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湖泊分会成立大会 

暨 2016年学术年会第二轮通知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湖泊分会成立大会暨 2016 年学术年会将于 2016 年 11 月 7-9 日在海口召

开。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学术年会主题——湖泊生态安全 

       

二、会议时间与地点  

  时间：2016 年 11 月 7 日至 9 日（6 日报到） 

地点：海南省海口市海南新燕泰大酒店（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五东路 18 号；电话：

0898-66250888） 

     

三、主要议程  

  2016 年 11 月 6 日   全天报到  

  2016 年 11 月 7 日  上午：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学术年会开幕式、大会特邀报告  

                    下午：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曾呈奎奖颁发暨历届获奖者报告 

2016 年 11 月 8 日全天   湖泊分会成立大会暨理事选举、主旨报告、学术交流 

2016 年 11 月 8 日 19:00-21:30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湖泊分会常务理事会暨《湖泊科学》编辑委员会会议 

2016 年 11 月 9 日上午   湖泊分会学术交流 

     

四、组织机构  

1. 主办单位: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2. 承办单位: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湖泊分会、《湖泊科学》编辑委员会  

 

  3. 学术委员会:  

  陈宜瑜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刘丛强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孟伟院士(中国环境科学院) 

曲久辉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郑绵平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 

王超院士(河海大学) 

陈发虎院士(兰州大学) 

夏军院士(武汉大学) 

杨志峰院士(北京师范大学) 

沈吉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4. 组织委员会：   

吴庆龙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谢平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吴丰昌研究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韩博平教授(暨南大学) 

王沛芳教授(河海大学) 

刘正文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张利民教授（南京师范大学） 

陈隽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刘永教授(北京大学) 

陈光杰教授(云南师范大学) 

陈敬安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李伟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李一平教授(河海大学) 

谢永宏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 

张恩楼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王圣瑞研究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杨柳燕教授(南京大学) 

金章东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张运林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王雨春教授级高工(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 

徐耀阳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朱立平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白军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黄真理教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郭劲松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研究院) 

毕永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王国祥教授（南京师范大学） 

吴浩云教授级高工(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 

杨州教授(南京师范大学)  

 

五、会议注册 

会议代表注册费为：1200 元/人，学生注册费为：800 元/人。请未注册的代表现场缴纳注

册费。已经将注册费汇至中国海洋湖沼学会账户的，报道时将领取发票。会务及发票由中国

海洋湖沼学会秘书处统一负责，有关具体事宜请登陆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官网

(http://csol.qdio.ac.cn)了解；湖泊分会只承担学术交流任务。 

 

六、食宿安排 

海南新燕泰大酒店（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五东路 18 号；电话：0898-66250888）为学术交流

会的主会场和参会人员的主酒店，海口金海岸罗顿大酒店（海口市美兰区人民大道 68 号，与

海岸路交汇处；电话：0898-66259888）为辅助酒店。 

会议统一安排食宿，食宿费自理。 

 

七、湖泊分会学术交流具体安排 

 

 2016年 11月 8日上午                      主持：吴庆龙研究员、韩博平教授 

 

8:00-8:30 Prof. Erik Jeppesen (Aarhus University, Denmark) 

Response of freshwater ecosystems to human-induced pressures in a future warmer world. 

 

(http:/csol.qdio.ac.cn


8:30-9:00 吴丰昌研究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金属水质基准与标准研究进展 

 

9:00-9:30 金章东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Dust contribution to lak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9:30-10:10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湖泊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选举 

 

10:10-10:30 茶歇 

 

10:30-10:50 

深水型湖库沉积物内源磷释放通量的定量估算与水体富营养化控制策略 

陈敬安（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10:50-11:10 

统计湖沼学(Statistical limnology)视角下湖泊精准评估与管理 

徐耀阳（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11:10-11:30 

我国湖泊水生态系统区域差异性和保护策略 

杨柳燕 (南京大学) 

  

11:30-11:50 

湖泊营养盐通量平衡的三维数值模拟研究 

刘永（北京大学） 

 

11:50-12:10 

对沉积物污染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工作探讨 

丁士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2016年 11月 8日下午                      主持人：吴丰昌研究员、张利民教授 

 

14:00-14:30 张运林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湖泊光学与水色遥感应用 

 

14:30-15:00 韩博平教授（暨南大学） 

浮游植物生态学的问题与挑战：基于功能性状的思考 

 

15:00-15:30 Prof. Jason D. Stockwell (University of Vermont, USA) 

Opportunities Across the Water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Networking in Limnology 

 

15:30-15:50 茶歇 

 

15:50-16:10  

城市水系规划与生态修复：以合肥滨湖新区为例 

成水平（同济大学） 



16:10-16:30 

波流共同作用下太湖底泥再悬浮机理野外观测 

李一平（河海大学） 

 

16:30-16:50 

Eutrophication drives extreme seasonal CO2 flux in lake ecosystems 

Ana M. Morales-Williams, Alan D. Wanamaker, Jr., Clayton J. Williams, and John A. Downing 

 

16:50-17:10 

晚冰期以来青藏高原东北部更尕海湖泊沉积记录的气候变化 

强明瑞（兰州大学） 

 

17:10-17:30 

安徽沿江湖泊越冬水鸟资源及其保护对策 

周立志（安徽大学） 

 

17:30-17:50 

水华蓝藻对浮游动物的影响 

陈非洲（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17:50-18:10 

生活方式决定丰富和稀有细菌群落对蓝藻水华动态的响应——以亚热带分层水库为例 

杨军（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2016年 11月 8日晚 19:00-21:30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湖泊分会常务理事会暨《湖泊科学》编辑委员会会议 

 

2016年 11月 9日上午                      主持人：张运林研究员、金章东研究员 

 

8:00-8:20 

三峡工程运行对鄱阳湖生态系统的影响 

陈宇炜，王晓龙（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8:20-8:40 

中等磷浓度下高氮浓度对沉水植物生长的影响 

王海军(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8:40-9:00 

近 40 年西藏那曲当惹雍错湖泊面积变化遥感分析 

拉巴卓玛（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气象研究所） 

 

9:00-9:20 

Climate and human induced 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 concentrations changes in Lake Hongze: 

Observations from Aqua/MODIS 

段洪涛（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9:20-9:40 

干旱区全新世湖泊沉积物 AMS14C 测年及碳库效应评估 

张家武 (兰州大学) 

 

9:40-10:00  

青藏高原纳木错沉积物地震剖面测量——ICDP 钻探项目预研究 

王君波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10:00-10:20 茶歇 

 

10:20-10:40 

改性魔芋葡甘聚糖负载铜缓释特性及对铜绿微囊藻的去除和围隔实验 

刘立明（三峡大学） 

 

10:40-11:00 

基于 HICO 高光谱影像的蓝藻水华识别研究——以太湖为例 

石亮亮，毛志华，张艺蔚（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11:00-11:20 

不同光照强度下大型溞生活史特征对微囊藻胁迫的响应 

汤恒星,杨州（南京师范大学） 

 

11:20-11:40 

荧光平面光极技术图像定量检测苦草的根际泌氧的研究 

姚磊,谢丽强,韩超(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11:40-12:00 

Variation of shoot size and C, N, P stoichiometry of four submersed macrophytes in two contrasting 

trophic lakes 

Wei Li, Te Cao(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Institute of Hydrobiology) 

 

八、 联系方式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湖泊分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李万春 13851471606  Email：jlakes@niglas.ac.cn 

杨柳 15850523089  Email：yangliu@niglas.ac.cn 

梅琴 13809049883  Email: meiqin@niglas.ac.cn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湖泊分会 

2016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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