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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总结 

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 



    2011年，国际泥沙中心紧密围绕“促进世界
各国在地表侵蚀与河流泥沙领域的科学研究、
信息交流与技术合作、培训专门人才，为合理
利用水土资源、防治土壤侵蚀、保护生态环境
等提供技术咨询”的宗旨和任务以及形成的
“两会、一班、三处、两奖、两刊、一库、四
网”的工作格局，着眼长远、面向世界、团结
一致、无私奉献、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发挥
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很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继续取得了非凡成就。 



一、顺利通过教科文
组织六年工作评估 



教科文组织组成评估专家组，对国际泥沙中

心续签协议六年所开展的工作进行评估 

• 2011年9月， UNESCO聘请Mustafa Altinakar教授和刘恒教授组成评估

专家组 

• 通过会议、会谈、材料审阅、现场考察、网站查看和主题分析等进行，

最终向教科文组织提交评估报告。 



评估主要结论： 
 

国际泥沙中心在过去的六年里很好地完成了“中国政

府与教科文组织关于国际泥沙中心的协定”所规定的

各项任务，继续取得非凡成就 
 

“经过27年的探索和发展，国际泥沙中心已经形成行

之有效的二类中心运行模式，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

促进泥沙相关知识在全球的传播、交流、应用和提升” 
 

“建议继续作为教科文组织的重要的二类中心运作。” 



二、高占义副主任成功当
选国际灌排委员会主席 



高占义副主任当选国际灌排委员会主席 

 2011年10月22日，国际灌溉排水
委员会（ICID）第62届执行理事
会在伊朗德黑兰召开 

来自埃及、伊朗、中国实力雄厚
的三位候选人参与竞选新一届
ICID主席 

是我国专家第一次当选国际灌排
委员会主席。 



三、国际国内培训班 

成效显著 



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国际培训班 

 

2011年9月13-0日，北京 

来自于亚洲、欧洲和非洲11个国家和地区的24名学员 

国内外知名专家分6个专题进行了授课 

参观中国水科院实验室、考察门头沟龙凤岭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河流泥沙公报编制规程》贯标培训班 

 

2011年3月22-23日，浙江省海宁市 

来自各流域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文水资源
（勘测）局（总站）及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等约40人参
加了此次培训 



四、国际会议稳步推进 



国际会议筹备 

2011年9月27日 

访问越南水利大学 

加强双方交流与合作 

检查和指导第四届河口海岸国
际研讨会筹办情况 

扩大会议宣传 

协助会议征文 

帮助日程规划 

推荐主题报告人等 

。。。 

第四届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 
 2012年10月8-11日，越南河内 

 国际泥沙中心主办, 越南水利大学承办 



国际会议筹备 
第十二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 

 2013年9月2-5日，日本京都 

 国际泥沙中心、WASER主办 

 日本京都大学承办 

与组委会、WASER等保持密
切联系与沟通 

协助确定会议主题、会议
承办日期等 

扩大会议宣传 

会议网站已经建立 

。。。 



承办第七届河流海岸及河口
地貌学学术讨论会 

2011年9月6-8日，北京 

清华大学、国际泥沙中心联合承办 

世界各地的260余名河流地貌、泥沙问题的专家和学者参
加了本次会议 



五、国际（地区）交流与 

合作日益频繁 



访问马来西亚马拉工业大学(2011年9月) 

马拉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会谈 

学术交流活动：在滑坡预测与防治技术、河流水沙变化及
成因方面作了学术报告 

参观了土木工程学院、基础工程与可持续管理系、岩土实
验室等办公、教学和实验设施 

 



访问土耳其国家水利工程总局(2011年11月) 

访问土耳其国家水利工程
总局(DSI)、DSI技术研究
与质量控制部(TAKK)及其
实验基地、DSI伊斯坦布尔
分部 

DSI局长H. Kocaker先生会见 

与DSI外事处、国际水文关系处、研
究与规划部等负责人进行了会谈 

开展了技术研讨会 

参观实验基地 

听取了其实施的欧亚MELEN供水系统
项目情况 



参加UNESCO-IHP诸计划会议 
与城市水管理区域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 

伊朗德黑兰，2011年11月 

介绍了国际泥沙中心及其承担的ISI
技术秘书处所开展的工作 

回答有关ISI秘书处运行的具体问题。 
 

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在伊朗水电部
会议中心举行 
 



接待UNESCO等国际组织和美国、尼日利亚、
泰国等15国家专家访问64人次 

6月28日，UNESCO内部监督办公室首席评估专家等2人访问 

11月21日，尼日利亚国家水利研究院3人访问 



7月19日，泰国皇家土地开发司代表团12人来访 

3月29日，美国自然遗产研究所3人访问 

„ „ 



派出16人次出国（境）团组，出访11个
国家和地区 
2011年2月，高占义副主任参加全球水伙伴和世界水管理学院在斯里兰卡科伦坡联
合召开了气候变化、粮食和水安全会议 

2011年5月，高占义副主任参加在罗马由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灌溉
系统多用途研究组共同组织的灌溉系统多用途研讨会 

2011年6月，宁堆虎副主任率水利部代表团4人参加在台湾屏东召开的第13届海峡
两岸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学术研讨会 

2011年6月，王延贵教高参加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举行的第34届国际水利与环境
工程学会大会 

2011年11月，高占义副主任参加在马里巴马科市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3届非洲
区域会议 

„ „ 



承担UNESCO-ISI秘书处工作 
与UNESCO和ISI专家指导委员会的委员们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信息交流 

开展ISI主办和协办会议、培训等的组织和协调工作 

建立和维护ISI网络和ISI信息系统，发布新闻140余则，会议信息20余
则，发布相关报告和论文10余篇，编辑和发布ISI简报4期 

协助UNESCO北京办事处完成并出版ISI案例研究综合报告及其宣传页 



 

 

  与印度国家水电公司交流研究项目 

与印度国家水电公司就研究项目“中印小型水库泥沙问题”进

行了交流和阶段总结，并按计划继续实施研究项目 



六、秘书处工作规范有序 



WASER秘书处工作 

 

完成了WASER的在民政部年度检查
、学会负责人的水利部审批、报备
和变更、学会财务年度审计、法人
离任述职、财务审计等工作； 

 

完成了学会会员登记、管理、联系
、司库和服务、编发3.11日本地震
慰问函等工作。 

 
 



WASWAC秘书处工作 
 

承担了世界水土保持协会秘书处的日常工作； 

正在申请世界水土保持协会注册和“国际水土保持研究”期刊
的创办工作； 

编写完成了世界水保协会报部登记注册； 

完成了协会理事、司库、会员联系、管理等部分工作； 

接待外宾41人次，赴泰参与商讨并最终确定了2013年世界水保
大会的日程、时间和地点。 

 
 



七、钱宁奖影响不断提升 



第十届钱宁奖颁奖仪式 

   

来自全国科研院所的有关领导、海
峡两岸和美华水利协会的专家及学
者近140人参加了颁奖大会 

 

为四位获奖者颁发了奖状和奖牌 

10月24日，在武汉隆重举行了
第十届钱宁泥沙科学技术奖颁
奖仪式 



钱宁基金会 
 

   

开展评奖工作和基金会工作会议 

组织召开评审会议，顺利完成第十
届钱宁奖评奖工作 

将评奖范围扩大到港澳台地区 

讨论修改了基金会章程 



八、科研工作扎实开展 



1 全国水土保持非工程措施编制 宁堆虎 水利部 20 

2 山区小流域暴雨洪水演进过程与山洪灾害形成机理 陈建国 清华大学 50 

3 草场太阳能提水灌溉成套技术的推广应用 高占义 水利部 150 

4 中国灌排委员会能力建设并筹备竞选国际灌排委员会主席 高占义 水利部   10 

5 我国水土保持发展历程回顾及未来对策 宁堆虎 水利部   90 

6 志丹县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示范评估与技术咨询 刘广全 志丹县 300 

7 大型水利枢纽下游冲积河道岸滩崩塌机理及预测模式研究 王延贵 基金委 59 

8 吴起县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示范评估与技术咨询 刘广全 吴起县 100 

9 2010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编审 王延贵 水利部 16 

10 水资源监测站网规划基础资料收集 王延贵 水利部 7 

11 
淮南矿业集团煤矸石综合利用顾桥电厂2×300MW级机组工程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评估 
刘广全 淮南矿业集团 62 

 

新签科研合同11项，合同额864万元 

新申请获批三项 

水科院专项“我国江河水沙变化态势及应对策略”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水利风力作用下扰动地表侵蚀预报关键技术研究”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研究” 



完成科研项目4项 
财政部专项“全球江河水沙变化与河流演变响应”验收 
水利部“948”项目“水库功能评价体系与评价指标”验收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黄河泥沙空间优化配置技术与模式研究”的鉴定，成果达
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水科院专项“黄河宁蒙河段河流健康指标及输水输沙通道研究” 验收  
 

正在开展科研项目16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江河水沙资源优化配置与维护河流健康的调控措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基金项目专题“流域水沙资源配置理论与方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项目“大型水利枢纽下游冲积河道岸滩崩塌机理及预测模式研究 ” 
中国工程院浙江沿海项目滩涂与海岛开发课题“浙江省沿海海域泥沙来源、运动规律及其对滩涂演
变的影响”专题 
国家“973”课题“山区小流域暴雨洪水演进过程与山洪灾害形成机理”的第二子题 
水利部公益专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下游河型变化机理研究”中“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修建前后下游
河型变化与成因研究” 
水利部公益专项“黄河下游局部河段滞沙及调整驼峰河段关键技术” 
水利部公益专项“珠江河口流域水沙环境变异分析及咸潮上溯响应” 
水利部公益专项“引黄灌区水沙调控技术措施研究” 
水利部公益专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测算共性技术研究” 
水利部公益专项“草场太阳能提水灌溉成套技术的推广应用” 
“全国水土保持非工程措施编制” 
“我国水土保持发展历程回顾及未来对策” 
“志丹县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示范评估与技术咨询” 
“吴起县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示范评估与技术咨询” 
“淮南矿业集团煤矸石综合利用顾桥电厂2×300MW级机组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评估” 

研究报告9份，论文25篇，大禹水利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水科院科
学技术奖应用一等奖1项 



三峡工程重大泥沙问题研究 
 

参与组织实施“十一.五”期间三峡工程泥沙研究项目的成果验收 

参与组织“十二.五”期间三峡工程泥沙研究项目计划的制定 

承担了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下设的三峡泥沙专家组办公室的
日常工作。 

11月21-24日，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赴重庆河段现场查勘 

12月6-8日，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赴长江口现场调研 



九、出版宣传再创佳绩 



圆满完成《国际泥沙研究》编辑出版工作 

SCI全文收录 
Elsevier电子版发布 
2010年SCI影响因子

1.708 

收到和处理稿件202篇，增加了32.0 % 

共编辑出版文章44篇（其中国内19篇，国
外22篇，港、澳、台3篇），增加23.0 % 

页码累计达550页，比去年增加111页 

共发行期刊600本 

 

与汤姆森公司（SCI）及Elsevier紧密配
合，完成每期数据的上传与核实等工作 

积极申请成为中国核心期刊并恢复EI全文
收录期刊 

2010年的SCI影响因子达到1.708（2009年
0.91）。 



出版2010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 

完成2010年泥沙公报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 

协助举办2010年泥沙公报编审会 

 

2011年8月4至5日，西安市 

40余名专家和代表参加 



中心网站维护和更新 
国际泥沙信息网(中英文) 

世界泥沙学会（英文） 

国际泥沙项目（英文） 
  发布新闻中文88条，英文60条；泥沙中心

中文网页浏览数增到48.9万，英文网站增
到61万，世界泥沙学会英文网站增到9.6
万 



十、后勤管理不断加强 



招待所 
加强了招待所的各方面的管理工作，试行了从保洁公司派遣
服务员的办法，就目前来看这种用工制度对我们这种小型招
待所还比较适用。 
招待所获得“2011年度海淀区饮服业规范服务先进企业”荣
誉证书。 

 

大楼管理及安全保卫 
2011年中心进一步加强了大楼安全管理及应急措施，如电梯
管理、大楼防火及安全应急、安全保卫值班要求等，对安全
设施及时检查，对大楼的各种设备保证了维修维护及时、到
位，节假日做好值班，2011年没有出现任何安全问题，保证
了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 

 
 



十一、支部工作保障有力 



  泥沙中心党支部工作以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
件为基础，以建党90周年为契机，结合泥沙中心的实
际情况及工作计划，积极配合中心领导，带领全体党
员群众圆满地完成各项工作。    

严格落实“三会一课”
制度，召开了6次支委会，
6次支部大会和活动 

 

认真完成了“四项任务”
（组织了一次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
积极组织谈心，了解和掌握党员干部
的思想动态；开展了一次有意义的主
体党日活动） 

 

结合谈心活动，组织了
爱党爱国教育,积极迎接
建党“90周年” 



积极参加建党90周年庆祝活动 

组织参观了“复兴之路”，回顾历史， 
共创未来   

落实“创先争优”、认真履行承诺  

组织主题党日活动 

召开党内民主生活会 



十二、2012年工作计划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央1号文件和中

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在水利部党组和中国水科院党委，以及UNESCO

的领导下，继续围绕中心主要工作内容，充分发挥好在国际泥沙领域的
引领带动和桥梁纽带作用，为中国水利走向世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完成中国政府与UNESCO关于泥沙中心新协定的签署：与水利部和

UNESCO密切联系，完成新协定稿的修订、行政程序和签署。 

 
3、密切与UNESCO联系：密切与UNESCO的联系与沟通，继续做好ISI秘

书处的工作，扩大我国水利和国际泥沙中心的国际影响。加强与
UNESCO二类中心间的双边交流与合作，计划与设在美国的二类中心国
际综合水资源管理中心(ICIWaRM)、设在加拿大的联合国全球环境水质
监测系统(GEMS/Water)办公室开展合作交流。  

 
4、办好国际学术会议：协助越南水利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方面筹备2012年

的“第四届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和2013年的“第十二次河流泥沙国际
学术讨论会”。 



 
5、做好国际期刊：争取免费使用Elsevier稿件处理系统；恢复《IJSR》文

章被EI收录，申请《IJSR》成为中国核心期刊；建立数据库，争取优秀
稿源并继续扩大期刊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6、规范WASER、WASWAC管理：规范WASER、WASWAC运作和管理程序，保持与

理事及会员的密切联系；继续通过各种国内外活动不断做大、做强，扩
大世界各个地区的会员队伍。申请WASWAC在民政部的正式注册，建立网
站，申办ISWCR刊物，建立数据库。 

 

7、加大宣传力度：继续充分利用新闻网页扩大IRTCES和WASER学会的宣传
力度，充分利用好政府支持和非政府的国际平台，以及国内和国际两个
舞台，升华IRTCES的国际影响力，吸纳各种资源，为国家和单位的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8、加强项目申请：认真分析IRTCES在“十二五”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存
在的问题，树立大局意识和危机意识，强化奉献精神和合作精神，完成
好规定动作—确保生存，选择好创新动作—谋求发展，纵横联动、加大
项目申请力度，使中心的明天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