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下水与健康·绿色发展学术研讨会 
会议日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新时

代地质工作的新要求，充分发挥水资源的基础性、先导性、约

束性作用，推进水资源节约、水环境保护、水生态修复，以及

地热前沿的理论研究向成果转化，加强水文地质、地热地质与

医学地质学科交叉，促进水文地质、地热地质和医学地质学科

的发展，由中国地质学会主办、水文地质专业委员会、地热专

业委员会、医学地质专业委员会、矿山水防治与利用专业委员

会等承办的“地下水与健康·绿色发展学术研讨会”拟于 2022

年 11 月 24-25 日在河北石家庄召开。本次大会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方式举办。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地质学会 

倡议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承办单位：中国地质学会水文地质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质学会地热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质学会医学地质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质学会矿山水防治与利用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二、会议时间 

会议时间：2022 年 11 月 24-25 日 



三、会议方式 

线下会议：中国地质科学院水环所 12 楼会议室 

腾讯会议：889-4024-4119 

入会密码：221124 

会议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dm/QSbdRKg0UCjs 

 

 

 

11 月 24 日会议日程 

                 开幕式（8:00-9:00）      主持人：张兆吉 研究员 

序号 时间 会议内容 致辞人 

1 8:00-8:10 中国地质学会领导致辞 朱立新 

2 8:10-8:20 基金委地学部领导致辞 基金委领导 

3 8:20-8:30 地调局水环部领导致辞 吴爱民 

4 8:30-8:40 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致辞 汪  民 

5 8:40-8:50 院士致辞 卢耀如 

6 8:50-9:00 水环所领导致辞 侯春堂 

               特邀报告（9:00-11:40）     主持人：侯春堂 研究员 

序号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单位 

1 9:00-9:40 
地热能开采与能源化利用探索
性技术 

谢和平 院士 

深圳大学 

2 9:40-10:20 
现代水文科学的发展与展望
（播放视频） 

夏  军 院士 

武汉大学 

3 10:20-11:00 矿山水防治与资源化利用 
武  强 院士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4 11:00-11:40 
地下水资源与环境研究的理论

与方法创新 

王焰新 院士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大会报告（一）      主持人：马  腾 教授 

序号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单位 

1 14:00-14:20 
高砷地下水系统生物地球化学
反应网络及其富砷效应 

郭华明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 14:20-14:40 

兼顾遏止地下水超采与保障冬
小麦产能的灌溉策略之思考—
以京津以南河北平原为例 

任  理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3 14:40-15:00 
区域水循环的遥感大数据评估
与云孪生 

宫辉力 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 

4 15:00-15:20 
黄河中游矿山“五水”转化及
其在黄河治理中的战略意义 

张发旺 研究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

境地质调查中心 

5 15:20-15:40 
傍河水源地系统水分—物质传
输动力学过程与风险管控 

王文科 教授 

长安大学 

6 15:40-16:00 地下水科学研究典型案例剖析 
束龙仓 教授 

河海大学 

                         大会报告（二）        主持人：王贵玲 研究员 

7 16:00-16:20 地热地球物理特征及应用 
胡祥云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8 16:20-16:40 
60年来塔克拉玛干沙漠地下水
研究进展与主要问题 

尹立河 研究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乌鲁木齐自

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 

9 16:40-17:00 
中深层地热绿色开发利用新技
术与理论方法 

戴传山 教授 

天津大学 

10 17:00-17:20 
水热动态监测约束下的地热能
可持续开采量 

康凤新 研究员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11 17:20-17:40 
废弃矿山地下水污染防控与修
复技术及案例 

韩占涛 研究员 

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

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 

12 17:40-18:00 
重庆松藻矿区关闭煤矿涌水来
源综合判识 

康小兵 副教授 

成都理工大学 



11 月 25 日会议日程 

                      大会报告（三）       主持人：廖  鹏 研究员 

序号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单位 

1 8:40-9:00 
海河平原地下水储量的历史演

变和未来预估 

龙  笛 教授 

清华大学 

2 9:00-9:20 地热资源减排潜力分析 
王贵玲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
环境地质研究所 

3 9:20-9:40 
中国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防治
研究进展与思考  

高彦辉 研究员 

哈尔滨医科大学 

4 9:40-10:00 

从临床病例初探恶性肿瘤与地
下水污染的关系 
（播放视频） 

陈  瑞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5 10:00-10:20 
地下环境羟自由基氧化效应：从
机理发现到技术研发 

袁松虎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大会报告（四）      主持人：李  铎 教授 

6 10:20-10:40 
西北内陆区生态绿色安全的地
下水保障自然属性 

张光辉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

环境地质研究所 

7 10:40-11:00 
沉积盆地地下水对油气藏形成
和分布的影响 

曾溅辉 教授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8 11:00-11:20 非金属矿床与开发利用技术 

刘  强 董事长 

内蒙古地质矿产勘查有限

责任公司 

9 11:20-11:40 
基于离散裂隙网络模型的地下
水流并行模拟方法研究 

赵敬波 高级工程师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10 11:40-12:00 
地下水环境监管体系建设思路
探讨 

黄鹤飞 高级工程师 

江西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青年论坛（一）      主持人：张  薇  研究员 

序号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单位 

11 14:00-14:20 
权衡“地下水-粮食-经济”的作
物种植结构优化模型 

马庆涛 博士 

中科院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12 14:20-14:40 
不同荒漠植被深根水分利用对
地下水埋深及降雨的响应机制 

董海彪 助理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
环境地质研究所 

13 14:40-15:00 

基于岩溶塌陷防控的地下水临
界控制水位初探—以山东省泰
莱盆地为例 

吴亚楠 工程师 

山东地矿局第五地质大队 

14 15:00-15:20 
鲁中南典型地热田大地热流值
和地壳热结构特征研究 

廖煜钟 助理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
环境地质研究所 

15 15:20-15:40 
重非水相污染物氧化修复过程
中固相生长的微观机制 

王泽君 博士 

武汉大学 

                    青年论坛（二）       主持人：刘林敬  高级工程师 

16 15:40-16:00 
闽东南典型河口湾区氮与重金
属的转化过程与来源识别研究 

曹胜伟 助理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

环境地质研究所 

17 16:00-16:20 

基于自组织神经网络的污染场
地地下水水化学特征分析及污
染源识别 

张耀斌 研究生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8 16:20-16:40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Hydrodynamic 

and Geochemical Effects of Small-Scale 

Fault System in Sandstone Reservoir on CO2 

Geological Storage at Sanzhao Depression in 

Songliao Basin, China. 

刘  宁 博士 

河北地质大学 

19 16:40-17:00 
基于证据权重模型的川西高原
地区地热潜力区预测 

黄荣华 研究生 

成都理工大学 

20 17:00-17:20 

Identifying Potential Sources of 

Groundwater Nitrate contamination in the 

Nansi Lake Basin with highly int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江嘉琪 研究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