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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关于在 2009 年第七届中国水论坛期间 

召开“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扩大会议暨换届会议”

的公告 
 
 

 
 
根据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2008年工作会议精神和秘书处

工作安排，初步确定在 2009 年第七届中国水论坛期间（会议地点：北京），

召开“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扩大会议暨换届会议”，具体时间

和地点将另行通知，或登陆专业委员会网站http://www.waterscience.cn/WRC/。 
要求所有委员和申请加入委员会的学者务必参加，确实不能参加的，可委派

本单位的学者代表参加。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秘 书 处           

2008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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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专业委员会2008年工作会议暨中国水论坛协调会议在成都

召开 
 

2008 年 10 月 18 日，在成都市建中饭店 5 楼会议室，由水资源专业委员

会主任夏军研究员主持召开了本专业委员会2008年工作会议暨中国水论坛协

调会议，研讨本专业委员会的发展、2009 年工作会议、中国水论坛申办程序、

年度十佳青年论文奖评比等事宜。参加本次会议的有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

任、委员以及拟申请委员、第六届中国水论坛学术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委员、

申办第七届中国水论坛的单位代表等共37人。主要议程及讨论结果记录如下： 

1、对中国水论坛发展现状与展望进行讨论 
（1）“中国水论坛”发展形势很好，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和拥护，特别

是青年学者积极参与。讨论认为，必须保持非官方性质的学术研讨品牌。突

出非官方，多学科、多部门、多层次办会的优势。 

（2）讨论认为，需要同行们的大力支持，继续发挥大家的作用，努力办

成一个有特色、有影响、规范化的学术研讨会。 

（3）讨论认为，每届会议有以下几个工作重点：1）论文集的编辑和出

版。要吸收高水平论文，统一格式，特别注意吸收青年学者的论文；2）优秀

青年论文的评选。既要考虑到论文质量，又要兼顾代表性，真正起到带动作

用；3）会议的组织工作。既要有一定的人力、财力保障，又要有专人负责和

积极主动办会；4）规范会议工作。 

（4）讨论认为，继续办好网站，发挥网络的宣传和联络作用。 

2、关于成立“中国水论坛会议协调小组”的建议 
为了规范和方便协调“中国水论坛”会议，保持“中国水论坛”会议的

连贯性，建议成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协调小组，协调会议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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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规范“年度十佳优秀青年论文奖”评比程序的建议 
从第四届中国水论坛开始，每年在中国水论坛会议期间评选“中国水论

坛年度十佳优秀青年论文奖”，每年评选 10 名，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颁发证

书和奖杯，对鼓励青年学者从事水问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评选程序需要进一步规范。讨论后建议，由秘书处起草一个评比

程序，再经征求各位委员意见后实施。 

4、关于规范“中国水论坛”会议程序的建议 
建议进一步规范中国水论坛的各项事宜，主要包括：下届会议举办单位

确定方式、会旗交接、青年奖评选、开幕式和闭幕式形式、会议通知、会议

议程、论文集出版、网站建设等。讨论后建议，由秘书处起草一个规定，再

经征求各位委员意见后实施。 

5、其他事宜 
（1）讨论确定：第七届中国水论坛将于 2009 年在北京召开，由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单位承办。 

（2）讨论确定“中国水论坛年度 2008 年度十佳优秀青年论文奖”获得

者。 

（3）将于 2009 年第七届中国水论坛期间同时召开“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水资源专业委员会扩大会议”。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秘 书 处           

2008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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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水论坛 

专题报道 
 

翟家齐  胡瑞报道，2008 年 10 月 20 日  

2008 年 10 月 18 日至 19 日，第六届中国水论坛在成都市隆重举行。

本届水论坛由四川大学、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四川省水

利厅、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承办，并有河海

大学、郑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安理工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福

建师范大学等 50 多家单位的近 200 名代表参加。  

“中国水论坛”发起于 2003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分别由武汉大

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西安理工大学、郑州大学、河海大

学主办。第四届开始，论坛使用统一的论文集封面和排版格式，第五届规定

了会徽，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五年来，中国水论坛的快速发展和传播得

到国内众多专家和同仁的大力支持。从通过举办论坛，展示水科学领域研究

成果，探讨水问题及其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应用研究以及新技术应用等科

学问题，为中国水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方法和措施，为国家水资源开发利

用的宏观战略与水资源安全提供学术讨论的平台，提出科学对策建议。通过

研讨与学术交流，促进水科学的深入研究，繁荣水利事业，推进人水和谐的

逐步实现。  

本届中国水论坛以“河流开发、保护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主题。西

南地区是我国水资源最丰富地区，其水资源总量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44％左

右，可开发水能资源占全国 70%，是“西电东送”的策源地。自 2001 年我

国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水能资源的开发首当其冲，国内五大水电集团

和众多私营业主纷纷进军西南，形成“跑马圈水”和“千军万马战水电”的

磅礴气势。然而，在势如破竹、蜂涌而至的水电开发过程，如何合理规划流

域的水资源开发、协调资源开发与环境的关系、避免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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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问题。本届中国水论坛突出强调了

河流开发、保护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整个会议分为开幕式、大会主题

报告、大会专题报告、闭幕式四个环节来进行，其中大会专题报告又包括“水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水文学基础”、“西部大开发与水资源利用”、“跨流域

水系统与风险管理”、“水文水资源新方法新技术应用”和“水环境与生态”

五个专场来开展相关学术交流和讨论。  

一、开幕式（18 日上午 8:30-9:35） 

 第六届中国水论坛开幕式于 2008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8 点 30 分在四川

大学江安校区水上报告厅举行。在开幕式上，首先由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

士向与会代表致欢迎词，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夏军教授、四川省水利

厅朱兵副厅长、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刘金焕副总经理、中国水

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陈五一副院长分别致词。开幕式由本届水论

坛秘书长、四川大学水文水资源系主任刘国东教授主持，中国工程院茆智院

士、李佩成院士，四川大学丁晶教授，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陈晓

宏教授，长安大学李俊亭教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陈传友研

究员等近 200 名专家和代表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与会代表进

行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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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中国水论坛开幕式   

 

二、大会主题报告（18 日上午 9:35-下午 17:05） 

 10 月 18 日上午 9:35，大会主题报告正式开始，由与会的 12 位专家分

别做了相关主题报告。  

时  间：10 月 18 日上午 09:35-12:00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主持人： 夏军  程根伟 

1.  构建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增强农

村水利可持续发展能力 茆  智（中国工程院院士） 09:35-10:15 

2.  气候变化的哲学思考 李佩成（中国工程院院士） 10:15-10:55 

会间休息 11:00-11:05 

 
主持人： 梁川 陈喜 

3.  
在可持续发展条件下大渡河流域部分

工程的坝高和坝型选择 
刘金焕（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11:05-11:30 

4.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影响的研究与展望 
夏  军（IAHS 原副主席，中国

科学院水资源中心主任/教授） 
11:30-11:55 

 

时  间：10 月 18 日下午 13:30-17:05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主持人：马光文  王根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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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文与水资源不确定性研究现状及水

文研究与应用的思考 丁 晶（四川大学，教授） 13:30-13:55 

6.  南方湿润地区水资源优化配置 陈晓宏（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

境研究中心） 13:55-14:20 

7.  河流与地下水耦合研究新进展 李俊亭（长安大学，教授） 14:20-14:45 

8.  西部水资源合理配置方案 陈传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14:45-15:10 

会间休息 15:10-15:25 

 
主持人：郝振纯 宋星原  

9.  节能发电调度与水电优化运行 马光文（四川大学，教授） 15:25-15:50 

10.  大型水电工程对河流地貌演化的影响

探讨 
程根伟（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

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15:50-16:15 

11.  陆面水文过程耦合机理研究现状和需

求 
余钟波（长江学者，河海大学

教授） 16:15-16:40 

12.  景观生态与生态水文 王根绪（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

与环境研究所，教授） 16:40-17:05 

 

三、大会专题报告（19 日上午 8:00-下午 17:00） 

大会专题报告于 10 月 19 日上午 8 点开始，共分为五个分会场，分别就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水文学基础、西部大开发与水资源利用、跨流域水系统

与风险管理、水资源承载能力与可持续利用、水文水资源新方法技术、水环

境与生态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交流。   

第一分会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水文学基础  

1．上午专题报告（10 月 19 日上午 08:00-12:00）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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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敖天其（四川大学，教授） 

1.  水文变异诊断系统及其应用研究Ⅰ. 
系统结构与诊断原理 

谢平（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08:00-08:15 

2.  水文变异诊断系统及其应用研究Ⅱ.无
定河流域多要素水文序列变异分析 

陈丽（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08:15-08:30 

3.  水文变异诊断系统及其应用研究Ⅲ. 
北江三水站多尺度径流序列变异分析 

黄德治（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

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08:30-08:45 

4.  全球地震能量与气候因子相互影响变

异研究 张济世（兰州交通大学） 08:45-09:00 

5.  石羊河与黑河下游湖泊变迁--气候变

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王乃昂（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09:00-09:15 

6.  基于HTS 优化算法的地下水水质S型

调度模型 汪嘉杨（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09:15-09:30 

7.  邯郸市年降水的变化规律研究 喻钰（西安理工大学西北水资源与环

境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09:30-09:45 

8.  现代实时洪水预报技术研究 陈春燕（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09:45-10:00 

会间休息 10:00-10:15 

 
主持人：姜文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9.  湘资沅澧“四水”年洪峰流量序列周期

性分析 
毛德华（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

学学院） 10:15-10:30 

10.  启发式分割算法在水文变异分析中的

应用  
陈广才（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

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0:30-10:45 

11.  长江中下游生态径流分析研究 王霞（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

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0:45-11:00 

12.  长江上游川江段气温、降水及径流变

化趋势分析 
王顺久（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气象研

究所） 11:00-11:15 

13.  气候变化对水循环影响研究进展 郝振纯（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

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1:15-11:30 

14.  新疆北部气候变化及其对水资源的影

响分析 
曹丽青（河海大学水文与水资源学

院） 11:30-11:45 

15.  贵州近50年来的径流过程时空演变特

征及驱动因素诊断 
杨涛（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

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1:4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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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午专题报告：（10 月 19 日下午 13:30-17:00）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主持人：张翔（武汉大学，教授） 

16.  北京市未来日平均气温变化趋势

分析 刘浏（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 13:30-13:45 

17.  城市排涝河道设计流量的近似计

算 
鲁航线（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院） 13:45-14:00 

18.  新疆南部气候、水资源变化分析及

预测 
葛朝霞（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

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4:00-14:15 

19.  黄河径流演变特性分析 吕继强（西安理工大学西北水资源

与环境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4:15-14:30 

20.  唐河上游降水-径流特征及人类活

动的影响分析 
胡珊珊（中科院陆地水循环及地表

过程重点实验室） 14:30-14:45 

21.  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对东江流域

上游水文情态的影响 
陈旺（水文水资源及水利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14:45-15:00 

22.  一种推求设计洪水过程线的改进

方法 
邵年华（西安理工大学西北水资源

与环境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5:00-15:15 

会间休息 15:15-15:30 

 
主持人： 张济世（兰州大学，教授） 

23.  泉流量衰减过程及其复流条件的

物理模拟 季叶飞（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15:30-15:45 

24.  桂林甄皮岩遗址浸没的水文分析 顾梁（桂林工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

系） 15:45-16:00 

25.  应用降尺度方法分析气候变化对

丹江口入库径流影响 
陈华（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 16:00-16:15 

26.  近 50 余年来黄河源区径流的变化

及其对气候变暖的响应 
蓝永超（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

与工程研究所） 16:15-16:30 

27.  基于生态友好的梯级水库群长期

优化调度 
杨娜（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

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6:30-16:45 

28.  西伯利亚指数与华北地区年降水

量的相关分析 谢琪（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工程学院） 16:45-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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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会场：西部大开发与水资源利用  

1．上午专题报告（10 月 19 日上午 08:00-12:00）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主持人：陈晓宏 （中山大学，教授） 

1.  宁夏青铜峡灌区节水潜力研究 韩宇平（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08:00-08:15 

2.  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研究进展与实践

需求 王志宗（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08:15-08:30 

3.  基于信息熵的组合权重评价方法在

城市防洪方案优选中的应用 
赵伟（合肥工业大学土木与水利工

程学院） 08:30-08:45 

4.  石羊河流域经济发展综合实力研究 张晓伟（西安理工大学西北水资源

与环境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08:45-09:00 

5.  地下水资源管理的新思路 范伟（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09:00-09:15 

6.  灌区水资源高效安全利用国内外发

展现状及研究重点 
齐学斌（水利部、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田灌溉研究所） 09:15-09:30 

7.  太湖流域平原河网水资源价值评价

研究 赵君（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09:30-09:45 

8.  基于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的水

资源配置研究 姜瑾（西安理工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09:45-10:00 

会间休息 10:00-10:15 

 
主持人：张光辉（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黄晓荣（四川大学） 

9.  雅安农村饮水安全健康风险计算与

分析 
倪福全（四川农业大学信息与工程

技术学院） 10:15-10:30 

10.  西北干旱区水资源相关问题研究与

展望 
钱鞠（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10:30-10:45 

11.  
农村饮水安全水质风险分析与管理 

陈宇（四川农业大学信息与工程技

术学院） 10:45-11:00 

12.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决策支持系统

研究 
任化准（四川农业大学信息与工程

技术学院） 11:0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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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漓江径流的

影响分析 
朱颖洁（桂林工学院资源与环境工

程系） 11:15-11:30 

14.  水管理措施对灌区水分循环影响的

模拟研究 
代俊峰（桂林工学院广西环境工程

与保护评价重点实验室） 11:30-11:45 

15.  水库洪水资源化技术研究——以安

康水库为例 
马永胜（西安理工大学西北水资源

与环境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1:45-12:00 

 

2．下午专题报告：（10 月 19 日下午 13:30-17:00）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主持人：陈兴伟（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16.  基于出力调整策略的白山水库优化

调度图研究 
郭富强（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

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3:30-13:45 

17.  河川径流确实在增加吗？ 徐丽梅（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

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13:45-14:00 

18.  长江上游水电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 
范继辉（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

与环境研究所） 14:00-14:15 

19.  干旱内陆河流域绿洲灌区约束供水

条件下地下水开采模式探究 王水献（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14:15-14:30 

20.  城市防洪规划方案综合评价的层次

集对分析组合模型 
范秋映（合肥工业大学土木建筑工

程学院） 14:30-14:45 

21.  王英水库洪水预报调度系统开发及

应用 
王文凯（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4:45-15:00 

22.  金沙江龙盘水电站对下游梯级发电

补偿效益分配方法研究 
王建群（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

院） 15:00-15:15 

会间休息 15:15-15:30 

 
主持人： 王乃昂（兰州大学，教授） 

23.  三峡梯级与清江梯级水库群联合调

度补偿机制研究 
刘攀（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

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5:30-15:45 

24.  西江水系刁江河梯级水电开发取水

合理性分析 
于映华（桂林工学院资源与环境工

程系） 15:45-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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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水资源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利用的

熵变分析 
董前进（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

公司） 16:00-16:15 

26.  西北内陆黑河流域水循环危机性标

识与特征 
张光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

环境地质研究所） 
16:15-16:30 

27.  流域洪水资源利用评价的概念与方

法 
胡庆芳（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

系） 16:30-16:45 

28.  甘肃省瓜州县需水预测对比研究 龙训建（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16:45-17:00 

 

第三分会场：跨流域水系统与风险管理、水资源承载能力与可持续利用  

1．上午专题报告（10 月 19 日上午 08:00-12:00）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主持人： 夏军（中国科学院水资源中心，主任/教授） 贾绍凤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研究员） 

1.  跨流域调水对陆面水分能量过程及

区域气候影响的模拟初探 
陈锋 谢正辉（中国科学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 08:00-08:15 

2.  跨流域水系统及风险管理研究与展

望 

夏军（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陆地水循环及地表过程重

点实验室） 
08:15-08:30 

3.  南水北调后海河流域水资源安全形

势分析 
贾绍凤（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 08:30-08:45 

4.  MMGLUE 方法在 SCS 模型中的应

用研究 
卫晓婧 熊立华（武汉大学水资源

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08:45-09:00 

5.  区间分析在汉江月径流模拟中的应

用 
张扬 张翔(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

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09:00-09:15 

6.  基于 ET 水资源管理的新理念 
王中根（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陆地水循环及地表过程重点

实验室） 
09:15-09:30 

7.  分形下渗模型在汉江上游月径流模

拟中的应用研究 
刘妮娜(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

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09:30-09:45 

8.  南水北调中线供水水文风险的贝叶

斯网络模型 
翟家齐（郑州大学水科学研究中

心） 09:45-10:00 

会间休息 10:0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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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左其亭 

9.  水人和谐量化研究进展及博弈论研

究新途径 
左其亭（郑州大学水科学研究中

心） 10:15-10:30 

10.  区域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方法探讨 王韶伟（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

院水沙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0:30-10:45 

11.  淮河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研究 胡瑞（郑州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 10:45-11:00 

12.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山东省水资源承

载力研究 
曹永强（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

学院） 11:00-11:15 

13.  现代水资源配置研究现状及发展趋

势 
魏婧（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 11:15-11:30 

14.  水资源利用效益综合评价模型 许辛宜（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

院） 11:30-11:45 

 

2．下午专题报告：（10 月 19 日下午 13:30-17:00）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主持人：覃光华（四川大学） 

15.  基于SWAT模型的土地利用/覆被变

化对径流的影响研究 
吴宇丹（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

院） 13:30-13:45 

16.  
基于MODIS数据和GIS的SRM融

雪径流模型在和田河山区流域的应

用研究 

米艳娇（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

院） 13:45-14:00 

17.  
复杂地形区蒸散发二源遥感估算及

其对改进的 IBIS 模拟蒸散发的空间

比较验证 

高永年（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

究所） 14:00-14:15 

18.  土壤水遥感定量反演及其主要影响

因子分析 
简季（成都理工大学遥感与 GIS 研

究所） 14:15-14:30 

19.  混沌粒子群算法在水库短期优化调

度中的应用 黄炜斌（四川大学水电学院） 14:30-14:45 

20.  基于支持向量回归机的需水量预测

模型 
宋莉莉（四川大学水电学院水文与

水资源专业） 14:4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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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脉冲响应神经网络理论及其在降雨

径流模拟中的应用  安全（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15:00-15:15 

会间休息 15:15-15:30 

 
主持人：戴长雷 （黑龙江大学，副教授） 

22.  泉流量衰减过程及其复流条件的物

理模拟 
季叶飞（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

院） 15:30-15:45 

23.  河流正常流量 高军省 （郑州大学水科学研究中

心） 15:45-16:00 

24.  径流预测方法的对比分析 曹辉（西安理工大学水利水电学

院） 16:15-16:30 

25.  石洋河流域气温变化与蒸发能力的

影响研究  
张恒（西安理工大学西北水资源与

环境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6:30-16:45 

26.  基于 SWAT 模型的晋江西溪流域非

点源污染初步分析 
荣琨（福建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学

院） 16:45-17:00 

 

第四分会场：水文水资源新方法技术  

1．上午专题报告（11 月 12 日上午 08:00-12:00）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主持人： 王顺久（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气象研究所，副研究员） 

1.  改进的 NLPM-ANN 模型及其应用

研究 
李超群（武大水电学院水资源与水

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08:00-08:15 

2.  基于 BP 网络的冬小麦耗水预测模

型 
陈博（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 08:15-08:30 

3.  区域洪水灾情评价的最大信息熵原

理—集对分析耦合模型 
唐言明（合肥工业大学土木与水利

工程学院） 08:30-08:45 

4.  混合自适应遗传算法在流域水文模

型中的应用 
王海波（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08:45-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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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 DEM 栅格的 BTOPMC 模型与

新安江模型在沂河的应用比较 
包红军（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杨浦区河道管理所） 09:00-09:15 

6.  水文频率线型参数不确定性分析 桑燕芳（南京大学水科学系） 09:15-09:30 

7.  取样方式与 DEM 空间分辨率对数

字流域特征提取的影响 万育安（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09:30-09:45 

8.  基于遗传算法率定参数的岩溶水文

模型的应用与研究 尚晓三（南京大学水科学系） 09:45-10:00 

会间休息 10:00-10:15 

 
主持人： 黄伟军（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王栋（南京大学，副教授） 

9.  蜂群遗传算法及在水库群优化调度

中的应用 白涛（西安理工大学水电学院） 10:15-10:30 

10.  基于小波分析理论的水库月径流预

报模型研究 李博（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10:30-10:45 

11.  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玉门市白杨河

水库旬来水量预报 
王鹏（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10:45-11:00 

12.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喀斯特流

域水文模拟研究 
陈才（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

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1:00-11:15 

13.  漓江桂林站年径流时间序列分析研

究* 
周秀平（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 11:15-11:30 

14.  自记忆理论研究及其在水文水资源

的应用进展 
孟德娟（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

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1:30-11:45 

15.  拓广卡拉谢夫梯度准则在呼兰河干

流区的应用 肖益民（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11:45-12:00 

 

2．下午专题报告：（10 月 19 日下午 13:30-17:00）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主持人： 曹升乐（山东大学，教授） 张翔（武汉大学，教授） 

16.  基于流溪河模型的中小型水库入库

洪水模拟初步研究 
黄锋华（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

研究中心） 13:30-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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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基于栅格的改进型TOP模型在中国

两个典型气候条件流域上的对比测

试 

雍斌（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

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3:45-14:00 

18.  子流域尺度下土地覆被变化的产流

效应分析 
高杨（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

院） 14:00-14:15 

19.  HBV 模型的改进及其在韩江流域洪

水预报中的应用研究 胡志芳（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14:15-14:30 

20.  基于“3S”技术的牧区湿地管理信息

系统研究与探讨 
徐晓民（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

究所） 14:30-14:45 

21.  基于 MODIS 的融雪径流模型融雪

参数的确定 
穆振侠（新疆农业大学 水利与

土木工程学院） 14:45-15:00 

22.  北方半干旱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水文

响应研究 
方秀琴（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

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5:00-15:15 

会间休息 15:15-15:30 

 
主持人： 王文圣（四川大学，教授） 

23.  山坡蓄量动力学理论及其在流域水

文模拟中的应用前景 
刘金涛（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

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5:30-15:45 

24.  SWAT 模型后处理可视化系统的开

发及其在三川河流域的应用 
罗睿（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

院） 15:45-16:00 

25.  SARIMA 模型在中长期径流预报中

的应用 
管艳娇（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

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6:00-16:15 

26.  基于分布式水文模拟的干旱评估方

法初探 
张莉莉（长江科学院水资源综合

利用研究所） 16:15-16:30 

27.  渭河流域 1980~2000 年土地利用/
覆被时空变化及建模分析 

程磊（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

院） 16:30-16:45 

28.  喀斯特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研究 张志才（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

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6:45-17:00 

 

第五分会场：水环境与生态  

1．上午专题报告（11 月 12 日上午 08: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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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主持人：黄川友（四川大学，教授） 

1.  水安全问题浅谈 赵晶（西安理工大学西北水资源

与环境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08:00-08:15 

2.  河流系统水质时空格局演化研究 刘丙军（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

研究中心） 08:15-08:30 

3.  河口生态需水研究进展 彭涛（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系） 08:30-08:45 

4.  基于 GIS 的太原市浅层孔隙水系统

脆弱性评价 黄丽（中国地质大学） 08:45-09:00 

5.  基于受水区生态和环境用水安全的

调水规模确定方法 

张泽中（西安理工大学西北水资

源与环境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 
09:00-09:15 

6.  湖泊富营养化评价的向量相似度方

法及其验证 
肖婵（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

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09:15-09:30 

7.  基于属性识别理论的水质综合评价

模型研究及应用 
张礼兵（合肥工业大学土木与建

筑工程学院） 09:30-09:45 

会间休息 10:00-10:15 

 
主持人：舒栋才（贵州省水文水资源局，高工） 

8.  煤矿区地下水环境问题与保护 孟磊（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

学院） 10:15-10:30 

9.  三峡水库调度对四大家鱼影响区段

的分析研究 韩帅（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10:30-10:45 

10.  生物铁—CNM 复合菌处理牛仔布

印染废水 
聂秋月（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

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0:45-11:00 

11.  垃圾淋滤液氨氮在滨海含水介质中

迁移－转化特征  
李海明（天津科技大学水土环境

污染控制研究室） 11:00-11:15 

12.  小水电工程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实

践 
果利娟（武汉大学水文水资源及

水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1:15-11:30 

13.  蒲河中下游多种水资源联合运用与

水环境改善研究 
何俊仕（沈阳农业大学水资源研

究所） 11:30-11:45 

14.  汶川地震水环境安全及其风险评

估、预警与调控研究 
卢修元（四川农业大学信息与工

程技术学院） 11:4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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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午专题报告：（10 月 19 日下午 13:30-17:00）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主持人：李海明（天津科技大学，副教授） 

15.  雅安玉溪河生态环境现状及成因分

析 
钟俊（四川农业大学信息与工程技

术学院） 13:30-13:45 

16.  非均质含水层分层井流量估算及井

水位校正研究  
周焱钰（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

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3:45-14:00 

17.  三峡库区梁滩河流域水化学与硝酸

盐污染 
刘相超（重庆交通大学水利水运工

程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14:00-14:15 

18.  大型水库局部藻华控制技术探讨 黄茁（长江科学院水资源综合利用

研究所） 14:15-14:30 

19.  漓江上游水源林现状的初步研究 于晓（桂林工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

系） 14:30-14:45 

20.  河谷孔隙型地下水库调蓄能力分析

与计算 
戴长雷（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

院） 14:45-15:00 

会间休息 15:00-15:15 

 
主持人： 殷彤（四川大学） 

21.  水土保持措施对大理河流域侵蚀产

沙趋势影响研究 魏霞（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15:15-15:30 

22.  高寒湿地区域公路路基地下水水循

环模拟研究 王焱（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15:30-15:45 

23.  城市水资源系统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与模型研究 
陈俊旭（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 15:45-16:00 

24.  河道内最小生态环境需水量方法评

述 
史方方（长江科学院水资源综合利

用研究所） 16:00-16:15 

25.  基于流域的长江上游水文生态系统

分区 
梁川 敬娜（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

院） 16:15-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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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无资料流域生态需水量计算研究 杨敏（四川农业大学信息与工程技

术学院） 16:30-16:45 

 

四、闭幕式（19 日下午 17:00-18:00） 

 大会闭幕式于 10 月 19 日下午 17：00 在四川大学水电大楼 A322 举行，

中国工程院茆智院士、中国水论坛主席夏军教授、四川大学丁晶教授出席了

闭幕式，茆智院士、夏军教授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在闭幕式上，中国水论坛 2008 年度十佳优秀青年论文奖评审会委员敖天

其教授宣读 “中国水论坛 2008 年度十佳优秀青年论文奖 ”获得者，并由主席台

专家向获奖者颁发证书、奖杯。随后，由中国水论坛主席夏军教授宣布“第

七届中国水论坛”承办单位，第七届中国水论坛将于 2009 年在北京由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单位承办，下届水论坛承办单位代表——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贾绍凤研究员接过会旗并讲话。最后，由本届

水论坛秘书长、四川大学刘国东教授作会议总结讲话，并致闭幕词。  闭幕式

由左其亭教授主持。  

 “中国水论坛 2008 年度十佳优秀青年论文奖”名单  
姓名 论文 学历 单位 
安全 脉冲响应神经网络理论及其在降雨径流模拟中的应用  研究生 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王焱 高寒湿地区域公路路基地下水水循环模拟研究 讲师 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谢琪 西伯利亚指数与华北地区年降水量的相关分析 研究生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卫晓婧 MMGLUE 方法在 SCS 模型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生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翟家齐 南水北调中线供水水文风险的贝叶斯网络模型 研究生 郑州大学水科学研究中心 

张恒 石洋河流域气温变化与蒸发能力的影响研究 研究生 西安理工大学水资源研究所 

程磊 渭河流域 1980~2000年土地利用/覆被时空变化及建模分析 研究生 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 

王宗志 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研究进展与实践需求 工程师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陈博 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冬小麦耗水预测研究 研究生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尚晓三 基于遗传算法率定参数的岩溶水文模型的应用与研究 研究生 南京大学水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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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中国水论坛闭幕式主席台（来宾及青年奖获得者）  

 

 20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会讯                           2008 年第 1 期 
Newsletter                                                        总第 2 期 

 

“中国水论坛”简介 
 

由于受全球变化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影响，中国的水问题十分突出，尤其是水资

源短缺、洪涝灾害以及与水相关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制

约因素，受到我国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中国是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要实现本

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要构建和

谐社会，必须解决水资源保障问题。 

中国水论坛（原称为“中国水问题论坛”）最早于2003年由武汉大学等单位发起，由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等主办。在国内众多专家的支持和努力下，中国水

论坛（原称为“中国水问题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五届学术研讨会，分别由武汉大学、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西安理工大学、郑州大学、河海大学承办。2005

年12月17日，在第三届学术研讨会召开期间，经讨论决定把原“中国水问题论坛”更名

为“中国水论坛”；从第四届学术研讨会开始，使用统一的论文集封面和排版格式；逐步

形成独特的风格。 

中国水论坛网站：http://www.waterscience.cn/WRC/waterforum/index.htm  

中国水论坛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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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网站简介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网站，是由本专业委员会主办，由秘书处负责

日常维护，网站地址：http://www.waterscience.cn/WRC/

本网站主要栏目有：委员会简介、章程、委员介绍、会讯、青年奖、中国水论坛、

大事记。在首页上，发布“新闻信息”、“水资源论坛”，介绍本专业委员会的最新信息、

主要成果和专家观点。欢迎访问和发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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