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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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与海岛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海岸海洋地貌与沉积动力过程 

研究方向 2 海岸海岛资源开发与海疆权益 

研究方向 3 海陆交互带观测与地理信息系统  

研究方向 4 全球变化与海岸海岛环境演化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鹿化煜 研究方向 古气候与海陆环境对比 

出生日期 1968 年 4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0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潘少明 研究方向 海岸地貌沉积与资源利用 

出生日期 1957 年 9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0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侯书贵 研究方向 极地环境的过程与机理 

出生日期 1970 年 1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0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张振克 研究方向 海岸海洋地貌沉积与资源利用 

出生日期 1963 年 10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0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姓名 陶澍 研究方向 环境地理 

出生日期 1950 年 8 月 职称 
教授、院

士 
任职时间 2010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61 篇 EI 25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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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3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2349 万元 纵向经费 2066 万元 横向经费 283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5 项 授权数 2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项 转化总经费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项 行业/地方标准 项 

  研究队

伍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54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5 人  

院士 1 人  千人计划 外专 1 人 

长江学者 3 特聘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3 人 

青年长江  0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2 人  

青年千人计划 0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人才计划     8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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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颖 国际海岸与海洋政策研究中心(ICCOPS) 委员 

王  颖 《Marine Policy》 编委 

王  颖 《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 编委 

王  颖 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 
终身荣誉

会员 

王  颖 国际地貌学家联合会（IAG）荣誉会员 荣誉会员 

王  颖 
国际太平洋海洋科技协会（PACON 

International） 
终身会员 

王  颖 法国地理学会荣誉会员 荣誉会员 

鹿化煜 《Geography Journal》 编委 

鹿化煜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 编委 

鹿化煜 中美 PIRE 项目科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 

侯书贵 国际冰芯伙伴计划科学委员会 委员 

高  抒 
the Coast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undation, USA 

Foreign 

Member 

高  抒 《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 副主编 

高  抒 《Marine Geology》 编委 

高  抒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编委 

张 捷 
国际地理联合会（IGU）旅游休闲与全球

变化专业委员会 
执行委员 

张 捷 国际旅游研究会（ITSA） 副主席 

张 捷 《Tourism Geographies》 编委 

于 谦 《Geo-marine Letters》 编委 

汪亚平 
Coast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undation,USA 
Member 

访问学者 国内   5   人 国外 1 人 



 

 

博士后研究人

员 
进站博士后 人 出站博士后 2 人 

学科发展与

人才培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自然地理学 学科 2 海洋地质学 学科 3 

地图学

与地理

信息系

统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80 人 在读硕士生 130 人 

承担本科课程 800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700 学时 

大专院校教科书 2      部   

 开放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1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2 项 

实验室面积 3163 M2 实验室网址  http://coastlab.nj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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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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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始终围绕学科发展前沿，聚焦国家对海洋资源环境和海疆权益等战

略需求、服务地方发展海洋经济需要开展研究工作。在 2015 年实验室承担了

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和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任务，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出版专著 5 部，发表论文 120 篇，其中含 61 篇 SCI 收录论文，25 篇 EI 收录

论文,申请专利 5 项。 

王颖院士领导的 “南海资源环境与海疆权益研究平台”，查明 258 个南海

岛礁及相关资源，通过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提交了《南海的几个关键问题及对

策建议》的报告，针对性地提出了 17 条决策建议。 

高抒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扬子大三角洲演化与陆海交互作

用过程及效应研究（2013CB956500）”项目组在构建海平面-沉积演化模式及数

值模拟、潮汐与陆架环流作用下的废黄河口悬沙输运过程与机制、长江流域变

化与河口-陆架沉积体系响应、大型海岸工程和人类活动对大三角洲地貌及生

态系统的影响、海岸带湿地生态系统动力过程及生态景观变化等多个方面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并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极地环境的过程与机理研究组通过对南极中山站 Dome A 断面表层过量氧

-17 测试，首次发现从南极大陆边缘向南极内陆过量氧-17 具有显著的下降趋

势，证实了过去同位素理论计算的结果。利用断面稳定同位素观测数据和混合

去同位素模型计算了 Dome A 地区雪冰稳定同位素对气候因子的敏感性，为南

极深冰芯稳定同位素古气候记录的定恢复奠定了理论基础。 

鹿化领导的海陆环境与气候演变研究组在海陆对比、亚洲干旱环境起源与

变化、地貌过程等领域取得高水平的成果。鹿化煜教授参与美国自然基金 PIRE

项目（420 万美元），并成为该项目专家组委员会委员。 

2015 年实验室获得： 

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基于熵理论和云模型的水文模拟及其应用，邹 

欣庆（6） 

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江苏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 

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土地督察对于土地违法的遏制效

应评价，黄贤金（4）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二等奖：土地利用的碳排放效应及调控研

究，黄贤金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2015 年承担研究课题 49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25 项， 省部级项目 15 项，

国际合作 3 项。 

2015 年到帐的科研项目经费 2349 万元，其中纵向科研经费 2066 余万元，

横向项目经费 283 余万元。 

2015 年批准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4 项（重点项目 1 面，优青项

目 1 项，面上项目 9 项，青年项目 3 项）。 

高抒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扬子大三角洲演化与陆海交互作

用过程及效应研究（2013CB956500）”项目在 2015 年按计划进行并取得了多项

阶段性成果。 

实验室主持承担了 2011 计划“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南海资源

环境研究”和“南海动态监测与形势推演”两个平台的科研工作。 

鹿化煜教授参加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355 航次的任务，并对这个航次

取得的样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和分析。 

鹿化煜教授参与负责美国自然基金 PIRE 项目, 经费额度为 420 万美元，

并成为该项目专家组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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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子大三角洲演化与陆海交

互作用过程及效应研究 

 

2013CB95650

0 
高抒 2013-2017  2400 

科技部重大

科学研究计

划项目 

2 

 

Dust stimulated 

drawdown of atmospheric 

CO2 as a trigger for 

Northern Hemisphere 

Glaciation 

 

NSF1545859 鹿化煜 2015-2018 
420 万

美元 

美国自然基

金 PIRE 项目 

3 
海岸风暴频率-强度关系的沉

积记录分析 
41530962 高抒 2015-2017 29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

点） 

4 

 

西昆仑山崇测冰帽末次间冰

期以来冰芯记录及冰川变化

对气候的响应 

 

41330526 侯书贵 2014-2018  30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

点） 

5 

 

辐射沙脊群典型潮道-沙脊过

渡带短尺度沉积与地貌变化

过程 

 

 41371024

  
张振克 2014-2016 9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

上） 

6 
潮流脊影响下开敞型潮滩的

地貌动力过程及演化模式 
41376044 汪亚平 2014-2016 9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

上） 

7 

 

IODP333 钻孔第四纪沉积物

物质来源和环境演化：稀土

元素和 Sr-Nd 同位素示踪研

究 

 

41373002 李艳平 2014-2016 8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

上） 

8 
冰雷达与卫星测高协同的南

极冰下湖遥感识别研究 
41371391 柯长青 2014-2016 7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

上） 

9 
我国潮滩沉积物有机质来源

指示的沉积速率的意义 
41473001 葛晨东 2015-2017 9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

上） 

10 

 

粉砂淤泥质海岸带潮沟系统

演化过程及其对人类活动响

应的遥感监测研究——以江

苏中部沿海为例 

 

41471068 刘永学 2015-2017 9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

上） 



 

 

11 地貌学 41522101 王先彦 2015-2017 13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优

秀青年科学

基金） 

12 

自然声景观的资源分类体

系、地理空间结构及评价模

型研究 

41571136 张捷 2015-2017 7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

上） 

13 

 

长三角地区城乡土地市场一

体化对区域土地利用/被变化

的影响机理研究 

 

41571162 黄贤金 2015-2017 6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

上） 

14 
未来气候变化对我国北方沙

地影响的定量分析 
41571180 吴霜叶 2015-2017 7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

上） 

15 

 

基于城市通行空间信息的商

服设施位址服务特征评估方

法 

41571377 王结臣 2015-2017 6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

上） 

16 

 

从鸭绿江到辽东半岛东岸泥

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驱

动下的源汇过程及其沉积记

录 

 

41576043 高建华 2015-2017 7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

上） 

17 
人工养殖影响下的潮滩生物

地貌学研究 
41576090 史本伟 2015-2017 6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

上） 

18 

 

海洋微/小型底栖动物对滨海

湿地环境-生态动力过程的响

应 

 

41576154 杜永芬 2015-2017 73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

上） 

19 

 

潮间带风电场的人工鱼礁效

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以江苏

为例 

 

41471431 邹欣庆 2015-2017 8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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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海洋地貌与沉积动力过程 高抒 
汪亚平、高建华、张

永战、刘绍文 

2 海岸海岛资源开发与海疆权益 王颖 
邹欣庆、葛晨东、殷

勇、黄贤金、吴小根 

3 海陆交互带观测与地理信息系统  李满春 
柯长青、刘永学、王

结臣 

4 全球变化与海岸海岛环境深化 鹿化煜 
侯书贵、潘少明、张

振克、朱成、张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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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颖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80 2000- 

2 鹿化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7 2005- 

3 潘少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8 2000- 

4 侯书贵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5 2009- 

5 张振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2001- 

6 高  抒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9 2000- 

7 李满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2009- 

8 邹欣庆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2000- 

9 葛晨东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9 2000- 

10 张捷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09- 

11 黄贤金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7 2010- 

12 朱诚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1 2011- 

13 柯长青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2012- 

14 汪亚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3 2002- 

15 王结臣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2 2009- 

16 吴小根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2000- 

17 
Bernd 

Wunnemann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2 2008- 

18 刘永学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9 2009- 

19 殷  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51 2003- 

20 张永战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5 2000- 

21 高建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2 2005- 

22 李飞雪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2 2009- 

23 刘绍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8 2006- 

24 马春梅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9 2009- 

25 马劲松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6 2000- 

26 庞洪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2010- 

27 史江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0 2009- 

28 吴昀昭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8 2009-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

工作年限 

29 王先彦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2010- 

30 左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0 2005- 

31 孙雪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5 2010- 

32 程亮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5 2011- 

33 于谦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3 2015- 

34 傅光翮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37 2003- 

35 何华春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40 2006- 

36 贾培宏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43 2008- 

37 王晓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9 2009- 

38 杨旸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7 2007- 

39 周丽娅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38 2006- 

40 黄蓓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专职科研 37 2011- 

41 杜永芬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专职科研 38 2012- 

42 安文玲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专职科研 30 2013- 

43 陈蕴真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专职科研 41 2013- 

44 贾鑫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专职科研 31 2012- 

45 张红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专职科研 31 2012- 

46 李艳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专职科研 36 2012- 

47 徐仪红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专职科研 29 2014- 

48 史本伟 研究人员 另 博士 专职科研 36 2015 

49 徐志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专职科研 29 2014 

50 李海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高工 44 2000- 

51 弋双文 技术人员 男 硕士 高工 36 2009- 

52 蒋松柳   技术人员 男 大专 工程师 54 2000- 

53 牛战胜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男 本科 工程师 38 2000- 

54 施晓冬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男 大专 工程师 4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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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俊林 博后 男 35   中国  南京大学  2014.7- 

2 李家彪 访问学者 男 54 研究员 中国 海洋局第二研究所  
3 石学法 访问学者 男 50 研究员 中国 海洋局第一研究所  

4 贾建军 访问学者 男 43 研究员 中国 海洋局第二研究所  

5 丰爱平 访问学者 男 39 副研究员 中国 海洋局第一研究所  
6 郑彦鹏 访问学者 男 44 研究员 中国 海洋局第一研究所  

7 
Wu 

Shuangye 
访问学者 女 38 教授 美国 

代顿大学（南大宜
兴讲座教授） 

1-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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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建设国际高水平的地理学和海洋科学教学科研基地的目标。在科研方

向选择上，瞄准国际学术前沿，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在人才培养上，努力营造

拔尖人才成长的氛围。随着南京大学科的发展， 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扩展至古

气候变化、极地的气候环境变化、海陆环境联系的机制、沿海城镇与旅游规划

管理等方面。 

实验室目前拥有野外勘测装备系列、室内分析实验室系列和海洋地理信息

系统实验室。为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提供支撑。重点实验承担了“973”、公益

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同时，推动了学科发展。 

加大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力度，积极提供科研条件，安排实验室用房，建

设新的相关实验室，努力营造高层次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王先彦获 2015 年

度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于谦获得南京大学登峰 B 人才计划资助。

实验室产出的高水平学术论文、高水平的人才和良好的实验室平台，为学科建

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有力地提升南京大学地理学和海洋科学的实力。 

实验室有国家重点学科（自然地理学）和江苏省重点学科（海洋地质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以及江苏省优势学科（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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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实验室人员在承担了大量的南京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工作。开设主

讲本科课程 25 门，包括自然地理学导论、地貌学、普通地质学、地质学教学

实习、第四纪年代学、海洋科学导论、地图设计与编制、GIS 设计、海洋生物

学、卫星海洋学与 GIS、现代地理学实验、海岸工程学、海洋数值模型概论、

海洋科学实习、中国海洋地理、海洋化学、海岸带一体化管理与海洋法、应用

自然地理学、海洋地质学、遥感概论、第四纪地质与环境、环境演变与全球变

化、中国自然地理、冰冻圈科学概论、海岸地貌学等承担本科生课程 800 学时

左右。 

开设研究生主讲课程 20 门，包括自然地理学进展、人文地理基本问题、

海洋地质学进展、地球表层系统科学、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资源环境遥感、

海岸洋科学、海岸海洋科学、海洋沉积动力学、海洋生物地球化学、海洋野外

调查方法、环境地质学、微体古生物、全球变化科学导论、现代沉积环境分析、

环境演变实验方法、资源环境经济与政策等。承担研究生课程 700 学时左右。 

出版教材 2 本：《循环经济学》、《土地经济学》。 

各位教师在教学中都将本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在课堂中向学生传授，并不

定期请国内外著名学者面向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重点实验室内的所有设备，

特别是最新型的海洋野外设备均在“海洋野外调查方法”和“海洋科学实习”课

程中让学生进行亲自操作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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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多种创新型本科生教学改革。对本科生全面实行学术导师制、与国外

著名大学开展短期交流学习、实行“三三制”教学改革方案，设立不同层次的

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指导的学生获得全国大学生海洋知识竞赛二等奖，“挑

战杯”一等奖。 

指导研究生申请各级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加强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

的培养，鼓励自由探索。 

与国家海洋局开展合作交流联合培养研究生，与国家海洋局第一、第二海

洋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培养学生的机制，招收了 20 名联合培养的硕士生和博士

生。 

与国际科研机构联合培养创新人才，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联合主办“中德

环境地学硕士班”，双方大学同时获得学位；与 Dalhousie 大学签订了合作培养

海洋科学人才协议，并正商议筹建中加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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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化煜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雷昉一直坚持开展陆相沉积物的硼同位素

地球化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她与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魏海珍副教授（国家

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进行合作，首次利用 MC-ICP-MS 测定黄土高原的黄土

-古土壤的硼同位素组成，并且重建亚洲季风降水，部分成果在《Quaternary 

Research》和《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发表。Wei, H.-Z., Lei, F., Jiang, S.-Y., Lu, 

H.-Y., Xiao, Y.-K., Zhang, H.-Z., & Sun, X.-F. (2015). Implication of boron isotope 

geochemistry for the pedogenic environments in loess and paleosol sequences of 

central China. Quaternary Research, 83(1), 243–255.雷昉, 鹿化煜, 魏海珍, 蒋少

涌, 弋双文, & 孙雪峰. (2014). 黄土高原南部黄土-古土壤酸溶相硼同位素组成

(δ11B)及其对季风降水变化的指示.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44(7): 1508–1518 

培养的学生在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国

家级得一等奖。第十二届“Esri”杯中国大学生 GIS 软件开发竞赛获国家级特等

奖；第一届中国高校地理科学展示大赛获国家级二等奖；第五届江苏省高校测

绘地理信息软件开发创新大赛获省级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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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板报告 曾琳 博士 
7 月日本，国际第四纪学会主办

the XIX INQUA Congress 
鹿化煜 

2 口头报告 崔梦淳 博士 

10 月，国际第四纪学会黄土专业

委员会主办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eolian Deposits in 

Earth History 

鹿化煜 

3 口头报告 吕安琪 硕士 

10 月，国际第四纪学会黄土专业

委员会主办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eolian Deposits in 

Earth History 

鹿化煜 

4 口头报告 史逝远 硕士 

3 月尼泊尔，亚洲树轮协会主办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sian Dendrochronological 

Association 

史江峰 

5 展板报告 韩卓尘 硕士 
5 月美国，CSDMS Annual 

Meeting2015 
高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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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科学研究前沿和青年人才培养，实验室在 2015 设置开放课题和主任基金

6 项，总计 36 万元。开展了海岸带的沉积动力观测、海岸带底栖生物调查与海岸带

环境本底调查、高精度的光释光测年和资助青年学者发表论文、参加国际会议等，

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序号 课题名称 

经费额

度（万

元）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单位 课题起止时间 

1 

格陵兰冰盖表面水

系形态特征与融水

输送效率遥感研究 

 

5 杨康 讲师 南京大学 2015.1-12  

2 

钚（Pu)同位素在土

壤中的吸附与迁移

行为研究 

 

5 徐仪红 专职科研 南京大学 2015.1-12 

3 

南黄海海岸-陆架物

质交换与沉积动力过

程研究 

12 史本伟 专职科研 南京大学 2015.1-12 

4 

围填海工程生态服

务功能损失评估研

究 

8 傅光翮 讲师 南京大学 
2015.1-

2016.12 

5 
湛江高桥红树林湿

地沉积速率测定 
1 祁雅莉 讲师 

广东海洋

大学 
2015.11-12 

6 

过去两万年特征气

候时期毛乌素沙地

粉尘排放的定量评

估 

5 徐志伟 专职科研 南京大学 201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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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届海峡两岸地

形学研讨会 

南京大学、台

湾大学、成都

理工大学 

鹿化煜、

唐川、林

俊全，朱

大奎 

8.29-9.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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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坚持开展高水平、高层次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 

由我们本实验室主持，联合国内相关高校和研究院承担厦门大学、中山大

学、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局

天津地质调查中心等科研机构，承担 973 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与中国人民大

学、海军指挥学院、中国南海研究院、四川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

院等科研机构的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联合组建了 2011 计划“中国南海研究协

同创新中心”，开展涉及国家重大战略利益的南海相关问题研究。 

与 Waterloo 大学合作成立中加学院，联合培养本科生, 与英国南安普顿大

学合作成立了海岸海洋环境动力联合实验室，与加拿大 Dalhousie 大学签订了

合作培养海洋科学人才协议，并正在进行商意组建中加合作申办中加联合大

学。 

鹿化煜教授参加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355 航次的任务，完成了在印度

洋-阿拉伯海连续 61 天的海上工作，目前正对这个航次取得的样品开展国际合

作研究和分析，以获取区域构造演化、南亚季风起源及冰期-间冰期动力过程的

深入认识。这也是重点实验室以陆地-海洋结合为特色的地球表层系统科学研

究内容之一。 

鹿化煜教授参与负责美国自然基金 PIRE 项目, 经费额度为 420 万美元，

并成为该项目专家组委员会委员。 

多位国外相关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到实验室开展学术活动。德国乌里曼教授

作为外专千人到实验室长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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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 520 校庆期间，举办实验室开放活动，向社会公从开放、宣传和

科普。海洋日和土地日，重点实验室都会和相关的社会机构协会面向中小学生

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接待海军指挥学院的高级海军军官参观重点实验室，讲解

海洋科研最新进展。 

实验室左平副教授于 10 月在南京大学组织举办“大学生海洋知识竞赛”

活动，选拔优秀学生参加国家海洋局举办全国大中学生海洋知识竞赛。南京大

学的学生在竞赛中都取得了优秀成绩。海洋知识竞赛活动使更多的青年大学生

了解海洋，认识海洋，热爱海洋，并投身海洋事业 

7 月 5-9 日，组织国内各知名大学学生 70 人，举办暑期学术夏令营活动。

参观重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的主要学术带头人鹿化煜、高抒、李满春、黄贤

金、侯书贵等教授作了学术报告和专业介绍，并和大学生进行了师生交流和面

试。 

实验室王颖院士，10 月 19-20 日主持与组织“南京论坛 2015”分论坛二“海

洋资源与环境保护：亚洲的合作进程”。10 月 23 日，作为学术召集人，与中国

科协在海口举办的“第四十四期中国科技论坛—南海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 ，举办系列报告和讲座，吸引公众特别是青年大学生更加关注海洋，加

强海洋权益意识、合理开发利用海洋，保护海洋。 

鹿化煜教授在“大洋发现计划（IODP）工作期间，主持了对美国、法国等 

中小学的科普宣传活动(Ship to 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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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澍 男 教授 66 北京大学 否 

2 周卫健 女 研究员 62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否 

3 高  抒 男 教授 59 南京大学 否 

4 陈中原 男 教授 63 华东师范大学 否 

5 戴民汉 男 教授 50 厦门大学 否 

6 郭华东 男 研究员 66 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地球科学中心 否 

7 侯书贵 男 教授 45 南京大学 否 

8 剪知湣 男 教授 49 同济大学 否 

9 李家彪 男 研究员 55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否 

10 李培英 男 研究员 60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否 

11 李铁刚 男 研究员 5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否 

12 刘健 男 研究员 51 国土资源部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否 

13 鹿化煜 男 教授 47 南京大学 否 

14 邵全琴 女 研究员 53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否 

16 沈洁 男 研究员 52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否 

17 王宏 男 研究员 68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 否 

18 徐景平 男 教授 53 美国 USGS 是 

19 余克服 男 研究员 47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否 

20 张小曳 男 研究员 49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否 

21 张长宽 男 教授 62 河海大学 否 

22 赵美训 男 教授 57 中国海洋大学 否 

23 邹欣庆 男 教授 51 南京大学 否 

24 
David 

Piper 
男 教授 65 加拿大 Bedford 海洋研究所 是 

25 
George 

Voulgaris 
男 教授 46 美国 South Carolina 大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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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3 月 24 日，南京大学海岸与海岛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召开 2015 年学术委员

会会议。会议议程：（1）汇报实验室 2011 年-2014 年的工作（2）委员指导、讨论实验室

未来发展。参加会议的学术委员会成员：王颖院士、陶澍院士、高抒教授、鹿化煜教授、

陈中原教授、侯书贵教授、李培英研究员、李铁刚研究员、刘健研究员、邵全琴研究员、

张长宽教授、张小曳研究员、沈吉研究员和邹欣庆教授。以及重点实验室全体固定成员，

博后、研究生学校科学技术处等负责领导。 

王颖院士介绍了重点实验室建立发展的概况和特点。鹿化煜教授作了：(1)实验室工作

汇报，详细汇报了重点实验室近 2011-2014 年的科研情况和所取得成果及未来发展的设

想。（2）安排委员视察了重点实验室仙林新实验环境及新购置的大型仪器使用运行管理情

况。 

学术委员：李铁刚、张小曳、陈中原、邵全琴等作了学术报告， 

学术委员就实验室发展进行了研讨和指导： 

一、重点实验室近年的进步很大，实验室工作具有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学科交叉的特点，

但横向比较后发现与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目标存在一定差距。 

二、重点实验室要围绕申请国家各重点实验室的战略目标，凝炼、完善实验室目前的六个

研究方向，各个方向要有亮点的成果，要突出实验室的特色。 

三、要多了解、借鉴周边其他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经验； 

四、国际合作中要逐渐转向以中方为主导的国际合作方式。 

五、重点实验室要注重高水平的青年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做好实验室队伍建设。 

六、希望各学术委员之间进行深入合作，争取国家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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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成立了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管理的专门部门，建立了一系列的实验

室运行管理规章制度，从科研任务、经费、实验室日常运行等多方面进行监督

管理和服务，保证了实验室各项国家科研任务顺利进行。 

在人才引进方面，南京大学为优秀的人才提供优厚年薪、启动经费、配套

实验室和研究生招生指标等多方面的支持，于谦获得南京大学登峰 B 人才计

划。设置专职科研岗，选留优秀青年博士，激发了他们的研究潜力和动力，保

证了实验室长远发展。 

为重点实验室提供了集中的现代化的科研场所，实验室面积超过 3000 平

方米。从 “江苏省地理优势学科建设项目”及中央高校经费，为重点实验室提

供了 400 多万元仪器更新费用，2015 年实验室购置了 3 套大型专用科研仪器

（总价 327 余元），3 台通用科研仪器（总价 106 余万元）。并向实验室提供了

100 万元的科研经费，保证了实验室的良好运行。 

南京大学每年都对实验室的财务、仪器的运行开放情况、科研任务及成果

进行年度审计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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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拥有海岸动力调查、地球物理、海洋化学野外勘测装备，形成了从

海陆环境资源调查和样品采集、到室内实验测试分析、再到 GIS 计算分析、规

划与决策模拟的完整体系。 

实验室引进声学专业博士黄蓓，建立了海洋仪器研发实验室，承担国家自

然基金项目“浅海浑浊水体环境下高时空分辨率海底地形超声观测系统”（78 万

元），进行新仪器研发创新工作。 

室内大型仪器设备现都基本达到了满荷运行，有大量的国家基金任务的样

品等待进行实验室进行分析测试。而野外勘测仪器的使用率相对较低，为 30-

60%，这是由于我们很多现场观测仪器受气象潮汛等自然条件影响，并且部分

设备是针对特定科研对象定制的，通用性低造成的。我们通过加大在研究生教

学创新和开放项目中使用这些专用设备的力度，发挥仪器的效能，提高研究生

的科研能力。 

实验室的大型仪器设备纳入南京大学大型共享管理系统，遵从学校的有关

管理条例，制定了实验室仪器设备使用办法。 

实验室发表的多数论文使用了本室仪器设备测得的数据。针对我国的实际

情况，规定了教授对仪器使用、运行、管理、开放和共享中的责任，并对实验

室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生进行了有计划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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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审核人： 

实验室主任：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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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与海岛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 2015 年始终围绕学科发展前沿、聚

焦国家对海洋资源和海疆权益等战略需求、服务地方发展海洋经济需要开展研

究工作，承担了国家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坚持开展高水平、高层次的国内外学

术交流与合作。在海岸海洋地貌与沉积动力过程、海岸海岛资源开发与海疆权

益、海陆交互带观测与地理信息系统及全球变化与海岸海岛环境演化方面取得

了重要成果。 

考核专家组同意海岸与海岛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通过 2015 年度考核。

并建议实验室引进更多学科杰出人才，进一步加强成果总结争取更多的科技奖

项。 

依托单位在 2016 年度将在重点实验室设备更新经费、运行经费、人才引

进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2016 年 3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