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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莲（硕士生导师，教授）

姓 名 唐莲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6.07

职 称 教授 职 务 最终学历 博研

学 位 博士 电 话 手 机

所在院系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E-mail nxdxtl@126.com

研究方向
水资源调控及水环境保

护
通讯地址 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539号

学习简历
1996年7月本科毕业于宁夏农学院水利系获农田水利工程专业学士学位；2004年4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西安理工大

学水利水电学院获环境工程专业硕士学位；2012年6月毕业于宁夏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获博士
学位。

工作简历 
1996年7月分配到宁夏农学院水利系任教，1997年转为助教，2002年晋升讲师，2008年晋升副教授，2014年晋

升教授。
科研成果 
长期从事水资源高效利用与评价和节水型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并完成宁夏高校科研项目和宁夏

自然科学研究项目、宁夏大学自然科学基金各1项，目前主持在研国家自然基金、结题宁夏自然基金一项，参与结题教
育部博士点基金2项。发表学术论文26篇，核心刊物24篇，获宁夏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名次2）一项，二等
奖一项（名次1），三等奖二项（名次1、2）。或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二项）。参编教材一部，出版学术专著一部。

主持及参加的主要科研项目：

1
基于健康水系统的银川市

再生水利用系统构建与优化
国家自然基金

51269022
2013.1-
2016.12

50万 主持人

2
宁夏节水型社会建设效应评价

研究20096401110001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2009-2013 6万 2

3
基于人口、资源、环境保护的
银川市再生水利用潜力研究

宁夏自然基金
(NZ1127)

2011.1-
2013.12

2.5万 主持人

4
宁夏节水型社会载体建设标准

及综合示范研究

2008年水利部节
水型社会专题研究
（2008（070））

2008.1-
2009.12

45 2

5
宁夏城市再生水利用

综合示范研究

2010年水利部节
水型社会专题研究
（2010（063）

2009.1-
2010.12

40 2

6 再生水灌溉实验研究
宁夏高等学校研究

基金
2005.1-
2007.12

1 主持人

7 中水灌溉土壤污染物环境效应 宁夏大学研究基金 2007.1- 0.6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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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009.12

教学工作及成果
教学工作：担任本科生课程《画法几何与工程制图》，《水力学》，《房屋建筑学》；主持宁夏大学课程改革项目

一项
指导学生
：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35人，指导毕业硕士研究生2名。
学术兼职 
任水利部水资源论证专家。
荣誉奖：4项 
（1）2007年获行政事业单位年终考核优秀等次
（2）2008年获宁夏大学教学质量奖
（3）2009年被评为宁夏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优秀指导教师
（4）2014年宁夏大学国电优秀教学科研奖
科研获奖：省级，6项 
（1）2009年12月,科技论文“高路堤荷载下压实黄土的次固结变变形研究” 获200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科学优

秀学术论文一等奖，名次二；
（2）2011年12月，科技论文“宁夏节水型灌区载体建设及考核标准初步研究”获获201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

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名次一；
（3）2011年12月，科技论文“水洞沟电厂项目中水水源可靠性分析研究”获201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科学优

秀学术论文三等奖，名次二；
(4) 2013年12月，科技论文“论文“Research on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for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Urban Water Resources””获201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名次一；
（5）2005年“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研究” 获宁夏科技进步三等奖（7）
（6）2010年“宁夏银北土地整理项目水土资源平衡”获宁夏科技进步三等奖（6）
发表学术论文：26篇
（1）.唐莲（2/2） 《灰色系统理论在城市需水量预测中的应用》 西北水资源与水工程2001,12(1):14-16
（2）.唐莲（1/2）《农业活动的非点源污染与水环境恶化》环境保护（核心）2003.3 :18-20
（3）.唐莲（1/4） 《农业非点源污染与地下水系统的污染与防治》水土保持研究（核心）2003,10(4):212-214
（4）.唐莲（3/4）《 遗传算法在水泵优化选型中的应用》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核心，宁大奖励刊物）

2003,10:54-56
（5）.唐莲（1/3） 《重金属污染土壤植物修复法简介》 环境保护科学2003.29（12）:33-36
（6）.唐莲（1/3）《土壤溶质运移关键参数测定方法述评》 宁夏农学院学报2004,25(3):45-47
（7）.唐莲（1/2） 《宁夏唐徕区灌区经营体制改革初探》中国农村水利水电（核心，宁大奖励刊物）2006,6:37-

39
（8）.唐莲（1/2）《宁夏水环境保护与农业非点源污染》水土保持研究（核心）2007,14(5)：239-241
（9）.唐莲（1/2）《再生水灌溉土壤污染物运移规律的试验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大武口市森林公园为例》

农业科学研究2007,28（1）:29-31
（10）.唐莲（1/3）《银川市工业用水替代水源初步研究》 人民黄河（核心）2007,29(8):35-37
（11）.唐莲（1/2）《中水灌溉条件下含砾砂土污染物运移的初步研究》水土保持研究（核心）2007,14(2)：

194-196
（12）.唐莲（1/2）《中水灌溉条件下土壤水分与氮素运移的数值模拟》农业科学研究2009,30（3）:48-51
（13）唐莲（1/2）《伊品公司新建项目取水论证》人民黄河 2010，32（11）72-75
（14）唐莲（1/2）《宁夏节水型灌区载体建设及考核标准初步研究》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2010.6 73-77
（15）唐莲（2/2）《水洞沟电厂项目取水水源可靠性分析研究》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0.3,48-51
（16）唐莲（2/2）《宁夏隆德县降水变化规律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10.38（32），18378-18381
（17）唐莲（1/2）《伊品公司新建项目地下水取水可行性研究》人民黄河2011.10，57-59
（18）唐莲（1/2）《宁夏节水型载体建设与考核研究》人民黄河2011.11，103-105
（19）唐莲（1/2）《节水型社区建设标准研究》节水灌溉2011，3,66-69
（20）唐莲（1/2）《Fuzzy 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or Water Resources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Ningxia》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2012.3; Vols.446-449：2770-2776 （EI收录）
（21）唐莲（1/2）《宁夏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节水灌溉2012,5:19-21
（22）唐莲（1/2）《Redearch on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for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urban water

resources》Architectura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2012.8569-574（EI收录）
（23）唐莲（1/2）《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Regional Water Resource in Ying Chuan City Based on

Fuzzy Matter element Model》2013.8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EI收录）
（24）唐莲（1/2）基于供需平衡的银川市再生水利用潜力研究节水灌溉2014,11:56-59
（25）唐莲（2/2通讯作者）基于灰色组合预测模型的宁夏万元GDP用水量预测2015.5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26）唐莲（2/2通讯作者）银川市再生水认知评价2015.6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著作和教材：2项
（1）《画法几何与水利工程制图》参编（6万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7
（2）《宁夏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与研究》独著（18万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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