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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Name 

刘凯 

Liu Kai 

 

出生年月 

Birth Date 

1988 年 10 月 

Oct.1988 

职称 

Professional Title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学位 

Academic Degree 

博士 

Doctor 

招生专业 

Recruits Students Specialized 

人文地理学、职业技术教育（资源环境）、学科教学（地理） 

Human geography and so on. 

研究方向 

Research Interests 

经济地理和区域管理、环境经济和环境管理、发展地理学、地理

教育和教学 

Economic geography and regional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development geography. 

电子邮箱 

E-mail 
liukaisdnu@163.com 

基本情况/ Brief Introduction 

刘凯，中共党员，理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7 年在山东师范大

学取得人文地理学博士学位，师从任建兰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经济地理和区域

管理、环境经济和环境管理、发展地理学、地理教育和教学，主持国家级课题 1

项、省级课题 2项、厅级课题 3项，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 1部，以第一或通讯

作者在 SSCI、SCI、CSSCI、EI 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获得省级科研奖励 3 项，

指导国家级和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4项，指导校优秀学士学位论文 7篇，主

讲《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区域可持续发展导论》《环境经济地理》等课

程，担任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Earth、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ustainability、《经济地理》、《中



国科学基金》、《中国环境管理》、《城市与环境研究》等期刊审稿专家，担任教育

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函评专家、全国地理学研究生联合会学术指导委员

会委员、济南市区划地名专家库成员、山东师范大学智库中心特聘专家、山东师

范大学基金申报宣讲团成员。 

工作经历/ Positions & Employments 

2021.01至今，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副教授； 

2017.09—2020.12，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讲师； 

2019.03—202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学部，兼聘。 

部分科研项目/Research Projects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群经济空间结构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机理、

效应与对策”（72004124），在研，主持。 

[2]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山东省绿色发展时空效应评估和创新路径研

究”（18DJJJ01），结项，主持。 

[3] 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目）“环境规制作用下山东企业生态创新的

机理与对策”（2020RKB01112），结项，主持。 

[4] 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与绿色发展互动路径研究”

（JNSK20C13），在研，主持。 

[5] 山东省高校科研计划项目“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与绿色发展互动机理与路径

研究”（J18RA179），结项，主持。 

[6] 山东师范大学科技培育基金项目“供-需驱动视角下山东省人地系统时空耦合

与调控”（201802），结项，主持。 

[7] 济南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委托项目“济南市节能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JNCZ-ZX-2021-YJS6），结项，主持。 

[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健康城市视域下的水系统治理体系构建及应用

研究”（71704097），结项，参与。 

[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市区域尺度下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生产率效应

及其提升路径研究：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71804098），在研，参与。 

[10]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研究项目“绿色生产研究”（16AWTJ05），结

项，参与。 



[11]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研究项目“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研究”

（20AWTJ07），在研，参与。 

[12] 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循环经济视角下山东半岛城市群绿色创新系统研

究”（20BJJJ06），结项，参与。 

学术著作/ Book 

[1] 刘凯.黄河三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部分学术论文/ Papers 

[1] Kai Liu, Mingyue Xue, Mengjie Peng, Chengxin Wang*. 2020. Impact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An analysis of the 

Shandong Peninsula, China.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61, 

120313. DOI: 10.1016/j.techfore.2020.120313 （SSCI/SCI 一区，IF=8.593） 

[2] Caihong Huang, Xiaoqing Zhang, Kai Liu∗. 2021.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structural evolu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in China: A dual perspective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nonlinear linkages.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135, 110258. DOI: 10.1016/j.rser.2020.11025 （SCI 一区，IF=14.982） 

[3] Yanbin Chen, Guanwen Yin, Kai Liu∗ . 2021.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dustrial water use efficiency of China: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relevant 

factors.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67, 105239. DOI: 

10.1016/j.resconrec.2020.105239  （SCI 一区，IF= 10.204） 

[4] Kai Liu ∗ , Xiaoyu Wang, Zongbin Zhang*. Assessing urba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it in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DOI: 10.1007/s11356-021-15692-7 （SSCI 二区，

IF=4.223） 

[5] Caihong Huang, Kai Liu∗ , Liang Zhou. 2021. Spatio-temporal trend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M2.5 concentration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between 2000 and 2016.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8, 

10988–11000. DOI: 10.1007/s11356-020-11357-z （SSCI 二区，IF=4.223） 

[6] Huimin Zhou, Pei Wang, Chengxin Wang*, Xiangzheng Deng, Kai Liu∗. 2019. 

Investigation of a spati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and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China. PLoS ONE. 14 (9), e0222534. 

DOI: 10.1371/journal.pone.0222534 （SSCI 二区，IF=3.24） 

[7] Shangkun Yu, Chengxin Wang*, Kai Liu∗, Shuai Zhang, Wangsheng Dou. 2021.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prohibiting urban fireworks and firecrackers in Jinan, 

China.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193, 512. DOI: 

10.1007/s10661-021-09315-4 （SCI 三区，IF=2.513） 

[8] Yu Liu, Ruiting Jiao, Liyao Zhao, Kai Liu∗. 2021. Impact of greenization on the 

marginal utility of intensity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factors affecting it in China. 

Energy Engineering. 118 (2), 363-378. DOI: 10.32604/EE.2021.013472 （EI 收

录） 

[9] Liyao Zhao, Chenxi Liu, Xiaojun Liu, Kai Liu∗, Yujia Shi. Urban spatial 

structural options f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 China: Evidence from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levels. Energy Reports. 7, 93-105. （SCI 二区/EI 收录，IF=6.87） 

[10] 刘凯,吴怡,王晓瑜,等.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大气污染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

源与环境,2020,(10):28-35. （CSSCI 来源期刊） 

[11] 井波,倪子怡,赵丽瑶,刘凯*.城乡收入差距加剧还是抑制了大气污染？[J].中国

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10):130-138. （CSSCI 来源期刊） 

[12] 刘凯,吴怡,陶雅萌,等.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J].中国人

口·资源与环境,2019,(7):50-56. （CSSCI 来源期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

转载） 

[13] 刘凯,任建兰,张宝雷*.黄河三角洲人地系统脆弱性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2019,39,(6): 198-204. （CSSCI 来源期刊） 

[14] 刘凯,任建兰.新常态背景下山东省县域经济脆弱性空间格局研究[J].山东师范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59-67. （CSSCI 来源期刊） 

[15] 刘凯,任建兰*,李雅楠.基于供需视角的黄河三角洲人地关系演变[J].经济地

理,2018,38,(5):37-43. （CSSCI 来源期刊） 

[16] 刘凯,任建兰,穆学英,等.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评价及其驱动机制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18,33,(1):36-42. （CSSCI 来源期刊） 

[17] 刘凯,任建兰,穆学英,等.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水平测度与空间格局[J].经

济问题探索,2017,(11):77-83. （CSSCI 来源期刊） 

[18] 刘凯,任建兰,程钰,等.黄河三角洲地区社会脆弱性评价与影响因素[J].经济地



理,2016,36,(7):45-52. （CSSCI 来源期刊） 

[19] 刘凯,任建兰*,张理娟,等.人地关系视角下城镇化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响应——

以山东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6,36,(9):77-84. （CSSCI 来源期刊） 

[20] 刘凯,任建兰*,程钰,等.中国城镇化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响应演变与驱动因素[J].

城市发展研究,2016,23,(1):27-33. （CSSCI 来源期刊） 

[21] 刘凯 ,任建兰 ,王成新 .中国绿色化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J].城市问

题,2016,(4):11-17. （CSSCI 来源期刊） 

[22] 刘凯,任建兰,张存鹏.中国“五化”协同发展水平演变研究[J].经济问题探

索,2016,(4):27-34. （CSSCI 来源期刊） 

部分奖励/ Honors & Awards 

[1]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山东省第三十五届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三等奖，第一位次。 

[2] 人地协调视角下脆弱性与可持续发展、城镇化与承载力研究，山东省研究生

优秀科技创新成果三等奖，独立。 

[3] 人地关系视角下城镇化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响应，山东省经营管理优秀科研成

果一等奖，第一位次。 

[4]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空间格局与驱动机制，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优秀

论文二等奖，独立。 

[5] 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 

[6] 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五导”卓越导学团队指导教师。 

[7]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优秀本科生导师。 

学生培养/ Personnel Training 

[1]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济南市田园养老的发展机制和空间布局研究”

指导教师，学生：张嘉敏。 

[2]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山东半岛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大气环境效应

研究”指导教师，学生：彭梦杰。 

[3] 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指导教师，学

生：陶雅萌。 

[4] 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结构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指



导教师，学生：张郑琪。 

[5] 山东师范大学本科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美丽乡村背景下山东省家庭农场生

态效率评价与品牌建设”指导教师，学生：陶雅萌。 

[6] 山东师范大学本科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中国城市碳排放空间差异及其影响

因素”指导教师，学生：倪子怡。 

[7] 山东师范大学优秀学士学位论文“城市群经济空间结构对大气污染的影响—

—以中国 19 个城市群为例”指导教师，学生：吴怡。 

[8] 山东师范大学优秀学士学位论文“区域内部经济差距对大气污染的影响——

以中国 30 个省域为例”指导教师，学生：张嘉敏。 

[9] 山东师范大学优秀学士学位论文“Characteristics of place attach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angqing university town”指导教师，学生：王晓瑜。 

[10] 山东师范大学优秀学士学位论文“城市体系视角下济南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效

应研究”指导教师，学生：陶雅萌。 

[11] 山东师范大学优秀学士学位论文“山东省大气环境效率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

素”指导教师，学生：柳力玮。 

[12] 山东师范大学优秀学士学位论文“城市群空间结构如何影响了大气污染？—

—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指导教师，学生：彭梦杰。 

[13] 山东师范大学优秀学士学位论文“山东半岛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

指导教师，学生：刘梅芳。 

社会兼职/ Professional Affiliation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Earth 、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ustainability、《经济地理》、《中国科学基金》、《中国环境管理》、

《城市与环境研究》等期刊审稿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函评专

家、全国地理学研究生联合会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济南市区划地名专家库成员、

山东师范大学智库中心特聘专家、山东师范大学基金申报宣讲团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