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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候选人

推 荐 表

被推荐人姓名： 陈圣乾

      被推荐人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推荐机构(人)： 陈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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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陈圣乾 性 别 男 

 

出生日期 1994.10.17 职 称 无 

学  历 研究生 学 位 博士 

学科分类 自然地理学 

研究方向 环境变化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职  务 特别研究助理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 16 号

院 3 号楼 
邮  编 100101 

手  机 18394186856 邮  箱 sqchen@itpcas.ac.cn 

在国内外学术团体任

职情况 
无 

主要学历（从大学填写，6 项以内） 

起止年月 学校院（系） 专  业 学  位 

2012.09-2016.06 兰州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地理学 学士 

2016.09-2021.06 兰州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自然地理

学 
博士 

    

    

主要工作经历（10 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 作 单 位 职务 

2021.07 至今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特别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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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与成果（对以往科研工作及成果进行简要介绍，建议 800 字之内） 

包括但不限于参与国家级项目情况、论文发表情况、申报专利及应用情况、获奖情况 

 

申请人的研究属于地理学领域的气候环境变化方向，核心任务是研究过去气候变化及其潜在

影响。全新世是指最近 1.17 万年以来的温暖间冰期，目前和未来的气候边界条件是全新世的延

续。气候变化通过改变地表景观和风速，对沙尘暴的发生、物质传输等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进

而影响中国北方空气质量和数亿人的健康，因而中国北方沙尘暴的驱动机制成为地学的研究热

点。中国北方的气候由东亚季风环流主导，深入理解全新世沙尘暴变化的过程与季风驱动理论，

对预测和应对未来沙尘暴变化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申请人围绕中国北方沙尘暴演化历史及其东亚季风驱动理论开展研究，取得以下三方面的成

果：（1）以中国北方降雨量作为东亚夏季风强度的可靠指标，强调东亚夏季风降水最盛期出现

于中全新世；（2）发挥湖泊沉积年代精确、分辨率高、沉积连续的优势，利用湖泊沉积物系统

开展了中国北方沙尘暴指标的现代过程研究，创新性地将流域地表径流影响的剥离、沙尘物质的

确认、沙尘物源的探究等多个过程结合在一起，提取出了可代表中国北方大区域沙尘暴变化的可

靠指标；（3）利用前述确定指标，揭示早中全新世较少、晚全新世快速上升的沙尘暴变化过程，

通过与东亚夏季风和冬季风的演化历史对比，提出了与“冬季风驱动理论”不同的夏季风驱动中

国北方全新世沙尘暴变化的新机制，而且发现近 2000 年强人类活动已经超过自然气候的影响进

而成为沙尘暴活动的主控因素，加深了对亚洲沙尘暴产生机制和季风变化相互关系的认识。 

围绕以上研究工作，申请人发表 SCI 论文 34 篇，包括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含共同）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Science Bulletin、PNAS（评论）、Earth-Science Reviews 等期刊发表 SCI 论文 9

篇。所有论文总被引用 700 余次，第一或通讯作者论文被引用 200 次，发表于 Nature 

Communications 的论文入选 ESI 前 1%高被引论文。获得甘肃省优秀毕业生奖励，西部环境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环境创新奖。受邀担任《地球科学》（中英文版）青年编委、《Frontiers in Earth Science》

评审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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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8 篇以内） 

序号 论著名称 出版收录 年卷期页 

1 
Asian dust-storm activity dominated by 
Chinese dynasty changes since 2000 BP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 11: 992 

2 
Holocene dust storm variations over northern 
China: transition from a natural forcing to an 

anthropogenic forcing 
Science Bulletin 

2021, 66: 
2516-2527 

3 

Differences in the evolutionary pattern of dust 
storms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and the driving 

mechanisms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 

2020, 63: 
1422-1424 

4 

Evolution of integrated lake status since the 
last deglaciation: A highresolution 

sedimentary record from Lake Gonghai, 
Shanxi, China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18, 496: 
175-182 

5 
Chinese cave δ18O records do not represent 

northern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rainfal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114(15): 
E2987-2988 

6 
New insights on Chinese cave δ18O records 

and their paleoclimatic significance 
Earth-Science 

Reviews 
2020, 207: 

103216 

7 
Dust storms in northern China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cept of the 
Anthropocene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 

2022, 65(5): 
921-933 

8 
Investigation of Modern n-Alkanes in Daihai 
Lake Basin, Norther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Paleoclimate Research 

Frontiers in Earth 
Science 

2022, 10: 
915500 

专利（专利只填写已获授权的发明，8 件以内） 

序号 专利申报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状态 

1     

主要获奖励情况（不超过 3 项） 

获奖时间 获奖项目名称 奖项名称 
奖励等级

（排名） 
授奖部门 

2022.05 无 
甘肃省优秀

毕业生 
1 甘肃省教育厅 

2020.09 无 环境创新奖 1 
西部环境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 

2020.09 无 国家奖学金 1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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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获资助，拟独立开展的研究项目（项目简介 1000 字以内） 

项目名称：高山泥炭记录的西亚干旱区全新世沙尘暴演化历史 

以美索不达米亚为核心的西亚干旱区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发源地之一，是史前文化扩张和东西

方交流的“发动机”，该区域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演化规律是古气候学、考古学、历

史学等多学科所共同关注的重点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普遍意识到气候变化往往并不会直

接作用于人类社会，而主要是通过改变地表环境所带来的生存空间变化驱动文明发展，因而明确

该区域地表环境演化历史成为必然需求。沙尘暴是干旱区地表环境恶化最直接的标志以及面临的

最主要环境灾害之一，也是评估干旱区人类生存环境的核心指标，其所包含的地表环境信息在

探索西亚干旱区文明兴衰关键期人类生存环境特征的变化、完善全新世气候变化对文明影响理论

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然而，西亚干旱区全新世沙尘暴历史仍存在明显的争议，目前已有的风

沙重建与该区域黄土沉积模式、植被发育、水资源变化均相矛盾，导致该区域沙尘暴活动历史还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限制了对气候变化-地表环境-人类社会耦合机制的理解。因此亟需在该区

域开展一项高分辨率的、拥有可靠现代过程检验的全新世沙尘暴重建的研究。 

申请人在 2017 年至 2019 年 3 次前往伊朗高原西部开展野外考察，发现了一个位于火山口顶

部的高山泥炭地（Almalou 泥炭）。该泥炭发育于火山口之内，面积~0.2 km2，依靠大气降水补

给。完全封闭的水文条件、微弱的地表径流影响，说明泥炭地中心的矿物输入主要来自于粉尘沉

降，使之成为古粉尘研究的理想载体。同时，该地区的粉尘主要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为使用

该沙尘暴记录探索文明兴衰关键期的地表环境状态奠定了基础。通过之前工作，已经获取到了长

钻岩芯、泥炭短剖面、流域表土等样品，并基于陆源植物残体 AMS 14C 和 210Pb 的测年结果建立

了高精度年代框架。在本项目中，申请人拟将探究粉尘源区（锶-钕同位素）、剥离流域地表径

流影响、提取风尘物质（粒度、灰分等）等多个过程结合起来，开展现代过程研究并遴选指示意

义明确的沙尘暴指标；以现代过程研究和已有的高精度年代框架为基础，建立全新世高分辨率的

沙尘暴变化序列；明确沙尘暴变化的重大突变事件，探索文明兴衰关键期的地表环境状态。该项

目能够为完整理解该区域气候变化-地表环境-人类社会的耦合机制奠定基础，从而为该区域人类

社会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和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 

 

简述该研究项目的独特、独有或创新性（建议 300 字） 

（1）研究区域的特色：目前已有的沙尘暴研究主要集中于亚洲中部干旱区和东亚干旱-半干

旱区，西亚干旱区由于研究材料难以获取因而相关研究很少。 

（2）研究思路的创新：本项目拟开展系统的指标现代过程研究，在考虑流域地表径流影响

的前提下遴选出指示意义明确的沙尘暴指标，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沙尘暴历史的重建。这种研究思

路是首次在该区域的沙尘暴重建中进行实践。 

（3）理论层面上的特色与创新：西亚干旱区目前已有的全新世风沙重建仍存在明显争议，

体现在与黄土沉积模式、植被记录、水资源记录的变化均相矛盾。本项目拟重建高分辨率的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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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变化历史，有望为推动该矛盾的解决提供关键的科学证据。

简述该研究项目的意义或潜在意义，对学科产生的推动作用和可能对经济社会创造的价值或做

出的贡献（建议 300 字） 

“一带一路”是我国面对世界发展新格局制定的一个具有突破性、全局性、长远性的二十一

世纪国家重大战略。西亚干旱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区，在当前快速增温的背景下，该地

区的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显著变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西亚干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和

社会可持续发展受到了我国越来越多的关注。本项目的研究结果为评估未来地表环境变化对人类

社会的影响提供科学基础，以及为该区域人类生存环境的有效管理及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并降

低灾害的损失，因此具有潜在的社会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当前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的顺利实施提供重要科学支持。

简述该研究项目的实施方案（建议 300 字左右） 

在西亚伊朗高原西部选择历史时期未受人类活动直接扰动的 Almalou 泥炭为研究对象，结合

前期已有的野外考察基础，首先系统收集研究资料，对研究区概况及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详细梳

理和总结。将探究粉尘源区（锶-钕同位素）、剥离流域地表径流影响、提取风尘物质（粒度、

灰分等）等多个过程结合起来以开展现代过程研究，提取出指示意义明确的沙尘暴指标。在

Almalou 泥炭精准年代框架的支持下，以现代过程的研究结果为基础，对岩芯样品开展高分辨率

的灰分、粒度分析测试，并进行粒度组分的定量分离，建立高分辨率的全新世沙尘暴演化序列；

通过和气候记录及模拟资料对比，明确沙尘暴的驱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 1 倍标准差为筛选标

准，识别重大突变事件，探索文明兴衰关键期地表环境的状态以及潜在影响，为在该区域理解气

候变化-地表环境-人类社会的耦合机制奠定基础。 

如获得资助，请说明资金的主要用途

1. 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用：9.1 万元

用于野外考察和样品采集，以及参加国内学术会议

2. 测试化验加工费：7.9 万元

用于测试锶钕同位素、粒度、灰分等指标

3. 设备及材料费 4.8 万元

用于购买移动工作站和实验需要大量的化学试剂和耗材

4. 劳务费 4.7 万元

用于发放参加项目的研究生和野外临时雇佣人员的劳务费

5. 出版费（图书购置、信息服务、版面费） 3.5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