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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 

 一、我院与国际学术交流中心联合设置 MPM 专业实习基地 

2016 年 11 月 22 日，我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联合设置项目

管理领域工程硕士研究生实习基地签约仪式在京师大厦第二会议室举行。国际

学术交流中心主任吴本佳、我院院长狄增如出席签约仪式，京师大厦管理团

队、我院 MPM 教育中心负责人、实习基地社会导师和学员参加了签约仪式。 

 在签约仪式上，MPM 教育中心主任周亚首先介绍了建设实习基地的相关背

景，回顾了北京师范大学项目管理工程硕士学位点的发展历程以及学科点特

色，介绍了学位点在人才培养方面多年积累的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

系统科学学科优势及 IPMP 国际认证开展高层培训的基本设想。随后，吴本佳主

任与狄增如院长在友好的氛围中，在联合设置 MPM 专业实习基地的协议上签

字，狄增如院长向吴本佳主任颁发了社会导师聘任证书。据悉，双方将在未来

三年内，联合进行服务与项目管理方向的实习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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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与会人员就 MPM 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论文写作等进行了友好

座谈。最后，吴本佳主任对座谈进行总结，从项目管理对酒店科学管理的重要

意义、项目管理学科的案例库建设以及 MPM 未来的招生方向等提出了建议和要

求，表示该基地是京师大厦承担的第一个实习基地建设，将提供资源，不仅仅

服务于京师大厦的 MPM 学员，还可向该方向的学员提供实习机会。狄增如院长

对于吴本佳主任的总结表示高度赞赏，称两家单位合作已久，希望两家以此为

平台，在学位教育、高端培训方面继续深入交流、合作。 

 签约仪式在友好祥和的氛围中落下帷幕。MPM 教育中心将在随后的工作

中，在电信项目管理、房地产项目管理等两个特色方向上继续推动实习基地建

设，服务于 MPM 学员的成长成才。 

 二、2016 系统科学前沿博士论坛成功举办 

由北京师范大学发起，联合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单位共同组织的“系统科学前沿博士论

坛”于 2016 年 11 月 26 日-11 月 27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办。本次论坛的主

题是“系统科学理论及其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在目前学科广泛交叉的背景

下，通过讨论系统科学前沿问题、交流工作进展，以更好地理解系统科学的思

想、将系统科学的工具和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研究对象。本次论坛旨在促进各个

高校和科研单位在系统科学方面的合作交流与创新。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系统

科学学院承办，受“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重点建设项目”资助。 

 本次论坛目前已有有来自全国科研院校 85 人报名参加，提供 33 个报告。

为了保证论坛质量，组委会邀请了来自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北

京师范大学、深圳大学、青岛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在系统科学研究领域

的著名教授参加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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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日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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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 

 研究生党支部开展“两学一做”专题学习研讨会 

11 月 4 日，为了让支部党员更好地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的基本

精神，学习领会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新战略的基本内容，提高党员的党性修

养，系统科学学院研究生党支部开展了“两学一做”专题学习研讨会，支部近

40 名成员参与学习、讨论。  

党支部书记辛茹月

主持召开会议。首

先，大会强调了党内

纪律，希望大家时刻

以一名党员的标准要

求自己，积极参加党

组织的各项活动。会

议明确了党小组 11 月

份自行组织学习的内

容，包括学习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学习《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随着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更加强调从严治党，大

会就合格党支部建设规范和合格党员行为规范展开讨论。全体与会党员踊跃发

言，为党支部建设建言献策，对党员行为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结起来

有：希望党支部活动多样化，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相结合；党建活动要以人为

本，切忌形式化；作为一名党员要以身作则、遵守党章党纪、增强社会责任

感、关注时事。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此次学习研讨会的第二部分是学习

习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大家阅读学习资料，并观看纪

录片《筑梦路上·长征》。不怕牺牲、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长征精

神鼓舞人，激励人，大家很受触动。看完记录片，大家积极发表了感想。徐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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焜同学说“我认为一个组织、团体，无论大小，领导很重要。领导不仅要为组

织利益着想，更重要的是要注重领导方法，要注重批评和自我批评。”周建林同

学表示“博古、李德忽略了当时中国的国情。长征不易，长征战士的苦我们是

无法想象的。现在我们的生活很幸福，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创造美好未来。”

高占伟同学说“作为普通学生，我们应该把握当下，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好。”  

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辛茹月书记做会议总结，感谢大家为党支部建设提

供宝贵的建议，通过这次学习交流活动，我们更加明确了党员的责任与义务，

加强了理论知识的学习。至此，此次“两学一做”专题学习研讨会圆满结束。 

人才培养 

 第 8 届 BNU 实验科学锦标赛圆满结束 

2016 年 11 月 21 日，在北师大科技楼 B 区 608 会议室，伴随着热烈的掌

声，第 8 届 BNU 实验科学锦标赛落下帷幕。系统科学学院院长狄增如老师在会

上作了致词，他对大家的热情参与表示感谢，对同学们的研究精神表示称赞，

并对大家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然后他向大家介绍了他对实验科学的认识以及

BNU 实验科学竞标赛的由来。然后，会议组织者——来自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Bertrand Roehner 教授给同学们做了现场报告，讲述了实验的重要意义和他关于

实验的的一些看法。最后，系统科学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李红刚教授宣布了获

奖者名单，Bertrand Roehner 教授为大家颁奖。 

此次比赛吸引了共有来自嘉应学院、青岛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兰州大

学、新疆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大学、惠州学院等 9 所高

校，63 位同学组成的 18 支队伍参赛，最终有 17 组（60 名同学）按时提交了报

告并参加了 11 月 21 日举行的最终答辩评审，经过评审组的不记名投票，决定

了 1 名一等奖、3 名二等奖、4 名三等奖和若干优胜奖。评审组共 4 名老师组

成，他们是 Bertrand Roehner 教授，北师大系统科学学院的狄增如教授、吴金闪

教授和陈清华副教授。本次锦标赛最终评选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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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植物幼体死亡率随时间变化的研究”，成员如下：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刘琳玲    

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杨简闻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程静静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王佳宁 

  

二等奖 

“中国婴儿死亡率随着月龄的变化研究”，成员如下： 

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物理系 2016 级研究生       雷力行 

嘉应学院物理系 2015 级本科生            赵志锆 

惠州学院物理系 2015 级本科生            赵佳铭 

 

“公司不在所有权与其绩效的关系——以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例”，成员下：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郭金忠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4 级本科       赵志翠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4 级本科       李博轩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4 级本科       顾雨 

  

“Provide a Way to Better Understand Oral Chinese for Foreigners”，成员如下：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赵宇阳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张奥博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孙千策 

  

三等奖 

“对职业危险的公然漠视”，成员如下：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2015 级本科生       王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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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2015 级本科生       陈晓 

  

“婴儿死亡率随月龄或周的变化研究”，成员如下：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黄思羽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周烨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欧阳熙楠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张盛 

  

“不同年龄组果蝇幼虫的夭折率”，成员如下： 

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学院 2015 级本科   王煦晨 

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学院 2015 级本科   王子豪 

  

“儿童死亡率随月龄的变化研究”，成员如下：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本科   石心悦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本科   高玥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本科   刘慧琳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本科   陈芸菲 

  

“植物幼体死亡率（夭折率）随着存活时间变化的研究”，成员如下： 

青岛大学医学部 2016 级本科       郭林霭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              韩萌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              郑尧文 

 

科学研究  

 一、近期科研成果汇总 

1. Han, X., Shen, Z., Wang, W. X., Lai, Y. C., & Grebogi, C. (2016). Reconstructing 

direct and indirect interactions in networked public goods game. Scientific 

Reports, 6.  

简介：复杂网络重构是理解复杂系统关系的基础。当网络中存在间接相互作用和

直接相互作用时，如何通过重构去区分两种相互作用，并挖掘出原始的网络是一

个问题。网络上的公共品博弈中同时存在直接相互作用和间接相互作用。为了区

分网络公共品博弈中的直接相互作用和间接相互作用，我们首先用 the lasso 方法

重构出包括直接相互作用和间接相互作用的网络，然后用 matrix transformation 和

linear least squares method 可以分开直接相互作用和间接相互作用。同时，这个方

法也能够让我们定位网络中的隐藏节点。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模拟，模拟结果显

示了很好的重构效果。 



第 9 页  共 26 页 

 

 

Abstract: Network reconstruction is a fundamental problem for understanding many 

complex systems with unknown interaction structures. In many complex systems, there 

are indirect interactions between two individuals without immediate connection but with 

common neighbors. Despite recent advances in network reconstruction, we continue to 

lack an approach for reconstructing complex networks with indirect interactions. Here 

we introduce a two-step strategy to resolve the reconstruction problem, where in the first 

step, we recover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interactions by employing the Lasso to solve a 

sparse signal reconstruction problem, and in the second step, we use matrix 

transformation and optimization to distinguish between direct and indirect interactions. 

The network structure corresponding to direct interactions can be fully uncovered. We 

exploit the public goods game occurring on complex networks as a paradigm for 

characterizing indirect interactions and test our reconstruction approach. We fin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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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reconstruction accuracy can be achieved for both homogeneous and heterogeneous 

networks, and a number of empirical networks in spite of insufficient data measurement 

contaminated by noise. Although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reconstructing complex 

networks with arbitrary types of indirect interactions is yet lacking, our approach opens 

new routes to separate direct and indirect interactions in a representative complex system. 

 

2. Y. Feng, B. Sun, A. Zeng*(2017), Cascade of links in complex networks, Phys, 

Lett. A. 

简介：在复杂网络的研究中，级联失效被广泛用于建模灾难性时间，例如实际系

统中的航班延误与金融危机等。但是，目前关于级联失效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节点

上而忽视了连边。实际情况中，由于连边受到攻击而触发的级联失效会更加普遍。

例如在金融系统中，金融机构（节点）不容易消失，但是他们之间的贸易关系（连

边）发生断裂却很容易触发级联失效；航空系统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通过这个连

边级联失效的模型，我们发现模型网络与实际网络都会由于少量连边的损失触发

全局性的级联失效，而这个过程可以通过人工设置少量可以阻断风险传播的节点

或连边（这类节点或者连边无法将风险继续传递下去）来得到有效的抑制。最后，

我们通过使用模拟退火算法，可以针对每一个特殊的网络设计出最优的可以阻断

风险的节点、连边组合方式，进而在提高实际系统的鲁棒性中有重要的意义。 

Abstract: Cascading failure is an important process which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model 

catastrophic events such as blackouts and financial crisis in real systems. However, so 

far most of the 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focus on the cascading process on nodes, leaving 

the possibility of link cascade overlooked. In many real cases, the catastrophic events 

are actually formed by the successive disappearance of links. Examples exist in the 

financial systems where the firms and banks (i.e. nodes) still exist but many financial 

trades (i.e. links) are gone during the crisis, and the air transportation systems where the 

airports (i.e. nodes) are still functional but many airlines (i.e. links) stop operating during 

bad weather. In this letter, we develop a link cascade model in complex networks. With 

this model, we find that both artificial and real networks tend to collapse even if a few 

links are initially attacked. However, the link cascading process can b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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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ated by setting a few strong nodes in the network which do not respond to any 

link reduction. Finally, a simulated annealing algorithm is used to optimize the location 

of these strong nodes,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robustness of the networks 

against the link cascade. 

 

 

 

3. Sun X-Y, Ding Z-J, Huang G-H, (2016). Effect of density feedback on the two-

route traffic scenario with bottlenec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C, 

27 (6): 1650058. 

简介：实际交通出行时，经常面临路径选择问题。同时，随着智能交通的发展，

交通信息获取的途径越来越多，信息对出行路径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本文利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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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自动机模型，分析了交通中反馈车辆密度信息对司机路径选择的影响。研究发

现，不同的车辆到达概率下，交通系统存在自由流态、转化态、最大流量态和拥

堵态，文章给出了这几种状态存在的条件。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ensity feedback on the two-route 

scenario with a bottleneck. The simulation and theor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exist 

two critical vehicle entry probabilities αc1 and αc2. When vehicle entry probability α ≤ 

αc1, four different states, i.e. free flow state, transition state, maximum current state and 

congestion state are identified in the system, which correspond to three critical reference 

densities. However, in the interval αc1 < α <αc2, the free flow and transitio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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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ppear, and there is only congestion state when α ≥ αc2.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raffic control center can adjust the reference density so that the system is in maximum 

current state. In this case, the capacity of the traffic system reaches maximum so that 

drivers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roads. We hope that the study results can provide good 

advice for alleviating traffic jam and be useful to traffic control center for designing 

advanced traveler information systems.  

4.  Sun, Y., Ma, L., Zeng, A., Wang, W. X. (2016). Spreading to localized targets in 

complex networks. Sci. Rep. 6, 38865; doi:10.1038/srep38865 (2016). 

 简介：传播作为一种重要的动力学被广泛地用于模拟许多真实的过程，例如流行

病和信息的传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研究问题就是为节点的传播能力排序。为了

这个目的，已经有一系列有效的方法被提出。这些方法通常定义 node i 的传播能

力为在给定最初传播源 node i 的情况下，它最终感染的网络中节点的数量。但是，

在很多真实的情况下，例如广告和新闻传播，我们的目标仅仅是感染网络中一部

分的目标节点。因此，非常有必要去研究对那些局域的目标节点的节点传播能力。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提出了一种逆向局域路径的方法（RLP）来解决这一问题。

仿真结果显示，我们的方法在识别那些对于局域的目标节点有影响力的节点方面

比现有的方法好。除此之外，被我们的方法所识别的有影响力的节点还可以在传

播过程中有效地避免感染那些非目标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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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type of dynamics on complex networks, spreading is widely 

used to model many real processes such as the epidemic contagion and information 

propagation.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research questions in spreading is to rank the 

spreading ability of nodes in the network. To this end, substantial effort has been made 

and a variety of effective methods have been proposed. These methods usually define 

the spreading ability of a node as the number of finally infected nodes given that the 

spreading is initialized from the node. However, in many real cases such as advertising 

and news propagation the spreading only aims to cover a specific group of nod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spreading ability of nodes towards localized targets 

in complex network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reversed local path algorithm for this 

problem.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our method outperforms the existing methods in 

identifying the influential nodes with respect to these localized targets. Moreover, the 

influential spreaders identified by our method can effectively avoid infecting the non-

target nodes in the spread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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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ilibeth A., D. Magcale-Macandog, K. Kumar, X. Cui, E. Eugenio, P. Macandog, A. 

Salvacion, J. Eugenio, 2016: The role of bioenergy in enhancing energy, food and ecosystem 

sustainability based on societal perceptions and preferences in Asia, Agriculture, 6, 2, 19. 

简介：文章讨论了关于菲律宾、印度和中国生物能源可持续性的调查分析。调查问题主要包

括：（a）对于生物能源的认识程度；（b）职业和生物能源的关系；（c）对于多种经济原料和

生物能源对食品安全影响的看法。另外，还收集了基于生物能源对社会稳定性、社会福利和

生态平衡的共同选择等的偏好权重，用以体现能源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系统对其他经济结

构的包容性、社会和环境宗旨的重要性。收集的基本观点包括：第一代原料目前正在各个国

家被用作生物燃料的生产，并且这些被认为对经济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个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对于生物能源这个角色的偏爱反映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关注点（中国的能源安全、

印度的食品安全和菲律宾的生态系统退化）。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analysis of the survey on sustainability of bioenergy 

conducted in the Philippines, India and China. It acquired general perceptions of the 

people by asking them (a) specific questions about their level of familiarity with 

bioenergy; (b) relationship of their work to bioenergy; and (c) their opinion on 

contribution of various feedstock on the economy and impact of bioenergy production 

on food security. In addition to these questions, we estimated preference weights of 

various feedstock based on the conjoint choices on bioenergy’s contribution to social 

stability, social welfare and ecological balance. The estimates revealed significant trade-

offs not only among these three dimensions of sustainability but also the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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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of energy security, food security and ecosystem capacity to other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The types of first generation feedstock that are 

currently used for biofuel production in the respective countries and those that offer 

alternative household use are perceived as important to the economy and preferred 

bioenergy feedstock.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he preferred role of bioener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flect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cerns in the respective 

Asian countries, e.g., energy security in China, food security in India, and ecosystem 

degrad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6. Miao, L., R. Fraser, Z. Sun, D. Sneath, B. He,and X. Cui*, 2016: Climate impact on 

vegetation and animal husbandry on the Mongolian plateau: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atural 

Hazards, 80(2),727-739. 

简介：目前干旱半干旱区是国际研究热点区域，因为气候变化对这些地区的的植被和畜牧业

等早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基于气象学数据、GIMMS AVHRR NDVI3g 数据和牲畜记录，

通过统计学分析，了解到在这些区域正发生着强烈的变暖和降水量的下降。降水模式正在改

变，并且频率越来越高的极端气候，比如干旱等，都是危害到植被生长和畜牧业发展的主要

原因。通过对比分析，我们探索了内蒙和外蒙这两个区域的植被和畜牧业分别对气候变化和

极端气候的响应。我们发现，植被生长大体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下降，然后从 2001 年起又开

始恢复。内蒙的农业集约化水平比外蒙高，并且内蒙的居民比外蒙的居民对气候变化有更加

强烈的感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呼吁未来更多关注着这个地区的极端气候研究。 

Abstrac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has focused more attention on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 

in recent years, as climate change has already had adverse impacts on grasslands and 

local households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Based on meteorological data, GIMMS 

AVHRR NDVI3g data, and livestock records,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a significantly 

strong warming trend and a slightly decreasing trend in precipitation were ascertained 

in this region. Precipitation patterns are shifting, and intensifying, extreme events, such 

as droughts and dzud (extremely harsh winters characterized by heavy snow and low 

temperature), are a major threat to vegetation growth and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Follow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pproach, we explored how the 

vegetation and animal husbandry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and extreme weather di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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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Inner Mongolia and Mongolia. We found that vegetation growth generally 

decreased after the mid-1990s, but began to recover from 2001 over the entire region. 

The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level is higher in Inner Mongolia than in Mongolia, and 

residents in Inner Mongolia have a greater awareness of unexpected disasters than those 

in Mongolia. To deal with these challenges, this region warrants further study on how 

climate extremes will impact on regional animal husbandry and local social economics 

on the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 This could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ocal government, local residents, and future scientific activities in this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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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IU, Xiaolei; CUI, Xuefeng; NATH, Reshmita. Future Arable Land Requirement of Pig 

Produc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S.l.], v. 8, n. 1, p. p139, dec. 2015. 

ISSN 1916-9760. 

简介：中国的生猪产业正在急剧的扩展着，未来如何发展并对有限耕地资源造成多大影响值

得深入研究。本文中，计算了从 2001 年到 2013 年生猪产业的粮食需求，并且对未来的粮食

需求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粮食需求从 2001 年的 22 百万公顷上升到了 2013 年的 31.6 百

万公顷，而经预测，生猪产业的粮食需求在 2030 年将在 23.7 到 29.4 百万公顷之间，而 2050

将下降到 11.6 到 18.7 百万公顷的范围内。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被用于评估人口、

消费量、和技术三个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将是首要的影响因素。这些发现，将帮助决

策者们在有限的土地和日益发展的生猪也之间找到最优的分配方法，促进生猪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  

Abstract: China’s pig industry is experiencing a dramatic increase to meet increasing 

consumption demand. How these changes influence the limited arable land resources 

through consuming grain as feed has not been clearly understood. In this manuscript, we 

calculate the arable land requirement for pig industry (LRP) from 2001 to 2013 and 

forecast future demand towards 2050 from the point of production, in order to quantify 

the pressure in different scenario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RP has increase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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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Million Ha in 2001 to 31.6 Million Ha in 2013. LRP will be 23.7-29.4 Million Ha 

in 2030 and 11.6-18.7 Million Ha in 2050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cenarios.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LMDI) decomposition method is assessed to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consumption and technology for three time periods e.g. 2010-2030; 2030-

2050 and 2010-2050. And technology will become primary reason. These findings could 

help optimiz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imited arable land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of pig industry,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ig industry.  

8. 魏希文,缪丽娟,江源,NathReshmita,崔雪锋.基于分层分区法的中国历史耕地数据的网格

化重建[J].地理学报,2016,07:1144-1156. 

 简介：网格化历史耕地数据集能为历史时期耕地变化研究提供更精确的支持，并且为全球环

境气候变化研究模型模拟提供驱动数据。本文综合考虑了中国历代土地利用开发的特点及自

然人文因子对耕地的影响，设计了一套对中国耕地先分区再分层分配的网格化方法。基于国

内 3 个主流区域耕地数据研究成果，采用上述方法建立了 1820 年（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

和 1936（民国二十五年）中国 10 km×10 km 分辨率的耕地数据集，并绘制了分布图。本文还

利用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数据集对重建结果进行对比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保证耕

地数量的权威性，并且建立具有区域性的高精度历史耕地数据集。  

Abstract: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cropland database could provide an accurate 

supportfor the cropland researches on historical periods. Moreover, it will also act as the 

driving data for the global climate models. In China, there are several ways to rebuild 

the historical cropland on the regional scale, concerning the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area 

and the northeastern China. But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national scale, which is 

primarily due to lacking of accurate historical cropland inventory data.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imulate the climate and ecosystem scenarios in a wider spatial scale. In the 

next step, an improvement in the research on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cropland 

database is an efficient and quick method to meet the demand. The present paper has 

adopted a different approach, which divides the entire landmass of China into cropland 

area and livestock area according to the climate conditions and cultural diversities of the 

country. Several representative historical cropland databases are used as the background 

of our study to ensur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outcomes. Considering the historic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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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exploit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factors on the cropland 

dynamics, we have developed a partition and layering- based gridded reconstruction 

method. This is an empirical method for spatial alloc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ropland 

inventory data in the individual grid cells. Then we use this method to rebuild the 

historical cropland database maps for China during 1820 (the 25th year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Renzong Jiaqing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1936 (the 25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t a resolution of 10 km×10 km. A precision validation is applied on the 

rebuilt maps by comparing them with other existing regional databa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ould ensur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ropland data, with higher accuracy 

in the regional cropland reconstruction. 

  

  

  

 

  

 

  

  

 

 

 

 



第 21 页  共 26 页 

 

9. 李耕,狄增如,韩战钢.集群运动:唯像描述与动力学机制[J].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

学,2016,02:1-13.  

简介： 鉴于生物群体在空间中展现出的大规模集群运动已经成为集群行为研究的一大热点，

从集群运动的唯像描述到动力学机制的逻辑线索展开综述。唯像描述部分中主要介绍“一致

性序参量”、“集群对称破缺”、“集群规模分布”和“空间关联”等集群运动的唯像特征。它

们大都具有定量的实证基础，有些还体现出一定的定量普适性（适用于多物种）。在动力学机

制部分分别介绍“吸引与排斥”、“对齐规则”、“相互作用范围”、“个体异质性”和“相互作

用的线性叠加”等微观规则，重点总结了基于轨迹追踪的机制推断成果。还特别着重区分实

证与假设。通过这样的逻辑梳理，既描绘出“集群运动”这一新兴领域在不长的时间里积累

的丰硕成果，又清晰地系统展现出我们在追求集群运动普适律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多远，以及

摆在面前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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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学术讲座 

 主讲人 学术头衔 主持人 题目 时间 地点 

1 陈清华 副教授，系统科学学院 李印赟 

人类的一些“移动”行

为：从真实空间到虚拟

空间 

11 月 7 日 
科技楼

B608 

2 Plamen Ch.Ianov 

教授，主任 

波士顿大学 Keck 网络生

理学实验室 

李印赟 

From 1/f noise to 

multifractal complexity 

and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 in physiologic 

dynamics 

11 月 14 日 
科技楼

B608 

3 韩战刚 教授，系统科学学院 李印赟 集群行为的系统研究 11 月 21 日 
科技楼

B608 

4 狄增如 教授，系统科学学院 李印赟 复杂系统中的简单规则 11 月 28 日 
科技楼

B608 

多彩生活 

 一、AI的十八般武艺——系统科学社学术讲座 

2016 年 11 月 16 日晚，系统科学学院团总支和系统科学社共同举办了一次

知识普及讲座——“AI 的十八般武艺”，讲座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彩彻区明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云天气”）的 CEO 袁行远先生为大家做演讲嘉

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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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伊始，袁行远先生便以一副“五道口最后一班列车”的图片开场，瞬

间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这张图片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被渲染为了具有很强烈地新

海诚动漫的风格，唯美的意境，而又写实的画风，大家可以随意感受下（左图

是原图，右图是处理后）。 

这一切都是通过一款叫做“你的名字同款滤镜”的工具实现的，随便给一

张图片，它就能为你生成具有新海诚风格的图片。那这一切又是怎么做到的

呢？“这一切都是神经网络的力量”，袁行远先生解释道。然后通过一款名为

“tensorflow playground”的工具为我们生动的展示了神经网络庐山真面目。袁

行远先生细心的讲解，台下的同学聚精会神的聆听，无不为之而震撼。 

  

之后，袁行远先生为大家带来了人工智能（AI）的其它武艺：一款名为”

quickdraw”游戏成功的吸引了同学的目光，十分类似于“你画我猜”，只是猜的

人变成了“人工智能”，能够根据你的作画实时猜测画是什么。台下有同学出于

好奇也上台尝试了一把，虽然结果不成功，却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乐趣。 

 这还不够，你听过人工智能谱写的曲子吗？你和人工智能对弈过吗？你有

听说人工智能为你同生传译吗？袁行远先生不断地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纷呈，令

人震撼的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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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后半部分，通过四个小故事，袁行远先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追星少年

——叶泉志的事迹和”彩云天气”背后的故事，为我们传达了他的理念——希

望将人工智能技术带给广大普通百姓，造福社会。  

讲座的提问环节，同学们踊跃提问，问题也是多种多样，可以看见大家对

人工智能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好奇心。甚至讲座结束后，还有好几位同学向袁行

远先生询问问题。  

本次讲座，袁行远先生给同学们带来了精彩纷呈的演讲，带领同学们领略

了人工智能的“琴棋书画”等十八般武艺，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炫酷的盛宴，非

常感谢！ 

 二、参观双清别墅 追寻党的足迹 

为了重温党的历史，追寻党的足迹，11 月 5 日，2016 级硕士班、博士班联

合学院研究生党支部一同组织了香山双清别墅参观活动。 

香山双清别墅位于香山公园南麓的半山腰，环境幽雅，以其苍翠的竹林、

遮天蔽日的银杏、挺拔的松柏、古朴的建筑引人前往。然而真正使这个地方闻

名天下的并不是她的秀丽风光，而是因为这里曾是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曾是中

共中央的指挥中心，曾发生过扭转中国命运决定中国前途的大事。1949 年 3 月

25 日，党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河北省西柏坡村迁至北平后，毛泽东曾

居住此地，并在此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运筹帷幄，共商大计，指挥了人民解

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役，为筹建新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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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双清别墅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党员来说是对中国革命重大历程的又一次重温

和回顾。 

活动中，大家参观了毛泽东同志当年生活和工作的原状陈列，聆听了工作

人员的细致讲解。一张张照片、一件件物品，带着大家的思绪又回到那个战火

纷飞的年代，大家都被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辛，前仆后继，带领广大人劳动人

民反抗侵略建立新中国的气魄所感染，更感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

朴素的生活作风。在双清别墅前，全体学生党员怀着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敬仰重温了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增强了党性修养。 

通过参观学习，大家一致表示，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

传统和优良作风，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活动，深入学习党规党章和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做一名合格党员，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三、系统科学学院举办第三届桌游峰会 

11 月 26 日，由系统科学学院团总支、研究生会、电影社、棋牌社联合举办

了“头脑风暴暨第三届桌游峰会”活动。以“系统思维演绎推理，通力合作增

进友谊”为主题的桌游峰会已经成为了我们学院的特色活动，同学们的参与热

情很高。此次桌游峰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科技楼 604 学生活动室举行，有近 20 名

同学参加。 

 活动在晚上六点钟开始，首先组织大家观看了电影《天使与魔鬼》。电影之

后就是激烈紧张的棋牌游

戏，包括狼人游戏、杀人

游戏、抵抗组织等。大家

开动脑筋，运用博弈的思

想，想策略、拼计谋，游

戏的过程充满了未知性与

不确定性，气氛紧张而热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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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锻炼了思维，增进了友谊，同时也释放了学习压

力，整个活动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