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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极地科学学术年会

四、科学委员会
任

杨惠根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学术交流与合作，定于 2017 年 10 月 26-27 日在吉林长春市举行“2017 中国极地科学学术年会”

副主任

孙    波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China Symposium on Polar Science 2017(CSPS 2017)）。

          

孙友宏   吉林大学

          

朱建钢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为充分展示我国极地考察的科研成果，凝聚极地科研力量，探讨科技重大项目合作，推进国内外

当前，极地科学技术优势正演变为极地规则主导权，并成为各国提升在极地事务影响力的关键因

主

素。基于极地环境监测和预测以及重大基础性科学研究成果的“大数据”正在成为极地新疆域治理措
施的重要依据。本届年会将以“探索极地新疆域”为主题，共同探讨我国未来极地新疆域领域的研究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重点和发展方向。

丁    煌

武汉大学

张清和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王汝建

同济大学

陈    坚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王泽民

武汉大学

陈    波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一、主办单位

王    辉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陈雪忠

东海水产研究所

主办单位：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中国海洋学会   

王    勇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

陈    敏

厦门大学

承办单位：吉林大学  中国海洋学会极地科学分会   

毛瑞青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陈建芳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司建文

国家海洋局标准计量中心

林    鸥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达拉拉伊 吉林大学

林杨廷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二、大会组织
席 杨惠根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朱建钢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周    朦

上海交通大学

执行主席 徐    韧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刘建强

国家海洋卫星应用中心

周宏岩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吉林大学

刘晓春

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赵    越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刘焱光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赵子聿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

三、指导委员会

李    斐

武汉大学

赵进平

中国海洋大学

（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志军

大连理工大学

胡红桥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陈连增

中国海洋学会

李荣兴

同济大学

郝荣亮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吕达仁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李院生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侯书贵

南京大学

孙    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李家彪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祝从文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孙九林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李超伦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效存德

北京师范大学

曲探宙

国家海洋局科技司

杨    剑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夏立平

复旦大学

汪品先

同济大学

杨    戟

紫金山天文台

徐成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吴远彬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

杨海林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张海文

国家海洋局国际司

吴    健

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

徐柏青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姚檀栋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何剑锋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高郭平

上海海洋大学

秦大河

中国气象局

邹    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康世昌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秦为稼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

张    林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程    晓

北京师范大学

袁业立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张北辰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傅崐成

厦门大学

柴育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张    侠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谢周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巢纪平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雷    波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

潘德炉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魏奉思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主

孙友宏

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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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

10 月 26-27 日分组报告

特邀报告

极地海洋与海冰

地点：吉林大学鼎新大讲堂

会议时间：27 日 08:30-17:00
会议室：4 层益田 2 厅

08:30-08:50

主    持： 杨惠根
27 日上午		

主持人：李丙瑞

08:30-08:45

苏    洁 北极冰面融池的分布特征及模式参数化研究

特邀报告

08:45-09:00

陈红霞

08:50-09:50

09:00-09:15

石    强 格林兰海、挪威海月平均风、气温、气压场季节循环与年际变化时空模态

09:15-09:30

刘成彦

领导致辞

（1）陈大可

中国在 SOOS 和 MOSAiC 国际计划中的作用

（2）Susan Barr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een in light of the current climate changes
毕海波

休    息、合    影

特邀报告

Modeling modified Circumpolar Deep Water intrusions onto the
Prydz Bay continental shelf, East Antarctica

09:30-09:45
09:50-10:20  

冰架的抑制作用对寻找南极底层水生成源地的启发

Recent satellite-derived sea ice volume flux through the Fram
Strait: 2011-2015

09:45-10:00

张树刚

DPR 海冰密集度反演算法原理及相关海冰产品发布方案设计

10:00-10:15

舒    启 北极海冰数据同化在全球高分辨率海洋数值预报系统中的应用

10:15-10:30

休    息

10:20-12:00

主持人：孙波

（3）孙友宏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Antarctic Scientific Drilling By CHINA

（4）王力帆

金子是怎么产生的——双中子星并合事件的引力波和电磁辐射观测

（5）李    硕

面向大洋和极地观测的技术现状与展望  

10:30-10:45

孙虎林

南大洋气旋活动特征及其对我国南极考察航线影响的统计分析

（6）雷瑞波

北极穿极流区海冰热力 / 动力学过程及其与东北航道适航性的关系

10:45-11:00

徐道欢

Pathways of Atmospheric Moisture Transport in the Arctic and their

（7）极地研究优秀论文颁奖
（8）极地研究优秀论文报告
12:00-13:30

午    餐

relationship with sea ice
11:00-11:15

隋翠娟

60N 以北冬夏季极端温度趋势分析

11:15-11:30

朱朝辉

利用 IceBridge 数据提取北极波弗特海海冰干舷

11:30-11:45

王    松 不同大气环流形式下北极海冰的分布和漂移

27 日下午

主持人：陈红霞

13:30-13:45

柯长青

基于 CryoSat-2 数据的 2010-2017 年北极海冰厚度和体积的生长消
融特征

13:45-14:00

詹力扬

A fully automatic system for underway N2O measurements based
on cavity ring-down spectroscopy

14:00-14:15

刘大辉

积冰积雪等对半潜式平台稳性的影响分析

14:15-14:30

矫玉田

一种便携式浮标装置应用于北欧海观测

14:30-14:45

姚永军

北极海域浮标气象观测研究及海气通量监测最新进展

14:45-15:00

屈    猛

Sea ice leads detection based on multisensory remote sensing
data

15:00-15:15

吴    曼

Spatial Variability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ir-Sea N2O Flux
in the Bering Sea, Chukchi Sea and Chukchi Abyssal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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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15:30

休    息

27 日下午		

主持人：刘焱光

13:30-13:45

杨楚鹏

北冰洋及邻区海洋地质调查现状与油气、水合物资源潜力研究进展

15:30-15:45

李明慧

基于深度信念网络的 SAR 影像海冰分类

13:45-14:00

杨    睿

北冰洋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厚度估算及资源远景区圈定

15:45-16:00

王云鹤

Satellite Observed Trend of Surface, Radiation, and Cloud

14:00-14:15

姚永坚

北极拉普捷夫海盆地结构特征与油气资源潜力

Properties in the Antarctic for the Period 1982-2016

14:15-14:30

张    敏

Ocean upwelling enhances Arctic methane emission

16:00-16:15

朱婷婷

基于增强结构张量方法检测高分三号极化 SAR 影像的海冰冰脊分布

14:30-14:45

陈    曦

亚北极阿拉斯加湾 U1417 站位磁性地层学研究

16:15-16:30

王明锋

基于无人机观测的北极冰面融池及冰面粗糙度信息提取方法研究

14:45-15:00

王    哲

西斯匹兹卑尔根与帕米尔东缘扭压构造对比研究

16:30-16:45

梁红杰

CICE 海冰模式中海洋强迫对海冰变化影响的模拟研究

15:15-15:30

李学杰

北极区域地质构造与北冰洋成因

16:45-17:00

张逸行

白令海和楚科奇海海洋酸化与二氧化碳

15:30-15:45

吴燕妮

末次冰消期以来冰岛周边海域古海洋环境及海冰研究进展

极地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

冰芯科学与极地工程 Ice Core Science and Polar Engineering

会议时间：27 日 08:30-15:45

会议时间：27 日 08:30-17:30

会议室：2 层福朋 1 厅

会议室：2 层福朋 2 厅 Room 2, Fu Peng

27 日上午		

主持人：付少英

27 October, morning session 08:30-12:00

08:30-08:45

王汝建

极地钻探研究进展与展望

08:30-09:00

08:45-09:00

付少英

第 33 次南极科考海洋六号航次成果简介

09:00-09:15

赵庆献

中国第 33 次南极科学考察海洋六号航次

09:15-09:30

葛淑兰

Magnetic stratigraphy of sediment cores offshore Prydz Bay (East

The Antarctic Dome A overdose of oxygen -17 interannual variation

Antarctic) under Antarctic Divergence Zone for the last 640 kyr

indicates  the stratospheric and tropospheric water vapor exchange in the

Mid-late Quaternary deep stratification-climate coupling in the

tropical region”

09:30-09:45

武    力

Southern Ocean (Pyrdz Bay, East Antarctica): Implications for
韩喜彬

LGM 早期及全新世以来南极罗斯海西部沉积环境研究

10:00-10:15

陈    玺

南极半岛海域地震资料特征及处理技术

Mary Albert
The U.S. National Program for Scientific Ice Drilling

09:00-09:15

09:15-09:45

changes in abyssal carbon storage
09:45-10:00

Chair: Hongmei Ma, Pavel Talalay

Hongxi Pang

Vladimir Lipenkov
The three grand challenges of the Vostok deep drilling project

09:45-10:00

Guitao Shi
Using stable isotopes of nitrate to track its atmospheric production in
summertime across East Antarctic Ice Sheet

10:15-10:30

休    息

10:00-10:30

Valery Chistyakov
Simulation of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drilling process of the deep

27 日上午		

主持人：王汝建

10:30-10:45

刘焱光

中国第 8 次北极考察海洋地质报告

10:45-11:00

于晓果

白令海北部与楚科奇海陆架区悬浮颗粒物的组成与来源

RECAS autonomous thermal sonde for exploration of Antarctic subglacial

11:00-11:15

李冬玲

北大西洋北部末次冰消期以来古海洋环境定量重建

lakes

11:15-11:30

肖文申

Late Quaternary Mendeleev Ridge sediment stratigraphy

11:30-11:45

章陶亮

Enhanced coal fragments in the Chukchi Borderland, western

New innovations and challenges for deep ice core drilling at EastGRIP,

Arctic Ocean, during last deglacia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on

Greenland

Alaskan drainage events
11:45-12:00

6

黄晓璇

西北冰洋楚科奇海台 MIS5 期以来陆源沉积物搬运机制及其环境意义

wellbores in glaciers and ice sheets
10:30-10:45

10:45-11:15

11:15-11:30

Pavel Talalay

Trevor Popp

Pinlu Cao
Drilling in warm ice: Problems and possible options

7

2017 中国极地科学学术年会

会议程序册

China Symposium on Polar Science 2017 (CSPS 2017)

11:30-12:00

Victor Zagorodnov

Poster

Lightweight ice coring systems: current state and improvements

      Dayou Fan Rapid ice drill with air continual transporting of cuttings and cores

27 October, afternoon session 13:30-17:30
13:30-14:00
14:00-14:15

Chair: Hongmei Ma, Pavel Talalay

Jan Tell

极区大气与空间物理

Scalable and modular shallow ice drilling system

会议时间：27 日 08:30-17:00

Markov Alexey

会议室：3 层福和厅

Dynamics of Antarctic and Greenland ice sheets, based on factual
14:15-14:30
14:30-14:45
14:45-15:00
15:00-15:15

observations

27 日上午		

主持人：刘建军

Rusheng Wang

08:30-08:50

张效信

Global Evolution Patterns of the Sub-Auroral Polarization Streams

Ice drills testing facility

08:50-09:10

杨国韬

子午工程北京延庆激光雷达的运行与数据应用

Nan Zhang

09:10-09:30

邓忠新

太阳活动高年极区准地磁共轭对电离层 TEC 变化特性研究

Optimization of dielectric profiling of polar ice cores

09:30-09:45

马羽璋

Combined contribution of solar illumination, solar activity, and

Xiaopeng Fan

convection to ion upflow above the polar cap

Research of ice hardness

09:45-10:00

孔婉秋

极光光谱图像全波段推演仿真

Bing Li

10:00-10:15

连慧芳

紫外极光卵边界位置的非线性建模

Improvements of small-diameter vibrocorer for sediment coring beneath

10:15-10:30

邢赞扬

Statistical properties of the polar cap patches in the nightside

Antarctic ice shelves
15:15-15:30

Low-temperature tests of ice friction
15:30-15:45

15:45-16:00
16:00-16:15

polar cap ionosphere observed at the Chinese Yellow River Station

Jialin Hong
10:30-10:45

休    息

Concentrations of heavy metal in soils at two adjacent glaciers in Ny-

27 日上午		

主持人：邓忠新

Ålesund

10:45-11:00

刘建军

Storm-time ionospheric convection in the central polar cap

Bowen Liu

11:00-11:20

胡红桥

中冰联合极光观测台建设进展

Large diameter melt drilling system in snow and ice

11:20-11:40

卞林根

南极对流层臭氧浓度的本底特征

Gang Liu

11:40-11:55

包    韬

Summertim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through ecosystem

Danhe Wang

Shallow hot-water drilling  and theoretical study of hot-water drilling
16:15-16:30
16:30-16:45
16:45-17:00
17:00-17:15

respiration in an upland tundra of maritime Antarctica

Han Zhang
Casing in ice holes: options and results of tightness tests

27 日下午		

主持人：王睿

Xingchen Li

13:30-13:45

张婉颖

rates from penguin and seal colony tundra soils during

An Liu

freezing-thawing cycles under different water contents in coastal

Hot-water ice coring drill

Antarctica

Siyu Lu

13:45-14:05

黄    侃

Results of Deep Ice Core Drilling at Dome A, Central Antarctica, in the
17:15-17:30

Potential methane and nitrous oxide production and respiration

IBED drill testing in ice and bedrock

Role of gas flaring from Russia's oil and gas production in
triggering high black carbon episodes over the Arctic

Season 2016-2017

14:05-14:20

段成林

基于冰区划分的北极巴伦支海风能初步分析

Yazhou Li

14:20-14:40

丁明虎

Evaluation of the trend of the Antarctic Sea ice Extent

Hot-point heads for thermal drilling in ice: Design and testing

14:40-14:55

王泽龙

Seasonal variations of meteoric potassium layer over Beijing
(40.41° N, 116.01° 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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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15:10
14:10-15:30

15:30-15:45

李雅贤
张    雷

中低纬上空电离层与中间层 - 低热层大气对 2013 年 SSW 事件的耦合

26 日下午		

主持人：林龙山

响应研究

15:30-15:50

林    嫣

Comparison of long-term total ozone observations from space-

model and field observation: impact from ice melting and water

and ground-based methods at Zhongshan Station, Antarctica

masses

休    息

27 日下午		

主持人：丁明虎

15:45-16:00

季新亮

The role of charged dust particles on conductivity in polar

15:50-16:10

黄洪亮

南大洋印度洋侧区南极磷虾资源探捕结果分析

16:10-16:30

刘    健

南极磷虾拖网网板的性能优化研究

16:30-16:50

金    晶

Reconstruction of past 3000-year lacustrine ecology structure in
Inexpressible Island, East Antarctica using sedimentary pigments

16:50-17:10

叶文娟

mesosphere summer echoes regions
16:00-16:15

罗宇涵

The dynamic study of source and sink for PAHs based on fugacity

Selenium in Ice-free Tundra Areas, west Antarctica: distribution,
sources, and comparison with non-animal activities areas

Ground-based MAX-DOAS Observations of boundary layer BrO
in Ny-Ålesund, Arctic

16:15-16:30
16:30-16:45

王    睿
李    斌

Periodic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gh-latitudinal

生物多样性与生物技术

tropopause over Point Barrow (71.3° N, 156.8° W)

会议时间：26 日 13:30-17:15

How do Ground based aurora Observations related to the SMILE

会议室：2 层福朋 1 厅

observation
16:45-17:00

刘二小

An Algorithm to estimate Ionosphere Parameters from Ground

26 日下午		

主持人：俞勇

Scatter Echoes of SuperDARN

13:30-13:45

林学政

反硝化细菌 Pseudomonas sp. CC6-YY-75 的全基因组及氮代谢
途径分析

极地海洋生物地化与生态过程

13:45-14:00

吴    月

南极半岛北端海域微微型真核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研究

14:00-14:15

郭昱东

Diversity and Composition of Bacterial Community in Soils and

会议时间：26 日 13:30-17:10
会议室：4 层益田 2 厅

Lake Sediments from an Arctic Lake Area
14:15-14:30

韩文冰

南极菲尔德斯半岛太基克湖冰雪融水对土壤细菌多样性的影响

14:30-14:45

杨植峰

What define the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the glacial ecosystems?

26 日下午		

主持人：何剑锋

14:45-15:00

樊成奇

北极链霉菌 623F 代谢产物的合成探讨

13:30-13:50

林龙山

中国北极海域海洋生物与生态考察研究进展

15:00-15:15

田晓清

几株极地真菌的鉴定和次级代谢产物的研究

13:50-14:10

庄燕培

Nutrient and phytoplankton dynamics driven by the Beaufort Gyre

15:15-15:30

马    跃

南极红色素的基本理化性质研究

15:30-15:45

休    息

in the Arctic Ocean during 2008–2014
14:10-14:30

白有成

Seasonal variability of biomarker flux in the Chukchi Sea (Western
Arctic) and their relevance for sea-ice cover reconstruction

14:30-14:50

张天帧

北冰洋中心区融冰的光合色素组成特征

26 日下午

主持人：林学政

14:50-15:10

吴    寨

Historical deposition of metals and their source identification

15:45-16:00

宋    炜

using stable Pb isotopes in the Bering Sea and the Chukchi Sea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Antarctic notothenioid
fish Pagothenia borchgrevinki: a perfect model for gene transfer
or rearrangement study

15:10-15:30

休    息

16:00-16:15

宋希坤

中国及两极桧叶螅科刺胞动物多样性与进化

16:15-16:30

李    渊

Fish diversity and molecular taxonomy in Prydz Bay during the
29th CHINARE

10

16:30-16:45

张    然

白令海鱼类分类多样性及鱼类区系研究

16:45-17:00

李灵智

南极磷虾资源量评估及资源分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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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17:15

吴福星

Records of three cases of potential twinning in Weddell seals

17:10-17:30

稂时楠

(Leptonychotes weddellii) at Fildes Peninsula, King George

Real-time SAR Processing of Ice-Sounding Data Integrated with
Mitigation of RFI Signals

Island, Antarctic

南极天文
极地遥感与全球变化

会议时间：26 日 14:00-27 日 11:30

会议时间：27 日 08:30-17:30

会议室：3 层福至厅

会议室：2 层 5 号会议室
26 日下午		

主持人：周宏岩

27 日上午		

主持人：程晓

14:00-14:30

李    虹

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计

08:30-09:00

李荣兴

南极 Ronne-Filchner 冰架裂隙及稳定性系统分析

14:30-15:00

商朝晖

Astronomical Site Testing at Dome A

09:00-09:15

程    晓

南极冰架 - 海冰 - 海洋相互作用研究进展与展望

09:15-09:30

李香兰

南极企鹅遥感制图最近进展

15:00-15:30

休    息

09:30-10:00

吴文会

维多利亚地新站测绘工程
15:30-16:00

王    坚

Infrared Sky Brightness Monitor and Scientific Camera

16:00-16:30

姜    鹏

A candidate transit event of Proxima Centauri b

Sentinel-1 radar interferometry data

27 日上午		

主持人：商朝晖

27 日上午		

主持人：李荣兴

10:00-10:20

周春霞

Determination of grounding line in Amery Ice Shelf using

10:20-10:40

陈卓奇

一站式极地海冰产品门户系统简介

08:30-08:50

李正阳

Optical design for the Kunlun Dark Universe Survey Telescope

10:40-11:00

张宝钢

遥感无人机在鹰嘴岩冰面塌陷事件监测中的应用

09:00-09:20

马    斌

AST3-2017 全自动巡天与实时数据处理

11:00-11:20

乔    刚

基于 1960-1980 年代历史影像的东南极冰川表面流速制图

09:30-09:50

胡    义

南极巡天望远镜的无人值守全自动运行的运行控制系统

11:20-11:40

王连仲

全球性气候变化下南极冰盖运动监测及冰下地形图制图研究

11:40-12:00

肖    峰

CryoSat-2 波形重跟踪方法分析及其在南极 Lambert 冰川流域的应用

10:00-10:15

休    息

10:15-10:35

胡晓丹

极地移动式大气参数测量系统介绍及大气湍流模式研究

温海焜

上海到南极昆仑站运输振动数据研究

研究

12

27 日下午		

主持人：吴文会

10:50-11:10

13:30-13:50

朱李忠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南极的定位精度分析

11:10-11:30

13:50-14:10

马    驰

无人机遥感技术在中国 33 次南极考察普里兹湾海冰卸货中的探索

14:10-14:30

田    颖

格陵兰卫星影像全图绘制及雪线提取

14:30-14:50

王凯加

近 30 年北极海冰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南极陨石与小行星探测

14:50-15:10

施    骞

不同分辨率海冰密集度数据的逐级验证方法初探

会议时间：26 日 13:30-17:30

15:10-15:30

付    正

基于多源数据埃默里冰架前缘冰间湖研究

会议室：3 层福和厅

27 日下午		

主持人：张胜凯

26 日下午		

主持人：缪秉魁

15:30-15:50

张    宇

基于主被动微波遥感数据融合的海冰密集度估计

13:30-13:45

缪秉魁

我国南极陨石研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15:50-16:10

梁    琦

Ice flow variations in the Polar Record Glacier, East Antarctica

13:45-14:00

夏志鹏

南极微陨石的收集及意义

16:10-16:30

璩榆桐

基于 MODIS 反照率产品的南极冰盖冻融监测

14:00-14:15

王桂琴

南极铁陨石微量元素分析与类型划分

16:30-16:50

雷锦韬

南极中山站海域冰上 GPS 观测的海潮信息提取研究

16:50-17:10

李文浩

南极半岛地区基于时空滤波的 GPS 垂向速度场分析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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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4:30

李世杰

背散射图像大面积拼图在陨石学研究及南极陨石标本库数据建设中

16:30-16:45

韦利杰

西南极南设得兰群岛地层特征及构造演化研究进展

的应用

16:45-17:00

郑光高

南极半岛热尔拉什海峡中酸性侵入岩的时代及岩石成因研究

14:30-14:45

惠鹤九

火星陨石 NWA7533 中斜磷铁锰矿的研究

14:45-15:00

张川统

玄武质小行星陨石与灶神星“亲子关系”疑云：来自两块玄武质无球粒
陨石的暗示

15:00-15:15

胡    森

太阳系水和 H 同位素的演化

15:15-15:30

王华沛

小行星表面剩磁探测及其科学意义

15:30-15:45

凌宗成

小行星探测中的科学问题探讨

15:45-16:00

休    息

26 日下午		

主持人：林杨挺

16:00-17:30

我国小行星科学探测目标及其科学意义研讨会

极地战略研究

   

会议时间：26 日 13:30-27 日 12:00
会议室：4 层益田 1 厅
26 日下午 13:30-15:15

第一节 北极航道开发利用：前景与挑战

（每位发言人 15 分钟，发言结束 30 分钟讨论）

南极大陆地质与地球物理

13:30-13:45

李振福

北极航线的多元效益分析

13:45-14:00

邓贝西

中国第八次北极考察北极航道航行与相关国际法实践情况

14:00-14:15

胡麦秀

北极航道开通对中国沿海省（市）航运业的潜在影响

14:15-14:30

黄林彦

China and Arctic shipping: the Chinese discourses analysis

14:30-14:45

陈奕彤

极地规则能有效减缓北极航运的环境与安全风险么

14:45-15:15

讨论

会议时间：26 日 13:30-17:00
会议室：2 层福朋 2 厅

15:15-15:30

26 日下午		

主持人：崔迎春

13:30-13:45

刘晨光

南极大陆航空地球物理测量的现状与展望

13:45-14:00

郭井学

东南极航空地球物理观测及初步结果

15:30-15:45

张    耀

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和北欧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北极合作

14:00-14:15

崔祥斌

The Snow Eagle 601 airborne scientific system and its

15:45-16:00

赵    隆

“北冰洋蓝色经济通道”对接俄罗斯北方航道复兴的可行路径

applications in Antarctica

16:00-16:15

白佳玉

北极理事会科学合作新规则的法律解析

Antarctic ice sheet thickness estimation using the H/V spectral

16:15-16:30

Gurbanova Natalia

ratio method with single-station seismic ambient  noise

16:30-16:45

王新和

16:45-17:15

讨论

27 日上午 08:15-10:00

第三节

14:15-14:30

晏    鹏

26 日下午 15:30-17:15

第二节 北极地缘政治、国际合作与法律问题

（每位发言人 15 分钟，发言结束 30 分钟讨论）

俄罗斯北极油气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研究

北极问题中外研究述评：高（低）政治视角

14:30-14:45

李    枭

Experiments on water freezing during thermal drilling in ice

14:45-15:00

凌晓良

我国科研人员如何利用国内的英文学术期刊抢先发表原创性研究成果

15:00-15:15

休    息
08:15-08:30

董    跃

中国极地立法的构建与思考

26 日下午		

主持人：仝来喜

08:30-8:45

王婉潞

南极治理机制的类型分析

15:15-15:30

刘晓春

中国东南极地质考察 20 年进展

08:45-09:00

姜胤安

《南极条约》体系：缺陷、挑战与展望

15:30-15:45

胡健民

东南极拉斯曼丘陵地区构造格架与变形序列研究

09:00-09:15

徐理灵

集体行动的破解之道 ——以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为例

15:45-16:00

王    伟

Pan-African crustal anatexis at the Larsemann Hills, East

09:15-09:30

葛隆文

南极搜救体系现状、影响及我国的对策研究

Antarctica

09:30-10:00

16:00-16:15

陈龙耀

16:15-16:30

陈    虹

南极法律问题

（每位发言人 15 分钟，发言结束 30 分钟讨论）

讨论

东南极格罗夫山冰碛碎石带中高压泥质麻粒岩的变质作用和锆石 U-Pb
年代学研究

14

休    息

10:00-10:20

休    息

南极北维多利亚地难言岛早古生代岩浆作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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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上午 10:20-12:00

第三节

青年学者和学生专场

（每位发言人 10 分钟，发言结束 30 分钟讨论）
10:20-10:30

董利民

国际政治与国际法双重视角下的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争议

10:30-10:40

刘    涵

浅析《加强北极国际科研合作协议》对亚洲国家参与北极事务的影响及
启示

10:40-10:50

李    琳

美俄白令海峡的对抗与合作

10:50-11:00

李浩梅

北极航道沿岸国有关航行管制的法理探讨

11:00-11:10

马丹彤

北极东北航道通航条件下图们江入海港口开发的国际法分析

11:10-11:20

韩    旭

北极政治网络、文化网络、经济贸易网络的相关性分析

11:20-11:30

刘    钊

极地旅游活动法律规制研究

11:30-12:0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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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大数据与信息业务化管理
会议时间：26 日 13:30-18:10
会议室：2 层 5 号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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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下午		

主持人：张北辰

13:30-13:50

梁建峰

海洋（极地）大数据发展现状与展望

13:50-14:10

南卓铜

地表过程集成建模系统 : 方法与应用

14:10-14:30

肖    舸

极地数据的科学化管理 --NoSQLt 实时时空大数据云实践

14:30-14:50

沈    洲

物联网技术发展趋势及在极地科考中的应用展望

14:50-15:10

杨卫东

极地科学大数据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5:10-15:30

吴立宗

数据科学工作台——数据中心与数据集成的新思路

15:30-15:50

休    息

26 日下午		

主持人：杨卫东

15:50-16:10

刘    健    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极地海冰遥感应用示范

16:10-16:30

屈    忍

PolarUPArray：基于 Array 数据模型的极区高空物理大数据管理框架

16:30-16:50

史景聪

多模态语义关联的航迹优化方法研究

16:50-17:10

王宇航

面向极光形态分类的海量极光数据管理框架设计

17:10-17:30

方    露

超重及肥胖与急性高原反应关系的 Meta 分析

17:30-17:50

张    倩

考虑空间关系的极地科学数据本体表达与构建方法研究

17:50-18:10

李维禄

基于大数据的极地信息管理服务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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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益田福朋喜来登酒店二楼平面图

火车站方向
机场方向

鼎新大讲堂

吉林大学南校区

福朋1厅

福朋2厅
男卫

女卫
电梯大厅

5号会议室

长春高新益田福朋喜来登酒店

1. 会议地点、住宿地点

长春高新益田福朋喜来登酒店三楼平面图

注册时间：10 月 25 日 13:00-21:00
注册地点：长春高新益田福朋喜来登酒店大厅

会议地点：
10 月 26 日上午特邀报告
吉林大学鼎新大讲堂
10 月 26 日下午分组报告

福至厅

女卫

男卫

电梯大厅

福和厅

长春高新益田福朋喜来登酒店各会议厅
10 月 27 日全天分组报告
长春高新益田福朋喜来登酒店各会议厅

住宿地点：
长春高新益田福朋喜来登酒店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硅谷大街 5666 号

18

19

2017 中国极地科学学术年会

会议指南

China Symposium on Polar Science 2017 (CSPS 2017)

4. 注意事项

长春高新益田福朋喜来登酒店四楼平面图

1. 开会期间，请将手机设为静默状态或关机。
2. 进入会场请随身佩戴代表证。用餐请出示餐券。
3. 报告人的多媒体演示文件请提前半天拷贝到会场指定的笔记本电脑中。
4. 会议结束后，请您将代表证交回会务组。谢谢您的配合！

益田1厅

5. 会务组
会议协调：綦    欣（13611693495）
男卫

女卫

陈留林（18516187608）
电梯大厅

李孜孜（15074825715）
陆    健（13944006301）

益田2厅

2. 用 餐
用餐凭餐券入场。
地点：喜来登酒店一层宜客乐餐厅
时间：25 日晚上 17:30-19:00
26 日中午 12:00-13:30（1 层宜客乐餐厅、3 层聚味餐厅）
26 日晚上 17:30-19:00
27 日中午 12:00-13:30
27 日晚上 17:30-19:00

3. 车辆安排
26 日上午 7：50，酒店门口乘坐大巴赴吉林大学，会议结束后乘坐大巴返回酒店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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