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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基本信息
职称/担任导师情况：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招生方向：公共管理-行政管理）
研究方向：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人口和家庭政策；婚姻行为；婚姻模式转变
电

话：+86-29-82668384

电子邮件：jh930.liu@mail.xjtu.edu.cn; liujianghua@tsinghua.org.cn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咸宁西路28号西安交通大学公管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
所，邮编710049

2. 教育经历
2007~2011,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动物与植物科学
系。博士学位（PhD）于 2011 年 12 月授予
博士论文： Evolutionary foundation of life-history shifts during the
recent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in humans
2002~2005, 清华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工学硕士学位于 2005 年 7 月授予
1998~2002, 郑州大学，环境与水利学院。工学学士学位于 2002 年 7 月授予

3. 工作经历
2014~,

西安交通大学公管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2011~2013, 德国马普人口研究所，博士后
2005~200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助教

4. 荣誉和奖励
无

5. 教学和指导研究生情况
1）承担理论和实践课程情况
2014–2015 学年第一学期，应用统计学，MPA 硕士研究生，本人承担 32 学时
2014–2015 学年第二学期，社会统计学，公管 31 本科生，本人承担 6 学时
2）独立指导学术型研究生情况
在读硕士研究生 1 人：
郑雅蓉，2015 年入学，论文方向为两孩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3）独立指导 MPA 研究生情况
MPA 研究生 1 人：
曹娜，2014 年入学，论文方向为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程实施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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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持和参与科研项目
主持科研项目
1）2014/06–2015/05，西安市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重点规划项目，西安市 2014 年
出生人口监测与预警（柳江华、杨雪燕负责），已结题
2）2015/04–2017/02，西安交通大学“新教师科研支持计划”，婚姻市场中征
婚男女的年龄差和家务分工偏好研究，在研
3）2015/09–2016/07，西安市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重点规划项目，西安市生育监
测与调查 2015（柳江华、杨雪燕负责），在研

7. 研究成果
1）近 5 年发表英文论文
（1）Liu, J. (2015) Cohort marriage kinetics in the context of migration, with a case
study of Japan, 1920–1940.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doi:
10.1017/S0021932015000437)（SSCI 收录）
（2）Liu, J. & Lummaa, V. (2014)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change of status–
fertility relationship in human fertility transition. Behavioral Ecology 25, 102109 (doi:10.1093/beheco/art091)（SCI 收录）
（3）Liu, J., Rotkirch, A. & Lummaa, V. (2012) Maternal risk of breeding failure
remained low throughout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in fertility and age at first
reproduction
in
Finland.
PLoS
ONE
7,
e34898.
(doi:10.1371/journal.pone.0034898)（SSCI 收录）
（4）Liu, J. & Lummaa, V. (2011) Age at first reproduction and probability of
reproductive failure in women.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32, 433–443.
(doi:10.1016/j.evolhumbehav.2010.10.007)（SCI/SSCI 收录）
2）近 5 年发表中文论文
（1）段重利，柳江华，张艳平. 西安市单独两孩政策实施情况监测分析报告. 人
口与计划生育，2014，12：15–16.
（2）西安市卫生计生委，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2014 年西安市育龄
妇女生育调查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分析报告. 人口与计划生育，2015，
12:19–21. （本人和杨雪燕教授共同负责的课题报告摘要获得发表）
3）近 5 年提交政策咨询报告
（1）《西安市生育调查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分析报告 2014》（柳江华、杨雪
燕为课题负责人）。该报告获得西安市市长和分管卫计委副市长书面肯定
批示，并获得国家卫计委、陕西卫计委相关机构负责人肯定。

8. 近 5 年在国际、国内会议所作报告
（1）柳江华. 单独两孩政策下西安新增出生人口测算——基于单独家庭生育打
算调查. 中国人口学会年会 2015，2015.09.23–2015.09.24，成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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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iu, J. “Risk of breeding failure and shifts of female life-history traits during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on the workshop “Contemporary childbearing and
evolutionary the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UK, March 31stApril 1st, 2011

9. 社会兼职
1）为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B Biological Sciences，Global Health Action，
Population Studies 审稿
2）为西安市卫计委及下属机构提供专家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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