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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水平与贡献

1. 总体定位和研究方向

1.1 实验室定位：

实验室将致力于近地空间环境前沿科学问题的研究，揭示近地空间环境各圈层之

间的耦合过程以及物质与能量的输运机制，提高国内地基光学和空间有效载荷的研制

水平，建成国际上重要的近地空间环境研究中心和高端人才培养基地，满足国家在近

地空间环境保障、空间探测等方面的战略需求。

1.2 研究方向和内容：

（1）近地空间环境中的基本物理过程：开展不同电离特性介质中的各种基本物理

过程和机理的研究，如中高层大气中各种波动现象及其对近地空间环境中的能量和动

量输运过程的影响，地球磁层中磁场重联以及波和粒子的相互作用过程，各圈层间的

动力耦合过程及其效应等。

（2）近地空间环境对太阳活动的响应：主要研究太阳爆发活动及其在日冕和行星

际空间中的传播和扰动，以及在各时空尺度下近地空间环境对太阳活动和行星际扰动

的响应。

（3）空间等离子体环境的实验室研究：通过发展独具特色的地面等离子体实验装

置和等离子体诊断系统，建设空间离子体物理实验平台，用于开展如磁场重联和无碰

撞激波加速等空间等离子体物理过程的实验室模拟研究。



（4）高空大气地基探测与研究：发展各种主被动光学、无线电遥感手段，应用于

中高层大气和电离层探测，结合卫星遥感，并辅助于模式，了解中高层大气、电离层

中的的动力学、电动力学、和光化学过程，定量研究中高层大气和电离层的状态以及

中性大气与电离层等离子体的耦合过程。

（5）天基探测技术与研究：发展空间有效载荷研制技术，着重研制空间低能粒子

探测器，开展空间有效载荷的设计、加工、测试、定标、数据分析等多方面的研究，

以满足国家在航空航天领域的需求。

1.3 实验室优势与特色

（1）学科齐全：实验室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空间物理和等离子体物理两个国家

级重点学科，并借助学校学科齐全的优势，联合了其他相关专业如大气物理、原子分

子物理、物理电子学、物理化学等科研力量。

（2）国内唯一以近地空间环境为目标的实验室：目前在空间物理领域国家重点实

验室只有一个“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它们侧重于行星际空间和地球磁层的

研究。本实验与 “空间天气学”重点实验室能形成有效的互补。

（3）拥有一支充满活力的优秀人才队伍：实验室共有固定人员52人，其中研究人

员37人、技术支撑人员13人、行政管理人员2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在全体成员

（除管理人员）中的比例为98%。固定成员中，中国科学院院士2人，国家杰出基金获

得者8人，教育部长江学者3人，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3人，中组部千人计

划A类入选者2人，基金委优青5人，青年千人5人，青年拔尖人才1人，中科院百人计划

入选者2人，正高级职称人员29名，副高级职称人员15人。评估期内，新增1个国家科

技部“地球空间环境及其对太阳活动的响应研究”创新团队。目前，实验室有在读硕

士生77名，博士107名，在站博士后25名。

（4）具有自主观测和实验能力、研究手段多样：空间物理是实验科学，观测是空

间物理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实验室针从科学研究的需求出发，自主研发以激

光雷达为主的地基主动光学遥感探测技术和以空间等离子体和磁场探测为主的有效载

荷研制平台，具有鲜明的特色。例如，我实验室自主研发的量子探测激光雷达，被美

国光学协会评价为“足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适合在恶劣的环境（机载、星载）运

行”； 实验室发展了星载磁强计和空间等离子体探测器，承担包括我国“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火星环绕器星载磁强计”在内的三项航天任务；同时，由于各种空间现象难以

被重复观测，因此我们发展了空间环境的实验室模拟研究，建有电离层实验室模拟、

磁场重联等空间基本等离子体物理实验模拟装置，可有针对地开展实验模拟研究；此

外，实验室具有很强的数据分析以及数值模拟能力，拥有从磁流体力学到全粒子模拟

的多种数值计算格式。

2. 承担的主要任务



2.1 实验室五年总体进展

五年来，实验室主要以近地空间环境、空间等离子体物理、地面探测手段和空间

有效载荷研制技术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取得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和技术突破。下面

从承担任务情况、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公共平台建设等方面对实验室五年来的总体

发展进行概述：

（1）承担科研任务能力大幅提升

本评估期内，实验室共新承担科研任务194项，涉及科研经费达27954.14万元，五

年内实际到账经费达20660.99万元。其中包括主持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火星环绕器

星载磁强计研制任务1项，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1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5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3项，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2项，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

项，优秀青年基金3项。科技部磁约束聚变专项项目/课题8项。同时，实验室承担了中

国科学院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目3项，中国科学院B类先导专项1项，创新仪器研制项

目2项等。

（2）发表论文数量和质量稳步攀升

本评估期内，实验室共在国内外各类学术期刊发表SCI收录论文462篇，其中在本

领域顶尖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293篇，占实验室已发表论文总数的63%，分别是上一

评估期的1.6倍和1.5倍。具体包括Nature  Physics  1篇，Science  Advances  1
篇，Nature Communications 2篇， Nature Astronomy 1 篇，Phys. Rev. Lett. 1
篇，Geophys.  Res.  Lett.  41篇，J.  Geophys.  Res.  125篇，Astrophys.  J.
和Astrophys. J. Lett. 54篇，Physics of Plasmas 65篇。并获得授权发明专利45

项。（具体成果请见代表性研究成果。）

（3）引进和培养一批优秀人才，队伍结构更加完善

拥有一批高水平科研人才是实验室发展的关键。本评估期内，实验室依托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引进海外高水平人才，包括“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郭静南研究员（2018

年）、“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贾青教授（2018年）和丁卫星教授（2018年）；同时

也吸引国内同领域优秀人才来室工作，有王荣生副教授（2015年）、庄革教授（2017

年）。在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的同时，实验室注重培养室内青年科研人员。五年期间，

实验室主任窦贤康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8年）、汪毓明教授入选科技部中青

年科技领军人才（2017年）；雷久侯教授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

（2014年）和科技部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2018年）；薛向辉教授（2014年）、苏振

鹏教授（2015年）、申成龙教授（2018年）、蔡辉山教授（2018年）入选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2015年，由实验室窦贤康教授牵头的研究团队获得了科

技部“地球空间环境及其对太阳活动的响应”研究创新团队资助。

五年期间，实验室固定人员由上次评估时的43人发展成52人，科研及技术支撑人

员50人，其中正高职称29人，副高职称15人，具有博士学位的49人，涉及空间物理、



等离子体物理、大气科学、原子分子物理等6个学科。人才队伍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

（4）建设特色鲜明的研究平台，科研条件日趋完备

近地空间环境发生的灾害性变化，对空间及地面技术系统可造成严重损伤和危害，而

空间时代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效益也主要体现在近地空间环境的利用方面。因此，

研究近地空间环境也是保障空间及地面技术系统的运行安全、开发利用空间资源的需

要，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本实验室瞄准近地空间环境的前沿课题和国家需求，建设

了具有自主观测和实验能力的研究平台。

本评估期内，实验室在原有实验条件基础上拓展和新建了以下实验平台。（1）

蒙城国家野外观测台站：科技部首批的地球物理野外观测研究站之一，在相关经费的

支持下，我们在该站建设了流星雷达、全天空气辉成像仪、电离层GNSS、太阳射电望

远镜等主被动光学和无线电探测手段，并加入“中科院日地空间环境监测网”，与国

内外科研用户共享观测数据。（2）临近空间探测平台：在瑞利-钠荧光双波长激光雷

达系统、5-40km车载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系统、15-60km车载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

和窄带宽钠层测温测风激光雷达基础上，自主研发了基于量子技术的单光子频率上转

换气溶胶量子激光雷达、量子测风激光雷达、以及量子超导测风激光雷达。（3）空

间有效载荷研制平台：升级了千级洁净室、扩充了完善了电子学实验平台、模拟空间

真空环境的真空实验罐、模拟空间温度变化环境的高低温实验箱等，为承接空间有效

载荷的研制任务夯实了基础；建立了电子和离子束标定系统，可为空间带电粒子探测

类载荷提供地面标定和验证实验场所；对于空间用磁通门磁强计的研制开发，平台拥

有了不同型号的磁屏蔽装置，以及国际领先的磁通门磁强计探头磁芯筛选系统等，为

平台承担空间磁测类载荷任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这些基础之上，平台先后承担了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火星磁强计、实践十八号试验卫星高轨低能离子能谱仪、BD-
G3星的全向离子探测器三项航天型号任务。（4）空间环境的实验室模拟平台：新建

成磁化激光等离子体装置MLPD、多功能轴对称串列磁镜装置KMAX；发展了激光诱导荧

光散射、多分幅激光干涉、多通道太赫兹干涉等先进诊断系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

空间等离子实验室研究的手段。（5）数据、模式与计算平台：在建总数据容量

为290T的大容量数据存储系统，实现对本实验室的激光雷达观测数据、以及国外

的STEREO、SOHO等卫星数据的自动收集和整理。建设计算节点5个（168核，11万亿次/

秒），采用100Gbps  Intel  OPA高速计算网络互联高性能计算平台，可用于各种近地

空间环境模式的运行，另建有数据收集节点和发布节点各1个、可视化处理节点2个等。

这些实验观测平台为实验室进一步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2 承担任务情况

2.2.1 承担任务概况

实验室新承担科研任务共194项，科研经费达27954.14万元，年均新增经费近2300

万元，人均新增经费达559.08万元。在承担项目数量、级别和经费规模等方面均有显



著增长。本评估期内,以实验室为主持单位，联合国内空间物理和等离子物理领域主要

研究机构，积极争取并承担国家及省部委科研项目，其中包括主持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火星环绕器星载磁强计研制任务1项，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1项，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3项，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2项，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1项，优秀青年基金4项，科技部磁约束聚变专项项目/课题8项。同时，

实验室承担了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目3项，中国科学院B类先导专项1项，

创新仪器研制项目2项等。

列举可以代表实验室研究水平的25项科研任务（不限定国家级任务）:

序号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类别
到位经

费(万元)
经费来源

1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火星环绕器载荷火星磁

强计
2017-1009 张铁龙

2016/01-
2020/12 工信部 1650.00 国务院其

他部门

2 半空间宽能谱太阳风离
子探测分析器的研制

41327802 汪毓明
2014/01-
2018/12

国家重大
科研仪器
研制项目

799.0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

3 无碰撞磁重联实验平台
的研制和建设

41527804 陆全明
2016/01-
2020/12

国家重大
科研仪器
研制项目

747.2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

4 地球空间环境及其对太
阳活动的响应-2014

41421063 窦贤康
2015/01-
2017/12 创新群体 600.0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

5
无碰撞磁重联中电子动
力学的理论和实验室研

究
41331067 陆全明

2014/01-
2018/12 重点项目 305.0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

6
地球磁层中低频波动的
形成机制及其对带电粒

子的影响
41631071 王 水

2017/01-
2021/12 重点项目 293.2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

7 KTX反场箍缩装置上电磁
湍流特性的实验研究

11635008 刘万东
2017/01-
2021/12 重点项目 307.3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

8 影响地球的太阳磁绳的
形成和爆发机制

4176113408
8 刘 睿

2018/01-
2020/12 国际合作 131.76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



9 空间物理 41325017 雷久侯
2014/01-
2017/12 国家杰青 320.0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

10 空间物理 41322029 薛向辉
2014/01-
2016/12

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

100.0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

11 空间物理 41422405 苏振鹏
2015/01-
2017/12

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

100.0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

12
高温稠密等离子体状态5
倍频汤姆逊诊断关键技

术研究

2017YFA040
3303 郑 坚

2017/07-
2022/06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373.00 科技部

13 高密度下电流驱动效率
的理论和数值模拟研究

2016YFA040
0602 秦 宏

2017/07-
2022/06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200.00 科技部

14
基于飞秒激光光源的宽
频谱、大视场单光子成

像

2018YFB050
4304 窦贤康

2018/05-
2022/12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163.15 科技部

15 雷暴云起放电过程的立
体协同精细化观测

2017YFC150
1501 祝宝友

2018/01-
2022/12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310.50 科技部

16 汤姆逊散射诊断仪器研
制与应用

JGZX-BHZ-
HT-005 丁卫星

2014/01-
2017/12

创新仪器
研制项目-

高技术
357.70 中国科学

院

17 KMSX-FRC多功能等离子
体实验平台的研制

2014 孙 玄
2015/01-
2016/11

创新仪器
研制项目

277.00 中国科学
院

18 子午工程2015-2017年度
运行任务

ZWYX-
KD-2015 窦贤康

2015/01-
2017/12 其它 314.00 中国科学

院

19
子午工程激光雷达发射
系统维修改造（合肥）

专项
无 窦贤康

2015/06-
2016/12 其它 127.41 中国科学

院

20 无碰撞磁重联的实验室
研究

QYZDJ-SSW-
DQC010 陆全明

2016/01-
2020/12

前沿科学
重点研究

240.00 中国科学
院

21
平流层风场探测量子激
光雷达研制与中高层大

气动力学研究

QYZDJ-SSW-
DQC025 窦贤康

2016/09-
2020/12

前沿科学
重点研究

240.00 中国科学
院

22 内磁层低频波激发的实
验研究

QYZDB-SSW-
DQC015 苏振鹏

2016/09-
2020/12

前沿科学
重点研究

200.00 中国科学
院



23 强磁场辅助聚变反应
XDB1602020

0 郑 坚
2016/07-
2021/12

战略性先
导科技专

项B
705.36 中国科学

院

24
中间层与低热层区域金
属层动力学与化学特性

研究
无 薛向辉

2017/01-
2021/12

其他项目-
高技术

101.00 中国科学
院

25
托卡马克二维微波反射
成像及多道多普勒反射

诊断技术研究

2014GB1090
02 谢锦林

2014/01-
2018/12 ITER专项 1200.00 科技部

3. 研究成果总体概述

五年期间，实验室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安徽省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特等金奖1项。实验室人员共在国内外

各类学术期刊发表SCI收录论文462篇，其中在本领域顶尖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293篇，

占实验室已发表论文总数的63%，分别是上一评估期的1.6倍和1.5倍。具体包括Nature
Physics  1篇，Science  Advances  1篇，Nature  Communications  2篇，  Nature
Astronomy  1  篇，Phys.  Rev.  Lett.  1篇，Geophys.  Res.  Lett.  41篇，J.
Geophys. Res. 125篇，Astrophys. J.和Astrophys. J. Lett. 54篇，Physics of
Plasmas 65篇。并获得授权发明专利45项。

3.1 在实验技术方法创立、专用设备研制和改进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和进展具体有：

（1）发展了以激光为主要手段的临近空间大气综合探测手段。创造性地将量子

（单光子）频率上转换探测技术应用于激光雷达，在国际上首次建成气溶胶探测量子

激光雷达。在这项原创性工作中，量子频率上转换能力突破了常温下探测红外单光子

的量子效率极限，开创了一种激光雷达探测新方式。在此基础上，先后实现了量子频

率上转换测风激光雷达、量子超导测风激光雷达的研制，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30余

项，并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为高精度、高时空分辨的大气探测奠定了基础。同

时，推动了科技成果向应用转化，开拓量子激光雷达在气象、环保等领域的示范应用。

（详见代表性成果4）

（2）在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中，以唯一责任单位承担了火星环绕器上的火星磁

强计的研制任务，也是我国深空探测以来首次由高校来承担的型号任务，从初样阶段

的结构件、电性件和鉴定件，到即将交付验收（2019年4月中旬交付）的正样飞行件，

火星磁强计的性能都能够完全满足航天任务的需求。在“半空间宽能谱太阳风粒子探

测器”仪器专项的支持和推动下，实验室建立了一整套空间粒子探测器研制和试验的

地面设备，并依次先后承担了实践十八号试验卫星上的“高轨低能离子能谱仪”

和BD-G3星上的“全向离子探测器”的研制任务，前者已于2017年2月完成所有的试验

验证项目并交付总体，后者目前正进行着正样件的生产和试验，预计将于2019年6月交

付总体。（详见代表性成果5）



（3）在国内首次开展了实验室条件下可重复电离层实验模拟研究工作。建成了可

以依据实验需求进行直流辉光放电、ECR放电和氧化物阴极放电产生大面积均匀等离

子体模拟空间环境，能够开展从电离层到磁层不同空间等离子体区域的物理状态的实

验室模拟，并发展了多种新型等离子体源技术和等离子体诊断方法，其中部分原创技

术已经在航天等领域得到应用。基于该装置开展了多项空间物理基本过程的研究，在

等离子体低频波动和不稳定性研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具有先进水平的进展。开展了实

验室条件下无碰撞磁场重联和阿尔芬波参量不稳定性的初步工作，建立了电子回旋辐

射和激光诱导荧光等诊断系统。（详见代表性成果2、5）

3.2 在基础研究单元取得的成果和进展概况如下：

（1）在近地空间环境对太阳活动响应方面，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包括Science
Advances和Nat. Comm.期刊论文各1篇，JGR Editor's Highlight亮点文章2篇，AAS
Highlight亮点文章2篇，SDO/HMI  Science  Nugget亮点文章3篇），多次受邀在AGU
fall meeting, AOGS等国际会议上做邀请报告。取得了创新性成果包括：创制磁螺绕

数分布图，在三维磁场中客观证认磁绳，开创了结合挤压因子（Q）和磁螺绕数（Tw）
证认磁绳这一独特拓扑结构的方法；揭示日冕磁绳的动态形成过程，发现磁绳主要在

爆发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证据；开展行星际空间中磁绳结构稳定性的研究，进一步证

实日冕物质抛射爆发前有磁通量绳种子的存在，为进一步深入理解日冕物质抛射的形

成和爆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详见代表性成果1）

（ 2 ） 在 临 近 空 间 环 境 的 基 本 物 理 过 程 方 面 ， 发 表 包 括 G R L、JG R、J.
Clim.、Earth Sci. Rev.、Space Weather等国际知名期刊在内的论文60余篇，其中4

篇文章获得GRL、JGR、Space  Weather等期刊的highlight报道或被选为封面文章。基

于自主发展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系列激光雷达探测，结合卫星和其他辅助地面观测数据，

在如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原创性成果：揭示了中间层突发金属层的形成机制，证认了电

离层等离子环境对于中性大气的影响，给出了空间因素可以作用到中高层大气的直接

证据；完善了对流层-中高层大气垂直耦合链条的研究，从观测和模拟研究两个角度证

实了低层大气经由重力波实现的对中高层大气动力学和气候学过程的调制；深化了热

层高度中性大气与电离层耦合研究，提出了热层、电离层有关物理过程的形成机制的

新观点，提高了热层大气密度、温度预报精度。（详见代表性成果3）

（3）在空间等离子体的基本物理过程方面，发表包括Nature  Physics,Phys.
Rev. Lett., GRL, APJ，JGR，PoP等国际知名期刊在内的论文90余篇。结合卫星观测

和数值模拟，在如下方面取得了创新性得成果：首次得到了无碰撞磁场重联过程中磁

岛合并的观测证据，给出重联扩散区处于湍动状态的图像；分析了磁岛合并过程中电

子加速并形成幂律谱的物理过程；研究了地球辐射带中哨声波的非线性演化，通过卫

星观测和数值模拟分析了上升调合声波的形成，并提出了高频哨声波的一种形成机制；

建立了电子回旋辐射和激光诱导荧光等诊断系统，开展了实验室条件下无碰撞磁场重

联和阿尔芬波参量不稳定性的初步工作。（详见代表性成果2）



4. 代表性研究成果简介

代表性研究成果按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基础性工作分类。

代表性研究成果是指评估期内在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上，以实验室为基地、实验室固定人

员为主产生的系统性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代表性研

究成果应是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所开展的、为促进科学发展或解决关键科技问题以及

为国家发展决策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科研系列进展，名称表述应明确、具体，而不是某研究方

向上关联度不高的成果的汇总和拼盘。

代表性研究成果1名称 类别
成果是否为第

一完成单位
本室固定人员

参加名单
所属研究方向

日冕和行星际空间中磁绳的
研究

基础研究 是
汪毓明;刘 睿;

申成龙;
近地空间环境对太阳

活动的响应

磁绳（Magnetic Flux Rope）一般被认为是太阳爆发活动（包括耀斑、暗条/日珥

爆发和日冕物质抛射等）中的核心结构，而磁绳的不稳定性也被广泛认为是太阳爆发

活动产生的重要物理机制。研究磁绳的形成、分布和演化过程等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各

种太阳爆发活动的基本物理过程的了解，是研究和预报各种太阳爆发活动的基础，具

有重要的科学和应用意义。基于此，实验室汪毓明教授研究团队围绕磁绳开展了一系

列的研究，主要科学发现如下：

（1）创制磁螺绕数分布图，在三维磁场中客观证认磁绳

由于现仍无法实现对日冕磁场的直接观测，因而，以光球磁场作为底边界进而外

推获取日冕三维磁场结构是研究磁绳的形成和演化的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以前的研究

中，研究者多基于自有的经验对外推日冕三维磁场中的磁绳进行主观判断。实验室刘

睿教授等人创新性的利用磁通量管的几何性质（磁螺绕数Tw、和挤压因子Q），——
来研究磁绳[Liu et al. ，2016, ApJ]。通过同时计算挤压因子Q和磁螺绕数Tw的高

精度三维分布，得到磁绳的客观判据：由磁准分界层  (Q>>1)  包裹的磁螺绕数增强

(|Tw|≥1) 的三维区域即为磁绳，且磁螺绕数Tw极值处即为磁绳主轴。同时，刘睿教

授等人通过对多个耀斑的研究发现磁螺绕数Tw的极值通常在耀斑前增强，在耀斑峰值

后下降，并提出监测磁螺绕数Tw的变化预警太阳爆发活动的可能。通过严格的推

导，Liu et al. (2016) 还给出了Tg（任意曲线缠绕主轴的圈数）与Tw（相邻磁力线

相互缠绕的圈数）的关系，以及可用后者来近似前者的适用条件，首次阐明了Tw的物

理和几何意义。早在十年前Berger & Prior (2006,J. Phys. A: Math. Gen.) 给出

了Tg与Tw的公式，但未涉及两者关系。由于Tw的计算不涉及主轴，这给研究者带来极

大方便。应美国“日震和磁像仪”（Helioseismic and Magnetic Imager）仪器组的

邀请，刘睿在第49期HMI Science Nuggets 撰文报道了这一进展。这一工作得到拓扑

领域多位知名学者的肯定和引用，包括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应用数学系Alan  Hood教



授和Eric Priest教授，英国邓迪大学数学系Gunnar Hornig教授、英国杜伦大学数学

系Christopher Prior教授和Anthony Yeates教授等人 (Yeates & Hornig2016, A&A;
Prior & MacTaggart 2016, Geophysical & AstrophysicalFluid Dynamics; Lowder
& Yeates, 2017, ApJ; Threlfall, Hood, Priest, 2018,Solar Physics)。其中英

国杜伦大学数学系团队（Lowder & Yeats, 2017, ApJ）指出，“在三维磁场中证认

磁绳的问题过去未引起重视，Liu et al. (2016) 开创了结合Q因子和Tw证认磁绳这

一独特拓扑结构的方法。”我们的方法和代码为国内外众多同行所采用，被广泛应用

于从光球外推或MHD模拟的三维磁场。Liu et al. (2016) 的SCI被引次数在全球天文

和天体物理学领域处于前1%，获得IOP Publishing颁发的“2018高被引作者奖”。

（2）揭示日冕磁绳的动态形成过程，发现磁绳主要在爆发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证

据

近地飞船的就位探测表明磁绳结构普遍存在于行星际日冕物质抛射中，但磁绳在

太阳爆发前是否存在以及形成过程等问题在近几十年来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对于日冕磁

绳的内部结构我们更是知之甚少。实验室刘睿教授等人另辟蹊径，从太阳表面的响应

入手研究磁绳的形成过程。利用对美国太阳动力学天文台卫星(SDO)的观测数据分析

刘睿教授等人发现磁绳主要在爆发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证据:在耀斑脉冲相观测到磁绳

的两个共轭足点由色球耀斑双带远端的亮点向外扩展为不规则的闭合亮带，而亮带内

部由于等离子体沿磁绳磁力线逃逸到行星际空间出现日冕暗化。该。同时，刘睿教授

等人进一步推出磁绳内部的磁场扭缠的分布：内部磁场高度扭缠(10π以上)，由内向外

扭缠度降低。这一分布与磁绳到达地球时根据近地飞船的局地观测结果重建的磁绳一

致。该部分相关成果与2017年在Nature Communucation上发表[Wang, Liu*, et al.
2017,Nature Communications]。论文于2017年11月在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后，

已获得SCI引用13次。其中，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应用数学系团队(Threlfall et al.
2018Solar  Physics)指出，我们给出的磁绳轴向和横向磁通以及磁螺绕数随时间的演

化至为关键，并详细比较了他们的模型和我们的观测结果。刘睿以特邀报告的形式

在4th International SpaceWeather Conference（45分钟报告+15分钟讨论）和AOGS
2017 介绍了关于磁绳动态形成的工作。



图1. SDO飞船上的AIA观测的磁绳足点

（3）开展行星际空间中磁绳结构稳定性的研究，进一步证实日冕物质抛射爆发前

有磁通量绳种子的存在

基于卫星的局地观测数据，利用自主开发的速度修正的均匀扭缠的非线性无力场

磁通量管模型(Velocity-modifiedGold-Hoyle Flux Rope Model, VGH模型)，汪毓明

等人[Wang et al., 2016]统计发现了行星际空间中大尺度磁绳的总缠绕度(Φ）的上限

由两倍的纵横比决定，即2倍磁绳的轴长和半径的比值，这样的结果表明磁绳可以高

度扭缠并且磁绳内圈可以缠得比外圈更紧。进一步，汪毓明等人[[Wang  et  al.,
2018]利用多位置处的行星探测卫星观测数据，对一个典型日冕物质抛射事件的磁绳

结构的演化展开分析，进一步证实了磁绳内部缠得紧外围缠得松的结构。而这样一种

结构的存在，意味着在日冕物质抛射爆发前有磁通量绳种子的存在，这也与刘睿教授

等人[Wang Liu* et al., 2017]对太阳表面日冕物质抛射爆发过程研究的结果相吻合,

对进一步深入理解日冕物质抛射的形成和爆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该成果分别于2016

年和2018年发表在国际期刊《JGR – Space Physics》上(Wang et al., 2016；2018)，
两次入选编辑推荐的亮点成果。

图2. 磁云MFR内部的总缠绕圈数及其统计规律

对日冕和行星际空间中磁绳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众多创新性成果，评估期间发表论

文60余篇（其中包括Science Advances和Nat. Comm.期刊论文各1篇，JGR Editor's



Highlight亮点文章2篇，AAS Highlight亮点文章2篇，SDO/HMI Science Nugget亮点

文章3篇），国际邀请报告20多次。团队成员苏振鹏教授获得2014年基金委优青、申成

龙教授获得2018年基金委优青。团队首席汪毓明教授  2017  年被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AGU）聘为卓越教育奖评奖委员，2018 年入选第三批万人计划之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并以第一完成人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联合国下属 “日地物理科学委员会”的

“太阳变化及其对地影响（VarSITI）”组织“电子期刊（2018年10月刊）在其“亮点

青年科学家”栏目中对团队申成龙教授进行了介绍。团队成员刘睿教授获得英国物理

学会出版社(IOP Publishing) 颁发的“2018高被引中国作者奖”（Top Cited Author
Award(China)）。

图3.  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汪毓明、申成龙、王水）、刘睿教授获取“2018高被引中国

作者奖”、“太阳变化及其对地影响（VarSITI）”对申成龙教授的“亮点青年科学家”介绍

成果佐证清单

序号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完成人
刊物、出版社或授权单

位名称
年、卷、期、页或专

利号

1 论文

Buildup of a
Highly Twisted
Magnetic Flux
Rope during a
Solar Eruption

刘睿*#、汪毓
明、申成龙等

Nat. Comm. 2017,8, 1330

2 论文

Understanding
the twist

distribution
inside magnetic
flux ropes by
anatomizing an
interplanetary
magnetic cloud

汪毓明*#、申
成龙、刘睿等

J. Geophys. Res. 2018, 123,
3238-3261



3 论文

On the twists of
interplanetary
magnetic flux
ropes observed

at 1 AU

汪毓明*#、刘
睿、申成龙等

J. Geophys. Res. 2016,121,
9316-9339

4 论文

Stereoscopic
Observation of

Slipping
Reconnection in
A Double Candle-
Flame-Shaped

Flare

刘睿*#、汪毓
明等

Astrophys. J. Lett. 2016,821, L28(7pp)

5 论文

A Solar Coronal
Jet Event
Triggers A
Coronal Mass
Ejection

汪毓明*、申
成龙、王水等

Astrophys. J. 2015,813, 115(6pp)

6 论文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a
Failed and a
Successful
Eruption

Initiated from
the Same
Polarity

Inversion Line
in AR 11387

汪毓明*等 Astrophys. J. 2018,858,
121(14pp)

7 论文

Critical Height
of the Torus
Instability in
Two-Ribbon Solar

Flares

刘睿*#、汪毓
明等

Astrophys. J. Lett. 2017,843, L9(6pp),

8 论文

Structure,
Stability, and
Evolution of
Magnetic Flux
Rop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gnetic Twist

刘睿*#、汪毓
明等

Astrophys. J. 2016,818,
148(12pp)

9 特邀报告

On the twist of
magnetic flux
ropes in the

corona and solar
wind

汪毓明
SHINE Meeting, Cocoa

Beach
2018-07 Florida,

USA



10 特邀报告

Reconstructing
3D Solar Wind
Structures in
the Inner

Heliosphere from
STEREO Dual

Views

汪毓明 AGU Fall Meeting, 2018-12,Washington
DC, USA

11 特邀报告

Deflected
Propagation of
Coronal Mass
Ejections: One
of the Key

Issues in Space
Weather

Forecasting

汪毓明
The 4th AOSWA
workshop,

2016-10,Jeju,
Korea

12 特邀报告

Tracking the
evolution of a
CME flux rope
from its birth
on the Sun to 1

AU

汪毓明 AOGS2014, 2014-07,Sapporo,
Japan

13 特邀报告

Interaction
between multiple
CMEs and its

impact on space
weather

申成龙 ISEST 2018, 2018-09,Hvar,
Croatia

14 特邀报告

Deciphering the
Buildup of

Magnetic Twist
in a Flux Rope
Formed by Flare
Reconnection

刘睿
Fourth International

Space Weather
Conference

2017-08

15 特邀报告
Formation of

Coronal Magnetic
Flux Ropes

刘睿 AOGS 2018 2018-06

代表性研究成果2名称 类别
成果是否为第

一完成单位
本室固定人员

参加名单
所属研究方向

空间等离子体物理理论、观
测与实验室研究

基础研究 是

陆全明;郑 坚;
王荣生;孙 玄;
高新亮;陶 鑫;

谢锦林;

近地空间环境中的基
本物理过程;空间等

离子体环境的实验室
研究

空间等离子体中的物理过程是我们了解空间环境中各种爆发现象的基础。磁场重

联快速地将磁场能量转化为等离子体的动能和热能，对无碰撞磁场重联的研究不仅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预报空间等离子体环境中的爆发现象，同时无碰撞磁场重联过

程中往往会产生高能量的带电粒子。而等离子体波动可以通过波和粒子相互作用加热/

加速等离子体，进而影响空间环境中的宏观现象。我们通过数值模拟、卫星观测和等

离子体实验装置对相关的物理过程进行了研究，主要科学发现如下：

（1）无碰撞磁场重联中磁岛的演化

磁场重联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大量磁岛的产生，这些磁岛会发生相互作用甚至合

并。磁岛的合并在磁场重联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提高磁场重联中能量

转化的效率，还可以更加有效地加速带电粒子。虽然磁岛的合并及相关的物理过程已

被大量的数值模拟所预测，但一直缺乏直接的观测证据。我们用高精度的卫星观测数

据，在磁尾观测到的一个磁场重联的事例中，发现在磁场重联的扩散区中存在着大量

的磁岛，并首次证实部分磁岛在发生相互作用、合并，最终演化为湍动状态。据此，

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磁场重联新的物理图像：磁场重联的扩散区常常处于湍动状态，

里面存在着大量的在发生相互作用的磁岛。这样的一个关于磁场重联的物理图像可以

更加有效地将磁场能量转化等离子体的动能和热能，并加速带电粒子。该工作发表

在Nature Physics[Wang etal., 2016]上,发表后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奥地利科学院官

网、中国科学院官网和科学网都报道了该工作，并被Cluster官网报道认为是一个里

程碑工作。此外，我们进一步通过卫星观测数据在磁场重联的出流区发现了磁岛合并，

提出了磁岛合并的观测判据，分析了磁岛合并区的性质，指出磁岛合并在磁场重联中

应该是经常发生的，有关工作发表在J. Gesophys. Res.[Wang etal. 2017]上。我们

通我们通过大尺度的粒子模拟研究了有引导场情况下的无碰撞磁场重联的过程，发现

在磁场重联的出流区和磁岛内部都可能存在着电子剪切流，这种电子的剪切流可激发

电子K-H不稳定性，并进而诱发次级磁场重联的发生，甚至产生磁岛。这种次级磁场

重联的产生可进一步将磁场能量耗散成等离子体的动能和热能，提高能量转化的效率。

有关工作发表在Geophys. Res. Lett.[Huanget al., 2015]和Astrophys.J.[Huang
et al., 2017]上。

 

图1. 重联扩散区中磁岛合并的观测和示意图 

此外，我们还通过粒子模拟对重联演化时产生磁岛、随后磁岛合并过程中的电子

加速进行了研究，发现电子先是在重联发生时在X点通过重联电场加速，随后由于磁

岛的收缩通过费米机制加速，在磁岛合并时也是先通过重联电场加速，两磁岛合并形

成一大磁岛后，电子在大磁岛的收缩过程中通过费米机制加速，加速后的高能量电子



可以形成幂率谱分布；并且随着引导场的增加，费米机制加速电子的效率会降低。有

关工作发表在Astrophys. J. [Wang etal.,2016]和Phys.Plasmas [Wang et al.,
2017；Lu et al., 2018]上。

（2）地球辐射带中哨声波的非线性演化

地球辐射带中的高能量电子能够对飞行器和宇航员造成严重伤害，一直是空间天

气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地球辐射带内充满了哨声波、离子回旋波、磁声波等等离子体

波动，这些波动不仅是加速电子到兆电子伏特能量的因素，也可通过投掷角散射沉降

电子到极区。我们主要是通过粒子模拟和卫星观测对地球辐射带中的哨声波的激发和

演化进行了研究。自主完成了一维和二维的背景磁场为磁镜条件下的粒子模拟程序，

模拟结果发现哨声波先是在赤道附近被激发，在向高纬传播过程中其频率会增加形成

升调合声波，相关结果发表在J. Geophys. Res. [Tao etal., 2014; Ke et al.,
2017]  上。首次发现了多波段合声波的观测事例，该种合声波频谱的高频波段大致为

低频波段的高阶谐波，并提出了高频谐波是通过低频波的静电成份和电磁成份的非线

性耦合而激发的，同时将这种机制命名为低频波串级。该研究不仅证实了磁层哨声波

存在非线性波波相互作用，而且为高频波段合声波的激发提供了一种合理的理论解释。

有关工作发表在Geophys. Res. Lett. [Gaoet al., 2016，2017]上。

图2. 升调合声波的粒子模拟

（3）等离子体装置的建设

卫星只能对其轨道处的物理量被动地进行测量，难以对空间等离子体中的物理过

程进行全面、主动、细致的研究。相对于昂贵、局域、被动的卫星观测，可进行全域、

主动、多点同时、高精度测量的地面实验平台正成为研究有关等离子体物理过程的另

外一种重要的手段。我们已经建成两个独具特色的地面等离子体实验装置。第一个是

磁化激光等离子体装置，第二个是多功能轴对称地面等离子体装置KMAX。装置的建立

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并且我们已经在该装置上开展了阿尔芬波和磁场重联的实



验工作，得到了一些初步的结果。此外，我们研制成功了可对等离子体电子温度及其

涨落进行二维高时空分辨测量的电子回旋辐射诊断系统，可对等离子体密度及其涨落

进行二维高时空分辨测量的微波反射成像诊断系统，可快速测量等离子体密度的先进

太赫兹固体源多通道干涉诊断系统，完成了国内首套可测量非磁化等离子体离子扩散

系数的激光诱导荧光诊断系统 [Zhang et al., RSI, 2018]，国内首套可测量等离子

体电子温度及参量衰变过程的相干汤姆逊散射诊断系统。这些实验装置为开展相关等

离子体物理过程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平台，发展的诊断技术为深入细致地观测等离子体

中的物理过程提供了实验手段，保障了我们开展理论、模拟和实验的紧密合作研究。

图3. 多功能轴对称地面等离子体装置KMAX

在空间等离子体物理的数值模拟、卫星观测和实验室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评估期内发表包括Nature Phys., Phys. Rev. Lett., GRL、JGR在内的文章90余篇,在

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邀请报告20余次；获得2017年安徽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二等

奖；实验室蔡辉山教授入选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支持；从国外引进“青年千人”入选

者贾青教授。

成果佐证清单

序号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完成人
刊物、出版社或授权单

位名称
年、卷、期、页或专

利号

1 论文

Coalescence of
magnetic flux

ropes in the ion
diffusion region

of magnetic
reconnection

王荣生#*、陆
全明*等

Nature Physics 2016, 12, 263-267



2 论文

Interaction of
magnetic flux
ropes via
magnetic

reconnection
observed at the
magnetopause

王荣生#*、陆
全明*等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2017, 122,
10436-10477

3 论文

Magnetic islands
formed due to
the Kelvin-
Helmholz

instability in
the outflow
region of

collisionless
magnetic

reconnection

黄灿#、陆全明
*等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

2015, 42,
7282-7286

4 论文

Development of
turbulent
magnetic

reconnection in
magnetic island

黄灿#、陆全明
*、王荣生等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2017, 835，245-249

5 论文

The mechanisms
of electron
acceleration

during multiple
X line magnetic
reconnection
with a guide

field

王焕宇#、陆
全明*等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2016, 821，84-91

6 论文

Electron
acceleration in
a secondary

magnetic island
formed during

magnetic
reconnection
with a guide

field

王焕宇#、陆
全明*等

Physics of Plasmas 2017, 23, 052113

7 论文

Formation of
power law
spectra of
energetic

electrons during
multiple X line

magnetic
reconnection
with a guide

field

陆全明#*等 Physics of Plasmas 2018, 25, 072126



8 论文

A numerical
study of chorus
generation and
the related
variation of
wave intensity
using the DAWN

code

陶鑫#*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2014, 119,
3362-3372

9 论文

Generation of
rising-tone

chorus in a two-
dimensional

mirror field by
using the
general

curvilinear PIC
code

柯阳光#、高
新亮、陆全

明*等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2017, 122,
8154-8165

10 论文

Generation of
multi-band

chorus by lower
band cascade in
the Earth’s
magnetosphere

高新亮#、陆
全明*等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

2016, 43,
2343-2350

11 论文

Generation of
multiband chorus
in the earth’s
magnetosphere:1-
D simulation

高新亮#、陆
全明*等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 2017, 44, 618-624

12 论文

Laser-induced
fluorescence
diagnostic via
pulsed lasers in
an argon plasma

张乔枫#、谢
锦林*、孙玄、

陆全明等

Review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 2018, 89, 10C119

13 Keynote
talk

Electron
acceleration

during magnetic
reconnection:

Particle-in-cell
simulations

陆全明
6th East-Asia School

and Workshop 2016-07,日本筑波

14 邀请报告

Energetic
electrons during
multiple X line
reconnection

陆全明
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General
Assembly 2018

2018-04,奥地利维也
纳



15 邀请报告

Coalescence of
magnetic flux
ropes detected

in the
magnetosphere

王荣生
US-Japan Magnetic

reconnection
workshop

2017-03,日本松山

代表性研究成果3名称 类别
成果是否为第

一完成单位
本室固定人员

参加名单
所属研究方向

中高层大气与电离层、低层
大气耦合研究

基础研究 是
窦贤康;薛向
辉;雷久侯;李

陶;陈廷娣;

近地空间环境中的基
本物理过程;高空大
气地基探测与研究

中高大气是地球大气向空间过渡并相互耦合的区域，它的变化一方面受到电离层

电动力学、光化学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低层大气活动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耦

合体系，研究不同时空尺度的中高层大气环境的变化性，探讨与之相关的外部驱动过

程是空间物理研究热点之一。在评估期内，基于自主观测，结合国际卫星数据和模式，

重点研究了空间等离子体环境与中高层大气电动力学耦合关系，以及低层大气活动与

中高层大气的动力学耦合过程，创新性成果包括：

（1）中间层金属层与电离层、低层大气活动耦合关系研究

在中高层大气中，由于流星注入形成永久性金属层与电离层E层之间存在密切耦合，

金属层中的一些过程（如热层金属层、突发金属层）会受到电离层E层等离子的显著

影响。虽然电离层等离子体行为主要由太阳辐射和地磁活动控制，最近一些研究表明

却发现对流层的雷暴等强对流天气以及与闪电有关的高层大气光学现象也可能对低电

离层产生影响。

实验室研究人员利用国家大科学工程子午工程电离层数字测高仪，配合全球闪电

定位系统(The World Wide Lightning Location Network)多年的观测数据，利用时

序叠加统计分析研究发现：电离层突发E层在闪电之后出现增强现象，且与闪电的能

量相关；在低纬度沿海地区闪电具有更强的能量，导致电离层突发E层增强现象更加

显著[Xue* et al.,JGR,2015]。进一步，结合子午工程钠激光雷达观测，首次报道了

闪电发生后中性金属钠原子密度增强的新现象，揭示了雷暴活动激发波动的动力学效

应以及闪电系统的电磁效应对中间层金属钠层的可能影响[Xue* et al.,GRL,2017]。
研究人员还首次报道了出现在低纬度地区170km高度热层钠原子金属层，并提出赤道

电离层赤道喷泉效应形成超高钠原子层的假说[Dou* et al., JGR, 2015]；同时也发

现，金属层中中性金属密度的突发现象，除了与电离层E层突发存在耦合之外，还存

在很强的区域特性，并基于观测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含冰尘埃钠原子储库的模型，丰富

了对中性金属原子突发现象机理的认识[Dou* et al.,JGR, 2018; Earth Sci. Rev.,
2016]。

中性金属原子闪电后增强现象文章在GRL发表后，编辑以highlight报道，指出



“该工作首次（First  time）报道了一种新的观测现象（novel  observation），其

结论是基于相当大量数据（a very large data set）鲁棒分析（robust analysis）
得出的”。



图1. GRL对中性金属原子闪电后增强工作的highlight报道

（2）中间层中性大气对地磁活动的响应研究

中间层大气其主要成分为大气分子，大气分子间的运动以碰撞为主，一般认为不

受地球磁场以及地磁活动的影响。太阳活动会产生强烈的地磁扰动，影响磁层-电离

层-热层系统。但是，中间层的中性大气是否受到太阳活动的影响还不清楚。

实验室研究人员首先基于流星雷达探测的流星余迹的衰减时间（双极扩散系数），发

展了中间层顶大气密度和温度反演算法[Xue* et al., JGR, 2018]。在此基础上，分

析了南极Davis观测站的流星雷达2005-2017年（第23和24太阳活动周）的中间层顶大

气密度变化。发现极区中间层顶中性大气密度存在明显的6.75、9和13.5天变化，且与

地磁活动指数Kp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谱分析表明中间层大气密度的这种扰动源来自

于地球上层大气，而非低层大气波动的上传，揭示了太阳风高速流与地球中间层中性

大气耦合的新现象[Xue* et al., GRL,2017]。同时，研究还发现中间层顶中性大气

对地磁活动的响应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这与热层大气密度与地磁活动存在正相关性的

观测结果刚好相反[Xue* et al.,JGR,2017]。进一步，利用从极区到中纬度分布的多

台流星雷达系统，研究了强磁暴期间中间层中性大气的纬度响应。结果表明在强磁暴

期间南北极中间层顶大气密度存在明显的下降，且两极地区的中间层顶大气密度存在

相似的变化特征。在磁暴期间，极区中间层顶大气密度下降可超过10%，且密度对磁

暴负响应可以延伸至中纬度（40o）地区[Xue* et al.,GRL, 2018]。

这些观测事实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空间天气的日地能量耦合过程。关于中间层大气

对太阳风周期响应的文章被JGR编辑highlight报道，同时，欧洲科研团队引用我们的

工作，指出“他们在中间层区域的观测结果是很重要的，该研究填补了大气层观测中

缺失的环节⋯这样，高纬地区整层大气都表现出对地磁活动的响应，这是此前大气科



学界所没有预期的”。

图2. JGR对中性金属原子闪电后增强工作的highlight报道

（3）热层-电离层耦合过程及其受外部驱动影响研究

热层和电离层主要受到太阳活动驱动，其中中性成分与等离子之间存在密切的耦

合。实验室研究人员利用电离层热层耦合模拟，结合电离层热层观测数据，系统研究

电离层热层大气相互耦合过程及其受外部影响的研究[Lei*  et  al.,  Space
Weather,2018]。揭示了太阳日冕抛射物质（CME）磁暴初相期间热层大气赤道异常的

变化特征，并甄别了地磁活动对中低纬热层大气尤其是赤道异常现象的直接与间接的

调制作用[Lei* et al.,JGR,2017]。发现磁暴期间，热层赤道槽更明显，但高纬能量

注入趋于破坏异常驼峰。虽然磁暴期间电离层电子浓度呈现正暴效应，但电子浓度的

变化而导致的中性大气-等离子体加热等对热层大气赤道异常的影响相对较小[Lei  et
al.,  JGR,2015]。在此基础上，首次实现高精度精细结构模拟，开展系列电离层热层

耦合研究，尤其是日食期间电离层热层物理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日食影响不

只是局限于太阳辐射受遮挡的日食区域，全球电离层热层都有剧烈变化，同时表现类

似磁暴的长恢复过程[Lei* et al., JGR, 2018]。因此，日食不是一个简单、瞬间及

当地效应，且不单单影响电离层热层，还影响电离层磁层耦合过程。在该研究方向多

篇文章被杂志选为封面文章或亮点文章，其中《Space weather》highlight我们的研

究并强调“科学家结合理论与长期观测提高了卫星运行区域热层大气的预报精度，有

助于规避卫星碰撞”。



图3. Space Weather热层大气温度预报的highlight报道

在中高层大气与电离层、低层大气的耦合过程研究中取得了众多创新性成果，在

评估期内发表包括GRL、JGR在内的文章60余篇，其中4篇文章获得GRL、JGR、Space
Weather等期刊的highlight报道或被选为封面文章，获国际邀请报告7次。系列研究

成果揭示了过程，发现了空间因素可以作用到中高层大气的直接观测证据，完善了对

流层-中高层大气-电离层垂直耦合链条的研究。团队首席窦贤康教授于2017年当选中

科院院士，并以第一完成人获得2016年安徽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一等奖；雷久

侯教授入选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支持，薛向辉教授入选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支持。

图4. 2016年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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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出版社或授权单

位名称
年、卷、期、页或专

利号



1 论文

Evidence for
lightning-
associated

enhancement of
the ionospheric
sporadic E layer
dependent on

lightning stroke
energy

薛向辉*、窦
贤康、陈廷娣

等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pace
Physics

2015, 120,
9202–9212,

2 论文

The enhancement
of neutral metal
Na layer above
thunderstorms

薛向辉*、窦
贤康、陈廷娣

等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7,44,9555–9563

3 论文

Lidar
observations of
thermospheric Na
layers up to 170

km with a
descending tidal
phase at Lijiang

(26.7°N,
100.0°E), China

窦贤康*、薛
向辉等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pace
Physics

2015, 120

4 论文

Sudden sodium
layers: Their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窦贤康*、薛
向辉等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pace
Physics

2018, 123.

5 论文

A review of
latitudinal

characteristics
of sporadic

sodium layers,
including new

results from the
Chinese Meridian

project

窦贤康*、薛
向辉等

Earth Science
Reviews 2016

6 论文

Estimation of
mesospheric

densities at low
latitudes using
the Kunming
meteor radar
together with

SABER
temperatures

薛向辉*等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pace
Physics

2018, 123,
3183-3195.



7 论文

First
observation of
mesosphere

response to the
solar wind high-
speed streams

薛向辉*、窦
贤康、等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pace
Physics

2017, 122,

8 论文

Response of
neutral

mesospheric
density to
geomagnetic
forcing

薛向辉*、窦
贤康、等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7, 44,

9 论文

High- and
middle-latitude

neutral
mesospheric

density response
to geomagnetic

storms

薛向辉*、窦
贤康、等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8, 45

10 论文

An exospheric
temperature

model based on
CHAMP

observations and
TIEGCM

simulations

雷久侯*，窦
贤康等

Space Weather 2018, 16(2),
147-156.

11 论文

Response of the
topside and
bottomside

ionosphere at
low and middle
latitudes to the
October 2003
superstorms

雷久侯#，栾
晓莉，窦贤康

等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pace
Physics

2015, 120,
6974-6986,

12 论文

A simulation
study of the
equatorial
ionospheric

response to the
October 2013
geomagnetic

storm

雷久侯*等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pace
Physics

2017, 122,



13 论文

Global Responses
of the Coupled
Thermosphere and

Ionosphere
System to the
August 2017

Great American
Solar Eclipse

雷久侯*等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pace
Physics

2018, 123(8),
7040-7050

14 邀请报告

Ionospheric
Density

Enhancements at
Low and Middle
Latitudes during

Superstorms
Observed from

Multiple
Satellites

雷久侯等 美国地球物理年会
2014年12月15-19日，

美国旧金山

15 邀请报告

Topside
Ionospheric
Responses to

Storms Observed
by Low Earth

Orbit
Satellites 

钟嘉豪、雷久
侯

3rd COSPAR SYMPOSIUM 2017年9月18-22日韩
国Jeju

代表性研究成果4名称 类别
成果是否为第

一完成单位
本室固定人员

参加名单
所属研究方向

量子探测激光雷达 应用基础研究 是
窦贤康;夏海
云;孙东松;薛
向辉;陈廷娣;

高空大气地基探测与
研究

地球上空的大气层与空间环境的耦合一直是地球科学的重大前沿问题，解决这一

问题的关键是对中高层大气的有效观测；与此同时，中高空高低速飞行器等军事应用

开发问题迫切需要对临近空间环境进行探测。但在中高层大气中，中性气体稀薄，自

由电子稀疏，导致各种遥感回波信号微弱，探测极其困难。

围绕着中高层大气最难探测的风场要素，实验室通过技术攻关，解决了“千兆

赫”瑞利宽谱的大气分子散射中“兆赫兹”多普勒频移量检测问题，以及影响测量精

度的激光频漂等技术难题，在国内率先实现对流层以上高空风场的激光雷达探测[Dou
et al., OE, 2014;Xia et al., OE, 2014]，并于2014年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激光雷达未来发展的另一个更方向是星载测量，以全面了解全球高空大气环境

（特别是海洋上空）的特征，但是由于星载平台的特殊环境，对激光雷达技术提出了

新的挑战。例如，欧空局世界首台星载测风激光雷达（ADM-  aeolus）的发射计划已

经由2007年推迟发射至2018年。



图1.�2014年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星载平台上，通过增加激光雷达功率-孔径级提升激光雷达探测性能受限的情况

下，实验室科研人员创造性地通过提升激光雷达的量子探测效率，发展了系列小型化、

高可靠性的量子探测激光雷达。

以1.5µm人眼安全的大气米散射激光雷达为例，工作在1.5µm波段的光子铟镓砷探

测器的量子效率约为10%，暗噪声每秒5000个计数（cps）；如果将该波长转换到可见

光波段（863nm），则工作在该波段的硅探测器量子效率可达55%，暗噪声仅每秒16个

计数。通过量子（单光子）频率上转换探测技术，实验室科研人员突破了常温下探测

红外单光子的量子效率极限，利用弱光（50  µJ脉冲激光）、小口径望远镜（20cm直

径）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远距离（～8km）气溶胶昼夜连续探测[Xia,Dou*,  et  al.,
OL,  2016]，并通过基于光纤的法布里-珀罗干涉仪方法实现了量子雷达对风场的昼夜

连续探测[Dou* et al., OE, 2016]。该系统激光能量比美国国家大气科学研究中心

研制同类激光雷达低3个数量级，同时具有功耗低、系统结构紧凑、小型化等优点，

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德国宇航局机载激光雷达负责人 Prof. Andreas Fix和丹

麦科技大学光电子学负责人Prof.Christian Pedersen采用同样的方法实现了CO2观测，

在该论文中他们明确指出“中国科大首次完成了量子频率转换技术对气溶胶的激光探

测”。在  2017年4月第45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量子多普勒激光雷达项目荣获特别

金奖。期间，该发明受到《新华网》、《人民网》、《解放军报》等权威媒体关注。



图2. 单光子频率上转换测风激光雷达获日内瓦发明展特别金奖及相关媒体报道 

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降低激光雷达系统的探测噪声，实验室科研人员基于超导

纳米线技术，采用最精简的光学结构，实现了综合性能最优的超导测风激光雷

达[Xia,Dou*, et al., OL, 2017]。该系统具有高稳定性、可靠性，使激光雷达免于

校准，十天系统误差小于0.1%。为此，美国光学协会(OSA)和科学促进会(AAAS)专题

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发的量子超导测风激光雷达，报道指出：该雷达采用最精

简的光学结构，使整个系统具有足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适合在恶劣的环境（机载、

星载）运行。

图3. 美国光学协会（OSA）对超导测风激光雷达的专题报道 

通过单光子频率上转换和超导纳米线两项原创性关键技术，实验室实现了激光雷

达探测系统高光电转化效率（量子效率），开创了一种激光雷达探测新模式，实现了

昼夜连续观测、轻小防振、低功耗、常温环境下运行的全光纤保偏结构的激光雷达系

统，适合在机载、舰载、星载等平台的恶劣环境下运行，为高精度、高时空分辨的高

空大气探测奠定了基础，将极大推动我国自主的机载和星载激光雷达发展。

自主关键技术攻关在激光雷达研究方向取得系列创新成果，评估期内，发表包

括OpticLett.,  Optic  Express等国际光学知名期刊在内的论文20余篇，获得授权的

国家发明专利30余项。团队首席窦贤康院士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2014年军队科技进

步一等奖，夏海云副教授获得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计划支持。同时，实验室实现量子

探测技术相关技术成果转化，创建“国耀量子雷达科技有限公司”，获得济南市政

府2.5亿元专项扶持基金支持。



图4.�济南专项基金支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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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文

Mobile Rayleigh
Doppler lidar
for wind and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in
the stratosphere

and lower
mesosphere

窦贤康#、孙
东松、夏海云

等
Optics Express 2014，22(17)，

A1203-A1221

2 论文

Stratospheric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with
scanning Fabry-

Perot
interferometer

for wind
retrieval from
mobile Rayleigh
Doppler lidar

夏海云#、孙
东松、窦贤康

等
Optics Express 2014，22(18)，2177

5-21789



3 论文

Micro-pulse
upconversion
Doppler lidar
for wind and
visibility

detection in the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

夏海云#、窦
贤康*等

Optics Letters 2016，41(22)，5218
-5221

4 论文

All-fiber
upconversion
high spectral
resolution wind
lidar using a
Fabry-Perot

interferometer

夏海云、窦贤康
*等

Optics Express 2016，24(17)，1932
2-19336

5 论文

Dual-frequency
Doppler lidar

for wind
detection with a
superconducting
nanowire single-
photon detector

夏海云*、窦
贤康等

Optics Letters 2017，42(18)，3541
-3544

6 发明专利

一种双波长自适应
光学修正波前畸变
对直接探测测风激
光雷达影响的装置

及方法

窦贤康、夏海
云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号ZL

201410403959.X

7 发明专利

一种高低空同时探
测直接测风激光雷
达系统中鉴频器实

现方法

孙东松、窦贤
康、夏海云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号 ZL

201410306386.9

8 发明专利
扫描式保偏全光纤
法布里-珀罗干涉

仪装置及系统

夏海云、窦贤
康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号 ZL

201610867358.3

9 发明专利
基于超导单光子探
测器的大气探测激

光雷达

夏海云、窦贤
康、薛向辉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号 ZL

201610348507.5

10 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偏振复用
的直接探测测风激

光雷达

夏海云、窦贤
康、薛向辉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号 ZL

201510172766.2

11 发明专利
基于差分受激布里
渊增益效应的直接

测风激光雷达

夏海云、窦贤
康、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号 ZL

201610846712.4



12 发明专利
基于全光纤扫描F-
P干涉仪的大动态

风场探测激光雷达

夏海云、窦贤
康、薛向辉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号 ZL

201610346026.0

13 发明专利
高精度单电机传动
激光雷达三维扫描

仪

夏海云、窦贤
康、薛向辉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号 ZL

201510454959.7

14 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1μm~ 2μm
气体分子吸收谱线
的全光纤测风激光

雷达

夏海云、窦贤
康、薛向辉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号 ZL

201510535632.2

15 发明专利
基于偏振双边缘的
单像素探测测风激

光雷达

夏海云、窦贤
康、薛向辉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号 ZL

201610637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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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室固定人员

参加名单
所属研究方向

空间有效载荷与电离层实验
室模拟装置

应用基础研究 是

张铁龙;汪毓
明;李毅人;郝
新军;申成龙;
苏振鹏;雷久

侯;刘宇;

天基探测技术与研究

太阳风、磁层、电离层中充满了多种类型的等离子体波动和不稳定性，这些等离

子体波动的激发和传播对日地空间能量输运和粒子加热加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等离

子体波动是空间物理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空间等离子体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是利

用发射卫星或者探空火箭来探测空间等离子体的物理参数及分布；二是利用实验室等

离子体模拟空间物理过程。中科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实验室遵循这两种方法思

路，分别发展了载荷研制和地面模拟仪器的研究。

在空间载荷研制方面，主要建立了星载磁强计和空间等离子体探测器等载荷研制

能力。实验室自2011年起逐步建立起了包括低能离子标定系统、磁屏蔽及磁芯筛选测

试系统、磁芯焊接及镀膜设备、磁强计传感器线圈绕制系统、用于组装仪器的千级洁

净室、用于模拟太空环境的真空系统、电子学地面检测系统、用于装配和测试的电子

学实验室等不断完善的载荷研制平台和试验模拟设备（如图1所示）。

图1. 空间载荷实验室设备的发展变化图



在评估期内，已承担三次航天任务，分别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环绕器“火星磁强

计”、实践十八号试验卫星的“高轨低能离子能谱仪”和BD-G3星的“全向离子探测

器”。

“火星磁强计”是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中环绕器有效载荷分系统的科学探测有

效载荷之一，其主要探测任务是：利用环绕器探测火星空间磁场环境；与火星表面磁

场探测仪配合，反演火星电离层发电机电流，研究火星电离层电导率等特性；利用火

星磁场及太阳风磁场观测，研究火星电离层及磁鞘与太阳风磁场相互作用机制。该磁

强计精度为0.01nT，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火星磁强计从2016年初开始研制，分别经

过了设计论证阶段、初样结构件、初样电性件、初样鉴定件和正样件阶段，目前已顺

利进入单机正样件研制的最后收尾工作，将于2019年4月份交付载荷分系统，预计将

于2020年7月份发射升空。

图2.“火星磁强计”初样电性件

“高轨低能离子能谱仪”顺利完成飞行件并通过专家鉴定。然而由于火箭发射失

利，未能获取飞行经验，但已完成包括地面试验性能测试（如图2）等在内的载荷研

制的全部过程，积累了航天经验，形成了全套的技术文档，为后续的“全向离子探测

器”夯实了基础。

图3. “高轨低能离子能谱仪”在真空模拟装置中进行标定试验

“全向离子探测器”将搭载在BD-G3  星上，为该系列卫星空间环境监测包中的有



效载荷之一，它继承和发展了高轨低能离子能谱仪的设计，将为卫星平台及空间天气

预警系统提供局地低能离子能谱等重要的等离子体参数，从而为卫星防护及空间天气

预警提供有力的保障。截至2019年1月底，该项目已完成了试验鉴定件的研制工作，并

转入了飞行正样件的研制过程中。其鉴定件的测试结果表明，全向离子探测器完全满

足载荷设计指标和要求。全向离子探测器将于2019年中交付总体，并于2020年中发射

升空。

限制于空间仪器耗费巨大、重复性差，对许多微观物理过程尚缺乏精确研究，利

用实验室等离子体模拟空间物理过程是一种新发展的方法。利用实验室等离子体易于

重复、诊断精确、耗费较小的特点，能够独辟蹊径的解决一些空间物理的中小尺度的

物理问题。

中科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近年来自主建设了大型科研平台：电离层实验室

模拟装置。装置由真空室、磁场系统、真空获得系统和等离子体诊断系统等部分组成。

装置真空室长3.5m，直径0.5m，包含两端的双等离子体源区和中心等离子体实验区三

部分。巨大的真空室体积，可以减小壁效应对实验的影响，从而使得该装置适宜于空

间等离子体的研究。磁场系统由6组电磁线圈构成，分别由3台大功率稳压稳流线性精

密电源进行供电。依据实验需求可以产生强度可以连续调节、位形可变的磁场，从而

对不同区域的空间等离子体进行研究。同时实验装置依据实验需求可进行直流辉光放

电、ECR放电和氧化物阴极放电产生大面积均匀等离子体模拟空间环境。等离子体密

度107-1013cm-3，等离子体密度均匀、涨落极小；可以实现fpe/fce=10-2-10,  等离

子体β=10-7-1，可以模拟从电离层到磁层不同空间等离子体区域的物理状态。基于该

装置开展了多项空间物理基本过程的研究，在等离子体低频波动和不稳定性研究等方

面取得一系列进展，连续在Geophysical  ResearchLetters等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并申报发明专利6项。

图4. 空间等离子体实验装置

极区宽波段极低频湍流对极区电离层加热和离子加速有着重要影响，是极区等离

子体物理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然而过往几十年对其激发机制一直存在争议。针对该

问题，研究小组科研人员在实验室控制各种参量，实验室重现了极区宽波段极低频湍

流的激发。由于装置独特设计优势，该研究小组首次实现了目前频率最低的宽波段极

低频湍流，这和FAST等空间卫星观测结果符合的很好。从而实验证明了剪切流和密度

梯 度 均 能 独 立 极 区 等 离 子 体 的 宽 波 段 极 低 频 湍 流 。 该 工 作 发 表 相 继 在 2 0 1 7 年

Geophysical ResearchLetters和2018年的Physics of Plasmas上。 该工作发表后短



时间内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日本、挪威和俄罗斯三国的联合探空火箭项目ICI-3
引用该结果解释探空火箭观测的极区小尺度不均匀体成因。

图5. 电场和密度不均匀激发的极区宽带极低频湍流

继该工作之后，该研究小组又关注到另一类重要空间等离子体不稳定性，开尔文-

亥姆霍兹不稳定性。通过改变真空室内中性气体密度，连续调控等离子体中中性气体

和带电粒子的碰撞频率，分别实验模拟了无碰撞等离子体和类似电离层强碰撞等离子

体状态。并且，进一步调控等离子体剪切流的强度和空间尺度，分别在两种状态下激

发实现了KH不稳定性的激发。首先在无碰撞等离子体中激发了KH不稳定性，同时观察

到了KH不稳定性的静电和电磁模式及静电电磁模式的转化过程。实验表明了电磁KH模

式可以由静电模式转化得到，考虑到空间等离子体能量输运过程都是由电磁模式完成

的，这就为KH不稳定性应用到太阳风到磁层顶能量输运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验支持。

之后，通过提高真空室内中性分子密度，使等离子体逐渐过渡到类似电离层的强碰撞

等离子体状态。在类似电离层环境中观察到了KH不稳定性的激发，并研究了其频率和

色散关系的变化。实验证明了KH不稳定性可以在类似电离层碰撞环境中激发，从而为

其应用到电离层不规则体的理论解释提供了重要实验支持。上述研究成果分别发表

在2018年2月份和9月份的Geophysical ResearchLetters上。

图6. 电离层环境中KH不稳定性的激发

装置建设过程中，我们还发展了多种新型等离子体源技术和等离子体诊断方法，

其中部分原创技术已经在航天等领域得到应用。例如我们发明的新型平装探针技术，

该探针技术可以与飞行器表面曲面共形，因此可以克服流场烧蚀问题，开展飞行等离

子体参数诊断工作。目前正在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十所联合开展某型号搭载试验，这是



国内首次开展超高音速飞行器流场等离子体的在线测量工作。

评估期间发表相关技术论文30多篇，申请专利7项，完成工程技术文档100多份。

成果佐证清单

序号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完成人
刊物、出版社或授权单

位名称
年、卷、期、页或专

利号

1 论文
低能离子能谱仪上

位机软件设计

齐伟，李毅人，
郝新军，王淑
文，元光远，
戴古月，张铁
龙，汪毓明#*

核电子学与探测技术
2017 37(07):

700~705

2 论文
空间低能离子能谱
仪地面实时测试软

件设计

胡小文，郝新
军，李毅人，

张铁龙#*
电子测量与技术 2018 (04): 140~143

3 论文
离子探测分析器地

面标定系统设计

丘丙林、李毅
人、陈满明、
张飞、申成龙、

汪毓明#*

核电子学与探测技术
2018 5,38(3):

404~409

4 论文
半空间低能离子谱

仪高压电源设计

章伟杭、郝新
军、李毅人、
王淑文、封常
青、陈满明、
杨小平、胡任
翔、单旭、汪

毓明#*

核电子学与探测技术
2018

7,38(4):459~463

5 论文

A low-energy ion
spectrometer

with half-space
entrance for
three-axis
stabilized
spacecraft

HU RenXiang,
SHAN Xu#,

YUAN
GuangYuan et

al.

Science in China -
Series E:

Technological
Sciences

2018.10.19



6 论文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Keda Space
Plasma

Experiment
(KSPEX)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boundary

layer processes
of ionospheric
depletions

刘宇、张仲恺、
雷久侯#、曹

金祥、余鹏程、
张逍、徐亮、

赵耀东

Review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

2016，87(9),093504
:1-7

7 论文

Laboratory
excitation of
the Kelvin-
Helmholtz

instability in
an ionospheric-
like plasma

刘宇、雷久
侯#、余鹏程、
凌艺铭、张仲
恺、刘鹏飞、

曹金祥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8,45(9),3846-38
53

8 论文

Spontaneous
emission of

Alfvénic branch
oscillations
from a strong
inhomogeneous
plasma flow

刘宇、雷久
侯#、余鹏程、
刘鹏飞、凌艺
铭张仲恺、曹

金祥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8,45(2),64-70

9 论文

Laboratory
generation of
broadband ELF

waves by
inhomogeneous
plasma flow

刘宇、雷久
侯#、余鹏程、
张仲恺、张逍、

曹金祥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7,44(4),1634-16
40

10 论文

Independent
excitation of
inhomogeneous
energy density

driven
instability by
electron density

gradient

刘宇、雷久
侯#、李敏迟、
凌艺铭、袁靖

程

Physics of Plasmas 2018,25(10),102901
:1-7

11 论文

Electromagnetic
fluctuations

generated in the
boundary layer
of laboratory-

created
ionospheric
depletions

刘宇、雷久
侯#、曹金祥、

徐亮、
Physics of Plasmas 2016，23

012904：1-7



12 论文

Influence of the
Probe Radius on

the Double
Flush-Mounted

Probe
Diagnostics

余鹏程、曹金
祥、张仲恺、
刘宇#、雷久

侯

AIAA Journal 2019,27(4)：1-7

13 论文

Double flush-
mounted probe
diagnostics and
data analysis
technique for
argon glow

discharge plasma

余鹏程、刘
宇#、曹金祥、
徐亮、张逍、

王丕

Review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 2017，88(1):013502

14 论文

Mode Transition
in an

Inductively
Coupled Argon-
Mercury Mixture

Discharge
Studied by

Interferometer
and Optical
Emission

Spectroscopy

张仲恺、张逍、
曹金祥、刘

宇#、王丕、
余鹏程

IEEE Transactions on
plasma science

2018,46(9),3151-31
58

15 论文

Comparisons of
the

Characteristic
on the Mode

Transition in an
Inductively
Coupled

Discharge by
Exciting Coil

Change

张逍、曹金祥、
刘宇#、王彦

鹏、余鹏程、
张仲恺

IEEE Transactions on
plasma science

2017,45(3),
338-345

5. 合作研究的组织情况与实施效果

5.1 中德合作

我实验室刘睿教授致力于研究太阳爆发的源区性质和爆发机制，擅长于观测数据

深入分析和计算以及磁场拓扑结构的研究；汪毓明教授致力于研究行星际日冕物质抛

射和磁云，擅长于分析日冕仪和行星际数据以及对磁云的无力场拟合和重构。德国波

茨坦大学Bernhard  Kliem博士长期从事太阳爆发活动的磁流体力学建模和数值模拟，

擅长于磁绳不稳定性的研究。双方的专长有很强互补性，自2012年以来就建立了密切

合作的关系，在太阳物理领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工作（列表见下）。其中  Gou,
Liu*, Kliem*, et al. (2019) 发表于 Science Advances; Liu, Kliem, et al.
(2016,  ApJ)的SCI  被引次数在全球天文和天体物理学领域处于前1%，获得IOP



P u b l i s h i n g  颁 发 的 “ 2 0 1 8  高 被 引 作 者

奖”(https://ioppublishing.org/news/iop-publishing-awards-top-cited-chinese-authors/)，
并 入 选 美 国 日 震 和 磁 像 仪 仪 器 组 的 “ 科 学 亮 点”  (H M I  S c i e n c e
Nuggets;http://hmi.stanford.edu/hminuggets/?p=1397)。合作团队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中德（NSFC-DFG)合作与交流项目的支持（2018-2020），项目名称为“影响

地球的太阳磁绳的形成和爆发机制”，刘睿和Bernhard  Kliem分别为中方和德方的项

目负责人，汪毓明为骨干成员。

5.2 SCOSTEP ISEST国际合作

评估期内实验室汪毓明教授与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张捷教授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合

作和交流。张捷教授自2012年起作为项目成员参与汪毓明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重点项目（2016年底结束，结题评估为优秀），2016年张捷教授通过中国科大申

报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顺利入选，2014－2018年间，汪毓明教授作为科学委员会成员

参与了张捷教授牵头的ISEST国际合作研究组，该合作研究组是国际日地物理联合会

（SCOSTEP）下的一个5年计划,5年期间，联合召集了3次小型的国际研讨会，取得了众

多成果。

5.3 中-瑞典月球载荷研究

实验室和瑞典空间物理研究所开展了“月球离子与中性粒子分析仪”的合作研制，并

在该项目的驱动下，完成了半球型静电分析器一台和半空间的静电分析器结构件一套

以及相关的电子学系统。

图1. “低能离子能谱仪”原理样机鉴定意见



图2. 半球形静电分析器和半空间静电分析器结构件

5.4 火星磁强计

实验室正开展着火星磁强计的研制工作，目前为正样件的环境试验阶段。火星磁

强计是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中环绕器有效载荷分系统的科学探测有效载荷之一，其

主要探测任务是：利用环绕器探测火星空间磁场环境；与火星表面磁场探测仪配合，

反演火星电离层发电机电流，研究火星电离层电导率等特性；利用火星磁场及太阳风

磁场观测，研究火星电离层及磁鞘与太阳风磁场相互作用机制。该磁强计精度

为0.01nT，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图3. 火星磁强计电性件

火星磁强计跟国内外单位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其中国内的合作单位主要为五院513所

（机加工、电装、总装等）、511所（环境试验、剩磁试验）、八院805所（伸杆机构）

等。

国际合作单位有：1);德国Magson公司，它是一所专门开发和研制空间探测用磁通

门磁强计的科技公司；2)奥地利科学院空间研究所（英文名称：SpaceResearch
Institute，德文名称：TheInstitut  für  Weltraumforschung，简称IWF），创建

于1970年，位于奥地利格拉茨市，该研究所的固定雇员由超过80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研

究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是奥地利科学院规模最大的几个研究所之一;布伦瑞克工业大



学地球和地外物理研究所（Institutfür  Geophysik  und  extraterrestrische
Physik, Technische UniversitätBraunschweig，简称IGEP）是欧洲研制磁强计的著

名单位。IGEP还拥有在国际上非常著名的磁强计标定装置Magnetsrode（如图所示），

也是火星磁强计的定标试验的场所之一。

图4. IGEP的磁强计标定装置

5.5 长江特聘教授合作

林郁，美国奥本大学物理系教授，2013-201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江讲座特聘教

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空间等离子体物理。在长江讲座教授聘期内，联合培养了两名博

士生（卢三，2014年毕业；王焕宇，2017年毕业）。

5.6 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参加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的宇航科学与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2013-2017年），配合哈尔滨工业大学申请到了的十二五大科学工

程“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参与了其中空间等离子体科学地面研究装置建设方案

的设计工作。



5.7 BD全向离子探测器

全向离子探测器为本实验室与航天513所共同研制的卫星载荷，为BD-3/G星上的等

离子探测增量载荷包中一台单机。该任务于2017年底落实，2018年完成了初样鉴定件

的研制和试验验收，目前处于正样件的研制阶段，预计将于2019年4月底交付载荷总体。

图5. 全向离子能谱仪初样鉴定件

列举10篇以内代表性合作研究发表的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实验室完

成人
合作单位 合作者 刊物名称

年、卷、
期、页

所属研究
方向

1
The Birth of A
Coronal Mass
Ejection

刘睿#*、
汪毓明

德国波茨坦大学 Kliem,B. Science
Advances

2019,
5(eaau70
04): 1-9

近地空间
环境对太
阳活动的

响应

2

Structure,
Stability, and
Evolution of
Magnetic Flux
Rop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gnetic Twist

刘睿#*、
汪毓明

德国波茨坦大学 Kliem,B. Astrophy
s. J.

2016,
818(148)
: 1-22

近地空间
环境对太
阳活动的

响应

3

Slow Rise and
Partial Eruption
of a Double-

decker Filament.
II. A Double Flux

Rope Model

刘睿 德国波茨坦大学 Kliem,B. Astrophy
s. J.

2014,
792(107)
: 1-10

近地空间
环境对太
阳活动的

响应



4
Extremely Large
EUV Late Phase of

Solar Flares

汪毓明、
申成龙、

刘睿
乔治梅森大学 Zhang,J. Astrophy

s. J.

2015,
802,

35(9pp)

近地空间
环境对太
阳活动的

响应

5 太阳的立体观测 汪毓明 紫金山天文台 季海生 中国科学
2018,7,4

2-46

近地空间
环境对太
阳活动的

响应

6

Dipolarization
fronts as
earthward

propagating flux
ropes: A three-

dimensional
global hybrid
simulation

Lu, S.,
Quanming
Lu, Y.
Lin, X.
Y. Wang,
Y. S.
Ge, R.
S. Wang,
M. Zhou,
H. S.
Fu, C.
Huang,
M. Y.
Wu, and
S. Wang

美国奥本大学 Lin,Y.
J.

Geophys.
Res.

2015,120
,

6286–63
00

近地空间
环境中的
基本物理

过程

7

Investigation of
storm time

magnetotail and
ion injection
using three-
dimensional
global hybrid
simulatio

Lin, Y.,
X. Y.

Wang, S.
Lu, J.

D.
Perez,
and

Quanming
Lu

美国奥本大学 Lin,Y.
J.

Geophys.
Res.

2014,
119,

7413-743
2

近地空间
环境中的
基本物理

过程

8

Laboratory
observation of
magnetic field
growth driven by

shear flow

孙玄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U.S.

Intrator
T.P.

Phys.
Plasmas

2014,21,
4,042109

近地空间
环境中的
基本物理

过程

9

Evolution of flux
ropes in the
magnetotail: A

three-dimensional
global hybrid
simulation

卢三#, 陆
全明*

美国奥本大学
Lin,Y.

（林郁）
Phys.
Plasmas

2015,
22,

052901

近地空间
环境中的
基本物理

过程

10

Generation of
banded chorus by
a two-component

energetic
electron

distribution in
an inhomogeneous
magnetic field

陶鑫* 哈尔滨工业大学
X.G.Wang
（王晓刚）

*

Phys.
Plasmas

2017,
24,10290

1

近地空间
环境中的
基本物理

过程

注：论文必须标注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名称。



二、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1. 队伍结构与团队建设

1.1 实验室队伍的总体情况

目前，中科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共有固定人员52人，其中研究人员37人、

技术支撑人员13人、行政管理人员2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在全体成员（除

管理人员）中的比例为98%。固定成员中，中国科学院院士2人，国家杰出基金8人，

教育部长江学者3人，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3人，中组部千人计划A类入选

者2人，优秀青年5人，青年千人5人，青年拔尖人才1人，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2人，

正高级职称人员29名，副高级职称人员15人。本评估期内（2014.01-2018.12）研究人员

中40岁及以下的青年高级职称人数15人，所占比例达30%。他们已成为科研创新的骨

干力量，在实验室的理论研究、数值模拟、资料分析、观测研究和设备研制等方面取

得了卓越的成绩。

图. 实验室固定人员结构图

 

 

1.2 评估期内队伍建设

（1） 培养和引进一批优秀人才

五年来，实验室始终将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作为实验室建设的首要任务，以高层



次科研人才为重点，努力培养了一批高水平学术带头人和优秀青年科研骨干。五年期

间，实验室新增院士1人，杰青1人，科技部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3人，新增优青4人，

青年拔尖人才1人，新增国际知名期刊主编（副主编）2人。窦贤康教授深入研究了中

高层大气与电离层、低层大气耦合过程中一系列科学问题，发展基于激光主动遥感手

段的中高层大气探测方法，入选201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2015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计

划支持。汪毓明教授深入研究了日地物理和空间天气学等一系列科学问题，揭示了日

冕物质抛射在传播和对地影响过程中的规律并能正确理解和准确预报灾害性空间天气

事件。2014年起担任美国地球物理学会旗下知名期刊《JGR-Space Physics》亚太区主

编，2017年入选科技部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2018年作为第一完成人获教育部自然科

学一等奖。雷久侯教授是在热层和电离层观测和建模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

果，2014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018年入选科技部中青年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薛向辉、苏振鹏、申成龙、蔡辉山教授分别在中高层大气、磁层物理、

日地空间天气、等离子基础理论开展相关研究，在评估期内获得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

支持。夏海云副教授利用量子探测技术开展小型化激光雷达研究，取得出色成绩获得

科技部青年拔尖人才计划支持。

为了拓宽研究领域和培养年轻人才，实验室长期选派年轻教师到欧美等发达国家

研究机构进修和学习，在观测和科学研究方面储备人才。如，（1）蔡辉山教授赴普

林斯顿大学开展破裂过程中逃逸电子与磁流体不稳定性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并发

表Influence of resistiveinternal kink on runaway current profile, Nucl.
Fusion 55,022001，(2015)，该成果被评为2015年Nuclear fusion杂志的亮点文章之

一。  （2）任海骏副教授2018年9月10日赴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开展访问交流和

合作研究，主要致力于测地声模和高能粒子驱动测地声模的理论研究，目前相关成

果Electromagnetic effect ongeodesic acoustic mode with adiabatic electrons
已经在Physics  of  Plasmas上发表。（3）李陶教授赴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开展了

木星和土星大气动力学的的研究，主要开展了巨行星大气模式的模拟工作，相关研究

成果即将投稿到国际权威SCI刊物。

同时，实验室也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为了支撑国家在深空探测方面的战略部署，

同时发展我国行星科学，2018年通过科大人才引进通道，从德国基尔大学全职引进郭

静楠研究员。她长期从事行星空间高能粒子辐射环境的研究，是美国好奇号火星车上

高能粒子探测器的Co-I，两次获得NASA的集体成就奖；2018年，从美国普林斯顿等离

子体物理实验室引进贾青博士，她从事强激光与等离子体的相互作用，是高能量密度

物理研究的优秀青年人才；2018年，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引进了丁卫星教授，

主要从事等离子体物理过程的实验室研究。此外，国内人才引进方面，2015年，实验

室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引进了王荣生副教授，主要从事空间等离子体物理

的卫星观测研究；2017年，从华中科技大学全职引进庄革教授，他长期从事磁约束等

离子体物理研究，是我国磁约束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的领军人物。这些优秀人才的加入

有效的拓展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使得实验室能更好的对接国家在深空探测方面的科

学需求。



（2）实验室拥有科技部“地球空间环境及其对太阳活动的响应”研究创新团队

在培养和引进人才的同时，实验室凝练研究方向，集中科研力量，以中青年学术

带头人为核心，合理配置青年骨干，组建了科技部“地球空间环境及其对太阳活动的

响应”研究创新团队。研究团队依托中国科学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的核心力量，

拥有空间物理领域杰青5人，优青4人，其中团队核心成员汪毓明教授是迄今为止全国

获杰青年龄最小记录的保持者，也是空间物理国际著名期刊《J.  Geophys.  Res.  :
SpacePhysics》的第三位华人主编。团队成员的人均每年新增经费在200万元以上，

近三年发表高水平论文近百篇。创新团队立足于科学前沿、社会发展和国家需求，自

主研发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地基设备和空间探测有效载荷，积极开展国际、国内合

作，是一个实力雄厚、具有很强创新能力、在地球空间环境及其对太阳活动的响应研

究领域发挥重要影响的研究团队。

实验室鼓励青年人才加入各研究团队，承当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在团队发展中得

到培养和提高，进一步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在评估期内，40岁及以下

研究骨干主持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40余项，其中包括杰出青年基

金1项，优秀青年基金4项，面上基金21项，青年基金14项。中科院前沿科学重点研究

项目2项，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2项、其他项目9项。国家科技部项目9项（ITER
计划专项7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项）。

（3）研究生和博士后培养情况

本评估期内，实验室共培养毕业博士90人、硕士44人、出站博士后18人。实验室

目前在读博士生100余人,硕士生77人，在站博士后25人。多名博士后在实验室工作期

间出国交流访问，加强了与国外研究机构的合作。2016年实验室龚韬博士前往日本大

阪大学合作交流；2017朱逸伦博士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习交流；2018年，

吴建飞博士,获得国家基金委公派留学计划支持，赴英国Leeds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访

问研究，合作导师是国际金属层模式专家John  Plane教授，主要开展中间层顶金属层

模式建模研究。于秉坤博士2018年底获得英国牛顿奖学金支持，赴英国Reeding大学开

展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导师是Reeding大学Chris  Scott教授，主要开展日地系统

耦合过程研究。

表: 研究生获奖情况一览表

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高新亮（2015年）、张全浩（2017年）

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卢三（2014年）、谷升阳（2015年）、郝宇飞（2016年）、钟

嘉豪（2017年）、张逍（2017年）

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党童（2018年）

中科院优博：张全浩（2018年）

中国科学院院长奖优秀奖：党童（2018年）



国家奖学金：

博士生：谷升阳（2014年）、阮海炳（2015年）、党童（2015年）、苟廷玉（2015

年）、钟嘉豪（2016年）、张全浩（2016年）、黄福庆（2016年）、陈俊（2016年）、

黄楷（2017年）、党童（2017年）、滕尚纯（2018年）、刘倪纲（2018年）、刘非凡

（2018年）、陈华岳（2018年）

硕士生：赵若灿（2014年）、陈远强（2017年）、陈雪涛（2016年）、任德馨

（2018年）

2. 固定人员名单

1、固定人员：指常年在实验室工作的人员。不包括在读研究生。

2、实验室职务：实验室主任、实验室副主任，实验室秘书、其他。

3、工作性质：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4、职称等级：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初级、其他。

5、研究方向：与第一部分实验室基本情况列表中的研究方向对应，填写研究方向序号。研究人

员在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应与实验室研究方向一致。技术和管理人员可按实际情况填写。

6、最后学位：博士、硕士、学士、其他。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等级 实验室职务 研究方向
最后
学位

工作性质 在室时间

1 窦贤康 男 1966-01 正高级 实验室主任 博士 研究人员
2005/01-至

今

2 陆全明 男 1969-02 正高级
实验室副主

任
博士 研究人员

2005/01-至
今

3 汪毓明 男 1976-09 正高级
实验室副主

任
博士 研究人员

2005/01-至
今

4 郑 坚 男 1970-06 正高级
实验室副主

任
博士 研究人员

2005/01-至
今

5 李勤秀 女 1970-07 初级 实验室秘书 管理人员
2005/01-至

今

6 孙婵娟 女 1983-07 初级 实验室秘书 学士 管理人员
2009/09-至

今

7 蔡辉山 男 1980-01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08/07-至

今



8 陈出新 男 1961-12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05/01-至

今

9 丁卫星 男 1960-12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18/01-至

今

10 雷久侯 男 1977-10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11/01-至

今

11 李 定 男 1957-02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05/01-至

今

12 李 陶 男 1974-10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08/01-至

今

13 李 毅 男 1963-12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05/01-至

今

14 刘 睿 男 1977-08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12/01-至

今

15 刘万东 男 1960-09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05/01-至

今

16 栾晓莉 女 1978-10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11/01-至

今

17 马锦秀 男 1964-04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05/01-至

今

18 秦 宏 男 1968-10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09/01-至

今

19 申成龙 男 1981-12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08/08-至

今

20 苏振鹏 男 1986-01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11/12-至

今

21 孙 玄 男 1975-06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12/01-至

今

22 孙东松 男 1962-11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技术人员
2005/01-至

今

23 陶 鑫 男 1984-10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13/01-至

今

24 王 水 男 1942-04 正高级 其它 学士 研究人员
2005/01-至

今



25 王传兵 男 1970-02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05/01-至

今

26 王少杰 男 1967-10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05/01-至

今

27 薛向辉 男 1979-12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07/07-至

今

28 张铁龙 男 1962-09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09/01-至

今

29 郑惠南 男 1966-03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05/01-至

今

30 朱 平 男 1970-10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13/01-至

今

31 庄 革 男 1970-01 正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17/01-至

今

32 单 旭 男 1976-09 副高级 其它 博士 技术人员
2013/01-至

今

33 高新亮 男 1986-09 副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18/01-至

今

34 胡广月 男 1980-12 副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10/01-至

今

35 兰涛 男 1980-03 副高级 其它 博士 技术人员
2008/01-至

今

36 李 弘 男 1972-04 副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05/01-至

今

37 李会民 男 1977-02 副高级 其它 博士 技术人员
2011/01-至

今

38 刘阿娣 男 1982-06 副高级 其它 博士 技术人员
2009/01-至

今

39 刘宇 男 1987-06 副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17/01-至

今

40 马 明 男 1976-09 副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05/01-至

今

41 任海骏 男 1983-08 副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10/01-至

今



42 王荣生 男 1981-02 副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15/01-至

今

43 夏海云 男 1905-06 副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11/01-至

今

44 谢锦林 男 1977-09 副高级 其它 博士 技术人员
2005/01-至

今

45 周任君 男 1976-12 副高级 其它 博士 研究人员
2005/08-至

今

46 祝宝友 男 1972-07 副高级 其它 博士 技术人员
2005/01-至

今

47 陈廷娣 女 1980-12 中级 其它 博士 技术人员
2008/01-至

今

48 方 欣 男 1981-08 中级 其它 博士 技术人员
2012/08-至

今

49 郝新军 男 1982-02 中级 其它 博士 技术人员
2011/01-至

今

50 李毅人 男 1984-01 中级 其它 博士 技术人员
2011/07-至

今

51 汪 海 男 1966-05 中级 其它 技术人员
2005/01-至

今

52 张乔枫 男 1989-08 中级 其它 博士 技术人员
2018/01-至

今

3. 实验室主任和学术带头人简介

实验室主任

窦贤康：男，1966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入选者，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

和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长期从事中高层大气理论、观测与实验综合研究。

带领团队独立自主研制了Mie-Rayleigh-Na荧光双波长激光雷达、车载多普勒测风激

光雷达、以及量子激光雷达等多种先进的实验系统。建立了相应的观测基地，在国内

首次利用激光雷达实现对流层以上中高层大气的风场、温度观测，为中高层大气动力

学、光化学，以及空间大气环境研究奠定重要基础，取得了系统性和创新性成果。目

前在JGR等国际权威SCI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SCI论文总引用1000余次，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40余项。作为项目负责人，目前承担着中科院重点部署项目、863重大项目等

多项国家重要科研项目。



学术带头人

王水：男，1942年生，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20世纪70年代，与合作者率先在

我国开展哨声和甚低频发射的观测和研究，提出了低纬导管哨声的观测证据。80年代

与合作者发展了球坐标中的Euler全隐式计算格式和多维时变流动的近特征边界条件，

对日冕扰动传播等太阳大气动力学现象开展了系统的磁流体力学数值研究。80年代末，

与合作者研究了具有超Alfven速流动电流片的稳定性，讨论了其物理性质及其非线性

演化。90年代与合作者研究了日冕电流片中的磁场重联过程，并出版了专著《磁场重

联》。21世纪与合作者开展了空间等离子体物理的理论研究，通过全粒子数值模拟发

现无碰撞磁场重联可以激发哨声波。已发表论文160余篇，培养了20多名博士生和硕士

生，曾获得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多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及2000年何梁何

利科学技术进步奖。

李定：男，1957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现

为国家磁约束聚变专家委员会成员，国家大科学工程EAST科技委员会成员，《高能量

密度科学技术》期刊编委，《Communications inTheoretical Physics》期刊编委。

曾任中国核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物理学会等离子体分会主

任，ITER科技咨询委员会专家，IUPAP等离子体物理专业委员会（C16）成员，UNESCO
国际基础科学计划（IBSP）科学理事会成员，国家863-804专家组成员，《Plasma
Sci. & Tech.》期刊副主编，《Nucl. Tech.》期刊编委。1978-1984年在中国科大学

习，获学士和硕士后留校。1985-1988年为中科院等离子体所博士生。1989-1992年在德

国KFA研究中心先后为访问学者和博士后。1992-1997年在等离子体所历任副研和研究

员，其中1996-1997年在德国KFA中心任客座研究员。1995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资助、1998年获延续资助。1996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

主要研究方向为等离子体物理和核聚变。曾主持完成国家973项目1项，在国内外学术

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编写出版“十五”国家级教材《等离子体物理学》。曾获中

科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安徽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各1项。

汪毓明：男，1976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空间物理专业，获博

士学位。2004年留校工作被聘为副教授，2005年底晋升为教授。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科学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中科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日冕与行星际介质动力学方面的研究，

至今已发表SCI论文100多篇，引用2400多次，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包括：（1）

首次发现了行星际空间中大尺度等离子体团相互作用过程中的超弹性现象，对深入理

解基本等离子体物理过程和提高空间天气预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该系列工作有两项

成果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先后发表于《Nature  Physics》和《GRL》；（2）首次提出了

行星际空间中多重磁云概念，被认为是强地磁暴的重要的行星际扰动源，其中数值模

拟的论文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于国际一流期刊《Astronomy &Astrophysics》；（3）
建立了日冕物质抛射在日冕和行星际空间中偏转传播的理论模型，被收入在NASA
的CCMC模式中心；（4）深入剖析了行星际大尺度磁通量绳的内部磁场缠绕特性，给

出了磁场缠绕度的上限和分布特点，相关工作两次被选为《JGR》编辑亮点推荐成果。



先后获得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傅承义青年科技奖（2009年）、第十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2011年）、首届陈嘉庚青年科学奖（2012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一完成

人，2018年）等奖项和荣誉。2013年底被美国地球物理学会（AGU）聘为期下百年期刊

《JGR》空间卷亚太区主编，任期6年（2014－2019）；2017年被AGU聘为地球和空间科

学卓越教育奖评奖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2017－2019）；同年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聘为地球科学部第七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2017－2019）。

陆全明：男，1969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从事空间无碰撞激波的研究工作。1996年8月至1997年9月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

与精密机械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是强激光和等离子体的相互作用。1997

年9月至2000年2月在日本筑波大学从事粒子模拟的并行算法的博士后研究工作。2000

年3月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系任副教授，2004年1月被聘为教授。曾应

邀 到 英 国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美 国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Laboratory、美国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从事研究工作。

已发表SCI文章190余篇。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6年获中国

地球物理学会傅承义青年科技奖，200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同年获中国青年科技奖。2009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0年获聘

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空间等离子体物理和粒子模拟高性能计算的研

究工作。

郑坚：男，1970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98

7年9月至1998年5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学习，先后获学士学位和理学博

士学位，1998年6月留校任教至今，2004年晋升为教授。其间，2001年2月至2003年2月

在日本大阪大学激光工程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2007年6月至2007年9月在大阪

大学任访问教授。长期从事激光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在汤姆逊散射

诊断理论和实验、超强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产生的超热电子的相干辐射等方面取得有

影响的研究成果，获得部委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

持计划”，2006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2009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201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现为国家重大专项专家组成员，教育部创

新团队负责人。已经培养博士4名，硕士11名；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

余篇。

李陶：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2005年毕业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物理系，获物理学博士学

位。2006年至2008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NASA-JPL）
做博士后研究。2009年获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资助，2012年获国家基金委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资助。主要研究方向为地球及行星中高层大气动力学和激光大气遥感。目

前已在国际SCI刊物上发表了50多篇学术论文，被SCI引用1000余次。另外作为项目负

责人，已研制成功了我国首台通过了国内外同行专家鉴定的高光谱分辨率钠测温测风

激光雷达，和一台用于探测近地面到平流层顶臭氧的移动式差分吸收激光雷达。

雷久侯：男，1977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1996-2000年在湖南师范大学物理系学习，并于2000年获理学学士学位。2000-2005

年在中科院武汉物理数学所研究生。2005年9月至2008年1月在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电离层磁层研究组工作；2008年1月至2011年3月在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航天航空工程

系从事热层大气方面的研究工作。2011年入选者中组部首批“青年千人计划”，并全

职回国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并被聘为教授。2010年曾获国际空间物理委员会

（COSPAR）  Zeldovich青年科学家奖。发表SCI论文140余篇，共计被引用3000余次，

并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或国内外研究机构作邀请报告。

王少杰：男，1967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1990年7月，毕业于安庆师范学院物理系物理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92年7月，

毕业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所反应堆工程专业，获工学硕士学

位。1995年7月，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等离子体物理专业，获理学博

士学位。先后在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历任助理

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教授。先后在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日本国立

聚变科学研究所、日本原子能研究所、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进修或访问。长期从事磁约

束聚变领域的理论研究。2004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支持，现为《Plasma
Science &Technology》 杂志编委，《中国物理快报》2004-2008年度特约评审员。

张铁龙：男，1962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组部“

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海外），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

欧双星空间计划磁场探测项目首席科学家（PI），欧洲空间局 “金星快车”卫星计划

磁场探测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火星探测项目磁强计载荷主任设计师，大科学工

程“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子项目“空间磁环境模拟和研究系统”首席科学家,  空

间物理与行星物理学家，长期从事地球和行星空间学的研究，涉及太阳风及其与金星，

火星，地球相互作用的多个方面；发表SCI文章320余篇，包括Nature，  Science第一

作者文章两篇，Nature合作文章两篇，以及Nature子刊第一作者文章一篇。被SCI  引

用6800余次，H指数41。

秦宏：男，1968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磁约束聚变理论中

心主任、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系讲座教

授(Lecturer with the rank ofProfessor)、美国物理学会会士。1990年毕业于北京

大学空间物理学专业，1993年获得北京大学空间物理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得普林斯

顿大学天体物理学（等离子体物理）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科学技术学

院执行院长、国家磁约束聚变专家委员会委员、美国能源部重离子惯性约束聚变联合

实验室理论部副主任。因在磁约束聚变等离子体物理理论和强流加速器物理领域的突

出贡献，于2004年被授予“美国总统青年科学家工程师早期成就奖”和“美国能源部

青年科学家工程师早期成就奖”。2009年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近年来在国际上

首先创立了等离子体物理几何理论和保结构几何算法的研究方向，在国际一类期刊上

发表论文约200篇。

庄革：男，1970年生，理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

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离子体物理理学学士，1999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离子体物



理理学博士。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与应用物理系教授，系执行主任，博士生导

师。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0年2月至2001年5月法国原

子能委员会受控聚变研究所博士后，2001年6月至2006年3月瑞士洛桑联邦理工等离子

体物理研究中心物理工作者。2006年4月至2017年5月华中科技大学聚变与等离子体研

究所教授，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磁约束聚变等离子体物理和高温等离

子体诊断，开展托卡马克物理实验及诊断、磁约束聚变堆物理设计、非中性等离子体

物理、辅助加热及电流驱动等方面的研究。在学术刊物上已发表论文200余篇。担任

国家磁约束聚变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托卡马克物理活动协调委员会委员、中国磁约

束核聚变堆总体设计组成员、中国物理学会等离子体物理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核学会

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分会常务理事、中科院EAST科技委员会委员、《Nuclear
Fusion》编委、《Review of Modern PlasmaPhysics》编委等学术职务。

丁卫星：男，1960年出生。1991年获得中国科技大学理学博士，现任教授和博士

生导师，  美国物理学会会士。1991年至1995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任教。1994

年获得德国洪堡基金在德国基尔大学工作，1996年在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做访问研

究，1997年至1999年在美国橡树林国家实验室从事电子和分子相互作用的实验研究。

从2000年到2018年6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物理天文系任研究员，从事激

光测量技术的研发和磁约束聚变等离子体物理研究。2018年7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

球和空间物理学院教授。已发表SCI文章100余篇，曾获得1993年教育部霍英东基金，

承担并负责过科技部重大研究项目、国家财政部和国家基金委等项目的实施。目前从

事磁约束聚变等离子体物理和空间等离子体地面模拟的实验研究工作。

孙东松：男，1962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198

4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得工学学士，1984-1991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获得

理学硕士和理学博士后留校。1993-2001年历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副研究员和研究员。

在1993-1995年期间，曾先后在瑞士Leica AG光学物理实验室、奥地利维也纳农业大学

气象与物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1998-2001年任日本福井大学电气电子工程系外籍

讲师。2001年回国后，先后在苏州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科院安徽光机所工作，

2010年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目前担任中国宇航学会光电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主

要研究方向包括激光大气遥感和激光雷达技术。曾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基于双FP标

准具的测风激光雷达”。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

学术骨干

孙 玄 ： 男 ， 1 9 7 5 年 生 ， 博 士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 青 年 千 人 计 划 入 选

者。1993-1997年在南京东南大学学习，获学士学位。1997-2000年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硕士生。2000-2005年为美国西弗及利亚大学博士生，2006年获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

实验室的Director’s  Fellowship，并进入该实验室工作。2009年-2012年在美国Tri
Alpha  Energy公司从事聚变能源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实验室模拟空间和场反位形

等实验等离子体物理，发表文章50余篇，获专利10项。

朱平：男，1970年生，  物理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复

旦大学物理学专业理学学士，1996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离子体物理专业理学硕



士，2001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物理学博士。先后任职美国衣阿华大学, 新罕

布什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等高教科研机构，长期从事磁约束聚变和空间磁

层等离子体物理的理论计算工作。2013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013年-2019年担

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近代物理系、工程与应用物理系教授与博士生导师，现

任华中科技大学电气学院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教授。已主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NSF)，中国科学技术部ITER国内专项计划，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在

Phys. Rev. Letts., Phys.Plasmas 等国际专业期刊发表论文近50篇，被引用约900次，

数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邀请报告和任分会主席。  学术兼职主要包括担任NSF、DOE
（美国能源部）、国家科技奖、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国际主流

学术期刊等的评审专家，中国磁约束聚变理论与模拟研讨会组委会委员，美国物理学

会等离子体物理分会Marshall N. Rosenbluth优秀博士论文奖评委，国际托卡马克物

理研究磁流体物理组(ITPA-MHD)中方代表和协调人,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子

任务组长等。

刘睿：男，1977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

系，毕业后由北京大学与中科院空间天气实验室联合培养，2003年获北京大学空间物

理学硕士学位，2004年1月赴美留学，2009年1月获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物理

学博士学位。2008年9月至2011年6月在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日地物理研究中心从事博

士后研究，2011年7月晋升为Research Professor。2011年11月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聘

为教授。2012年2月入选第二批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同年获得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 ” 资 助 。 主 要 从 事 太 阳 爆 发 活 动 的 研 究 ， 在 S c i e n c e  A d v a n c e s ,
NatureCommunications, ApJ等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90余篇，被引用1700多次。

陶鑫：男，1984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入选

者。2004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2009年在美国莱

斯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2009年3月至2012年3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事博士

后研究，2012年3月至2013年3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助理研究员。2013年入

选中组部第四批“青年千人计划”，并回国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事空间等离子体物

理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地球辐射带数值模拟和等离子体波与粒子相互作

用。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邀请报告。目前在J.  Geophys.  Res.,Geophys.  Res.
Lett., Nature, Phys. Rev. Lett.等杂志上共发表文章54篇。

薛向辉：男，1979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1998-2007年在中国科大学习，获学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2007年起任中国科大地

空学院副教授，2011年起任中国科大特任教授。2014年起任中国科大教授。2009-2010

年在美国国家大气科学研究中心从事访问学者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高层大气动力

学及中高层大气与低层大气、电离层耦合研究。共发表SCI论文60余篇。曾先后入选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科学院卢嘉锡青年奖、科学院卓越

青年科学家、863主题专家组成员（2011-2016年），并获得2016年安徽省科学技术奖

（自然科学类）一等奖（排名第2）。

申成龙：男，1981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1999-2008年在中国科大学习，获学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2008年起任中国科大地

空学院副教授，2016年起任中国科大教授。2011-2012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访问学

者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太阳和行星际物理。共发表SCI论文60余篇。曾先后入选教

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优秀会员，

并获得2018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类）一等奖（排名第2）。

苏振鹏：男，1986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2003-2011年在中国科大学习，获学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2012年起任中国科大地

空学院特任副教授，2014年转为特任教授。2018-2020年任《中国科学—技术科学》青

年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地球辐射带动力学。共发表SCI论文70余篇，引用1400余次。

曾先后入选中科院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和中科院青促会优秀会员。

蔡辉山：男，1980年生，博士，特任教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科

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优秀会员。1999-2008年在中国科大学习，获学士和博士学位

后。2010年起任中国科大物理副教授，2018年起任中国科大特任教授。2011-2012

年，2014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访问学者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磁约束聚变等离

子体物理。共发表SCI论文20余篇。任国际托卡马克快粒子物理组成员，IAEA快粒子

物理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并获得2017年安徽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类）二等奖

（排名第1）。

夏海云：男，副教授，共产党员，美国光学协会高级会员，2019年入选万人计划

青年拔尖人才，现任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量子雷达研究室”副主

任。发表SCI/EI论文30/33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45项。2009年发明时域色散飞秒

激光雷达，被美国4家国家实验室应用并命名为“夏-张方法”；2014年在窦贤康院士

团队实现了亚洲首台中高层大气测风激光雷达，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三）；

2016年首次论证量子频率上转换多普勒激光雷达，获日内瓦国际发明特等金奖（排名

第一）；2017年论证超导双频多普勒雷达，被美国光学协会OSA、美国科学协会AAAS专

题 报 道 ， 获 得 “ 科 学 中 国 人 -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家 奖 ” 、 “ 中 国 科 大 - 兴 业 证 券 教 育

奖”、“张宗植青年教师奖”。

    本评估期内，实验室共有13人、51人次担任空间物理领域和等离子体物理领

域主要国内外学术机构、学术期刊中担任重要职务，其中汪毓明教授、雷久侯教授分

别任国际知名期刊Journal of GeophysicalResearch 主编/副主编，Earth and
Planetary Physics 编委，实验室多名教授任国内外学术期刊主编、副主编等职位；

国际学术组织任职主要有SCOSTEP下属ISEST国际合作计划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空间

科学学会理事；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空间天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理事；国家大科学工

程EAST装置科枝委员会；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空间物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气象学会

理事会理事；国家磁约束核聚变专家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大气与环境光学监测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委员等。（详见下表）



4. 国际学术机构和国际学术期刊任职情况

序号 姓名 学术组织/期刊名称 职务
任职开始

时间
任职结束

时间

1 汪毓明 JGR - Space Physics Editor 2014/01 2019/01

2 雷久侯 JGR - Space Physics Associat
e Editor 2017/01 至今

3 雷久侯 Earth and Planetary Physics 编委 2018/01 至今

4 汪毓明 Earth and Planetary Physics 编委 2018/01 至今

5 李 定 Communications in Theoretical Physics 编委 2018/04 至今

6 庄 革 Nuclear Fusion 编委 2018/01 至今

7 庄 革 Review of Modern Plasma Physics 编委 2017/01 至今

8 王少杰 Review of Modern Plasma Physics 编委 2017/01 至今

9 刘万东 Plasm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编委 1999/12 2016/12

10 王少杰 Plasm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编委 1999/12 至今

11 汪毓明 地球物理学报 副主编 2013/01 至今

12 李 定 高能量密度科学技术 编委 2015/08 至今

13 郑 坚 高能量密度科学技术 编委 2015/08 至今

14 苏振鹏 中国科学－技术 青年编委 2018/01 2020/12

15 窦贤康 空间科学学报 编委 2008/01 至今

16 陆全明 空间科学学报 编委 至今

17 雷久侯 空间科学学报 编委 2018/01 至今

18 刘万东 物理进展 编委 2005/01 2015/01

19 陆全明 科学通报 编委 至今

20 孙东松 红外与激光工程 编委 至今

21 雷久侯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编委 2018/01 至今

22 李 定 中国核学会 常务理事 2008/11 2018/05

23 郑 坚 国家某重大科技专项专家组 成员 2009/01 至今



24 庄 革 中国磁约束核聚变堆总体设计组成员 成员 2011/03 至今

25 窦贤康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空间天气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2012/01 至今

26 窦贤康 国家大科学工程“子午工程”
副总工程

师
2005/11 至今

27 窦贤康 中国空间科学学会 理事 2011/08 至今

28 陆全明 中国空间科学学会 理事 2011/01 至今

29 汪毓明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理事 2017/01 至今

30 庄 革 中国核学会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分会 常务理事 2015/09 至今

31 汪毓明
国际日地物理科学委员会（SCOSTEP）下设

的ISEST国际合作计划科学委员会
委员 2014/01 2018/01

32 郑 坚 中国物理学会高能量密度物理专业委员会 委员 2014/07 至今

33 汪毓明
美国地球物理学会地球和空间科学卓越教育奖评

奖委员会
委员 2017/01 2019/01

34 李 定 国家磁约束核聚变专家委员会 委员 2011/05 至今

35 陆全明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空间天气专业委员会 委员 至今

36 孙东松 中国光学学会环境光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 至今

37 孙东松 安徽省大气与环境光学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委员 至今

38 汪毓明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空间天气专业委员会 委员 2008/01 至今

39 汪毓明 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空间物理专业委员会 委员 2011/01 至今

40 朱 平 美国物理学会等离子体分会评选委员会 委员 2018/01 至今

41 朱 平 磁约束聚变理论与模拟研讨会组委会 委员 2018/01 至今

42 汪毓明 基金委地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 委员 2017/01 2019/01

43 郑 坚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重点实验室学

术委员会
委员 2017/01 2022/01

44 庄 革 国家磁约束聚变专家委员会委员 委员 2007/10 至今

45 庄 革 国际托卡马克物理活动协调委员会 委员 2008/10 至今

46 庄 革 中国物理学会等离子体物理分会 主任委员 2018/04 至今



47 郑 坚
中国科学院高功率激光物理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

会
委员 2018/12 2023/12

48 王 水 国际地球物理科学委员会（SCOSTEP） 学科代表 1995/01 至今

49 朱 平
国际托卡马克物理研究-磁流体(ITPA-MHD)工作

组
中方代表
暨协调人

2014/01 至今

50 李 定 ITER科技咨询委员会专家 专家 2010/05 2017/05

51 李 定 国家大科学工程EAST科技委员会 成员 2013/11 至今

三、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 对外开放

开展广泛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和优势互补的科技合作是本实验室的特色之一。本评

估期内，实验室坚持“开放、交流、竞争、共赢”的工作方针，在国际引智、促进高

水平学术交流、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任职与组织学术活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不

仅扩大了实验室在国内外同行间的影响力，对拓展实验室未来的前沿研究与国际合作

具有重要意义。

1.1 访问学者来访情况

评估期内，实验室在吸引国际资深学者来室工作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一批本领域

的国际知名学者来室工作，包括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重要研究机构学者在使用

那是开展合作研究。其中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张捷教授与实验室汪毓明教授开展定期

交流与访问，在2016年通过中国科大申报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并顺利入选。印

度Raghav Anil Nara副教授于2017年来科大与汪毓明教授进行日冕与行星际动力学方

面的研究。德国波茨坦大学物理和天文研究所Bernhard Kliem研究员在2017年6月访问

中国科大，与实验室刘睿教授开展学术交流。英国谢菲尔德大学Robert  von  Fay-
Siebenburgen教授在2018年申请中国科学院国际人才计划并获批，将与汪毓明教授对

太阳大气活动的理论、观测和数值模拟，以及空间环境分析和空间天气预报等开展合

作研究。美国艾姆伯里-利德尔航空大学物理科学系Alan  Liu教授，2017年10月至2018

年5月来访实验室，与本实验室李陶、薛向辉教授在激光雷达热层金属层观测和建模、

流星雷达反演中间层大气温度、以及重力波射线追踪理论等方向开展合作研究，并通

过联合培养的方式培养博士研究生一名（班超）。澳大利亚阿迪莱德大学Iain  Reid
教授，国际流星雷达领域知名专家。于2018年4月来访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与本

实验室薛向辉教授在野外台站流星雷达建设、以及中间层顶区域中性大气对地磁活动

响应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目前，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一名（易稳），合作发表SCI
论文4篇（JGR两篇，GRL两篇）。英国Leeds大学JohnPlane教授，国际金属层理论和

模式著名专家，现任Leeds大学化学研究与创新中心主任。于2016年4月来访近地空间

环境重点实验室，与本实验室窦贤康、薛向辉教授在热层金属层建模方向开展合作研

究。目前，实验室一名博士后在John Plane教授课题组开展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



1.2 国内、国际博士后培养

本 评 估 期 内 ， 实 验 室 积 极 吸 引 了 一 批 国 际 博 士 生 来 室 从 事 博 士 后 工 作 。 印

度Wageesh  Mishra博士来实验室从事博士后（导师：汪毓明教授）研究工作，围绕日

冕物质抛射（CME）的内部热力学和动力学过程开展了多项研究；印度Arun  Kumar
Awast博士来实验室从事博士后（导师：刘睿教授）研究工作，围绕磁绳的爆发开展

了多项研究。

1.3 开放课题设置

实验室通过设置开放课题,吸引国内外同领域学者来实验室访问，对实现研究目标、聚

集国内外相关资源，提升实验室的辐射作用和扩大实验室的学术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评估期内，实验室共开设开放课题36个，课题经费从6万元至10万元不等，吸引了来

自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等更多的国内同行从

事近地空间环境领域的科学研究。本评估期内，实验室共完成开放课题结题18项，代

表性开放课题成果如下：

（1）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钟俊博士主持的课题“磁层顶多X线磁场重联

等离子体特征研究”对磁层顶多X线重联进行了细致观测分析，并从三维角度提出磁

层顶重联局地不对称磁镜捕获模型加以解释，在磁层顶等离子体传输方面获得了一些

新的认识，文章已完成。同时，在开放课题的资助下，将地球空间磁场重联延伸至水

星空间来进行比较研究，科学研究意义更大。利用美国“信使”号卫星数据进行分析，

获得了相关研究成果，包括：(1)水星轨道变化引起的磁层动力学改变远大于瞬时太阳

风变化的影响，在近日点磁场重联起着主导作用，而在远日点水星内核的磁场感应效

应起着更重要的作用；(2)首次观测到了水星磁尾重联区及其快速演化过程，呈现强驱

动快速脉冲式特征，重联时间尺度为秒量级，重联效率是地球空间观测平均值的两倍，

并伴随高能电子的爆发。研究结果为理解水星磁层空间急剧的大尺度动力学过程及其

与地球空间的比较提供了重要的观测基础。相关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分别发表于GRL
和ApJL杂志。以此为基础，现阶段正在开展水星-地球空间磁场重联比较研究的系统性

工作。该研究与重点实验室的近地空间环境中的基本物理过程等研究方向密切相关，

希望能获得重点实验室相关人员的继续合作和开放课题的继续资助，以便把相关工作

做得更好。

（2）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陆高鹏博士主持的课题“青藏高原南麓深对流系

统上空“红色精灵”的地基观测”基于台湾福卫二号卫星上搭载的高空大气闪电影像

仪（Imagerof Sprites and Upper Atmospheric Lightnings, ISUAL）于2004-2015年

期间获得的光学观测数据，分析了近20例在青藏高原南麓地区观测到的红色精灵，结

合全球闪电定位网（WWLLN）闪电探测数据和风云（FY）气象卫星云顶亮温观测数据

的分析表明该地区的主要红色精灵母体雷暴系统为中尺度对流系统，同全球其他地区

的分析结果一致。在研究过程中，他们注意到ISUAL于2012年夏季在华东太湖地区观测

到的一次雷暴过程产生的多个蓝色射流（blue jet）事件，结合江淮闪电定位网数据

的分析表明这些特殊云顶放电过程同雷暴中产生大量负极性窄双极脉冲事件的深对流



过程相关。此外，利用美国杜克大学的多频段磁场数据，分析了同北美地区500多例

光晕事件相关的宽频磁场信号，并分析了母体闪电的极性和脉冲电荷矩。结果表明，

该地区的光晕现象主要分布在海洋上，且多数有负极性地闪产生。同时，课题组成员

分别于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到青藏高原开展地基观测，并于2017年开始在中国东

北开展地基观测。但由于高原地区的局地有大量低云分布，未能获得有关青藏高原南

麓红色精灵的光学观测，而在中国东北地区则获得了多个红色精灵事件的地面观测和

同步低频闪电信号测量数据。目前，课题组已联系丽江观测站，将于2019年初将低光

度光学观测系统架设到该站点，进行比较稳定的地基观测。

（3）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刘煜研究员主持的课题“  日冕磁场和速度场观测研

究(I)” 利用抚仙湖1米真空望远镜、丽江日冕仪、美国STEREO、SDO空间设备，并结

合其它多波段资料来研究日冕中的各类动力学特征，对其中的磁场和速度场进行了深

入探讨。取得了如下主要成果：我们对冕环中的快模 kink 振荡进行了观测分析，首

次发现相邻冕环中存在明显不同的振荡，进一步分析则表明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不同

谐波主导。观测结果也表明同一冕环中不同谐波的空间分布也不相同。这些结果都说

明尽管具有相邻的位置关系，相邻冕环间物理特性的差异依然足以产生明显不同的振

荡。此外对于同一冕环不同位置振荡的研究则表明同一冕环不同位置的振荡也可以有

完全不同的表现，这种现象是由偏的耀斑源激发，其中远离耀斑源的一侧呈现振幅增

长的相，而靠近耀斑源一侧则呈现类似衰减的相，我们称之为冕环的不对称振

荡。Fundamentaland  Harmonic  Oscillations  in  Neighboring  Coronal
Loops，Hongbo  Li,  Yu  Liu,and  Kuan  Vai  Tam，，ApJ,842,  99,  5pp,  2017。

表1. 开放课题一览表

序号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单位 起止时间 进展情况

1. 地球磁尾偶极化锋面的形成
机制研究

KF2014-01 符慧山、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2014.07-2017.06 已结题

2.
行星际湍流与磁重联研究 KF2014-02 王翼、中国科学院空间

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2014.07-2017.06 已结题

3. 磁层顶多X线磁场重联等离子
体特征研究

KF2014-03 钟俊、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014.07-2017.06 已结题

4. 磁流体模式对带单粒子的加
速机制研究

KF2014-04 王嘉琦、四川大学 2014.07-2017.06 已结题

5.
低纬度电离层动力学过程与
夜间 电子浓度午夜塌陷的相
互关系

KF2014-05 龚韵、武汉大学 2014.07-2017.06 已结题

6. 丽江日冕仪数据库建设 KF2014-06 宋腾飞、中国科学院云
南天文台

2014.07-2017.06 已结题

7. 丽江日冕仪观测环境监测 KF2014-07 张雪飞、中国科学院云
南天文台

2014.07-2017.06 已结题

8. 青藏高原南麓深对流系统上空
“红色精灵”的地基观测

KF2015-01 陆高鹏、中国科学院大
气物理研究所

2015.07-2018.06 已结题



9.
基于Van Allen Probes观测
的静电ECH波对辐射带电子扩
散效应研究

KF2015-02 倪彬彬、武汉大学 2015.07-2018.06 已结题

10. 极尖区预报模式研究 KF2015-03 刘子谦、中国科学院国
家空间科学中心

2015.07-2018.06  延期

11. 行星前兆激波中ULF波动边界
及物理意义

KF2015-04 单立灿、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015.07-2018.06 已结题

12. 粘滞效应对磁化等离子体鞘
层结构影响的研究

KF2015-05 李经菊、中国矿业大学 2015.07-2018.06 延期

13. 日冕准周期波动观测研究 KF2015-06 申远灯、中国科学院云
南天文台

2015.07-2018.06 已结题

14. 基于相位一致性方法的丽江
日冕仪数据处理

KF2015-07 赵明宇、中国科学院云
南天文台

2015.07-2018.06 已结题

15. 等离子体电子流动引起的锋
面结构的粒子模拟研究

KF2016-01 郭 俊、青岛科技大学 2016.07-2019.06 在研

16. 重力波的观测与模式研究 KF2016-02 黄开明、武汉大学 2016.07-2019.06 在研

17.
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HXMT）
对地球伽玛闪（TGF）的探测
研究

KF2016-03 熊少林、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

2016.07-2019.06 在研

18. 太阳风参数时移方法的研究
及其应用

KF2016-04 韩秀红、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016.07-2019.06 在研

19. 嘶声波引起的槽区能量电子
损失机制研究

KF2016-05 何兆国、哈尔滨工业大
学深圳研究生院

2016.07-2019.06 在研

20. 日冕磁场和速度场观测研究 KF2016-06 刘煜、中国科学院云南
天文台

2016.07-2019.06 在研

21. 非迁移潮汐与电离层四波结
构耦合特性研究

KF2017-01 李星、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2017.07-2020.06 在研

22. 磁流浮现与对消及相关活动
现象的层析观测特征研究

KF2017-02 邓林华、云南天文台 2017.07-2020.06 在研

23. 日冕物质抛射的三维速度同
其源区磁性质的相关性研究

KF2017-03 刘丽娟、中山大学 2017.07-2020.06 在研

24. 无碰撞激波中的电子加速研
究

KF2017-04 杨忠炜、中国科学院国
家空间科学中心

2017.07-2020.06 在研

25. 地球辐射带高能电子损失机
制的非线性机制研究

KF2017-05 付 松、武汉大学电子信
息学院

2017.07-2020.06 在研

26. 在KSPEX装置上实验研究带状
流与湍流的相互作用

KF2017-06 张小辉、合肥工业大学 2017.07-2020.06 在研

27. 太阳耀斑的极紫外辐射研究 KF2017-07 周振军、中山大学 2017.07-2020.06 在研

28. 湍流不稳定性与突发钠曾相
关特性研究

KF2017-08 邱世灿、长安大学 2017.07-2020.06 在研



29. 电磁离子回旋波影响地球环
电流粒子变化过程

KF2017-09 金宇玥、广东科技学院 2017.07-2020.06 在研

30. 合声波分带机制研究 KF2018-01 高中磊、长沙理工大学 2018.07-2021.06 在研

31. 基于Arecibo非相干散射雷达
数据的电离层/热层潮汐波动
研究

KF2018-02 谷升阳、武汉大学 2018.07-2021.06
在研

32. 对高纬地区电磁能量与粒子
能量输入的相关性研究

KF2018-03 黄延实、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

2018.07-2021.06 在研

33. 等离子体层TEC的时空演化特
性

KF2018-04 何 飞、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018.07-2021.06 在研

34. 地球磁尾晨昏不对称性的研
究

KF2018-05 吴明雨、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

2018.07-2021.06 在研

35. 太阳过渡区喷流的高分辨成
像与光谱观测

KF2018-06 章 敏、安徽建筑大学 2018.07-2021.06 在研

2. 科学传播

实验室开展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实验室文化的传播情况，向社会公众特别是学

生科学传播的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效。

2.1 对社会开放和科普工作

（1）科技活动周

实验室作为科技活动周的热门科普点之一，每年均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活

动周活动，积极推动在全社会，特别是中小学生中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

高全民科学素养。

实验室科普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包括科普报告、展板展示、短片欣赏，实

验室参观以及空间天气观测等。活动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各界人士，其中包括大量

的中小学学生及家长，科普活动极大地丰富了中小学生的业余生活，拓展了他们的视

野，并激发了他们对科学的向往和学习的兴趣。科技活动周期间，8楼实验室、16楼

实验室均向公众开放。实验室同时积极组织研究生志愿者积极参与到科普活动中来，

既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又提高了实验室的影响力。

活动的主要形式有：举办《空间天气》科普展；《空间天气》科普讲座。近地空

间环境重点实验室刘睿教授、申成龙教授介绍空间物理的发展历程以及空间天气对人

类活动的影响；参观国内首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光谱分辨率钠测温测风激光雷达

实验室；参观国内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卫星载荷实验室。通过小型望远镜，观测太阳

黑子、日珥等重要的空间天气对象

本次活动周是近几年来接待人数最多的一次，参观人数约5000人次，包括大量的



中小学学生及家长；接待团队参观者10余批次。我们准备的精美宣传图册为参观者所

喜爱，共计发放了2500册，极大地拓展了前来参观学生的知识面，并激发了他们对科

学的向往和学习的兴趣。现场讲解了空间天气的危害并解答了灾害性空间天气形成的

原因，引起了社会对空间天气的广泛重视，扩大了空间天气研究的影响力，有利于空

间物理学科的发展。扩大了学校及学院在社会的影响力，有利于学校以及学院的发展。

图1. 参观的学生

图2.�科普讲座



图3.�观察太阳黑子

（2）丽江观日

2018年8月25日-31日，我室与中科院云南天文台联合组织空间物理专业20余名学生

赴贵州、云南开展了“空间物理2018年暑期实习”。

8月27日，在云南天文台昆明凤凰山总部举行了简短的开营仪式。开营仪式由云南

天文台刘煜研究员主持，云南天文台副台长汪敏首先代表云南天文台对同学们的到来

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简要的回顾了地空学院与云南天文台合作科研以及进行暑期实

习的历程；地空学院熊成副书记对云南天文台表示了感谢，并对同学们的实习过程提

出了要求和期望。随后，来自云南天文台的王建成研究员、李语强副研究员和陈东高

级工程师以及我院的薛向辉教授分别做了精彩的科普报告。

实习过程中，同学们先后参观了空间物理专业的实验室以及位于贵州平塘的FAST
射电望远镜、云南天文台昆明凤凰山总部、云南天文台抚仙湖太阳观测站和云南天文

台丽江天文观测站等，并在实验室与云南天文台合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云南高美

古野外实习基地”利用自己搭建的望远镜开展了太阳和星空的观测。



图4.�同学们在相关台站参观、学习

实习期间，受丽江市科学技术协会的邀请，参加夏令营的部分同学于2018年8月31

日赴丽江古城玉河广场进行了“”丽江星空.古城观日“的科普活动。科普活动中，同

学们架设望远镜指导游客进行太阳观测，并利用多种宣传资料向广大游客普及太阳活

动和空间天气等相关知识。

图5.�丽江玉河广场科普活动现场

通过这次实习，同学们纷纷表示收获满满，了解了空间和天文仪器的工作原理，

感受了野外台站的艰苦和美丽风景，学习到了很多以前无法接触的知识，更体会到了

科普活动的重要意义，培养了科普的意识。本次实习和科普活动也受到丽江当地媒体

和游客等的广泛关注，丽江日报、丽江电视台等都对本次的实习活动和科普工作进行

了采访和报告。

（3）�实验室成员参与翻译、编写科普书目

我室薛向辉教授作为主要译者参与翻译了《What  Every  Science  Student
ShouldKnow》一书，该书中文名《理科生必须知道的那些事儿》，由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了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地球科学、工程学、数学、神

经科学、物理等STEM领域基础学科对专业知识、技能要求，可以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

思考专业、研究和未来职业选择的参考。



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成员陈廷娣、薛向辉作为编委参与编写“中国大科学装

置出版工程（第二辑）”丛书中《探索空间天气的奥秘——东半球空间环境地基综合

监测子午链》一书。该书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以讲解国家大

科学工程“子午工程”为契机，向青年读者简要介绍了空间天气的基本知识，探测设

备的工作原理以及基本的数据应用方法，旨在激发青年读者对探索太空和探测仪器创

作的兴趣，培养青年读者基本的科学素养。

3. 国内外学术交流情况

本评估期内，实验室进一步加强国际、国内合作与交流。五年内，实验室先后邀请71

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到实验室讲学，派出116人次参加国际和地区学术会议，其中特邀

报告34人次。（特邀报告清单详见下表。）

（1）ISEST Mini-Workshop



重点实验室日地空间物理探测与研究团队于2014、2015年举办了ISEST小型研讨会。研

讨会由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张捷教授（ISEST学术组织负责人）和实验室汪毓明教授

共同召集举行，来自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南京大学、

山东大学、洛阳师范大学等的1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目标为理解太阳

瞬变活动的起源和传输、发展和提升预报太阳瞬变活动及其对地球可能影响的能

力。ISEST小型研讨会拟在加强国内本专业相关领域的合作，提高ISEST在国内的影响

力，提升国内相关领域学者在ISEST等国际组织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

图1. ISEST Mini-Workshop（2014）

图2. ISEST Mini-Workshop（2015）

（2）International Magnetic Flux-rope Mini-Workshop

2015年8月18日－19日，重点实验室日地空间物理探测与研究团队在合肥举行举办

了International  Magnetic  Flux-rope小型研讨会，CME理论模型的核心主体为扭缠

的磁绳，对磁绳的讨论有利于CME的动力学特性及其决定因素研究。



图3. International Magnetic Flux-rope Mini-Workshop（2015）

（3）The 17th IEA Reversed Field Pinch Workshop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第十七届国际能源署反场箍缩国际研讨会（The  17th  IEA
Reversed Field Pinch Workshop）”在科大举办。来自美国、意大利、法国、日本、

瑞典、加拿大以及中国的14  个单位94人注册参加了会议。本届会议的科学组织委员会

由以上7国的8位科学家代表组成，我校物理学院刘万东教授担任主席，谢锦林副教授

担任秘书长。

（4）2018年高能量密度物理青年科学家论坛

2018年4月13-15日，“2018年高能量密度物理青年科学家论坛”暨“2018年高能量密度

物质诊断技术研讨会”在合肥举办  ，来自全国科研院所的13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高

能量密度物理是研究能量密度超过1011焦耳/米3的极端条件下物质结构与特性及变化

规律的科学，是近年发展起来的重要交叉前沿学科领域。高能量密度物理研究对惯性

约束聚变、材料物理、天体物理、加速器物理、国防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5）第十届Long term trend国际研讨会

2018年5月14日，第十届Long term trend国际研讨会在安徽合肥召开。重点实验室李

陶教授作为科学委员会成员、地方组委会主席，与本实验室雷久侯教授、薛向辉教授、

以及美国Hampton大学Jia Yue博士等共同承办和组织了“第十届Long term trend国

际研讨会”。这次会议吸引了来自中国、德国、美国、日本、阿根廷、捷克共和国、

芬兰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30名参与者，是历届long term trend研讨会中参加人数

最多一次，总计提交了120余篇报告摘要。会议主要研讨包括对流层，平流层，中间

层，热层，电离层的趋势和变化过程，并向年轻科学家介绍了大气长期趋势研究、动

力学和建模的历史。  通过本次研讨会加强实验室与国内外本专业相关领域的合作，

提高实验室在国际的影响力。



图4. 第十届Long term trend国际研讨会

1、会议类型：全球性、区域性、双边性、全国性；

2、会议主席：添加多个人，请用,（英文半角逗号）分隔；

3、会议日期：填写格式为：“年-月-日”；

4、参加人数：数字。

举办的学术会议一览表

序号 会议名称 会议类型
主办/承办单

位名称
会议主席 会议日期 会议地址

参加
人数

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ometric Algorithms
and Methods for
Plasma Physics

全球性
中国科学院近
地空间环境重

点实验室
秦宏 2014/05 安徽合肥 110

2 无碰撞重联-激波-粒子
加速研讨会

全国性
中国科学院近
地空间环境重

点实验室
陆全明 2014/09 山东威海 40

3 The 17th IEA Reversed
Field Pinch Workshop 全球性

中国科学院近
地空间环境重

点实验室
刘万东 2015/10 安徽合肥 94

4 太阳爆发活动研究”学
术研讨会；

全球性
中国科学院近
地空间环境重

点实验室
刘睿 2017/06 安徽合肥 30

5 “地球辐射带中的等离
子体波动”学术研讨会

全国性
中国科学院近
地空间环境重

点实验室
陆全明 2017/07 安徽合肥 30



6
天体物理环境中高能粒
子加速的实验室研究进

展研讨会
区域性

中国科学院近
地空间环境重

点实验室
陆全明 2018/01 安徽合肥 30

7 2018年高能量密度物理
青年科学家论坛

全球性
中国科学院近
地空间环境重

点实验室
2018/04 安徽合肥 130

8 第10届大气长期变化和
趋势国际研讨会

全球性
中国科学院近
地空间环境重

点实验室
李陶 2018/05 安徽合肥 130

9
天体物理环境中高能粒
子加速的实验室研究进

展研讨会
区域性

中国科学院近
地空间环境重

点实验室
陆全明 2018/06 安徽合肥 25

参加的学术会议一览表

序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地点 时间

1
Multiple magnetic clouds and its

enhanced geoeffectiveness
（invited）

汪毓明
CME-CME interaction

workshop 英国 2014/03

2
Development and calibration of
the low-energy ion spectrometer

(LEIS) instrument
郝新军 EGU会议 奥地利 2014/04

3 Dynamic evolution of CMEs from
the corona to IP space 汪毓明 AOGS 日本 2014/07

4 Investigating an X-Class Long-
Duration Confined Flare 刘睿 AOGS 2014 日本 2014/07

5 The superelastic collision of
CMEs in the heliosphere （invited） 申成龙 AOGS会议 日本 2014/07

6
Mesospheric and Thermospheric

enhanced sodium layers: Case and
Statistical studies

薛向辉 AOGS 日本 2014/07

7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en Magnetic Systems for
plasma Confinement （invited）

孙玄
Research Activities

in KMAX Tandem
Mirror

韩国 2014/08

8
2014 meeting of Division of

Plasma Physics,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孙玄

Research Activities
in KMAX Tandem

Mirror – Electrode
Biasing Experiment

美国 2014/10



9

Ionospheric density enhancements
at low and middle latitudes

during the superstorms observed
from multiple satellites

（invited）

雷久侯 AGU Fall Meeting 美国 2014/12

10 Early Evolution of an Energetic
CME and its Relation to EUV Waves 刘睿 AGU Fall Meeting 美国 2014/12

11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on holes
generated in the separatrix
region during anti-parallel

magnetic region

陆全明 AGU Fall 美国 2014/12

12

Longitudinal and Hemispheric
Variations of Nighttime E-layer
Electron Density in the Auroral

Zone

栾晓莉 AGU Fall Meeting 美国 2014/12

13 Full Halo Coronal Mass Ejections:
Arrival at the Earth 申成龙 AGU Fall Meeting 美国 2014/12

14 Investigation of plasma motion of
magnetic clouds at 1 AU 汪毓明 AGU Fall Meeting 美国 2014/12

15

The Overturning Structure of
Sodium Layer in Lower-

thermospheric Region and Its
Relevance to Ionospheric Field
Align Irregularity (FAI) and

Gravity Waves

薛向辉 AGU Fall Meeting 美国 2014/12

16 The geoeffectiveness of ICMEs 申成龙 2015AOSWA 日本 2015/03

17
Space weather research and
activities at USTC, China

（invited）
汪毓明

The 3rd workshop of
AOSWA 日本 2015/03

18
Electron acceleration in the
dipolarization front driven by

magnetic reconnection
陆全明

14th Annual
International
Astrophysics
Conference

美国 2015/04

19
Disappearance of plasmaspheric
hiss following interplanetary

shock
苏振鹏

Inner Magnetospheric
Coupling II

conference 2015
美国 2015/03

20 Some recent studies about chorus
generation （invited） 陶鑫

地球辐射带物理小型交
流讨论会

美国
（UCLA） 2015/07



21

The enhanced sodium layer in the
lower thermosphere and its

relevance to Ionospheric field
aligned irregularities and

gravity waves.

薛向辉
Layered phenomena in
the Mesopause Region

(LPMR)
美国 2015/08

22 The energetic particles signature
of Shock-ICMEs 申成龙 AOGS会议组委会 新加坡 2015/08

23
Waiting Times of Quasi-homologous
Coronal Mass Ejections from Super

Active Regions
汪毓明

AOGS 12th annual
meeting 新加坡 2015/08

24

Quantifying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substorm

injections and chorus waves to
the rapid outward extension of

electron radiation belt （invited）

苏振鹏 AOGS 2015 新加坡 2015/08

25
Thermodynamic spectrum of solar

flares based on SDO/EVE
observations

汪毓明

The 2nd
International Sino-
German Symposium on

Solar Physics

德国 2015/08

26
Structure, Stability and

Evolution of a Magnetic Flux Rope
（invited）

刘睿

2nd Interntional
Sino-German

Symposium on Solar
Physics

德国 2015/08

27

Electron betatron acceleration in
the dipolarization front driven

by magnetic reconnection
（invited）

陆全明 The NORDITA workshop 瑞典 2015/08

28 Construction of KMAX-FRC
Experiment （invited） 孙玄

US-Japan Compact
Torus (CT) Workshop

Tokyo,
Japan 2015/09

29 The Energetic Particles in Shock-
ICMEs Interaction Structures 申成龙 2015ISEST会议 墨西哥 2015/10

30 The Energetic Particles in Shock-
ICMEs Interaction Structures 申成龙 AGU Fall Meeting 美国 2015/12

31 Solar activity dependence of the
nightside aurora 栾晓莉 AGU Fall Meeting 美国 2015/12

32
The possible evdience of the

deflected propagation of the 2015
March 17 ICME

汪毓明 ISEST Workshop 墨西哥 2015/10



33

How well can the observed flux
ropes in the solar wind be fitted

by a uniform-twist flux rope
model?

汪毓明 AGU Fall Meeting 美国 2015/12

34
Disappearance of plasmaspheric
hiss following interplanetary

shock
苏振鹏 AGU Fall Meeting 美国 2015/12

35

Connections between linear
properties of whistler waves and
characteristic frequencies of

chorus

陶鑫 IUGG 2015 大会 捷克 2015/12

36 Some theoretical and numerical
studies of chorus generation 陶鑫 AGU Fall Meeting 美国 2015/12

37
Electron KH instability and

secondary islands in the outflow
region of magnetic reconnection

陆全明
US-Japan Workshop on

Magnetic
Reconnection

Napal
Valley,
Californ
ia, USA

2016/03

38

In situ observa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magnetic flux
ropes in the ion diffusion region

of magnetic reconnection
（invited）

王荣生
US-Japan Workshop on

Magnetic
Reconnection 2016

Napa, US 2016/03

39 The Jianghuai Area Sferic Array:
Some Applications 祝宝友 ILDC/ILMC 2016

San
Diego,US

A
2016/04

40

The mechanisms of electron
acceleration during multiple x

line magnetic reconnection with a
guide field （invited）

陆全明

10th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gnetic Fusion and
12th Asia Pacific
Plasma Theory
Conference

杭州 2016/05

41
Electron KH instability and
secondary islands in magnetic

reconnection （invited）
陆全明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umerical Modeling
of Space Plasma

Flows

Monterey
, CA,
USA

2016/06

42
Electron acceleration during

magnetic reconnection: Particle-
in-cell simulations （invited）

陆全明

6th East-Asia School
and workshop on
Laboratory, Space
Astrophysical

Plasmas,

Tsukuba,
Japan 2016/07



43 Electron KH instability and
secondary reconnection （invited） 陆全明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on Magnetic
Reconnection in

Space and Laboratory
Plasmas

昆明 2016/07

44

In situ detection of an electron
shear flow layer in the

magnetopause reconnection by the
MMS spacecraft

王荣生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gnetic
reconnection in

plasmas

昆明 2016/07

45
Double Crests of Peak Height in
the Equatorial Ionospheric F2
Layer Observed （invited）

栾晓莉
亚洲大洋洲地球物理学

会年会（AOGS) 北京 2016/08

46
Evolutionof 3D Magnetic Flux
Ropes in a laboratory Plasma

（invited）
孙玄

The 13th Annual
Meeting AOGS 北京 2016/08

47
Construction of KMAX-FRC
Experiment (Plenary Review

Lecture) （invited）
孙玄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en
Magnetic Systems for
Plasma confinement

Novosibi
rsk,
Russia

2016/08

48 Testing the reliability of ice-
cream cone model 潘宗浩

第13届中俄空间天气研
讨会

雅库茨克 2016/08

49 Characteristics of narrow bipolar
Events 祝宝友 ILCP 2016 Estoril，

Portugal 2016/09

50 亚暴触发：输运系列中熵减小到熵增
加的开关

陈出新
2016海峡两岸太空物理

会议
昆明 2016/09

51
Interaction of magnetic flux
ropes in Magnetosphere and
associated waves （invited）

王荣生
第十次全国空间天气学

研讨会
武汉 2016/11

52

The Gravity Waves within upper-
troposphere and stratosphere

observed by the USTC Doppler wind
lidar and Model analysis

薛向辉 美国地球物理年会 旧金山 2016/12

53
Modulation of Madden–Julian
Oscillation on the polar

mesospheric clouds
李陶 美国地球物理年会 旧金山 2016/12

54
Development of turbulent magnetic
reconnection at a magnetic island

（invited）
陆全明 美国地球物理年会 旧金山 2016/12



55

Gener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magnetic flux ropes during
magnetic reconnection in the

magnetotail

王荣生 美国地球物理年会 旧金山 2016/12

56 Diagnostics of eddy currents and
preliminary applications 李弘

The 18th IEA
International RFP

Workshop

KIT,
Kyoto 2017/03

57 MHD Analyses of CFETR Baseline
Scenario: An Overview（invited） 朱平

29th Meeting of the
ITPA Topical Group
on MHD, Disruptions

and Control

Chengdu,
China 2017/03

58
Kinetic-MHD Modelling of

Energetic Particle Physics in
Tokamaks using NIMROD（invited）

朱平
The 11th Westlak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angzhou
, China 2017/04

59
On the twist of magnetic flux
ropes in the corona and solar

wind

Yuming
Wang EGU Assembly Vienna 2017/04

60 Earth-Affecting CMEs and
Associated Geomagnetic Storms

Yuming
Wang

JpGU-AGU Joint
Meeting Tokyo 2017/05

61 极区宽频ELF波动的实验室研究 刘宇
2017全国日地空间物理

研讨会
青岛 2017/05

62

Particle-in-cell simulations of
laser driven magnetic

reconnection at the Shenguang-II
facility (oral talk)

陆全明

14th Workshop on the
Inrerrelationship
between Plasma

Experiments in the
Laboratory and in
Space (IPELS)

San
Diego 2017/06

63

Laboratory evidence of
spontaneous electrostatic and
electromagnetic transition of

low frequency Kelvin-‐Helmholtz
waves

刘宇 IPELS2017国际研讨会
San
Diego 2017/06

64
The role of magnetic island in
electron acceleration during

magnetic reconnection (oral talk)
陆全明

7th East-Asia School
and Workshop on

Laboratory, Space,
and Astrophysical

Plasmas

Weihai,
China 2017/07

65
On the twist of magnetic flux
ropes in the corona and solar

wind

Yuming
Wang

7th East-Asia School
and Workshop on
Laboratory, Space
and Astrophysical

Plasmas

威海 2017/07



66

Night side aurora observed from
DMSP F16/SSUSI: seasonal,

geomagnetic and solar activity
dependence

栾晓莉
第四届全球华人空间天

气科学大会
北京 2017/08

67
Electron acceleration in a

turbulent magnetic island (oral
talk)

陆全明

1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

(AOGS)

Singapor
e 2017/08

68
Evolution of a coronal mass

ejection from the Sun, Mercury,
Venus to the Earth

Yuming
Wang

The 4th
International Space
Weather Conference

北京 2017/08

69
Evolution of a coronal mass

ejection from the Sun to Mercury,
Venus, Earth and beyond

Yuming
Wang ISEST 2017 Workshop 韩国Jeju 2017/09

70

The role of magnetic island in
electron acceleration during

magnetic reconnection, 1st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Plasma

Physics (invited talk)

陆全明 AAPPS-DPP2017 Chengdu,
China, 2017/09

71
Nonlinear gyrokinetic simulation

of ITG turbulence based on
numerical Lie-transform

S.Wang,Y
.Xu,L.Ye
,Z.Dai,X
.Xiao

1st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Plasma

Physics

Chengdu
China 2017/09

72

Exploration of ELM mitigation
mechanism after Li-injection: An

MHD simulation perspective
（invited）

Debabrat
a

Banerjee

8th Sino Danish
Autumn School on
Fusion Plasma
Physics and
Technology

Beijing,
China 2017/09

73

Three-dimensional Magnetic
Reconnection Induced by

Ballooning Instability in Near-
Earth Magnetotail（invited）

朱平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bstorms

Portsmou
th, NH,
USA

2017/09

74 MHD Modeling of Edge Localized
Modes in Tokamaks（invited） 朱平

First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Plasma

Physics

Chengdu,
China 2017/09

75

Intrinsically 3D Magnetic
Reconnection Induced by

Ballooning Instability in Earth's
Magnetotail（invited）

朱平
First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Plasma

Physics

Chengdu,
China 2017/09

76 Overview of KMAX experiments
（invited） 孙玄

The 1st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Plasma

Physics

Chengdu,
China 2017/09



77
Effects of Density and Impurity

on Edge Localized Modes in
Tokamaks（invited）

朱平
5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Division of
Plasma Physics

Milwauke
e, WI ,
USA

2017/10

78
First observation of mesosphere
response to the geomagnetic

forcing
薛向辉 AGU Fall Meeting

New
Orleans,

USA
2017/12

79
Evolution of a Coronal Mass

Ejection from the Sun to Mercury,
Venus, Earth and Beyond

Yuming
Wang AGU Fall Meeting, New

Orleans 2017/12

80 Electron acceleration in
turbulent magnetic island 陆全明 AGU Fall Meeting,

New
Orleans,

USA
2017/12

81 Rutherford 参数区域等离子体对共振
磁扰动的非线性响应

朱平
第六届磁约束聚变理论

与模拟研讨会
大连 2018/03

82
NIMROD simulation of Energetic
Particle driven Toroidal Alfven

Eigenmodes on EAST
侯雅巍

第六届磁约束聚变理论
与模拟研讨会

大连 2018/03

83
2017年9月太阳爆发事件的日地链研

究—相互作用过程对空间天气效应的
影响

申成龙
太阳活动精细尺度动力
学学术研讨会 暨第二届

青年太阳物理研讨会
昆明 2018/04

84 Formation and Eruption of Coronal
Flux Ropes'' (invited) 刘睿

Particle Transport
and Energization in
Turbulent Plasmas

Zhuhai,
China 2018/04

85 Electron acceleration in multiple
X line reconnection 陆全明

General assembly
2018 of the 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EGU)

奥地利维
也纳

2018/04

86 日冕磁观测对日冕物质抛射空间天气
研究应用

申成龙 大型日冕仪研讨会 昆明 2018/04

87

A numerical study of overcooling
in the upper thermosphere during

the recovery phases of the
October 2003 storms

雷久侯 Long trend meeting 合肥 2018/05

88

Numerical study of toroidal
Alfven eigenmodes driven by

energetic particles on EAST and
CFETR

侯雅巍

20th ITPA Topical
Group on Energetic
Particles Meeting,

ITER

法国 2018/05



89

Was magnetic storm the only
driver of the long-duration

ionospheric enhancements in the
Asian-Australian sector between 7

and 12 September, 2017?

雷久侯 AOGS 夏威夷 2018/06

90 Formation of Coronal Magnetic
Flux Ropes'' (invited) 刘睿 AOGS 2018

Honolulu
,

Hawaii,
USA

2018/06

91

Formation and Eruption of Coronal
Flux Ropes and Filament

Disintegration in relation to
Quasi-Separatrix Layers

刘睿 COSPAR 2018

Pasadena
,

Californ
ia, USA

2018/07

92
On the twist of magnetic flux
ropes in the corona and solar

wind
汪毓明 SHINE Workshop

美
国Cocoa
Beach

2018/07

93

The possible link between the
neutral constituents in the

mesopause region and the lower
atmospheric/solar activities

薛向辉
国际空间科学大会

（COSPAR）
美国 帕
萨迪纳

2018/07

94

Substorm onset: A switch on the
sequence of transport from

decreaing entropy to increasing
entropy

陈出新 COSPAR 洛杉矶 2018/07

95

Formation of power law
distribution of energetic

electrons during multiple X line
reconnection

陆全明

8th East-Asia School
and Workshop on

Laboratory, Space,
and Astrophysical
Plasmas(EASW-8)

韩
国Daejeon 2018/08

96 Initial MHD and EP analysis for
CFETR design 朱平 NIMROD Team Meeting 美国 2018/08

97 Model of the Crustal Magnetic
Field in the Martian Aurora Zone 陈出新 欧洲行星科学大会 德国柏林 2018/09

98 Identifying the source complexity
of a complex ejecta 刘睿

the XVIth Hvar
Astrophysical
Colloquium

``International
Study of Earth
affecting Solar
Transients ISEST
2018 Workshop

Hvar,
Croatia 2018/09



99 A Simple Current waveform model
for Narrow Bipolar Pulses

LiuFeifa
n,ZhuBao
you*,MaM
ing,Wang
wenwei

3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ghtning protection

Rzeszow，
Poland 2018/09

100 Interaction between multiple CMEs
and its impact on space weather 申成龙 2018 ISEST 克罗地亚 2018/09

101 Initial MHD and EP analyses for
CFETR design 朱平

32nd ITPA MHD
Disruption and
Control Topical

Group

意大利 2018/10

102 激波-行星际日冕物质抛射(Shock-
ICME)复杂结构及其空间天气效应

申成龙

全国第十一届空间天气
科学研讨会与全国第二
届数字空间战略研讨会

会议

景洪 2018/10

103 行星际大尺度结构的地磁效应 申成龙 气象学年会 合肥 2018/10

104 激波-行星际日冕物质抛射(Shock-
ICME)复杂结构及其空间天气效应

申成龙 青促会地学论坛 南京 2018/10

105

The observational evidence of
neutral atmosphere response to

the geomagnetic and lower
atmoshperic activities in

mesopause region

薛向辉 地球物理年会 北京 2018/10

106
Nascent Evolution of Magnetic

Flux Ropes Toward Eruption in the
Solar Corona

刘睿

Chinese Astronomical
Society \& China
Solar Physics
Symposium 2018

Kunming,
China 2018/10

107

Meso-scale ionospheric variations
revealed from Beidou

geostationary orbit (GEO)
satellites

雷久侯 国际电离层导航 上海 2018/11

108 暴时热层大气恢复过程研究 雷久侯
太阳活动及日地能量传

输
珠海 2018/11

109 热层大气预报精度与低轨卫星运行轨
道的关系

雷久侯 全国空间天气 景洪 2018/11

110
On The Twist Of Magneitc Flux
Ropes In The Corona And Solar

Wind
汪毓明

2nd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Plasma

Physics

日
本Kanazawa 2018/11



111

Nonlinear plasma response and
flow relaxation induced by

resonant magnetic perturbation in
Rutherford regime

朱平
6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PS Division
of Plasma Physics

美国 2018/11

112
Plasma jet formation from laser
ablation of thin aluminium film
in a transverse magnetic field

朱平
6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PS Division
of Plasma Physics

美国 2018/11

113 CFETR 磁流体不稳定性分析 朱平
CFETR 集成工程设计年
会暨聚变堆设计研讨会

乐山 2018/11

114

Reconstructing 3D Solar Wind
Structures in the Inner

Heliosphere from STEREO Dual
Views

汪毓明 AGU Fall Meeting 美国华盛
顿

2018/12

115

Was magnetic storm th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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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行管理

实验室在科研场所、实验平台方面，拥有足够的办公用房和实验室空间,教学科研

楼1-4层、8-16层均为本实验室的办公实验用房，实验室面积约7000平方米，其中仪器

用房面积约4000平方米,同时实验室能够有效充分利用学校已有的公共实验平台资源。



图1. 实验室在园区的楼房位置及实验室实景图

图2. 实验室平面图

图3. 钠测温测风激光雷达实验室



图4. 空间探测有效载荷研制实验室

实验室实行主任负责制下的集体领导制度。实验室设置主任1人，副主任3人。实

验室主任主要负责把握实验室研究方向，申请实验室重大研究项目，组织和协调重大

项目的实施等。实验室副主任协助实验室主任进行实验室的管理。实验室设两个管理

岗位分管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有分工有合作。实验室5大支撑平台（蒙城国家野外

观测台站、临近空间探测平台、空间有效载荷研制平台、空间环境的实验室模拟平台、

数据、模式与计算平台）的大型实验仪器设备均有专人管理和维护，实验室实行小组

负责制，由各个组长安排实验进度，负责研究组中实验设备的日常维护。有专职人员

管理实验室的建设，负责购置设备的审批，协调公用设备的使用。

实验室建立了学术报告制度，每周举行实验室的学术报告，报告的一半以上来自

实验室外的国内外知名学者的贡献。除此以外，每个研究组每周组织召开自己组内的

学术活动，组织小方向上的学术报告。实验室每个学期要开总结会，每个教员和博士

后均要进行报告，对一学期的研究状况进行汇报、总结，实验室主任对其进行评估。

实验室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设置了5个研究组，每个研究组设负责人1名，负责该

研究方向的平台建设、科学研究和组中研究生的管理。在实验室仪器管理方面，各个

运行平台均根据自身设备特性，制定了适合自身设备运行要求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实

验室采取定期对抽查的办法，来强化对设备的管理，并完善了奖惩措施。

实验室的研究生管理方面，在2013年起颁布了《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研究生

管理办法》。该办法中，明确了组长负责制（主要由研究组长来组织研究生的学术活

动，在行政秘书帮助下解决学生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同时明确了研究生开题报告评

审、中期检查报告评审、预答辩评审等环节的具体任务和目标。鼓励研究生从事重要

的有价值的工作，不过分要求学生工作的数量，而要求工作的质量。另外，对研究生

的日常行为也做了规范。

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主任由魏奉思院士担任，副主任由俞昌旋院士担任。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审议实验室年度工作报告和评审开放课题。学术

委员会起到了把握实验室研究方向、监督实验室研究状况、项目实施的作用。除了定

期召开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之外，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实验室的每一

个重要项目的申请、中期评估、项目验收、引进人才论证等，都有学术委员会的若干

成员参加，所以学术委员会能够准确、全面、适时地了解实验室的状况，从而能够对

实验室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重要的建议。



实验室着力塑造“求是、创新、和谐、发展”的实验室文化，倡导“以人为本”

的人文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勇攀高峰”的超越精神和“自强不息”的

奋斗精神。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是一个有着良好学术氛围、学术自律的研究群体，

自建立起，没有出现过一起抄袭、剽窃他人研究成果或违背科研道德的事情。我们坚

决主张学术打假，实验室研究生管理条例明文规定：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严禁学术

造假，一经发现开除出实验室。

学委会职务：主任、副主任、委员、顾问

学术委员会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学委会职务 工作单位 备注

1 魏奉思 男 1941/11 研究员 主任
中科院空间科学与

应用研究中心

2 俞昌旋 男 1941/07 教授 副主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已去世

3 涂传诒 男 1940/07 教授 委员 北京大学

4 吕达仁 男 1940/01 研究员 委员 中科院大气所

5 陈颙 男 1942/12 研究员 委员 国家地震局

6 王水 男 1942/04 教授 委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 万卫星 男 1958/07 研究员 委员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8 王赤 男 1967/02 研究员 委员
中科院空间科学与

应用研究中心

9 李定 男 1957/02 教授 委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0 易帆 男 1957/04 教授 委员 武汉大学

11 曹晋滨 男 1964/06 教授 委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2 林郁 女 教授 委员 美国奥本大学

13 窦贤康 男 1966/01 教授 委员 武汉大学

学委会委员参会情况：依次列出学委会委员参会人员名单，姓名之间请用,（英文半角逗号）分

隔；

学委会会议情况



年度 评估期第一年 评估期第二年 评估期第三年 评估期第四年 评估期第五年

地点 安徽合肥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学委会委员出席人
员名单

魏奉思、涂传
诒、陈颙、王
水、俞昌旋、
窦贤康、万卫
星、王赤、曹

晋滨、易帆

魏奉思、涂传
诒、陈颙、王
水、李定、窦

贤康、万卫星、
曹晋滨、易帆

魏奉思、涂传
诒、陈颙、王
水、万卫星、

易帆、曹晋滨、
窦贤康

涂传诒、王水、
王赤、李定、

易帆、曹晋滨、

魏奉思、涂传
诒、王水、窦
贤康、王赤、

曹晋滨

学委会委员缺席人
员名单

吕达仁、李定、
林郁

吕达仁、俞昌
旋、王赤、林

郁

吕达仁、俞昌
旋、李定、王

赤、林郁

魏奉思、陈颙、
吕达仁、俞昌
旋、万卫星、
窦贤康、林郁

吕达仁、陈颙、
俞昌旋、李定、
万卫星、王赤、

林郁

5. 公用平台

1、设备类型：自制、购置、改装；

2、设备状况：优、良、差；

3、价格：以万元（人民币）为单位填写，用美元购买的设备按照购买时汇率换算，只能是数字；

4、实验室研究总机时：研究总机时只需要填写本年度的数据，机时中应包括机器预备、测试、

后处理的总机时，只能是数字；

5、对外服务总机时：服务总机时只需要填写本年度的数据，非本室人员研究工作总机时，只能

是数字；

6、购置时间：填写格式为：“年-月-日”，（注意，年月日之间的分隔用减号“-”）；

7、性能指标：不超过100字；

8、用途：不超过100字；

9、是否开放：非本室人员是否有权使用该仪器，是、否。

30万元以上仪器设备使用情况

序
号

设备
类型

设备型号 设备名称
设备
状况

价格
(万
元)

实验
室研
究总
机时

(小
时)

对外
服务
总机

时
(小
时)

购置
时间

性能指标 用途
是否
开放

1 购置 研制

光学分系
统——激
光雷达系

统

优
565.
85

300.
0

300.
0

2014/
05

垂直分辨率90m，
时间分辨率240s

探测大气温度，
密度

是



2 购置 定制
高空钠层
探测激光
雷达系统

优
171.
52

300.
0

300.
0

2015/
09

垂直分辨率90m，
时间分辨率240s 探测钠层密度 是

3 购置 HDO8108 力科示波
器

优
30.6
4

500.
0 50.0 2018/07 1G采样率，4通道 电子学电路检测 是

4 购置

Keo
Sentry 4
Scientifi
c Imager

气辉成像
仪

良
103.
36

300.
0 0.0 2012/

12 满意 观测仪器 否

5 购置
Keo Low
Brightnes
s Source

光源定标
器

良
68.9
9

300.
0 0.0 2012/

12 满意 观测仪器 否

6 购置
LPXpro220
LASER
SYSTEM

准分子激
光器

优
121.
19

300.
0 0.0 2015/

06
激光能量60mJ，

重频100Hz 探测大气臭氧 否

7 购置
powerlite
DLS 9050

9050yag激
光器

优
102.
97

500.
0 0.0 2016/

12
激光功率20W，重

频50Hz

探测钠层密度，
中高层大气温度、

风场
是

8 购置
DPSS

500-200
DPSSYAG激

光器
优

100.
29

300.
0 0.0 2016/

12
激光能量60mJ，

重频200Hz 探测大气臭氧 否

9 购置
powerlite
DLS 9050

脉冲激光
器

优
94.6
5

300.
0 0.0 2015/

06
激光能量60mJ，

重频50Hz 探测大气臭氧 否

10购置
spitlight

2s
DPSS种子

激光器
优

48.5
6

300.
0 0.0 2016/

12 激光功率10mW 探测大气臭氧 否

11购置
PEABODY
SCIENTIFI
C牌;30keV

离子源 优 66.2300.0 0.0 2013/
08

30keV以下能量的
离子束

离子探测器标定 是

12购置 订制
数字磁强

计
优 49 200.

0 0.0 2017/
01 0.01nT分辨率 稳态弱磁场测量 是

13购置 *
低能粒子
探测器二

次电源
优 48 100.

0 0.0 2016/
12

12V，6V，5V电源
转换

低能离子能谱仪
二次供电

否

14购置 订制
地磁补偿

线圈
优 48 200.

0 0.0 2016/
12 长宽高约1.5m 地磁补偿 是

15购置 订制
磁强计数
字处理电

路板
优 48 300.

0 0.0 2016/
12

128Hz原始数据转
换为1或32Hz 磁场数据处理 否



16购置 定制
6通道磁通
门探测器

优
46.9
9

300.
0 50.0 2018/08 0.01nT分辨率 磁芯筛选 是

17购置 定制

6通道磁通
门传感器
环芯筛选
电子学系

统

优 46.4300.0 50.0 2018/07 0.01nT分辨率 磁芯筛选 是

18购置 订制

低能离子
探测仪器
标定真空

室

优 42 300.
0 50.0 2016/12

1立方，极限真
空1e-7Pa

提供标定需要的
真空环境

是

19购置 定制
磁通门磁

强计
优

41.2
1

300.
0 0.0 2018/

07
0.01nT分辨率，

正负65000nT范围
弱磁场测量 是

20购置 订制

低能离子
能谱仪前
端电子学

板

优 41 100.
0 0.0 2017/

08
1M采样率，16通

道
离子探测器前端

电子学
否

21购置 订制
数字磁通
门磁强计

优
40.8
9

300.
0 0.0 2013/

11
数字式，0.01nT

分辨率
弱磁场测量 是

22购置 定制
磁通门磁

强计
优

40.8
5

300.
0 0.0 2018/

07
0.01nT分辨率，

正负65000nT范围
弱磁场测量 是

23购置 订制

低能离子
能谱仪电
性件高压

板

优 40 100.
0 0.0 2017/

11
正负2500V可调高

压输出
粒子探测器高压

供电
否

24购置 订制
磁强计仪
表单元处
理电路板

优 39.5300.0 0.0 2017/
01

422通讯、128Hz
数据平滑处理打

包等

磁强计数据处理、
通讯、供电

否

25购置 订制
星载磁强
计地面检

测设备
优 38 300.

0 0.0 2016/
11

29V供电，422通
讯

磁强计地面检测
设备

否

26购置 I-3392A
离子束二
维成像分

析仪
优

35.3
2

300.
0 0.0 2016/

11
直径约70mm离子

束流截面成像
离子束截面分析 否

27购置 定制
低能离子
能谱仪电

性件
优 31 300.

0 0.0 2017/
12

15keV能谱测
量，16通道

低能离子能谱仪
工程样机

否

28购置WNX5400-U 网络附加
存储

优
39.6
7 0.0 0.0 2016/

02



29购置 定制
激光雷达
望远镜系

统
优 254 300.

0
300.
0

2014/
02 有效口径1m 采集大气回波信

号
是

30购置 evo　III YAG激光器 优
120.
03

300.
0

300.
0

2016/
11

工作波长355nm，
脉冲能量180mJ 激光雷达光源 是

31购置 EVO III YAG激光器 优
117.
5

300.
0

300.
0

2017/
04

工作波长355nm，
脉冲能量180mJ 激光雷达光源 是

32购置 ET100 标准具 优
105.
67

300.
0

300.
0

2017/
04

工作波长355nm，
有效口径100mm 光学频率检测 是

33购置 9050 脉冲激光
器

优
104.
75

300.
0

300.
0

2013/
12

工作波长355nm，
脉冲能量330mJ 激光雷达光源 是

34购置
Powerlite
DLS 9050

高功率脉
冲激光器

优
104.
62

300.
0

300.
0

2013/
07

工作波长355nm，
脉冲能量330mJ 激光雷达光源 是

35购置 定制
激光雷达
后继光路

系统
优 100 300.

0
300.
0

2016/
02 工作波长355nm 接收光的分束准

直耦合等
是

36购置
DS-1064-7

-SLM
可调谐激

光器
优

97.0
2

300.
0 0.0 2018/

11 工作波长1064nm 滤光器频率检测
光源

否

37购置
SpitLight
EVO-100 YAG激光器 优

96.8
3

300.
0 0.0 2016/

10
工作波长355nm，

脉冲能量180mJ 激光雷达光源 否

38购置
spitlight
2000-50 YAG激光器 优

83.9
6

300.
0 0.0 2013/

09
工作波长355nm，

脉冲能量260mJ 激光雷达光源 否

39购置 定制
800毫米扫
描测风望
远镜方舱

优
58.5
6

300.
0

300.
0

2013/
12

尺
寸6000*2200*2200mm

激光雷达设备平
台

是

40购置 ET100 标准具 优
49.1
7

300.
0

300.
0

2017/
04

工作波长355nm，
有效口径100mm 光学频率检测 是

41购置 ET100 标准具 优
49.1
6

300.
0

300.
0

2017/
04

工作波长355nm，
有效口径100mm 光学频率检测 是

42购置 WSU-2 波长计 优
48.6
2 0.0 0.0 2017/

12
波长范围350 to

1120 nm 激光波长校准 是

43购置

spitlight
-

chiller-2
innolas

循环制冷
机

优
41.2
2

300.
0 0.0 2017/

04 温控精度0.1℃ 激光器冷却

44购置
种子激光

器
种子激光

器
优

40.8
2

300.
0 0.0 2016/

05
工作波长1064nm，

平均功率15mW
注入主激光器形

成单纵模激光
否



45购置 定制
二维光学
扫描系统

优 40 300.
0 0.0 2014/

06 有效口径800nm 用于激光雷达扫
描测量

否

46购置
TA F

1000-140
电子自准

直仪
优

38.2
9 0.0 0.0 2017/

12 有效口径140mm 用于光学系统装
调

否

47购置 INNOLAS 种子激光
器

优
32.0
9

300.
0 0.0 2017/

04
工作波长1064nm，

平均功率15mW
注入主激光器形

成单纵模激光
否

48购置 * 种子激光
器

优
31.7
3 0.0 0.0 2016/

11
工作波长1064nm，

平均功率15mW
注入主激光器形

成单纵模激光
否

49购置 非标
光学望远

镜系统
优 30 300.

0 0.0 2014/
12 有效口径1m 接收大气回波信

号
否

50购置 TGLW-SD

宽带高时
间分辨率
太阳射电

频谱仪

优 117 0.0 0.0 2014/
11

51购置 SLM-1064 单纵模激
光器

优
48.4
9

500.
0 0.0 2016/

08 1064nm;线偏振 大气遥感 否

52购置
LABMASTER
MCM-ZI-A 示波器 优

48.0
7

100.
0 0.0 2018/

07
Bandwidth:20-10

0GHz; 信号检测 是

53购置 *
真空恒温
多模鉴频

接收机
优

46.9
3

300.
0

200.
0

2017/
04

恒温精
度：PV<0.01℃； 信号鉴频 是

54购置 WSU-2 激光鉴频
器

优
45.1
3

300.
0

200.
0

2016/
11 精度0.1pm 波长检测 是

55购置
LABMASTER
10-36ZI-A

数据采集
器

优
44.6
3

300.
0 0.0 2018/

07
最大采样

率240GS/s 数据采集 是

56购置
CE318N-
EDPS9

全自动太
阳光度计

优
41.7
5

500.
0

200.
0

2016/
04 全自动 空气质量检测 是

57购置DSO90604A 示波器 优
39.7
1

300.
0 0.0 2013/

12 4通道6GHz带宽 信号波形检测 是

58购置
Eos XXO

CS 制冷机 优
39.4
9

200.
0 0.0 2017/

04 最低温度2.5K 提供低温环境 否

59购置 TC-1550 光纤飞秒
激光器

优 37.3300.0 0.0 2013/
08

Pulse Energy：
>1.0 nJ; 光纤传感 否

60购置
DLC CTL
1550

可调谐半
导体激光

器
优 34.5300.0 0.0 2017/

12
最大功率50mW,波

长精度150pm 大气遥感 否



61购置 FSVR7 频谱仪 优
32.5
5

300.
0 0.0 2014/

05
Frequency:10Hz~

7GHz; 频谱分析 否

62购置 * 集装箱方
舱

优 32 5000
.0

100.
0

2017/
10 20立方

大气风场遥感环
境保障

是

63购置 SNSPD 单光子探
测器

优
30.5
9

200.
0 0.0 2017/

11
量子效率>60%;暗

计数<10Hz; 微弱光信号探测 否

64购置 定制
流星观测

仪
优

154.
65

300.
0 0.0 2014/

12

全天候24小时探
测，24kW,6通道

收发

探测中高层大气
参数

否

65购置
wyj-1000-

00

1米口径钠
层激光雷
达望远镜

优 110 300.
0

300.
0

2016/
05 直径1m 接收回波信号 是

66购置 定制

1米垂直三
波长激光
雷达望远

镜

优 90 300.
0

300.
0

2018/
11 直径1m 接收回波信号 是

67购置
powerlite
DLS 9050

脉冲YAG激
光器

优
78.1
7

300.
0

300.
0

2016/
05

激光能量500mJ，
重频50Hz 输出532nm激光 是

68购置 vista 脉冲染料
激光器

优
39.0
7

300.
0 0.0 2016/

05
激光能量60mJ，

重频50Hz 输出589nm激光 否

合
计

4944
.12

万元

2320
0小
时

5400
小时

空间环境的各种现象复杂多样、千差万别,无法仅通过购置标准的商业仪器实现模

拟研究。随着国家对空间探索和空间环境探测的需求日益迫切，建立具有自主观测与

实验能力的公共平台是本实验室发展的关键。

本评估期内，实验室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985工程”、“211工程”、科

学院创新工程等经费支持下，建立了一批具有特色的实验平台，并对部分实验装置进

行了拓展与改造，显著提升了实验室的总体水平。

（1）地基探测部分

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着力发展基于主动遥感技术的地基激光雷达系统，目前，已

经建成瑞利-钠荧光双波长激光雷达、车载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高光谱分辨钠测温测

风激光雷达、量子探测激光雷达等6台套，总价值7500余万元。可以用于开展空间环境

多变量综合探测，探索“电离层-大气层”的相互作用过程和变化规律。其中瑞利-钠

荧光激光雷达是国家大科学工程“子午工程”光学分系统的重要观测设备之一，已经

实现常规观测和业务化运行，通过子午工程数据中心向国内外科研人员提供平流层、



中间层大气的观测参数，累计共享6500观测小时、11万余个数据。车载多普勒测风激

光雷达多次服务于不同应用背景下的大气环境保障任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应

用单位的高度评价，并获得2014年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量子探测激光雷达将单光子

上转换、超导纳米线等先进量子探测技术应用于激光雷达，开创了一种新型的激光雷

达探测方式，整个系统具有小型化、高稳定性、智能化、高性价比等方面取得了革命

性的进步，并在气象、环保、航空航天行业等方面开展了试运行，效果良好。

图1. 地基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和超导量子测风雷达

（2）空间有效载荷

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空间有效载荷平台主要发展星载磁强计和空间低能带电

粒子探测器两个方向，同时开发和建设了跟空间载荷相配套的地面试验验证和标定系

统。其中星载磁强计目前主要是负责了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中的环绕器上的火星磁

强计的研制任务，目前已先后交付了初样结构件、初样电性件和初样鉴定件，正样件

产品的研制也已进入收尾阶段，将于2019年4月中旬择机交付。空间低能带电粒子探测

器先是在国家重大仪器专项“半空间宽能谱太阳风粒子探测分析器”的支持下完成了

原理样机的设计和生产；其后获得了在实践十八号卫星上搭载名为“高轨低能离子能

谱仪”载荷的机会，已于2017年2月完成正样件的研制并交付总体，但后续火箭发射失

利；现在正实施的载荷名称为“全向离子探测器”，它将搭载在第三代导航卫星的高

轨卫星上，为卫星的等离子体环境提供监测保障，目前已经进入正样件的研制阶段，

将于2019年6月份交付总体。地面验证和标定系统主要为载荷提供空间的模拟环境，并

通过标准束流源来对载荷进行定标，它不仅为平台本身的载荷项目提供了地面验证试

验的保障，还开放给其他做同类型载荷的单位，如511所在BD-3M星上的低能电子探测

器就是通过我们的设备来进行定标的。星载磁强计和低能带电粒子探测器都已纳入学

校的质量管理体系中，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军标和航天管理的要求进行管

控。



图2. 空间环境模拟试验真空罐

图3. 空间带电粒子探测地面标定系统

 

（3）蒙城野外站

科技部蒙城地球物理野外观测研究站（简称蒙城站）是科技部首批的国家级野外

台站之一，是中国科学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的唯一地球物理野外观测平台，是

该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台站主要部署各种主被动光学和无线电设备，开展空

间环境多手段、多变量综合探测，探索“电离层-大气层”的相互作用过程和变化规律。

目前，已经在台站部署流星雷达、全天空气辉成像仪、太阳射电望远镜、GNSS接收机

等4套仪器设备，总价值550余万元。蒙城站采取校局共建模式，台站的空间观测仪器

由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承建，台站的日常维护由安徽省地震局工作人员负责。蒙

城站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三期工程支持下加入中国科学院日地空间环境观测研究网

络（www.stern.ac.cn），并通过该网络与国内外科研用户共享数据，可支持地球空

间环境中涉及的磁层、电离层、中高层大气以及地球磁场与重力场等空间环境状态和

物理过程的观测研究，开展空间天气、空间气候预报研究和相关的空间技术应用研究，

满足有关空间应用领域的国家需求。



图4. 蒙城野外站实验大楼和全天空流星雷达

（4）实验室等离子体模拟

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正着力发展空间基本物理过程的实验室模拟。各种包括

小尺度磁重联实验平台，波粒相互作用实验平台（在建），无碰撞磁重联地面实验平台

（在建），激光诱导荧光诊断系统，汤姆逊散射诊断系统（在建），可以用于开展无

碰撞磁重联电子扩散区的结构及相关等离子体波动的研究，揭示无碰撞磁重联触发机

制，并对波-粒子相互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细致探索。其中小尺度重联实验平台运行时长

超过8000小时，等离子体密度可达1013cm-3，利用多种可变磁场位型，已在磁约束等

离子体基本过程和空间等离子体基础物理过程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工作，如平均流、带

状流与湍流的相互作用研究，磁重联的实验室模拟等，为国内等离子体实验研究做出

了重要贡献。无碰撞磁重联地面实验平台装置直径3  m，等离子体源直径>2m，等离子

体密度可达1013cm-3，脉冲磁重联沿边可调，重联磁场可达100Gauss，同时具有灵活

的外部参数调控能力，可实现范围调节Lundquist  number  S~102~5,目标无碰撞磁重

联研究，是国际领先的下一代磁重联实验平台。另外，针对重联过程中磁能转换导致

等离子体加热和加速过程，采用激光诱导荧光（LIF）诊断获得离子速度分布函数；

汤姆逊散射诊断（在建）可望获得电子速度分布函数，时间分辨ns，空间分辨5mm。
优化脉冲染料激光器输出线宽进行LIF诊断，实现离子速度分辨可达200m/s，分辨能

力已接近常用连续激光器系统。利用同一激光系统，完成平面激光诱导荧光（PLIF）
（在建），对重联等离子体二维截面瞬时成像，可望获得重联扩散区结构和涨落细致

分布。实验平台的建立及高时空分辨先进诊断系统的搭建可更好地研究无碰撞磁重联，

是卫星观测的有力补充，可从而揭示无碰撞磁重联的触发机制，更好地预报灾害性空

间天气事件。

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实验室模拟部分近年来自主建设了大型科研平台：科大空

间等离子体实验(KSPEX)装置。装置由真空室、磁场系统、真空获得系统和等离子体

诊断系统等部分组成。依据实验需求可以产生强度可以连续调节、位形可变的磁场，

从而对不同区域的空间等离子体进行研究。同时装置依据实验需求可进行直流辉光放

电、ECR放电和氧化物阴极放电产生大面积均匀等离子体模拟空间环境。可以模拟从

电离层到磁层不同空间等离子体区域的物理状态。基于该装置开展了多项空间物理基

本过程的研究，在等离子体低频波动和不稳定性研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连续

在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等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并申报发明专利6项。



KSPEX装置作为国内较早建成的空间等离子体研究设备，除了满足重点实验室自身

科研需求外，近年来还多次服务于其他单位基础科研及国防航天研究。为山东大学等

单位探针载荷提供地面测试平台；同时服务于航天科技集团九院704所、航天一院10所、

14所等单位，依托该装置开展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等离子体鞘套对测控通讯影响的研

究及主动干预技术。承担973子课题、军科委创新特区等多项军方合作研究项目，取

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应用单位的高度评价。

（5）高性能计算和存储

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很对科研基于数据分析、计算模拟及存储等，目前建成

计算及存储系统一套，总价值约200万元，主要含有数据采集节点1个、可视化处理节

点2个、290TB存储一套，计算节点5个（168核，11万亿次/秒），采用100Gbps  Intel
OPA高速计算网络互联。目前由校超级计算中心专业人士维护，维护有保障，整套系

统运行良好，有力支撑了近地空间环境建模和存储的需要，更大规模的计算与存储系

统正在筹划中。

6. 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实验室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空间物理和等离子体物理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并

借助学校学科齐全的优势，联合了其他相关专业如大气物理、原子分子物理、物理电

子学、物理化学等科研力量。

本评估期内，依托单位在人才、经费、物质条件等方面的给与有力支持和保障。

五年内，实验室通过依托单位人才引进政策从国外引进“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2人，

教授1人；从国内相关单位引进教授1人，副教授1人。实验室作为依托单位重要科研

基地，获得“重要科研基地培育基金”、“重要方向培育基金”和“引导专项”资助，

五年内共获得资助4000万元。科研条件改善方面，依托单位给予实验室相对集中的实

验室空间、充分的人事和财务自主权和经费支持。

7. 上次评估实验室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情况；目前存在问题、改进计划与措施

1. 注重处理好科学目标研究与技术手段建设的关系，在突出一部分特色自主创新

开发的装置的同时，用好社会化的资源。

实验室将致力于近地空间环境前沿科学问题的研究，揭示近地空间环境各圈层之

间的耦合过程以及物质与能量的输运机制，重点研究方向包括近地空间环境的基本物

理过程及其对太阳活动的响应。对于近地空间环境中的科学研究，观测是其中不可缺

少的关键环节，为此，配合科学目标，实验室瞄准地基探测手段、天基探测手段和实

验室模拟等技术手段加强建设。在评估期内，开发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自主观测手段，



如，在地基探测方面，基于量子探测的量子激光雷达技术；在天基探测方面，自主研

发的磁强计和低能粒子探测载荷技术；在实验室模拟方面，自主建设的电离层-磁层实

验室模拟和诊断技术等。同时，实验室也注重相关技术的成果转化，如基于量子探测

技术的成果转化已获得济南市政府2.5亿元专项基金支持。

2. 进一步凝练实验室研究方向，更好满足国家在近地空间环境方向的重大需求。

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近地空间环境的基本物理过程、近地空间环境对太阳活

动的响应、高空大气地基探测与研究、天基探测技术与研究、空间等离子体环境的实

验室研究这5个主要方向，将科学研究与探测手段紧密结合，旨在提高国内地基光学

和空间有效载荷的研制水平，建成国际上重要的近地空间环境研究中心和高端人才培

养基地，在开展高水平的科研工作基础上，在评估期内，瞄准国家在近地空间环境方

面的需求也开展了相应的工作，满足国家在近地空间环境保障、空间探测等方面的战

略需求。例如，实验室发展地基主动的激光遥感技术，在国内率先开展临近空间风场

的探测，先后服务于有关航空、航天的试验任务，取得良好的成效；实验室发展的量

子探测技术，大大提升了激光雷达的小型化、稳定性、可靠性，并在环保、气象等领

域开展示范应用；实验室空间有效载荷研制，瞄准空间磁强计和低能粒子探测器，承

担了三次航天任务。进一步协调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与设备、仪器研制、开发之

间的关系。加强自主设备建设。

在实验室的5个研究方向上，近地空间环境的基本物理过程、近地空间环境对太阳

活动的响应侧重于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高空大气地基探测与研究、天基探测技术与

研究、空间等离子体环境的实验室研究三个方向主要针对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中关键

科学问题需求，开展设备与仪器开发和研制。如天基探测方向建设的磁强计、低能离

子探测器，地基探测方向建设不同类型的激光雷达，实验室模拟方向建设的电离层、

磁重联实验室模拟装置等。实验室一致强调自主设备的建设，在本次评估期内的相关

设备与仪器研发成果均是自主建设取得的成果。

3.�进一步加强近地空间探测技术研究，尤其是空间有效载荷研制，为我国近地

空间研究取得实质性突破提供坚实支撑。

4.�进一步发展天基探测。

针对第3、4条问题，实验室进一步加强了空间载荷研制。2014年以来，在我国首

次火星探测任务中，以唯一责任单位承担了火星环绕器上的火星磁强计的研制任务，

也是我国深空探测以来首次由高校来承担的型号任务，从初样阶段的结构件、电性件

和鉴定件，到即将交付验收（2019年4月中旬交付）的正样飞行件，火星磁强计的性能

都能够完全满足航天任务的需求。同时，在“半空间宽能谱太阳风粒子探测器”仪器

专项和重点实验室建设经费的支持下，实验室建立了一整套空间粒子探测器研制和试

验的地面设备，并依次先后承担了实践十八号试验卫星上的“高轨低能离子能谱仪”

和BD-G3星上的“全向离子探测器”的研制任务，前者已于2017年2月完成所有的试验

验证项目并交付总体，后者目前正进行着正样件的生产和试验，预计将于2019年6月交

付总体。在载荷研制的基础上，根据实验室科学研究发展的需求，实验室汪毓明教授



等人2018年提出内日球层三维全景成像探测的“太阳环”卫星计划，并已于2018年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应急管理项目等的支持。

5.�进一步加强数据共享工作。

实验室的拥有290TB存储平台，用于支持地基、空基观测数据的存储和共享。其中

主要共享途径包括：

（1）�部分地基激光雷达探测数据，通过国家大科学工程“东半球空间环境地基

综合监测子午链（简称子午工程）”与国内外用户进行数据共享。子午工程是利用沿

东半球120ºE子午线附近，北起漠河、经北京、武汉，南至海南并延伸到南极中山站，

以及东起上海、经武汉、成都、西至拉萨的沿北纬30°N附近共15个综合性观测台站，

建成一个以链为主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系统。实验室的部分激光雷达雷达数据自动向

子午工程数据中心汇交观测数据，实现数据交换和共享。

（2）�实验室支撑平台“科技部蒙城地球物理野外观测研究站”在科学院知识创

新三期支持下，加入中国科学院日地空间环境观测研究网络（www.stern.ac.cn）。
部分台站数据汇交日地空间环境观测研究网，实现与国内外用户的数据共享，我国地

球物理和空间环境基础研究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并为建立空间环境和空间天气预报模

式发挥重要作用。

（3）�实验室建立起日地物理观测数据和显示系统。在完成100TB以上的的太阳

和行星际观测数据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利用自有方法和模式对部分数据进行分析形

成相关数据产品，并通过互联网实现交互式的发布和共享，供国内外同行使用。相关

数据产品被卫星计划或国际合作计划的官方网站等所收录。如全晕状日冕物质抛射及

其三维参数数据库、行星际日冕物质抛射数据库等分别被美国NASA  的日地关系天文

台（STEREO） 卫星计划、国际日地物理委员会下设的国际合作计划ISEST  的官方网

站收录。

目前存在问题：

1.�实验室支撑经费较少，无法集中力量攻关重大问题。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

室一个突出的特色是自主研制地基、空基、实验室模拟装置，满足科学研究的需要。

在评估期，大量自主研发经费来源于外部竞争性经费，实验室无法在经费使用进行统

筹和协调，集中资源攻关重大问题。

2.�实验室支撑人员数据相对较少。目前，实验室在编的工程和技术人员有6名，

对于实验室大量的仪器建设和运维，能力不足。

3.�我国面向“深空、深海、深地、深蓝”部署了未来重大的战略发展规划，实

验室如何在下一步发展中，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同时苗猪国家战略需求，拓展和部署

新的研究方向。

改进措施：



1.�坚持提升以自主探测为主的研究原创能力。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近年来

在主动光学探测、空间有效载荷、实验室模拟等自主手段建设方向取得的长足发展，

有效的促进了空间环境观测能力的建设,也推动了空间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在下一步

的发展中，我们将坚持这一目标，集中优势资源，鼓励和推动以自主探测为主的研究

原创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2.�促进合作，推动应用，坚强信息化建设。实验室在基础研究、综合观测技术

和新探测模式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实验室力争将新的研究成果，新的观测技术和模

式，新的综合数据应用到通信、空间工程、国防等方面，提升自主科研创新能力和竞

争能力，推动我国相关的地基观测和与空间探测相关的国家大科学工程；并以学科研

究与应用需求为导向，研究制定基于自主探测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标准。

3.�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优化和布局新的研究方向。目前，行星科学是国家

未来战略部署的新兴研究方向，与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契合。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

和空间科学学院牵头，组建了科学院成立“比较行星学卓越中心”。实验室将深度参

与该卓越中心的建设，并在行星环境和行星探测等方向，基于现有优势进行优化和部

署，以满足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

8. 依托单位年度考核报告

2014年：

中国科学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作为我校空间物理学科领域重要科技创新基

地，2014年度在国家科研任务95项、新获批国家杰青基金1项、优秀青年基金1项；在

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93篇，在磁层等离子体波动激发过程、日冕物质抛射的行星

际传播、电离层与热层耦合研究等方面取得系列进展，完成了60km车载激光雷达建设、

蒙城流星雷达、低能离子能谱仪等建设；培养获得硕博学位研究生20人，与美国、日

本、法国等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均取得了突出成绩。

2015年：

中国科学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作为我校空间物理学科领域重要科技创新基

地，2015年度在国家科研任务106项、新获优秀青年基金1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

论文71篇，在磁场重联机制、日冕物质抛射触发机制、低层大气与中高层大气耦合机

制等方面取得系列进展，实现了气溶胶量子探测激光雷达、太阳风离子能谱仪样机建

设；培养获得硕博学位研究生30人，与美国、德国、罗马尼亚、英国、奥地利等多家

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均取得了突出成绩。

2016年：

中国科学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作为我校空间物理学科领域重要科技创新基



地，2016年度在国家科研任务97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97篇，在辐射带波粒

相互作用机制、日冕物质抛射内部等离子与磁场结构、突发钠层与热层钠层形成机制

等等方面取得系列进展，实现了量子测风激光雷达、臭氧探测激光雷达建设，完成了

火星磁强计初样设计；培养获得硕博学位研究生18人，与美国、英国、印度等多家高

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均取得了突出成绩。

2017年：

中国科学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作为我校空间物理学科领域重要科技创新基

地，2017年度在国家科研任务80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5篇，在宽频哨声波

机制、日冕物质抛射内部热力学与动力学过程研究等方面取得系列进展，实现了量子

超导测风激光雷达、火星磁强计初样、高轨低能离子能谱仪建设；实验室获得安徽省

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类）一等奖一项，实验室主任窦贤康教授入选2017年中国科学

院院士，培养获得硕博学位研究生15人，与国内外等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广泛的

合作研究，均取得了突出成绩。

2018年

中国科学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作为我校空间物理学科领域重要科技创新基

地，2018年度在国家科研任务80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12篇，代表性研究成

果如：在地球磁层中HallPlasma特征的实验室研究、日源自太阳爆发的内紧外松的磁

通量绳研究和基于流星注入的中间层顶动力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系列进展，实现了自主

观测和实验室模拟的电离层多重尺度结构研究和BD-G3全向离子探测器鉴定件建设；

实验室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汪毓明、申成龙、王水）；雷久侯教授入选科技

部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引进“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2人；培养获得硕博学位研究

生32人，与国内外等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广泛的合作研究，均取得了突出成绩。

四、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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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中国科学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是我校空间科学领域重要科研平台。该评估期内，

实验室以近地空间环境、空间等离子体物理、地面探测手段和空间有效载荷研制技术等为主

要研究对象，取得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和技术突破。五年来，实验室承担科研任务能力大

幅提升；发表论文数量和质量稳步攀升，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1项，安徽省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特等金奖1项；引进和培养一批优秀人

才，队伍结构更加完善；建设特色鲜明的研究平台，科研条件日趋完善。我校同意该实验室

参加评估, 并将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支持。

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