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继权简历 

 

学院（部）：环境学院  姓名：张继权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65 年 2 月 

一、主要学习工作经历 

起止年月、毕业学校/工作单位、所学专业/从事工作、学历/学位/职务 

主要学习简历： 

1985.9-1989.7 延边大学地理系，自然地理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 

1989.9-1992.7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自然地理学专业，理学硕士学位 

1996.1-1997.3 日本山口大学，气象灾害风险评价，高级访问学者 

1997.4-2000.3 日本鸟取大学农学研究科，生物环境学专业，博士学位 

2000.4-2000.12 日本山口大学农学部，气象灾害风险评价，高级访问学者 

2001.4-2003.3  日本学术振兴会、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自然灾害风险管

理研究室，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外国人共同研究者(博士后) 

2007.11-2008.2 日本京都大学，综合灾害风险管理，高级访问学者 

2009.12-2010.3 日本山口大学，农业气象灾害，高级访问学者 

2013.01-2013.2 日本京都大学，综合灾害风险管理，高级访问学者 

2016.1-2016.2 日本北海道大学，农业气象遥感，高级访问学者 

主要工作简历：  

1992.09-1995.12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讲师  

2000.01-2003.03 东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副教授 

2003.04-2004.12 东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自然灾害研究所所长，

副教授 

2005.01-2012.12  东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自然灾害研究所所，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3.01- 今    东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省校共建吉林省生态安全

与环境灾害预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自然灾害研究所所

长，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二、主要研究方向或领域 

   区域与环境灾害风险评价、预警及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生态安全评价与预警 

三、主要学术兼职 

2017.5-  吉林省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6.11-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2016.11-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农业灾害风险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会常务理事、

副理事长 

2016.12- 吉林省气象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 

2016.12- 吉林省气象学会气象防灾减灾专业委员会主任 

2015.02- 中国科协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工作协调委员会 委员 

2015.07- 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变化环境下的灾害预警》工作组 专家

委员会委员 

2015.9-  吉林省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5.10- 吉林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协会常务理事 

2013.06-  国家留学基金委留学基金评审专家 

2011.05- 中国草学会草原火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2012.01-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持续利用与减灾专业委员会委员   

2012.03- 《Geographical Science Research (GSER)》编委会编委 

2011.12- 《Journal of Geography and Natural Disasters》编委会编委 

2016.12-  《气象灾害防御》常务副主编 

2012.10-  中国第一届草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2012.12- 《灾害学》杂志第五届编委会编委 

2012.03- 《Geographical Science Research (GSER)》编委会编委 

2011.12- 《Journal of Geography and Natural Disasters》编委会编委 

2009.10-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院校安全与减灾管理系列教材》主编  

2009.12- 农业部草原防火专家组专家 

四、聘期内教学工作 

1. 讲授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及授课对象 

环境学                          专业基础课           本科生 



自然地理学基础                  专业基础课           本科生 

环境地理学                      专业主干课           本科生 

环境灾害学                      专业系列课           本科生 

环境遥感与信息系统              专用系列课           本科生 

城市灾害与安全                  全校通识课           本科生 

城市灾害与安全管理              全校通识核心课       本科生 

环境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         专业基础课           硕士研究生 

环境规划与灾害风险评价          专业主干课           硕士研究生 

生态安全评价                   专业方向课            硕士研究生 

环境规划与风险预警            专业基础课            硕士研究生 

环境影响评价与风险管理         专业主干课           硕士研究生 

环境灾害风险评价与风险管理     专业基础课            硕士研究生 

灾害与环境风险研究理论与方法    专业方向课           博士研究生 

灾害与环境风险研究进展与前沿问题 专业方向课          博士研究生 

2. 年均教学工作量 （学时） 

2012 年-2013 年   340 学时 

2013 年-2014 年   476 学时 

2014 年-2015 年   512 学时 

2015 年-2016 年   340 学时 

2016 年-2017 年   350 学时 

3. 指导研究生情况 

硕士生：13（名） 

博士生：17（名） 

博士后：4（名） 

4. 指导学生取得的突出成绩 

    (1) 推荐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 3 人（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资

助）、北海道大学农学部攻读博士学位 1 人（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资助）、德

国汉堡大学气象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 1 人（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资助）、筑波

大学环境学部攻读博士学位 1 人（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资助）、美国宾州州立大学、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博士联合培养各 1 人（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资助）。 

(2) 硕士孙仲益、胡月和马东来分别获 2013 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硕士

马齐云、陈亚南分别获 2015 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硕士哈斯、马齐云，博士

孙彩云分别获 2016 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硕士董振华、博士乌日娜获 2016

年度校长奖学金；胡月、孙仲益、董振华、马齐云、哈斯分别获得优秀毕业研究

生。 

(3 指导的大学生科研团队成果“城市应急辅助决策支持平台” 2014 年分别

获得“创青春”吉林省和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银奖和铜奖，科研成果“安全城市

规划与设计”2015 年获吉林省“智慧城市”专项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4) 博士生陈鹏撰写的论文“城市暴雨积涝情景模拟研究—以哈尔滨市道里

区为例”在 2014 年呼和浩特市召开的第六届风险年会中被评为优秀论文，荣获

“中国风险分析与管理精英杯”一等奖。 

(5) 硕士生胡月撰写的论文“基于 Copula 和 EPIC 模型的旱灾风险分析”在

2014 年呼和浩特市召开的第六届风险年会中被评为优秀论文，荣获“中国风险

分析与管理精英杯”二等奖。 

(6) 硕士生孙仲益撰写的论文“基于 Copula 的洮儿河流域干旱特征分析”、

硕士生乌兰撰写的论文“草原雪灾社会影响评价指标体系与概念模型”、硕士生

庞泽源撰写的论文“基于 CERES-Maize 模型的吉林西部玉米干旱灾害风险评

价”、硕士生朱萌撰写的论文“吉林省夏季低温对玉米产量的影响”在 2014 年

呼和浩特市召开的第六届风险年会中分别被评为优秀论文，荣获“中国风险分析

与管理精英杯”三等奖。 

(7) 硕士生王蕊撰写的论文“西辽河流域玉米旱涝危险性分析”在 2016 年

长沙市召开的第七届风险年会中被评为优秀论文，荣获“中国风险分析与管理精

英杯”二等奖。 

五、聘期内取得的主要科研教学成果 

1. 学术论文 

(1) Drought characteristics and prediction during pasture growing season in 

Xilingol grassland, northern China. Theor Appl Climatol, DOI 10.1007 / s00704 - 

017-2150-5(SCI),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2) Assessing non-linear variation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for different 

growth periods of maize and their impacts on phenology in the Midwest of Jilin 

Province, China. Theor Appl Climatol, DOI 10.1007/s00704-017-2097-6(SCI), 第二

作者/通讯作者. 

(3) Theoretical Model of Spiral Rain Clusters and Analysis of Their Horizontal 

Structure Equation. Atmosphere, 8, 106.(SCI), 2017-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4) 1960-2014 年松嫩草地极端气候事件的时空变化 .应用生态学报, 28(6): 

1769-1778, 2017-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5) Risk assessment of drought disaster in typical area of corn cultivation in China. 

Theor Appl Climatol, 128:533–540. (SCI), 2017-04,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6) Changes of Reference Evapotranspir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Dry/Wet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Aridity Index in the Songnen Grassland, Northeast China. 

Water, 9(5): 316.(SCI), 2017-04,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7)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vegetation cover and the relationships with 

climate factors in Inner Mongolia based on GIMMS NDVI3g data. Journal of Arid 

Land, 9(3): 394-407.(SCI), 2017-03,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8) Inter-decadal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Aridity Based on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in Inner Mongolia, China. Polis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26(3).(SCI), 2017-03,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9)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in water and sediment from a river 

basin: sediment-water partitioning, source identifi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and health, 39(1): 63-74.(SCI), 2017-02, 第

二作者/通讯作者. 

(10) Wargame simulation theory and evaluation method for emergency evacuation 

of residents from urban waterlogging disaster ar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3(12): 1260.(SCI), 2016-12, 第二作者/通

讯作者. 

(11) Estimation of Vari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Drought during 

1964-2013 in Horqin Sandy Land, China. Water, 8(11): 543.(SCI), 2016-11, 第二作

者/通讯作者. 



(12) Using a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2 Emissions from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Polis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25(06): 2641-2651.(SCI), 2016-11,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13)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zation of Chromophoric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CDOM) and CDOM-DOC Relationships for Highly Polluted Rivers. Water, 8(9):399. 

(SCI), 2016-09,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14) Heat injury risk assessment for single-cropping rice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under climate change. Journal of Meteorological 

Research, 30(3): 426-443. (SCI), 2016-08, 第三作者. 

(15)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s in the 

Midwest of Jilin Province based on multifractal detrended fluctuation analysis method 

and copula functions.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Climatology, 1-11.(SCI), 2016-08, 第

二作者/通讯作者. 

(16) Optical Properties of Chromophoric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the Yinma 

River Watershed and Drinking Water Resource of Northeast China. Polis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25(3): 1061-1073.(SCI), 2016-08,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17) Decompos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Secto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Inner Mongolia Based on the LMDI Method. Sustainability, 8(7): 

661.(SCI), 2016-07,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18) Dynamic risk assessment of waterlogging disaster for maize based on 

CERES-Maize model in Midwest of Jilin Province, China. Nat Hazards, 

83:1747–1761(SCI), 2016-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19) Predicting seasonal fate of phenanthrene in aquatic environment with a 

Markov cha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3(16): 1-10.(SCI), 

2016-05, 第三作者/通讯作者. 

(20)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in water and sediment from a river 

basin: sediment-water partitioning, source identifi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and health, 39(1): 63-74.(SCI), 2016-03, 第

二作者/通讯作者. 



(21) Dynamics of Fractional Vegetation Coverag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limate and Human Activities in Inner Mongolia, China. Remote Sensing, 8: 776. 

(SCI), 2016-02,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22)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source diagnosis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in the corn and agricultural soils along main roadside in 

Changchun, China. Human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22(3): 706-720.(SCI), 

2016-02,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23) Ecosystem health assessment based on DPSIRM framework and health 

distance model in Nansi Lake, China.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 30(4):1235-1247.(SCI), 2016-02,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24) Geographical Detector Model fo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Secto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Inner Mongolia, China. Sustainability, 8(2):149.(SCI), 

2016-02,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25) Drought hazard assessment in typical corn cultivated areas of China at present 

and potential climate change. Natural Hazards, 81(2): 1323-1331.(SCI), 2016-01, 第

二作者/通讯作者. 

(26) Risk assessment of drought disaster in typical area of corn cultivation in China.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Climatology, 25(6): 1-8.(SCI), 2016-01, 第二作者/通讯作

者. 

(27)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草原干旱雪灾灾害链推理模型研究 . 自然灾害学报, 

25(4): 20-29. 201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28) 基于 MOD16 的锡林郭勒草原 14 年蒸散发时空分布特征. 中国草地学报, 

(4): 83-91. 201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29) 2003-2012 年内蒙古工业行业能源消费 CO2 排放研究. 东北师大学报: 自

然科学版, (2): 141-147. 201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30) 西辽河流域春玉米需水量时空演变. 大数据时代的风险分析和危机反应,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 长沙, 湖南, 中国. (ISTP) 

2016.11.04-2016.11.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31) 吉林省玉米旱涝危险性识别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大数据时代的风险

分析和危机反应,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 长沙,湖南,



中国. (ISTP) 2016.11.04-2016.11.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32) 西辽河流域玉米旱涝危险性分析. 大数据时代的风险分析和危机反应,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 长沙，湖南，中国. (ISTP) 

2016.11.04-2016.11.06, 第三作者/通讯作者. 

(33) 基于 CERES-Rice 模型的吉林省东部水稻冷害风险脆弱性曲线建立. 大数

据时代的风险分析和危机反应,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七届

年会. 长沙，湖南，中国. (ISTP) 2016.11.04-2016.11.06, 第四作者/通讯作者. 

(34) 基于 CERES-Maize 模型的吉林省中西部玉米涝灾脆弱性曲线研究. 大数

据时代的风险分析和危机反应,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七届

年会. 长沙，湖南，中国. (ISTP) 2016.11.04-2016.11.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35) 基于SREI指数的近50年内蒙古干旱时空变化特征. 大数据时代的风险分

析和危机反应,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 长沙，湖南，

中国. (ISTP) 2016.11.04-2016.11.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36) 近 34a 来科尔沁沙地沙漠化时空演变特征研究-以奈曼旗为例. 大数据时

代的风险分析和危机反应,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 

长沙，湖南，中国. (ISTP) 2016.11.04-2016.11.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37) 基于 3S 技术的草原牧区旱灾损失快速评估系统初探. 大数据时代的风险

分析和危机反应,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 长沙，湖

南，中国. (ISTP) 2016.11.04-2016.11.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38) 长春市公路沿线农田土壤多环芳烃分析及生态风险评价. 大数据时代的

风险分析和危机反应,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 长

沙，湖南，中国. (ISTP) 2016.11.04-2016.11.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39) 基于 SD 的草原旱灾社会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及概念评价模型构建. 大数据

时代的风险分析和危机反应,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

会. 长沙，湖南，中国. (ISTP) 2016.11.04-2016.11.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40) 饮用水源地两种抗生素的生态风险评价和人体健康风险评价. 大数据时

代的风险分析和危机反应,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 

长沙，湖南，中国. (ISTP) 2016.11.04-2016.11.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41) 基于 Copula 函数的松嫩草原干旱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风险

分析和危机反应,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 长沙，湖



南，中国. (ISTP) 2016.11.04-2016.11.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42) 基于历史灾情数据的锡盟草原雪灾牲畜脆弱性曲线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

风险分析和危机反应,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 长

沙，湖南，中国. (ISTP) 2016.11.04-2016.11.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43) 基于景观格局的西辽河流域生态脆弱性评价及时空分布特征. 大数据时

代的风险分析和危机反应,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 

长沙，湖南，中国. (ISTP) 2016.11.04-2016.11.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44) 锡林郭勒盟草原雪灾社会影响评价. 自然灾害学报, 25(2): 59-68. 201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45) Human health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16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in drinking source water from a large mixed-use reservoi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2(11): 13956-13969.(SCI), 

2015-10,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46) Risk assessment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in sediments 

from a mixed-use reservoir. Human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22(2): 

447-459.(SCI), 2015-09,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47) Estimating the insurance rates for loss of annual production of grass herbage 

associated with natural disasters in China. The Rangeland Journal, 37(2): 

139-146.(SCI), 2015-03,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48) The impact of irrigation water supply rateon agricultural drought disaster risk: 

a case about maize based on EPIC in Baicheng City, China. Natural Hazards, 

78:23-40.(SCI), 2015-03,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49) Modeling the early warning of grassland fire risk based on fuzzy logic in 

Xilingol, Inner Mongolia. Natural Hazards, 75(3): 2331-2342.(SCI), 2015-02, 第二

作者/通讯作者. 

(50)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Based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of 

Desertification in Horqin Sand Land,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2):1703-25.(SCI), 2015-02,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51) 基于 Copula 函数的长春市暴雨联合分布与特征分析. 灾害学, 30(4): 

173-177. 2015,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52) 吉林省东部水稻延迟型冷害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灾害学, 30(3): 223-228. 

2015,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53) Grid based Dynamic risk assessment for grassland fire disaster in Hulunbuir.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 29:589-598.(SCI), 2014-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54) Integrated risk assessment of flood disaster based on improved set pair 

analysis and the variable fuzzy set theory in central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Natural 

Hazards, 74(2):947-965.(SCI), 2014-05,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55) Flood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of Rural Housings-A Case Study of Kouqian 

Tow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1(4): 3787-3802.(SCI), 2014-04,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56) The impacts of long-term and year-to-year temperature change on corn yield in 

China.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Climatology, 2015, 119(1):77-82.(SCI), 2014-02, 第

二作者/通讯作者. 

(57) Integrated Risk Zoning of Drought and Waterlogging Disasters Based on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 Anhui Province, China. Natural Hazards, 

71(3):1639-1657.(SCI), 2014-01,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58)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Based Assessment of Ecological Security in 

Changbai Mountain Region.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11(1): 86-97.(SCI), 

2014-01,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59) 华北地区冬小麦干旱危险性分析. 自然灾害学报, (6):183-192. 2014, 第三

作者/通讯作者. 

(60) 东北地区玉米主要气象灾害风险评价模型研究 . 中国农业科学 , 

47(21):4257-4268. 2014,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61) 基于组件式 GIS 的辽宁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管理系统设计与开发. 中国

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年会论文集. 呼和浩特, 内蒙古, 中国.  

(ISTP) 2014.8.23-8.27,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62) 农业洪涝灾害风险评价研究综述.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

会第六届年会论文集. 呼和浩特, 内蒙古, 中国. (ISTP) 2014.8.23-8.27, 第二作

者/通讯作者.  



(63) 吉林省夏季低温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

员会第六届年会论文集. 呼和浩特, 内蒙古, 中国. (ISTP) 2014.8.23-8.27, 第二

作者/通讯作者.  

(64) 吉林西部玉米生育期干早时空分布特征及变化分析.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

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年会论文集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 , 中国 . (ISTP) 

2014.8.23-8.27,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65) 基于 CERES-Maize 模型的吉林西部玉米干旱灾害风险评价. 中国灾害防

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年会论文集. 呼和浩特, 内蒙古, 中国. (ISTP) 

2014.8.23-8.27, 第三作者/通讯作者.  

(66) 基于Copula和EPIC模型的旱灾风险分析.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

业委员会第六届年会论文集. 呼和浩特, 内蒙古, 中国. (ISTP) 2014.8.23-8.27,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67) 气候变化背景下吉林干旱风险识别研究.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

业委员会第六届年会论文集. 呼和浩特, 内蒙古, 中国. (ISTP) 2014.8.23-8.27, 

第三作者/通讯作者.  

(68)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s identified using detrended fluctuation 

analysis(DFA)in Anhui, China.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Climatology, 117(1):169-174. 

(SCI), 2013-08,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69) Study on flammability ranking of dominant herb communities in Songnen 

grassland, China. The 4th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Risk Analysis 

and Crisis Response, Istanbul, Turkey, (ISTP) 2013.8.27-8.29,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70) Study on flammability ranking of dominant herb communities in Songnen 

grassland, China. The 4th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Risk Analysis 

and Crisis Response, Istanbul, Turkey, (ISTP) 2013.8.27-8.29,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71) Desertification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n different types of farmlands in 

Horqin sand landertification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n different types of 

farmlands in Horqin sand land. The 4th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Risk Analysis and Crisis Response, Istanbul, Turkey, (ISTP) 2013.8.27-8.29, 第二作

者/通讯作者.   

(72) A study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 patterns of drought risk for corn by 



using AVHRR data in the Northwest of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The 4th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Risk Analysis and Crisis Response, Istanbul, 

Turkey, (ISTP) 2013.8.27-8.29,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73) Drought risk analysis of multi hazard-bearing body based on copula function 

in Huai river basin. The 4th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Risk 

Analysis and Crisis Response, Istanbul, Turkey, (ISTP) 2013.8.27-8.29, 第二作者/通

讯作者. 

(74)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drought-flood abrupt alternation during the flood 

season in Fuyang ,China. The 4th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Risk 

Analysis and Crisis Response, Istanbul, Turkey, (ISTP) 2013.8.27-8.29, 第二作者/通

讯作者. 

(75) Assessing flood disaster risk of urban residential building based on inundated 

depth. The 4th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Risk Analysis and Crisis 

Response, Istanbul, Turkey, (ISTP) 2013.8.27-8.29, 第一作者/通讯作者. 

(76) Study on grassland fires disaster emergency spati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based on case-base. The 4th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Risk 

Analysis and Crisis Response, Istanbul, Turkey, (ISTP) 2013.8.27-8.29, 第一作者/通

讯作者. 

(77) Predicting agricultural drought disaster loss based on SPI and ANN in 

Shandong,China. The 4th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Risk Analysis 

and Crisis Response, Istanbul, Turkey, (ISTP) 2013.8.27-8.29, 第一作者/通讯作者. 

(78) 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reflected information from crops canopy 

suffer from wind disaster influence. Spectroscopy and Spectral Analysis, 23(4): 1-4 

(SCI),2013-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79) Assessing Maize Drought Hazard for Agricultural Areas Based on the Fuzzy 

Gamma Model.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12 (3):101- 108(SCI),2013-06, 第

二作者. 

(80)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与展望. 气象学报, 73(1):1-19. 2013, 第

二作者/通讯作者. 

(81) 基于格网 GIS 与最优分割法的呼伦贝尔草原火灾风险预警阈值研究.系统



工程理论与实践,33(3):770-775(EI),2013-06,第一作者. 

(82) Dynamic risk assessment of drought disaster for maize based on integrating 

multi-sources data in the region of the northwest of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Natural 

Hazards, 65(3):1393-1409 (SCI), 2013-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83) Dynamic risk prediction based on discriminant analysis for maize drought 

disaster. Natural Hazards, 65(3):1275-1284(SCI), 2013-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84) 基于网格 GIS 的安徽省旱涝组合风险区划.灾害学,28(1): 74-79, 2013-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85) 基于HJ-1B卫星数据的草原火烧迹地提取及灾前可燃物特征分析.灾害学, 

28(1): 32-35, 2013-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86) Laboratory Studies of Polarized Light Reflection From Sea Ice and Lake Ice in 

Visible and Near Infrared. IEEE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Letters,10(1)：

170-173（SCI），2013-06，第二作者. 

(87) 基于 GIS 的安徽省旱灾风险空间演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 28(1):74-79,2013-06,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 

2. 科（教）研项目 

项目名称，项目来源，项目级别，经费总额，起止时间，本人身份 

(1) 松花江水力发电有限公司丰满大坝重建工程建设项目：丰满水电站全面

治理（重建）工程野大豆栽培种植技术研究(2016035). 水利部, 横向(E), 9.4275

万元, 2016.07-2018.10,课题负责人.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多灾种农业气象灾害综合风险动态评估研

究-以吉林省中西部玉米产区为例(4157149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纵向(B), 

75.6 万元, 2016.01-2019.12,课题负责人.  

(3) 国家气候中心：东北地区玉米干旱灾害风险评估和预警技术研究

(2016006). 国家气候中心, 横向(E), 19 万元, 2015.12-2017.11,课题负责人.  

(4)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委托项目：国际河流信息系统整合(201510). 水利

部松辽委员会, 横向(E), 19 万元, 2015.02-2015.12,课题负责人. 横向(E), 17 万元, 

2015.02-2015.12,课题负责人.  

(5) 吉林省科技厅社会发展重点项目：极端降水诱发山区地质灾害风险损失

动态评估技术研究(20150204024SF). 吉林省科技部, 纵向(D), 15 万元, 



2015.01-2017. 12, 课题负责人. 

(6) “十二五”社发领域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重大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

与减灾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2013BAK05B00）”. 科技部, 纵向(A), 1973 万元, 

2013.01-01-2013.12.31, 项目首席科学家. 

(7) “十二五”社发领域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重大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

与减灾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2013BAK05B00）”：课题“ 重大自然灾害风险辨

识与评估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2013BAK05B01）”. 科技部, 纵向(A), 200 万元, 

2013.01-2016.12,课题和专题负责人.  

(8) “十二五”社发领域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重大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

与减灾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2013BAK05B00）”：课题“ 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

助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2013BAK05B02）”. 科技部,纵向(A), 147 万元, 

2013.01-2016.12,专题负责人.  

(9) “十二五”农村领域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重农林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

防控关键技术研究(2011BAD32B00)”：课题“重大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价与管理

关键技术研究(2011BAD32B00-04)”. 科技部, 纵向(A), 167 万元, 2011.01-2015.12,

课题和专题负责人.   

(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辽西北玉米干旱灾害风险评价体系及其预警

模型研究（410732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纵向（B）, 38 万元, 2011.01-2013.12,

课题负责人.  

(11) 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气候变化对黄淮海地区水循环

的影响机理和水资源安全评估-课题 2 气候变化对旱涝灾害的影响及风险评估

（2010CB951102）. 科技部, 纵向（B）, 60 万元, 2010.07-2015.07,专题负责人.  

(12) 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经费：草原火灾应急管理技术–课题 2 草

原火灾风险评价技术研究 (200903041-02). 农业部,纵向(A), 147 万元, 

2009.12-2013.12,课题负责人.  

(13) 吉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委托项目：通化县 1:5 万地质灾害区划调查遥

感解译与专题图数据库开发(201463). 吉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横向(E), 16

万元, 2014.12-2015.12, 课题负责人.  

(14) 吉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委托项目：吉林 1:5 万朝阳川镇、崇明环境地

质遥感专题图数据库开发(201451). 吉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横向(E), 6万元, 



2014.09-2014.12, 课题负责人.  

(15) 国家重大水专项：饮马河流域源头段生态脆弱性评价与生态保护模式

研究(2014ZX07201). 科技部, 纵向(A), 90 万元, 2014.01-2016.12, 课题负责人.  

(16)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委托项目：黑龙江干流抚远莽吉码头工程调查

(201404). 松辽水利委员会, 横向(D), 19 万元, 2014.02-2014.12, 项目负责人. 

(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情景模拟与风险认知的城市暴雨积

涝灾害居民避难迁安研究(41371495). 纵向(B), 60 万元, 2014.01-2017. 12, 课题

负责人.  

(18) 水利部水利基建前期工作计划项目：松辽流域试点地区旱灾风险评估

技术软件及风险图数据库开发（2011220101002461）.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横

向（C）, 55 万元, 2011.12-2013.12,课题负责人.  

(19) 农业部“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自由申报项目（948 项目）：农业

气象灾害监测技术与风险处置新方法引进, 农业部, 纵向（C）, 15 万元, 

2013.04-2013.12,项目负责人. 

(20) 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委托项目：创新型牧场指数类农业保险产

品研发,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横向（D）, 38 万元, 2013.03-2013.10,课题负

责人. 

(21) 吉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委托项目：《延龙图地区环境地质调查评价》

环境地质遥感专题图数据库开发（2012220101001034）. 吉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

站,横向（D）, 18.3 万元, 2012.07-2013.12,课题负责人.  

(22)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委托项目：国际河流管理信息源建设—数据库

管理系统建设与开发, 松辽水利委员会, 横向（E）, 5.0 万元, 2013.04—2013.12,  

项目负责人. 

(23)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委托项目：中俄界河瑚布图河东方红灌区渠首

遥测分析, 松辽水利委员会, 横向（E）, 5.9 万元, 2013.04—2013.12,项目负责人. 

(24) 环境学综合实习基地，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东北师范

大学，5 万元，2017.05-2019.12，项目负责人. 

(25) 城市灾害与安全管理，“通识教育选修核心课程”项目，东北师范大

学，5 万元，2012.07-2017.05，项目负责人. 

(26) 环境灾害风险评价与风险管理，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东北



师范大学，5 万元，2015.05-2017.06，项目负责人. 

 3. 著作教材 

(1) 中国北方牧区草原旱灾、雪灾快速评估和应急救助决策研究. 科学出版

社 2017, 第一著者. 

(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价、预警及管理研究. 科学出版社，2015, 第一著

者. 

(3) 综合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研究.气象出版社，2015, 第二著者. 

(4) 草原火灾风险评价技术及其应用研究. 科学出版社，2015, 第二著者. 

(5) 城市暴雨积涝灾害居民避难迁安研究. 科学出版社，2017, 第二著者 

(6) 农业灾害与减灾对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3, 参编 32 章 农业灾害

风险管理. 

4. 科研教学获奖 

(1) 吉林省“长白山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吉林省人民政府，2016.11 

(2)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2015.10，

第八名 

(3) 2014 年吉林省优秀海外归国人才学术贡献奖，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

2014.12 

(4) 气候变化对旱涝灾害的影响及风险评估技术一等奖，中国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2014. 第一名 

(5) 吉林省首批“学科领军教授”，吉林省学位委员会 吉林省教育厅，2013 

(6) 长春市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长春市人民政府，2013 

(7) 草原火灾风险评价技术及应用，中国草学会，2013，第一名 

(8)《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导论》（教材）. 教学成果一等奖，东北师范大学

教务处, 2013 第一名. 

5. 专利等实用成果 

(1) 一种新型的 WebGIS 构架，2015103420618.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2015，第二名. 

(2) 一种北方草原火灾风险等级快速评估方法，201510519960.3，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2015，第二名. 



    (3) 一种火蔓延速度的方法及装置，201510870178.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2015，第二名. 

(4) 寒冷地山区河流流域生态脆弱性评价与脆弱性图谱绘制系统 V1.0，

2017SR07804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 2017, 第一名. 

(5) 北方草原雪灾损失快速评估可视化系统 V1.0，2107SR078037，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 2017, 第一名. 

(6) 草原雪灾应急避难所优化布局系统 V1.0，2017SR073144，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版权局, 2017, 第一名. 

(7) 北方草原干旱损失评估与可视化系统 V1.0，2017SR073903，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版权局, 2017, 第一名. 

(8) 草原雪灾应急物资库优化布局系统 V1.0，2017SR084212，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版权局, 2017, 第一名. 

(9) 草原火灾综合风险管理系统 V1.0，2017SR07418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版权局, 2017, 第一名. 

(10) 重大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分析与评价系统 V1.0. 2013SR054138,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 2013, 第一名. 

(11) 城市暴雨积涝灾害应急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V1.0. 2013SR054137,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 2013, 第一名. 

(12) 草原火灾风险评价与风险图绘制系统 V1.0. 2013SR054140,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版权局, 2013, 第二名. 

6. 行业标准 

(1) 玉米干旱灾害风险评价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行业标准，2017，第

一名. 

(2) 草原火灾风险评估规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规程，2014，第一名. 

(3) 草原火灾损失评估规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规程，2015，第一名. 

(4) 草原雪灾风险评价技术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规程，2016，第

一名. 

(5) 草原雪灾损失评价与等级划分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规程，

2016，第一名. 



六、学科建设目标、思路及措施 

1. 学科建设目标 

依托吉林省生态安全与环境灾害预警研究中心（吉林省和东北师范大学共

建）、东北师范大学自然灾害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基础条件，围绕学科特色和研究方向，积极推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的交叉融合，

促进环境科学、生态学、灾害管理、灾害社会学、灾害法学、灾害心理学、灾害

信息学、灾害风险学、应急管理学科基础理论与方法的进步和发展，建立综合的

灾害学和防御体系；努力形成一支专业结构合理、学术造诣高、以中青年学术骨

干为主的学术创新型团队；力争培养出在本学科具有国内和国际竞争力的学科带

头人；建造一支生态安全与综合灾害科研领域在国内乃至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和发

展潜力的创新团队；成为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生态安全与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科学一

支重要研究力量和人才培养基地。 

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

划》、《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高校“双一流”建设指南》、

《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等的战略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借鉴国内外高校

响应专业教学和科研的经验，跟踪国内外生态安全与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关注的热

点，针对我国和吉林省主要生态安全与综合灾害风险管理问题，突出我省在生态

安全与环境灾害监测预警、风险评价与防范领域的领先优势，以应用基础研究为

主，以理论创新为重点，以技术开发为突破，以决策咨询为导向，建成集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和咨询服务于一体的创新团队和科研平台；进一步加强

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使成果在生态文明与

灾害预警及风险管理能力、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的应用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并且

培养和带动后备人才的创新力，促进生态安全与环境灾害科研成果转化速率及普

及化进程，使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能力得到提升；与政府相关部门

建立联动机制，培养专业人才，并提供技术培训，为我国和地方生态安全与综合

灾害风险管理提供科技支撑和决策依据。具体目标如下： 

（1）积极推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建立综合的多学科融

合的生态安全、环境保护、灾害学和防御体系。 

（2）构建自然科学、工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交叉和知识融合的学科建设新增



长点和集人才培养与解决重大问题为一体的，在国内乃至国外具有重要影响和发

展潜力的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或工程技术中心 1-2 个、野

外观测研究基地 1-2 个。 

（3）围绕学科特色和研究方向，努力形成一支专业结构合理、学术造诣高、

以中青年学术骨干为主的学术创新型团队，力争培养出在本学科具有国内和国际

竞争力的学科带头人，建造一支生态安全与综合灾害科研领域在国内乃至世界具

有重要影响和发展潜力的创新团队。 

（4）建成区域性学科特色鲜明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地。 

（5）以理论创新为重点，以技术开发为突破，促使学科内部发展提速，外

部学术影响明显提升，组织和承担国家重大项目 2-3 项目。 

（6）进一步加强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促进生态安全与环境灾害

科研成果转化速率，使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能力得到提升。 

（7）出版国家“十三五”教材和专著 2-4 部；发表 SCI、EI 等高级别论文

20 篇以上；发明专利、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各 3-5 项目。申报省部级以上奖励

1-2 项。 

2. 学科建设思路 

（1）积极推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的交叉融合，促进环境科学、生态学、

灾害管理、灾害社会学、灾害法学、灾害心理学、灾害信息学、灾害风险学、应

急管理学科基础理论与方法的进步和发展，建立综合的灾害学和防御体系。 

（2）以理论创新为重点，以技术开发为突破，通过建设吉林省生态安全与

环境灾害预警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自然灾害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综合灾害

风险管理研究中心等学科平台及其运行与实施，促使学科内部发展提速，外部学

术影响明显提升，综合实力达到能组织和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水平。 

（3）围绕学科特色和研究方向，努力形成一支专业结构合理、学术造诣高、

以中青年学术骨干为主的学术创新型团队，力争培养出在本学科具有国内和国际

竞争力的学科带头人，建造一支生态安全与综合灾害科研领域在国内乃至世界具

有重要影响和发展潜力的创新团队，成为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生态安全与综合灾害

风险管理科学一支重要研究力量和人才培养基地；建成区域性学科特色鲜明的高

级专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地；建设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或工程技术中

心、野外观测研究站 



（4）争取获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高级别科研项目；以

专题研究为基础，出版系列研究专著，主编国家“十三•五”教材和专著；发表 SCI、

SSCI 等高级别论文；发明专利、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 

（5）广泛开展有国内外合作交流与社会决策咨询服务。与日本山口大学农

学部农业环境与气象灾害研究室、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研

究室、日本北海道大学农学部、美国罗德岛大学、美国滨州州立大学、水利部松

辽水利委员会、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防洪减灾研究所和遥感技术应用研究中心、

水利部防洪抗旱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

实验室、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农业部草原防火指挥办公室、中国

农业学院研究院减灾中心、民政部/教育部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民政部减灾

中心、等多家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建立密切的联系和合作研究。定期编写咨询报

告，定期举办各种技术培训和学术研讨会，发生重大灾害临时召开会商会议。 

3. 学科建设措施 

（1）人才引进计划 

重点加强引进和培养已取得了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在相关学科领域产生重大

影响的领军人物和高水平学科带头人。依托“长江学者”计划和校内特聘教授制度

等一系列有效措施，重点培养、引进汇聚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具备国际学术

背景的将才、帅才及学术骨干，造就有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切实提升学校人才

竞争力。拟以科研启动经费方式每年聘请国内外高水平学科带头人 2-3 人。 

（2）青年学术骨干培养计划 

依托学校青年人才支持和培养计划，通过项目资助形式，为学校青年骨干人

才创设发展平台，重点培养年龄在 35 岁左右，有明显学术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中

青年学术骨干。 

（3）国内国际学术交流计划 

扩大参与国内国外高水平大学的学术和教育交流规模，计划派出青年学术骨

干次出国进修、学术交流访问、科研合作或参加各类国际高水平学术会议。计划

每年资助 2-3 余名优秀青年学术骨干出国留学进修；积极拓展与境外校际合作交

流项目，鼓励教师到国外高水平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到对方在该学科领域具有明

显的优势的学科访学、开展科研合作，建立学科间长期的合作关系；计划每年送



出 2 人。聘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合作研究及学术交流。 

（3）优秀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 

通过项目的实施，以科研成果奖励、支持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等加大

优秀博士研究生培养力度，4 年计划培养相关领域优秀博士生 3-5 人。 

（4）创新团队计划 

以项目开展与实施为研究基础，以争取牵头承担全国、全省重大科研项目为

方向，以学术带头人+创新团队建设为突破口，以培养学术带头人为核心，以中

青年优秀人才为骨干，在重点建设的学科和交叉学科领域，争取培育 1-2 个成绩

显著、可持续发展的部（省）级以上优秀创新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