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水科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获奖人员名单 

2016 年 11 月 24 日至 25 日，我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成功举办。本次

会议评选出优秀论文一等奖 6 篇、二等奖 10 篇、三等奖 16 篇，以及论文讲演

PPT 制作优秀奖 8 名。获奖人员名单如下： 

1、一等奖优秀论文（6 名） 

姓名 单位 文章题目 

陈  鹤 水利所  
Remote sensing at irrigation district level: crop planting 

structure, crop water consumption and soil water content 

马苗苗 减灾中心 
Correlation Dimension analysis of groundwater dynamics based 

on the Chaos and Fractal theory 

赵慧明 泥沙所 生物絮凝泥沙运动输移数学模型 

付  辉 水力学所 冰水情一体化雷达测量系统开发与应用 

渠晓东 水环境所 
Heave Metals in Surface Sediments and Benthic Diversities in 

The Hun-Tai River, China  

孔祥芝 科海利公司 缝隙渗漏溶蚀对大坝混凝土摩擦抗剪强度的影响研究 

 

2、二等奖优秀论文（10 名） 

姓名 单位 文章题目 

柴福鑫 减灾中心 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系统设计与研发 

梁  楠 财务处 !社会资本参与水利项目的补偿机制研究 

张卫君 中水科技 仿真系统图形化建模技术研究与实现 

程  瑶 水环境所 
三峡水库支流水文情势差异对水-气界面二氧化碳释放通量特征的影

响 

张  晶 水环境所 吉林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铁污染及其成因分析 

韩  瑞 水力学所 基于个体模型的河道型水库下游河流鱼类种群动态研究 

林兴超 岩土所  三维块体搜索及石根华接触理论的程序实现 

吴彩丽 水利所 基于不同灌水技术要素组合的畦灌灌水深度适宜控制目标 

张大伟 减灾中心 应用 Godunov 格式模拟复杂河网明渠水流运动 

张  敏 水环境所 

How water column stability affects the surface chlorophyll a 

in a deep subtropical reservoir and the time lags under 

different nutrient backgrounds? 

 



3、三等奖优秀论文（16 名） 

姓名 单位 文章题目 

肖  芳 党办 新形势下科研人员社会情绪管理初探 

梁犁丽 中水科技 中小河流洪水预警预报技术方法与预报方案编制 

于向前 牧科所 音频大地电磁法与核磁共振法结合划分含水层的试验 

周  叶 中水科技 基于概率统计的水电机组状态评估模型特性研究 

王鲁海 水电中心 基于年龄分布的中华鲟资源量估算方法 

赵伟霞 水利所 圆型喷灌机变量灌溉水分管理对作物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喻海军 减灾中心 双时间步法在二维浅水方程求解中的应用 

李锦荣 牧科所 乌兰布和沙漠沿黄段不同治理措施的风沙运移特征及其防护效果 

商  峰 结构所 压力管道泄漏连续监测与爆管预警系统 

汪  洋 科海利公司 考虑高压水劈裂的高重力坝安全性试验研究 

焦平金 水利所 基于递推关系概化前期产流条件的 SCS 模型改进与评价 

陈皓锐 水利所 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的模拟分析 

刘  虎 牧科所 
Water production function of artificial grassland crop in 

arid desert area of Northern Xinjiang 

郭乾坤 泥沙所 
Estimation of USLE crop and management factor values for crop 

rotation systems in China 

张洪斌 减灾中心 
Non-Negative Depth Reconstruction for a 2D Partial Inertial 

Inundation Model 

张紫涛 岩土所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ffect of geo-grid reinforcement 

on the seismic response of earth dams using dynamic 

centrifuge tests 

 

4、优秀 ppt 奖（8 名） 

作者 单位 稿件名称 

柴福鑫 减灾中心 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系统设计与研发 

李甲振 水力学所 水锤泵流道特性研究 

刘来胜 水环境所 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新阶段发展方向浅析 

韩  瑞 水力学所 基于个体模型的河道型水库下游河流鱼类种群动态研究 

林兴超 岩土所  三维块体搜索及石根华接触理论的程序实现 

韩长霖 中水科技 金沙江下游梯级“调控一体化”智能报警技术研究 

渠晓东 水环境所 
Heave Metals in Surface Sediments and Benthic Diversities in The 

Hun-Tai River, China  

于  洋 泥沙所 Land preparation and vegetation type jointly determine soil 



conditions after long-term land stabilization measures in a 

typical hilly catchment, Loess Plateau 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