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简介 

寒区旱区生态环境脆弱，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随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些区域日益增多，将会

不可避免地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致使区域资源配置、环境污染、生态

平衡与工程服役等方面的问题日趋显著。因此，为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更好地

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的实施，中国科学院青年

创新促进会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小组于2015年发起了“寒区旱区生态环境资

源与工程系列青年论坛”，目前已连续举办六届。该论坛的举办受到国内相关领

域青年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成立于 2011 年 6 月，截至 2021 年西北研究院（本

部）已有会员人数 57 人，青促会成立十周年以来为西北研究院青年科技人才的

成长和培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为庆

祝青促会成立十周年并总结青促会西北院小组十年以来在人才成长、学术交流等

方面取得的业绩，经论坛组织委员会决定，于 2021 年 5 月 27-29 召开“青促会

十周年·第七届寒区旱区生态环境资源与工程青年学术论坛”，欢迎广大科研人

员和研究生朋友们踊跃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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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西北研究院小组 

中国冰冻圈科学学会（筹）青年工作委员会 

中国冰冻圈科学学会（筹）教育工作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三、协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地球科学分会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兰州分会 

兰州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四、论坛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  任：赖远明 

副主任：冯  起  康世昌 

委  员：丁永建  马  巍  王  建  王晓明  王  涛  王新平  车  涛   

李中平  李忠勤  李新荣  杨  保  吴青柏  吴通华  吴新年   

施  一  余  晔  张明义  陈国俊  范桥辉  周世新  孟宪红 

赵文智  赵学勇  胡泽勇  夏燕青  薛  娴  

五、会务组织委员会 

组  长：牛贺文 

副组长：罗  京  李  平  宋晓谕  谢胜波 

成  员：白光祖  李宗省  李博强  李双洋  李中平  李建森  柳本立  

苗运法  明  锋  马瀚青  裴万胜  任  珩  王进东  王璞玉 

王学佳  汪  亘  许  民  尹振良  于海鹏  张明震  赵鹏善  

赵素平  祝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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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务联系人 

牛贺文 15009461932   niuhw@lzb.ac.cn 

罗 京  13919072861   luojing@lzb.ac.cn 

李 平  13919024815   liping@lzb.ac.cn 

宋晓谕 13993191754   songxy@llas.ac.cn 

七、注册报到 

注册时间：5 月 27 日 9:00-22:00 

注册地点：宁卧庄宾馆（兰州市城关区天水路 366 号）2 号楼 

会议微信群： 

本次学术论坛不收取会议注册费，会议交通费和住宿费自理。 

八、住宿与餐饮 

住宿：参会代表可根据需要选择周边酒店，以下信息仅供参考 

宁卧庄宾馆（标间：480 元/天）、盛都酒店（标间：350 元/天） 

（提前网上预订可能价格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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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日期 餐饮 地点 

5 月 28 日 
自助午餐（12:00） 

宁卧庄宾馆 8 号楼 
自助晚餐（18:10） 

九、其他事宜  

1. 请各位作报告的专家将PPT文件提前复制于会场组，并检查确认文件能

正常播放； 

2. 为保护知识产权，会议不提供PPT共享服务。对感兴趣的报告，请与报

告本人联系； 

3.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会议期间请您戴好口罩； 

4. 会议期间，注意人身安全，妥善保管好随身的个人物品； 

5. 会议中请将手机置于关闭或静音状态，会场内禁止吸烟； 

6. 近期兰州天气多变，建议关注当地天气变化，选择合适的出行装备； 

7. 会议期间，如需帮助，请与会务组联系。 

预祝各位与会嘉宾在兰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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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日程 

5 月 27 日 

9:00-22:00 会议注册（宁卧庄宾馆 2 号楼多功能厅） 

5 月 28 日 

开幕式（宁卧庄宾馆 2 号楼多功能厅）主持：王萍 

8:30-9:00 领导致辞 

大会特邀报告 

主持：康世昌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单位 

9:00-9:20 冯  起 西北内陆河区“自然—社会”水循环理论与安全调控关键技术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9:20-9:40 徐柏青 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冰川考察与冰芯记录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9:40-10:00 张  干 大气碳组分的 14
C 同位素示踪研究进展（线上）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10:00-10:30 会议合影、茶歇 

主持：徐柏青 

10:30-10:50 康世昌 观冰释暖，环宇速变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0:50-11:10 张  雄 
A mechanism thermo-hydro-mechanical model for frost heave with integration of 

modern unsaturated soil mechanics（线上） 
Missour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1:10-11:30 李宗省 我国高寒生态屏障区同位素生态水文研究：观测网络、初步进展与成果应用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1:30-11:50 张强弓 从冰川到冰冻圈：个人研究认识和思考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12:00 午餐（宁卧庄宾馆 8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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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会场 寒区工程技术 专题（科研 4 号楼 4 楼会议室） 

主持：罗京、明锋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单位 

14:00-14:15 李  旭 冻土解耦分析框架及冻胀计算数值模拟方法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 

14:15-14:30 金  龙 进藏高速公路建设科研思考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4:30-14:42 裴万胜 道路工程阴阳坡效应调控新技术探讨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4:42-14:54 张  超 高聚物注浆材料在冻土路基修复中的应用 郑州大学 

14:54-15:06 高泽永 青藏高原冻结层上地下水的动态变化过程及水文效应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5:06-15:18 李德生 寒区自修复工程材料耐久性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15:18-15:30 邰博文 高寒地区高速铁路路基冻融机理及冻害防治措施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5:30-15:42 白瑞强 非饱和正冻土水热气力耦合过程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5:42-16:00 茶歇 

主持：裴万胜、金龙 

16:00-16:15 周家作 水合物沉积物在稳定区的部分分解与变形：冻土的启发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16:15-16:30 侯彦东 多年冻土区铁路路基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若干科学问题思考 兰州理工大学 

16:30-16:42 何海龙 Soil thermal conductivity schemes matter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6:42-16:54 刘伟博 北极连续多年冻土区地下水与河水（冰）相互作用过程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6:54-17:06 熊治华 关于高寒高海拔强震区桥梁建设的思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7:06-17:18 申明德 冻土抗拉强度及破坏行为试验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7:18-17:30 朱小凡 极端暖事件对唐古拉多年冻土区活动层季节性融深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7:30-17:42 靳  潇 土壤微波介电特性研究和建模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7:42-17:54 王陆阳 青藏高原沙漠化与冻土相互关系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7:54-18:06 周成林 《冰川冻土》现状及未来发展理念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8:10 晚餐（宁卧庄宾馆 8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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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会场 冰冻圈环境及气候变化 1 专题（科研 7 号楼 2 楼会议室） 

主持：耿雷、王璞玉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单位 

14:00-14:15 耿  雷 Bipolar ice-core constraints on climate sensitivity of Brewer-Dobson Circulation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4:15-14:30 史贵涛 南极雪冰中硝酸盐现代环境过程及冰芯记录：氮氧稳定同位素证据 华东师范大学 

14:30-14:42 武胜利 风云卫星数据在极区海冰观测中的应用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14:42-14:54 崔祥斌 我国南极航空科学考察体系建设进展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14:54-15:06 李  言 南极冰下湖探测及其水文变化 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15:06-15:18 赵杰臣 南极海冰热力学过程观测和模拟研究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15:18-15:30 董春雨 冰冻圈科学“遥感-站点-模型”集成研究的新思路探讨 中山大学 

15:30-15:42 蒋盈沙 青藏高原积雪覆盖的模拟改进及不确定性分析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5:42-16:00 茶歇 

主持：史贵涛、牛贺文 

16:00-16:15 张  通 南极冰盖的数值模拟和对海平面上升的贡献预估 北京师范大学 

16:15-16:30 王璞玉 阿尔泰山冰川观测与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6:30-16:42 乔  刚 基于早期历史影像的东南极冰盖冰流速制图 同济大学 

16:42-16:54 游  超 第三极地区洁净的环境条件：雪冰-大气左旋葡聚糖的视角 重庆大学 

16:54-17:06 柳  林 Evolution of the Chongce Glacier, northwestern Tibetan Plateau during past five decades 华中科技大学 

17:06-17:18 岳瀚栋 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海冰密集度预测 中国科学院大学 

17:18-17:30 张  雷 AIRS 在三极地区的适用性及应用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17:30-17:42 怀保娟 
Long-term surface energy balance of the western Greenland ice sheet and the role of large-scale 

circulation variability 
山东师范大学 

17:42-17:54 段升妮 冬季欧亚大陆大气环流及冷事件对秋冬季巴伦支海海冰变化的敏感性研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18:10 晚餐（宁卧庄宾馆 8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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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会场 冰冻圈环境及气候变化 2 专题（科研 3 号楼 7 楼会议室） 

主持：罗栋梁、杨洋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单位 

14:00-14:15 杨  燕 变化环境下高寒草地群落结构与功能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14:15-14:30 祁  第 极地：全球海洋“碳中和”研究的关键区域 集美大学 

14:30-14:42 张玉兰 黑碳等吸光性杂质对雪冰消融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4:42-14:54 王圣杰 云下蒸发对中国降水氢氧稳定同位素时空格局的影响 西北师范大学 

14:54-15:06 王学佳 Historical and future climates over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imulated by a regional climate model in CORDEX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5:06-15:18 浦  伟 吸光性粒子混合状态对积雪反照率的影响 兰州大学 

15:18-15:30 徐春海 Glacier elevation and mass changes in West China from the latest terrestrial geodetic surveys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5:30-15:42 桂  娟 祁连山水汽再循环对大气降水的贡献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5:42-16:00 茶歇 

主持：王学佳、张玉兰 

16:00-16:15 罗栋梁 陆表温度分异及其对冻土热状态影响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6:15-16:30 杨  洋 北极气溶胶来源、变化趋势及对北极增暖的影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6:30-16:42 安  璐 基于机载重力数据反演的冰川下地形及冰川与海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同济大学 

16:42-16:54 郝光华 2016 年中山站附近固定冰观测分析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16:54-17:06 钟歆玥 复杂地形条件下积雪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7:06-17:18 都伟冰 东天山冰川关键特征参数长时序重建 河南理工大学 

17:18-17:30 孙爱立 气候变暖下冻土退化的径流响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7:30-17:42 李耀军 基于 RGI6.0 的最新全球冰川格网化数据集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7:42-17:54 高文德 高寒内流区极端气候变化特征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7:54-18:06 南富森 不同坡向对植树造林区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8:10 晚餐（宁卧庄宾馆 8 号楼） 

  

8



第四分会场 寒旱区地表过程 专题（情报中心 4 楼会议室） 

主持：柳本立、李宗杰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单位 

14:00-14:15 宜树华 基于无人机的长期协同监测及其在寒旱区的应用 南通大学 

14:15-14:30 苗运法 荒漠化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及其生态效应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4:30-14:42 方功焕 塔里木河流域水文模拟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14:42-14:54 张勇勇 基于移动式宇宙射线技术的中尺度土壤水分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4:54-15:06 王  涵 高亮地表上空气溶胶遥感 河南理工大学 

15:06-15:18 陈龙飞 祁连山青海云杉林土壤碳循环过程及机理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5:18-15:30 李  渊 新疆博斯腾湖和吉力湖过去 2000 年水位变化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5:30-15:42 刘  培 基于 PSR 模型的城市生态安全评价 河南理工大学 

15:42-16:00 茶歇 

主持：苗运法、张勇勇 

16:00-16:15 柳本立 一种交通线路防沙工程最小宽度的估算方法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6:15-16:30 陈庆彩 大气长寿命自由基研究 陕西科技大学 

16:30-16:42 李宗杰 长江源同位素水文过程研究 兰州理工大学 

16:42-16:54 刘晨汐 中国干旱半干旱区水分收支及干湿变化分析 兰州大学 

16:54-17:06 杨耀先 从大气位势涡度收支的角度探讨高原季风的季节演变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7:06-17:18 张  凌 基于遥感产品和并行计算的水文模型分布式校准方法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7:18-17:30 赵  霞 基于土体厚度多源实测数据整合的青海土壤有机碳估算 青海师范大学 

17:30-17:42 赵永涛 全新世新疆东天山地区植被演替与人类活动变化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7:42-17:54 张百娟 我国西部高寒山区同位素生态水文研究综述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7:54-18:00 陶  华 科技期刊多媒体学术成果推广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8:10 晚餐（宁卧庄宾馆 8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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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分会场 寒旱区资源可持续利用 专题（情报中心 8 楼会议室） 

主持：钟方雷、李平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单位 

14:00-14:15 赵雪雁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与选择偏好 西北师范大学 

14:15-14:30 邓晓红 青藏高原东缘县域尺度生态综合补偿研究 兰州大学 

14:30-14:42 李  洁 西藏自治区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探索 西北师范大学 

14:42-14:54 李  花 生态补偿政策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社会脆弱性的影响 西北师范大学 

14:54-15:06 刘文浩 2010-2019 年山地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热点主题分析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5:06-15:18 王伟军 社会资本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策略选择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西北师范大学 

15:18-15:30 杨安乐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祁连山国家公园净初级生产力贡献的定量分析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5:30-15:42 孙振亓 青藏高原典型流域水资源可持续性协同对比分析——基于冰川水资源服务视角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5:42-16:00 茶歇 

主持：赵雪雁、宋晓谕 

16:00-16:15 王世金 中国冰雪旅游与乡村振兴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6:15-16:30 钟方雷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下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反弹效应研究 兰州大学 

16:30-16:42 吴  娜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转化效率测度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 

16:42-16:54 王鹏龙 水资源承载力视角下的黑河流域乡镇初始水权分配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6:54-17:06 潘  翔 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系统质量响应 西北师范大学 

17:06-17:18 靳军宝 中国高层次科技人才迁移空间格局及其网络结构特征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7:18-17:30 窦文康 中国滑雪场可达性及市场潜力测度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7:30-17:42 王  蓉 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评价及其驱动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 西北师范大学 

17:42-17:54 李玉辰 祁连山国家公园植被时空变化及对人类活动的响应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18:10 晚餐（宁卧庄宾馆 8 号楼） 

5 月 29 日 

9:00-12:00 参观西北研究院国家重点实验室及科技创新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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