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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各位专家、参会代表： 

感谢您莅临“气象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8 年度学术年会暨‘气象灾害预报预

警与评估’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峰会”，现将会议事项通知如下： 

1. 注册安排： 

请入住酒店的会议代表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 10:00-20:00 到南京阿尔卡迪亚国际酒

店门厅注册报到，领取会议材料。未入住酒店的会议代表可在 4 月 13 日早上 7:40-8:30

在南京阿尔卡迪亚国际酒店门厅注册报到，领取会议材料。 

2. 会议时间：4 月 12-14 日（具体安排详见会议日程表） 

会议地点：南京阿尔卡迪亚国际酒店（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环龙池路 20

号） 

3. 会议交通安排 

4 月 12 日 16:15 车接入住酒店的参会代表到酒店注册，气象楼北门上车； 

4 月 13 日 07:30 车接未入住酒店的参会代表到酒店参会，气象楼北门上车； 

19:30 车送参会代表返回学校，酒店门口上车； 

4 月 14 日 07:30 车接未入住酒店的参会代表到酒店参会，气象楼北门上车； 

14:00 车送参会代表返回学校，酒店门口上车。 

4. 会务组联系方式 

徐  珍：13951823285 

周建玮：18913021397 

丁  杰：15852922758 

何  琼：18252082541 

曾  刚：1381382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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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8 年学术年会暨 

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与评估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峰会 

会议日程表 

（2019 年 4 月 12-14 日，南京阿尔卡迪亚国际酒店） 

时 间 地 点 内 容 备 注 

4 月 12 日（星期五） 下午 

10:00-20:00 酒店门厅 会议注册  

14:30-16:00 二楼雪松厅 
学术委员会 

会议 另行邀请 

16:00-18:00 二楼雪松厅 
首席科学家 
工作会 另行邀请 

18:00 一楼自助餐厅 自助晚餐 凭餐券 

4 月 13 日（星期六） 上午 

8:30-8:50 二楼棠邑厅 开幕式  

8:50-9:10 大厅外临湖广场 合影  

9:10-12:00 二楼棠邑厅 特邀报告  

12:00 一楼自助餐厅 自助午餐 凭餐券 

 4 月 13 日（星期六） 下午 

14:00-18:20 详见学术报告日程 
分会场报告& 
墙报展示  

18:30 一楼自助餐厅 自助晚餐 凭餐券 

 4 月 14 日（星期日） 上午 

8:30-12:20 详见学术报告日程 分会场报告  

12:20 一楼自助餐厅 自助午餐 凭餐券 

 4 月 14 日（星期日） 下午 

14:00 会议结束，酒店门口乘车回学校。 

注：日程如有变动将及时通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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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8 年学术年会暨 

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与评估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峰会 

学术报告日程 

2019 年 4 月 13 日（星期六）上午 8:30－12:00，会议地点：二楼棠邑厅 

8:30-9:10   开幕式、工作报告及合影                            主持人：张新厂 

8:30-8:40 开幕式、领导和嘉宾致辞 

8:40-8:50 KLME/CIC-FEMD 工作报告 

8:50-9:10 合影留念 

9:10-10:30  大会报告                                          主持人：陈海山 

9:10-9:30 谈哲敏 
热带对流与水汽辐合相互作用新理论：多时间合成
Wave-CISK 

9:30-9:50 胡永云 Broken PNA at LGM 

9:50-10:10 陆日宇 丝绸之路遥相关在早夏和晚夏的差异 

10:10-10:30 宋连春 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变化及影响 

10:30-10:40 休 息 

10:40-12:00  大会报告                                         主持人：周波涛 

10:40-11:00 郄秀书 青藏高原闪电和雷暴电荷结构 

11:00-11:20 傅云飞 星载测雨雷达探测的强降水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11:20-11:40 温之平 

Interdecadal chang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opical 

easterly jet and tropical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omalies 

in boreal summer 

11:40-12:00 管兆勇 
The Eurasia-North Pacific Oscillation in troposphere and 

Its Impacts on Winter Climate   

12:00 自助午餐（一楼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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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3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8:20，会议地点：一楼茉莉厅 

S1-气候动力学分会场                                         主持人：曾  刚 

14:00-14:20 张  强 
我国北方蒸散量对气候变暖响应趋势随降水空间分布的转换

特征 

14:20-14:40 江志红 多模式集合方法及其预估应用 

14:40-15:00 徐邦琪 季节内振荡动力学与延伸期预报研究进展 

15:00-15:20 周波涛 华西秋季降水变化趋势的年代际转折及成因 

15:20-15:40 张  洋 温带急流持续性异常的机理研究 

15:40-16:20 墙报展示 

S3-海冰气相互作用与气候分会场                               主持人：李忠贤 

16:20-16:40 杨修群 
Role of air-sea interaction in the 30–60 day boreal summer 

intraseasonal oscillation (BSISO) over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16:40-17:00 周天军 海洋对 20 世纪北半球季风变化的驱动作用 

17:00-17:20 钟  中 夏季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活动对东亚环流和降水的影响 

17:20-17:40 李双林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tlantic multidecadal oscillation 

and the Indian summer monsoon in CMIP5 models 

17:40-18:00 张文君 强 El Niño 事件对东亚极端降温的季节锁相作用 

18:00-18:20 卢楚翰 秋季巴伦支海海冰季节内变化对中国冬季气温异常的影响 

18:30 自助晚餐（一楼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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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3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8:20，会议地点：一楼雨花厅 

S2-灾害天气与中尺度气象分会场                              主持人：陈耀登 

14:00-14:20 闵锦忠 风暴尺度集合预报扰动方法研究 

14:20-14:40 崔晓鹏 热带气旋海上活动时段降水物理过程数值模拟研究 

14:40-15:00 赵  坤 

Influence of Synoptic Pattern and Low-Level Wind Speed on 

Intensity and Diurnal Variations of Orographic Convection in 

Summer over Pearl River Delta, South China 

15:00-15:20 陈耀登 副热带区域模式资料同化关键技术研究进展 

15:20-15:40 赵海坤 季内-天气尺度热带波动对台风生成的调制作用 

15:40-16:20 墙报展示 

S4-大气探测与气象信息分会场                                主持人：张其林 

16:20-16:40 陈洪滨 协同自适应网络雷达观测技术及其应用  

16:40-17:00 张其林 雷电三维探测技术进展与初步应用 

17:00-17:20 夏祥鳌 卫星遥感 PM2.5 初探 

17:20-17:40 万发雨 负群时延电路及其在气象装备中的应用 

17:40-18:00 韩永翔 电线覆冰预报及存在的问题 

18:00-18:20 沈  艳 基于多源气象信息的产品研发与应用创新服务 

18:30 自助晚餐（一楼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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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4 日（星期日）上午 8:30－12:20，会议地点：一楼茉莉厅 

S5-陆面过程与气候分会场                                   主持人：张文君 

8:30-8:50 赵  平 夏季青藏高原水汽年代际变化及其机理 

8:50-9:10 林朝晖 
Impact of initial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over Tibetan Plateau 

on the prediction skill of Eastern China Summer rainfall 

9:10-9:30 孙建奇 秋季积雪对欧亚大陆冬季气温和降水主导模态的可能影响 

9:30-9:50 郭维栋 
The non-radiative effect dominates local surface temperature 

change caused by afforestation in China 

9:50-10:10 郭东林 北半球不同区域近地表多年冻土退化的模拟研究 

10:10-10:30 王  慧 
青藏高原感热趋势转折特征及其对中国东部夏季降水年代际

转折的影响 

10:30-10:40 休 息 

S7-气候诊断、模拟与预测分会场                             主持人：卢楚翰 

10:40-11:00 姜大膀 末次冰盛期气候变化的模拟分析 

11:00-11:20 曹  龙 地球工程对气候系统影响的模拟研究 

11:20-11:40 孙  颖 中国区域重大极端事件的归因研究 

11:40-12:00 李庆祥 
20 世纪初以来全球平均温度趋势的新估计－侧重于 1998 年

以来的趋势对比 

12:00-12:20 陈丽娟 汛期气候预测回顾和启示 

12:20 会议结束，自助午餐（一楼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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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4 日（星期日）上午 8:30－12:20，会议地点：一楼雨花厅 

S6-大气物理与大气环境分会场                                主持人：朱 彬 

8:30-8:50 银  燕 大气污染物与对流云相互作用研究 

8:50-9:10 高志球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for Severe Foggy Haze Episodes 

over North China in 2016-2017 Winter 

9:10-9:30 马晓燕 基于卫星反演的气溶胶-云相互作用研究 

9:30-9:50 朱  彬 中国东部地区长期雾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子 

9:50-10:10 辛金元 华北大气污染治理对能见度提升的影响研究 

10:10-10:20 休 息 

S8-气候变化与灾害分会场                                   主持人：高志球 

10:20-10:40 周广胜 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与风险 

10:40-11:00 黄  耀 粮食作物产量对气候变暖和 CO2 浓度升高的响应 

11:00-11:20 霍治国 中国小麦干热风灾害等级指标修订研究 

11:20-11:40 高  歌 中小河流流域暴雨洪涝灾害动态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11:40-12:00 吴先华 应对气候灾害的最优防灾减灾支出模型的构建与实证 

12:00-12:20 韩其飞 气候变化背景下放牧对中亚草地生态系统碳水循环的影响 

12:20 会议结束，自助午餐（一楼自助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