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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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举行 

 
 

按照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的通知，水资源专业委员会需要在 2009 年完成换

届工作。为了更好地完成本次换届工作，最早于 2008 年 12 月 20 日在本会讯

上发布预通知。2009 年 7 月 16 日，再次向各位委员发出“关于召开中国自然

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换届大会的通知”，并同时在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网

站上发布，号召广大委员和水资源同行，对第二届水资源专业委员会产生提

出意见，并对第一届委员进行重新登记，也欢迎新的学者加入到第二届专委

会。在近 10 个月的时间内，得到广大委员和水资源同行的积极响应。 
2009 年 9 月 19 日，在北京会议中心成功召开了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

专业委员会换届大会，出席人数 89 人。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秘书长沈镭研究员

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第一届水资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夏军

研究员所作的本届工作汇报及今后五年工作思路的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第二届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委员组成人员名单。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秘 书 处           

2009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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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第七届中国水论坛 

专题报道 
 

李冬锋  关锋报道，2009 年 9 月 21 日  

 

2009 年 9 月 19 日至 20 日，第七届中国水论坛在北京市隆重举行。本

届中国水论坛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陆地水循环

及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等单位承办，并有中国

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部水文局、清华大

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郑州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

南京大学等 50 多家单位的 300 多名代表参加。 

“中国水论坛”发起于 2003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六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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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和四川大学主办。从第四届开始，论坛使用统一的论文集封面和排版格式，

第五届制定了会徽，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六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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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举办论坛，加强学术交

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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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水科学的不断发展。 

本届中国水论坛以“水系统和水资源管理”为主题，从多学科交叉、多

学科视野，研讨水与气候、水与生态、水与社会、水与经济以及水系统综合

研究方法和水资源管理应用实践。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

可持续开发利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气候变化、生态改善等也对水资源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影响着水系统。面对挑战和要求，研究水系统的变化

趋势，加强水资源管理势在必行，此次论坛旨在为中国水问题的解决提供思

路、方法和措施，为水资源开发利用、水资源安全以及水资源管理提供学术

交流平台。整个会议分为开幕式、大会特邀报告、大会主题发言、大会分会

场专题报告和闭幕式五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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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幕式 

第七届中国水论坛开幕式于 2009 年 9 月 19 日上午 9 时在北京会议中

心东会议厅举行。在开幕式上，首先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

毅所长致欢迎词，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局长范蔚茗、水利部副部长

胡四一、科技部张先恩司长先后致辞，最后组委会主席周成虎研究员代表组

委会致辞。开幕式由本届水论坛组委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水文水资源首席科学家夏军教授主持。中国工程院钱正英院士、石玉林

院士、陈志恺院士、丁一汇院士、王浩院士，中国科学院孙鸿烈院士、刘昌

明院士、郑度院士、陆大道院士等众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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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届中国水论坛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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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会特邀报告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主持人： 庞进武 万力 

1 水资源综合管理的若干问题的商榷 刘昌明（中国科学院院士） 

2 大气气溶胶与水循环 丁一汇（中国工程院院士） 

3 变化环境下水资源综合应对 王  浩（中国工程院院士） 

4 我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几个问题思考 陆大道（中国科学院院士） 

5 论水资源学的科学体系 许新宜（水利部教授级高工） 

10:00-12:00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换届大会、中国水论坛协调会 

（主持人：夏军 左其亭） 
20:00-21:00 

 

三、大会主题报告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主持人：贾绍凤  万育生 

1 新时期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式与需要

研究的科学问题 
李原园（水利部教授级高工） 

2 气候变化对我国水资源影响的研究-机

遇与挑战 
夏军（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教授） 

3 水资源生态系统性危机的判断 伍新木（武汉大学教授） 

4 应用有限差分异质多尺度方法模拟随

机多孔介质中非稳定非饱和水流问题 
任  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5 珠江三角洲急剧变化环境的水文变异

分析 
陈永勤（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14:00-15:50 

茶歇 15:5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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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林祚顶 任立良 

6    中国若干水问题探讨 马霭乃（北京大学教授） 

7   水文模型在气候变化研究中的进展和

挑战 
许崇育（挪威奥斯陆大学教

授） 

8     流域泥沙动力学模型 王光谦（清华大学教授） 

9     土壤水资源评价方法研究 
郑连生（河北省水利厅教授级

高工） 

16:10-18:00 
 

 

四、大会专题报告 

大会专题报告于 9 月 20 日上午 8 点开始，共分为三个分会场，分别就

水环境、水系统综合研究、水安全、水利工程、水资源管理、水与生态等议

题展开讨论与交流。  

第一分会场   

序号 主题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主持人： 程根伟  宋星原 

1 地下水污染防治与水环境系统安全的实践

与借签 
王明玉 

2 石头口门水库流域非点源污染机制及对策

研究 
章光新 

3 湖泊流域点源和非点源污染负荷分配方法

研究及应用 
庞莹莹 

4 荆州护城河水环境现状及对策研究 高绣纺 

5 海河流域 IWEM 项目设计要点、初步成果及

前景展望 
张晓岚 

6 基于FUZZY概率法的巢湖水体富营养化评价 李如忠 

7 

水 

环 

境 

 

海河流域水环境退化定量分析 吕洪滨 

8:30-10:00 

(每人 15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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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 10:00-10:10 

 主持人：刘时银  章光新 

8 考虑生态目标的三峡水库综合优化调度的

关键技术研究 
程根伟 

9 面向省级电网的复杂水电系统建模与实践 程春田 

10 水利工程措施对下游水文径流的时空变化

规律影响评价 
杨  涛 

11 咸水滴灌技术 万书勤 

12 南水北调工程对北方蒸发过程的影响 陈  骥 

13 三峡和清江梯级水库群防洪联合优化调度

研究 
李  雨 

14 洪家渡水电站洪水调度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研究 
陈立瑾 

15 

水 

利 

工 

程 

年降水序列混沌特性及最大预测年限分析 吴丽娜 

10:10-12:00 

(每人 15 分

钟) 

午餐 12:00-13:30 

主持人：李兰  宋献方  张捷斌  敖天其 

16 和谐论及其在水资源学中的应用展望 左其亭 

17 模拟淹灌条件下水平方向呈非均质的非饱

和带土壤水流的一种尺度提升方法 
毛  萌 

18 基于联系数的长湖水环境质量评价 高军省 

19 水文不确定性的区间分析方法研究 张  翔 

20 基于条件异方差检验的水文过程趋势分析

模型及应用 
王红瑞 

21 稳定同位素在水文上的应用与进展 孙宝宇 

22 水的域内治理为主能快速、持久性维持河流

生命健康 
雷新周 

23 

新 

方 

法 

新 

技 

术 

基于模拟退火算法的水电站水库调度图优

化 
邵  琳 

13:30-17:00 

(每人 14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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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于小波变换的信息量系数在水文序列复

杂性分析中的应用 
张晓琳 

25  
改进的投影寻踪模型和蚁群算法在洪水聚

类研究中的应用 
汪丽娜 

26  变结构遗传算法改进及在流域滞时中应用 周玉良 

 

第二分会场 

序号 主题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主持人： 丁永建  陈喜 

1 冰冻圈与水循环 丁永建 

2 河水与地下水耦合模型研究——以

MODFLOW 的河流边界为例 
洪  梅 

3 水循环过程中土壤入渗测量方法 雷廷武 

4 全球农业生产中消耗性用水评估：蓝水与

绿水 
刘俊国 

5 基于环境同位素的不同尺度水循环机理

研究 
宋献方 

6 

水 

系 

统 

综 

合 

研 

究 
北江流域多尺度水文特征变化 陈晓宏 

8:30-10:00 

(每人 15 分

钟) 

茶歇 10:00-10:10 

 主持人：陈晓宏 倪广恒 

7 中国洪水资源评价 王忠静 

8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使用权多目标

优化分配——以甘肃省石羊河流域为例 
史银军（ 

9 黑龙江省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研

究 
赵惠新 

10 

水 

资 

源 

管 

理 
陕北黄土高原山地雨水利用前景和模式

分析 
王  娟 

10:10-12:00 

(每人 15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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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沈阳地下水库建设的技术可行性分析 叶  勇 

12 节水灌溉对春小麦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

的影响 
孙广春 

13 镫口扬水灌区节水改造与河西电厂水权

转换研究 
郑和祥 

14  
基于 ArcEngine 的水文地质参数赋值方

法 
 

午餐 12:00-13:30 

主持人：金菊良  高军省  张利平  刘国东 

15 单喷嘴均匀度实验研究 杨丽虎 

16 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小流域城镇化的洪水

效应研究——以西苕溪流域为例 
陈  莹 

17 海平面上升影响下的珠江口最高洪潮水

位预估 
孔  兰 

18 西藏高原气象要素长期变化趋势及其持

续性特征分析 
李发鹏 

19 径流中长期预报相似关系可变模糊推理

方法 
李  敏 

20 基于“指纹”算法的海河流域径流演变趋

势及归因研究 
丁相毅 

21 土壤空间分辨率对 BTOPMC 模型参数的影

响 
文小平 

22 水质遥感监测技术在广东省东江流域的

应用研究 
李晓华 

23 诸暨市水文序列的长期变化趋势和突变

分析 
田  烨 

24 湘江流域水资源量演变趋势分析 尹  兴 

25 河流重金属迁移转化分相模型研究 姚保垒 

27 一种水文序列的多时间尺度展延方法 宋胜丽 

28 

青 

年 

短 

报 

告 

专 

场 

杭州市干旱期供水风险研究 林盛吉 

13:30-17:00 

(每人 10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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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水资源对农业生产贡献率的能值计算方

法及应用 
蒋桂芹 

30 SWAT 模型在陆浑水库径流模拟中的应用

研究 
刘丽娜 

31 华北石质山区不同植被下土壤水分入渗

特征试验研究 
胡珊珊 

32 泾河流域降雨——径流过程尺度效应与

机理研究 
龚家国 

33 西北干旱区近十年农业用水和作物产量

关系研究 
张  春 

34 Angstrom 公式系数取值对中国 ETO 计算

的影响评价 
胡庆芳 

35 种地收益和机会成本对农业水价承受能

力影响研究 
严婷婷 

36 水资源评价中权重确定方法研究 陈文艳 (等 21 人) 

 

第三分会场   

序号 主题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主持人：王忠静  孙万春 

1 中国河流环境流量问题 陈  进 

2 基于联系数的防洪体系风险评价模型 金菊良 

3 基于ArcGIS的雅安市农村水源地水质健

康风险评价 
倪福全 

4 引江济汉构建生态航道创生态文明 易贤命 

5 基于概率法的干旱特性研究 宋松柏 

6 

水 

安 

全 

 

西安市水资源可利用潜力分析 宋令勇 

8:30-10:00 

(每人 15 分

钟) 

茶歇 10:0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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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赵卫民  梁忠民 

7 淮河流域洪水资源利用生态适度性分析 廖四辉 

8 基于 R/S 分析和加权马尔可夫模型的石

头河年径流预测 
段海妮 

9 基于 SFDC 的河道生态需水量计算 刘  静 

10 新安江模型在土壤侵蚀中的应用 谢  伟 

  11 干旱区非完全覆盖的天然植被生态需水

与生态缺水研究 
粟晓玲 

12 基于空间信息平台的土地利用变化对流

域产沙模拟影响研究 
蔡  涛 

13 水位变化对湿地挺水植物及沉水植物的

影响 
王国祥 

14 

水 

与 

生 

态 

滦河下游灌区农业用水安全问卷调查分

析 
韩宇平 

10:10-12:00 

(每人 15 分

钟) 

午餐 12:00-13:30 

主持人：程春田  陈  骥  张  翔  张士锋 

15 气候变化下的黄河水资源开发利用 裴源生 

16 未来中国陆地水资源对气候变化和土壤

退化的响应 
陶福禄 

17 中国未来极端旱涝事件变化 许吟隆 

18 A2和B2情景下渭河流域未来气温和降水

量变化比较分析 
李林涛 

19 气候变化背景下黄土高原植被——侵蚀

动力模型的思考 
张守红 

20 白洋淀流域未来日平均气温变化趋势分

析 
王  洁 

21 白洋淀流域平原区地下水动态及其变化

原因 
吕晨旭 

22 

水 

与 

气 

侯 

海河流域近50年水文气象要素变化分析 刘  敏 

13:30-17:00 

(每人 15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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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滹沱河上游山区近50年蒸散变化及主要

影响因子分析 
张瑞钢 

24 1960-2008 年洞庭湖流域气温变化的时

空特征分析 
李景钢 

25 乌江流域基于互补相关的区域蒸散发估

算及变化原因 
赵玲玲 

26 干旱影响下粮食主产区的工农业用水优

化配置 
赵彦琦 

 

五、闭幕式 

 大会闭幕式于 9月 20 日下午 17：10 在北京会议中心六号楼第二会议室

举行。在闭幕式上，首先由中国水论坛主席夏军教授讲话，介绍中国水论坛

发展情况，并对中国水论坛的发展提出建议。随后，由贾绍凤研究员宣读“中

国水论坛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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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由中国水论坛主席夏军教授宣布“第八届中国水论

坛”承办单位，第八届中国水论坛将于 2010 年在哈尔滨市由黑龙江大学等单

位承办，下届水论坛承办单位代表——黑龙江大学代表接过会旗并讲话。最

后，由本届水论坛秘书长贾绍凤研究员作会议总结讲话，并致闭幕词。大会

闭幕式由本届水论坛第一副秘书长、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秘

书长左其亭教授主持。 

 

 “中国水论坛 2009 年度十佳优秀青年论文奖”名单 

姓名 论文 学历 单位 

张瑞钢 
滹沱河上游山区近 50 年蒸散变化及主要影

响因子分析 
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 

李发鹏 
西藏高原气象要素长期变化趋势及其持续

性特征分析 
硕士研究生 北京师范大学 

段海妮 
基于 R/S 分析和加权马尔可夫模型的石头

河年径流预测 
硕士研究生 西安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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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莹莹 
湖泊流域点源和非点源污染负荷分配方法

研究及应用 
硕士研究生 郑州大学 

李雨 三峡及清江梯级水库群防洪联合优化调度 硕士研究生 武汉大学 

李敏 
径流中长期预报相似关系可变模糊推理方

法 
讲师 大连理工大学 

丁相毅 
基于“指纹”算法的海河流域径流演变趋势

及归因研究 
博士研究生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水资源研究

所 

文小平 土壤空间分辨率对 BTOPMC 模型参数的影响 硕士研究生 四川大学 

张晓岚 水资源水环境保护国内外动态与国际合作 博士 环保部对外合作处 

赵玲玲 
基于互补关系估算乌江流域蒸散量及其变

化原因分析 
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 

 

 

第七届中国水论坛闭幕式主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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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专业委员会承办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09 年年会第 2 分会场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09 年学术年会于 2009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日在上海

市胜利召开，以“谋划资源科学发展  加强资源安全保障”为主题，设 9 个

分会场和 3 个论坛。水资源专业委员会承办第 2 分会场，由夏军教授、仵彦

卿教授、姚治君研究员、左其亭教授担任分会场主席，以“水资源保护与综

合治理”为主题。共收到会议论文 40 余篇，收入到摘要集的文章 31 篇，15

人做了学术报告，大约有 40-60 多人参加听取报告。总共分了 4 场报告，分

别由夏军教授、千怀遂教授、姚治君研究员、裴源生教授做主席主持报告。 

总体来看，本会场组织有序，发言积极，讨论热烈，特别是针对目前重

大水资源问题、水资源保护与治理等问题讨论非常成功和有序。 

主要报告内容介绍如下（按报告先后顺序）：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何希吾研究员，以“中国需水量零增长

问题研究”为题，总结国内外需水研究方法，提出考虑 GPD 三产与需水

量关系的需水计算方法。 

2.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裴源生教高，以“南水北调与黄河流域水资源配

置”为题，全面阐述了黄河流域取用耗排水量特征、节水潜力和跨流域调

水下的水资源配置。 

3. 上海交通大学仵彦卿教授，以“长江河口盐水入侵与水源安全”为题，通

过大量的资料分析和模型模拟，分析了上海市长江河口盐水入侵规律，论

证水源安全。 

4. 北京师范大学李小雁教授，以“荒漠灌木树干茎流及其土壤水分补偿机理

研究”，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阐述荒漠灌木树干茎流及土壤水分运移机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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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北京师范大学叶爱中博士，以“具有物理机制的陆面水文过程建模不确定

性分析”为题，阐述了尺度带来的不确定性、输入带来的不确定性。 

6.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严登华教高，以“变化环境下干旱综合应对的几

点思考”为题，提出综合应对干旱的新概念和思路。 

7. 武汉大学教授张翔，以“气候变化对汉江上游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的影响”

为题，从大量数据和统计分析出发，阐述气候变化对汉江上游地表水资源

可利用量的影响。 

8. 河海大学张友静教授，以“水资源精细化管理下的流域遥感实践”为题，

通过遥感反演建立水文与蒸散发量的定量化关系。 

9. 华东师范大学赵军凯博士，以“特枯年长江中下游江湖库径流过程初探”

为题，分析了长江中下游江湖库径流特征。 

10. 广岛大学生皮玲博士，介绍：在高尔夫球场，利用铺设竹炭对保全水资源

及环境的研究工作，非常新颖。 

1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夏军研究员，以“淮河-沙颍河水质水

量联合调度改善水质关键技术研究”为题，提出淮河多闸坝水质水量耦合

模拟与联合调度理论方法，对淮河重污染河流闸坝调度提出创新性思路。 

12. 兰州大学王乃昂教授，以“石羊河与黑河下游湖泊变迁——气候变化和人

类活动的影响”为题，介绍了巴丹吉林沙漠科学考察成果，论证气候 变

化和人类活动与湖泊变迁的影响，得到非常宝贵的结论。 

13. 郑州大学左其亭教授，以“闸坝对重污染河流水质水量作用规律分析与讨

论”，针对淮河闸坝对河流水质水量影响的实验结果，分析和讨论了闸坝

作用下水质水量变化规律。 

14. 黑龙江大学戴长雷教授，以“冻层条件下渗渠取水物理模型分析与设计”

为题，提出了冻层条件下渗渠取水物理模型设计很好的思路。 

15. 中国林科院张淑兰博士，以“人类活动对泾河上游地区径流序列变化的影

响初探”为题，探讨了人类活动对径流变化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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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名单 

（2009 年 9 月 19 日委员代表大会通过） 

 
职务 姓名 职务 职称 单位 

科学顾问 刘昌明  院士 中国科学院 
1  陈志恺  院士 中国工程院 
2  陈家琦  教高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3  胡四一 副部长 教高 水利部 

4  王浩 所长 院士 中国水科院水资源研究所 

5  郭生练 副省长 教授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6  胡和平 书记 教授 清华大学 

7  陈传友  研究员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主任 夏军 主任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 

副主任 （按姓氏拼音排序） 

1  陈敏建 副总工  教授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  陈晓宏 主任 教授 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 

3  陈永勤 系主任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 

4  纪昌明 书记兼副院长 教授 华北电力大学可再生能源学院 

5  康绍忠 主任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节水中心 

6  李原园 副院长 教高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7  倪广恒 所长 教授 清华大学水文水资源研究所 

8  庞进武 副总工 教高 水利部 

9  任立良 院长 教授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10  邵益生 主任 研究员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城市水资源中心 

11  沈冰 所长 教授 西安理工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12  万育生 常务副主任 教高 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 

13  吴吉春 主任 教授 南京大学水科学系 
14  徐宗学 副院长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 

15  杨金忠 副主任 教授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6  姚治君 副主任 研究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7  于静洁 主任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水系统与水环境室 

18  张发旺 副所长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研究所 

     

秘书长 左其亭 主任 教授 郑州大学水科学研究中心 

副秘书长 张士锋  副研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副秘书长 张祥伟 处长 教高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 

常务副秘

书长 
乔云峰  助研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委员 （按姓氏拼音排序） 

1  敖天其 副处长 教授 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国重室 

2  曹建廷  高工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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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曹升乐  教授 山东大学土木建筑与水利学院 
4  曾光明 院长 教授 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5  畅建霞 副所长 教授 西安理工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6  陈洪松 副主任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7  陈骥  助理教授 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 

8  陈进 副院长 教高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9  陈曦 所长 研究员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10  陈喜 首席教授 教授 河海大学重点实验室 

11  陈晓飞  教授 沈阳农业大学水利学院 

12  陈兴伟 副院长 教授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13  陈元芳 副院长 教授 河海大学水资源环境学院 

14  陈远生  研究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5  程春田 所长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16  程绪水 副局长 教高 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17  戴长雷 所长 副教授 黑龙江大学寒区地下水研究所 

18  邓群 总经理助理 高工 中国节能（香港）有限公司，天壕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9  丁永建 副所长 研究员 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20  董新光 副厅长 教授 新疆农业大学土木工程系 

21  董增川 处长 教授 河海大学资环学院 

22  窦明 副主任 副教授 郑州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 

23  杜贞栋 院长 研究员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24  段青云 首席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25  樊鸣放  教授 长沙理工大学水利学院 

26  方创琳 主任 教授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与城市规划设计中

心 

27  冯起 主任 研究员 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28  冯启言 副院长 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 

29  付强 院长 教授 东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建筑学院 

30  高军省  副教授 长江大学地球化学系 
31  高绣纺 副院长 副教授 长江大学地球化学系 
32  高彦春 副研 研究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33  郭怀成  教授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34  韩乾坤 总工 高工 郑州市水利局 

35  韩宇平 副院长 高工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水利学院 

36  郝芳华 处长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环境学院 

37  胡彩虹  副教授 郑州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 
38  胡国华  教授 长沙理工大学水利工程学院 

39  胡兴林 副总工 高工 甘肃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40  黄冠华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41  黄国如 副系主任 副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 

42  黄领梅  副教授 西安理工大学水资源与农业工程系 

43  贾绍凤 主任 研究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44  贾仰文 总工 教高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研究院水资源所 

45  姜文来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46  金菊良  教授 合肥工业大学土木水利学院 

47  康跃虎 副主任 研究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48  李福林 所长 研究员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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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李国敏 主任 研究员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50  李海明 系主任 副教授 天津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51  李怀恩  教授 西安理工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 

52  李靖 院长 教授 云南农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53  李兰  教授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54  李丽娟 副主任 研究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55  李如忠  教授 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56  李宗礼  教高 甘肃省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指挥部 

57  粟晓玲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8  梁川 主任 教授 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59  林超 副局长 教高 海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60  刘东 副院长 副教授 东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建筑学院 

61  刘国东 系主任 教授 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62  刘培斌 书记 教高 北京市水利设计研究院 

63  刘世荣 副院长 研究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64  刘苏峡  副研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65  刘艳飞  记者 中国水利报社 

66  牛存稳 博士 高工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 
67  柳文华  助研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68  骆祖江 所长 教授 河海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系 

69  马建琴 副处长 副教授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发展规划处 

70  马静 主编 副编审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编辑部 

71  马柱国 副主任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东亚区域气候－环境重点实验室 

72  梅亚东 副院长 教授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73  莫兴国  副研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74  穆宏强 处长 教高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75  南忠仁 副院长 教授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76  倪福全 系主任 副教授 
四川农业大学信息与工学院 

水利与建筑工程系 

77  齐德利  助研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78  千怀遂  教授 广州大学 

79  钱鞠 副系主任 副教授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80  乔云峰  助研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81  任理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82  尚宇鸣  教高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 

83  邵东国 副主任 教授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84  沈大军  教高 中国水科院水资源研究所 

85  沈福兴  教高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86  史晓新  高工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87  舒栋才 副处长 高工 贵州省水文水资源局 

88  束龙仓 副院长 教授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89  宋松柏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90  宋献方 主任 研究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91  宋晓  编辑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92  宋星原 主任 教授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93  孙扬波 副处长 高工 黄河水利委员会国际合作与科技局 

94  汤鑫华 社长 编审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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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王栋 室主任 教授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水科学系 
96  王根绪 室主任 研究员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97  王国祥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98  王会肖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 
99  王金霞  研究员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100  王丽萍 主任 教授 华北电力大学可再生能源学院 

101  王玲 所长 教高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研究所 

102  王明玉 主任 教授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水系统安全研究中心 

103  王乃昂 院长 教授 兰州大学 

104  王文圣  教授 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105  王西琴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106  王彦辉 首席专家 研究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森林水文

学科组 

107  王中根 副主任 副研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08  王忠静 副院长 教授 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 

109  王宗志  博士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110  吴泽宁 所长 教授 郑州大学水资源与水利经济研究所 
111  武强  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112  伍新木 主任 教授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13  谢平 副主任 教授 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14  谢永刚 所长 教授 黑龙江大学资源环境与灾害经济研究所 

115  熊立华  教授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116  颜勇 处长 高工 水利部水资源司水资源规划处 

117  杨大文  教授 清华大学水利系 

118  杨永辉 副主任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119  叶爱中   北京师范大学 

120  余新晓 副院长 教授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 

121  袁飞  副教授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122  占车生 主任 助研 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办公室 

123  章光新 主任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124  张会言 处长 教高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 

125  张济世  教授 兰州交通大学 

126  张继群 处长 教高 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 

127  张捷斌  研究员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128  张利平  副教授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129  张强  教授 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系 

130  张士锋  副研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31  张喜英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132  张翔 主任 教授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133  张祥伟 处长 高工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 

134  张晓岚  高工 环境保护部对外合作中心 
135  张学成 总工 教高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水资源研究院 

136  张兆吉  研究员 国土资源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 

137  赵志新 副主任 教高 北京市水文总站 

138  郑红星  副研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39  郑连生 副主任 教高 河北省水利厅 
140  钟平安  教授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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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周启友  教授 南京大学水科学系 

142  周寅康  教授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143  周祖昊  高工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 

144  朱奎 博士 副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145  左其亭 主任 教授 郑州大学水科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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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工作汇报及今后五年工作思路报告 

 

夏军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第一届水资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各位委员、各位代表、各位来宾：晚上好！ 

首先，我代表第一届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向支持和指导本届水资源专业委

员会发展的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理事会表示感谢！向各位委员、各界朋友的大

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本届委员会秘书处所做的大量工作！ 

下面，我代表第一届水资源专业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一、第一届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工作汇报 

1、 第一届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发展过程 

2004 年 4 月 26 日：召开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宣告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成立，并通过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第

一届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名单。 

2004 年 12 月 19 日：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等单位主办，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单位承办的第二届中国水论坛于2004年

12 月 17-19 日在北京召开。从此，每年举办一届中国水论坛。第三届、第四

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中国水论坛分别在西安理工大学、郑州大学、

河海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召开。逐步形成具

有一定影响、非官方、纯学术的研讨会。 

从 2006 年在郑州大学召开第四届中国水论坛开始，使用统一的论文集格

式，每年评选出 10 名优秀青年论文获得者，并颁发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盖章

的“中国水论坛年度十佳优秀青年论文奖”证书。 

2007 年 8 月 2 日起，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网站正式运行。

受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的委托，由郑州大学水科学研究中心

承办并负责维护。2008 年 3 月 20 日，成功注册“中国水论坛”通用网址和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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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域名。 

2007 年 11 月 10 日：在河海大学召开第五届中国水论坛期间，召开了水

资源专业委员会 2007 年工作会议，（1）讨论并通过“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

源专业委员会章程（草案）”稿；（2）确定专业委员会“会徽”标志、中国水

论坛“会徽”标志，并建议做一个代表水论坛的会旗；（3）讨论副主任委员、

常务秘书长、委员的增补和调整。在 2008 年 10 月由四川大学承办的第六届

中国水论坛上，第一次使用中国水论坛会徽、会旗。 

2007 年 12 月 15 日：发布《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会讯》

首刊（即 2007 年第 1期）。随后，于 2008 年 12 月 25 日，发布《中国自然资

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会讯》第 2期。 

2008 年 10 月 19 日：在四川大学召开第六届中国水论坛期间，召开了水

资源专业委员会 2008 年工作会议。 

2007 年 8 月 2 日以来，水资源专业委员会每年在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年会

期间，举办一个分会场，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工作。 

2、 主要成绩 

（1） 逐步完善各项制度。制定了章程、会徽、中国水论坛会旗。 

（2） 主办的中国水论坛成为一个品牌会议，影响很大。使用统一的

论文集封面、排版格式、会议模式、会徽、会旗。 

（3） 每年一度的“中国水论坛年度十佳优秀青年论文奖”评选，对

推动青年一代从事水资源研究有重大意义。 

（4） 秘书处工作成绩突出。网站建设、会刊发布、通讯与交流。 

（5） 很好地完成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分派的各项工作。 

3、 存在问题 

（1） 经费渠道有待改进。从委员中收取费用一直没有实现。 

（2） 学术研讨与学科发展如何更好的结合，有待探讨和改进。 

（3） 秘书处工作量很大，希望委员更多的支持。 

二、今后五年工作思路 

（1） 继续做好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的组织和服务工作。不断完善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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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各项工作程序，促进水资源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 

（2） 进一步规范中国水论坛的各项事宜，做好论文集出版、优秀青

年论文评选，努力办成一个有特色、有影响、规范化的学术研

讨会。突出非官方，多学科、多部门、多层次办会的优势。 

（3） 探索经费筹措和管理方式。 

（4） 继续办好网站，发挥网络的宣传和联络作用。继续编辑发布《中

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会讯》。 

（5） 继续做好秘书处工作，努力做好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分派的各项

工作。 

请各位委员审议。谢谢！ 

 

 

 

[注：本文为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第一届水资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夏军研究员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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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作的报

告。该报告已经代表审议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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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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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