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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王成新，男，山东新泰人，中共党员，教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博士。

地理学博士学位一级点带头人。兼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山东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主讲《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原理》《人文地理学理论进

展》等课程。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区域发展与产业规划。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项，以及山东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山东省自然基金、山东省社科规划基金等课

题 30多项，参与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等 20多项，已发表学术论文 200多篇，出版专著 8

部，获得省部级奖励 20多项。撰写的 8项对策建议获得省部级领导签字批示，10多项研究

报告被山东省、济南市有关部门纳入发展决策。被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特聘为研究

员，被评为第三届中国优秀地理科技工作者。获得山东省高端智库人才称号。 

 

主持的科研项目 

1. 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高速交通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与优化研究

（41371170）, 2014.1-2017.12 ； 

2. 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高速公路对区域城市群结构演变的影响与优化研究

（40771060）,项目研究期限 2008.1-2010.12； 

3. 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评价与对策研究（19CDNJ36），项目研究

期限,2019.3-12 

4. 山东省自然基金项目: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用地结构演变及其功能响应研究

(ZR2019MD043), ,2019.7-2022.6. 

5. 山东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大数据技术在城市空间结构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2017GSF22102)，项目研究期限 2017.6-2020.1 ； 

6. 济 南 市 政 府 招 标 项 目 ： 济 南 市 人 口 发 展 “ 十 三 五 ” 规 划 编 制 

(JNCZ(GJ)-GK-2017-0012B)，项目研究期限 2017.10 -2018.1； 

7. 山东省软科学计划项目:基于多元大数据的济南交通拥堵问题与优化对策研究

(2016RKB01438) ，项目研究期限 2016.6-2017.10； 

8. 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招标课题：“十三五”北跨发展规划编制

（JNCZ-JC-2015-0026），项目研究期限 2015.12-2016.3； 

9. 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美国研究生培养模式及对我国创新型人才教育的

启示（SDYC15041），项目研究期限 2015.6-2016.12； 

10. 山东省建设厅委托课题：快速交通体系建设与城市功能结构优化研究，项目研究期

限 2014.12-2015.3； 



11. 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项目：“十三五”北跨发展规划编制（）

JNCZ-JC-2015-0026），2015.12-2016.03 

12. 济南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委托课题：省会城市群经济圈核心城市辐射带动力提升研究，

项目研究期限 2014.10-2015.9； 

13. 济南市政府研究室委托课题，济南总部经济提升战略研究，2015.8 -2015.10；  

14. 济南市“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基于人口—经济互动发展的济南市转型期人口优

化战略研究，项目研究期限 2014.9-2014.12； 

15.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省城济南宜居度调研

（13CDYJ35），项目研究期限 2013.9-2014.12； 

16. 山东省教改项目：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中美高校地理科学本科课程体系的比较与优

化研究（2012387）,项目研究期限 2012.6-2015.12； 

17. 山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基于“3S”的城乡土地集约利用整合评价与互动优化模拟研

究（2012GSF12204），项目研究期限 2012-2013； 

18. 山东省博士后创新项目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与区域差异

（201002013），研究期限 2011-2012年； 

19. 山东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科研奖励基金：新城市时代中国特大城市空间重构研究

（BS2010SF024）,研究期限 2010.10-2013.10。 

代表性学术成果（第一或通讯作者） 

著作：结构解读与发展转型：中国城市化综合思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08 

著作：高速公路与城市发展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08 

著作：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城镇化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10 

论文:Investigation of a spati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and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China. PLOS ONE,2019,14(9): 1-22 

论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结构化分析:1978-2016.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9，

（12）：16-21 

论文：东北三省城市经济弹性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人文地理，2019，34（4）：

73-80. 

论文：我国城市化新时代基本特征与发展策略,山东社会科学，2019，(9)：CSSCI 

论文：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2019 ,29(7):50-56 

论文: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8，32（2）:30-34 

论文: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吴越文化区为例. 长江流域资源与

环境，2018，（8）：1694-1700 

论文：中国民航机场结构的时空演变特征及优化选择. 经济地理,2017,37(11):37-45 

论文：基于结构视角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人口绩效研究.人文地理,2017,(5):83-88 

论文：中国高速铁路运营的减碳及经济环境互馈影响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

31（9） 

论文：中国省域城市化效率与创新能力的空间耦合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7,31(9): 

68-74 

论文：The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in Chengdu City: An estimation based on a 

three-stage DEA model.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Earth (2017) 

论文：Protection of urban features during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roles of 

Springs in Jinan,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 

15(2): 93-102 

http://jihlx.sdstc.gov.cn/STDPMS/BS/ProjectApplication/ProjectContentView.aspx?ProjectId=F3BCF31BDC49823E4DB5989AC40AE3D4
http://jihlx.sdstc.gov.cn/STDPMS/BS/ProjectApplication/ProjectContentView.aspx?ProjectId=F3BCF31BDC49823E4DB5989AC40AE3D4


论文：基于结构视角的中国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异速增长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

环境，2016,26(8):135-141 

论文：人口-经济-空间视角下山东省城镇化时空演变.经济地理,2016,(5): 79-84 

论文：基于职能结构分析的城市差异化发展对策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6,(4):3-7 

论文：雾霾危机下大都市空间结构优化新路径探究. 上海经济研究，2016,(1)：13-21 

论文：The research of intensive use of land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Jinan metropolitan.2015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material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CMES2015).March,14-15, 2015,London,UK. 

138-139 

论文：中国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调整的理性思考，城市发展研究，2015，（3）：113-118 

论文：山东省省级以上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

（6）：128-133 

论文：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地理科学，2014，（6）：641-647 

论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市群病”现象探析,城市发展研究，2014，（10）:12-17.  

论文：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城市化新模式与路径选择.城市发展研究，2013，（1）：9-13 

论文： Empirical Research on Roof Reclamation by Land-lost Farmers in Peri-urban 

Areas of China.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Vol 709（2013）pp:712-715, 

论文： Study on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Problem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in Small 

City of China.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Vol 709（2013）pp:691-694, 

论文：论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环境变化与路径选择.理论学刊，2012，（4）：57-61.CSSCI  

论文：新城市时代中国特大城市空间重构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2，19（7）：41-45. 

论文：高速公路对区域发展影响的评价体系研究——以山东省为例,地理科学，2012,32

（7）：798-806  

论文：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其时空差异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2012,22(7):109-113 

论文：城市群时代中心城市的影响腹地界定研究.人文地理，2012，（4）：78-82 

论文：城市群竞争力评价实证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31(5)：50-53 

论文：新时期城乡统筹的问题与对策.宏观经济管理，2012，（10）：66-68 

论文：高速公路对城市群结构演变的影响研究.地理科学，2011，31（1）：61-67. 

论文：区域交通优势度评价模型的建立与实证.人文地理，2010，25（1）：73-76 

获奖及其他： 

2019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2019年，指导的本科生作品获得第十六届“挑战杯”山东省一等奖。 

2019年，被山东师范大学聘为 东岳学者拔尖人才。 

2018年，获得省级山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GJ20180149），第一位次 

2018年，获得省级山东省教学成果二等奖（GJ20180413），第三位次 

2017 年，指导的本科生作品获得第十五届“挑战杯”中国银行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2017年，被评为第十五届“挑战杯”.海尔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秀

指导教师” 

2017年，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地理科技工作者”称号 

2016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博士后 

2016年，被评为山东省第三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第一位次。 

2016年，荣获山东师范大学 2016年度研究生就业工作“优秀工作者”荣誉称号 



2014年，获得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优秀成果奖 

2014年，获得 “山东师范大学 2014年度十佳优秀教师”称号 

2013年，获得山东师范大学优秀教学奖 

2012年，被评为山东师范大学创先争优活动优秀共产党员 

2012年，被评为第六届“教书育人”优秀研究生导师 

2012年，在民政部 2012年农村社区建设理论研究课题征文活动中荣获优秀奖  

2012年，获得 2012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第一位次 

2011年，获得山东师范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 

2010年，获得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第一位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