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o-Eco生态学未来之展望高级研讨班，及庆祝Sino－Eco成立二十周年大会在沈
阳举行

由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和中华海外生态学者协会联合主办和承办、辽宁省生
态学会和美国生态学会亚洲生态学分会协办的“生态学未来之展望2009年 高级研讨班：挑
战、对策、战略”于2009年7月15-17日在沈阳东盛大厦举行。来自全国各大专院校和研究
机构的研究生和学者270余人参加了研讨班。
研讨班的开幕式由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邬建国博士主持，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
研究所所长韩兴国研究员和中华海外生态学者协会会长孙阁博士分别致词，中国科学院沈
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党委书记姬兰柱研究员出席了开幕式。
Sino-Eco 为韩兴国所长颁发了国际合作贡献奖，表彰他二十年来为海外生态学家与中国
的交流所作出的无私奉献。同时，Sino-Eco也为Sino-Eco创立，成长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
的邬建国，武昕原，伍业钢博士，授予Sino-Eco杰出奉献奖。
生态学未来之展望2009年高级研讨班是值中华海外生态学者协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
集中华海外生态学者为国服务、促进祖国生态学研究和可持续发展的一次盛 会。研讨班

的15位主讲人是来自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在生态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的科学家(详见
后)，多为中华海外生态学者协会的主席和资深会员，他们奉献了15个精 彩的学术讲座，
每个讲座长达2个小时。讲授内容涵盖了生态学发展的前沿及许多对中国科学发展极前瞻
性的思考，具体包括从全球变化到景观动态、从模型模拟到 同位素技术、从海洋生态系
统到森林生态系统、从生态学理论到生态系统管理和决策，从应用生态学到交叉综合大科
学的研究成果和展望。
本次研讨班采用了主讲者与听讲者对话、答疑等互动形式，即使听讲者学到了大量的知
识，也起到了主讲者与国内同行之间相互交流、互相启迪的作用。本次研讨班的演讲内容
将被整理编辑成书《生态学未来之展望：挑战、对策、战略》，并正式出版 发行，其成果
将与更多的生态学工作者和可持续发展管理者共享。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袁志文和Sino－Eco伍业钢和博士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为研讨班的成
功作出了巨大贡献。

July 15， 2009 授奖仪式（从左至右：武昕原，邬建国，伍业钢博士）

生态学未来之展望2009年高级研讨班
主题：生态学未来之展望：挑战、对策、战略
（Ecological Vision：Challenge, Response and Strategy）
生态学未来之展望2009年高级研讨班是值中华海外生态学者协会成立二十周年之
际，集海外生态学者为国服务、促进祖国生态学研究和可持续发展的一次盛会。参
加演讲的来宾多为协会的主席和资深会员。他们二十多年来在美国院校、政府部
门、企业都多有建树。他们的讲授内容涵盖生态学发展的前沿及许多对中国科学发
展极前瞻性的思考；具体包括从全球变化到景观动态，从模型模拟到同位素技术，
从海洋生态系统到森林生态系统，从生态学理论到生态系统管理和决策，从应用生
态学到交叉综合大科学的研究成果和展望。
研讨班的主讲人将竭尽二十年之研究智慧和精华奉献给国内同行、学者。这次研讨
班将采用更多的对话、答疑等互动形式，与国内同行交流、互相启迪。每一个演讲
都附有主讲人的研究论文背景阅读文献。而且，每一个演讲和问题回答都将纪录整
理编辑成书《生态学未来之展望：挑战、对策、战略》，并委托高教出版社出版。
其成果将与更多的生态学工作者和可持续发展管理者共享。

一、时间
2009年7月15－17日（期三至星期五）: （7月14日报到）
二、地点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三、主办机构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中华海外生态学者协会
协办机构：
美国生态学会亚洲生态学分会
辽宁省生态学会
被邀主讲人及简介：

第一讲：应用生态学未来的发展
主讲人：韩兴国 博士（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韩兴国博士为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兼内蒙古草原生态系
统定位研究站站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
评审组成员，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学丛书》生物学科编
委，《植物学研究进展》系列丛书编委，《生物多样性》杂志主编，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杂志主编，日本SCI刊物《EcologicaI Research》的咨
询编委，还担任《植物生态学报》、《生态学报》、《应用生态学报》、《生态学
杂志》、《武汉植物研究》、《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等国内学术刊物的编委或常
务编委。韩兴国博士1982年于山东农业大学获学士学位；1989年于美国乔治亚
大学生态研究所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系统生态学、保护生态学、生物
地球化学、全球变化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承担国家基金重点项目“草原
生态系统中生源要素的计量化学关系及其耦合机理”、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
目“浑善达克沙地与京北农牧交错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实验示范研究”、国家973项
目2级课题“农牧交错带生态系统生产力形成机制”、科技部首都圈防沙治沙应急技
术研究与示范项目“锡林郭勒草原（锡林浩特）地区防沙治沙技术示范”、国家基金
面上项目“热带中国碳素储量及其历史变化格局”和“片断化热带雨林植物水分利用
效率的边缘效应”等。Email:hanxg@iae.ac.cn
第二讲：交叉综合大科学与生态学未来

主讲人：陈吉泉 教授（美国托莱多大学）
陈吉泉教授1991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托莱多大学景观生态学
系、地学系、生态及环境科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森林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全球变
化生物学、生态系统碳平衡方面的研究。陈吉泉教授1993 年至2001 年曾在密执
根理工大学执教，随后成为在美国托莱多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1999 年至2000
年陈吉泉博士曾是美国哈佛大学Bullard 学会荣誉研究员。他共发表学术论文1４0
余篇，并有6部论著，主持60余项科研项目。陈吉泉博士致力于生态系统和景观生
态学的研究，包括林沿效应、林冠三维结构、生态系统碳和水分循环、能量平衡、
河岸植被生态学研究及管理。其研究成果在生态学、森林管理和微气候科学领域产
生了极大的影响。陈吉泉教授主要讲授景观生态学、保护生物学、森林生态学、生
物物种学、森林及微气候学等课程，已培养20 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陈吉泉博
士1996 年发起成立美国生态学会亚洲生态学分会，并任首届主席，他目前是国际
林联景观生态学工作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中美碳研究协会的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
当代生态学讲座系列的首席教授，也是《森林科学》、《
农业和森林气象》、
《
植物生态学》等杂志的副主编。2004
年度获美国“SigmaXi/Dion
D.Raftopoulos
研究成就奖”，并于2006
年获“托莱多大学杰出研究教授
奖”。2004-2008， 他任Toledo地区《中华协会》主席， 目前任托莱多大学
《华人教授协会》主席。Email: jiquan.chen@utoledo.edu
第三讲：景观生态学研究: 北美亚热带稀树草原景观中木本植物入侵过程与土壤碳
的格局和动态
主讲人：武昕原 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
武昕原教授在兰州大学获学士（1982）学位，美国田纳西大学获生态学硕士
（1988），管理科学硕士（1990）学位，与生态学博士（1991）学位，后在俄
亥俄州立大学自然资源学院做博士后研究（1992-1995）。曾在兰州大学、美国
联邦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任职。现为德克萨斯A&M大学生态
系统科学与管理系教授兼副系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与兰州
大学萃英讲席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包括景观生态，湿地恢复生态，和生态教育研
究。（http://people.tamu.edu/~xbw/）Email: xbw@neo.tamu.edu
第四讲：水生态系统危机对环境管理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挑战
主讲人：刘秦勤 博士(美国加州自然资源局)
刘秦勤, 女, 1981年获西北农业大学学士学位;1985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
1990年获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博士学位(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PhD,
Botany)。曾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作博士后研究，任教于美国旧金山市区学院生
态学，加州州立大学及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生物学系。 目前在美国加州政府水资源
部任资深环境科学家。主要从事水资源环境及水生态系统内物种和生境保育的研究
和政策协调工作。通讯地址: Qinqin Liu, 5124 Vista Del Oro Way, Fair Oaks,
CA 95628, USA. E-mail: drqliu@yahoo.com or qliu@water.ca.gov

第五讲：稳定同位素生态学研究进展
主讲人：林光辉 教授（厦门大学）
林光辉教授，博士生导师; 杰出青年基金B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2003-2006） 。 美 国 迈 阿 密 大 学 博 士(1992)、 犹 他 大 学 生 物 系 博 士 后
（ 1992-1994 ） 。 先 后 当 任 美 国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地 球 研 究 院 副 研 究 员
（1996-2003）、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2003-2008）、厦门大
学“闽江学者”特聘教授（2007-）、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2008-）和滨海湿地
生态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筹)主任（2008-）。主要学术兼职包括：Journal of
Plant Ecology 共同主编(2007-)、国际原子能组织(IAEA) 的“生物圈与大气圈中
水分同位素网络研究” 跨国合作项目的发起人之一（2004-2007）、Journal of
Integrated
Plant
Biology编 委 （2004-2008） 、 植 物 生 态 学 报 编 委
（2002-）、海外中国生态学者协会（SINO-ECO）主席（1995-1996）等。主
要从事稳定同位素生态学、全球变化生物学和湿地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曾主持或
共同主持过美国NSF、DOE、EPA、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
工程重要方向项目”和中国农业部“948”项目等资助课题多项，获美国农业部部长
科技团体优秀奖一项，在PNAS、Plant
Physiology,
BioScience，Global
Change Biology,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Oecologia,
Ecological
Enginnering等国际著名学报上发表了80多篇学术论文。Email:
lingh@xmu.edu.cn
第六讲：人类与环境研究：稳定同位素自然丰度作为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的示踪物
主讲人：古滨河 博士（美国南佛罗里达州水资源管理局）
古滨河1993年获美国阿拉斯加大学海洋学博士学位。1993年－1997年期间在佛
罗里达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美国南佛罗里达州水资源管理局大沼地研究处高
级研究员。研究范围包括恢复生态学，湿地生态学，生态工程学，湖沼学和稳定同
位素生态学。目前研究重点为人类活动对淡水湖泊和湿地的影响及其对策。在SCI
源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中文论文10余篇，主编和翻译著作各一部，参加编
写中英文专著6部。正在撰写和翻译专著各一部。为《植物生态学报》,《湿地科
学》和《生态科学》，国际刊物Journal of Plant Ecology和Acta Ecologica
Sinica编委。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内蒙古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客
座教授，暨南大学和中科院南京地理湖泊研究所短期访问学者。2006年王宽诚教
育基金获得者。中华海外生态学者协会主席和中国生态学会理事
（ 2006-2008 ） 。 现 任 中 华 海 外 生 态 学 者 协 会 理 事 会 顾 问 。 Email:
bgu@sfwmd.gov
第七讲：全球变化模型：森林生长、生产力与碳动态模型――从冰川期到未来的模
拟
主讲人：彭长辉 教授（加拿大魁北克大学）
彭长辉, 1985年毕业于中南林学院林学专业（学士）, 1994年获法国马赛第三大
学生态学博士。加拿大Alberta大学博士后。现任加拿大首席科学家（Canada

Research Chair），Quebec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中国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海外基金（B类）获得者，中华海外生态学者协会主席 (2004 2006）。加拿大McGill大学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中心客座研究员.获得中国科学院
海外评审专家 (2004), 中国科学院海外知名学者 (2005),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
外评审专家 (2005). 加拿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ERC Strategic Grant) 模型首席
评审专家 (2008). Email: peng.changhui@uqam.ca
第八讲：气候变化挑战下的森林维续：研究干扰和气候对森林碳汇的影响并探索管
理策略
主讲人：潘愉德 博士 （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部林务局）
Yude is currently a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 with the Northern Global Change Program of US Forest
Service and Visiting Research Scholar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She obtained degrees from
Oceanography University of China (Mathematics, BS),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uantitative Plant Ecology, MS), an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yracuse (Plant
Ecology, Ph.D). She had been a post-doc scientist at the Ecosystem Center of Marine Biological
Laboratory in Woods Hole before she was hired by The US Forest Service. Since 2005, she also has
been an Adjunct Fellow and Summer Lecturer of the Department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primarily includes, but not limited to, (1) biological
responses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to multiple environmental stresses with an emphasis on
understanding complex interactions among biotic and abiotic processes and between ecosystem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dynamics; (2) Northern American Carbon Program (NACP) research on
forest ecosystems and land-water interactions, with particular interests on attribut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disturbances (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forest succession, climatic variability and
atmospheric chemistry on carbon source and sink dynamics; and (3) consequence and projection

of anthropogenic nitrogen deposition on northeastern forests in terms of changing
productivity and function for retaining inputs of nitrogen deposition, nitrogen saturation
and critical loads for nitrogen deposition. She has been involved in a series of collaborative
projects for understanding and quantifying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s on forest
ecosystems and watershed health in the Northeastern and Mid-Atlantic regions, and for
North America. She is also conduct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forest carbon with
colleagues in Canada and China. Last year, she was part of a U.S. Forest Service
delegation to China that explored opportunities for bilateral collaboration in the areas of
forest health, carbon management, and climate change. She is current president of Asian
Ecology Section of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She has so far authored and coauthored about 50 journal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Email: ypan@fs.fed.us, or
yudepan@princeton.edu; Webpage: http://www.fs.fed.us/ne/global/staff/ypan.html

第九讲：生态系统生态学和恢复生态学面临的一些理论和实践挑战与解决方法
主讲人：缪世利 博士（美国南佛罗里达州水资源管理局）
缪世利博士, 早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原西南师范大学生物学学士(1982), 硕士
(1984), 波士顿大学博士 (1990)，哈佛大学博士后 (1990-1993), 现任南佛罗里
达水利管理区首席科学家, 主要从事植物生态学, 湿地生态学, 生态系统生态学, 和
恢复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曾规划, 设计, 主持, 管理几十项湿地生态系统研究和管理
项目。缪世利博士采用多尺度方法研究富营养化,水文,火对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功能

和过程的影响。她的研究结合生态学理论和生态系统管理和恢复的需要。她刚出版
的主编专著焦点是现实世界的生态学，大规模和长期生态系统生态学的研究和分析
方法。她长期致力于中国海外生态学者协会（SINO-ECO） 服务, 曾任财务
(1999-2000), 副主席 (2000-2002), 主席（2002-2004). 她曾任美国生态学会
亚洲生态学分会主席 (2004-2006), 积极致力于中美之间生态学研究方面的合作,
多次与各大学和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共同举办国际研讨会 (包括生态系统恢复，生物
入侵，科学写作)。 她现为《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编委
（2006- ), 在 Ecology, American Naturalist,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Oecologia 等杂志上发表了学术论文80多篇,另有生物入侵专刊1
本。她先后任几美国大学兼职教授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海外知名学者(2006),
共同培养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 Email: smiao@sfwmd.gov
第十讲：自持续优化：生命系统供需尺度关系的新概念和理论框架
主讲人：李百炼 教授（美国加洲大学河滨分校）
李百炼教授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数学与理论生态学教授, 国际生态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加大/中国10+10战略合作委员会成员, 国际“生态复杂性”杂
志主编, “纽约科学院院刊”生态学主编。李教授是国际公认的从事理论生态学和生
态学建模的权威。多年从事科学研究及应用研究工作，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了150
多篇论文, 30多篇专著章节，和6本学术著作。在理论生态学领域里，他先后创建
了一系列理论并在实际中得到应用。因其开创生态复杂性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以及
他对理论生态学作出的突出贡献, 2005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科学委员会名誉
教授(=外籍院士), 从而使他成为前苏联解体后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生态学家。2006
年10月，又被评为美国科学促进会杰出科学家，美国科学促进会院士(AAAS
Fellow)，他是第一位当选的华裔生态学家。同时，由于他在生态学的其他领域作
出杰出贡献，于1988年当选为美国人类生态科学院院士(IHE Fellow)，成为该院
第一批全世界获此殊荣的40位院士之一﹔ 同年，他还获得澳大利亚CSIRO Fellow
奖﹔ 1993、1994、1996年连续三次获得德国联邦科技部和德国生态中心访问教
授殊荣﹔
2004年，国际最大的出版社Elsevier邀请他创办了国际学术刊物
《Ecological
Complexity(生态复杂性)》，并担任其主编；2006年法国授予
他“French University Professor（法国大学教授）”称号﹔ 2005年当选为世界生
态学高峰会议国际委员会主席, 这个委员会包括了目前全世界最主要的生态学组织
的主席或者主要代表。李百炼教授是活跃在国际生态学前沿的华人科学家。他是多
个国际专业委员会和联邦基金委员会成员（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代社会挑战委
员会和环境安全编委会、欧共体环境建模博士指导委员会、美国国家科研委员会双
边项目、美国能源部计算科学委员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两个重点研究领域的评审
委员等），并担任8个国际专业杂志的编委。他的研究成果多次作为杂志封面呈
现，并被多家媒体（包括英国皇家学会、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科技新闻, 美联社, 意
大利国家电台）报道。他还担任德国、丹麦、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
荷兰、中国诸多知名大学的客座或名誉教授。他14次被邀请到欧洲、北美和国际
性的生态学大会上作大会主题报告，在四个国家科学院作特邀报告。
Email: bailian@faculty.ucr.edu

第十一讲：生态学模型与模拟的精度和可信度研究：不确定性分析是一个重要的检
验标准
主讲人：李哈滨 博士（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部林务局）
李哈滨博士是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部林务局生态学研究员。李哈滨1981年毕业于东
北林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同年考取教育部出国留学研究生，赴美国留
学。1985年李哈滨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9年在俄罗岗州立大学
获得博士学位。从1989年开始，李哈滨博士曾在先后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和杜克
大学作博士后研究，直至1995年被聘为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部林务局生态学研究
员。李哈滨博士的研究兴趣包括景观生态学、生态学模型、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管
理、湿地生态学研究和管理等等。Email: hli@fs.fed.us
第十二讲：“土离根”与“根离土”的问题及探讨
主讲人：程维信 教授（美国加州大学Santa Cruz分校）
程维信博士系美国加州大学Santa Cruz分校教授。程维信1982年毕业于东北农业
大学并获学士学位，1989年于美国乔治亚大学获生态学博士学位，随后到圣地亚
哥州立大学作博士后研究，1992年返回乔治亚大学继续他的博士后研究。程维信
博士1994至1998年被聘为美国荒漠研究所的助理研究教授，1999年被聘为现在
就职的加州大学Santa Cruz分校的助理教授，2001年转为付教授，2007年被聘
为教授。程维信博士主要讲授全球理化环境、土壤与植物养分、生物地球化学与全
球环境、陆地生态系统功能与过程、交叉学科研究设计等课程。程维信教授先后获
得美国农业部、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数百万美元研究经费，发表论文论著70
余篇。程维信博士是Sino-ECO的第一任付主席、曾任美国生态学会亚洲分会主
席，国际土壤生态学会秘书长。并担任“Plant and Soil”等杂志的编委。Email:
wxcheng@ucsc.edu

第十三讲：森林水文学研究：预测中国森林植被恢复和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可能影
响
主讲人：孙 阁 博士（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部林务局）
孙 阁博士现任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部林务局（USDA Forest Service）南方实验站
全球变化中心水文学研究员，同时兼任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oledo, Auburn University， 和北京林业大学客座教授。他长期
从事全球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和水资源的影响研究，发表科技论文一百余篇。他获
原北京林学院水土保持专业学士（1985）和森林水文硕士学位（1988）后，就
职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参加了‘三峡大坝’环境影响评价研究。1995
年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获森林水文学博士学位。他目前的主要在研项目有1）陆地生
态系统水和能量平衡对比研究及区域尺度蒸发散模型开发，2）国家尺度流域水资
源在气候，土地利用，和人口变化条件下的供需评价模型开发，3）森林湿地的水
文生态过程模拟，4）山地森林缓冲带的水文效应。目前他担任美国水资源协会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副主编。孙博士致力促
进中美双边生态环境教育和科技交流，与中国多所著名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科研合

作关系。他是2009年九月在美国举行的‘第二届变化环境下的森林与水国际会议
(www.sgcp.ncsu.edu)’组委会主席。他是现任（2008－2010）中华海外生态学
者协会（Sino－Eco）主席。Email: Ge_Sun@ncsu.edu.
第十四讲：景观生态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主讲人：邬建国 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邬建国博士现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院长特聘杰出教授”，及该大学校长办公室
的中国事务顾问。在内蒙古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美国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获得硕士
和博士学位。1991－1993年期间获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博士后研究奖，先
后在康奈尔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有关理论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方面的研究。现
在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景观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以
及可持续性科学。发表论文150余篇，著作7部。曾担任美国生态学会亚洲分会主
席（1999－2000），美国景观生态学会学术年会主席（2001），美国景观生态
学会常务理事（2001－2004），美国环境保护部生态学项目科学顾问
(2004-2005)。自2005年始担任《国际景观生态学报》（LandscapeEcology）
主编，以及Ecological Economics, Landscape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Frontiers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in China, Research Letters in
Ecology, Journalof Plant Ecology, 《生态学报》、《植物生态学报》、《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学杂志》等杂志的编委。2000年收入《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获2006年度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 AAAS）“杰出国际合作奖”。2007年被选为美国
科学促进会会士 (AAAS Fellow)。2009年美国Leopold Leadership Fellow。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B类获得者（2001年），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国外杰出人才
（2003－2005年），内蒙古大学（2008－），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兼职特聘
研究员（2007－2010），浙江大学（2006－2009）、北京师范大学
（2005-）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华东师范大学和内蒙古
农业大学客座教授。《现代生态学讲座系列》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美生态、能
源及可持续性科学内蒙古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景观生态学和可持续性科学
中心主任。 Email: jingle.wu@asu.edu
第十五讲：生态学空间模型与生态风险评估
主讲人：伍业钢 博士（美国生态工程公司）
伍业钢博士现为美国生态工程公司主任生态学家，从事密西西比河流域航运及生态
系统恢复的模型研究。伍业钢于1974年就读华南热带农业大学， 1984年获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并于1991年获美国怀俄明大学博士学位。伍业钢博士
于1990年到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1992年受聘为美国田
纳西大学研究助理教授，1993年被聘为美国南佛罗理达州水资源管理署高级环境
科学家。从1993年至2005年，伍业钢博士一直从事Everglades湿地生态系统管
理和恢复的生态模型研究。伍业钢博士致力于森林资源保护，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
结构，景观格局动态，景观模型，生态系统恢复，火干扰模型，野生动物种群动态
模型，湿地保护，以及水资源和植被管理等研究。已发表中英文论文五十余
篇。Email: ywu_mail@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