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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水文学教育与培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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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 近， IAEA 的出版物仍是同 进修金，在 IAEA 总部或其

能否获得淡水。这一基 位素水文学培训和教育方面 它建立的同位素水文学中心

本需求促使人类养成了一种 唯一书面材料来源。由于同 进行培训。这些进修培训一

靠直觉管理水资源的技能 位素水文学是水资源可持续 般包括一些课堂指导以及与

一-比如收集雨水之类的作 管理的有利工具，水文学家 一个或多个专家的深入交

固
法已在不同文明中使用 能够应用同位素技术是非常 流，以提高学员数据采集和

4000 多年。如今，由于淡水 重要的。本文回顾同位素水 分析的技能。还进行了为期

变得越来越难采集，需要用 文学家培训战略和机制随发 1-8 周的国家、地区和跨地

更先进的科学和系统方法来 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需 区培训班的小组培训，参加

评估和管理水资源。 要而演变的过程。 者已超过 600 人。学员通过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水 与技术合作项目有关的岗位

文学作为一门旨在了解支配
不断演变的培训方法

培训进一步提高了技能。

地球上水的存在、循环及分 协调研究计划 CCRP)为

布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 历史上，同位素水文学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有限参加

过程的学科而发展起来。在 是有能力测量天然物质中同 者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培训。

水文学这个专业分支中，核 位素、浓度的物理学家和化学 他们中的许多人凭借 IAEA

技术或同位素技术的应用虽 家的活动领域。因而在从事 的进修金得到初步培训。

然开始相对较晚，但在最近 同位素水文学的科学家与从 CRP 给经验不足的研究人

约 20 年内已达到被完全认 事水资源管理的水文学家之 员提供了提高其技能的机

可的程度。 间有着很大分歧。 IAEA 在 会，使其能够在从事共同研

IAEA 在将同位素水文 同位素水文学能力建设方面

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和在世 的工作，主要着眼于从事研 Aggarwal 先生是 IAEA 核科学

界各地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 究和现场应用的水文学家的 与应用司物理和化学处同位素水

同位素水文学家队伍方面， 个人或小组培训。在过去的 文学科科长。 Sood 先生是该处处

国际犀于it机构通报 • 43/1/2001 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直到最 40 年里，己向 700 多人发放 长。



究题目时与有经验的研究人

员等其他人对话。有了受过

培训且有同位素水文学方面

能力的科学家，通过与当地

能力和外部专门知识相结合

并开发有关研究的能力，已

改善技术合作项目的实施。

不过，由于技术合作项目急

剧增加，近年来培训活动也

在稳步增多。例如， 1980

1990 年完成了 51 个同位素

水文学方面的技术合作项

目。 1991-2000 年期间该数

字增加到 141 个。目前，约有

56 个项目在 2001-2002 年

期间执行，其中 2 个地区项

目专门用于能力建设。

新战略的要点

世界对同位素水文学所

有方面的培训需求越来越

大，即使是那些数年来水文

学计划已很有发展的国家也

是如此。现在需要做更多的

工作，将己传授的知识和技

能传给下一代水文学家。对

过去工作成败进行的一次仔

细分析结果，为提出下述同

位素水文学培训方法提供了

建议。

·在大学开设同位素水

文学课程过去， IAEA 的

同位素水文学士音训计划几乎

完全依赖进修模式，从而把

重点放在经过正规教育后的

培训上。但是如果在正规教

育阶段有了基础培训，那么

在某→学科方面的进修会取

得更高水平的知识和技能。

鉴于这一好处，有理由改变

IAEA计划的重点，使其包括

同位素水文学正规培训11 。

"水文学家"可以来自各

个学科，象地质学、地理学、

土木工程、农业工程、化学或

气象学。这个学术背景往往

由水文学研究生课程加以补

充。 1965 年，UNESCO 发起

的"国际水文学十年OHD)"

计划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了水

文学教育。经 UNESCO 倡

议，研究生课程及当时完善

的学位和证书计划在发展中

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许多学术

机构启动。

考虑到被吸引到水文学

计划中的学生的不同背景，

重要的是设计既满足不同学

生需要又适应已有的工作机

会的同位素水文学课程。不

能提高就业技能的专门教育

计划不会吸引学生太久。在

地球科学和工程学校与水文

学有关的课程中，应包括→

些同位素水文学入门话题，

以便让学生对该学科有初步

了解。严格安排的同位素水

文学课程应包括在研究生水

文学计划中。

为启动同位素水文学课

程而进行的努力，最初可把

在 UNESCO 主持下或与其

合作开始实施的水文学计划

终身学习水文学
如本示意图所示，正规教育和进修在开发水文学家

应具备的技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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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ing Education in Hydrology". UNESCO (1993)0 

作为目标，以使它们被容易

地纳入水文学教育中。 IAEA

为授课者编写和提供的教材

及必要的支持，会最大程度

地减少选择将同位素水文学

课程纳入其水文学计划的学

术机构所受的财政影响。

在大学促进同位素水文

学教育的另一个途径是，在

选定的大学中资助同位素水

文学教授职位。这项资助让

受奖者的形象更突出，使其

成为国家或地区的教育与应

用活动的磁石或中心。

·建立各中心之间的联

系进修培训是 IAEA 培训

计划的主要机制。这类同位

素水文学进修培训大多数在

欧洲和北美的同位素水文学

中心进行。不过，这类培训现

越来越难以执行，因为发达

国家的研究环境在不断变

化，那里的多数研究人员不

得不在日益稀少的国家基金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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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EA 同位素水文学培训
合作学术机构对其进行有关 于册。在扩大这方面的合作

更先进技术的短期小组培 上，有很大发展机会和潜在

训。在此期间，可能要确定一 利益。因此，提出一个名为

些将与东道主研究计划相一 "国际同位素在水文学中应

致的联合研究项目或现场项 用联合计划。IIHP) "的机构

目。这种学术机构间联系最 间计划，以便把一些同位素

终会提高发展中国家学术机 技术引入水文学实践中。作

构的培训能力，使其能在外 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己要求

部输入很少或没有的情况下 IHP 国家委员会扩大其成员

自己举办一些同位素水文学 范围，将同位素专家包括在

培训班。 内，并实施那些能将同位素

·把更广大的水文学家 引入水资源部门的联合教育

队伍作为目标水文学是一 洁动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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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1原中去争取研究基金。在 门学科间的、实用的和以现 增加与国际水文学协会

许多情况下，要用一年多的 场为基础的科学。有必要对 (IAHS)和国际水文学家协

时间与主办培训的学术机构 以前可能未接触过同位素技 会(IAH)这样的专业协会的

达成一项进修培训协议，而 术的大批从事水文学的专家 合作，也将有助于扩大IAEA

结果却发现所建议的学员的 提供同位素水文学方面的进 活动的拥护者，并提高同位

需要和接受培训的可能性己 修机会。同联合国其他机构 素水文学方面的能力。这种

经改变。这种情况的起因是， 和专业协会的合作活动可以 合作正在通过倡议举行

许多潜在的主办单位把接纳 很好地实现这些目标。 IAHS和 IAH 国际会议和专

几乎没有经过同位素水文学 机构间合作的一个当然 题讨论会，以及在这些会议

培训并且属于一个与其研究 合作伙伴是 UNESCO 的国 期间举办的短期培训班不断

方向无关的项目的学员视为 际水文学计划 CIHP) 0 IHP 增加。在科学学会内开展的

消耗资源，而不是一项相互 已经运行约 30 年，而其最有 这些活动有助于增加对同位

有益的交流计划。结果，为期 价值的特色之一是国家 IHP 素水文学的了解，激发科学

4-6 个月的个人培训机会 委员会组织。这些按照 界和有志年轻科学家的兴趣。

越来越少。 UNESCO和各国政府之间的 预计这一新战略将导致

对科学交流和培训的更 协定进行工作的委员会，在 不断涌现出大量已在同位素

大兴趣，或许可以通过发达 水文学家的教育和培训以及 应用方面取得-些经验的水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术机构 水文学研究和实践的协调方 文学家。这些水文学家中的

间的长期联系来培养。例如， 面有许多活动。 许多人最终会从事水资源管

可以请一个公认的同位素水 IAEA 的同位素水文学 理职业。这些水管理者将有

文学小组帮助开展国家级或 计划与 IHP 合作己久，尽管 能力把同位素技术作为水文

地区级的小组培训或大学课 是在有限的领域。 IAEA 和 学工具包的一个组成部分，

程。然后，可从这些事件参加 UNESCO 己联合出版几本 并当必要时，通过进修和培

国时于机构it$. ， 13 1 12001 者中选择一些人员，并在该 同位素在水文学方面应用的 训提高他们的技能。 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