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土保持通报》第七届编委会成员名单 
（任期 2021—2024年） 

主  任  冯  浩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副主任  沈雪建     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聂小妮    《水土保持通报》编辑部  

顾  问 （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安芷生(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 地球环境研究所 

崔  鹏(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彭建兵(中科院院士)    长安大学 

山  仑(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邵明安(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张宏福(中科院院士)    西北大学 

张佳宝(工程院院士)    山西农业大学 

国内编委（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阿里木江∙卡斯木      新疆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安韶山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毕银丽              西安科技大学 地质与环境学院 

蔡强国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曹明明              西北大学 城市与资源学系 

曹生奎              青海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常小峰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陈洪松              中国科学院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陈奇伯              西南林业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陈晓清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程积民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丛佩娟              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戴全厚              贵州大学 林学院 

丁永建              中国科学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方怒放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冯  起              中国科学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高建恩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高健翎              水利部 黄河水利委员会 黄河中上游管理局 

高  永              内蒙古农业大学 生态环境学院 

郭索彦              水利部 水土保持司 

姜德文              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焦菊英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雷廷武              世界水土保持学会 

李洪任              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李洪远              南开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江风              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武汉） 

李  鹏              西安理工大学 西北旱区生态水利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  锐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李生宝              宁夏农林科学院 

李占斌              西安理工大学 

李智广              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梁  音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 

刘宝元              北京师范大学 

刘秉儒              北方民族大学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国彬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刘纪根              水利部 长江水利委员会 长江科学院 

刘文兆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刘彦随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刘增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鲁胜力              中国水利学会 

罗志东              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穆兴民              中科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宁堆虎              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 

彭守璋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佘  雕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石  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石生新              山西省水利厅 

史志刚              安徽省水利厅 

史志华              华中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宋乃平              宁夏大学 西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唐迎洲              上海市水务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  滨              河北地质大学 

王  兵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王  飞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王  辉              湖南农业大学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王立春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王进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王念忠              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王仕稳              中科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魏  强              甘肃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温仲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草业与草原学院 



吴发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吴普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肖培青              黄河水利委员会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谢锦升              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徐学选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许靖华              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许有鹏              南京大学 地理学院 

薛占金              山西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研究所 

杨明义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叶优良              河南农业大学 

杨稳新              陕西省水土保持和移民工作中心 

杨勤科              西北大学 城市环境学院 

姚文艺              黄河水利委员会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于东升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 

于澎涛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于  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土保持研究所 

余新晓              北京林业大学 水土保持学院 

袁建平              水利部 水资源环境中心 

袁普金              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翟禄新              广西师范大学 环境与资源学院 

张  超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张风宝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张光灿              山东农业大学 林学院 

张长印              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张光辉              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学院 

张克存              中国科学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张丽萍              浙江大学 环境与资源学院 

张文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林学院 

张晓萍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张信宝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张兴义              中国科学院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张  翼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西北调查规划设计院 

赵  辉              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赵广举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赵西宁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赵永军              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赵一鹤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 

赵  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郑粉莉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周正朝              陕西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周忠发              贵州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朱宏伟              水利部 黄河水利委员会 黄河中上游管理局 

上官周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土保持研究所 

境外编委 （按汉语拼音或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傅国斌（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水土研究所 

恒川笃史(日本）             日本鸟取大学干燥地研究中心 

金继明（美国）              美国犹它州立大学 

山中典和(日本）             日本鸟取大学干燥地研究中心 

司炳成(加拿大）             加拿大莎省大学农业与生物资源学院 

Andreas Klik(奥地利）         奥地利维也纳农业与科学大学 

Carmelo Dazzi(意大利）        欧洲土壤保持学会 

John D. Liu（荷兰）           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学院 

John Zhang（美国）           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 

Kadambot Siddique（澳大利亚） 西澳大利亚大学 

Lu Zhang(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水土研究所 

Panos Panagos（意大利）       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 

Pasquale Borrelli（意大利）     帕维亚大学（University of Pavia）地球与环境科学系 

S.H.R. Sadeghi（伊朗）        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Tarbiat Modares University） 

Sang-Soo KWAK（韩国）      韩国植物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