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华人青年水科学协会 CYWater 2020 夏季会议 

（二号通知） 

（2020 年 8 月 11 日-8 月 14 日· 北京时间） 

承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密西根州立大学 

 

协办单位  

清华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中山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杜克大学 

斯坦福大学 

美国德克萨斯 A&M大学 

复旦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附件 1  会议安排 

议题 会议安排 会议形式 

陆地水循环与全

球变化 

2020 年 8 月 11 日

早上 8-12 点 

报告（10 个，15 分钟汇报，5 分钟讨论） 

短报告（10 个，2 分钟，无讨论环节） 

2020 年 8 月 11 日

晚上 20-21 点 

特邀主题报告（1 个，45 分钟汇报，15 分钟

讨论。汇报人：戴爱国, SUNY） 

召集人 袁星、汤秋鸿、高慧琳 

   

水文气象极端事

件与灾害 

2020 年 8 月 12 日

早上 8-9 点 

报告（3 个，15 分钟汇报，5 分钟讨论） 

2020 年 8 月 12 日

早上 9-10 点 

特邀主题报告（1 个,45 分钟汇报,15 分钟讨

论。汇报人：Kevin Trenberth, NCAR） 

2020 年 8 月 12 日

早上 10-12:20 

报告（6 个，15 分钟汇报，5 分钟讨论） 

短报告（10 个，2 分钟，无讨论环节） 

召集人 吴欢、李文弘、骆利峰、高艳红 

   

水文观测、模拟与

新方法 

2020 年 8 月 13 日

早上 8-12 点 

报告（10 个，15 分钟汇报，5 分钟讨论） 

短报告（10 个，2 分钟，无讨论环节） 

2020 年 8 月 13 日

晚上 20-21 点 

特邀主题报告（1 个，45 分钟汇报，15 分钟

讨论：汇报人：杨大文，清华大学） 

召集人 何小刚、戚友存、龙笛、潘云 

   

生态水文与地貌 

2020 年 8 月 14 日

早上 8-12 点 

报告（10 个，15 分钟汇报，5 分钟讨论） 

短报告（10 个，2 分钟，无讨论环节） 

2020 年 8 月 14 日

晚上 20-21 点 

特邀主题报告（1 个，45 分钟汇报，15 分钟

讨论。汇报人：孙阁，USDA） 

召集人 陈东、潘铭、杨雨亭 

*短报告可做 3-5 页 PPT，需 8 月 7 日前发到组委会。 

 

 



 

第八届国际华人青年水科学协会 CYWater 2020 夏季会议科学委员

会与组织委员会 

科学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喜明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授，WRR 联合主编 

陈德亮 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哥德堡大学教授 

陈骥 香港大学副教授 

陈镜明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 

陈永勤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戴爱国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教授 

段青云 河海大学教授 

顏天佑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授 

洪阳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 

刘俊国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 

苏中波 荷兰特文特大学教授 

汤秋鸿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王全君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 

谢红接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教授 

谢正辉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薛永康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杨大庆 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 

杨大文 清华大学教授 



 

杨红 瑞士联邦水科学与技术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阳坤 清华大学教授 

杨宗良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 

詹红兵 美国德克萨斯 A&M大学教授 

张橹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技术组织（CSIRO）首席科学家 

張銘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曾宁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组织委员会 

汤秋鸿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陈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戚友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袁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吴欢 中山大学 

何小刚 美国斯坦福大学 

高艳红 复旦大学 

潘铭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李文弘 美国杜克大学 

骆利峰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 

高慧琳 美国德克萨斯 A&M大学 

阳坤 清华大学 

龙笛 清华大学 

杨雨亭 清华大学 

潘云 首都师范大学 

史晓刚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甘蓉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附件 2  加入 Zoom webinar （网络研讨会）简要操作流程 

概述 

邀请您参加 CYWater 夏季会议的网络研讨会，您是该网络研讨会的观众。作为观众，请

您全程静音您的音频，汇报人汇报完进入讨论阶段后，您可以通过举手（主持人同意后可

音频），或者发送文字消息至 Q&A 进行提问。 

加入网络研讨会 

方法一：推荐使用此步骤加入网络研讨会 

第一步：Zoom 账号注册和个人信息注册（如果您没有 Zoom 账号，建议按照此链接对

应的文章注册账号，并且设置个人信息）。 

第二步：Zoom 下载和安装。 

第三步：登陆 Zoom。（移动端用户请点击【登陆国际版】按钮登陆，如果您使用第一步

上的账号无法登陆，请确保您使用了 Zoom 国际版客户端）。 

第四步：点击【加入会议】按钮，输入网络研讨会的会议 ID，进入网络研讨会即可。 

方法二：如果您来不及注册 Zoom 账号，可以按照此方法临时进入到网络研讨会。 

第一步：Zoom 下载和安装。 

第二部：点击【加入会议】按钮，输入网络研讨会会议 ID 和姓名，如下图所示： 

https://www.zoomvip.cn/help/zoomwebinar/view-421.html
https://www.zoomvip.cn/help/zoomwebinar/view-413.html
https://www.zoomvip.cn/help/zoomwebinar/view-413.html


 

 

（请在“不自动连接语音”和“保持摄像头关闭”前打勾） 

点击【加入会议】按钮，输入您的邮箱，如下图所示： 

 

注意： 

电子邮箱要是可用的邮箱，方便主持人给您发送会议资料等信息。 



 

昵称建议格式：部分 - 姓名（如：网络科技部 - 王昊）。 

等待主持人开始这个网络研讨会 

如果主持人还没有开启网络研讨会，您将收到以下信息： 

 

如果您收到显示研讨会日期和时间的消息，请检查研讨会的日期和开始时间，包括时区。

确保在网络研讨会开始时再加入。 

 

 

 



 

问题与回答 

问答窗口允许您向主持人和嘉宾提问。他们可以通过问答窗口中的文字回复你，也可以现

场回答你的问题。 

1、点击【问答】按钮打开问答窗口。 

2、把你的问题输入问答框。点击【发送】按钮即可。 

 

3、如果主持人通过问答回答了您的问题，您将在问答窗口中看到一个答复，如下图所示： 



 

 

4、主持人也可以直接在线语音回答您的问题，如下图所示： 



 

 

聊天 

会议内聊天允许您向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发送聊天消息。您可以设置消息【全体嘉宾】可

见，或者【全体嘉宾和观众】可见。 

 



 

举手 

您可以点击【举手】按钮向主持人发送请求。主持人可以让您手放下，您也可以主动点击

【手放下】按钮。 

离开会议 

您可以点击【离开会议】按钮离开网络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