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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高培超 性 别 男 

 

出生日期 1991 年 2 月 11 日 职 称 讲师 

学  历 研究生 学 位 博士 

学科分类 地理科学/地理信息学 

研究方向 地理复杂性 

工作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职  务 
地理数据与应用分析中心 

副主任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邮  编 100875 

手  机 15652433756 邮  箱 gaopc@bnu.edu.cn 

在国内外学术团体任

职情况 

 中国地理学会 会员（S110014357M） 

 第 1 届空间数据和智能国际会议 程序委员会 委员 

 2020 年北美景观生态学会 论坛共同主席（Symposium Co-chair） 

 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Cities 等 30 本期刊审稿人 

 ISP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等 SCI/SSCI 期刊客座

主编（Guest Editor）、《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专栏编辑 

 全国地理学研究生联合会 理事（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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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7–2018.07 香港理工大学 建设及环境学院 
土地测量及

地理资讯学 
哲学博士 

2012.08–2015.07 清华大学 土木工程系 
大地测量学

与测量工程 
工学硕士 

2008.09–2012.06 成都理工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 测绘工程 工学学士 

    

主要工作经历（10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 作 单 位 职务 

2022.02–今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地理数据与应用分析中心 副主任 

2018.12–今 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部 讲师 

2018.07–2018.12 香港理工大学 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系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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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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性、综合性、复杂性是新时代地理学的三大特征，其中复杂性研究是地理学飞跃的新路径、

是新时代地理学研究的难点和潜在增长极。2021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在“理解复杂物理系

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科学家，更是将复杂性研究推向新高潮、在地理学领域吹响了复杂地理

系统的号角。被推荐人的学科分类为“地理科学/地理信息学”（学科代码 D0114），研究方向

为“地理复杂性”，已形成多项原创性、受到国际同行公开评价的成果（地理系统的熵与分形），

未来计划将研究拓展至“复杂地理系统”的刻画与机理领域。 

 

论文和专利：已发表论著 82 篇，其中 Landscape Ec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Cities 等 SCI/SSCI 期刊论文 50 篇（Q1/Q2 分区论文占比 88%，包括第 1 或

通讯作者论文 26 篇）、第 1 作者 ESI 高被引论文 1 篇、中文期刊论文 27 篇、《地理学报》和《测

绘学报》论文 7 篇（包括第 1 或通讯作者论文 4 篇）、译著 1 本（《促进地理科学的变革性研究》

商务印书馆）。已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 项、获软件著作权 16 项、获国家级（中央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批示 1 份。 

 

项目与奖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1 项、地表过程与

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1 项、教改项目 2 项。作为骨干成员（或主研）参加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1 项、中国科学院“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工程”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1 项、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研究 1 项（担任科考任务六专题八联系人）、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

重点实验室重点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 项。获中国测绘学会测绘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香港测量师协会杰出论文奖等各级奖励 21 项（论文奖 3 项）。 

 

代表成果 1：提出首个针对地理空间数据的玻尔兹曼熵算法，解决了自 1872年以来热力学熵的

地理学应用瓶颈，为复杂地理系统的热力学解译提供可能，在国际上被命名为“T．he．． Gao method．．．．．．．．．” 

 

玻尔兹曼熵（Boltzmann entropy）是热力学中最经典的熵，其概念最早于 1872 年由奥地利物理

学家 Ludwig Boltzmann 提出，成为热力学的重要基础，并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中得以陈述。玻尔

兹曼熵的概念被广泛推广到各个学科，从概念上解释不同学科（包括地理学）中的热力学机理，

但其计算却从未实现。美国科学家 Bailey (2009) 指出，“当（玻尔兹曼）熵从热力学扩展到其

它领域时，科学家却束手无策、无从算起”。同样的问题也被多位地理学家、景观生态学家指出。

地理学中常常使用香农熵（信息熵）替代玻尔兹曼熵，但被证实为误用。被推荐人成功解决了栅

格类型地理空间数据的玻尔兹曼熵计算难题，提出了自 1872 年玻尔兹曼熵诞生以来首个针对地

理空间数据的计算方法，并提出“相对玻尔兹曼熵”和“绝对玻尔兹曼熵”的概念。形成了玻尔

兹曼熵算法方面的系列成果，在《Landscape Ecology》上连续发表。发表了该领域的所有中英文

综述论文（期刊为《地理学报》和《Landscape Ecology》）。部分同行评价： 

 



 

 
 

- 3 -
 

1. 这项玻尔兹曼熵的计算方法被认为是为建立地理现象与深层次热力学机理之间的关系提供

了可能性，也为使用玻尔兹曼熵替代香农熵建立新的空间信息论提供了可能。论文审稿人认

为该方法可能会成为整个景观生态学科的基础（“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hat will form the basis for landscape ecology studies.”）。 

2. 时任顶级期刊《Landscape Ecology》副主编、美国国家森林局地理学家 Samuel A Cushman

在其学术论文 (Cushman 2018) 中三度提及被推荐人的成果、高度评价创新性。Cushman 使

用了三次“第一步”（first step）进行评价： 

• Understanding how the entropy of a landscape changes with … will be critical to integrating 

thermodynamic measurements and concepts into the multiscale paradigm. Gao et al. have 

taken a first step in this regard, ... 

• To integrate the second law and the entropy concept into this multi-scale gradient paradigm 

we urgently need methods to robustly measure the entropy of surface patterns. Gao et al. have 

taken an important first step in this approach, showing ... 

• This an important first step to integrating gradient theory and landscape entropy. 

3. 被推荐人提出的系列算法在国际上被专门命名，称为“The Gao method”（例如 DOI: 

10.3390/e23111420 和 10.3390/e23121616） 

 

 

 

4. 受到美国、波兰、土耳其、印度等国学者好评，并被国际学者开发为 Python 包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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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空间玻尔兹曼熵系列成果在测绘学领域形成了跨界影响力，曾到或受邀请到以下会议或机构

作报告（包括对被推荐人导师的邀请），包括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地球空间周、全国地

图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遥感图像专业委员会、测绘学报创刊 60 周年

学术研讨会、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

验室等。被指出可用于构建地图信息论（DOI: 10.11947/j.JGGS.2021.0101 等） 

 

代表成果 2：提出了第三代地理分形的刻画方法，将数学几何分形扩展至地理大数据属性分形 

 

最经典的分形（第一代分形、例如科赫曲线）仅存在于理论层面、于大自然中很难找到对应的构

造。1967 年，著名数学家 Benoit Mandelbrot 于《Science》上发表题为《How Long is the Coast of 

Britain?》的论文，开启了分形理论的新篇章（现代分形理论、第二代分形）。尽管现代分形理

论起源于对地理问题的探索，但因其分形维数的计算有着严格的前提条件，使其未能充分地应用

于地理现象的刻画和地理问题的解决。而且，随着近年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现代分形理论呈现

出越来越多的不足，甚至完全不适用于一些地理大数据（例如海量的夜间灯光遥感数据）。这些

不足也导致了第三代分形研究的必要性。目前，第三代分形的研究已成为地球空间信息科学领域

的热点，但其难点在于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有效的指标刻画（即分形维数的计算方法）。 

 

被推荐人（第 1 作者）及其合作者在第三代地理分形下形成了一系列的工作。其中的亮点为刻画

第三代地理分形的联合指数（unified metrics），使现代分形理论更适用于大数据背景下的地理现

象刻画和地理过程建模。该论文发表于 2017 年的《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上，成为当时大陆机构在该刊较早发表的一批论文（第 14 篇，详见

http://t.cn/RH3fGQF）。被推荐人于 2016 在美国地理学会会刊《Professional Geographer》发表的

分形论文，被地理领域知名学者、瑞典耶夫勒大学江斌教授评价为“a very first work that recogn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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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tivity of ht-index. The proposed CRG index enables fractal geometry to focus not only on 

structure but also on dynamics.”（http://t.cn/AiT7SJdO）。 

 

 

 

 

 

论著（8篇以内） 

序号 论著名称 出版收录 年卷期页 

1 

Wasserstein metric-based Boltzmann entropy 

of a landscape mosaic: A clarification, 

corr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rmodynamic 

consistency（第 1作者） 

Landscape Ecology 

(Q1 分区 SCI, 影响

因子 5.043) 

2021, 36: 

815-827 

2 

Sustainable land-use optimization using 

NSGA-II: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comparisons of improved algorithms 

（第 1作者） 

Landscape Ecology 

(Q1 分区 SCI, 影响

因子 5.043) 

2021, 36: 

1877-1892 

3 

Computation of the Boltzmann entropy of a 

landscape: a review and a generalization 

（第 1作者） 

Landscape Ecology 

(Q1 分区 SCI, 影响

因子 5.043) 

2019, 34(9): 

2183-2196 

4 

Aggregation-based method for computing 

absolute Boltzmann entropy of landscape 

gradient with full thermodynamic consistency

（第 1作者） 

Landscape Ecology 

(Q1 分区 SCI, 影响

因子 5.043) 

2019, 34(8): 

1837-1847 

5 

A hierarchy-based solution to calculate the 

configurational entropy of landscape gradients

（第 1作者） 

Landscape Ecology 

(Q1 分区 SCI, 影响

因子 5.043) 

2017, 32(6): 

1133-1146 

6 
Unified metrics for characterizing the fractal 

nature of geographic features（第 1作者）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Q1 分

区 SSCI, 影响因子

3.982) 

2017, 07(6): 

1315-1331 

7 

Accelerating the computation of multi-scale 

visual curvature for simplifying a large set of 

polylines with Hadoop（第 1作者） 

GIScience & 

Remote Sensing (Q1

分区SCI, 影响因子

6.397) 

2015, 52(3): 

315-331 

8 
空间玻尔兹曼熵的研究进展与应用 

（第 1作者） 
地理学报 

2020, 75(1):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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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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培超 

（排名第 5） 

贸易特征网格图生成方法

及装置 
ZL202010147948.5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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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时空数据的地图表达理论方

法及应用 

测绘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 
省部级（4/9） 中国测绘学会 

2020 年 

Boltzmann Entropy for 

Spatial Information of 

Images 

杰出论文奖 
特别行政区

协会级（1/1） 

香港测量师协

会 

2017 年 个人奖励 
Reaching Out 

Award 
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别行政

区 

如获资助，拟独立开展的研究项目（项目简介 1000字以内） 

 

被推荐人拟拓展现有的地理复杂性研究，围绕“复杂地理系统理论的认知与建模”方向展开系统

地研究。地理系统是复杂系统已成为概念级共识，但目前对复杂地理系统的认知和建模都十分有

限，限制了地理学的新发展。在复杂地理系统研究方面，亟需基础理论建设、关键方法提炼与创

新、典型案例的实践。本项目拟以复杂系统科学研究、地理学研究为基础，建设复杂地理系统基

础理论、提炼关键方法，在复杂地理系统研究中将数据驱动算法与动力学模拟相融合，深度解析

地理学内部过程，并加深对地理学的复杂性特征的理解。 

 

具体而言，拟以系统科学和地理学研究为基础，建立复杂地理系统的界定标准，构建识别复杂地

理系统状态的理论与方法；以涌现、混沌、自组织和序参量作为主要特征，深度识别复杂地理系

统的关键时空行为；以复杂系统相变经典理论与方法为研究途径，开发复杂地理系统相与相变的

理论框架与度量方法；考虑地理系统的复杂性特征，归纳梳理可用于支撑复杂地理系统研究的数

学算法类型及算法；探究典型算法在复杂地理系统研究中的改进方向与应用前景，开展实践案例

研究，整体认知不同类型人地复杂地理系统的演化规律。 

 

1) 复杂地理系统的界定与状态识别理论与方法 

复杂地理系统研究的前提是建立界定复杂地理系统的概念、理论与方法。重点关注复杂地理系统

的“复杂性”度量、熵在复杂地理系统上的扩展、复杂地理系统的“序”的表达。 

 

2) 复杂地理系统的关键时空行为刻画与时空建模 

研究复杂地理系统系统的涌现、混沌、自组织和序参量。拟通过多主体模拟方法探讨涌现机制。

甄选指标对混沌现象进行建模。通过构建偏微分方程系统研究地理复杂系统的空间自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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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杂地理系统的相的识别与相变分析 

拟关注复杂地理系统相与相变的概念与理论分析、复杂地理系统相与相变度量与判别方法研究、

典型复杂地理系统相变过程及影响因素分析。 

 

4) 复杂地理系统中的数学原理研究 

总结系统科学及地理学研究中常见的采用迭代思想的数学算法，重点归纳其应用思想与迭代策

略；归纳系统科学及地理学研究中常用的统计方法，按照数学思想与基本功能开展聚类分析；汇

总系统科学及地理学研究中常用的混合算法，归纳算法混合的必要性、实施目的与基本策略；总

结系统科学及地理学研究中常见的数据驱动算法，分析算法中的数据驱动思想。 

 

5) 复杂地理系统关键过程的实证研究 

在不同尺度上选择典型问题，开展复杂地理系统的实践案例研究（详见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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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该研究项目的独特、独有或创新性（建议 300字） 

 

1）面向复杂地理系统的认知瓶颈，聚焦学科未来的增长极开展研究 

钱学森等 (1990) 曾提出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包含种类多样的子系统、并具有

层次结构，各子系统、各结构之间关联关系复杂，呼吁开展复杂地理系统的研究。近 20 年，地

理学者对时空格局、演变过程、动力机制开始了大量研究，但对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融合不

够、对复杂地理系统的认识依然不足。传统的地理学研究以区域性和综合性为特点、对地理复杂

性特点的认识的，这给解析地理区域、认识地理综合内涵带了巨大的局限。 

 

2）从全新的、更本质的视角研究地理要素及其综合体，具有科学引领性 

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陆地表层系统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其自身禀赋的复杂性无法用传统系

统科学的方法论彻底解析。本项目从复杂地理系统的视角研究地理要素及其综合体，旨在回答以

下关键科学问题：如何定性和定量地界定复杂地理系统？如何对状态进行识别和刻画？复杂系统

的涌现、混沌、自组织和序参量在地理系统中如何体现？如何定义和量化复杂地理系统的相，并

对相变进行归因和预测？复杂系统的数学原理应用于地理系统时，应如何改进和提升？ 

 

3）富含多学科交叉特色 

本项目体现了地理学、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数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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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科意义：夯实复杂地理系统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体系，推动地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新发展 

2021 年诺贝尔物理学授予地球复杂系统（Manabe 博士和 Hasselmann 博士）和复杂性（Parisi 博

士）研究，使地理学乃至整个地学工作者为之动容、吹响了地理学的新号角。本项目聚焦“复杂

地理系统理论的认知与建模”，将夯实复杂地理系统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体系，为地理学的新发展

奠定基础。地理学旨在通过综合普适的或多个专门的定律、模型、指标等途径来刻画和理解地球

关键带（陆地表层、河流湖泊、海岸带及近海海域等）的地理要素（包括自然与人文）及其综合

体（即区域系统）的时空格局、演变过程、动力机制。通过复杂地理系统的研究，将更好地实现

地理学的使命。同时，复杂地理系统的研究也将促进环境学、生态学、测绘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 

 

2）社会价值：为高质量发展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提供新理论依据和优化途径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系统是由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两个子系统交错构

成的复杂、开放的巨系统，具有非线性的耗散结构与状态的关联机制、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存在

不同于“线性叠加”的亏损或增益。因此，基于复杂地理系统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可为区域

高质量发展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提供更先进的理论依据、更科学的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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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该研究项目的实施方案（建议 300字左右） 

 

拟进行理论建设、关键方法、结构分析、算法构建等递进式研究，如下图所示。 

 

 

1）复杂地理系统的界定 

拟从复杂性、熵、序三方面进行研究。① 基于不同的数据结构计算单一属性的复杂性；根据不

同属性的相关性计算多属性的复杂性。② “熵”在复杂地理系统上的扩展考虑空间分布的影响、

多属性的综合。③从复杂度和熵出发，探究“序”的数值表达。从数值表达出发，寻找影响“序”

的地理变量，探究“序”的地理逻辑。④ 复杂地理系统界定中多类别要素的综合处理。 

 

2）关键的时空行为研究 

① 对于涌现过程及机制的研究，通常使用多主体模拟方法，首先构建系统中不同类型的微观主

体及其行为规则，然后通过迭代算法，模拟从微观个体行为涌现出宏观模式的过程、探讨涌现的

机制。② 判断系统是否混沌有诸多指标。③ 对于复杂地理系统中的自组织特征，本研究主要关

注地理复杂系统空间形态的自组织。④ 以表达子系统状态为目标构建参量体系，应用“绝热消

去法”消去参量体系中的快变量。应用机器学习、灰色关联度矩阵等方法探索生态系统的隐性、

显性序参量，分析序参量的相互作用，分析序参量对生态系统相变的下向因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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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的识别与相变分析 

① 复杂地理系统相与相变的概念与理论分析。基于复杂性科学的涌现、协同等概念，从涌现生

成、协同维生、临界相变三个维度梳理复杂地理系统相变研究的经典理论与方法；② 基于复杂

地理系统相与相变的理论体系，围绕相变研究方法及相阈值度量及识别，重点选取分形、复杂网

络、多主体建模、机器学习、本征微观态等方法，分析其定量刻画复杂地理系统相及相变的逻辑

与方法，研究其相及相阈值度量和识别的算法或方法。③ 典型复杂地理系统相变过程及影响因

素案例分析。 

 

4）数学原理归纳与改进 

将综合运用“文献阅读与方法归纳、理论分析与应用总结、典例应用与实验改进”的研究方法，

分别针对复杂地理系统数学原理的四点特征性研究内容，归纳方法类型与典型算法，分析各类方

法的适用性与技术桎梏，选择典型复杂地理系统进行案例应用，并进一步提出改进方向与应用展

望。① 迭代方法的应用与改进；② 统计方法的应用与改进；③ 数据驱动算法的应用与改进。 

 

5）关键过程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尺度，拟开展基于气候网络的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格局分析研究实践。在国家尺度，开展

中国高质量发展复杂性评估研究实践。分别对全国、东西部、六大地区计算结构化复杂性指数，

探究影响机制。在区域尺度，开展城市空间自组织格局及其演化的动力学机制研究实践。 

 

 

如获得资助，请说明资金的主要用途 

 

资金主要用途：论著出版、学术交流、团队建设 

 

1）出版物/文献/信息传播费/知识产权事务费 16万元 

计划出版该领域的首部中文专著，科学出版社 12 万元；高质量论文 2-3 篇，开源获取费用或版

面费 3 万元。主题为“地理复杂系统状态-过程-机制研究中的关键方法与工具”的集成软件/模拟

平台 1 套，拟开源发布，并配套申请软件著作权 1 份。提交专利申请 1 项，手续费等小计 1 万元。 

 

2）会议费/差旅费 5万元 

参加国内学术会议汇报交流宣传项目进展 4-6 人/次，小计 2.5 万元；参加国际会议宣讲 1 次，小

计 2.5 万元 

 

3）劳务费/专家咨询费 9万元 

组织常规研讨会，每次邀请校内外、领域知名专家 1-2 人（共 30 人次），专家咨询费平均 0.15

万元/次，小计 4.50 万元。培养硕士生 2-3 名，学生劳务费小计 4.5 万元。 

 



本人对推荐表上述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审查，对其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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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推荐人签名： 高性女i
2022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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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自愿申报“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同意高培超参评“青年人才托举工

程”，保证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承诺若被评上，将给予相应支持，愿与中

国地理学会共同做好“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并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盖章： 北京师范

2022 

理科半守
18 日 ＼

同意推荐高培超参评“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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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荐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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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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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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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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