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2020 年“蓝色海洋”大学生夏令营日程安排 

活动时间: 2020 年 7 月 29 日-31 日 

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备注 

29 日 

下午 
14:30-17:30 入营报到分组，接收活动相关材料 线上 

30 日 

上午 

08:40-08:50 主持人介绍 

直播 

08:50-09:00 副所长（法定代表人）龙丽娟 致辞 

09:00-09:20 党委书记、副所长詹文欢 所况介绍 

09:20:09:50 实验室主任王春在介绍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LTO) 

09:50-10:20 实验室主任鞠建华介绍中科院热带海洋生物资源与生态重点实验室 (LMB) 

10:20-10:50 实验室副主任孙珍介绍中科院边缘海与大洋地质重点实验室 (OMG)  

10:50-12:00 标本馆、台站展示 录播/直播 

30 日 

下午 

| 

31 日 

上午 

14:30-17:30 

09:00-12:00 

物理海洋学学科座谈会-学术报告、导师介绍 
1.各学科安

排时间 

2.建立学科

分组 QQ 群 

3.腾讯会议 

海洋生物学学科座谈会-学术报告、导师介绍 

海洋地质学科座谈会-学术报告、导师介绍 

环境科学学科座谈会-学术报告、导师介绍 

31 日 

下午 
14:30-15:30 研究生招生政策宣讲、夏令营推免面试安排及招生咨询答疑 腾讯会议 

1. 开营仪式直播入口的链接：https://wx.vzan.com/live/tvchat-

953032064?shareuid=57866912&vprid=0&sharetstamp=1595768052243#/ 

或扫描二维码进入小程序观看直播 

 

2. 附: 各学科方向分组安排 

 

https://wx.vzan.com/live/tvchat-953032064?shareuid=57866912&vprid=0&sharetstamp=1595768052243#/
https://wx.vzan.com/live/tvchat-953032064?shareuid=57866912&vprid=0&sharetstamp=1595768052243#/


学科分组日程安排 

物理海洋学 

日期 序号 报告人 导师类型 学科组/研究方向 备注 

2020-7-30  

14:30-17:00 

1 蔡树群 博导 欢迎致辞 

30 日： 

腾讯会议 ID：127 468 622 

31 日： 

腾讯会议 ID：582 168 186 

 

分组 QQ 群：962693544 

2 陈更新 硕导 大洋环流与波动 

3 陈植武 硕导 内波与环流数值模拟 

4 池建伟 / 海洋动力热力过程 

5 经志友 博导 应用海洋学 

6 彭世球 博导 数值模拟与资料同化 

7 舒业强 硕导 海洋环流动力学 

8 唐世林 硕导 海洋水色遥感 

2020-7-31  

09:00-11:00 

9 王春在 博导 海洋-大气相互作用及气候变化 

10 修鹏 博导 海洋模拟与生态系统动力 

11 徐康 硕导 大洋环流物质输运 

12 杨顶田 博导 海洋遥感 

13 张荣望 / 大气海洋动力学和气候变化 

14 周生启 博导 深海动力学 

 

海洋生物学（生物与医药） 

时间 序号 报告人 导师类型 学科组/研究方向 备注 

2020-7-31  

09:00-11:00 

1 高贝乐 博导 海洋微生物功能基因组学 

腾讯会议 ID：128 265 322 

密码：0731 

 

分组 QQ 群：1147435861 

2 林强 博导 海洋动物生理与分子生态学 

3 王晓雪 博导 海洋微生物被膜 

4 张黎 博导 海洋重金属生态毒理学 

5 刘胜 博导 
珊瑚生物学与珊瑚礁生态学/珊瑚礁生

态系统结构与功能 

6 周雪峰 硕导 海洋天然药物化学 

7 李开枝 硕导 海洋浮游生物生态学 

8 刘文广 硕导 贝类遗传与育种 

9 张艳红 硕导 海洋动物生理与分子生态学 

10 张文军 硕导 海洋微生物代谢工程与生物合成 

 

 

 

 



海洋地质 

时间 序号 报告人 导师类型 学科组/研究方向 备注 

2020-7-30 

14:30-17:30 

1 颜文 博导 海洋环境地球化学 

腾讯会议 ID：905 504 236 

 

分组 QQ 群：1129239501 

2 杜恕环 硕导 海洋沉积与古环境 

3 赵美霞 硕导 珊瑚礁及其环境记录 

4 李伟 博导 海洋新构造与地质灾害 

5 唐群署 硕导 地震勘探方法与应用 

6 范朝焰 / 海底岩浆活动与地幔动力学 

7 邱强 / 深海地球动力学 

8 赵明辉 博导 深部地球物理 

9 徐敏 博导 大洋岩石圈结构地震成像 

10 杨小秋 硕导 综合地球物理探测与岩石圈热演化 

11 李鹏春 硕导 海洋地质构造与模拟 

12 伏毅  / 边缘海深部结构及大陆动力 

 

环境科学（资源与环境） 

时间 序号 报告人 导师类型 报告内容 备注 

2020-7-31  

09:00-11:00 

1 主持人 / 主持人介绍 

腾讯会议 ID: 844 641 728 

 

分组 QQ 群：1146917418 

2 夏晓敏 博导 
学术报告: 含藻红蛋白的广盐型聚球藻

的发现及其适应河口环境的机理   

3 徐向荣 博导 海洋环境污染与修复技术学科组介绍  

4 张兰兰 硕导 微古与沉积学科组介绍  

5 黄思军 硕导 藻类资源与生态工程学科组介绍  

6 李洁 博导 
海洋生物活性物质及化学生态学学科组

介绍  

7 吴梅林 硕导 华南近海海域生态环境特征研究介绍 

8 冯洋 博导 
海洋碳及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模拟学科组

介绍 

9 李芊 博导 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动力学学科组介绍 

10 李毅能 硕导 海气数值模拟与资料同化学科组介绍 

11 黄小平 博导 海洋环境污染与生态保护学科组介绍 

12 袁翔城 硕导 
 珊瑚生物学与珊瑚礁生态学学科组介

绍 

 

研究生招生政策宣讲 

时间 报告人 部门 报告内容 备注 

2020-7-31 

14:30-15:30 
李丹 人事教育处 

研究生招生政策宣讲、夏令营推免面试安排

及招生咨询答疑 

腾讯会议 ID：814 188 121 

密码：80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