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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能源安全基础设施：将科学付诸实践 
Infrastructures for water and energy security: putting science into 

practice 

在即将在韩国大邱召开的第七届世界水论坛期间，

IAHR 将与西班牙农业、食品与环境部（Spanish Gov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od and Environment）合作，

在 4 月 13 日午餐时段组织一场午餐边会（lunchtime 

Side Event）。这场边会将由 IAHR 副主席 Arthur Mynett

主持，讨论科学在解决水问题中的重要实践作用。如

果您计划参加本届水论坛，诚邀您参加这场边会。 

更多信息：http://eng.worldwaterforum7.org/program/program.asp?program_seq=627#1 

 

2016年第 8届国际分层流研讨会征集建议书 
Call for Proposals: 8th International Stratified Flow Symposium, 2016 

任何有兴趣支持这次会议的组织和个人请联系 IAHR 流体力学委员会主席

Mohamed Ghidaoui教授（ghidaoui@ust.hk）并提供一页纸的建议书（包含地址，

时间表，预算方案，可提供的赞助和支持）。 

建议书截止日期:2015 年的 3 月 31 日。IAHR 流体力学委员会将于 2015 年 6

月 28 日海牙 IAHR 大会期间进行筛选。 

 

IAHR青年专家网络新徽标发布 
IAHR Young Professionals Network now has a logo 

IAHR 青年专家网络（YPN）的新

徽标近日正式发布。随着青年专家网

络的日益壮大，该徽标将提升其认同

感并有助于所有 YPN 活动的开展，包

括即将在 36 届海牙 IAHR世界大会上

举办 YPN 活动。如果您正在策划一个 YPN 活动，请联系 Maria(office@iahr.org)

获取新徽标。同时在此欢迎我们最新成立葡萄牙青年专家网络！ 

更多信息：http://www.iahr.org/site/cms/contentviewarticle.asp?article=901 

mailto:office@iah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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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届 IAHR世界大会开放注册 

36th IAHR World Congress - Registration Open 

参会者可以通过以下链接注册参加 2015 在

海牙举办的第 36 届 IAHR 世界大会： 

http://www.iahr2015.info/register-here/，提前注

册截至日期为 2015 年 4 月 1 日。 

 

 

第 36届 IAHR世界大会—会前议程 
36th IAHR World Congress - Pre Congress Events 

--座谈会：“新的代尔夫特引水渠”，6 月 26 日星期五@代尔夫特三角洲研究中

心 

--短期课程：体验实验室技术@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代尔夫特三角洲研究中心 

--短期课程：海岸带管理@ UNESCO-IHE（水利和环境工程教育研究所） 

--两日课程：海岸带的地下水@ UNESCO-IHE（水利和环境工程教育研究所） 

--短期课程：LES(大涡模拟)在环境水力学中的应用@ TUDelft（代尔夫特理工大

学） 

--研讨会：植被地貌动力学 

更多信息：http://www.iahr2015.info/congress-events/post-congress-events/ 
 

 

 

IAHR 第36届世界大会“三角洲的未来（以及上游发生了什么）”   

36th IAHR World Congress “Deltas of the future (and what happens upstream)” 

2015年6月28-7月3日, 海牙, 代尔夫特, 荷兰       

更多信息：http://www.iahr2015.info/              会议注册现已开放 

 

2015世界水电大会 

2015 IHA World Hydropower Congress 

2015年5月19-21日，北京，中国 

更多信息：http://www.hydropower.org/congress/home 

 

 

 

会议通知                                              Events 

http://www.iahr2015.info/register-here/
http://www.hydropower.org/congress/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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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默兹河流域水文模型研讨会 

2nd Symposium on the hydrological modeling of the Meuse basin 

2015年4月2日，列日，比利时 

更多信息： 

http://www.iahr.org/uploadedfiles/userfiles/files/2ndSymposiumHydrologicalModellingMeuseBa

sin_2015-04-02_v2(1).pdf 

 

第11届生态水力学国际研讨会 

11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cohydraulics 

2016年2月8-12日，墨尔本，澳大利亚            摘要提交：2015年4月25日 

更多信息：http://ise2016.org/ 

 

第四届 IAHR 欧洲大会 

4th IAHR Europe Congress 

2016年6月27-29日，列日，比利时            主题研讨会提案截止日期：2015年5月15日 

更多信息：http://www.iahr2016.ulg.ac.be/ 

 

水与环境（DHI）学会系列课程-4月 

THE ACADEMY by DHI, April 

WEST - 废水处理厂的模型介绍 2015年4月2-3日，土耳其 

WEST - Introduction to the modelling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洪水风险管理 - 如何预防和管理洪水 2015年4月7日，印度 

FLOOD RISK MANAGEMENT - How to prepare for and manage floods 

FEFLOW/FePEST - 模型校核、不确定性分析和预测分析方法介绍 2015年4月8-10日，加拿大 

FEFLOW/FePEST-Introduction to model calibration, uncertainty analysis and predictive analysis 

MIKE FLOOD - 管道、渠道和水面综合模型 2015年4月22-24日，印度 

MIKE FLOOD - Integrated pipes, channels and surface modelling 

灾害风险管理 – 气候相关灾害和风险分析的过程和方法 2015年4月27-28日，菲律宾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 Processes and methods for climate related hazard and risk 

analysis 

更多信息：http://www.theacademybydhi.com/courses-and-events-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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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h 2015 

http://www.iahr.net/sit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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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中国三峡工程（连载五） 

——三峡工程世界之最 

（摘自 IAHR期刊《Hydrolink》2014年第2期） 

1．三峡水库总库容 393 亿立方米，防洪库容 221.5 亿立方米，水库调洪可

消减洪峰流量达每秒 2.7-3.3 万立方米，能有效控制长江上游洪水，保护长江中

下游荆江地区 1500 万人口、2300 万亩土地，是世界上防洪效益最为显著的水利

工程。   

2．三峡水电站总装机 1820 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 846.8 亿千瓦时，是世界

上最大的电站。 

3．三峡大坝坝轴线全长 2309.47 米，泄流坝段长 483 米，26 台 70 万千瓦水

电站机组，双线 5 级船闸＋升船机，无论单项、总体都是世界上建筑规模最大的

水利工程。 

4．三峡工程主体建筑物土石方挖填量约 1.34 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量 2794

万立方米，钢筋制安 46.30 万吨，金结制安 25.65 万吨，是世界上工程量最大的

水利工程。 

5．三峡工程 2000 年混凝土浇筑量为 548.17 万立方米，月浇筑量最高达 55

万立方米，创造了混凝土浇筑的世界记录，是世界上施工难度最大的水利工程。 

6．三峡工程截流流量 9010 立方米/秒，施工导流最大洪峰流量 79000 立方

米/秒，是施工期流量最大的水利工程。 

7．三峡工程泄洪闸最大泄洪能力 10.25 万立方米/秒，是世界上泄洪能力最

大的泄洪闸。 

8．三峡工程的双线五级、总水头 113 米的船闸，是世界上级数最多、总水

头最高的内河船闸。 

9．三峡工程升船机的有效尺寸为 120×18×3.5 米，最大升程 113 米，船箱

带水重量达 11800 吨，过船吨位 3000 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难度最高的升船

机。 

10．三峡工程水库动态移民最终可达 113 万，是世界上水库移民最多、工作

也最为艰巨的移民建设工程。 

（连载完结） 

  佳作介绍                                     Recently 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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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的用水模式 

（摘自新华社中国金融信息网） 

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是美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多的州，作为美

国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地，加州的用水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加州今年面临严重旱情，

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州政府和有关部门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尽管目前加州

抗旱效果如何有待观察，但其应对严重旱情的办法对我国今后合理利用水资源仍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加州混合水权体系管理既有灵活性也存在弊端 

2012 年，加州农产品收入 447 亿美元，占美国农产品总收入的 11%。美国

出产蔬菜的 1/3、水果和坚果的 2/3 产自加州。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和加州法律，

加州的水不属于任何个人、团体、商业机构和政府机构。只有通过政府有关部门

的合法登记、颁发许可证和用水执照，个人、团体和商业机构才能够使用适量的

水。 

加州的水权体系是混合滨岸权与优先占用权的混合体系，因此较为复杂。拥

有滨岸权的用水户无需再获得许可证，但不能改变水流或将水储存至旱季使用。

如果一块地被拆分成小块卖掉，只有最小的那一块地拥有滨岸权，其他地块即使

被重新买回，也不能再拥有水权。1849 年前后加州淘金热导致的水权之争促使

加州诞生了类似于后来优先占用权的做法：谁先使用，谁就拥有水权，后使用者

必须从占用者手里购买水权。因此，从 1850 年加州加入联邦时起，就采用了有

关滨岸权的法律，次年又采用了关于优先占用权的法律。 

20 世纪初，在城市兴起、农业发展加快的背景下，由于采用了两种水权体

系，洛杉矶等地也曾为农业用水权利发生过激烈冲突，加州有关水权的立法开始

不断补充完善。1914 年，加州颁布了有关水资源的基本法律，为水权许可证制

度奠定了基础，同时规定如果两种水权发生冲突，滨岸权优先。20 世纪 60 年代，

继地表水的水权法规逐步完善之后，地下水的有关法规也开始建立。 

根据加州法律规定，购买水权后可用于生活，也可用于盈利性活动，如工业、

农业、水力发电、饲养牲畜，近年来还补充规定可以用于动植物保护和休闲设施

等。 

加州负责颁发用水许可证的是州水资源控制局的水权处。加州地表水因按滨

岸权、优先占用权等划分，使用权限较复杂，有些水资源的水权按规定属于某个



IAHR 中国分会简讯                                                2015 年第 3 期 

7 
www.iahr.org                                           www.iahr.org.cn 

原始社会群体，有的属于联邦政府。1914 年加州第一部水法执行前开始用水的

和之后开始用水的，也分别有不同规定。 

水权证通常规定水量、条件、水设施建设时间等。水权处通常会综合考虑该

地区的水资源保护和使用情况，然后才给申请者颁发水权许可证。申请者在提出

申请引用某一段地表水时需说明水的来源、地点、用途、节引点、用量等。如果

用水量大可能影响周边生态环境，还需环保部门进行评估和批准。水权处在批准

颁发水权许可证之前会进行公示，欢迎任何人提出意见，如果有人提出意见，申

请者必须做出回应。如果有人抗议给申请者颁发许可证，水权处将进行协调，通

过双方商议、专家评估、听证审议等形式解决纠纷，最终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可以

颁发许可证。申请者获得许可证后，必须在两年内动工。 

从外州流入加州的科罗拉多河是南加州的重要水源。科罗拉多河等河水和属

于联邦土地的中央谷地用水的使用权由联邦内政部垦务局批准。 

加州打井使用地下水不需要特殊的许可证，但政府有权制止浪费地下水、破

坏生态的行为。与此同时，地下水抽取和使用必须符合各地方政府部门的管理规

定。例如，1975 年，加州最高法院通过法律禁止过度抽取地下水，规定如果一

个地方的地下水抽取超过了安全水位，就必须停止取水。南加州的一些郡还规定，

如果每年抽取地下水量超过 25 英亩英尺（每英亩面积上一英尺的水，约 32.5851

万加仑），必须向有关政府部门报告。 

尽管联邦政府、加州政府对大的水资源项目进行管理，但上千个地方政府部

门、水务公司和其他组织也在水资源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据了解，加州仅负责

把地表水输送到农田公司的就有几百个。由于各城镇的地方政府又对水资源管理

做出了很多具体规定，因此有很大的、因地制宜的灵活性，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较

难协调的弊端。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决各种冲突与纠纷的过程中，公众利益被放在首位，而

司法制度则是最终解决方案。遇到问题后，有关部门、司法机构会首先考虑多数

人的利益，同时通过公开、透明、合法的手段进行解决。 

水权交易及节水灌溉等抗旱措施仍无法完全满足加州农业用水需求 

由于各地水资源不平衡，水价也存在很大差别。加州目前农业用水价格最高

达到 1300 美元每英亩英尺。但是在节水和灌溉设施较好的南圣照坤灌溉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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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亩英尺水只要 6 美元。该地区有几个水库蓄水。由于采用了先进的根据土壤湿

度自动控制的灌溉技术，农户还可以通过手机提前一天订水。 

水资源天然分配的不同、水利设施差异和水价差异，使加州的水权交易具备

市场条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州陆续通过了一些与水权流转有关的法规，

建立了一些水银行，对于缺水区与丰水区之间的水资源调配起到了一定作用。但

是，在严重干旱、各地水资源均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仍有地区出现农民付了全年

的水钱最后却得不到水的情况。 

今年加州农业面临严重干旱的影响。作为主要水源的北部山区雪水减少了

71%，因持续干旱加州州长布朗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据了解，目前加州的地

表蓄水量只有正常年份的一半，有些地区的地下水水位也已经下降了100英尺(约

30 米)。由于加州工业用水只占用水总量的 6%，生活用水占 14%，农业用水约

占 80%，旱情对加州的农业生产影响最大。 

加州共有 800 万英亩农田依靠联邦或州提供的灌溉用水。由于干旱，垦务局

掌控的水资源供水减少，已于 2 月宣布今年不向中央谷地提供灌溉用水，该地区

只能依靠抽取地下水和自有蓄水。 

根据旱涝年份不同，加州地下水在供水应量中大约占 30%-60%。旱情导致

地下水抽取速度过快，水位下降，已经引起了生态环境改变方面的担忧。 

加州采取多项措施应对农业用水不足的问题 

农业用水减少的情况实际上从 1975 年起就已经受到一定重视，政府已逐步

采取多种抗旱措施，遗憾的是，尽管如此，似乎仍无法根本缓解加州水资源减少

的状况。 

首先，加州正在逐步改变农作物结构，提倡种植节水、高产值作物，如木本

作物、蔬菜、番茄等，减少相对耗水、产值相对较低的谷物、玉米、棉花和苜蓿

等大田作物的种植。 

其次，加州利用科技优势，对水资源分布和使用进行密切检测。例如，由加

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加州水资源部共同安装和维护的“加州灌溉管理信息系统”，

通过天气、土壤湿度等数据进行分析，为调控提供参考。加州科技监控水资源的

手段很多，从天上的卫星到地里的湿度测控仪，从大数据分析系统到农户手机订

水，为合理利用水资源提供了先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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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州注重发展节水设施，农田根据需水量不同很多采用了滴灌和喷灌

技术。 

第四，加州注重水资源的综合管理，在大旱之年依然不忘修建水库、水坝，

有效防止局部地区洪灾和水资源污染，积极研究地下水补充、污水处理、水资源

循环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 

从加州目前情况看，由于农业用水量所占比重大，通过提高灌溉效率、城市

和工业污水处理回收等都不可能从根本上缓解加州农业灌溉严重缺水的状况。未

来加州农业很可能面临如下情况：一是种植面积大规模减少；二是水价提高导致

农产品成本增加，价格提高；三是一些农户因无法解决水资源问题而放弃经营。 

更多信息：http://world.xinhua08.com/a/20141216/1426381.shtml 

 

助理研究员岗位招聘—德国柏林 

UWI 是一个有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参加的“城市水界面”（urban water 

interfaces）研究项目。城市水界面在城市水循环中有着重要作用，通过界面的过

程和流量非常复杂，而我们目前对界面的理解尚不充分。理解天然的和人工的水

界面的作用，需要用比通常情况下更广泛的综合性框架，以及跨学科的方法。项

目将研发整合实证研究、实验（实验室和野外考察）和模型（概念和数量）的创

新方法，以描述不同空间和时间尺度、以及跨尺度的城市水系统中的主要界面过

程。 

该团队目前有 13 个岗位需求，申请者需具有博士学历。  

更多信息：http://www.iahr.org/site/cms/newsarticle.asp?chapter=47&nid=609 

 

加拿大蒙特利尔工学院招聘土木工程教授 

加拿大蒙特利尔工学院（（Polytechnique Montreal）土木工程系拟招聘水力

学方向教授，申请者需对以下一个或多个领域有特别的兴趣：流域尺度的水文学，

城市水文学，资源管理（特别与水资源保护、可持续管理和开发以及气候变化影

响相关），城市水力学，海洋水力学，河流水力学，环境水力学。申请截至日期

为 2015 年 5 月 8 日。 

更多信息：http://www.iahr.org/site/cms/newsarticle.asp?chapter=47&nid=605 

  工作及奖学金项目                              Jobs &Scholarships 

http://world.xinhua08.com/a/20141216/1426381.shtml
http://www.iahr.org/site/cms/newsarticle.asp?chapter=47&nid=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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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世界洪水的新工具 

全球沟渠洪水风险分析仪（The Aqueduct Global Flood Risk Analyzer）已于

近日在线发布，它能够追踪记录世界上每个国家、地区以及河流因洪水导致的潜

在 GDP 亏损、受影响的人口和城市损失。该分析仪是由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组

队，与荷兰的代尔夫特三角洲研究中心、阿姆斯特丹 VU 大学、乌特勒支大学和

荷兰环境评估局共同开发的。 

更多信息：http://www.deltares.nl/en/news/news-item/item/19670/global-flood-risks-mapped-out 

 

ISO14001 修订进入最后阶段 

凭借 2014 年年底投票中 92%的惊人通过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标准最新草案现已进入

国际标准最终草案阶段，即 ISO 标准修订过程的

下一阶段。每三到五年，所有的 ISO 标准都会接

受一次评审，以确保其适用性和与时俱进。在采

访中，ISO 负责评审 ISO14001 的分委员会主席安妮·玛丽·沃利斯（Anne-Marie 

Warris）博士对主要修改和接下来的步骤进行了解析，称“ISO14001 是一个至关

重要的环境标准”，“标准将关注所有的环境问题，包括水、大气、气候、土壤等，

并要求对这些问题做出整体思考。” 

本次修订是 ISO14001 标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步，相较于先前版本有很多

改进之处。这些变化基于委员会进行的用户调查，该调查获得了 110 个国家的

5000 多份回应。新版标准将更加关注以下方面：战略环境管理、领导力、保护

环境、环境绩效、生命周期理念。 

ISO14001新版本预计将于2015年年底发布。 

更多信息：http://www.iso.org/iso/home/news_index/news_archive/news.htm?refid=Ref1928 

 

 

 

 

  国际水事摘要                                         Droplets 

http://www.iso.org/iso/home/news_index/news_archive/news.htm?refid=Ref1928
http://www.iso.org/iso/home/news_index/news_archive/news.htm?refid=Ref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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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的水资源将面临耗尽风险 

 

泛欧洲干旱风险图：量化干旱指数和干旱影响之间的关系 

欧洲的干旱灾害对跨区域的环境和社会经济造成了诸多影响，相关领域包括

农业、能源生产、公共水源供给和水质。尽管这一自然灾害的影响程度不言而喻，

但对泛欧洲干旱影响的观测还没有与最重要的气象驱动进行定量关联，以便在欧

洲大陆绘制大尺度干旱风险图。欧洲干旱风险图项目定量评估干旱影响发生的可

能性；并在欧洲四个大区域内将此可能性作为标准降雨蒸腾指数的函数，使用逻

辑回归方法生成模型，模型可以在特定指标等级下，对干旱影响出现的特定因素

进行量化。对于最严重的干旱情景，此图显示出欧洲沿海地区中的“水质”、西

地中海欧洲地区中的“农业及畜牧业”以及欧洲沿海地区的“能源及工业”为三

个高风险影响要素。不过干旱对“公共水源供给”的影响被估计为低风险。项目

工作显示，对欧洲北部与东南部的建模与制图需要更多有关影响的数据库。项目

结果图可成为干旱风险管理的基本组成部分，以便在大尺度上提高抗灾能力。 

更多信息: 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10/1/014008 

 

  

圣保罗的水资源形势严峻，这个南

美洲最大的城市可能在今年 6 月份面临

水资源耗尽的风险。 

Climate.Gov 报道称，这一地区正在

经历8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至2月中旬，

为圣保罗都会区和 2000 万居民供水的

水库只剩 8.9%的水量，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低水平。 

美联社 1 月份的报道认为，可能出现最大的问题是康达雷拉的供水系统。这

一供水系统是 6 个水库中最大的，为居住在圣保罗城区近三分之一的居民提供用

水。圣保罗大学水利工程与环境系主任 Mario Thadeu Leme de Barros 指出， “如

果缺少降雨，干旱天气持续，有效的需求管理技术不能建立，供水短缺状况将更

加严峻”。 

更多信息：http://www.care2.com/causes/sao-paulo-could-run-out-of-water-by-june.html 

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10/1/01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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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勒大学研究员称发现首份证据证明中国北方气候变化可追溯于数

千年前 

贝勒大学一名地质学家与一个国际研究团队采用一项相对较新的科学测定

技术，称首次证实了中国北方地区 4200 年前发生了一次显著气候变化，影响到

该地区的植被并导致该地区发生人口大规模迁离。 

该大学文理学院地质学教授史蒂夫·福尔曼（Steve Forman）博士与合作研究

人员采用了一项称作光释光法（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的年代测定

技术，发现了关于中国浑善达克沙地（Hunshandake Sandy Lands）淡水湖系统降

水锐减的首份证据。这一极端气候变化影响造成了区域干旱，土地荒漠化，并导

致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大规模迁移。该研究发现发表在 2015 年 1 月出版

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可在线阅读。 

“凭借我们独特的科研实力，我们敢断言，急剧的气候变化显著改变了该地

区的降水，虽然要了解这种改变所发生的原因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福尔曼表示。 

在 2001 至 2014 年间，研究人员调查了整个浑善达克沙地的沉积剖面，得出

的结论是季风系统所发生的一次不可逆转的突变造成了浑善达克沙地的陡然干

旱，并对人口造成了一系列影响。水流的中断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人类活动并且

限制了该地区的用水。气候突变可能对浑善达克沙地畜牧和农业文明造成了灾难

性的后果。 

这次气候变化以及浑善达克沙地的干旱如今仍对当地人群造有着不利影响。

浑善达克沙地至今依然干旱，即使投入大规模的修复工作也不可能使其重新长出

茂密的植被。“这项研究对于了解人类如何响应并且适应显著气候变化具有深远

意义，”福尔曼表示。 

更多信息：http://www.baylor.edu/mediacommunications/news.php?action=story&story=152138 

 

 

http://www.baylor.edu/mediacommunications/news.php?action=story&story=152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