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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区域生态学学术研讨会（会议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谋划开展了一系

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

化。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更加注重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要求全方

位、全地域、全要素、全过程地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对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交叉融合多学科知识体系、整合贯通多领域技术方

法、创新引领保护治理实践成为区域生态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中国生态学学会

区域生态专业委员会以“区域生态学：融合与创新”为主题，组织召开“第三届全国区

域生态学学术研讨会”，探讨区域生态学的基础理论、前沿热点、技术方法和实践应用，

旨在促进新时期中国区域生态学的繁荣发展，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 

中国生态学学会区域生态专业委员会与南京大学兹定于 2022 年 11 月 4-6 日在南京

市召开第三届全国区域生态学学术研讨会，会议包括大会主旨报告、分会场专题报告和

研究生论坛。热烈欢迎从事区域生态学相关领域研究与实践工作的科技工作者、教育与

管理者、青年学者以及研究生积极参加。根据当前全国和承办城市南京市的疫情防控形

势，统筹研判协商后，大会决定采用“网络会议（腾讯会议）+线上直播（蔻享直播）”

的形式。 

一、大会主题 

区域生态学：融合与创新 

二、会议安排 

1. 开幕式及大会主旨报告 

参会链接：腾讯会议：608-640-847 

直播链接：https://www.koushare.com/topicIndex/i/NSRE3 

会场志愿者：居  阳 19551998020 尚会妍 15881021659 

时间：2022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 08:50-17:30 

地点：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建良楼 1 楼南雍讲堂（南京本地参会人员可提前联系会务

组，以便协助申请南京大学入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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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安排 

开幕式 

主持人：尹海伟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时间 内容 

08:50-09:10 

领导致辞 

邹亚军 

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陈利顶 

中国生态学学会副理事长、区域生态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 

周义安 

南京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党委书记 

鹿化煜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关庆伟 

江苏省生态学会理事长、南京林业大学教授 

09:10-09:20 线上及线下合影 

09:20-12:00 大会主旨报告 

大会主旨报告 

主持人：吕一河  中国生态学学会区域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9:20-10:00 

傅伯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区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 

10:00-10:40 

于贵瑞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宏观生态系统科学研究的基础理论

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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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1:20 

高吉喜 

致公党中央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副主任、生态环境部卫

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研究员 

“五基”协同监测体系在区域生态 

保护中的应用 

11:20-12:00 

王克林 

中国生态学学会副理事长、中

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

所书记、研究员 

洞庭湖流域景观格局变化对水生态

服务影响机理及调控 

午休 

14:00-17:30 大会主旨报告 

大会主旨报告 

主持人：卫  伟  中国生态学学会区域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14:00-14:40 

黄贤金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教授、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面向双碳治理的国土空间优化路径 

14:40-15:20 

李宗省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

研究院研究员 

祁连山同位素生态水文及生态保护

研究 

15:20-16:00 

黄存瑞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

学院教授 

气候变化与区域健康风险 

休息（16:00-16:10） 

大会主旨报告 

主持人：尹海伟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16:10-16:50 

郑  华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研究员 

区域生态产品核算与价值实现机制 

16:50-17:30 
彭  建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综合自

然地理学认知 

  



 4 / 20 
 

2. 平行分会场 

分会场 1：区域生态学基础理论、前沿与热点 

召集人：吕一河、卫  伟、赵西宁、赵永华 

参会链接：腾讯会议：360-459-062 

直播链接：https://www.koushare.com/topicIndex/i/NSRE3 

分会场志愿者：孙  辉 18789067213 

时间：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08:30-12:00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上半场 

08:30-10:10 

 

主持人： 

吕一河 

08:30-08:50 

郭建英 

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正高级工程师 

黄河上游窟野河流域山水林

田湖草沙矿城系统治理技术

研究 

08:50-09:10 

高晓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

研究所研究员 

黄土高原典型人工林退化机

制与生态调控 

09:10-09:30 

刘智勇 

中山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副教授 

植被动态变化对陆地生态系

统能-水-碳循环的影响研究 

09:30-09:50 

王永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副研究员 

生态系统质量与区域生态产

业化发展 

09:50-10:10 

马瑞明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

心博士后 

基于改进的 InVEST-HQ 模

型的黄河流域生境质量评价 

休息（10:10-10:20） 

下半场 

10:20-12:00 

 

主持人： 

卫  伟 

10:20-10:40 

侯  鹏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

心教授级高工 

区域生态保护成效评估进展 

10:40-11:00 

冯晓明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

心研究员 

“亚洲水塔”无法持续缓解下

游水危机 

11:00-11:20 
赵永华 

长安大学土地工程学院教授 

陕北黄土高原植被恢复与人

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

响 

11:20-11:40 
荣  丽 

云南大学副研究员 

干热河谷区退化坡耕地生态

恢复的关键限制因子 

11:40-12:00 
刘军会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监测关

键技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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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2：区域生态产品核算与价值实现机制 

召集人：郑  华、刘桂环、李若男 

参会链接：腾讯会议：554-110-016 

直播链接：https://www.koushare.com/topicIndex/i/NSRE3 

分会场志愿者：苏  杰 18890374712 

时间：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08:30-12:00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上半场 

08:30-10:10 

 

主持人： 

郑  华 

08:30-08:50 
李  忠 

国家发改委研究员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08:50-09:10 

李若男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视角下的生

态恢复工程效益评估 

09:10-09:30 

王丽娟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博士后 

生态系统服务流测量系统综

述：定义、方法、应用和将来

方向 

09:30-09:50 

段  扬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

院助理研究员 

地区生态产品总值与经济增长

的耦合关系分析——以湖北为

例 

09:50-10:10 

文一惠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

院高级工程师 

生态产品交易类型与模式分析 

休息（10:10-10:20） 

下半场 

10:20-12:00 

 

主持人： 

刘桂环 

10:20-10:40 

郑博福 

南昌大学资源与环境

学院教授 

生态产品数字化与综合管理 

10:40-11:00 

罗万云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副教授 

小尺度下额尔齐斯河流域生态

补偿空间识别与选择研究 

11:00-11:20 

刘发勇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博士生 

1995-2015 年青藏高原草地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多尺度时空变化

特征分析 

11:20-11:40 
李  婷 

西安科技大学讲师 

植被恢复背景下旱区生态系统

服务优化的成本效益模拟 

11:40-12:00 

迟妍妍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

院副研究员 

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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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3：智慧化生态城市建设与运营 

召集人：甄  峰、陈晨宇、席广亮 

参会链接：腾讯会议：360-459-062 

直播链接：https://www.koushare.com/topicIndex/i/NSRE3 

分会场志愿者：孙  辉 18789067213 

时间：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14:00-17:10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上半场 

14:00-15:30 

 

主持人： 

甄  峰 

14:00-14:20 

梁  骞 

中电建水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智慧运维部门主任 

智慧排水系统在城市水环境治

理中的应用 

14:20-14:40 

牛  月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讲师 

智能技术对城市生态空间的影

响及未来研究展望 

14:40-15:00 

顾思浩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博士生 

智能技术辅助下智慧生态城市

建设研究 

15:00-15:20 

史东辉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博士后 

基于遥感的湖泊水生态系统服

务多维评估研究 

15:20-15:30 点评及讨论 

休息（15:30-15:40） 

下半场 

15:40-17:10 

 

主持人： 

陈晨宇 

15:40-16:00 

于海兰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生

态环境工程院副总工 

生态环境工程低碳设计理念与

案例 

16:00-16:20 

杨棠武 

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

院高级工程师 

城市河湖生态修复 

16:20-16:40 

赵慧敏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硕士生 

基于 DEMATEL_ISM 模型的

区域智慧生态建设水平评价及

驱动机制研究——以江苏省 53

个区县为例 

16:40-17:00 

徐建刚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教授 

流域生态视角的跨区域国土空

间安全韧性规划探析 

17:00-17:10 点评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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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4：区域绿色基础设施规划与美丽中国建设 

召集人：王云才、尹海伟、孔繁花 

参会链接：腾讯会议：554-110-016 

直播链接：https://www.koushare.com/topicIndex/i/NSRE3 

分会场志愿者：苏  杰 18890374712 

时间：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14:00-17:10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上半场 

14:00-15:30 

 

主持人： 

王云才 

14:00-14:20 

岳邦瑞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

学院教授 

耦合风险与服务的区域生态安

全格局建构—以陕西咸阳为例 

14:20-14:40 

周宏轩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

计学院副教授 

基于视觉指数的城市热环境效

应研究——以徐州市为例 

14:40-15:00 

李迪康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

究所博士生 

中国城市三维格局特征与大气

污染物浓度关系研究 

15:00-15:20 

李  晖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

景园林学院教授 

鸟类热点生境判别及修复研究 

15:20-15:30 点评及讨论 

休息（15:30-15:40） 

下半场 

15:40-17:10 

 

主持人： 

尹海伟 

15:40-16:00 

王云才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景观学系教授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的区域

绿色基础设施网络优化 

16:00-16:20 

闫水玉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教授 

西南山地城市绿色基础设施规

划建设回顾与展望 

16:20-16:40 

张宇欣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管理

学院讲师 

山区生态系统的热浪缓解作用 

16:40-17:00 
成玉宁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人居环境蓝绿空间融合规划 

17:00-17:10 点评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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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5：国家公园与寒区生态 

召集人：李宗省、王旭峰、魏  伟、邓晓红 

参会链接：腾讯会议：749-251-033 

直播链接：https://www.koushare.com/topicIndex/i/NSRE3 

分会场志愿者：陈美伊 15851873099 

时间：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08:30-12:00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上半场 

08:30-10:10 

 

主持人： 

王旭峰 

08:30-08:50 

王旭峰 

中国科学院西北研究院

研究员 

祁连山国家公园植被变化监测

研究 

08:50-09:10 

魏彦强 

中国科学院西北研究院

副研究员 

基于 Landsat8 多光谱遥感的三

江源国家公园植被分类研究 

09:10-09:30 

赵  越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

境资源研究院博士生 

中国西部高寒山区水化学研究

进展 

09:30-09:50 

桂  娟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

境资源研究院博士生 

祁连山生态保护的水资源意义 

09:50-10:10 

杨彦鹏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

境资源研究院博士生 

基于 GEE 云平台的祁连山区

土地覆盖分类算法精度测试 

休息（10:10-10:20） 

下半场 

10:20-12:00 

 

主持人： 

邓晓红 

10:20-10:40 

郭小伟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高级工程师 

高寒草地水分变化特征 

10:40-11:00 

薛  健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

境资源研究院博士生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祁连

山生态保育模式研究 

11:00-11:20 

张百娟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

境资源研究院博士生 

我国西部高寒山区同位素生态

水文研究进展 

11:20-11:40 

崔  乔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

境资源研究院博士生 

三江源地区土壤含水量和土壤

温度的空间分布及主要驱动因

素 

11:40-12:00 点评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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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6：城市群生态环境协同保护与修复 

召集人：肖荣波、孙然好、李晓晖 

参会链接：腾讯会议：616-648-069 

直播链接：https://www.koushare.com/topicIndex/i/NSRE3 

分会场志愿者：王一鸣 18838959863 

时间：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14:00-17:10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上半场 

14:00-15:30 

 

主持人： 

肖荣波 

14:00-14:20 

李晓晖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

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都市圈跨界地区生态规划实践

与思考 

14:20-14:40 

王  琳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 

基于遥感反演和机器学习的闽

三角城市群 PM2.5 生态风险研

究 

14:40-15:00 

李  龙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

学学院博士生 

长江沿线生态修复与固碳增汇

协同研究 

15:00-15:20 

王  鹏 

广东工业大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基于多源数据的珠三角土壤重

金属污染源解析 

15:20-15:30 点评及讨论 

休息（15:30-15:40） 

下半场 

15:40-17:10 

 

主持人： 

孙然好 

15:40-16:00 

杨  磊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副研究员 

我国东部城市群土壤中抗生素

的组成及分布特征 

16:00-16:20 

李  纯 

云南大学生态环境学院

助理研究员 

基于共生理论的城市群一体化

发展状态识别 

16:20-16:40 

刘  敏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滇中城市群绿色空间生态系统

服务供需评价 

16:40-17:00 

熊咏梅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

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Comparison of avian diversity 

between urban parks adjacent to 

mountain and river in the largest 

megacity Guangzhou，South 

China 

17:00-17:10 点评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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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7：西南山地脆弱区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召集人：彭  韬、张  伟、黄  勇、周明华 

汤旭光、罗为群 

参会链接：腾讯会议：616-648-069 

直播链接：https://www.koushare.com/topicIndex/i/NSRE3 

分会场志愿者：王一鸣 18838959863 

时间：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08:30-12:00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上半场 

08:30-10:10 

 

主持人： 

彭  韬 

08:30-08:50 

张  伟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

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西南喀斯特植被恢复驱动的土

壤碳库格局变化及机制 

08:50-09:10 

段鹏鹏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

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 

亚热带森林植物多样性驱动土

壤氧化亚氮产生的机制 

09:10-09:30 

赵  杰 

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

研究所研究员 

喀斯特土壤生态服务提升的生

物调控途径与机制 

09:30-09:50 

陈忠礼 

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

院副教授 

三峡水库消落带植被恢复研究 

09:50-10:10 

岳跃民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

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西南喀斯特区植被恢复碳-水

效应及驱动机制 

休息（10:10-10:20） 

下半场 

10:20-12:00 

 

主持人： 

张  伟 

10:20-10:40 

和成忠 

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

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高

级工程师 

云贵煤矿集中区典型生态环境

问题特征 

10:40-11:00 

罗开盛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

能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人类活动对水文系统的干扰与

反馈 

11:00-11:20 

王  冠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

学院讲师 

亚热带喀斯特地区林地开垦降

低土壤无机氮周转和供应 

11:20-11:40 

代  彬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博士生 

贵州喀斯特高原主要丘陵类型

与地貌分区刍议 

11:40-12:00 

陈国建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工程师 

基于温度植被干旱指数的金沙

江下游干旱时空分布及气候响

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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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8：区域生态规划与共同富裕建设 

召集人：郭青海、黄  璐、居  阳 

参会链接：腾讯会议：616-836-499 

直播链接：https://www.koushare.com/topicIndex/i/NSRE3 

分会场志愿者：徐海蓉 18851191078 

时间：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08:30-12:00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第一部分: 

特邀报告 

08:30-09:10 

主持人： 

郭青海 

08:30-08:50 

严力蛟 

浙江大学旅游与休闲研

究院教授 

建设未来乡村，促进共同富裕

——浙江的实践与探索 

08:50-09:10 

詹可聪 

龙岩市农业农村局党组

副书记、副局长 

龙岩市乡村振兴初步探索与思

考 

第二部分: 

乡村振兴与

生态规划 

09:10-10:10 

 

主持人： 

居  阳 

09:10-09:30 

郭青海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与工

程学院特聘教授 

生态振兴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

实现路径探讨 

09:30-09:50 

黄  璐 

浙江大学新农村发展研

究院副研究员 

浙江生态修复规划与实践 

09:50-10:10 

陈潇玮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

学院副教授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社区活力

度、碳排放与可持续发展的关

系 

休息（10:10-10:20） 

第三部分: 

生态保护与

区域协同发

展 

10:20-12:00 

 

主持人： 

黄  璐 

10:20-10:40 

孙  晓 

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与

区划研究所副研究员 

城乡过渡景观生态系统服务权

衡特征及驱动机制 

10:40-11:00 

程  敏 

浙江财经大学土地与城

乡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

员 

快速化城市进程中城市经济增

长和绿度能否实现正向协同？ 

11:00-11:20 

居  阳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博士后 

绿地、经济因素、城市热环境

的相互关系研究——以拉美 10

国 366 个主要城市为例 

11:20-11:40 

李达维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

划学院副教授 

幸福河湖景观生态提升建设—

—广州市南岗河项目为例 

11:40-12:00 

郭飞飞 

大自然保护协会千岛湖

项目经理 

千岛湖水基金：探索城市水源

地的可持续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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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9：区域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召集人：孙  建、鲁旭阳、武海涛、刘国华 

参会链接：腾讯会议：450-553-709 

直播链接：https://www.koushare.com/topicIndex/i/NSRE3 

分会场志愿者：孙逸冰 15950596289 

时间：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08:30-12:00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上半场 

08:30-10:10 

 

主持人： 

孙  建 

08:30-08:50 

武海涛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所

研究员 

东北沼泽湿地生态恢复与生态

安全保障研究 

08:50-09:10 

李禄军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所

研究员 

黑土保护利用模式与可持续发

展 

09:10-09:30 

彭  立 

四川师范大学地理学院

教授 

喀斯特生态安全格局与恢复的

空间识别方法 

09:30-09:50 

李  琴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十年禁渔背景下长江水生生物

保护的生态-社会效益及优化 

09:50-10:10 

赵  伟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

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青藏高原地表增温时空格局遥

感监测 

休息（10:10-10:20） 

下半场 

10:20-12:00 

 

主持人： 

鲁旭阳 

10:20-10:40 

赵维军 

山东理工大学建筑工程

学院教授 

重工业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对土地利用时空演变的响应-

以太原市为例 

10:40-11:00 

冯青郁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粮食生产潜力与驱动因素

时空分布 

11:00-11:20 

黄  飞 

广东工业大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农田土壤重金属镉形态转化过

程中功能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的

作用机制 

11:20-11:40 

李彬彬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博士后 

基于整合分析的黄土高原人工

林与天然林固碳及气候响应差

异 

11:40-12:00 

郑海峰 

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

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大型湿地水鸟活动特征及适宜

性生境分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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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10：区域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与规划响应 

召集人：王  帅、巩  杰、胡  宏 

参会链接：腾讯会议：749-251-033 

直播链接：https://www.koushare.com/topicIndex/i/NSRE3 

分会场志愿者：陈美伊 15851873099 

时间：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14:00-17:10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上半场 

14:00-15:30 

 

主持人： 

胡  宏 

14:00-14:20 

王  帅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

学部教授 

黄河流域社会生态系统变化及

其可持续性 

14:20-14:40 

周  亮 

兰州交通大学测绘与地

理信息学院教授 

城市绿色空间与建筑对地表温

度的联合影响 

14:40-15:00 
张  城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流动模

型的渭河流域水资源安全评价 

15:00-15:20 

巩  杰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教授 

基于文献计量的社会生态系统

研究进展 

15:20-15:30 点评及讨论 

休息（15:30-15:40） 

下半场 

15:40-17:10 

 

主持人： 

巩  杰 

15:40-16:00 

谢  波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教授 

面向呼吸健康的国土空间规划

生态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16:00-16:20 

黄焕春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

学院副教授 

高温健康危害评估及绿地系统

规划响应策略研究 

16:20-16:40 

刘  超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助理教授 

基于解释性机器学习的城市密

度与多元健康风险分析 

16:40-17:00 

胡  宏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副教授 

适应性循环视角下都市圈社会

生态系统演进研究 

17:00-17:10 点评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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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11：安全韧性区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召集人：翟国方、颜文涛、顾康康 

参会链接：腾讯会议：450-553-709 

直播链接：https://www.koushare.com/topicIndex/i/NSRE3 

分会场志愿者：孙逸冰 15950596289 

时间：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14:00-17:10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上半场 

14:00-15:30 

 

主持人： 

翟国方 

14:00-14:20 

颜文涛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教授 

数据驱动韧性城市规划的技

术与方法探索 

14:20-14:40 

彭  翀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教授 

区域韧性的理论及其应用探

索 

14:40-15:00 

马  磊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

学院副教授 

局地气候分区支持下的城市

精细空间热健康风险评估研

究 

15:00-15:20 

顾康康 

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

学院教授 

淮河流域行蓄洪区乡村韧性

空间分布及影响机理研究 

15:20-15:30 点评及讨论 

休息（15:30-15:40） 

下半场 

15:40-17:10 

 

主持人： 

颜文涛 

15:40-16:00 
陈  天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韧性城市与韧性提升规划设

计策略研究探索 

16:00-16:20 

王宝强 

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副教授 

应对洪涝灾害的韧性区域与

城市空间构建研究 

16:20-16:40 

苏  飞 

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乡

规划学院副教授 

中国公平韧性测度及时空特

征分析 

16:40-17:00 

翟国方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教授 

我国安全韧性提升的需求、

机遇和挑战 

17:00-17:10 点评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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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12：区域碳中和与国土空间优化 

召集人：黄贤金、金晓斌 

参会链接：腾讯会议：616-836-499 

直播链接：https://www.koushare.com/topicIndex/i/NSRE3 

分会场志愿者：徐海蓉 18851191078 

时间：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14:00-17:10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上半场 

14:00-15:30 

 

主持人： 

黄贤金 

14:00-14:20 

朱  青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

湖泊研究所研究员 

典型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土壤

温室气体排放与植被固碳能力

浅析 

14:20-14:40 

潘浩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

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高精度碳排放数据支撑面向双

碳目标的国土空间规划 

14:40-15:00 

刘静萍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

学学院博士生 

耕地生态保护视角下中国经济

发达区半自然生境识别与特征

分析——以苏南地区为例 

15:00-15:20 

欧维新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教授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理论与方

法 

15:20-15:30 点评及讨论 

休息（15:30-15:40） 

下半场 

15:40-17:10 

 

主持人： 

金晓斌 

15:40-16:00 

赵荣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测绘

与地理信息学院教授 

快速城市化对“水-能-碳”耦合

系统的影响 

16:00-16:20 

漆信贤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

学学院副研究员 

基于供需分离加剧的近 30 年

来中国谷物碳排放转移时空演

变研究 

16:20-16:40 

刘泽淼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

学学院博士生 

基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的中国

碳中和路径研究 

16:40-17:00 

张鸿辉 

广东国地规划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 

面向“双碳”目标的自然资源全

生命周期监管研究 

17:00-17:10 点评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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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13：研究生论坛-Ⅰ 

 

参会链接：腾讯会议：723-991-264 

直播链接：https://www.koushare.com/topicIndex/i/NSRE3 

分会场志愿者：尹懋森 15273154543 

时间：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8:30-17:00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上午 

第一场 

8:30-10:10 

 

主持人： 

尹海伟 

8:30-8:45 
秦倩倩 

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生 

油松人工林重度火烧迹地土壤

入渗动态 

8:45-9:00 
施  睿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生 

高精度碳排放数据支撑国土空

间规划的路径研究 

9:00-9:15 
彭立娴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生 

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公

平性时空格局演变研究——以

西安都市圈为例 

9:15-9:30 
曾雪艳 

青岛农业大学硕士生 

基于多出行模式及尺度效应的

公园绿地空间公平性研究—以

青岛市中心城区为例 

9:30-9:45 
文  慧 

南京工业大学硕士生 

城市公园热效应时空特征及影

响因子研究 

9:45-10:00 

张廷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

生态研究所硕士生 

基于综合生态环境过程的流域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以

浑太流域为例 

10:00-10:10 点评及讨论 

休息（10:10-10:20） 

上午 

第二场 

10:20-12:05 

 

主持人： 

尹海伟 

10:20-10:35 

周继涛 

长安大学土地工程学

院博士生 

An approach to selecting suitable 

input data for SWAT model to 

improve simulation accuracy 

10:35-10:50 

孔旻蔚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本科生 

城市低碳竞争力时空演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10:50-11:05 
龚阳春 

兰州交通大学硕士生 

韧性视角下中国超大城市绿带

破碎化与连通性测度分析 ——

以北京、西安及成都为例 

11:05-11:20 
冯娟龙 

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生 

极端降雨对晋西黄土残塬沟壑

区坝控流域泥沙连通性的影响 

11:20-11:35 
刘又嘉 

浙江工商大学硕士生 

自然灾害对中国农村居民生计

韧性空间格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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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11:50 
宋玉琳 

兰州大学研究生 

河西地区陆地生态敏感性时空

演变特征及分区治理研究 

11:50-12:05 

张宁慧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硕士生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2000-2010-

2010）区域热环境和城市形态

的响应关系：以中国的三个城

市群为例 

休息（12:05-14:00） 

下午 

第一场 

14:00-15:40 

 

主持人： 

居  阳 

14:00-14:15 
童依霜 

浙江大学博士生 

Ecological impacts of 

photovoltaic power plants--cas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lant in 

Qinghai Province，China 

14:15-14:30 
邹  仪 

浙江工商大学硕士生 

中国村域乡村韧性评价及空间

分异——长兴县为例 

14:30-14:45 

何金科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

院硕士生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与协

同修复——构建三峡库区生态

发展新格局 

14:45-15:00 
柴文雯 

长安大学硕士生 

山东省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

耦合发展研究 

15:00-15:15 

李玉辰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

究院硕士生 

祁连山植被覆盖变化及其对气

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 

15:15-15:30 
马  楠 

兰州大学硕士生 

甘肃省实现“碳达峰”的路径

分析及对策建议 

15:30-15:40 点评及讨论 

休息（15:40-15:50） 

下午 

第二场 

15:50-17:00 

 

主持人： 

居  阳 

15:50-16:05 

胡  影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博士生 

中国生态系统弹性的变化及机

制 

16:05-16:20 
丁诗雨 

长安大学硕士生 

陕西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协

调度水平分析 

16:20-16:35 

乔志宏 

西安科技大学测绘科

学与技术学院硕士生 

放牧干扰下黄土高原及其典型

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的时

空变化特征 

16:35-16:50 

么  宁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

研究所硕士生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黑土地退

化区域有机质反演研究 

16:50-17:00 点评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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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13：研究生论坛-Ⅱ 

 

参会链接：腾讯会议：135-500-017 

直播链接：https://www.koushare.com/topicIndex/i/NSRE3 

分会场志愿者：周钰烨 18857582918 

时间：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8:30-17:00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上午 

第一场 

8:30-10:10 

 

主持人：

胡  宏 

8:30-8:45 

李焱秋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博士生 

中国西南喀斯特坡地不同岩土

结构下的土壤水文功能及有效

水储量研究 

8:45-9:00 
崔雨乐 

安徽建筑大学硕士生 

环湖城乡接壤地区的生态网络

构建及优化——以环巢湖区域

为例 

9:00-9:15 

贺宏斌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硕士生 

基于社会感知的城市功能区人

居环境愉悦度时空分析 

9:15-9:30 
李  帆 

长安大学硕士生 

黄土高原生态敏感性时空格局

及驱动力 

9:30-9:45 
王静怡 

浙江财经大学硕士生 

土壤封闭度提高会导致生态系

统服务的损失吗？—以环杭州

湾城市群为例 

9:45-10:00 
赵午冬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生 

居民对城市绿地类型及其生态

——社会服务的偏好 

10:00-10:10 点评及讨论 

休息（10:10-10:20） 

上午 

第二场 

10:20-12:00 

 

主持人： 

胡  宏 

10:20-10:35 

钱凯旋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硕士 

变化环境下中亚土壤水蚀时空

变化及驱动力评估 

10:35-10:50 
周温霆 

浙江财经大学硕士生 

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效评

估——以浙江省 90 个县级行

政区为例 

10:50-11:05 
吕震豪 

浙江大学硕士生 

基于多元利益主体偏好的乡村

价值评价——以浙江省乐清市

为例 

11:05-11:20 
翟云梦 

长安大学硕士生 

陕南典型尾矿库土壤 As 污染

及植物富集特征 

11:20-11:35 

凌子尧 

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硕士生 

不同城市用地功能区实施屋顶

绿化的雨洪调控效应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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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11:50 
冯玮含 

西安科技大学硕士生 

放牧干扰下畜牧发展对生态系

统服务的影响——以黄土高原

典型植被恢复区为例 

11:50-12:00 点评及讨论 

休息（12:00-14:00） 

下午 

第一场 

14:00-15:40 

 

主持人： 

黄  宇 

14:00-14:15 
杨舒媛 

长安大学博士生 

1944-2020 年西安城市扩张时

空格局演变研究 

14:15-14:30 
王雪晴 

中国矿业大学硕士生 

基于生态承载力的多源生态风

险演化分析与治理策略研究 

14:30-14:45 

李梓萱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

计学院硕士生 

生态安全格局视角下淮北市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保护研究 

14:45-15:00 

刘艳玲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

害与环境研究所硕士生 

年楚河流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的土壤养分及其生态化学计量

特征 

15:00-15:15 
宋通通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生 

长江口九段沙湿地生态系统格

局变化研究 

15:15-15:30 
穆  琪 

长安大学硕士生 

基于 EES-PSR 模型的陕北黄

土高原生态安全研究 

15:30-15:40 点评及讨论 

休息（15:40-15:50） 

下午 

第二场 

15:50-17:00 

 

主持人： 

黄  宇 

15:50-16:05 

王壮壮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博士生 

生态恢复背景下黄土高原植被

绿化与植被弹性下降共存 

16:05-16:20 

李  敏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

心硕士生 

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经济格局

驱动土壤病原菌的分布 

16:20-16:35 
周  杨 

新疆大学硕士生 

生计资本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基于

阿勒泰地区 553 份农户调查数

据 

16:35-16:50 
石婕妤 

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生 

怒江流域（云南区段）耕地非

粮化的空间分异及驱动因子识

别 

16:50-17:00 点评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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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 

主持人：卫  伟  中国生态学学会区域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参会链接：腾讯会议：805-629-327 

直播链接：https://www.koushare.com/topicIndex/i/NSRE3 

分会场志愿者：明昊霖 17366012500 

时间：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17:30-18:00 

时间 内容 

17:30-17:45 大会情况简要总结、优秀研究生报告遴选结果（会务组、专委会） 

17:45-18:00 宣布下届主办单位，下届主办单位代表发言 

 

三、会议秘书 

尹海伟  老师  电话：13814080316 （会议统筹） 

胡  宏  老师  电话：13585166715 （会议宣传） 

居  阳  老师  电话：19551998020 （会议安排） 

黄  宇  老师  电话：19551998020 （会议接待） 

 

四、会议联系人 

刘宏庆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博士生  电话：13251440001 

苏  杰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生  电话：18890374712 

孙  辉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生  电话：18789067213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22 年 11 月 0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