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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第三届五次会议在桂林召开

　　 2008 年12 月10- 13 日, 岩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第三届五次会议在桂林隆重召开, 包括学

术委员会主任汪集　院士、副主任林学钰院士、薛禹

群院士、袁道先院士以及俄罗斯科学院沈照理院士在

内的24 名委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与此同时, 还特邀了

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大学、国立台湾海洋大学、伊利诺

伊大学、波兰西里西亚大学、瑞士纽莎泰尔大学、奥地

利水资源管理研究所、日本千叶大学、南非西开普大

学等20 多家单位约 130 多位知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

此次会议。到会人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涉及岩溶学

科各个领域, 包括岩溶动力系统、岩溶古环境记录、岩

溶地貌、洞穴、岩溶地球化学、岩溶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数值模拟技术方法、岩溶水资源及石漠化生态环

境问题等基础理论及应用领域方面。

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汪集　院士主持。岩溶动

力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袁道先院士致开幕词, 岩溶地质

研究所所长助理蒋忠诚研究员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

岩溶地质研究所致欢迎词。在开幕词中袁道先院士首

先对来自国内外代表表示热烈欢迎, 然后重点介绍了

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落户桂林的意义及近期的研究目

标, 最后希望大家以国际岩溶研究中心为契机共同推

动岩溶动力学的发展。

本次会议共涉及三个主要议题:

1、岩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2008 年度工作进展

关于岩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2008 年度工作进

展,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曹建华研究员的汇报共分5 个

方面进行: (1)重点实验室2008 年承担的项目及论文

发表情况; (2) 重点实验室研究工作取得的主要进展

和最新成果; (3)实验室2009 年主要工作计划; (4) 科

研队伍状况及培养科技人才的能力; (5) 管理和开放

运行情况。

2、岩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学术交流报告

会上特邀请 IA H 岩溶专业委员会主席 N ico

Go ldscheider 博士、UN ESCO 讲座教授徐永新教授

等 8 位知名专家为大家介绍岩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

果, 报告的题目为:

( 1 ) N ico Go ldscheider: T racer tests in karst

hydrogeo logy;

(2)A ndrzej T yc: Specif icity of denuded caves in

hypegene karst;

( 3 ) 徐 永 新: H ydrogro logica l p rob lem in

develop ing coun t ies;

(4) R alf BEN ISCH KE: Invest iga t ion of w ater

resou rces in alp ine karst aqu ifers - an in tegra ted

app roach;

( 5 ) 唐 常 源: N it ra te behavio r in the

grounderw ater of a headw ater w et land, Ch iba,

Japen;

( 6) 蔡运龙: R econ struct ing hum an eco logy in

the degraded karst land of Sou thw estern Ch ina;

( 7 ) 卢 光 辉: R ainw ater harvest ing and its

impact on clim ate change and eco system ;

( 8 ) 祁士华: O rgan ic con tam inat ion in karst

aqu ifer。

专家的报告获得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3、岩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与主任基金评议

岩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2008 年共收到21 份开放

基金和4 份主任基金申请书, 并首次采用3 位专家函

评制对开放基金的申请进行严格把关, 同时还要求主

任基金申请人进行了现场答辩。关于开放基金函评结

果由曹建华研究员向与会委员进行逐一介绍, 经过与

会委员讨论后并宣布评审结果。

2008 年度主任基金资助的项目有:

( 1) 典型岩溶植被生产力形成动态监测与模拟
(黄玉清, 广西植物研究所, 项目编号: KDL 2008-

01) ;

(2) 南宁武鸣县灵水岩溶泉的补给来源研究 (姜

光辉,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项目编号:

KDL 2008- 02) ;

(3)晚全新世以来广西季风气候变化及洞穴滴水

的监测研究 (张美良,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

所, 项目编号: KDL 2008- 03) ;

(4)黔滇川渝晚更新世- 全新世的孢粉记录与西

南地区 20 万年来古植被、古气候、古环境演变 (罗伦

德, 西南大学, 项目编号: KDL 2008- 15)。

2008 年度开放基金资助的项目有:

(1)苔藓植物的岩溶作用及其对岩溶环境适应机

制的研究 (项俊, 黄冈师范学院, 项目编号: KDL 2008

-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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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 ula tion to da ily ra infa ll-runoff process in
typ ica l karst bas in in Guizhou

SHAN G X iao2san, W AN G Dong
(D ep artm en t of H y d rosciences, N anj ing U n iversity , N anj ing , J iang su 210093, Ch ina)

Abstract: In th is study, the fu ll2sto red runoff pat tern is u sed to describe runoff p rocess in karst area, and the

st ream flow p rocess is separa ted based on the m ethod of stab le infilt ra t ion. T he non2linear T ank M odel is

app lied to sim u la te regu la t ion and sto rage of catchm en ts. A cco rd ing to the m ethod above, concep tual karst

hydro logica l model is estab lished, w ho se param eters are calib ra ted and determ ined by genet ic a lgo rithm. T he

Houzhaihe karst ca tchm en t in Puding coun ty, Gu izhou p rovince is set an examp le to analysis of the ra infa ll2
runoff p rocess in karst area. H ydro logica l data from L aoheitan, L iugu and Houzhaimon ito r sta t ion is app lied

to test the models. Comparat ive analysis is m ade w ith rela t ive erro r, cro ss2co rrela t ion coeff icien t and

determ in ist ic coeff icien t to evaluate model. R ela t ive erro r of the p redicted flow is less than 10% , and cro ss2
co rrela t ion coeff icien t is grea ter than 0. 80, and determ in ist ic coeff icien t is grea ter than o r equal to 0. 70. T he

analyed resu lts show that the hydro logica l p rocesses cou ld be sim u la ted and fo recasted w ith the p resen ted

model.

Key words: genet ic a lgo rithm ; karst hydro logica l model; op t im izat ion of param eters; Houzhaihe catchm en t;

karst area of Gu izhou p 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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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退化岩溶区丛枝菌根生物修复技术的研究

(刘灵, 广西师范大学, 项目编号: KDL 2008- 05) ;

(3)西南岩溶典型地区水资源的演变过程与影响

因素 (蒋勇军, 西南大学, 项目编号: KDL 2008- 06) ;

(4)中国季风区全新世石笋氧同位素记录空间对

比研究 (杨勋林, 西南大学, 项目编号: KDL 2008-

07) ;

(5)重庆地区 75～ 90ka. B. P. 气候变化的石笋记

录 (李廷勇, 西南大学, 项目编号: KDL 2008- 08) ;

( 6) 岩溶植物根系伸长的生理生态学机制研究

(张中峰, 广西植物研究所, 项目编号: KDL 2008-

09) ;

(7)岩溶动力系统不同时空格局下土壤磷形态特

征与转化动态 (杨慧,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项目编

号: KDL 2008- 10) ;

(8)桂林城市岩溶地下水典型有机污染历史与现

状的对比 (陈余道, 桂林工学院, 项目编号: KDL 2008

- 011) ;

(9)岩溶矿区土壤重金属空间变异规律及生态风

险评价 (李忠义, 广西大学, 项目编号: KDL 2008-

12) ;

(10)茂兰喀斯特森林凋落物成土贡献研究 (冉景

丞, 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项目编号:

KDL 2008- 13) ;

(11) 广西岩溶区生境下鸡血藤生态适应性及药

性研究 (蒋世云, 广西工学院, 项目编号: KDL 2008-

14)。

重点实验室主任袁道先院士作了会议总结发言。

他代表重点实验室全体成员对各位委员在百忙中抽

出时间来桂林参加学术委员会年会, 对重点实验室的

建设、国际岩溶研究中心的运行提出很好的建设性意

见, 对专家、委员带来精彩的学术报告表示衷心的感

谢; 同时强调重点实验室今后的工作应以国际岩溶研

究中心为平台来推动岩溶学的发展。据悉, 会议期间

岩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还聘请了A ndrzej T yc (波兰

西里西亚大学)、N ico Go ldscheider (瑞士纽莎泰尔大

学, IA H 岩溶专业委员会主席)、徐永新 (南非西开普

大学,UN ESCO 讲座教授)、R alf BEN ISCH KE (奥地

利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唐常源 (日本千叶大学)、卢光

辉 (中国文化大学)、祁士华 (中国地质大学)、姜玉池

(岩溶地质研究所) 作为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的新任委

员。

(李 强　供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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