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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2010 年工作会议 
成功举行 

 
在第八届中国水论坛会议召开期间，按照每年的惯例，在会议第一天晚

上召开中国水论坛协调会暨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2010 年工作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2 日在哈尔滨举行。此次会议由水资源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夏军教授主持，到会 46 人。整个会议分为“中国水论坛 2010
年度十佳优秀青年论文奖”评选、第九届中国水论坛承办单位申报、中国自

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委员增补、中国水论坛及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

资源专业委员会等单位交流讨论四个环节。 
（1）“中国水论坛 2010 年度十佳优秀青年论文奖”评选 
本届水论坛共收到青年奖申请表 53 份，其中有 32 份申请表符合评选要

求。论文收录后，经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审和相关单位推荐，并征求单位意见，

秉承学术水平第一，同时兼顾单位分布的原则，初步选出 20 名青年论文奖候

选人，提交会议讨论，最后确定 10 人获奖者。讨论认为，从本届开始，如果

青年论文奖获奖者在领奖时没到现场，就视为自动放弃，由后一名补上。 
（2）确定第九届中国水论坛承办单位 
通过申办陈述，认真讨论，最后确定第九届中国水论坛由中国科学院寒

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承

办。 

（3）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委员增补 

讨论今年拟申请加入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的原则，建议按照委员会章程，

积极吸纳申请加入的专家。 

（4）另外，对中国水论坛及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的发展进行广泛讨论。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秘 书 处           

2010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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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第八届中国水论坛 

专题报道 
 

陈耀斌 郭丽君 报道，2010 年 8 月 5 日 

 

2010 年 8 月 2-3 日，第八届中国水论坛在哈尔滨胜利召开，这是第一次

在东北地区召开、首次将“寒区水科学”增列为大会主题的中国水论坛。本

届中国水论坛由黑龙江大学承办，并有来自 26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特区

的 107 所高校、科研机构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的 300 多名代表参加。 

“中国水论坛”发起于 2003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七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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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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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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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水安全及寒区水科学” 为主题，从农业

水安全、生态水安全、寒区水科学、地下水科学与工程、界河/国际河流研究、

社会经济水循环 6 个分视角，立足东北寒区老工业基地、商品粮基地和资源

能源基地的典型水问题，面向“人类活动/气候变化条件下的水安全和水支撑”

这一大论题，展开多学科、多角度的深入研讨。此次论坛旨在为经济/社会/

环境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水支撑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智力支持。整个会议分为

开幕式、大会主题报告、大会分会场专题报告和闭幕式四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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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幕式 

第八届中国水论坛开幕式于 2010 年 8 月 2 日上午 8：30 在黑龙江大学 C

区 3 号教学楼地下报告厅举行。在开幕式上，首先由黑龙江大学校长张政文

教授致欢迎词，黑龙江省水利厅副厅长王铁、中国水论坛组委会主席夏军研

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兴土研究员、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孙雪涛、黑龙江

省人民代表大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刘东辉先后致辞。开幕式由本届水论

坛组委会主席、黑龙江大学副校长赵惠新教授主持。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与

会代表进行合影留念。 

 
第八届水论坛开幕式 

 

二、大会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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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及介绍 时间 

主持人：赵惠新、丁永健 

1 气候变化影响与水资源适应性对策

研究与展望 
夏军（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教授） 

2 基于可变模糊集的对立统一定理及

在水资源水安全系统评价中的应用 陈守煜（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3 地震与地下流体关系研究的若干问

题 迟宝明（防灾科技学院教授） 

9:50-11:05 

会间休息 11:05-11:15 
主持人：夏军、陈晓宏 

4 内陆河流域水循环对气候变化的相

应：以塔里木河源流区为例 徐宗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5 农业水资源与前沿研究 杨金忠（水资源与水电工程

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6 全球水危机与中国对策分析 陈胜昌（中国生产力学会教

授） 

11:15-12:30 

午间休息 12:30-13:30 
主持人：纪昌明、倪广恒 

7 香港城市日用水量的统计模型：趋

势、模式及预测 陈永勤（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8 关于提高灌溉设计保证率的研究 赵惠新（黑龙江大学教授） 

9 煤化工废水处理技术关键问题解析 韩洪军（哈尔滨工业大学教

授） 

10 国际河流分水的和谐论理念及计算

模型 左其亭（郑州大学教授） 

11 华北区域地下水与降水—蒸发之间

水通量演化时空特征 

张光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

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教

授） 
12 冰对水工结构物作用力的物理模拟 李志军（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13:30-15:30 

主持人：邓伟、王乃昂 
13 三江平原水土资源高效利用研究 付强（东北农业大学教授） 

14 东北粮食主产区水安全保障战略对

策及其科学问题 

章光新（中国科学院东北地

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水资源

室，教授） 

15 松花江流域水循环演变与水资源优

化配置 

宋献方（中国科学院陆地水

循环及地表过程重点实验

室，教授） 

16 喀斯特地区水循环动力过程及其水

文生态效应 

陈喜（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

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

授） 

15：30-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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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西江归槽洪水研究展望 谢平（武汉大学教授） 

18 地下水系统与环境变化 庞忠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教授） 

三、大会专题报告 

大会专题报告于 8 月 3 日上午 8:30 开始，共分为六个分会场，分别就农

业水安全、生态水安全、寒区水科学、地下水科学与工程、界河/国际河流研

究、社会经济水循环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交流。 

第一分会场：农业水安全 

序

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时间 

主持人：杨金忠、章光新 
1 全国城市污水处理回用调查评价与发展规划 周振民

2 近 50 年来三江平原水循环过程对人类活动和气候变

化的响应 夏广亮

3 黑龙江省节水农业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发展战略 司振江

4 地表滴灌复杂边界条件下的 Richards 方程数值模型 田富强

8:40-10:10 
（20 分钟/人） 

会间休息 10:10-10:20 
主持人：周振民、夏广亮 

5 基于联系数 a+cj 的节水灌溉方式评价 高军省

6 非生育期灌溉对新疆棉田土壤水盐运移影响研究 胡宏昌

7 基于“源”“汇”过程的农业非点源污染模型初步构

建 李强坤

8 哈尔滨城市应急供水影响因素分析 李治军

9 闽江流域径流周期与长期记忆特征研究 陈  莹

10:20-12:00 
（20 分钟/人） 

午间休息 12:00-13:30 
主持人：宋星原、司振江 
10 “引嫩入白”工程对洮儿河下游水循环及生态的影响 尹雄锐

11 单宁酸对硫酸铝混凝的影响研究 王晓荣

12 渭河宝鸡市区段生态基流保障的调控模型研究 林启才

13 南方红壤丘陵区典型森林小流域水文过程及调节功能 黄志刚

14 岗南、黄壁庄水库应急调度模式的防洪风险分析 王  冰
15 滹沱河流域蒸散量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赵  娜

13:30-15:30 
（20 分钟/人） 

第二分会场：生态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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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时间 

主持人：张强、姚鲁烽 
1 流域复杂水系统水质模型研究 裴源生

2 内陆河流域生态水文研究 冯  起
3 水与现代城市 曹升乐

4 农业非点源污染最佳管理措施（BMPs）的研究及应用 柳建设

8:40-10:00 
（20 分钟/人） 

会间休息 10:00-10:20 
主持人：裴源生、杜崇 

5 河口地区沿海滩涂围海造陆工程洪灾影响评价 冯  平
6 基于水文学方法的珠江流域生态流量研究 张  强
7 基于 CVM 的石羊河流域农业节水的生态价值研究 粟晓玲

8 渭河流域干旱特性分析 宋松柏

9 黄河下游引黄灌区地表水/地下水水质安全评价：以硝

酸盐含量为例 李发东

10:20-12:00 
（20 分钟/人） 

午间休息 12:00-13:30 
主持人：冯起、粟晓玲  
10 长江典型河段突发性溢油污染事故模拟 彭  虹
11 跨界地区环境风险识别初探 杜  崇
12 人控水动力条件对枯水年洪水期水库水环境的影响 孙冬梅

13 伊春地区沼泽湿地退化原因和保护方法 邱  林
14 扎龙湿地水文过程模拟 冯夏清

15 盐碱湿地芦苇对外源氮输入的光合生理响应机理 邓春暖

13:30-15:30 
（20 分钟/人） 

第三分会场：寒区水科学 

序

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时间 

主持人：李志军、王根绪 
1 水库冰盖在升温膨胀下的极限破坏 李  锋
2 宁夏吴忠金积供水工程冬季结冰问题数值模拟 李春光

3 长江源区全球气候模式评估与未来气候情景预估 张世强

4 大型滑雪场度假区的人工造雪对环境影响及生态水资

源保护研究 唐云松

8:40-10:00 
（20 分钟/人） 

会间休息 10:00-10:20 
主持人：杜绍敏、李锋 

5 寒区土壤冻融循环与植被覆盖变化对寒区流域水循环

的协同影响 王根绪

6 北太平洋海温异常对黑龙江上游冰坝的影响及其预报

的研究 于成刚

10:20-12:00 
（20 分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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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冻土水分空间变异性分析 王子龙

8 高寒多年冻土区流域水文循环模拟研究 孙万光

9 水库淡水冰与混凝土材料的冻结强度 贾  青
午间休息 12:00-13:30 

主持人：张世强、贾青 
10 唐古拉冬克玛底流域夏季大气降水化学研究 王  建
11 冻融侵蚀引起的黑土流失与非点源污染研究 赵显波

12 TRMM卫星测雨数据在我国南方及高寒地区的精度分

析 孟  瑾

13 典型寒区流域水文过程模拟及分析 赵求东

14 变域递减参数优选算法在 TOPMODEL 次洪模拟中的

应用 张  萍

15 变域递减参数优选算法在 TopModel 日模型中的应用 孙利敏

13:30-15:30 
（20 分钟/人） 

第四分会场：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界河/国际河流研究 

序

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时间 

主持人：左其亭、陈永勤 
1 嘉陵江源新探 王乃昂

2 黑龙江流域俄罗斯水利工程建设及规划对中下游的影

响研究 夏自强

3 关于发展黑龙江省水资源产业的战略思考 肖迪芳

4 多重视角下的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研究 戴长雷

8:40-10:00 
（20 分钟/人） 

会间休息 10:00-10:20 
主持人：吴敏、夏自强 

5 分布式水文模型中地下水建模—海河平原区实例研究 叶爱中

6 太原市大气降水氘浓度序列恢复 高淑琴

7 利用针对性的模型设计和优选方法提高参数空间移用

效果的研究 王加虎

8 考虑喀斯特地貌及地表—地下水系作用的流域水文模

拟研究 张志才

9 滨河湿地地下水与河水响应关系研究 徐华山

10:20-12:00 
（20 分钟/人） 

午间休息 12:00-13:30 
主持人：李治军、蔡树英  

10 松嫩平原浅埋深地下水区苏打盐渍土水盐变化及生态

效应 杨  帆

11 基于稳定同位素和水化学的潮白河道再生水对地下水

补给初步研究 于一雷

12 基于 IRE 的一维非饱和—三维饱和耦合水流模型 查元源

13:30-15:30 
（20 分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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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浅析绥滨坳陷地热资源成矿条件 李永利

14 民勤盆地地下水动态变化规律及其预测 杨雪菲

15 济南保泉管理措施探析 邬  亮

第五分会场：社会经济水循环 

序

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时间 

主持人：陈喜、谢永刚 

1 气候变化背景下海平面上升对珠江河口区水资源的影

响及基本对策 陈晓宏

2 中国虚拟水战略适宜性评价 孙才志

3 延长南水北调中线调水链确保北方用水安全 陈传友

4 适宜于江汉平原地区的净化槽的开发与利用 高绣纺

8:40-10:00 
（20 分钟/人） 

会间休息 10:00-10:20 
主持人：李兰、张一丁 

5 城市雨洪利用的主要问题及措施 严  军

6 基于 GRA 的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甘肃段水资源环境与

城市化耦合实证研究 高  翔

7 考虑随机不确定性的汇流计算方法研究 孙颖娜

8 人类活动对河流沿岸植被分布影响研究 石瑞花

9 水生态分区技术框架及其应用 刘星才

10:20-12:00 
（20 分钟/人） 

午间休息 12:00-13:30 
主持人：王栋、孙颖娜  
10 最优化方法估测雷达测雨及其在北京市的应用 卢江涛

11 全国水生态区划方法与划分方案研究 梁静静

12 新密市城区水资源配置研究 郭丽君

13 南水北调受水区水资源合理配置研究—以邯郸市受水

区为例 蔡文婷

14 济南市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及其对策措施研究 孙青言

15 高坝下游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 祝东亮

13:30-15:30 
（20 分钟/人） 

第六分会场：青年短报告专场 

序

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时间 

主持人：张光辉、陈兴伟  
1 闸坝调控对河流水质影响的实验研究—以槐店闸为例 刘子辉

2 基于改进模糊综合评价的关中地区水土资源承载力研

究 南彩艳

8:40-10:10 
（10 分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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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蒸发量的模拟及其变化趋势和影

响因素分析 梅  星

4 湿润地区坡地土壤水分动态分析 王晓燕

5 灰色理论在西安干旱年预测中的应用 文  聘
6 湘江衡阳站日径流神经网络预报模型研究 陈名威

7 寒区渗渠砂槽试验中的冻层模拟分析 李欣欣

8 BP 神经网络在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张晓炜

会间休息 10:10-10:20 
主持人：熊立华、龚文峰  

9 基于 CI 指数的区域干旱分布及变化趋势分析 杨  帆
10 近 50a 平凉市纸坊沟流域降水径流特性分析 韩晓燕

11 核电厂低放废水数值模拟研究 方  攀
12 太湖典型区水生态承载力研究 何  慧
13 新郑市水资源需求发展趋势及生态用水安全研究 王艳菊

14 基于水权与排污权交易的汉江流域水资源管理模式探

讨 刘  羽

15 晋江西溪流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其水文效应分析 林木生

16 冻层条件下渗渠取水量的确定初探 张春艳

17 基于坡长修正的晋江西溪流域产流产沙模拟 路宾朋

18 发电水库中长期优化调度函数研究 徐小伟

10:20-12:00 
（10 分钟/人） 

午间休息 12:00-13:30 
主持人：戴长雷、金菊良  
19 梯级水利枢纽开发对汉江中下游水质影响研究 石妍妍

20 辽河水生态分区中土地利用的时空差异研究 赵  洁
21 基于隶属度的水生态承载力的评价与应用 齐  迪
22 滦河下游地表水水质模糊综合评价研究 穆文彬

23 高寒区小流域春季融雪径流与降水关系初步分析—以

柳树河为例 孙思淼

24 潮汐河流平面二维温排水模型及应用 王永桂

25 哈尔滨市供水系统及水源工程风险分析 吕雅洁

26 重金属迁移转化模型及应用 幸  娅
27 济南泉水的成因及保泉对策研究 刘莉莉

13:30-15:00 
（10 分钟/人） 

 

四、闭幕式 

大会闭幕式于 8 月 3 日下午 16:00 在黑龙江大学 C 区 3 号教学楼地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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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厅举行。在闭幕式上，首先由本届水论坛组织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自然资

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左其亭教授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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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届水论坛组织委员会副主席、

黑龙江大学水利与建筑学院院长吴敏教授宣读“中国水论坛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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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左其亭教授宣布“第九届中国水论坛” 承办单位，第九届中国水论坛将于

2011 年在兰州市由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资源工程所承办、兰州大学、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协办，下届水论坛承办单位代表——中国

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接过会旗并讲话。最后，由本届水论坛组

委会副主席吴敏教授作会议总结讲话，并致闭幕词。大会闭幕式由本届水论

坛组委会秘书长戴长雷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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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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增补修改） 

（2009 年 9 月 19 日委员代表大会通过；2010 年 8 月 2 日专业委员会会议增补） 

 

 
 姓名 职务 职称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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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四一 副部长 教高 水利部 

 王浩 所长 院士 中国水科院水资源研究所 

 郭生练 副省长 教授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胡和平 书记 教授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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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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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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曹升乐  教授 山东大学土木建筑与水利学院 
4  畅建霞 副所长 教授 西安理工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5  陈洪松 副主任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6  陈骥  助理教授 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 

7  陈进 副院长 教高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8  陈曦 所长 研究员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9  陈喜 首席教授 教授 河海大学重点实验室 

10  陈晓飞  教授 沈阳农业大学水利学院 

11  陈兴伟 副院长 教授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12  陈元芳 副院长 教授 河海大学水资源环境学院 

13  陈远生  研究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4  程春田 所长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15  程绪水 副局长 教高 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16  戴长雷 所长 副教授 黑龙江大学寒区地下水研究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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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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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董增川 处长 教授 河海大学资环学院 

21  窦明 副主任 副教授 郑州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 

22  杜贞栋 院长 研究员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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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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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冯启言 副院长 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 

27  冯起 主任 研究员 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28  付强 院长 教授 东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建筑学院 

29  付湘  教授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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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德胜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39  胡国华  教授 长沙理工大学水利工程学院 

40  胡兴林 副总工 高工 甘肃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41  黄冠华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42  黄国如 副系主任 副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 

43  黄领梅  副教授 西安理工大学水资源与农业工程系 

44  贾绍凤 主任 研究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45  贾仰文 总工 教高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研究院水资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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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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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金菊良  教授 合肥工业大学土木水利学院 

48  居江 副总 高工 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 
49  康跃虎 副主任 研究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50  李福林 所长 研究员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 

51  李国敏 主任 研究员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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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李靖 院长 教授 云南农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55  李兰  教授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56  李丽娟 副主任 研究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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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梁川 主任 教授 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60  林超 副局长 教高 海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61  刘德地  博士后 武汉大学 
62  刘东 副院长 副教授 东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建筑学院 

63  刘国东 系主任 教授 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64  刘俊国  教授 北京林业大学 
65  刘培斌 书记 教高 北京市水利设计研究院 

66  刘世荣  副院长 研究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67  刘苏峡  副研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68  刘艳飞  记者 中国水利报社 

69  柳文华  助研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70  骆祖江 所长 教授 河海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系 

71  马建琴 副处长 副教授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发展规划处 

72  马静 主编 副编审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编辑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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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梅亚东 副院长 教授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75  莫兴国  副研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76  穆宏强 处长 教高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77  南忠仁 副院长 教授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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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牛存稳 博士 高工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 
80  庞忠和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81  彭虹  副教授 武汉大学 
82  齐德利  助研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83  千怀遂  教授 广州大学 

84  钱鞠 副系主任 副教授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85  乔云峰  助研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86  任理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87  尚宇鸣  教高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 

88  邵东国 副主任 教授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89  沈大军  教高 中国水科院水资源研究所 

90  沈福兴  教高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91  沈彦俊  研究员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农业资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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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史晓新  高工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93  舒栋才 副处长 高工 贵州省水文水资源局 

94  束龙仓 副院长 教授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95  宋松柏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96  宋献方 主任 研究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97  宋晓  编辑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98  宋星原 主任 教授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99  粟晓玲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00  孙扬波 副处长 高工 黄河水利委员会国际合作与科技局 

101  汤鑫华 社长 编审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02  陶淘  副教授 同济大学 
103  田向荣  高工 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 
104  王栋 室主任 教授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水科学系 
105  王根绪 室主任 研究员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106  王国祥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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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王丽萍 主任 教授 华北电力大学可再生能源学院 

110  王玲 所长 教高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研究所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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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王乃昂 院长 教授 兰州大学 

113  王文圣  教授 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114  王西琴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115  王晓红  博士 武汉大学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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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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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王宗志  博士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120  吴泽宁 所长 教授 郑州大学水资源与水利经济研究所 
121  伍新木 主任 教授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22  武强  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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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谢永刚 所长 教授 黑龙江大学资源环境与灾害经济研究所 

125  熊立华  教授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126  严军  副教授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127  颜勇 处长 高工 水利部水资源司水资源规划处 

128  杨大文  教授 清华大学水利系 

129  杨丽虎  工程师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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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叶爱中   北京师范大学 

132  余新晓 副院长 教授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 

133  袁飞  副教授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134  岳德军  教授级编辑 黄河水利出版社 
135  曾光明 院长 教授 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36  占车生 主任 助研 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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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张会言 处长 教高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 

138  张济世  教授 兰州交通大学 

139  张继群 处长 教高 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 

140  张捷斌  研究员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141  张利平  副教授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142  张灵  博士 广州大学 
143  张强  教授 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系 

144  张士锋  副研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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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张祥伟 处长 高工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 

147  张翔 主任 教授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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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张云 主任工程师 高工 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151  张兆吉  研究员 国土资源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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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赵志新  教高 北京市水文总站 

154  郑红星  副研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55  郑连生 副主任 教高 河北省水利厅 
156  钟平安  教授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157  周念清  教授 同济大学 
158  周启友  教授 南京大学水科学系 

159  周寅康  教授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160  周祖昊  高工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 

161  朱奎 博士 副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162  左其亭 主任 教授 郑州大学水科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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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论坛 2010 年度十佳优秀青年论文

奖获得者 

 
排序 姓名 职称 单位 论文题目 

1  于一雷 博 士 研

究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 
基于稳定同位素和水化学的潮白河道

再生水对地下水补给初步研究 

2  王子龙 讲师 东北农业大学水利与

建筑学院 冻土水分空间变异性分析 

3  赵求东 博 士 研

究生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

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典型寒区流域水文过程模拟及分析 

4  梁静静 硕 士 研

究生 
郑州大学水科学研究

中心 全国水生态区划方法与划分方案研究 

5  孙思淼 硕 士 研

究生 
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

学院 
高寒区小流域春季融雪径流与降水关

系初步分析—以柳树河为例 

6  冯夏清 博 士 研

究生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

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扎龙湿地水文过程模拟 

7  高淑琴 讲师 太原科技大学环境与

安全学院 太原市大气降水氘浓度序列恢复 

8  韩晓燕 硕 士 研

究生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

院 
近 50a 平凉市纸坊沟流域降水径流特

性分析 

9  卢江涛 硕 士 研

究生 清华大学水利系 最优化方法估测雷达测雨及其在北京

市的应用 

10  林启才 博 士 研

究生 西安理工大学 渭河宝鸡市区段生态基流保障的调控

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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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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