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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HR 第 36 届世界大会论文摘要征集

IAHR 36th World Congress - call for abstracts

大会征集与水环境工程及研究相关的

所有领域的论文摘要，请至大会网站点击

Congress themes with subthemes 提交论

文。

所有被接受以及汇报的论文（口头或书面）都将作为摘要集出版印刷在大会

议程中，带有 ISSN 号的电子版论文全文将存储在 U盘中，高质量论文同时将被

推荐至国际 SCI/EI 杂志发表。

论文摘要提交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30 日。

更多信息：http://www.iahr2015.info/call-for-papers/

“污染物对水环境的影响”-IAHR2015年世界大会论文征集

"Impacts of pollutants on the water environment" - submit a paper to

IAHR World Congress 2015

IAHR 原油泄漏模拟工作组邀请向 IAHR2015 年世界大会“污染物对水环境的

影响”主题（主题 2C）“原油泄漏模拟”方向（及其他相关方向）提交稿件。

本工作组将在大会上召开多个关于原油泄漏以及其他相关方向的学术讨论

会，同时邀请入选论文的作者提交更为详细的论文版本，刊登至 IAHR 杂志专刊。

更多信息：http://www.iahr2015.info/programme/themes/

《水力学研究杂志》影响因子升高 30%达 1.347

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h IF increased by 30% to 1.347

《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h》的编辑为 Vladimir Nikora 教授，该

IAHR新闻 NEWSIAHR新闻 NEWS

http://www.iahr2015.info/call-for-papers/
http://www.iah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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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的影响因子从 1.037 提高到 1.347，升高了 30%，在工程、土木类的 124 个

期刊中排名第 36 位，在水资源类的 79 个期刊中排名第 34 位。

更多信息：http://www.iahr.org/site/cms/contentCategoryView.asp?category=250

2014年第 11届世界水信息会议

Happening now - Hydroinformatics 2014

2014 年第 11 届世界水信息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17-21 日在美国纽约召开，

会议主题包括与水信息有关的基于物理

机制的模型方法研究，数据驱动的建模、

软计算和模型优化，遥感、数字和传感技

术，预警系统和减灾措施，实时控制和决

策支持系统，气候变化影响，知识和数据管理以及模型交互操作性，教育、公众

意识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

水力试验室遗迹---一道独特的风景

Unique - Hydraulic Laboratory Ruins

右侧图片展示了原本位于露天森林中的

代尔夫特水力试验室。Waterloopkundig

Laboratorium(WL)的水力工程师们在这片森

林中建立了无数的物理模型。随着数值模拟

技术的发展，试验室逐渐被废弃，回归自然。

http://www.iahr.net


IAHR中国分会简讯 2014年第08期

4
www.iahr.org www.iahr.org.cn

IAHR 第36届世界大会

36th IAHR World Congress

2015年6月28-7月3日，海牙，代尔夫特， 荷兰 摘要截止日期：2014年9月30日

更多信息：http://www.iahr2015.info/

IAHR第19届亚太地区大会

IAHR 19th Congress of the Asia & Pacific Division

2014年9月21-24日，河内，越南 注册已开通！

更多信息：http://iahr-apd2014.wru.edu.vn/

IAHR第5届国际青年学者及工程师水工建筑讨论会

5th IAHR International Junior Researcher and Engineer Workshop on Hydraulic Structures

(IJREWHS)

2014年8月28-30日， 斯帕，比利时

更多信息：http://www.hach.ulg.ac.be/cms/en/ijrewhs/home

2014年河川会议

River Flow 2014

2014年9月3-5日， 洛桑，瑞士 注册已开通！

更多信息：http://riverflow2014.epfl.ch/

第13届城市排水国际研讨会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Drainage (ICUD 2014)
2014年9月7日-11日，沙捞越，马来西亚

更多信息：http://archives.informz.net/clients/IAHR/archives/archive_3391420.html

IAHR第7届国际地下水研讨会

7th IAHR International Groundwater Symposium

2014年9月22-24日， 佩鲁贾，意大利

更多信息：

http://iahr.informz.net/z/cjUucD9taT0zNTc4NDE1JnA9MSZ1PTAmbGk9MjEwMzU1MTY/index.ht

ml

第27届水力机械与系统研讨会

27th IAHR Symposium on Hydraulic Machinery and Systems
2014年9月22-26日，蒙特利尔，加拿大

会议通知 Events

http://iahr-apd2014.wru.edu.vn/
http://iahr.informz.net/z/cjUucD9taT0zMzkxNDIwJnA9MSZ1PTAmbGk9MTk1MzA4NTk/index.html
http://icopmas.pmo.ir/en/pages/
http://iahr.informz.net/z/cjUucD9taT0zMzkxNDIwJnA9MSZ1PTAmbGk9MTk1MzA4NjE/index.html
http://iahr.informz.net/z/cjUucD9taT0zMzkxNDIwJnA9MSZ1PTAmbGk9MTk1MzA4NjI/index.html
http://www.iah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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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http://www.iahrmontreal2014.org/

IAHR Gerhard Jirka 夏季学校

IAHR Gerhard Jirka Summer School

2014年12月14-20日，香港

联系人：Mohamed Ghidaoui

第27届国际水信息学大会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ydroinformatics
2016年8月21-25日，松岛，仁川 韩国

更多信息：待更新。

第20届 IAHR 亚太地区大会

IAHR 20th Congress of the Asia & Pacific Division
2016年8月29-31日， 斯里兰卡

更多信息：待更新

更多会议信息请登录 http://www.iahr.net/site/index.html查询

以上信息编译自 IAHR newsflash
From NEWSFLASH August 2014

IAHR 期刊《国际江河流域管理》2014 年第 2 期，第 12卷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iver Basin Management

主编 : Prof. Michaela Bray, Cardiff University, UK

副主编 : Prof. Roger Falconer, Cardiff University, UK

主要内容：

Ecohydraulics – a bridge discipline between the hydraulics and the ecology of watersheds

Helmut Mader & Julia Kraml

佳作介绍 Recently Published

mailto:ghidaoui@ust.hk
http://www.iahr.net/site/index.html
http://www.iah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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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apers

Beyond average velocity: modelling velocity distributions in partially filled culverts to support fish passage

guidelines

Shawn P. Clark, Jonathan S. Toews & Rob Tkach

Overcoming the challenges of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environmental flows through science–management

partnerships

J. Angus Webb, Kimberly A. Miller, Siobhan C. de Little & Michael J. Stewardson

Modelling of nutrient dynamics and vegetation succession in midstream sediment bars of a regulated river

Takashi Asaeda & MD H. Rashid

Challenges to barbel population resilience due to hydrological alteration

Carolina Gallo, Carlos Alonso & Diego García de Jalón

A cost-effective approach to predict dynamic variation of mesohabitats at the river scale in Norwegian

systems

Roser Casas-Mulet, Knut Alfredsen & Ana García-Escudero Uribe

更多信息：

http://www.iahr.org/site/cms/contentCategoryView.asp?category=251#.U18RF7eKAdV

Gen4Wave 项目职位招聘

由 Ghent 大学和 Leuven 大学共同参与的 Gen4Wave 项目框架研究将在比利时

奥斯坦德（Oostende）Greenbridge 科技园进行，该项目在新的沿海和海洋流域

研究方向有岗位空缺。

空缺岗位1：设计工程师

设计工程师将协助团队进行 COB（海岸和海洋流域，Coastal and Ocean

Basin）的设计和建设。涵盖与波浪水槽相关的所有设计工作，例如洋流发生器

的水力学特性，造波机特性，数据获得和测量系统，引桥、车间组织等。岗位为

全职，聘用期为一年。

申请者条件：

 学位：工科优先（土木或机械专业）

 具有海岸或近海工程专业基础优先

工作及奖学金项目 Jobs &Scholarships

http://www.iah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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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或荷兰语（或者乐意在短期内学习荷兰语）

 具有实验模型经验者优先

 灵活

 有责任心

 有团队意识

空缺岗位2：波浪水槽高级工程师

波浪水槽高级工程师将管理设计团队对 COB 的设计和建设，COB 开工后即上

岗工作。工作范围包括与波浪水槽设计相关的所有方向。其后，候选者将建立并

实施研究设备使用的技术测试程序以及质量和安全程序。候选者应具备扎实的实

验模型测试设计及实施专业知识，能高效运行 COB。岗位为全职，聘用期为一年，

聘用期满后根据岗位业绩可延长聘用期。

申请者条件：

 学位：相关专业工科或理科博士（或同等学位）

 英语或荷兰语（或者乐意在短期内学习荷兰语）

 具有实验模型经验者优先

 对波浪水槽研究具有强烈的积极性

 能有条理地解决问题

 卓越的英语沟通能力（口头和书面）

 与本研究团队及（潜在）客户能高效沟通

 灵活

 有责任心

 有团队意识

更多信息：http://www.iahr.org/site/cms/newsarticle.asp?chapter=47&nid=488

http://www.iah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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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曼尼托巴省（Manitoba）招聘地下水工程助理教授/副教授

Manitoba 大学土木工程系招聘助理教授或副教授，预期开始工作时间为

2015年1月1日，聘用期为5年。

申请者需具备的条件：（1）本科专业为土木工程，博士研究生专业为地下

水工程或相关领域；（2）具有 Manitoba 专业工程师和地球科学家联盟注册专业

工程师资格；（3）能进行本科和硕士教学；（4）能建立由外部资助并能持续进

行的科研项目；（5）具备良好的沟通交流与领导才能。

能填补土木工程系研究空白的申请者优先，在以下领域进行过研究并发表过

一篇或多篇论文的申请者优先：地下水动力和水文地质过程模拟，地下水污染物

运移，低温地热能源，含水层贮存、补给和修复，地下流体注水，气候变化对环

境的影响。

更多信息：http://www.iahr.org/site/cms/newsarticle.asp?chapter=47&nid=498

新西兰一名博士岗位空缺

招收一名跨潮间带海滨平台海浪变换方向的博士生。目前对于波能如何在海

滨平台上耗能以及海浪如何在海滨平台上变换的研究相对较少。该项目也涉及到

海浪侵蚀沿海礁石等问题。项目经费可以支撑外业工作，并且已经具备了必要的

装备。外业工作地点为新西兰，如果未来有延续资金资助，也可能在其他地点进

行外业工作。

更多信息：http://www.iahr.org/site/cms/newsarticle.asp?chapter=47&nid=497

《京都世界水奖》申请工作开始

世界水理事会和日本水论坛邀请发展中国家的涉水基层组织向第四届京都

世界水奖提交申请，申请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30 日。

该奖项是在 2003 年第三届世界水论坛上由京都市首次提出，此后在每三年

的世界水论坛上颁发，主要颁发给在水资源领域有杰出贡献的基层组织，包括与

水相关的工程、宣传活动以及促进公众参与的各种活动等。

http://www.iahr.org/site/cms/newsarticle.asp?chapter=47&nid=498
http://www.iahr.org/site/cms/newsarticle.asp?chapter=47&nid=497
http://www.iah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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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京都世界水奖重点关注具有创新性和推广性的组织活动，同时也考虑该

奖项资助项目的内容，包括解决问题的程度、成本-效益、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

该奖项金额为 200 万日元(约合 2万美元)，将在大邱-庆北第七届世界水论坛期

间颁发。

更多信息：

http://www.worldwatercouncil.org/forum/water-prizes/kyoto-world-water-grand-prize/

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ICSU ）2015 年资助项目启动

该资助项目由 ICSU 科学规划及审查委

员会审查后正式实施，重点关注创新和跨学

科活动。提案需要由ICSU科学联盟牵头实施，

鼓励 ICSU 联盟的其他成员组织（科学联盟、

跨学科团体、联合计划、ICSU 地区办事处、国家科学成员、国际或国家科学联

盟）作为正式支撑申请成员积极参与。申请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1 日。（IAHR

为 ICSU 的科学团体一员）

更多信息：http://www.icsu.org/news-centre/news/icsu-grants-programme-open-for-applications

波兰计划行经俄罗斯修建一条新运河

波兰计划耗资 1.67 亿英镑兴建一条新运河，

将位于该国东北部的维斯图拉潟湖与波罗的海连

接起来。目前，从维斯图拉潟湖及其附近的埃尔

布隆格港口出发的所有海上运输船只，都得行经

俄罗斯水域才能进入波罗的海。一旦运河建成，

即可在阻隔维斯图拉潟湖和波罗的海的狭长陆地

打开缺口，届时船只入海无需经由俄罗斯水域。

http://www.iah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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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poland/11024452/Poland-plans-new-cana

l-to-by-pass-Russia.html

荷兰 Veessen 和 Wapenveld 之间的高水位航道进行比例尺模拟测试

为 保 护 荷 兰 代 芬 特 尔

（Deventer）、祖特芬（Zutphen）两

个城市以及 Ijssel 河周边村落免受

洪水威胁，荷兰正在 Veessen 和

Wapenveld 之间修建一条 8km 长的高

水位航道，该河渠将在秋季动工，建

成后最多调走 Ijssel 河 45%的水量。目前正在 Deltares 对河渠进水口进行比例

尺模拟测试。

更多信息：

http://www.deltares.nl/en/news/news-item/item/17868/scale-tests-for-veessen-wapenveld-high

-water-channel

海平面上升的影响：社区参与交互可视化

计算机可视化是欧盟沿海社区 2150（Coastal Communities 2150, CC2150）

INTERREG 项目的一部分，可为海

平面上升影响的社区参与提供帮

助。

（1）Seaford 和 Newhaven 两

个沿海城镇和英国 East Sussex 的

Ouse 河下游流域之间的交互可视

化，可以模拟不同海平面条件下两

地的实时交互。

（2）交互式通用海岸线管理模块使得用户可以研究特定地点在不同海平面

http://www.iah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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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情景下（低情景：升高 1m；中情景：升高 2.5m；高情景：升高 5m）不同

的应对策略（维持现状；无积极干预；管理重组；积极应对）的影响。不同情景

及其结果的设定不在于给出具体的结果，而在于促进各方积极应对海平面上升。

该模块可以在线浏览或使用，也可以下载使用。

详情请点击以下链接：http://www.fusiongfx.com/EA/

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

2014 年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的主题是“水与能源”。这与前两届的主题“水

与粮食安全”和“水合作”的主题一脉相承。水是发展的关键资源，水领域要与

关键的涉水部门联合协调，才能妥善管理这一资源。需要与粮食安全和能源领域

进行实际的积极互动，而不仅仅是口头空谈。因此，本次世界水周仍将 “水、

能源与粮食安全的纽带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并号召粮食安全与能源领域

的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会。

在任何社会中，水与能源都具密切联系。然而我们发现这两个领域在制度、

技术和经济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对称。能源行业大部分已市场化，通常由大型私有

企业在国际、地区或国家市场上运营。而水行业大部分由小型公共事业单位运行，

市场由地方市政管理。能源效率是能源行业发展的驱动力。为了延缓未来气候变

化的挑战，我们正不断降低单位能耗，提高能源效率。而相反，水行业仍然存在

普遍的低效用水或过度用水，尽管情况已有所缓解。促进科技进步的动力不足。

与水不同，在制造业中能源是生产成本的一个主要部分。能源有市场定价，而且

消费者对能源价格也有很强的意识。而在水行业，多以边际成本或成本回收定价，

消费者对水价的意识不高。2015 年，水周的活动将继续针对 “水与发展”这一

主题，这一年，国际社会也将针对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制定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s)，并将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COP21)上对新的气候变化协议进行

协商。

http://www.fusiongfx.com/EA/
http://www.iah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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