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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人选承诺 
 

本人在气象“十百千”人才计划推荐评审过程中诚实守信，

表中所填写的内容及所提供的材料都是真实客观、准确有效的。

如有任何不实或隐瞒，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并按

有关规定接受处理。 

 

 

 

推荐人选签名： 

 

日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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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荐人选基本信息 

姓   名 王劲松 性别 女 民族 苗族 

 

出生年月 196812 政 治 面 貌 中共党员 

工作单位 

（填写法人单位） 

中国气象局兰州

干旱气象研究所 
参加工作时间 199007 

身份证号 320111196812014421 

现职称 

（资格时间） 

研究员 

（200905） 

岗位级别 

（聘任时间） 

专技二级 

（201811） 

现工作岗位 干旱区气候变化及干旱监测 手  机 13993151978 

近 3 年年度考核情况 2017年： 优秀 2018年： 合格 2019年： 合格 

是否为国家人才工程人选 否 入选年份 无 

是否为原“双百”计划人选 否 入选年份 无 

是否为原气象部门青年英才 否 入选年份 无 

是否为原气象部门西部优秀 

青年人才津贴获得者 
是 入选年份 2010 

主

要

学

习

经

历 

教育类型 起止时间 校（院）、系及专业 学  历 学  位 

全日制 198609-199006 
南京气象学院气象系

天气动力学专业 
大学本科 学士 

在职学习 199509-199806 
南京气象学院气象系

天气动力学专业 
研究生 硕士 

在职学习 200209-200612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

院自然地理学专业 
研究生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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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工

作

经

历 

起止年月 单位名称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职务 

199007-199102 甘肃省广河县气象局 观测、短期天气预报 助理工程师 

199102-199807 甘肃省临夏州气象局 短期天气预报及相关研究 助理工程师 

199807-200212 
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

究所 

数值模拟、干旱区气候变化

研究及业务技术开发 
助理研究员 

200212-200904 
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

究所 

干旱区气候变化及干旱监

测技术研究 
副研究员 

200905至今 
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

究所 

干旱区气候变化及干旱监

测技术研究 
研究员 

200906-200912 美国干旱减灾中心（NDMC） 
干旱监测技术研究方向访

问学者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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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能力和业绩成果 

（一）主要专业技术工作经历（限填 10 项） 

序

号 
起止时间 专业技术工作名称 任务来源 

经费 

（万元） 
本人作用 

完成情况 

或成效 

1 200801-200812 

近百年亚洲中部干

旱区气温对全球变

暖的响应研究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3 主持 结题验收 

2 201001-201212 

亚洲中部干旱区对

变暖响应存在空间

差异的机理研究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32 主持 结题验收 

3 200901-201012 

旱作区不同强度降

水对土壤水分及农

作物发育期和产量

的影响研究 

甘肃省自然基

金面上项目 
2 主持 结题验收 

4 201301-201712 

 气候变暖背景下我

国南方旱涝灾害风

险评估与对策研究 

科技部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

展计划（973计

划）课题 

510 骨干参加 结题验收 

5 200602-200803 

西北农作物对气候

变化的响应及其评

价方法 

科技部科研院

所社会公益研

究专项 

50 骨干参加 结题验收 

6 200501-200712 
中国干旱气象灾害

监测预警方法研究 

科技部科研院

所社会公益研

究专项 

70 骨干参加 结题验收 

7 201911-202210 
跨境污染物调查与

环境安全 

科技部第二次

青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研究

项目任务六专

题五 

74 骨干参加 研究进行中 

8 200901-201112 
新疆中部增湿事实

的进一步分析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5 参加（1） 结题验收 

9 201009-201312 

多时间尺度干旱监

测与预警、评估技术

研究 

科技部公益行

业（气象）科研

专项 

321 参加（3） 结题验收 

10 200901-201012 

西北极端干旱事件

个例库及干旱监测

指标数据集 

中国气象局气

候变化专项 
80 参加（3） 结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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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获得奖励和荣誉情况（仅填写科技、人才、业务技术个人奖励和荣誉，限填 5 项。其中气象领

军人才、首席气象专家推荐人选应填写省部级以上奖励和荣誉，青年气象英才和西部、东北优秀气象人才推荐

人选填写司局级以上奖励和荣誉） 

序号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 100 字） 

1 
20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西北干旱气象灾

害监测预警及减灾技术，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 8） 

骨干参加。创建了适用于西北地区的干旱监

测新指数 K干旱指数、发展了灌溉区径流量

Z指数，提供了新的干旱监测方法。国际审

稿专家认为，径流量 Z指数是评估径流量灌

溉有效性的实用方法，对灌溉区干旱评估有

重要贡献。 

2 
2011：甘肃省人民政府，中国干旱气象灾害监测预警

方法研究，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 3） 

骨干参加。系统总结各干旱指标优缺点，建

立了灌溉区径流量 Z指数，并比较了径流量

Z指数与帕默尔气象干旱指数在灌溉区的应

用情况。建立了基于降水和蒸发相对变率的

K干旱指数。为干旱指标的技术进步作出了

重要贡献。 

3 
2011：甘肃省人民政府，西北农作物对气候变化的响

应及其评价方法，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 4） 

骨干参加。系统分析了西北地区近 50年来气

候对全球变暖的响应特征。西北区整体增暖

明显。西北区东部干旱化趋势明显，而西部

尽管降水量是增加的，但同时由于气温的显

著升高，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变湿趋势。 

4 
2013：甘肃省人民政府，西北极端干旱事件个例库及

干旱监测指标数据集，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 6） 

骨干参加。建成了一套以气象干旱指标为主、

以农业干旱指标和水文干旱指标为辅的“西

北干旱监测指标数据集（1971-2008）”，并

编印成书。开展了干旱指标在西北地区适应

性的研究。 

5 
2011：中国气象学会，第二届邹竟蒙科技人才奖（排

名 1） 

荣誉称号。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贡献：揭示了

亚洲中部干旱区气候变化规律；揭示了西北

干旱区的暖干化趋势；发展了干旱监测研究

方法。 



 

5 

（三）代表性成果情况（限填 8 项，不超过 2 页） 

论文论著等总体情况（推荐人既是第一作者又是通讯作者时，只统计 1 次）：  

第一（通讯）作者在正式期刊上发表本专业相关论文共 40 篇，其中 

第一作者论文 39 篇，包括：核心期刊论文 24  篇、SCI（E）收录 7 篇、EI 收录 8 篇； 

通讯作者论文 1 篇，包括：核心期刊论文   篇、SCI（E）收录 1 篇、EI 收录  篇。 

作为主要作者出版专著 1 部，译著  部。 

作为主要作者编写规划计划  种、报告  篇、标准规范 1 种、教材  部、专利  个。 

序号 代表性成果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 200 字） 

（包括：提出的学术思想或技术方法、成果的创新性、研究工作的

参与程度、学术刊物中的主要引用及评价情况等） 

1 

Jinsong Wang, Jianying Feng, Lanfang 

Yang, Jiangyong Guo, Zhaoxia Pu. 2009. 

Runoff-denoted drought index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yields of spring 

wheat in the arid area of Hexi corridor, 

Northwest China.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影响因子 4.021)，

96(4):666-676. 

执笔。定义了基于径流量数据的径流量 Z干旱指数，

以用于灌溉农业区的干旱监测和评估。同时根据干旱

等级，提出了该区域的灌溉用水量建议；并结合河西

走廊灌区春小麦的去趋势产量（即气候产量），建立了

径流量 Z干旱指数与春小麦产量趋势之间的关系。审

稿专家认为，该研究是评估径流量灌溉有效性的实用

方法，对灌溉区干旱评估有重要贡献。该论文被引用

17次。 

2 

Jinsong Wang, Fahu Chen, Liya Jin, Huzhi 

Bai. 2010.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y/wet trend over arid central Asia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Climate 

Research (影响因子 2.023), 

41(1):51-59. 

执笔。1901-2002年，中亚干旱区呈现暖干化的趋势。

明显的干旱化趋势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西

部、哈萨克斯坦中部、新疆南部，而在新疆北部则有

一个弱的变湿趋势。在 100年的时间尺度上，中亚干

旱区经历了 6次干/湿循环。由于利用降水和温度定义

的干旱指数（DRI）同时考虑了降水和温度对干湿变化

影响的效应，其表现出的干/湿特征和变化趋势与降水

不相同，DRI可用作中亚干旱地区的干/湿变化指标。

该论文被引用 45次。 

3 

Jinsong Wang, Suping Wang, Yiping Li, 

Wenping He, Xiaoyun Liu, Yulong Ren. 

2018. A Study of the K Drought 

Monitoring Model. Polis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影响因子

1.383), 27(1): 335-343. 

执笔。该研究建立了可以确定干旱开始、持续时间和

强度的 K干旱监测模型。为考虑前期降水和蒸发对当

前干旱的影响，在模型中对前期的降水和参考蒸散量

进行了累积处理。然而，前期降水和参考蒸散对土壤

水分的贡献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因此，在模

型中同时考虑了前期降水和参考蒸散量的衰减。K干旱

监测模型可用于评估干旱发生的时间，演变过程及其

严重程度。该论文被引用 2次。 

4 

WANG Jinsong, Michael J. Hayes. 2013.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for Drought 

Vulnerability Analysis in China. 

Disaster Advances (影响因子 2.272 ), 

6(1):71-82. 

执笔。由于干旱具有自然和社会领有双重特征，因此

干旱已引起地球科学研究领域、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

注。由于确定干旱的发生和结束时间的困难，使得准

确监测干旱成为一项挑战。面对这一挑战，决策者必

须减少干旱脆弱性和随后的干旱影响。该研究对中国

历史和近期的干旱状况进行了分析，借鉴全球应对干

旱脆弱性的经验和教训，讨论了这些经验和教训如何

在中国得到应用和采取的措施。该论文被引用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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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劲松,李忆平,任余龙,柳媛普. 2013. 多

种干旱监测指标在黄河流域应用的比较. 

自然资源学报（影响因子 1.963）, 

28(8):1337-1349. 

执笔。比较分析了综合气象干旱指数（CI）、标准化降

水指数（SPI）、帕默尔干旱指数（PDSI）、降水距平百

分率（Pa）和 K干旱指数（K）。通过两独立样本非参

数检验，通过指数两两之间比较的方式，判定了它们

在衡量干旱程度上的一致性，再结合实际旱情来判别

指数的适应性。5种干旱指数中，K和 CI对干旱的监

测结果与实际情况吻合得最好，其次分别为 SPI、Pa

和 PDSI。该论文被引用 72次。 

6 

王劲松, 黄玉霞, 冯建英, 王宝鉴. 径流

量Z指数与Palmer指数对河西干旱的监测. 

2009. 应用气象学报（影响因子 1.828）, 

20(4): 471-477. 

执笔。综合内陆河径流量资料、灌溉区耕地面积及气

象资料，研制了径流量 z干旱指数，给出了径流量 z

指数的灌溉指标。将径流量转化为降水量，改进 

Palmer 旱度模式。提出了将径流量考虑到 Palmer干

旱指数中，使得该指数对河西灌溉区干旱情况的监测

有所改善。对照河西地区的干旱事件，径流量 Z指数

监测到的干旱情况，比 Palmer干旱指数改进前、后监

测到的干旱情况效果更佳。径流量 z指数能更真实地

反映河西灌溉区干旱状况 。该论文被引用 49次。 

7 

王劲松,李耀辉，王润元，冯建英，赵艳霞. 

2012. 我国气象干旱研究进展评述. 干旱

气象（影响因子 1.833）, 30(4): 497-508. 

执笔。针对近几十年来，干旱的频繁发生，以及考虑

由干旱，尤其是重大干旱灾害所引起的水资源匮乏、

粮食危机、生态恶化（如荒漠化等），直接威胁到国家

的长期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综述了国家对干旱研究

的需求和近年来干旱研究领域的主要科技进展，提出

了目前干旱研究领域存在争议的问题、以及面对国家

需求应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并对未来 5-10年该领域

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分析。该论文被引用 191次。 

8 
张强，王劲松，姚玉璧. 2017. 干旱灾害风

险及其管理. 北京：气象出版社. 

完成统稿和审稿，全书共 12 章，本人执笔其中的第 3

章和第 12 章。完成内容为干旱灾害传递特征、干旱灾

害链的区域差异、干旱灾害风险管理与对策研究。为

从事干旱灾害科研和业务的人员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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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获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情况（限填 5 项） 

名称 
成果 

类别 

授权 

日期 
授权机构 专利号 

团队人数 

（本人排名） 
应用情况 

无       

       

       

       

       

 

 

三、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情况（限填 5 项） 

起止年月 类型 开展情况（限 100 字） 

200909-201206 人才培养 

培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晓云，研究方向为干旱监

测和干旱灾害风险。分析了黄土高原干湿特征及成因；基于

copula 函数定量开展了干旱灾害风险评估。被培养者以第一作者

发表论文 4 篇（其中 SCI 1 篇，一级核心 3 篇）。 

201701-201812 人才培养 

培养甘肃省局骨干人才（青年优秀科技人才），王胜，研究方向

为小时强降水变化特征及对气候变暖的响应。被培养者在一级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 1 篇。 

201405-201406 人才培养 
资助干旱所助理研究员李忆平、沙莎到美国国家干旱减灾中心开

展干旱监测方面的交流学习。2 人晋升为副研究员。 

202004-202303 团队建设 

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气象干旱及其灾害风险研究创

新团队，带头人。总体目标是带领团队实现由气象干旱到农业干

旱、水文干旱的特征阈值的研究；揭示气象干旱的形成原因；评

价气象干旱的影响及其灾害风险。 

20150114 培训授课 
甘肃省气象局，关于如何申报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的讲座，1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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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内外学术组织及重要学术期刊学术兼职情况（限填 5 项） 

组织或期刊名称 职务 任期 

中国气象学会第二十八届理事会干旱气象学委员会 委员 201501-201812 

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第三届学术委员会 委员 201911-202310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中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 

《中国气候与生态环境

演变：2021》科学评估

报告第二卷主要作者 

201807-202112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Climatology刊物 审稿专家 201801至今 

Climate Research刊物 审稿专家 201601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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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一步工作设想（500 字以内） 

 

围绕与干旱有关的研究方向，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干旱监测和干旱灾害风

险评估方面的研究。干旱监测方面，基于已经建立的精细化逐日 K 干旱指数，结合土壤湿度、农作物不同生

长期受干旱影响的不同特点，实现由气象干旱的监测到农业干旱的监测，使干旱监测的研究实现从“空中”到

“地面”的转变，具有更强的实用性。干旱灾害风险评估方面，基于干旱灾害发生频率和重现期是评估干旱灾

害风险的主要因素，定量分析我国干旱灾害发生的重现期，寻找其规律，为开展干旱灾害风险的动态评估提

供数据支持。 

带领创新团队成员，实现由气象干旱传递到农业干旱、水文干旱的特征阈值的研究；揭示气象干旱形成

的机理，为气象干旱的预测提供依据；评估气象干旱的影响及其灾害风险。同时，开展团队成员之间的高效

协作，具体在资料的共享、相关研究领域前沿动态的沟通、以及各自研究进展和成果的交流方面，建立团队

成员之间的良好合作机制，使团队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六、推荐人选自我评价（300 字以内） 
总结个人专业技术工作主要贡献、创新性成果及其科学价值，以及在相关业务技术领域发挥作用情况。 

 

揭示了位于西风影响区的亚洲中部干旱区对全球变暖的响应有不同于季风影响区的特点，其对全球

变暖的响应更为剧烈；干旱区冬、夏季气温异常分别与纬向、经向环流异常有关；在 20 世纪全球两次暖

期，当冬季中东太平洋海温偏低时，干旱区两个暖期增温的幅度均显著减小（第一暖期更明显）；当春季

海温偏高时，第一暖期增暖增温表现为西部减弱而东部增强，而第二暖期则相反。为有关区域气候对全

球气候变化响应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干旱区的响应结果。 

创建了适用于西北地区干旱监测的 K 指数，进而又给出了 k 指数在全国不同区域不同时段的干旱监

测的阈值，明显提高了干旱监测准确性。建立了以径流量为要素的灌溉区径流量 Z 指数，实现了灌溉区

的干旱监测和评估，径流量 Z 指数是评估径流量灌溉有效性的实用方法，对灌溉区干旱评估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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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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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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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