

44 朱阿兴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4 2013- 

45 刘  健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1 2012- 

46 陆玉麒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05- 

47 宋志尧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2008- 

48 陈锁忠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2005- 

49 刘学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2005- 

50 朱长青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2008- 

51 江  南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教授 59 2008- 



 

 

52 黄震方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08- 

53 龙  毅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8 2005- 

54 孙在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2005- 

55 叶超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8 2010- 

56 张  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1 2005- 

57 靳  诚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2 2010- 

58 戴  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29 2014- 

59 张  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3 2005- 

60 张  卓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6 2011- 

61 胡 迪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2 2012- 

62 李龙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8 2016- 

63 吴庆龙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3 2016- 

64 朱  岭 技术人员 男 硕士 实验师 35 2006- 

65 邓永翠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31 2013- 

66 周洁雨 管理人员 女 学士 助研员 34 2005- 

注：（1）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
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2）“在实验室工作年限”栏中填写实验室工作的聘期。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作

期限 

1 王志远 
博士后研究

人员 
男 31 博士 中国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3- 

2 曹建军 
博士后研究

人员 
男 39 副教授 中国 南京晓庄学院 2015.05- 

3 庄伟 
博士后研究

人员 
男 34 讲师 中国 南师大物科院 2015.05- 

4 何文娜 
博士后研究

人员 
女 36 讲师 中国 吉林体育学院 2015.09- 

5 周访滨 
博士后研究

人员 
男 40 

高级实验

师 
中国 长沙理工大学 2015.10- 

6 罗超 
博士后研究

人员 
      中国   2015.03- 

7 杨青 
博士后研究

人员 
      中国   2015.05- 

8 赵  维 
博士后研究

人员 
女 37 博士 中国 南京工业大学 2014.06- 

9 张  翎 
博士后研究

人员 
男 32 博士 中国 南通大学 2014.07- 

10 黄  涛 
博士后研究

人员 
男 28 博士 中国 南京师范大学 2014.09- 



 

 

11 何梦颖 
博士后研究

人员 
女 29 博士 中国 南京师范大学 2014.09- 

12 赵艳萍 
博士后研究

人员 
女 28 博士 中国 南京大学 2014.12- 

13 方  炫 
博士后研究

人员 
女 32 博士 中国 

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水

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 

2014.01- 

14 胡竹君 
博士后研究

人员 
女 28 博士 中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

与湖泊研究所 
2013.09- 

15 黄新琦 
博士后研究

人员 
男 28 博士 中国 南京师范大学 2013.12-2015.11 

16 李吉均 双聘院士 男 83 教授 中国 兰州大学 2005.12- 

17 孙九林 
院士/兼职

博导 
男 77 研究员 中国 中科院地理所 2004.12- 

18 赵其国 
院士/兼职

博导 
男 83 研究员 中国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 2008.12- 

19 王桥 
讲座教授/

兼职博导 
男 58 研究员 中国 

国家环境保护部信息

中心 
2004.01- 

20 陈子坦 
讲座教授/

兼职博导 
男 60 研究员 美国 美国 ESRI 公司 2006.12- 

21 史中超 
讲座教授/

兼职博导 
男 51 教授 日本 日本武藏工业大学 2006 年- 

22 王  斌 讲座教授 男 61 教授 美国 美国夏威夷大学 2014 年- 

23 程建权 讲座教授 男 49 教授 英国 
英国曼侧斯特城市大

学 
2014 年- 

24 
Derk Jan 

Brus 
讲座教授 男 59 教授 荷兰 

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

中心 
2014 年- 

25 
David G 

Rossiter 
讲座教授 男 66 教授 美国 

特温特大学&康奈尔

大学 
2014 年- 

26 成  静 其他 女 23 硕士生 中国 江西理工大学 2014.07- 

27 兰  馨 其他 女 23 硕士生 中国 江西理工大学 2015.07- 

28 兰  磊 其他 男 24 硕士生 中国 江西理工大学 2015.07- 

29 丁嘉树 其他 男 25 硕士生 中国 江西理工大学 2015.07-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

种类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期限”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撑

作用，以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立足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学科持续建设，配合学院地理学一级学科参评全国

一级学科（地理学）评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等二级学科建设发展，按计划全面、高质量

开展江苏省地理学优势学科建设二期建设。同时，全面开展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

新中心建设。交叉学科建设方面，蔡祖聪团队研究成果为我校“农学”进入全国 ESI 1%做

出了重要贡献。联合学校计算机科学、历史学、社会科学等学科教学科研工作，积极推动学

科交叉和新兴学科建设。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

程、编写教材、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室

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情况。 

实验室教师在完成科研工作的同时，积极拓展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龙毅老师获批江

苏省教学名师。韦玉春老师的《遥感数字图像处理教程》获批 2016校级重点教材项目；宁

亮等老师获批多项校级教改项目；韦玉春赵志军等多位老师获批过程性考核示范课程项目；

获批“江苏高校省级外国留学生英文授课精品课程”（主持人：沈婕，题目：地图学原理 / 

Principles of Cartography）闾国年、朱阿兴、汤国安、张书亮、袁林旺等 7位博导组成

的教授组面向研究生本科生开设地理信息系统前言与进展课程，在介绍本领域科研工作概况

之外，不断开拓学生视野，吸引学界领军人物开设讲座，介绍本领域前言进展情况，使得学

生收益颇丰。继续深化数字庐山的教学科研双轨模式，使得传统的地理学野外实习赋予了时

代的印记，使得学生对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等科学技术发展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与理解。

不断扩展虚拟地理环境场景教学、遥感数字图像处理实验教学和测绘工程野外实习等知识与

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场所及方式，切实推动科教融合推进教学发展。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交

流和培养，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等。 

进一步加强对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强化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学术素养

的培养，进一步改善人才培养的软硬件环境。选派 5名博士研究生赴海外名校或研究机构进

行为期一年以上的联合培养和合作研究，选派 7名硕士研究生到奥地利萨尔斯堡大学进行合

作培养。主办国务院学位办地理学学科评议组东部院校研究生课程建设调研工作会，研讨会

参会院校为东部地区的代表性高校，交流踊跃，影响深远。首次针对个别方向，采用免笔试，

择优选拔的博士研究生入学申请和导师双选模式，招录了来自河海大学、中科院湖泊所、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多位优秀硕士研究生。实验室 2016年招收硕士研究生 68人、博士研究生

18人；毕业硕士研究生 89人、博士研究生 17人，培养来自波兰的博士研究生 1名，尼日

利亚博士研究生 1名，巴基斯坦博士研究生 1名，其他国家硕士研究生 4名。博士研究生熊

礼阳获得 2016年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博士研究生曾灿英获选 2016年全国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培育计划，4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研究项目入选江苏省普通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创

新计划项目，5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被评为校级优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 3 项）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

平论文发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国际竞赛获奖等。 

借此平台，实验室研究生不断取得科研成果上的突破。独立发表和导师指导联合发表

论文 100余篇，其中 SCI论文 51篇，EI论文 14篇。龙毅指导的郑星雨同学参加维也纳

技术大学国际制图协会位置服务主题的年会（ICA-LBS2016）并做大会报告；刘丹阳、雷

梦玲同学参加 6th ICC&GIS会议并做口头报告，还有多位汤国安、龙毅、刘健和宋志尧指

导的研究生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造成广泛影响。汤国安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熊

礼阳《基于 DEM的黄土地貌继承性研究》论文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吕恒教授指

导的潘洪洲论文获得江苏省优秀硕士论文。多位研究生获批江苏省普通高校学术学位研究

生创新计划项目支持。多位实验室老师带队与指导参加全国、全省等竞赛，不断传来喜

讯，获得第二届全国高校地理科学展示大赛二等奖、大学生挑战杯竞赛金奖及银奖等殊

荣。 

 

（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列举 5 项以内） 

序号 参加会议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口头报告 刘丹阳 硕士 6th ICC&GIS 龙毅 

2 口头报告 雷梦玲 硕士 6th ICC&GIS 宋志尧 

3 口头报告 丁浒 博士 ISPRS，2016 汤国安 



 

 

4 其他（展板报告） 李敏 硕士 ISPRS，2016 杨昕 

5 其他（展板报告） 
孙炜毅、刘

斌、何韬 
博士、硕士 AOGS 刘健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

报。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本年度未设置开放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经费额度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单位 课题起止时间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

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召开时间 参加人数 类别 

1 

第 33 届国际地理学大会专

题会议：几何代数与地理信

息科学发展和应用国际学术

讨论会 

33rd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虚拟地理环

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袁林旺 2016.7.5 30 全球性 

2 
危机/灾害预警与管理大数

据地图可视化国际会议 

行业协会、虚拟地理环

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Milan 

Konecny、

汤国安 

2016.10.26-28 100 全球性 

3 

国务院学位办地理学学科评

议组东部院校研究生课程建

设调研工作会 

国务院学位办、虚拟地

理环境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 

国务院学位

办 
2016.3.25-27 30 全国性 

4 
第七届全国地理信息科学博

士生学术论坛 

行业协会、虚拟地理环

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汤国安 2016.10.23-25 200 全国性 

5 
第八届全国地图学与地理信

息系统学术大会 

行业协会、虚拟地理环

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汤国安 2016.11.25-28 450 全国性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

研究机构共建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

计划、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

填写。 

本年度，实验室人员（包括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参加国际地理、环境、生态、GIS、制

图、遥感等方面的学术会议 37 人次，接受国内外访问学者与学术交流 58 人次；组织实验

室教师参加国内测绘、GIS、制图、遥感、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学术会议近 470 人次。2016

年实验室承办了多场国内外高规格、参与面广的国际和全国学术会议，分别是：第 33 届国

际地理学大会专题学术会议、几何代数与地理信息科学发展和应用国际学术讨论会、危机/

灾害预警与管理大数据地图可视化国际会议、国务院学位办地理学学科评议组东部院校研究

生课程建设调研工作会、第七届全国地理信息科学博士生学术论坛、第八届全国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学术大会，吸引国内外超 700 多位学者和研究生的参加，对扩大实验室及学院

在领域内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实验室参加了欧盟南京师范大学 ERASMAS+计划，与

德国、奥地利、荷兰、泰国、捷克等国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开展了合作，正在建设 Geo4S

网络课程群，进行研究生培养。实验室与美国、奥地利、加拿大、德国、法国、新西兰、澳

大利亚、日本多个国家、香港台湾等多个地区的科研院所和大学开展了合作培养模式，皆运

转良好，初见成效。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威斯康辛州立大学、

慕尼黑工业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西南交通大

学、中科院地理所、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寒区旱区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生态研究

中心等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来实验室进行学术访问和举办专题学术讲座。 

 

 

（4）科学传播 

简述实验室本年度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效果。 

2016 年，面向全校师生主办高端学术报告“旭旦讲坛”3 讲，分别邀请国际欧亚科学院院

士、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史培军教授做“气候变化风险及其综合防范”学术报告；俄罗斯

工程院院士、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宫辉力教授做“北京水资源安全分析”学术报告；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做“消费转型与中国旅游发展—兼论人文地理的价值取

向”学术报告，吸引全校及周边院校科研院所的广泛关注和参与。面向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及

兴趣的师生举办系列学术报告及交流，来访的专家学者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德克萨

斯州立大学、威斯康辛州立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

浙江大学、中山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中科院地理所、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寒区旱区研

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生态研究中心等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继续面向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企事业单位及中学进行 GIS 科普和 GIS Day 等系列活动，不仅锻炼了实验室研究生的

开拓创新的能力，也为社会大众对地理信息系统等学科的认识提升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F%84%E7%BD%97%E6%96%AF%E5%B7%A5%E7%A8%8B%E9%99%A2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F%84%E7%BD%97%E6%96%AF%E5%B7%A5%E7%A8%8B%E9%99%A2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1%9F%E5%AD%A6%E8%80%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1%9F%E5%AD%A6%E8%80%85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年

龄 
所在单位 是否外籍 

1 周成虎 男 研究员 52 
中科院资源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

点实验室 
否 

2 孙九林 男 研究员 79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否 

3 陆大道 男 研究员 76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否 

4 李吉均 男 研究员 83 兰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否 

5 龚健雅 男 教授 59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否 

6 陈 军 男 教授 60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否 

7 林 珲 男 教授 62 香港中文大学 否 

8 宫辉力 男 教授 60 首都师范大学 否 

9 黎  夏 男 教授 54 中山大学 否 

10 刘彦随 男 教授 51 北京师范大学 否 

11 秦其明 男 教授 61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否 

12 刘 敏 男 教授 52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否 

13 李满春 男 教授 52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 否 

14 童小华 男 教授 45 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否 

15 王  桥 男 研究员 59 国家环保部信息中心 否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

员、缺席人员，以及会议纪要。 

1 月 10 日，虚拟地理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江苏省地理环境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培

育建设点 2016 年学术委员会会议如期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中科院北京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周成虎院士和孙九林院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王会军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林珲教授、北

京大学秦其明教授和李本纲教授、中山大学黎夏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敏教授、同济大学童

小华教授、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沈吉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程海教授、南京大学居

为民教授和李满春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郑洪波教授等多位学术委员会委员及专家出席会议。

南京师范大学王建副书记、田立新副校长，科研院和学科处等多个职能管理部门的领导及实

验室主要研究骨干出席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学校王建副书记主持。田立新副校长首先代表学校致欢迎词，祝贺虚拟地

理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 2015 年教育部评估中取得优秀成绩，肯定了实验室在新的一年

里再接再厉、勇攀高峰所取得的新成绩、新进展；同时肯定了江苏省地理环境演化国家重点

实验室培育建设点自建成以来取得的新成果、新突破，明确指出学校将举全校之力促进实验



 

 

室建设工作持续开展，力争实现我校国家重点实验室零的突破。 

学术委员会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成虎院士主持。首先，听取了虚拟地理环境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主任闾国年教授关于两个实验室 2016 年在科学研究、硬软件条件建设、研究队

伍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管理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工作报告；其次，由江苏省地理环

境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汪永进主任就石笋研究最新国际国内研究进展做科学报

告。汇报后，参会的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专家们围绕“应用和发展地理信息技术，探索地理环

境的变化过程与规律，揭示重大地理环境变化事件的机理，服务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的总

体建设目标，在充分肯定实验室过去一年取得的科研突破与进展，实验室硬软件建设，人才

培养和运行等方面的成绩后，结合自身所在高校科研院所的实际情况，对本校这两所实验室

的未来提出了更高标准、更高追求的要求，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最终经学术委

员会成员讨论形成决议提交教育主管部门。最后，王建副书记代表学校领导及直属管理部门

向诸位专家学者致感谢词，认为此次会议取得预期成效，必将对实验室的未来发展起到推进

作用。 

第三届第二次会议纪要 

2017 年 1 月 9 日，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虚拟地理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第三届学术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实验室主任闾国年教授汇报了实验室建设情况，学术委员会就实验室

2016 年来在科学研究、硬软件条件建设、研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管理和运

行机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实验室进一步建设的相关问题形成如下会议纪要： 

（1）实验室建设依托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学科、地理学江苏省一级重点学

科和优势学科，围绕“应用和发展地理信息技术，探索地理环境的变化过程与规律，揭示重

大地理环境变化事件的机理，服务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的总体建设目标，在“地理环境演化过程与历史重建”、“地理环境动态监测与机理建模”、

“地理系统综合模拟与决策分析”以及“虚拟地理环境系统理论与方法”四个研究方向上取得了

显著进展。 

（2）2016 年以来实验室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杰出青年基金 1 项、重点项目 1 项、优秀青年基金 1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20 项；承担地方

政府、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180 余项。当年实际到账科研经费 6523 万元。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和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各 1 项。发表发表 SCI、EI 检

索论文 97 篇，其中有 2 篇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 

（3）实验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形成了以千人计划、杰青、长江学者为

核心的科技创新团队，新增国家杰青、“万人计划”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青年千人、优青各

1 人；新增江苏省教学名师、江苏省特聘教授、江苏省双创人才项目（高校创新人才）各 1

人。大力推进研究生创新教育，其中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培育计划 1 篇，4 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研究项目入选江苏省普通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

创新计划项目，有 12 名研究生获教育部和欧盟资助赴国外知名高校开展合作研究，研究生

/本科生获国家级奖励 8 项。  

（4）实验室对研究空间进行了拓展与调整，配置设备和软件环境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开展了国内外高水平、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组织召开了第 33 届国际地理学大会专题

学术会议、第八届全国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学术大会等一系列国际和全国性学术会议。参

加了欧盟 ERASMAS+计划，与德国、奥地利、荷兰、泰国、捷克等国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

学者开展了合作。 



（5）以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与国内外有

关实验室、政府及职能部门和大型企业的联系，实验室在学科领域和行业的影响进一步提升。 

为了进一步促进实验室的发展，学术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 

（1）建议围绕学科发展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充分发挥南师大地理学一级学科的支撑

作用，集中优势力量开展以方法、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地理学综合集成研究，形成具有国际影

响的标志性成果。 

（2）进一步加强学术梯队的建设，特别是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培养，力

争在院士、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杰青、长江学者、优青等方面有新的突破；进一步重视国

际学术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组织，加强学术成果的宣传与推广，扩大实验室在国际学术

舞台上的影响力。同时更积极地面向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需求，充分发挥实验室在区域社会

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 

（3）希望南京师范大学进一步重视实验室建设，加大实验室的基础设施与人才队伍建

设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促进实验室的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创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省部共建国

家重点实验室创造条件。 

虚拟地理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主任签字：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

费、相对集中的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

进、团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 

江苏省教育厅和南京师范大学对虚拟地理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给予重点支持。本年度

省教育厅和南京师范大学对于实验室的建设和运行经费投入合计 40 万元。实验室科研场所

集中在地理科学学院大楼，面积达 7800 平米。在科研设备、软件的采购上，校招投标办公

室给予重点关注，在严格遵循招投标管理办法的同时，总是在第一时间响应并处理本实验室

的设备采购申请。省教育厅和南京师范大学制定了专门的系列文件，对本实验室进行政策倾

斜，优先满足本实验室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团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等方面的需要。 

以上各项政策和支持措施充分保障了实验室的运行，使实验室具有创新研究的活力和动

力。 

3、仪器设备 

简述本年度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升

级改造旧设备等方面的情况。 

实验室制定了大型仪器设备的运行、维护和管理制度，对各 20 万元以上设备都设立专

人负责设备的运行维护和状态记录，设备使用率均达到 40%以上，其中刀片集群、GIS 平

台软件等处于连续运行状态。坚持大型仪器设备在校内外的开放和共享运行，实验室拥有的

等离子体质谱仪、稳定同位素质谱仪、荧光光谱仪空气净化系统、γ谱仪、伽玛射线仪等设



备吸引了包括北京大学、 中科院地理所等近30余家单位前来进行样晶测试和分析；所建成的

CORS基站纳入到江苏省CORS网络系统 ， 为众多用户提供实时高精度定位服务；激雷达系统纳

入江苏省空气质量监测网，连续实时提供大气质量监测数据，三维激光扫描系统、自行集成的车

载移动三维数据采集系统为江苏省测绘工程院、南京市勘测设计研究院等多家单位提供了多次服

务。

实验室在进行现有大型仪器设备的升级、 改造的同时 ， 继续投入，增购了便携式综合生物毒性

测定仪、 总有机碳分析仪、 氢氧化物分析仪等设备。实验室还自行集成开发了多旋翼无人机航拍系

统、 太湖水质多参数连续观测和数据传输系统、 摄影测量三维模拟系统等，为地理环境的监测和数

据获取与科学实验提供了新手段。

六、 审核意见
1、 实验室负责人意见

实验室承诺所填内容属实 ， 数据准确可靠。

2、 依托高校意见

依托单位年度考核意见：

（需明确是否通过本年度考核， 并提及下 一 步对实验室的支持 。 ）

，， 

虚拟地理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通过本年度考核，南京师范大学将加大资源汇聚和投λ力

度，持续、 全力推进实验室的建设，确保实验室各类经费投λ。在队伍建设、 人员编制方面，给予

该实验室更为特殊的政策，充分保障实验室建设的高层次人才需求。 另外， 克分发挥
“

虚拟地理

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管理委员会
”

作用 ， 盘活现有资源，拓展实验室科研空间，以更高要求、 更

高标准进一 步推进实验室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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