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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研究与成果 

2012 年，实验室在研国家级研究项目、国家重大水电工程项目、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等共 156 项，到款研究经费 4868 万元，其中国家任务 79 项，经费 1839 万元，占

总经费的 38%。新获批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项 1 项—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

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1 项－岩土体多场耦合效应与渗流控制；新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13 项、青年项目 4 项。在研项目中，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课题“暴雨诱发滑坡致灾机理、风险评估与减灾方法研究”、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

目课题“巨型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关键技术研究”顺利通过结题验收，另 2 项基金

重点项目与 1 项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进展顺利。 

在科学研究成果方面，实验室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另

有 2 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出版学术著作 6 部；实验室研究人员

41 人次到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22 人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大会发言；发表

学术论文 179 篇，其中 SCI 收录 68 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简称 CSCD）核心

期刊论 88 篇；获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软件著作登记权 3 项。在获

奖成果中，主持完成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水利水电工程渗流多层次控制理论与

应用”在理论层面解决了复杂渗控结构渗流精细模拟与渗流控制优化的理论难题；

在技术层面填补了我国岩土体渗透性测试与渗流分析多项技术空白；在应用层面突

破了水利水电渗控设计主要依赖工程经验的局限。 

 

2.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至 2012 年底，实验室在编固定研究人员 43 人（名单见附件 7.1），流动研究人员

27 人（名单见附件 7.2），技术与管理人员 5 人。在固定研究人员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教授 36 人，27 人具有国外连续一年以上研究或学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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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实验室队伍建设喜获丰收，成绩斐然。李典庆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引进“千人计划”创新人才长期项目 2 人（孙庆平、方国光），创新人才

短期项目 1 人（许崇育），史良胜获得中组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称号，陈益峰获得

首批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新增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1 人：陈明。引进出

站博士后 3 人：林琳、潘国艳、蔡新华。 

2012 年，实验室在站博士后 10 人，出站 4 人，毕业博士研究生 70 人，在读博士

研究生 105 人，毕业硕士研究生 184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256 人。 

 

3. 开放与学术交流 

2012 年实验室主办了“第十届中国水论坛”等 3 次重要的学术会议。相继来访外

国专家 40 余批 80 余人次，其中美国俄亥俄州科学院院士 Larry C. Brown 教授、美国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刘会海教授、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吴腾达教授等均与实验室有

着长期的科研合作；挪威科学院院士、奥斯陆大学地学系 Lars Gottschalk 教授和德国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土木工程系 Franz Wolfgang Geiger 教授分别为研究生讲授随机水

文学和城市雨洪管理课程，极大的开拓了研究生的国际视野。 

实验室一批知名学者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扩大了我国水利学科在国际学术届

的影响，促进了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如夏军教授参加了亚洲水大会、第六届世界水

论坛、国际科学院理事会 IAC 水计划学术研讨会、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21 世纪国

际水资源综合管理研讨会等，并在亚洲水大会上作特邀报告。 

2012 年，国内外研究人员申请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共计 25 项，经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讨论，同意立项 17 项，其中有 3 位申请者来自国际知名大学。实验室对 2010 年、

2011 年批准的开放基金课题进行了检查验收。 

 

4. 实验室管理运行 

2012 年 12 月 30 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二届五次会议在武汉召开，实验室主任谈

广鸣教授向学术委员会作了实验室工作报告。 

经武汉大学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实验室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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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结研究团队四年来的建设成果，实验室召开 11 个研究团队工作总结会。 

根据国家科技部下发的《关于 2013 年度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

实验室积极准备 2013 年的评估工作。 

在专项经费的支持下基本完成灌溉排水与水资源综合实验场建设；正在逐步完善

抽水蓄能实验系统；正在建设灌溉排水实验研究基地－湖北京山（中国农谷基地）。

购置的大型仪器设备已基本到位，部分设备正在进行安装和实验功能的完善，即将投

入使用。2012 年实验室自主开发研制的设备已开始为科学研究发挥支撑作用。 

2012 年武汉大学与黄河水利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武汉大学与黄河水

利委员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同时，武汉大学与长江三峡集团举行科技合作座谈会，

并达成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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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室简介 

1.1  基本信息 

名    称 
中文：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 

英文：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Resources &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cience 

代    码 2003DA105047 网    址 www.waterlab.cn 

电    话 027－68772275 传    真 027－68772275 

联 系 人 王  放 E-mail wrhes@whu.edu.cn 

邮政编码 430072 详细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南路 8# 

依托单位 武汉大学 性    质 高等院校 

1.2  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 近期主要研究内容(100 字以内) 学术带头人 

1 
水资源时空 

演变规律 

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及评估；变化环境下水资

源系统动力学机制演变规律；变化环境下流域水文模

拟和不确定性分析；变化环境下流域生态环境安全研

究；地下水资源污染过程的模拟与预测等。 

郭生练 

2 
水资源高效利用 

及环境效应 

农业面源污染物的转化运移理论和模型；不同节水灌

溉方式与技术的环境效应；农田灌溉水肥耦合理论；

区域土壤盐碱化的演化理论和调控模式；农田水分运

动规律及作物水分生产函数。 

杨金忠 

3 
河流水沙运动 

与调控 

泥沙运动特性与状态转化机理研究；崩岸与河床演变

规律研究；梯级水库群水沙相互作用机制与调控方法

研究；溃决洪水及其调控方法研究。 

李义天 

4 
高坝大库系统 

风险与安全 

岩体开挖效应控制与仿真分析；坝体－坝基－库水相

互作用与安全评价；高坝结构的系统特性演化与寿命

预测；高坝施工过程仿真与风险分析。 

陈胜宏 

5 
水电站安全 

运行与控制 

可逆式水泵水轮机能量特性、转轮叶片随比转速的变

化规律研究；可逆式机组振动与工况切换研究；非恒

定吸气旋涡产生机理研究。 

杨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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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支撑学科 

实验室拥有完整的“水利工程”一级学科，且为一级学科博士点，2007 年评为国

家一级重点学科。在 2012 年国家新一轮学科评估中，“水利工程”一级学科保持了

全国第三的地位。 

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及博、硕士点 

类  别 名  称 学科代码 备    注 

博士后流动站 水利工程 0815  

博士点 

(9 个) 

水文学及水资源 081501 

“水利工程”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081502 

水工结构工程 081503 

水利水电工程 081504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081505 

系统工程 081103  

岩土工程 081401  

流体力学 080103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081405  

硕士点 

(11 个) 

水文学及水资源 081501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081502  

水工结构工程 081503  

水利水电工程 081504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081505  

系统工程 081103  

流体机械与工程 080704  

流体力学 080103  

防灾减灾工程与防护工程 081405  

环境工程 083002  

岩土工程 08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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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队伍与规模 

实验室在编固定研究人员 43 人，流动研究人员 27 人，技术与管理人员 5 人。在

固定研究人员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教授 36 人，27 人具有国外连续一年以上研

究或学习经历，97.7%拥有博士学位。其中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3 人，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 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 人，国家千人计划 1 人

到岗、2 人新通过评审，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 1 人，教育部高层次人才计划 1 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2 人，有 2 人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有 23 人在

国际/国内学术机构中任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2 人。 

1.5  组织机构 

1.5.1  实验室领导 

主      任：谈广鸣 

常务副主任：杨金忠（2006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 

副  主  任：谢  平  吴运卿（2006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 

邵东国、卢文波、熊立华、任春秀（2012 年 12 月起） 

1.5.2  研究室设置 

水资源基础研究室     主任：熊立华 

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室    主任：邵东国 

防洪减灾研究室     主任：陈  立 

水工结构与施工研究室    主任：陈益峰 

水电站安全运行研究室    主任：赖  旭 

1.5.3  实验大厅(中心) 

水文水资源仿真中心    主任：张  翔 

地下水土壤水环境实验大厅  主任：王  康 

灌溉排水综合实验场    主任：王富庆 

泥沙与防洪实验大厅    主任：陈  立（2012 年 10 月止） 

舒彩文（2012 年 11 月起） 

水工结构实验大厅     主任：王均星 

水工模型实验大厅     主任：贺昌海 

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实验大厅 主任：李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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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名单（2008－2012） 

姓  名 职  称 工作单位及职务 学术委员会职务 

郑守仁 教授、院士 长江水利委员会 主  任 

王 浩 教授、院士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副主任 

雷志栋 教授、院士 清华大学 副主任 

李德仁 教授、院士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 委  员 

胡四一 教授、博导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利部 委  员 

夏 军 教授、博导 武汉大学 委  员 

吴普特 教授、博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委  员 

董增川 教授、博导 河海大学 委  员 

李  嘉 教授、博导 四川大学 委  员 

冯树荣 教授级高工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委  员 

郭生练 教授、博导 武汉大学 委  员 

李义天 教授、博导 武汉大学 委  员 

陈胜宏 教授、博导 武汉大学 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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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学研究与成果 

2.1  承担研究课题 

2012 年，实验室在研国家研究级科研项目、国家重大水电工程项目、国际合作研

究项目等共 156 项，到款研究经费 4868 万元，其中国家任务 79 项，经费 1839 万元，

占总经费的 38%。新获批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项 1 项—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

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1 项—岩土体多场耦合效应与渗流控制；新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13 项，青年项目 4 项。在研项目中，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暴雨诱发滑坡致灾机理、风险评估与减灾方法研究”、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

题“巨型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关键技术研究”顺利通过结题验收，另 2 项基金重点

项目与 1 项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进展顺利。 

在科学研究成果方面，实验室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另

有 2 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出版学术著作 6 部；实验室研究人员 41

人次到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22 人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大会发言；发表学术论

文 179 篇，其中 SCI 收录 68 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简称 CSCD）核心期刊论文

88 篇；获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软件著作登记权 3 项。在获奖成果中，

主持完成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水利水电工程渗流多层次控制理论与应用”在理

论层面解决了复杂渗控结构渗流精细模拟与渗流控制优化的理论难题；在技术层面填

补了我国岩土体渗透性测试与渗流分析多项技术空白；在应用层面突破了水利水电渗

控设计主要依赖工程经验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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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12 年获批国家、省部研究课题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编号 负责人 研究期限 项目类型 

1 

大型灌区节水技术集成与示范-南

方河网灌区生态水利技术示范区

（2012BAD08B05-3） 

邵东国 2012.01-2016.12 
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子课题 

2 

农田除涝减灾工程综合控制技术及

工程模式研究

（2012BAD08B03-6） 

王修贵 2012.01-2016.12  
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子课题 

3 
泵站运行调控与节能技术研究 

（2012BAD08B03-3） 
钱忠东 2012.01-2016.12 

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子课题 

4 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51225903） 李典庆 2013.01-2016.12 
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5 
岩土体多场耦合效应与渗流控制

（51222903） 
陈益峰 2013.01-2015.12 

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6 
均质土堤漫溢溃决冲蚀过程及力学

机制研究（11272240） 
余明辉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 
泥石流能量传递机制与耦合数学模

拟（51279144） 
曹志先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8 
深埋洞室开挖过程应力瞬态调整诱

发的围岩开裂机制（51279135） 
卢文波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9 

基于Multi-Agent协商的高堆石坝施

工度汛风险演化机理及其控制

（51279137） 

胡志根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0 

区域非饱和水分运动宏观方程、参

数 结 构 及 与 地 下 水 耦 合 模 型

（41272270） 

杨金忠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1 
基于数据同化的灌区土壤盐渍化预

测（51279142） 
伍靖伟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2 

基于概率预报的中尺度 WRF 模式

与 洪 水 预 报 模 型 耦 合 研 究

（51279138） 

陈  华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3 

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河流域水资源脆

弱性与适应性管理的理论方法与应

用研究（51279140） 

夏  军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4 
基于生径比的水生态安全与水环境

可持续利用研究（51279143） 
张  翔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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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点项目课题介绍 

2.2.1  新批重点课题 

1.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 

项目编号：51225903 

研究期限：2013.01～2016.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项目主持：李典庆 

项目概述：长期从事水利水电岩土工程可靠度分析与风险控制研究，提出了基于

Copula 理论的岩土体参数不确定性分析方法，揭示了岩土结构物分析模型与物理力学

参数的统计规律；构建了单一岩土结构物、岩土结构物系统以及考虑时效特性的可靠

度分析体系，阐明了岩土结构物系统输出随机响应随输入参数的变化规律；提出了岩

土工程风险因子概率识别方法，建立了基于贝叶斯理论的岩土工程风险评估模型，发

展了集勘察、设计、施工为一体的岩土工程风险控制方法。 

2.2.2  在研重点课题 

1. 国家“973”项目：大型水电工程高陡边坡全生命周期性能演化与安全控制 

项目编号：2011CB013500 

研究期限：2011.11～2016.08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参加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大连理工大学、河海大学、中国科学院武

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项目主持：周创兵 

（1）课题编号：2011CB013501 

研究课题：高地应力区河谷边坡岩体开挖扰动机制 

课题主持：卢文波 

研究进展：2012 年度，通过研究西南地区典型深切河谷构造演化历史与过程，

西南地区深切河谷边坡岩体地应力形成机制与演化过程，进行边坡岩体开挖应力重

分布的动力学过程研究及爆炸荷载作用主导下的边坡表层岩体动力损伤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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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如下研究目标。揭示典型研究区河谷地貌的演化历史与过程：初步建立了发

育深部裂缝的典型河谷段的偏移-下切河谷演化模式，查明了深部裂缝空间分布特

征，揭示了深部裂缝宏观变形破坏特征，建立了深部裂缝地质力学模式，对深部裂

缝有了新认识；揭示西南地区地壳应力集中、构造运动与河谷边坡岩体地应力场形

成的关系：西南深切河谷地应力场的基本规律，河谷坡形、岩性、初应力及产状对

河谷应力场的影响，深切河谷边坡岩体的渗透性随深度的变化规律等；揭示爆炸荷

载和开挖荷载瞬态卸荷耦合作用下边坡岩体应力场动态调整力学机制；建立爆破损

伤安全判据等。 

（2）课题编号：2011CB013506 

研究课题：高陡边坡全生命周期性能评估与安全控制 

课题主持：周创兵 

研究进展：2012 年度，课题在高陡边坡变形与稳定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高陡边

坡性能多源信息集成与评估方法、高陡边坡稳定性监测与安全预警方法、高陡边坡全

生命周期安全控制理论开展了研究。取得了如下进展：①基于随机场理论和边坡模型

假设，考虑土的饱和渗透系数的空间变异性，对高边坡降雨渗流及其稳定性问题开展

了研究。研究了主相关长度（最小和最大）垂直但和坐标轴不重合以及主相关长度不

垂直的各向异性随机场的生成方法。提出了基于 Copula 理论的岩土体参数不确定性

分析方法，研究了抗剪强度参数多维分布模型对边坡可靠度的影响规律。提出了含相

关非正态变量边坡可靠度分析的认知聚类分区方法，为边坡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中可靠

指标的计算提供了技术支持。②采用贝叶斯网络进行多源监测信息融合，并基于融合

的监测信息更新边坡工程的安全系数和失效概率。③研究锚杆的腐蚀作用对锚固岩质

边坡时变可靠度的影响，建立了腐蚀作用下锚杆锚固力随服役时间变化模型。提出了

基于非侵入式随机有限元法的边坡变形可靠度计算步骤。根据边坡变形和稳定可靠度

之间的匹配关系提出了边坡最大允许变形取值方法。④依托大岗山边坡工程，将微震

监测和传统的地表位移监测相结合，开展了考虑微震事件空间分布及开挖扰动效应的

三维边坡稳定性反馈分析与安全预警研究。利用支持向量机（v-SVR）模型的外推预

测替代 FLAC 正向计算，利用改进的粒子群（MVPSO）算法搜索岩体力学的最优组

合，提出了 v-SVR 和 MVPSO 相结合的边坡位移反分析方法，并成功应用于大岗山水

电站边坡岩体参数反演和变形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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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973”项目课题：重大水利工程影响下河口水沙和地貌变化过程 

课题编号：2010CB429002 

研究期限：2010.01～2014.12 

课题主持：李义天 

研究进展：在 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2 月期间，课题组成员围绕着计划任务开

展了广泛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进展包括：(1) 长江河口主要水动力界面的研究。通

过原型观测资料分析结合感潮河段水动力数学模型，预测了上游重大水利工程改变入

海径流过程条件下的河口动力界面变化过程，揭示了界面之间动量系数、流速垂向结

构分布特性等方面的变化规律；(2) 径流和潮流共同作用下河口泥沙输运规律的研究。

建立了同时包含径流和潮流因素的感潮河段水流挟沙力公式，得到了径流和潮流变化

对河口泥沙输运过程的影响效应，对河口悬沙有效沉速、滞沙点变化趋势及泥沙沉浮

区域等方面也取得了进展；(3) 河口盐度输运研究。基于实测资料研究了河口盐度的

变化规律，结合数学模型对河口大范围水、沙、盐的输运机制进行模拟，为下一步研

究及预测工程影响下河口盐度变化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4) 基于原型观测和数值模

拟的河口泥沙输移过程研究。建立了三角洲演变与流域和海域水文要素关系，提出了

河口数学模型迭代速度、精度及格式的修正方法，建立了河口水沙输移模拟的

ECOMSED 模式以及河口波流混合区域的水沙数学模型，利用这些模型模拟了河口水

沙和沙坝地貌变化关系。 

3. 国家“973”项目课题：区域浅层地下水补给演变机制 

课题编号：2010CB428802 

研究期限：2010.01～2013.12 

课题主持：杨金忠 

研究进展：包气带水分运动以垂向运动为主，可用一维 Richards 方程描述。

Richards 方程强烈的非线性结合剧烈变化的大气边界，造成常规模型模拟地下水补给

十分困难。Ross 模型在收敛性、计算时间和计算精度上具有较大优势，可以很好地进

行降雨入渗补给模拟分析。本研究利用 Ross 模型研究了深厚非饱和土壤岩性对地下

水补给的影响，将土壤饱和水力传导度 Ks 作为代表土壤导水性能的水力参数，处理

为随机分布参数，分析不同饱和水力传导度特征对入渗补给的影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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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岩体开挖瞬态卸荷的作用机制与动力效应 

项目编号：51125037 

研究期限：2012.01～2015.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项目主持：卢文波 

研究进展：在岩体应力瞬态释放力学过程及荷载边界条件方面，通过炮孔空腔动

力膨胀、裂纹扩展、堵塞物冲出及爆生气体一维非定常流动联合计算得到炮孔内爆炸

气体压力的变化过程，进而结合岩体的初始应力场确定了开挖荷载的瞬态卸荷起始时

间和持续时间。理论计算和实测资料验证表明，对于深埋隧洞全断面爆破开挖其地应

力释放持续时间为 2～5 ms，地应力释放是一个瞬态过程。 

在岩体开挖过程围岩应变能瞬态调整力学机制方面，针对深埋圆形隧洞的钻孔

爆破开挖，分析了初始地应力卸载所引起的围岩应力场、质点振速、应变能、动能

动态调整过程，基于能量守恒定律，建立了围岩应变能、动能、径向应力做功三者

之间的能量平衡方程。研究表明：在地应力瞬态卸载条件下，伴随着开挖面上地应

力的瞬态卸载，围岩应变能密度先减小后增大,并由开挖面逐渐向围岩深部传递；相

比初始地应力准静态卸载，动态卸载过程中，围岩应变能集聚程度更高，损伤破坏

范围更大，开挖卸荷速率越快，动态卸载所引起的应变能扰动幅值越大，围岩的损

伤破坏范围也越大。 

在深部岩体应力瞬态释放诱发微地震机制与识别方面，从能量释放的角度讨论了

深部岩体开挖诱发微地震的机制，发现伴随着爆破破岩新自由面形成而发生的岩体弹

性应变能释放属于瞬态过程，高地应力条件下爆破开挖诱发的微地震由爆炸荷载和初

始地应力(开挖荷载)瞬态释放耦合作用引起。地应力瞬态释放诱发的微地震可成为周

围岩体振动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有赖于岩体自身的蓄能能力、岩体开挖方式及开挖面

的大小。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变化环境下非一致性水文概率分布估计理论和方法 

项目编号：51190094 

研究期限：2012.01～2016.12 

课题主持：熊立华 

研究进展：引入 GAMLSS 模型对宜昌站 1882~2009 年间的年平均流量序列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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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月流量序列分别进行趋势分析，将序列的趋势分析从均值扩展至均方差（或变差

系数）、偏态系数等其他统计参数。采用基于 PIII 分布的回归模型对汉口水文站 59 年

间的年最小月流量序列进行趋势性分析。构造了宜昌水文站 1951～2011 年实测月径

流系列和还原月径流系列，采用标准化降水指数(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简称

SPI)方法计算了实测月径流和还原月径流的干旱指数系列。通过分析比较干旱量级和

历时，研究了三峡水库对宜昌水文站水文干旱情势的影响。结果表明，三峡水库的初

始运行(2003～2011 年)对宜昌水文站水文干旱情势有一定加剧作用。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空间曲面的水泵水轮机全特性及过渡过程的研究 

项目编号：51039005 

研究期限：2011.01～2014.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参加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项目主持：杨建东 

研究进展：(1) 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的表征与曲面构建，依据水泵水轮机

模型实验数据，在以单位转速、单位流量和单位力矩 3 个变量构成的笛卡尔坐标系、

导叶开度作为参变量的前提下，采用非均匀 B 样条函数、非均匀有理 B 样条(NURBS)

函数结合优化算法、三次 Hermite 函数、BP 神经网络等 4 种数学方法构建了全特性空

间曲面；探讨了空间曲面的外延与网格剖分；研制了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的计

算软件。(2) 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的变化规律。对水泵工况区最高效率、水轮

机工况区最高效率、水轮机运行工况区最高效率 3 个特征工况点的单位参数与比转速

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提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基准比转速和对应的基准开度；对基准开

度线与坐标平面交点的单位参数与比转速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对交线的拟合方程各系

数与比转速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为插值得到任意比转速的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

奠定了基础。(3) 基于全特性空间曲面过渡过程数学仿真。建立了基于水泵水轮机全

特性空间曲面抽水蓄能电站的过渡过程数学模型，并对数值计算与原型试验的结果进

行了对比分析；探讨了对过渡过程具有较大影响的压力脉动和反 S 特性，提出了过渡

过程中压力脉动的模拟方法及导叶关闭规律选取的基本准则，提出了反 S 特性与抽水

蓄能电站调节保证控制值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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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暴雨诱发滑坡致灾机理、风险评估与减灾方法研究 

项目编号：50839004 

研究期限：2009.01～2012.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项目主持：周创兵 

结题概述：暴雨诱发的滑坡灾害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导致重大人员伤

亡，滑坡灾害是地质灾害和岩土力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项目以三峡工程迁建移民新

城区暴雨型滑坡为研究对象，以暴雨诱发滑坡的动力学过程为研究主线，通过开展暴

雨诱发滑坡的地质力学机制、暴雨诱发滑坡的机理、暴雨诱发滑坡演化过程的数值模

拟、暴雨滑坡动态风险评估方法以及暴雨诱发滑坡灾害的减灾方法研究，建立典型暴

雨敏感型滑坡的地质模型，揭示降雨入渗及水岩耦合作用诱发滑坡的地质力学机理；

探讨暴雨循环作用下诱发滑坡的临界条件，提出考虑坡面径流、降雨入渗联合计算分

析方法、斜坡岩土体渗流与应力耦合分析方法、雨水作用下斜坡体的变形破坏数值模

拟方法、暴雨型滑坡灾害的风险评估方法以及与滑坡地质力学机制相适应的防灾减灾

方法，从而为暴雨型滑坡的防治提供计算分析方法和数值模拟平台，研究成果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广阔的工程应用前景。 

8.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农业综合节水技术集成 

课题编号：2011BAD25B07 

研究期限：2011.01～2013.12 

课题主持：黄介生 

研究进展：2012 年度，以内蒙古河套灌区为依托，综合运用区域试验观测、大田

试验、测坑试验、遥感、数值模拟等技术手段，重点研究了农田水肥盐交互规律及其

调控技术、干排盐控盐机制及其工程模式、冻融条件下水盐运动规律以及华北农业综

合节水集成模式与示范等四项内容。研究初步揭示了向日葵水肥盐的耦合规律、和含

盐量土壤的蒸发规律，提出了干排水系统设计的理论框架和计算方法，获得了华北地

区主要灌区农业节水现状，初步建立了华北地区农业节水技术集成模式的筛选模型，

并进行了 2000 亩农田综合节水技术示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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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湖北省区域性巨型水库群经济运行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该项目共设 4 个课题，分别由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大学、清华

大学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承担，这是首次由高等院校牵头组织的科技支撑项目。

该项目系统地研究了在充分满足水库群综合调度需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巨型

水库群的经济效益，建立起水库群之间的经济运行机制。 

课题名称：巨型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编号：2009BAC56B02 

研究期限：2009.06～2012.06 

课题主持：郭生练 

参加单位：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结题概述：(1) 建立了清江流域、三峡库区及三峡—葛洲坝区间气象水情自动测

报系统。新建设的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具有高起点、高可靠性、高实时性和高智能管理

的要求。(2) 建立了数值模式与清江分布式 VIC 水文模型的耦合机制，利用各种气

象预报的降雨等预报输出驱动分布式 VIC 水文模型，提出了模拟和预报两种耦合模

式，实现对清江流域水文过程的连续模拟或实时预报。基于数值模式与 VIC 模型耦

合模式的预报方法，具有较高的雨洪模拟精度，延长洪水预报的预见期至 12h 以上，

这为实际防洪决策赢取了宝贵的时间。(3) 建立了梯级单独和水库群联合防洪优化调

度两种数学模型，运用改进的逐次渐进优化算法，引入动态惩罚函数处理约束条件，

遵循“优化-验证-调整”的算法流程迭代求解，研究了巨型水库群防洪补偿联合优化调

度模型的建立和求解。(4) 提出巨型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方案，以及汛末蓄水时机和

蓄水方案，显著提高梯级水库群汛期中小洪水的洪水资源利用率以及汛末蓄满率；研

究了水库群中长期联合优化调度规则提取、日发电计划编制以及实时发电优化调度技

术。通过运用研究成果，清江公司 2010 年水布垭、隔河岩、高坝洲分别增发电量 10756

万 kW•h、875 万 kW•h、6908 万 kW•h；2011 年水布垭、隔河岩、高坝洲分别增发电

量 23486 万 kW•h、19504 万 kW•h、12571 万 kW•h；2012 年（截止 10 月底）水布垭、

隔河岩、高坝洲分别增发电量 130 万 kW•h、9754 万 kW•h、9592 万 kW•h。通过运用

研究成果，2010～2012 年，三峡水库增发电量约 146.6 亿 kW•h。在梯级设计年均发

电量 1077.6 亿 kW•h 的基础上，年均增加发电量 4.82%（约 51.9 亿 kW•h）。(5) 编制

巨型水库群联合防洪、发电以及航运等调度方案，建立基于 Web 和 GIS 的通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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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可扩充的巨型水库群联合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并通过了第三方测试，获得了软件

著作权，相关成果在三峡梯级—清江梯级巨型水库群联合调度中的应用，取得了可观

的效益，对其他类似的库群运行调度系统的建立于运用，也能提供借鉴和示范作用。 

2.3  团队研究项目 

2.3.1  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和经济运行与洪水资源化研究应用 

团队负责人：郭生练 

主要研究人员：刘  攀、陈  华、付  湘 

2012 年团队成员围绕团队的关键科学问题展开研究，主要研究进展如下： 

1. 针对长江中下游洪水地区组成与遭遇规律进行了研究，采用 Copula 函数构造

长江中下游干支流峰、量及发生时间的联合分布，分析了干支流洪水遭遇风险，探究

了干支流洪水地区组成的基本规律，探讨了 Copula 函数在水文领域的应用。 

2. 开展了梯级水库设计洪水计算方法研究。基于 Copula 函数推导了单库防洪系

统和梯级水库防洪系统下具有空间统计相关性的两种地区组成方案：条件期望地区组

成和最可能地区组成，较传统梯级水库设计洪水计算方法，可确保防洪安全。 

3. 开展了水文气象统计降尺度耦合技术研究。 

（a）针对水文气象耦合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采用统计降尺度技术，对大尺

度的气候因子进行尺度降解，分析气候变化影响下水资源变化趋势；比较和评价了多

种统计降尺度技术； 

（b）对长江流域、清江流域以及广东开展了实例研究，分析气候变化影响下的

水资源演变规律与趋势。 

4. 建立了三峡工程和长江中游的防洪风险分析数学模型，评估了三峡水库提前蓄

水的防洪风险。建立了三峡大坝和下游防洪控制点的防洪风险数学模型，通过拟定不

同提前蓄水时间组合及不同下泄控制方案进行调洪演算，研究表明提前三峡水库至 9

月 1 日~10 日蓄水，三峡大坝和下游的防洪安全可以得到保障。 

5. 基于聚合分解框架，开展了水库调度方案的编制研究。以三峡、葛洲坝、水布

垭、隔河岩以及高坝洲组成的梯级水库群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神经网络和遗传规划

方法，开展了梯级水库群的优化调度方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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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变化环境下水资源时空分布模拟及预测 

团队负责人：熊立华 

主要研究人员：谢  平、张  翔、胡铁松 

1. 基于 GAMLSS 模型的宜昌站年径流序列趋势分析 

常规的趋势分析方法一般只能分析水文序列均值的线性趋势。研究引入 GAMLSS

模型对宜昌站 1882~2009年间的年平均流量序列和年最小月流量序列分别进行趋势分

析，将序列的趋势分析从均值扩展至均方差（或变差系数）、偏态系数等其他统计参

数。研究发现宜昌站年平均流量序列的均值有明显线性减少的趋势，而宜昌站年最小

月流量序列线性趋势不明显。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多项式回归的 GAMLSS 模型，

结果表明宜昌站年最小月流量序列并非平稳序列，其均值表现为非线性的趋势变化，

偏态系数呈现线性的趋势变化。  

2. 基于皮尔逊Ⅲ型分布的汉口站年最小月流量趋势性分析 

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在传统的水文序列趋势性分析中有广泛的应用，该模型假定水

文变量服从正态分布，这与我国现行的水文频率分析计算中推荐选用的皮尔逊Ⅲ型频

率分布（简称 PIII 分布）并不相符。研究采用基于 PIII 分布的回归模型对汉口水文站

59 年间的年最小月流量序列进行趋势性分析。研究发现基于 PIII 分布的回归模型比基

于正态分布的回归模型能更好地揭示水文序列频率分布的时变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采用灵活性较强的多项式对水文序列的趋势性进行了分析。 

3. 三峡水库对宜昌水文站水文干旱情势的影响研究 

构造了宜昌水文站 1951~2011 年实测月径流系列和还原月径流系列，采用标准化

降水指数(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简称 SPI)方法计算了实测月径流和还原月径

流的干旱指数系列。通过分析比较干旱量级和历时，研究了三峡水库对宜昌水文站水

文干旱情势的影响。结果表明，三峡水库的初始运行(2003~2011 年)对宜昌水文站水

文干旱情势有一定加剧作用。 

4. 基于小波分析的非一致性洪水频率计算方法  

西江流域由于大量兴建堤防工程导致洪水归槽，改变了原天然河道的洪水槽蓄关

系，使得用于防洪规划和洪水灾害风险评估的洪水序列失去了一致性。目前洪水归槽

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出槽洪水的归槽还原计算方面，对于干支流洪水与区间洪水的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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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考虑不足，对洪水发生变异的成因及非一致性洪水的频率计算方法也缺乏系统性的

研究。提出了基于小波分析的非一致性洪水频率计算方法，并在西江梧州站作了实例

验证。该方法首先利用小波分析将非一致性洪水序列分解成确定性趋势成分和随机性

成分；再采用非线性函数（如幂函数、对数函数、指数函数、多项式函数等）对趋势

成分进行拟合，得到非一致性洪水序列在时间域上的确定性规律；采用 P－Ⅲ型频率

曲线对随机性成分进行频率分布拟合，得到洪水序列在频率域上的随机性规律；采用

分布合成法对确定性的预测值和随机性的设计值进行合成计算，再采用传统的一致性

频率计算方法推求合成序列的频率分布，据此可以得到过去、现状、未来不同时期的

洪水频率分布规律，从而可以推求变化环境下河道断面的洪水频率分布，为防洪规划

和洪水灾害风险评估提供设计依据。 

5. 水资源序列变异的时间尺度主因分析方法 

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相互交织，在对变化环境下水资源序列变异的影响因

素进行归因分析时，不同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不同，甚至差异很大，其可信度和可参考

性往往不能尽如人意。为了能够准确找出引起水资源变异的重点时段，提出了时间尺

度的主因分析方法。该方法以具有时间嵌套关系的水资源序列变异诊断结果为基础，

通过时间尺度变异关系图和相关系数，综合判断引起水资源序列发生变异的重点时

段。结合乌力吉木仁河梅林庙测站 1956～2000 年（共 45 年）的径流序列进行实例验

证，结果显示在季节尺度和汛/非汛期尺度，7、8 月份均是时间尺度引起变异的主因。

这个结果对当地开展水资源规划与管理、防洪、水资源配置等相关工作、锁定重点关

注时段时，具有一定地指导作用。 

6. 鄱阳湖湿地生态水文模拟与应用 

应用 Mann-Kendall 秩次相关分析、小波分析和旱涝急转指数，研究了鄱阳湖入湖

总水量和旱涝变化，揭示了鄱阳湖入湖总水量的变化和鄱阳湖旱涝急转的规律。基于

CoupModel 模型，研究了鄱阳湖典型湿地生态水文过程，建立了鄱阳湖湿地植物呼吸

与湖泊水位的关系，分析了三峡蓄水运行后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的变化，并模拟了鄱

阳湖建闸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中的作用。 

该项研究成果得到英国“全球湖泊对环境变化响应观测项目” (GloboLakes) 的

关注，并获得项目资助参加该项目的首次研讨会。GloboLakes 项目是 2012 年 9 月启

动的、由英国六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承担的大型国际项目，总研究经费 250 万英镑，

项目时间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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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质水量联合调度风险分析 

综合考虑闸坝群水质水量联合调度方案的防洪风险、防污风险和供水风险，建立

了水质水量联合调度风险分析系统，获得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对闸坝群水质水量联

合调度方案进行优选评估，为闸坝群水质水量联合调度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提出了

流域防污体系和防污标准两个概念，分析了流域防污体系的组成，基于 Copula 函数，

提出了确定流域防污标准的途径。 

2.3.3  排水农田物质运移理论及应用基础研究 

团队负责人：王修贵 

主要研究人员：杨金忠、黄介生、王  康、史良胜 

围绕排水农田物质运移理论及应用基础研究，结合国家 973 课题、国家十二五科

技支撑计划、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水利

部公益项目以及地方委托项目等，分别在华北平原、内蒙古河套灌区、吉林省双阳黑

顶子灌区、湖北省武汉市、湖北省漳河灌区、本实验室的灌溉排水综合实验场等地开

展试验观测、收集区域资料，进行理论分析和模型开发等工作。 

本年度取得了以下重要的研究成果： 

1. 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补给规律研究 

（1）通过数字模拟分析，研究了地下水埋深和土壤岩性对地下水补给的影响，

得到渗透性对入渗补给量的影响主要通过根区水量均衡和表层 2m 土壤性质控制；地

下水埋深大于 5m 后，埋深的增加对多年平均补给没有影响的结论。 

（2）根据野外示踪剂实验数据分析，得到华北平原平均地下水补给量为 106mm，

平均地下水补给系数为 0.15。无灌溉实验点平均补给量为 63mm，补给系数为 0.11；

有灌溉实验点平均补给量为 153，补给系数为 0.20。 

（3）根据华北平原的特点改进了 Infil3 地下水补给模型，由改进后的 Infil3.0 模

型，结合 ArcGIS 和 RS 技术，计算得到 2001-2009 年华北平原平均地表输入水量为

753mm，潜在腾发量为 1023mm，实际腾发量为 647mm，净入渗量为 101mm，潜在

补给系数为 0.135，地下水补给在年季间和空间分布具有很大的变异性。一年之内，

净入渗量一般有两个峰值出现，一个在 4 月，春灌为主要水源，入渗延迟时间在 1 个

月左右；另一个峰值出现在 10 月，主要是降水和秋灌共同作用的结果，入渗延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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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较长，在 1～3 个月，且灌溉水是主要的补给源。 

(4）根据非饱和带的水流运动特点，将非饱和带水流运动方程简化为一维垂向运

动，通过垂向流量与三维地下水模型进行耦合，形成统一的饱和—非饱和耦合水流数

值模型。通过设计算例对模型进行检验，说明该模型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相较完全

三维模型，具有更高的计算效率。 

2. 灌区尺度的农业面源污染迁移与转化规律研究 

（1）开展了灌区尺度的农业面源污染迁移、转化、汇集过程监测与试验 

以吉林省双阳黑顶子灌区为背景，对灌区的基本情况调查的基础上，对灌区农业

面源污染迁移、转化以及汇集过程水质水量，开展了系统的试验与监测。 

（2）提出了基于排水过程分析的灌区农田面源污染迁移、转化及汇集物理模型 

基于田间污染物渗流分析和汇流排水过程分析，提出了基于灌区排水物理过程的

灌区水文及农田面源污染模型。 

（3）土壤介质中污染物迁移动态过程研究 

针对土壤中水流运动和污染物迁移过程和通量，开展了系统的层析成像试验，完

成了不同土壤，边界条件以及流动过程情况下的 12 组试验，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土

壤中水流运动和污染物迁移通量变化规律。 

（4）土壤介质中污染物迁移多离子示踪与过程非均匀性研究 

在 2 种土壤介质条件下，完成了 4 组污染物迁移动态过程多离子示踪试验，通过

连续流动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使用物理化学性质相似的离子，对水流和非溶质迁移非均

匀动态规律进行了示踪。比较了均匀介质流动条件下与非均匀流动的污染物分布的差

异，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土壤介质中污染物非均匀迁移与土壤非均匀流动的关系，以

及流动过程中，水流运动和污染物迁移非均匀性的动态变化机理。 

（5）北方灌区面源污染土壤源、汇过程研究 

针对灌区土壤中的污染物在冻结、融化过程中迁移，转化以及汇集过程和面源污

染形成机理，2011 年~2012 年冬季节，在北方灌区（前郭灌区）开展了冻土条件下面

源污染土壤源、汇过程的试验研究，分析了土壤通量变化过程，基于 Hangen-Poiseuille

孔隙通量方程，耦合孔隙冰柱体对土壤水力传导度的影响，以及冻土液态含水率、孔

隙特性及温度变化特性，提出了冻土水流通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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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田水肥盐交互作用规律及综合调控研究 

该研究依托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农业综合节水技术集成与示范”，以

试验观测和数值模拟为主要手段，结合区域调查，在内蒙古河套灌区研究节水条件下

农田水盐肥的交互作用规律，建立土壤水、肥、盐迁移模型，探讨作物-水分-养分-盐

分-产量的关系，提出农田水盐肥调控技术。 

4. 不同尺度条件下考虑多种致灾因子的洪涝灾害防治标准研究 

（1）考虑多种致灾因子的平原河网地区排涝标准研究 

以平原河网地区的排涝问题为例，采用 Gumbel-Hougard Copula 函数建立了暴雨

和外江水位的联合概率分布模型，研究了在暴雨和外江水位共同作用下的涝灾风险

率，以及不同量级的暴雨和外江水位组合下的联合分布概率和条件概率。研究结果表

明，考虑多种致灾因子共同作用下的涝灾风险率更能真实地反映涝灾实际发生的概

率，基于 Copula 函数构建的多变量联合概率模型，可以很方便地计算多种致灾因子

的各种量级组合下灾害风险率。 

（2）基于三维 Copula 函数的不同水文区丰枯遭遇分析 

不同水文区的丰枯遭遇概率分析属于多变量概率分布问题，涉及的水文区越多，

则变量的维数越高，问题越复杂。为找到一种简单通用的多变量水文概率分布问题的

求解方法，以不同水文区丰枯遭遇概率分析为例，引入三维 Copula 函数构建多变量

联合概率模型，将其用于分析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及黄河流域的径流量的联合概率

和条件概率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由 Copula 函数可以很容易地构建多变量概率分布

模型；对一组水文数据系列，有多个不同 Copula 函数可以选择，可采用拟合优度检

验方法择优；Copula 函数构建的多变量概率模型，可以计算各种条件下的联合概率分

布，分析各种不同量级水文变量的遭遇概率和相互影响，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和通用性。

通过与多维转换为一维方法的比较，三维 Frank Copula 函数的拟合优度、无偏性、及

有效性都优于多维转换为一维方法，且计算更为简单。 

（3）除涝标准计算方法及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 

以湖北四湖地区不同尺度为对象，分别采用多年降雨资料，对平均排除法和地区

经验公式法的比较研究。研究表明，地区经验公式法虽然没有明确排涝时间，但所计

算排涝模数与平均排除法有确定的排涝时间的对应关系。以水面率、水旱比、城镇化

率为变量，采用长系列的降雨资料进行模拟，结果显示出下垫面条件改变对除涝模数

的影响各不相同，显示出除涝排水系统能力随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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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水肥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团队负责人：邵东国 

主要研究人员：茆  智、崔远来、伍靖伟 

1. 节水灌溉条件下不同尺度的水-肥-盐耦合运移规律及效应 

结合国家科学支撑计划课题 “农业综合节水技术集成” （2011BAD25B07），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数据同化的土壤盐渍化预测”等研究，以试验观测和

数值模拟为主要手段，结合区域调查，研究节水条件下农田水盐肥的交互作用规律，

建立土壤水、肥、盐迁移模型，探讨作物-水分-养分-盐分-产量的关系，提出农田水盐

肥调控技术。 

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干排水条件下土壤盐渍化演变规律研究”，进行了盐分

影响土壤蒸发能力试验研究和数值模拟研究，分析盐分累积对干排能力和持续的影

响。试验研究在室内运用有机玻璃土柱进行，重点研究了相同地下水埋深条件下不同

含盐土壤的蒸发能力，结果表明：含盐量越高，蒸发越小，因此干排水系统必须考虑

长期运行的能力维持和风险管理问题。数值模拟研究侧重分析了不同含盐量土壤在不

同地下水埋深下的蒸发能力，结果表明：在内蒙古河套灌区气象条件和土壤条件下，

土壤含盐量对土壤蒸发具有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土壤含盐量小于 1%时非常显著，

当土壤含盐量大于 1%后，影响相对较小。这种影响与埋深也有关，随着埋深的减小，

含盐量对土壤蒸发的影响作用增加，当埋深小于当地临界埋深时，影响很小。 

2. 灌区水分循环转化分布式模型及方法研究 

灌区水管理措施、灌排工程设施和种植结构等农业活动的强烈影响使灌区水文循

环过程具有不同于普通流域水文循环过程的复杂性，难以准确描述。田间尺度因种植

结构单一，水管理措施简单，通过田间试验可以对各水量平衡要素进行观测，从而获

取和分析该尺度上的水量转换关系；而区域尺度上，南方水稻灌区虽水稻种植面积大，

但种植结构仍较为复杂，同时存在水稻节水灌溉模式和其他作物的灌溉模式，加之灌

溉塘堰星罗密布和不同灌溉渠道的渗漏，使得大区域上的水文循环过程具有时空变异

性，传统的方法难以描述和研究水量平衡要素及其转化过程。水稻灌区水量平衡及其

转化的定量描述是研究分析水稻灌区节水灌溉尺度效应、节水潜力以及节水型生态灌

区建设等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作为对区域水量平衡及其转化关系定量描述使用最多和

最为有利的工具——分布式水文模型，却不具备对灌区水文特性的充分描述，所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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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灌区特征构建能够定量描述灌区水文循环过程的分布式水文模型是研究灌区水量

平衡及其转化关系行之有效的手段。 

结合 2008 至 2010 年的实际观测数据，对 SWAT 模型进行了较大的改进，使该修

改模型能适合我国南方丘陵区水稻灌溉系统中水量平衡的分布式模拟，并用于漳河灌

区不同灌溉模式下区域蒸发蒸腾量的模拟分析，以及不同尺度灌溉水利用效率及农业

面源污染排放的模拟分析。 

为了合理调配灌区水资源，以河南柳园口灌区为背景，运用 SWAP 模型建立了土

壤水分运动及作物产量模拟模型，通过改进 SWAT 模型与 MODFLOW 模型的耦合建

立了地表水-地下水耦合模型，用实测资料对模型进行了率定和验证。利用 SWAP 模

型模拟了不同灌溉标准条件下的灌溉制度，提出了适宜的灌水控制标准，并对多年的

灌溉制度及不同地下水埋深下的灌水量及作物产量状况进行了模拟，提出了地下水埋

深适宜范围。由 SWAP 模拟的灌溉制度确定地下水开采量，并且根据不同井渠灌溉比

拟定了 5 个方案，利用地表水-地下水耦合模型对灌区地下水系统对各方案的响应进行

模拟，得到了灌区井渠结合适宜灌水时间和适宜的井渠结合灌水比。 

3. 考虑回归水重复利用的灌溉用水效率指标研究 

许多实例证明期望通过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的措施来节水的做法被认为是无效的，

原因在于灌溉水利用系数等指标忽视了回归水的重复利用。本研究提出了考虑回归水重

复利用的用水效率评价新指标，利用水量平衡对其计算公式进行了推导，并对各变量进

行了系统说明。以河南省柳园口灌区为例，基于 SWAP/SWAT/Modflow 耦合模型对灌区

水量和产量进行了分布式模拟，在此基础上，对柳园口灌区的灌区用水效率及效益指标

进行了计算分析，为灌区用水评价和用水管理提供了理论方法和科学依据。 

4. 塘堰湿地对农田排水总氮总磷净化效果试验研究 

为了研究不同塘堰湿地与稻田面积比 β、不同湿地水滞留时间对稻田排水中氮磷

污染物净化效果的影响，在江西省灌溉试验中心站针对以白莲为湿地植物的塘堰开展

了原位试验研究。 

5. 南方湿润地区农业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及尺度效应 

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十二”科技支撑计划等，开展了长江流域典型灌区用

水效率调查，根据典型灌区资料，分析了灌溉水利用效率指标影响因素及其节水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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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南方湿润地区蒸发蒸腾量时空变化特征；初步揭示了农业用水效率的尺度效应；

提出了长江流域农业用水效率控制指标阈值以及基于突变理论的综合评价方法。 

6. 区域节水潜力及水资源风险分析方法 

结合国家“十二”科技支撑计划、水利行业公益项目等课题，以汉江干流为背景，

对流域/区域节水潜力进行深入分析，开展了区域水质水量风险分析方面的研究，系

统分析水量水质风险成因机制，模拟不同水文过程作用下水量水质时间、空间变化规

律，建立水量水质风险分析模型。主要进展包括：完成了水量（主要指水资源短缺）、

水质风险的主要风险因子的识别，并应用不同的概率分布对风险因子进行了定量描

述；对汉江中下游地区未来水平年供水、需水量的分布状态进行了模拟预测；应用

Monte-Carlo 方法对汉江中下游区域不同供水方案条件下的水量风险进行了定量研究。 

7. 渠道系统冰期运行调度与量水控制方法 

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南水北调等，开展了大型渠道冰期运行调度、灌区量水

结构理论等研究。 

在大型渠道冰期运行调度方面，主要是结合我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运行调度，

进行了相应冰水力学仿真软件及控制算法的开发。 

在灌区量水结构理论方面，主要是结合长喉槽这一水头损失小、淹没度高并经济实

用的结构，采用边界层理论进行水力学建模与流量系数率定方面开展了相应的工作。 

2.3.5  非恒定流输沙动力学 

团队负责人：曹志先 

主要研究人员：陈  立、余明辉、张小峰 

2012 年度，本团队主要针对溃坝水沙动力学过程的耦合数学模拟理论与数值计算

技术、堤防溃决水沙动力学机制与规律、突然开阔区域水沙混合流发展规律、以及大

型工程影响下河床演变动力学特性等展开研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完成了计划的研

究任务。简要论述如下。 

1. 基于动态网格技术的水沙动力学耦合数学模式 

传统的基于固定网格的水沙动力学耦合数学模式的数值计算量大，对计算设施要

求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实际应用。我们基于动态网格技术，建立了全场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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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沙耦合动力学数学模式，通过一系列标志性实例验证，包括大坝瞬间全部溃决、滑

坡体渐进溃决水沙动力学过程。在维持计算精度的前提下，其计算效率提高一个数量

级甚至更多，具有广泛的应用前途。 

2. 溃坝水沙动力学过程耦合积分模式理论 

溃坝洪水可能诱发非常活跃的泥沙运动和河床演变，而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如泥

沙颗粒粗，主要做推移质运动），泥沙运动可能局限于接近河床的一定深度范围内。

基于这样的物理背景，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溃坝水沙动力学过程耦合积分模式理论。 

3. 堤防溃决水沙动力学过程三维数值研究 

通过三维水流数学模型对溃口区域壁面剪切应力、动水压力等水力参数分布及变

化规律进行了研究，探索了溃口发展的力学机理。建立不同时刻与实测溃口形状相同

的溃口局部三维几何模型，结合实测水位、二维水流流速计算结果设定计算条件，采

用双方程紊流模型（ k 模型）和 VOF 自由水面处理方法进行计算，PISO 算法求压

力场和速度场，壁面处理采用壁面函数法，根据计算结果对壁面剪切应力、动水压力

等水力参数在溃堤过程中的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图 5、图 6），并对弯道边壁约束进

行了探讨。 

4. 塌岸与河床冲淤的交互作用过程及机理 

水流冲刷过程中岸坡破坏是水流淘刷岸坡坡脚、岸坡崩塌及崩塌体淤积坡脚并在

河床上输移的交互作用反复循环过程。在弯道水槽中进行系列试验，兼顾弯曲和顺直

两种典型河型，研究水流冲刷作用下非粘性颗粒组成的岸坡坍塌模式及其与河床冲淤

的交互影响过程。 

5. 突然开阔区域水沙混合流发展规律 

山区河道经常出现突然开阔区域，其间水沙运动与淤积形态发展具有独特的机

制。我们制作了一个水槽（18.6m×3m）来模拟山区河流挟带泥沙进入开阔地带后水

沙运动与淤积发展规律。本年度已经进行了塑料沙和模型沙两组试验，试验历时 425h。

试验显示：淤积体发展基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淤积体发展过程以周期性运动

向前推进。每个周期内，泥沙先在纵向方向上运动，当运动到一定距离后以横向输移

为主。第二阶段，淤积体纵向推进不存在周期性，淤积体以一个相对稳定的速度向前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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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三峡水库蓄水后下游河段非均匀冲淤变化分析 

枢纽修建后引起水沙条件的变化必然造成年内交替型分汊河段河床的冲淤调整。

近坝段年内交替型分汊河段年际间冲淤交替，整体以冲为主，水流动力轴线的摆动在

分汊河段的冲淤调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水库下泄的不饱和水流使得两汊交替冲刷，

两汊发展不平衡，洪水主汊冲刷幅度要大于枯水主汊，两汊高程差的逐步减小将引起

河段水流运动和分流比的变化，影响该类型分汊河段分流格局的稳定。 

关洲分汊河段位于长江中游，其水流动力轴线年内随流量变化在两汊间交替，为

典型的年内交替型分汊河段。三峡工程蓄水运用初期，关洲河段年际间有冲有淤，以

冲刷为主；冲淤主要表现为深泓下切及枯水河槽的冲淤调整；左右两汊冲刷进程不同，

左汊为洪水期主汊，河床冲刷幅度较大，深泓平均高程连年递减，过水面积呈增大趋

势，而右汊为枯水期主汊，其河床冲刷发展则相对缓慢，深泓高程变化较小。 

2.3.6  大型水利工程作用下冲积河流调整机理及模拟方法 

团队负责人：夏军强 

主要研究人员：李义天、谈广鸣、邓金运、孙昭华 

紧密围绕团队任务，本研究团队在三峡水库水沙联合优化调度、坝下游河床冲刷

及崩岸机理、河口水沙通量变化及其演变特征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此外还对近期

黄河下游河床演变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尤其在平滩河槽形态及过流能力的变化规律

方面；在试验设备及设施方面，利用团队经费，建成了 3m 宽水槽模型及配套设施，

可用于泥沙输移和河床演变特性的机理研究。 

1. 水库水沙联合优化调度方法 

根据水库排沙机理及防洪、泥沙淤积对水库整体效益发挥的制约作用，建立了梯

级水库排沙调度与效益联合优化模型。 

2. 河口关键断面水量和悬沙浓度变化趋势 

徐六泾断面为长江河口关键断面，其水量和沙量代表着进入河口区域、三角洲区

域及口外海滨区域的关键水文要素。徐六泾断面水量和悬沙浓度变化表明：在水量上，

由于大通站下游的支流汇入、降雨等因素的作用，徐六泾断面的过境水量大于大通站

下泄水量。但在含沙量上，徐六泾断面的悬沙浓度和大通站悬沙浓度有较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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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表现为减小的趋势，年内遵循洪季悬沙浓度大于枯季的变化规律。同时，受流域入

海沙量减少的影响，徐六泾断面悬沙浓度也表现为一定的减小趋势，这说明河口的水

体有明显变清趋势。双向的入海悬沙浓度的减少势必引起河口挟沙能力不足，对河床

地貌产生重要影响。 

3. 上荆江河段河岸土体组成分析及岸坡稳定性计算 

对上荆江 4 个典型崩岸土体进行了现场取样与土工试验，较全面地分析了崩岸土

体组成及力学特性，并给出枯水期、高水期和退水期不同阶段下安全系数计算公式，

定量分析了上荆江典型断面的河岸稳定性。 

4. 下荆江二元结构河岸土体特性及崩岸机理定量分析 

下荆江河段为典型的弯曲型河道，河岸组成通常为二元结构。三峡水库蓄水后下

荆江河段河床冲刷下切，局部河段崩岸险情频繁发生。因此定量研究二元结构河岸的

土体特性及崩岸机理，有助于全面掌握下荆江河道的演变规律。首先分析了近期下荆

江河段的崩岸情况，现场查勘了该河段的 6 个河岸，并对河岸土体进行了室内土工试

验试验结果揭示了下荆江河岸土体的垂向组成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下部非粘性

土（沙土）层较厚，上部粘性土（低液限粘土）层较薄且松散。然后以河岸崩塌过程

分析为基础，提出了二元结构河岸发生绕轴崩塌时临界悬空宽度及稳定性的计算方

法。最后结合近岸水动力条件计算及土工试验结果，定量地分析了二元结构河岸的崩

塌机理及其影响因素。 

5. 基于河段尺度黄河下游平滩河槽形态及能力变化分析  

小浪底水库运用后，黄河下游河床持续冲刷，其平滩河槽形态及过流能力发生了

显著变化，尤其在游荡段。但黄河下游的断面形态沿程变化较大，因此需要采用基于

河段尺度的特征变量来描述整个下游河段的平滩河槽形态及过流能力。首先提出了基

于河段尺度的平滩河槽形态参数（平滩河宽、水深及面积等）及平滩流量的计算方法，

该方法以各断面的平滩特征参数计算为基础，同时考虑了基于对数转换的几何平均与

断面间距加权平均的计算。然后利用近 10 多年来下游实测大断面资料，计算了汛后

各断面及河段尺度的平滩河槽形态参数及平滩流量，计算结果表明：小浪底水库运用

后，游荡段主槽形态调整尽管以冲刷下切为主，但主槽展宽过程也较为突出。最后建

立了河段尺度的平滩特征参数与下游 4 年平均的汛期流量及来沙系数的关系式，可用

于预测下游各河段平滩特征参数随水沙条件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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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水电工程高边坡稳定性演化与风险调控理论 

团队负责人：李典庆 

主要研究人员：周创兵、陈益峰、方国光 

1. 脆性岩石 D-TH 耦合机理与细观力学模型 

基于均匀化方法和热力学原理，建立了热-力耦合条件下考虑微裂纹法向刚度恢复

和滑动剪胀特性的脆性岩石各向异性细观损伤力学模型，揭示了复杂应力路径或应力

状态下损伤的空间发育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考虑细观尺度上裂纹的萌生、扩展和

裂纹形态、体积率的变化，基于相同的均匀化原理，建立了损伤诱发的岩石热传导特

性演化模型，揭示了各向异性损伤演化（微裂纹的形态、体积率、张开度等）、微裂

纹中的饱和度以及裂纹壁面的亲水性等因素对岩石热传导性的影响。同时，通过考虑

细观尺度上裂纹的萌生、扩展和裂纹形态、体积率的变化，研究了岩石损伤诱发渗透

特性演化的均匀化方法，指出了稀疏方法、Mori-Tanaka 方法和 Ponte Castaneda-Willis

方法等在岩石渗透性研究中具有下限性质，并阐述了这类下限方法因对微裂纹联通细

观结构特征缺乏描述能力而产生的局限性。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提出了一个新的岩

石损伤诱发渗透性演化的上限模型，揭示了微裂纹法向压缩变形、剪胀滑移变形、微

裂纹连通性以及微裂纹几何形态对岩石渗透性演化的影响；与国际同类模型相比，模

型的描述能力全面，但模型参数更少，且易于确定。 

2. 复杂边坡变形和稳定性可靠度分析方法 

基于我国 103 个水电工程 1174 组抗剪强度试验数据，论证了岩土体抗剪强度参

数具有非线性相关性特征。提出了基于秩相关系数（Spearman or Kendall）的参数间

非线性相关性表征方法，揭示了常用的二维正态分布模型不足以描述相关非正态岩土

体参数的统计特性，建立了基于 Copula 理论的岩土体参数二维非正态分布模型。为

不完备概率信息条件下相关非正态岩土体参数联合分布函数的构造及随机模拟提供

了一种有效的方法，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有限数据条件下岩土体参数多维分布模型建模

问题。该成果发表于中国科学 E 辑（Science in China Series E）正刊。 

在岩土体参数二维分布模型基础上，阐明了岩土体参数不确定性对边坡可靠度的影

响规律，揭示了抗剪强度参数二维正态分布模型可靠度结果的失真机制及有限数据条件

下边坡可靠度不唯一的根本原因。同时阐明了不同抗剪强度参数二维布分布模型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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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度变化规律，得出了二维正态分布模型仅适用于结构串联系统可靠度分析的重要结

论，从而克服了可靠度分析长期依赖于抗剪强度参数二维正态分布模型的局限。 

提出了分析含相关非正态变量边坡可靠度分析问题的认知聚类分区方法，极大地

提高了边坡可靠度求解效率，实现了隐式功能函数可靠度问题的求解。从而解决了含

相关非正态变量边坡可靠度计算的难题，为可靠度理论在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中应用迈

出了重要一步。 

3. 岩石力学特性及本构模型研究 

研究了Hoek-Brown屈服准则参数 im 的变化规律，重点讨论参数 im 与围压的关系。

通过理论分析与数值拟合方法得出参数 im 随围压的变化规律，建立了参数 im 与围压关

系的负指数经验模型。选取细粒的石英砂岩为研究对象，通过试验研究水压对岩石渐

进破坏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同围压条件下，随着岩样两端水压的增大，岩石的

启裂强度 ci 有逐渐增大的趋势，而岩石的损伤强度 cd 和峰值强度 f 逐渐变小；随着

围压逐渐增大，岩石的启裂强度 ci 、损伤强度 cd 及峰值强度 f 均逐渐增大。 

在 CWFS、DISL 和 BDP 模型基础上，研究了 Hoek-Brown 本构模型的参数取值

规律，提出基于岩石渐进破坏理论的 GSI 弱化模型，并通过锦屏二级水电站大理岩三

轴压缩试验以及引水隧道开挖损伤区的数值模拟对该模型进行验证。基于颗粒流理

论，建立了石英砂岩的矿物颗粒模型，进行岩石三轴力学模拟试验，得到了试样的全

应力应变曲线。研究得出：矿物颗粒球度越大，岩石启裂强度、损伤强度和峰值强度

均越低。抗污颗粒球度增加，岩石弹模降低，泊松比增大。摩擦角和粘聚力则随球度

的增大而下降。 

4. 复杂洞室围岩开挖扰动区量化评估 

复杂地下洞室围岩开挖扰动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效应。将地下洞室爆

破开挖松动区视为一个随开挖过程演变的非均匀非稳定三维扰动场，松动区内岩体力

学参数则是一个具有时空演化特性的参数场。岩体开挖扰动损伤总体上表现为岩体变

形模量的劣化。考虑到基于厚壁圆筒弹性力学分析的弹性模量压力和半径相关模型的

应 用 局 限 性 ， 提 出 开 挖 扰 动 区 岩 体 变 形 模 量 的 半 径 - 位 移 相 关 模 型

（Radius-Displacement-Dependent Deformation Modulus, RDDM），并对模型的多洞室

适用性和参数敏感性进行了分析。该模型实质上是一个参数场模型，通过变形模量劣

化参数场分布量化揭示开挖扰动的空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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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开挖扰动区参数场概念，考虑爆破开挖扰动空间效应和岩体真实变形响应，

提出了真实工作状态下开挖松动区岩体参数场辨识的位移反分析方法。基于开挖松动

区岩体变形模量参数场数值演化模型，结合围岩实测位移信息，提出了开挖松动区参

数场位移反分析的动态实现过程。可用于大型地下洞群施工开挖稳定与快速监测反馈

评价。 

2.3.8  高坝结构安全与优化理论及施工仿真 

团队负责人：常晓林 

主要研究人员：胡志根、伍鹤皋、周  伟 

1. 基于连续-离散数值模拟方法的堆石体真三轴数值试验研究 

基于三维变形体连续-离散单元法，通过真三轴数值模拟试验，研究了堆石体在三

向不等应力状态下的强度和变形特性。数值试样是在实际堆石级配和孔隙率条件下制

备，采用随机模拟技术建立了堆石体的三维随机散粒体模型，能较真实反映实际堆石

体的应力变形性态，堆石体材料物理力学性质服从 Weibull 概率分布。真三轴数值试

验装置采用六刚板加荷方式，在不同围压下采用等应力比加载路径进行。 

2. 颗粒形状及粒间摩擦角对堆石体宏观力学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三维变形体离散单元法对堆石体进行细观研究，采用随机模拟技术生成堆石

体三维数值试样，模拟其常规三轴剪切试验，研究堆石体颗粒形状及粒间摩擦系数对

宏观力学性能的影响，揭示其细观组构和细观力学参数与堆石体宏观特性的关联性，

建立细观力学参数与宏观力学参数的相关关系。 

3. 颗粒劣化效应的堆石料流变机理及连续-离散细观数值模拟方法 

堆石料流变的主要机理是由于水位变化、降雨入渗、日晒雨淋等环境因素导致堆

石料发生性质劣化，与此同时，颗粒发生高接触应力-破碎和重新排列-应力释放、调

整和转移，这一过程由于颗粒的持续劣化而不断重复。在考虑颗粒破碎的堆石体不连

续变形分析方法(SGDD)中，引入颗粒强度劣化模型反映颗粒强度随外界环境的持续

劣化。应用该方法进行堆石料三轴流变数值试验，模拟结果与室内试验所观察到的规

律一致，表明考虑流变效应的 SGDD 方法抓住堆石料流变的主要机理，适合模拟堆石

料的流变变形这一复杂的、非线性演化问题。数值试验结果表明，堆石料随外界环境

的劣化程度、劣化速率、母岩强度对宏观流变变形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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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细观力学的高心墙堆石坝心墙水力劈裂机理研究 

目前针对堆石或土石坝的心墙水力劈裂问题虽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现有的成

果大多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对心墙水力劈裂发生机制的认识尚未达成一致的观

点。采用颗粒流方法从细观角度对心墙水力劈裂问题进行初步研究，模拟了心墙水力

劈裂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5. 基于热-流耦合精细算法的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数值模拟研究 

基于有限元热流耦合精细算法进行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期温度场仿真分析，真实反

映水管附近的温度梯度和水管水温沿程的变化，采用基于粒子迁徙的粒群算法对

Dittus-Boelter 方程进行参数识别，使之适用于描述冷却水流的强制对流特性。开发热

流耦合用户子单元并验证热流耦合算法和用户子单元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6. 基于流－固耦合的强度折减法的重力坝抗滑稳定分析研究 

重力坝深层滑动主要表现为沿缓倾角的软弱结构面形成滑移通道，滑移通道内应

变积聚且应变梯度急剧不连续，是典型的应变局部化现象，采用经典连续介质理论进

行数值模拟时存在病态的有限元网格依赖性。引入 Cosserat 连续体理论作为正则化机

制，提出了基于 Cosserat 理论的 Mohr-Coulomb 弹塑性模型，考虑非关联的流动法则，

在经典塑性理论框架下采用向后 Euler 隐式积分算法进行应力更新。采用 ABAQUS 

的自定义单元接口（UEL）进行二次开发，进行了平面应变条件下单轴受压的数值验

证。数值模拟结果表明，该模型能保证应变局部化问题的正定性。基于 Cosserat 理论

的重力坝深层抗滑稳定分析结果表明，采用超载法进行重力坝渐进破坏过程模拟时，

基于经典连续体理论的模拟结果有较大的网格依赖性，而且结果偏于安全，而采用

Cosserat 连续体理论的结果对网格密度不敏感。对传统强度折减法计算流程进行分

析，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即对渗流的考虑不够充分。为弥补此项不足，从 H-M 耦

合机理出发，推导了渗透系数与体积应变之间的函数关系，从而实现了 H-M 完全耦

合。借助 ABAQUS 软件子程序的二次开发，实现了 H-M 耦合与强度折减法的结合。

典型重力坝双滑面稳定问题的算例对比分析表明，渗流作用对于重力坝稳定性的影响

不可忽视。 

7. 水电站施工导截流决策及优化研究 

基于相邻两座同期建设水电工程组成的梯级施工导流系统，研究天然洪水、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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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级泄流能力、支流汇入洪水及其叠加方式、区间洪水、下游梯级回水和施工导流系

统泄流能力等不确定性及其变化特性，构建系统整体风险分析模型与计算方法。 

8. 水电站蜗壳和压力管道研究 

以水力发电机组蜗壳与外包混凝土之间的接触力学行为和传力机制为中心，进一

步研究了巨型机组蜗壳承载机理，探讨了机组蜗壳不同埋设方式对蜗壳座环不平衡力

和厂房振动的影响规律。 

2.3.9  水电工程岩体开挖、锚固设计理论及施工技术 

团队负责人：卢文波 

主要研究人员：陈胜宏、汪卫明、陈  明 

1. 基于复合单元法的裂隙岩体等效弹性（柔度）张量及 REV 数值试验 

针对裂隙岩体等效弹性（柔度）张量计算，利用 Monte-Carlo 方法，在统计窗生

成一系列的裂隙网络.对每个 thn 网络，切取一系列尺度和方位的试件，进行复杂应力

条件下的复合单元分析，获得应力应变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评估裂隙岩体弹

性（柔度）张量与相应 REV 的分析计算方法。 

2. 坝基岩体的锚筋桩加固研究 

针对湖南筱溪水电站工程，开展了使用岩石锚杆作为坝基抗滑稳定主要措施的理

论研究和工程实践。关键技术的突破体现在：在锚杆抗剪作用原理及计算方法方面，

综合采用了是节理、锚杆和喷层的离散模拟和等效模拟方法，实现了对锚固件和结构

面的细节进行详尽的描述和大规模的复杂三维问题的模拟问题；在工程应用方面，基

于锚杆的现场抗拔试验及抗剪试验数据和数值仿真结果，合理确定了系统锚筋桩设计

参数，取得了良好的锚固效果。 

3. 高低应力区坝基岩体损伤松弛分析与加固处理 

针对小湾坝基自上部高程开挖后出现的浅表层岩体的松弛变形现象，研究了其力

学机理，提出了以岩体的应变作为岩体可能发生以张裂纹扩展为特征的松弛破坏准

则，即若 l 1 ，则岩体松弛，其中 1 为主拉应变； l 为岩石的极限拉伸应变。 

在分析计算模型与方法方面，根据坝基岩体开挖中岩体宏观力学参数的劣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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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在常规弹粘塑性理论框架内建立了岩体松弛效应的有限元算法，获得了坝基岩体

松弛的空间分布和时效变形规律，而后再开展了松弛岩体安全度评价、工程处理及效

果评价。 

4. 含不连续裂隙岩体等效渗透张量研究 

考虑利用压水试验实测资料反演含多组裂隙（最多三组）岩体的等效渗透张量。

首先提出了裂隙连通率（地质工程中常以连通率来描述裂隙的连通程度）与连通系数

的近似转换关系，并据此推导了裂隙岩体相应的等效渗透张量；还建立了一套基于有

限单元法模拟压水试验的数值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挑选位于同一岩体中不同钻孔

方向的多个（数量与岩体所含裂隙组数相同）压水孔，采用有限单元法模拟各压水孔

的压水试验，并进行一系列数值试验，然后将数值试验结果用于训练 BP 神经网络，

最后结合各个压水孔的现场实测资料（压力及流量），反演得到岩体的等效渗透张量。

成果在小湾水电站工程坝基岩处理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 

5. 高应力强卸荷下深部岩体的能量集聚与释放规律 

高地应力深埋岩体开挖过程中，围岩应变能的聚集和释放是洞室发生灾变破坏的

重要诱因。针对圆形洞室开挖，分析初始地应力准静态和动态两种卸载方式下围岩应

变能的调整过程，基于能量角度判定了围岩损伤范围。 

6. 卸荷诱导的围岩开裂机制 

针对深埋圆形隧洞爆破开挖，采用双向受压条件下的压剪裂纹扩展模型和应力强

度因子计算公式，分析了开挖面上岩体应力瞬态释放和围岩应力瞬态调整对围岩开裂

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准静态卸载条件相比，岩体应力瞬态释放在围岩中产

生了附加动应力，导致围岩径向卸载和环向加载效应放大，加剧了深埋洞室围岩开裂

效应，导致开裂范围增大；开挖卸载速率越快，围岩中产生的附加动应力幅值越大，

围岩的开裂效应越显著。 

7. 岩石高边坡爆破损伤演化机制 

针对常用的爆破损伤模型仅应岩体爆破产生的拉伸损伤，但不能有效体现压剪损

伤的特点，在 KUS 模型损伤模型中引入 RDA 模型对岩体中压剪损伤的处理方法，基

于应变率效应耦合原则，得出在体积压缩、剪切状态下，压剪损伤变量的表达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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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拉压损伤模型通过 FORTRAN 编程实现，并成功导入 LS-DYNA 自定义接口进行

计算。基于溪洛渡水电站岩石高边坡爆破开挖的岩体声波测试数据与数值仿真的对比

分析表明，相比 KUS 模型，改进的拉压损伤模型考虑了近区的压剪损伤效应，计算

的损伤与实测值得吻合性明显要好。 

2.3.10  复杂边界耦合作用下水流数值模拟理论及方法研究 

团队负责人：槐文信 

主要研究人员：钱忠东、曾玉红、杨中华 

1. 水力机械内部研究 

采用大涡模拟技术对灯泡贯流式水轮机非定常湍流及压力脉动进行了研究，分

析结果表明：在额定工况下，导叶前后、转轮出口的压力脉动主频为叶片频率，是

由转轮与导叶、转轮与尾水管两级动静干涉引起的，振幅最大值出现在转轮出口断

面；在小流量工况下，转轮出口产生偏心涡带，并扩展至尾水管。尾水管内产生低

频压力脉动，其频率与涡带的旋转频率相同，低频脉动由尾水管向上游传递，振幅

逐渐减小。 

2. 射流数值模拟 

采用 Realizable k  模型对横流中的单孔和多孔射流(n=2, 3, 4)进行了数值计算，

并结合由 PIV(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及 LIF(Laser Induced Fluorescence)实测结果，

验证了 Realizable k  模型能够较好的预测横流中多孔射流的流速场和浓度场。针对

Realizable k  模型的计算结果，分析了横流中多孔射流在汇合前后的流速及浓度变

化特征。基于紊流理论和射流冲刷机理，提出了二维垂向射流冲刷的数学模型。以拖

曳力为主要参变数，导出了基于希尔兹数的推移质泥沙输运模型，将临界希尔兹数作

为泥沙颗粒起动的判别标准，模型中没有考虑悬移质的运动，推移质运动所引起的河

床形态变化用动网格技术来描述，从而形成了基于动边界的二维射流冲刷数学模型。

针对二维垂向射流清水冲刷进行了试验研究，得出了射流流态及冲刷坑的几何特征等

资料。选用实验室物理模型参数对二维射流冲刷进行了数值计算，试验和数值模拟均

展现了射流冲刷摆动的发展过程，两者给出的射流摆动现象的良好吻合验证了模型和

算法的有效性，进而在计算和试验研究基础上给出了射流冲刷平衡时冲刷坑特征长度

的半经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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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植被水流水动力学特性及污染物扩散特性 

针对有植被作用的渠道，将植被对水流的作用视为河床的附加阻力，推导出植被

作用下河床等效曼宁阻力系数计算公式，考虑植被区与无植被区交界区域产生的二次

流对植被区阻力的综合影响，引入影响系数对等效曼宁阻力系数计算公式进行修正。

将修正后的公式用于水深平均模型，求解非对称复式断面和矩形断面局部有植被渠道

的流速分布，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吻合，表明该模型可有效用于局部植被覆盖渠道的

水流计算，有助于深入了解植被水流结构。 

湿地水流由于其在洪水管理、废水处理以及生态修复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逐渐

受到人们的关注。采用多孔介质流动理论，在运动方程中考虑孔隙水和植被间的相互

作用，对流经淹没植被和浮水植被的均匀层流进行了求解，进而分析了植孔隙率对流

速的影响，首次给出了不同层内的切应力和能量分布规律，并从物理意义上给予了解

释。通过我们的工作，对湿地流动对流速、切应力和能量分布的影响有了充分的认识，

表明植被是流动系统中的阻力的主要作用者，耗散了大部分的水流能量，为今后深入

开展此类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2.3.11  水泵水轮机全特性及抽水蓄能电站过渡过程 

团队负责人：赖  旭 

主要研究人员：杨建东、程永光 

2012 年本研究团队围绕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的构建、抽水蓄能电站过渡过

程、以及抽水蓄能电站实验基地建设展开了以下有关的研究和建设工作： 

1. 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的构建 

根据水泵水轮机水力性能试验的结果或者以平面图表征的全特性，应用微分几何

理论，将其转换为以单位转速、单位流量、单位力矩为坐标，导叶开度为参变量的空

间曲面。已取得结果：用非均匀有理 B 样条（NURBS）函数结合优化算法做曲面拟

合，来重构三维数据的曲面，精度能达到 10
-5

~10
-9；对实测的马山数据和白莲河数据

精度能达到 10
-4。同时也考查了噪声对算法的影响，分别用正态分布和均匀分布，噪

声强度分别为 1%，5%，10%和 20%的数值实验结果表明我们设计的算法是鲁棒的。

从空间曲面的视角，研究全特性曲率的非线性变化规律，用于空间曲面网格的划分。

将任何网格内线性插值的精度控制在 10-3的相对误差范围内，以满足实时模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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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构建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计算软件的研制。达到的功能：图片识别、数

据拟合、构造网格、数据计算、开度外插。 

2. 抽水蓄能电站（水电站）过渡过程 

(1) 一维特征线法与三维 CFD 耦合的水电站水力过渡过程模拟 

水电站水力过渡过程一般用一维特征线法计算，但当局部流场重要时则要求用三

维方法模拟。本研究旨在将一维和三维方法耦合起来，进行水电站的多维过渡过程模

拟。重点解决水体可压缩性、一维与三维耦合界面处理等关键问题。首先介绍了两种

实现水体压缩性的方法以及一维、三维耦合边界处理的策略。然后采用简单管水锤和

调压室涌浪等标准算例对其进行了验证。在证明了以上方法可靠性的基础上，对某电

站尾水管、尾水调压室及有压尾水隧洞部分进行了多维过渡过程模拟，结果证明采用

一维和三维耦合的方法能够较好的模拟水电站的水力过渡过程。 

(2) 灯泡式水轮机三维过渡过程 CFD 模拟 

灯泡式水轮机流道短，流动三维特性明显，用一维方法计算其过渡过程难以满足

要求，三维计算势在必行。三维模拟的关键问题是导叶大幅运动及转轮变速的处理。

利用 CFD 商用软件 FLOW-3D 中先进的流固耦合技术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灯泡式水轮

机三维过渡过程的模拟。首先介绍了所采用的卡氏坐标系下固定网格中运动刚体的处

理方法；然后用典型的机械心阀流固耦合算例对其进行验证；在确认模型可靠性的基

础上，对某灯泡式水轮机事故停机过渡过程进行模拟。计算所得力矩、转速、轴向水

推力、机组引用流量和监测点压力脉动等参数的变化过程均符合此类型水轮机的一般

规律，说明采用 FLOW-3D 软件模拟这种三维过渡过程具有可行性。成果在第十一届

全国水动力学学术会议上发表。 

(3) 气垫式调压室内部水气两相流态模拟方法研究 

过渡过程中气垫式调压室内部流态有明显的三维特性，进行体型优化时必须考

虑。在验证了应用气液两相流模型模拟三维密闭气室充水压气可靠性的基础上，首先

研究了过渡过程中可压缩空气多方指数的变化规律，然后对某水电站甩负荷与增负荷

工况下气垫式调压室过渡过程进行三维数值模拟，着重分析了涌浪波动过程中水面波

动、水流流态及压力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宏观参数与一维过渡过程过程计算相符，证

明了方法的有效性。所得三维流场结构可应用于体型优化中。成果已被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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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抽水蓄能电站竖式进/出水口流态及优化研究 

受转弯影响，抽水蓄能电站竖式进/出水口在抽水工况下往往会出现严重偏流，

导致拦污栅疲劳破坏，影响电站运行稳定性与安全性。采用最新的 CFD 方法对竖

式进/出水口流态的影响因素进行模拟，分析了一系列体型与流态的规律性，提出

了组合弯管结合长倒锥体的优化方案。该方案使出流的环向分布和垂向分布都比较

均匀。结合具体工程，将原方案和优化方案进行对比，证明优化方案在抽水工况下

的上水库孔口出流流态明显改善，最大过栅流速显著降低。相关成果在《水力发电

学报》上发表。 

(5) 水电站泄洪闸流态及优化研究 

泄洪闸水流流态对枢纽安全有重要影响。采用最新 CFD 方法对具体工程泄洪闸

水流流态进行模拟分析。先给出了数学模型和计算方法；然后结合模型实验成果，用

CFD 详细分析了泄流能力与水面线、压力、流速等流场参数的规律性，弄清了不良流

态的原因；进而提出加大侧墙弧度以消除吸气漩涡及加大孔口断面避免脱流的措施，

并通过三个方案对比分析验证了其效果。 

(6) 水电站过渡过程中事故闸门振动机理研究 

一些水电站的事故闸门在过渡过程中出现了明显振动，影响电站安全运行。应用

计算流体动力学（CFD）方法分析了水电站过渡过程中事故闸门振动机理。通过分析

水库水位，闸门前引水道长度，闸门在闸门槽内位置三个参数对水电站过渡过程中闸

门受力的影响规律，研究揭示：闸门前引水道较长会引起门槽内水位大幅波动，波动

中闸门前后水位的差动致使闸门受到较大不平衡力，该力是导致闸门振动的原因；最

后结合具体工程，进行细致的闸门井流态和受力分析，指出可从抑制闸门前后水位差

动来减小不平衡力，以减轻闸门振动。研究成果发表在第十一届全国水动力学学术会

议上。 

(7) 柘溪水电厂事故闸门振动原因及减振措施研究 

柘溪水电厂事故闸门在机组甩负荷过渡过程中出现了明显振动，致使闸门反向支

撑损坏，影响电厂安全运行。本文采用计算流体动力学的刚性结构流固耦合模拟方法，

对水电站过渡过程中闸门井内流态及闸门振动情况进行数值模拟。研究表明：闸门前

后水位差动产生的不平衡力是闸门振动的根本原因。从减小水位差动以降低不平衡力

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两种减轻闸门振动的措施，并通过与原方案对比分析验证了其良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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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学术论文 

2012 年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72 篇，其中发表在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Journal of Hydrology、Water Resources Research、ASCE、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等国际期刊 SCI 论文 53 篇，发表在水利学报、水科学进展等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简称 CSCD）核心期刊论文 88 篇。发表论文目录见附件 7.4。

以下是在五个研究方向中选取的 9 篇重要论文的摘要。 

1. Water resources vulnerability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in the Huang, Huai and 

Hai river basins of China 

Jun Xia , Bing Qiu & Yuanyuan Li  《Water International》 2012, 37:5, 523-536. 

Abstract: The water-short adjacent basins of the Huang (Yellow), Huai and Hai Rivers in 

North China contain most of China’s farmland. This study evaluates water vulnera-bility 

there as a function of sensitivity to climate change, people per unit flow, water 

use-to-availability ratio, and per capita water use. Three scenarios for 2030 are consid-ered: 

(1) climate change without socio-economic changes; (2) socio-economic changes without 

climate change; and (3) both climate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s. Results show increases 

in the already precarious vulnerability, especially in the Hai river basin. 

2. Comparison and evaluation of multiple GCMs, statistical downscaling and hydro-

logical models in the study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runoff 

Hua Chen, Chong-Yu Xu, Shenglian Guo.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2,434-435:36-45. 

Abstract: In this study a rigorous evaluation and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 in water 

balance simulations resulted from using different downscaling techniques, GCMs and hy-

drological models is performed in upper Hanjiang basin in China. The study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steps: (1) the NCEP/NCAR reanalysis data for the period 1961–2000 are used to 

calibrate and validate the statistical downscaling techniques,i.e. SSVM (Smooth Support 

Vector Machine) and SDSM (Statistical Downscaling Model); (2) the A2 emis-sion sce-

narios from CGCM3 and HadCM3 for the same period are used as input to the statistical 

down-scaling models; and (3) the downscaled local scale climate scenarios are then used as 

the input to the Xin-anjiang and HBV hydrological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or 

the same GCM, the simulated runoffs vary greatly when using rainfall provided by different 

statistical downscaling techniques as the input to the hydrological models; (2) alth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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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widely used statistics in the literature for evaluation of statistical downscaling meth-

ods show SDSM has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SSVM in downscaling rain-fall except the 

Nash–Sutcliffe efficiency (NSC) and root mean square error-observations standard de-

via-tion ratio (RSR), the runoff simulation efficiency driven by SDSM rainfall is far lower 

than by SSVM; and (3) by comparing different statistics in rainfall and runoff simulation,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NSC and RSR between simulated and observed rainfall can be used 

as key statistics to evaluate the statistical 

3. Evaluation of water securit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applied in Wuhan urban ag-

glomeration, China  

Dongguo Shao, Fengshun Yang, Chun Xiao, Xuezhi Tan.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2012,66(1):79-87 

Abstract: To evaluate water security, the Water Resources Sustainability Evaluation Model 

has been developed.The model employs four criteria (economic development, flood control se-

curity, water supply security, and water environment security) and has 22 indicators, integrating 

them using their relative weights. The model is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water security of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 China.The values of the indicators are normalized using the exponential 

efficacy functions based on 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overall, the state of water security in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 is good, which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rue situati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results of the model and 

other three evaluation methods by the Spearman coefficient of rank correlation verifies the sci-

ence and reliability of the developed model. Consequentl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model can be 

an effective tool for evaluating the states of water security and provide a basis on which to cre-

ate policies for improving inadequacies in water security. 

4. Multiscale-finite-element-based ensemble Kalman filter for large-scale groundwater flow  

Shi Liangsheng, Zeng Lingzao, Zhang Dongxiao, Yang Jinzhong.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2，468-469(10): 22-34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n ensemble Kalman filter based on the mutiscale finite 

element method for the large-scale groundwater problem. The multiscale finite element 

method is employed to avoid the con-ventional fine-scale simulation during the forward 

prediction. The EnKF and the multiscale algorithm are integrated as independent compo-

nents. They are connected by two modules: one for recovering the fine-scal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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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other for reconstructing the coarse-scale basis functions. The first module interpo-

lates the coarse-scale solution with coarse-scale basis functions. Then the state covariance 

on the fine-scale mesh is obtained with less computational burden. The second module re-

constructs coarse-scale basis functions when the model states have been updated. The pro-

posed method is exam-ined by synthetic ca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with an appropriate coarsening level is able to produce satisfactory estimations for the 

conductivity field and history matching. The new method offers superior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and significant saving in the computer memory. 

5. Coupled modeling of flood due to natural landslide dam breach 

Huang, W., Cao, Z.X., Yue, Z., Pender, G., Zhou  《Water Management》 2012,165(WM10), 

525-542 

Abstract: A coupled two-dimensional mathematical model is presented for a flood due to 

natural landslide dam breach. A new numerical algorithm is developed, preserving the 

well-balanced property between the flux and source terms of the momentum conservation 

equations over a mobile bed. It allows for the wetting–drying transition to be properly re-

solved. Equally importantly, the spatially variable size of the sediments of natural landslide 

dams is taken into account in estimating bed sediment entrainment flux. The model is first 

tested against flume experiments and then applied to a case study of the Tangjiashan land-

slide dam, the largest of its kind generated by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i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Compared with field observations, the widening and deepening of the 

breach along with the flood hydrographs are reproduced fairly well by the present model a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dam material is incorporated. In contrast, when the heterogeneous 

composition of the natural landslide dam is ignored using a fixed sediment size, the model 

fails even if the parameters related to roughness, entrainment flux and mass collapse are 

largely tuned. An appropriate account of the heterogeneous composition of natural dams is 

therefore significant. 

6. Modeling of Man-made Flood Routing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Xia JQ, Lin BL, Falconer RA and Wang YP 《Water Management》 2012,165(WM7): 377-391 

Abstract：Large-scale prototype experiments of regulating flow and sediment have been 

conducted annually in the Yellow River, China since 2002, with large amounts of observed 

hydrological data being collected during the experiments. In the present study, a 



                                                       2012 年报 

 39  

two-dimensional hydrodynamic model based on the finite-volume method has been 

refined,with an improvement being made in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method of the state 

variables. The enhanced spatial reconstruction method can account for the effect of a wet or 

dry interface on the calculation of numerical fluxes, especially for low discharges, which 

can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unreal flow fluxes. The refined model was applied to simulate 

flood routing in the 2004 and 2006 experiments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and relatively 

close agreement between the model predictions and observed data was obtaine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bed roughness values on the predicted results was investigated using a sensitiv-

ity test, and various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ccuracy of the predicted discharges are pre-

sented. The simulated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refined spatial reconstruction method re-

sults in higher predictive accuracy for low discharges, different bed roughness coefficients 

have only a slight effect on the predicted discharges and the predictive accuracy of the 

model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resolution of bed topography and the way in which the open 

boundary conditions are specified. 

7. Micromechanical analysis of anisotropic damage and its influence on effective 

thermal conductivity in brittle rocks 

Yifeng Chen, Dianqing Li, Qinghui Jiang, Chuangbing Zhou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 2012, 50: 102-116 

Abstract: The micromechanical damage mechanisms induced by coupled thermal and me-

chanical loadings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effective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brittle rocks are formulated in this study with a homogenization scheme based on the 

Eshelby solution. The recovery of degraded stiffness due to normal closure of closed mi-

crocracks is modeled with an empirical hyperbolic relation between normal deformation 

and local normal stress. The sliding behavior of the microcracks is described by a 

non-associative flow rule with mobilized dilatancy. The damage-induced variation of effec-

tive thermal conductivity is presented with similar homogenization techniques by linking 

the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porosity, microcrack shape and saturation degree) to the 

macroscopic observations. The effects of crack shape, saturation degree and porosity are 

discussed with the support of laboratory test data. The damage accumul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effective thermal conductivity are illustrated by simulating the laboratory tests 

on intact  ̈Asp  ̈o diorite. The results may provide a helpful reference for better modeling of 

coupled thermo-mechanical or thermo-hydro-mecha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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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erformance of translation approach for modeling correlated non-normal variables. 

Li, D. Q., Wu, S. B., Zhou C. B., and Phoon, K. K 《Structural Safety》 2012, 39: 52-61 

Abstract: It is common to construct a consistent multivariate distribution from non-normal 

marginals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s using thewell known translation ap-

proach. A practical variant of this approach is to match the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s of 

the measured data, rather than the Pearson correlations. In this paper,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translation methods is evaluated based on their abilities to match the following exact 

solutions from one benchmark bivariate example where the joint distribution is known: (1) 

high order joint moments, (2) joint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s (PDFs), and (3) probabili-

ties of failure.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find significant errors in the joint moments and PDFs. 

However, it is interesting to observe that the Pearson and Spearman methods produce very 

similar results and neither method is consistently more accurate or more conservative than 

the other in terms of probabilities of failure. 

9. Velocity distribution for open channel flows with suspended vegetation 

Wenxin Huai, Yang Hu, Yuhong Zeng, Jie Han 《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2012,49(12): 56–61 

Abstract: Suspended vegetation in open channels retards flow, which, as a result the verti-

cal distribution of stream-wise velocities, will deviate from the classic logarithmic law.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e hydraulic prop-erties of turbulent flow in an open channel with sus-

pended vegetation, we analyzed hydraulic mechanisms by vertically dividing the flow re-

gion into three parts extending from the channel bed to the water surface: a basal 

non-vegetated layer, an internal vegetation layer and an upper vegetation layer. For each 

layer, the streamwise velocity was obtained by mathematically solving the momentum 

equations. Mixing length theory was adopted to determine the shear stress in the internal 

and non-veg-etation layers, and some parameters were determined using published data 

from Plew’s detailed labora-tory measurements. The good agreement between the analyti-

cally and experimentally predicted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streamwise velocity indicated 

that the three-layer model is both applicable and 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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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出版学术著作 

2.5.1  出版学术著作 

表 2-3    2012 年实验室出版学术著作情况 

序号 著作名称 作  者 出版社 字数 

1  
变化环境下区域水资源变

异问题研究 

谢  平，许  斌，章树安，

杨桂莲，窦  明，陈广才，

刘  媛，刘静君 

科学出版社 537 千字 

2  
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

与经济运行 
郭生练，刘  攀 

中国水利水电 

出版社 
686 千字 

3  水肥资源高效利用 
邵东国，过龙根，王修贵，

洪  林 
科学出版社 360 千字 

4  水资源复杂系统理论 
邵东国，刘丙军，阳书敏，

黄显峰，顾文权，杨丰顺 
科学出版社 503 万字 

5  
灌区水均衡演算与农田面

源污染模拟 
王  康 科学出版社 358 千字 

6  
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与航

道整治 

李义天，唐金武，朱玲玲，

高凯春 
科学出版社 443 千字 

2.5.2  学术著作摘要 

1. 《变化环境下区域水资源变异问题研究》 

本书针对由于气候变化以及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导致的区域水资源变异问题，系

统地介绍了作者关于在变化环境下地表水资源变异问题的研究成果，全书由 16 章构

成，主要部分有 2 篇：第一篇为理论方法，主要介绍针对水资源变异问题所采用的水

文变异诊断系统，变化环境下非一致性水文频率计算原理，以及基于跳跃分析、线性

趋势、降雨-径流关系、非线性趋势、小波分析和希尔伯特-黄变换的非一致性水文频

率计算方法；第二篇为变异问题，也是本书的核心部分，主要阐述了变化环境下区域

水资源时间尺度变异、空间尺度变异、年内分配变异、水资源变异归因、水资源评价

方法选择、区域水资源评价、水资源变异综合评价等问题的分析方法，以及对变化环

境下水资源配置、规划与管理等工作的指导和示范作用。 



                                                       2012 年报 

 42  

2. 《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济运行》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暴雨洪水时空分布规律、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水文预测预

报、水库洪水资源调控、水电站经济运行、水库多目标优化技术、调度自动化系统开

发集成、变化环境下的水文水资源模拟等。通过对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济运

行实践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流域梯级水库群水资源综合利用的研究思路和发展方

向，对实现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 

3. 《水肥资源高效利用》 

本书围绕农业生产条件变化下农田水分养分运移及其产量环境效应，以节水、省

肥、高产、减排、控污为目标，阐述了近些年南方灌区水肥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试验

与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田间节灌控排-沟渠塘堰湿地生态处理-排水再利用于一体的

水肥高效利用与减排控污技术体系及其多目标适应调控方法，农业面源污染物控制与

排水再利用技术等。经多年应用，得到了复杂条件下农田水肥运移及流失规律，不同

尺度水分氮素利用效率，稻田水肥管理临界指标等实用性成果，发展了农业水资源高

效利用理论，为现代灌区规划设计与水肥管理提供了依据。 

4. 《水资源复杂系统理论》 

本书全面分析了水资源系统的复杂性特征及其研究发展趋势，系统阐述了水资源

复杂系统的理论基础与建模方法，参考作物潜在腾发量时空变异特性，灌溉系统的分

形特征及其识别方法，水资源系统的混沌特性及其预测模型，基于小波分析的水资源

系统智能随机模拟预测方法，水资源系统多目标混沌优化算法，水资源系统多目标自

优化随机模拟调度技术，水资源优化配置多目标演化算法，水资源系统协同学评价模

型，水资源复杂系统评价方法，基于自优化模拟技术的水资源系统风险分析理论，基

于 MCMC 的河流水质风险管理模型等；重点介绍了上述理论与方法在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汉江中下游水资源系统、举水流域水资源系统、漳河水库灌区复杂灌排系统、湖

南韶山灌区作物耗水系统等方面的最新应用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水资源系统分析

理论与方法，对区域、流域及跨流域水资源系统综合管理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与广泛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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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灌区水均衡演算与农田面源污染模拟》 

以农业灌区水资源和水环境为对象，以内蒙古黄河河套灌区和吉林省松花江前郭

灌区为背景，系统的总结了灌区水均衡计算理论与方法，灌区地下水资源量分析方法，

灌区地下水模拟方法，灌区面源污染迁移、转化汇集机理及模拟方法以及灌区水环境

评价理论。为作者所主持和主要参加的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基础性研究项目成果

的系统的总结和提升。 

6. 《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与航道整治》 

本书以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航道整治为对象，揭示了滩槽冲淤、崩岸、切滩等

演变机理，提出了设计碍航淤积量的确定方法，以及河岸、滩槽演变模拟方法等，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长江中下游枯水航槽塑造技术，并深入分析了理想航槽形态、工程平

面布置、工程材料结构及稳定性等。这些研究成果，发展和完善了河道演变、滩岸变

形及浅滩演变模拟与预测以及航道整治的理论与技术，对冲积河流的河道整治与航道

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2.6  研究成果获奖 

2.6.1  成果获奖情况 

2012 年实验室获主持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科研成果奖励 2 项，见

表 2-4。 

表 2-4   2012 年获国家、省、部科研成果奖情况 

序号 获奖成果名称 奖项名称 实验室名次/获奖人/名次 

1  
水利水电工程渗流多层次控制

理论与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周创兵（1）陈益峰（5） 

荣  冠（8） 

2  
都市型现代农业高效用水原理

与集成技术研究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7) 王富庆(10) 

3  
灌区水盐运动规律与调控技术

及其应用 
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 杨金忠（1）伍靖伟（2） 

王  康（3）史良胜（4） 

黄介生（6）王修贵（7） 

邵东国（9）王富庆（12） 

4  
水利工程渗流非线性分析理论

与多元控制关键技术 
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陈益峰（1）荣  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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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获奖成果简介 

1. 主持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水利水电工程渗流多层次控制理论与应用 

本成果属水利水电工程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 

无论是 300m 级高坝，还是高陡边坡、大型地下工程建设，均无一例外地涉及复

杂岩土体渗流分析与渗流控制问题。然而，水利水电工程渗流控制长期缺乏可供借鉴

的成熟理论、方法和技术。国内外因渗控系统失效导致水库渗漏、坝基失稳、坝堤溃

决、隧洞涌水等工程事故时有发生，地下水渗流诱发的大型滑坡更是屡见不鲜。本项

目由我国水利水电岩土力学与渗流力学学科核心科研单位组成研究团队，依托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科技支撑计划等 100 余项纵横向科研项目，通过理论分析、技术研发与

工程应用相结合，系统研究了复杂岩土体渗透特性的模型化描述、渗流过程的精细化

模拟以及渗流效应的多层次控制等问题，在材料、结构和工程的不同层次上揭示复杂

介质的渗透特性与渗流机理，研发渗流精细模拟与渗流控制的关键技术。主要创新成

果如下： 

（1） 在理论层面，揭示了复杂岩体及粗粒料渗透特性的多尺度效应与演化特征，

建立了考虑赋存环境与变形过程的岩体渗透张量演化模型；首次提出了裂隙岩体井

（孔）渗流三维解析方法、非稳定渗流分析的 Signorini 型变分不等式方法；发展了基

于多相渗流过程、状态、参数和边界的渗流控制理论，解决了复杂渗控结构渗流精细

模拟与渗流控制优化的理论难题。 

（2） 在技术层面，研发了基于水流振荡波理论的复杂岩土体渗透参数快速测试

技术、基于开挖卸荷原理的岩体渗透特性现场试验技术、基于结构面控制的岩体渗透

参数反演技术；提出了防渗排水系统渗控效应数值模拟的 SVA 方法，集成了稳定/非

稳定、饱和/非饱和及多相渗流条件下渗流场精细模拟与渗控效应评价系统，填补了

我国岩土体渗透性测试与渗流分析多项技术空白。 

（3）在应用层面，提出了针对宽级配防渗土料的反滤设计准则，极大地拓宽了

高坝防渗土料的选用范围；揭示了堤防减压井淤堵机理，提出了延长减压井寿命的新

型结构；提出了充分利用河谷地质体的“阻水结构”形成天然帷幕以及基于岩体各向

异性渗透特性的库坝区防渗帷幕及排水孔幕优化设计方法，突破了水利水电渗控设计

主要依赖工程经验的局限。 

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于三峡、水布垭、光照、瀑布沟、紫坪铺、锦屏、长江堤防

http://whu.edu.cn/XPS/htmleditor/blankpage.htm#_Toc313539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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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7.75 亿元。目前，正在溪洛渡、向家坝、糯

扎渡、白鹤滩、乌东德、大岗山、双江口、两河口、卡拉、丹巴等工程库坝区渗流控

制方案优化设计中推广应用。 

项目历经 15 年，取得国家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5 项，成果被 6 部国家标准和行

业规范所采用；出版专著 5 部，参编行业手册 1 部，发表论文 15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69 篇。研究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岩土体渗透特性模型参数快速测试

与反演、复杂渗流过程精细化模拟、防渗/反滤材料选用、新型排水结构、防渗/排水

/反滤系统综合优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与突破，形成了水利水电工程渗流多层次控制

的理论与技术体系，显著提升了我国水利水电行业渗流分析与渗流控制的科技水平。 

2. 主持的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灌区水盐运动规律与调控技术及其应用 

本成果的主要创新点：（1）提出灌区不同尺度土壤有害盐分均衡分析方法是灌区

盐碱地治理和盐碱化控制的基础。基于非饱和土壤水盐运动参数随机性和空间变异性

特征，提出了模拟非饱和土壤水盐运动随机分析方法，建立了 KLME 方法和随机配点

法两种随机数值分析模型，为水盐的随机数值模拟提供新的理论方法。（2）发展了室

内和野外条件下饱和、非饱和及不动水体条件土壤水盐参数测试方法，在多种条件下

验证了方法的可靠性和适用性，形成了较完备的土壤水盐运动参数测定的理论方法和

技术体系。（3）提出了区域饱和-非饱和拟三维土壤水盐运动数值模型和非饱和带水盐

运移的对流模型，建立了四种时间序列分析组合模型，为解决大区域土壤盐分分析预

测提供有效的工具。（4）建立了以防治渍害和盐害为依据的大棚水盐动态调控方法，

提出了通过控制揭棚时间、优化灌溉制度、合理排水沟间距和出口高程的节水、防污

和控盐的暗管排水综合控制措施，为大棚持续利用提供了实用方法和技术。（5）提出

了干旱地区灌溉土地土壤盐碱化控制的干排水控盐理论和设计理论方法，为新环境条

件下灌区水盐均衡提供了新选择。 

3. 主持的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水利工程渗流非线性分析理论与多元控制关键技术 

本成果属水利水电工程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 

渗流是导致岩土体及工程构筑物发生变形和破坏的重要诱因，渗流控制是水利水

电工程建设与运行的关键技术难题。然而，水利水电工程渗流控制长期依赖于工程经

验，传统的渗流分析理论与渗流控制方法和技术亟需取得突破。本项目依托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研究课题，结合水布垭等多个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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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开展了复杂岩土体渗透特性量化描述、渗流过程精细模拟及渗流效应多元控制的

理论、方法与技术等研究。主要创新成果如下： 

（1）建立了考虑围压和颗粒尖端破碎效应的堆石体渗透性模型以及考虑岩体结

构特征和峰后力学特性的岩体非均质各向异性渗透张量模型，发展了基于双重孔隙以

及孔隙-裂隙尺寸分布的粗粒土和裂隙土土水特性模型。 

（2）首次提出了裂隙岩体井流三维解析方法、非稳定渗流分析的 Signorini 型抛

物变分不等式方法，建立了集岩土体变形、水相渗流、气体迁移、蒸气传输、热能传

输和孔隙率演化的多场多相全耦合模型与分析方法。 

（3）提出了基于井流理论和结构面控制的裂隙岩体渗透张量反演方法，发展了

大型排水孔幕精细模拟的 SVA 技术，研发了基于水流振荡波理论的岩土体渗透性快

速测试技术与水利水电工程渗流非线性分析平台。 

（4）提出了基于多场多相耦合过程、初始状态、介质特性和边界条件的渗流多

元控制理论，发展并集成了综合考虑水文地质结构特征与防渗/排水/反滤渗控机制的

渗流多元控制技术体系。 

项目取得国家专利 6 项，成果被 4 部行业规程及手册所采用；出版专著 3 部，发

表论文 8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40 余篇。研究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已成功

应用于三峡、水布垭、隔河岩、长江堤防等大型水利水电工程，解决了岩土体渗透性

量化描述以及参数快速测试与反演、复杂渗流过程精细模拟、渗流效应多元控制以及

防渗/排水/反滤系统综合优化等关键技术难题，产生了广泛的经济效益，显著推动了

水利水电行业科技进步。 

2.7  发明专利 

2012 年，实验室在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的获批方面成绩喜人，共获批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软件著作权 3 项，见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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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2012 年获批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授权号 完成人 类型 

1 
一种水库确定性优化调度的调度

域确定方法及其设备 
ZL200910063218.0 刘  攀  郭生练 发明专利 

2 
一种面向发电风险的水电站优化

调度图编制方法 
ZL201010562037.5 

刘  攀  郭生练 

王小君  陈  华 
发明专利 

3 
一种梯级水库汛限水位联合运用

调度方法 
ZL201110067570.9 

郭生练  陈炯宏 

刘  攀 
发明专利 

4 
用于测量土壤溶质迁移的成像示

踪系统及方法 
ZL201010179177.4 李  立  王  康 发明专利 

5 
一种爆破中药包发生拒爆的识别

及其拒爆药包的定位方法 
ZL201010189035.6 

卢文波  陈  明 

周创兵  舒大强 
发明专利 

6 水泵水轮机空间曲面导叶 ZL201110198019.8 
纪兴英  赖  旭 

赖  弈 
发明专利 

7 
开挖边坡断层出露区域的多层次

全封闭加固方法 
ZL 2010 10576658.9 

姜清辉  孙金山 

周创兵  池  为 
发明专利 

8 
一种加固软弱岩体的爆扩内锚头

预应力锚索及其锚固方法 
ZL201010572943 .3 

姜清辉  孙金山 

周创兵  池  为 
发明专利 

9 双吸式离心泵转轮 ZL201220108624.1 
钱忠东  郜元勇 

张  凯 
实用新型专利 

10 一种轴流泵 ZL201220164880.2 
钱忠东  李  万 

王  凡 
实用新型专利 

11 
一种能改善面板应力变形的面板

堆石坝 
ZL201220119081.3 

周  伟  常晓林 

马  刚  胡  超 
实用新型专利 

12 一种堆石体三轴流变试验装置 ZL201220157996.3 
周  伟  常晓林 

马  刚  胡  超 
实用新型专利 

13 
淮河水质水量联合调度风险分析

系统 
2012SR005300 

张  翔  李  良 

吴绍飞  宋星原 

高仕春  张利平 

张艳军 

软件著作权 

14 
水电站内加强月牙肋钢岔管计算

机辅助设计系统(PCG) 
2012SR105840 伍鹤皋 软件著作权 

15 
水电站贴边钢岔管计算机辅助设

计系统(Welt) 
2012SR105833 伍鹤皋 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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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队伍与人才 

2012 年，实验室队伍建设喜获丰收，成绩斐然。李典庆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引进“千人计划”长期 2 人（孙庆平、方国光），短期 1 人（许崇育），史良胜获得中组

部青年拔尖人才称号，陈益峰获得首批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新增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计划 1 人：陈明（流动研究人员）。引进出站博士后 3 人：林琳、潘国艳、蔡新华。 

2012 年，实验室在站博士后 10 人，出站 4 人，毕业博士研究生 70 人，在读博

士研究生 105 人，毕业硕士研究生 184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256 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 

茆  智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 人： 

周创兵、卢文波、李典庆 

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3 人： 

李义天、夏  军、周创兵 

千人计划 3 人： 

    孙庆平（长期）、方国光（长期）、许崇育（短期） 

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 1 人： 

    史良胜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 人： 

陈益峰 

教育部高层次人才计划 1 人： 

周创兵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 人： 

夏  军、槐文信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2 人： 

李典庆、史良胜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2 人： 

崔远来、熊立华、程永光、卢文波、李典庆、陈益峰、夏军强、周  伟、钱忠东 

曾玉红、刘  攀、陈  明（流动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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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组织任职 9 人： 

夏  军、黄介生、杨金忠、陈胜宏、郭生练、曹志先、槐文信、李典庆、曾玉红 

国际学术期刊任职 9 人： 

夏  军、杨金忠、郭生练、陈胜宏、黄介生、曹志先、李典庆、钱忠东、刘  攀 

国内学术组织任职 17 人： 

周创兵、郭生练、谈广鸣、夏  军、黄介生、李义天、杨金忠、卢文波、常晓林  

槐文信、曹志先、谢  平、邵东国、伍鹤皋、李典庆、张  翔、曾玉红 

国内学术期刊任职 14 人： 

郭生练、谈广鸣、周创兵、夏  军、黄介生、李义天、卢文波、槐文信、熊立华、

谢  平、伍鹤皋、邵东国、崔远来、刘  攀 

教育部创新研究团队 1 个，其中固定研究人员 5 人： 

周创兵、卢文波、常晓林、李典庆、周  伟 

3.1  学术任职 

3.1.1  固定研究人员学术组织任职 

表 3-1    固定研究人员国际学术组织任职情况 

序号 姓  名 学 术 组 织 名 称 职  务 

1  夏  军 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 主  席 

2  夏  军 国际科学院理事会（IAC）水计划 主  席 

3  夏  军 世界水理事会（WWC） 法人代表 

4  夏  军 全球水计划（GWSP）中国委员会 常务副主席 

5  夏  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UNESCO-IHP）专

委会(TABs) 
委  员 

6  夏  军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中国国家委员会 副主席 

7  夏  军 中国-澳大利亚水资源研究中心 主  任 

8  郭生练 联合国教科书组织国际水文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 委  员 

9  陈胜宏 国际大坝委员会水工专委会 执  委 

10  黄介生 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 委  员 

11  曹志先 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堤坝溃决专门委员会 委  员 

12  槐文信 国际水利工程研究协会中国（大陆）分会 执行委员 

13  李典庆 
国际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学会（ISSMGE）技术委员会
TC304 

委  员 

14  李典庆 美国 ASCE 岩土工程风险评估与管理委员会 理  事 

15  曾玉红 国际水利工程研究协会中国（大陆）分会 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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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固定研究人员国内学术组织任职情况 

序号 姓  名 学 术 组 织 名 称 职  务 

1  夏  军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主  任 

2  郭生练 国家水文技术标准委员会 执  委 

3  郭生练 全国科技金融促进会 常务理事长 

4  郭生练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5  郭生练 中国水利学会防洪减灾专业委员会 委员 

6  郭生练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 委员 

7  周创兵 湖北省水利学会 副理事长 

8  周创兵 湖北省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 

9  周创兵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 

10  周创兵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理  事 

11  周创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水利学科评审委员会 评审专家 

12  周创兵 
水力学与山区河流开发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四川大学）学术委员会 
委  员 

13  李义天 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14  谈广鸣 湖北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 

15  谈广鸣 湖北省水利学会 副理事长 

16  谈广鸣 中国水利教育协会 副会长 

17  谈广鸣 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18  杨金忠 水利学报 编  委 

19  杨金忠 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 编  委 

20  杨金忠 Wa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编  委 

21  黄介生 中国水利学会 理  事 

22  黄介生 湖北省水土保持学会 常务理事 

23  黄介生 中国水利学会第八届农田水利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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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术 组 织 名 称 职  务 

24  曹志先 中国力学学会环境力学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25  槐文信 国家教育部高等院校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  员 

26  槐文信 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专业委员会环境与生态水力学组 副组长 

27  槐文信 湖北省暨武汉力学学会 常务理事 

28  槐文信 湖北省暨武汉力学学会流体力学专委会 主任委员 

29  常晓林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理事 副秘书长 

30  谢  平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文泥沙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31  张  翔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委  员 

32  邵东国 中国水利学会调水专委会 委  员 

33  邵东国 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 理  事 

34  邵东国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专委会 委  员 

35  邵东国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委会 委  员 

36  伍鹤皋 湖北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工及水电站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37  伍鹤皋 全国水电站压力管道信息网 主任委员 

38  李典庆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工程风险与保险研究分会 理  事 

39  卢文波 公安部工程爆破技术人员安全技术考核专家组 成  员 

40  卢文波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岩石动力学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41  卢文波 中国工程爆破协会 常务理事 

42  卢文波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理  事 

43  卢文波 湖北省爆破学会 副理事长 

44  曾玉红 湖北省暨武汉力学学会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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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固定研究人员学术期刊任职 

表 3-3    固定研究人员国际学术期刊任职情况 

序号 姓  名 学术期刊名称 职  务 

1  夏  军 Jornal of Hydrologic Engineering,ASCE(美国) 副主编 

2  夏  军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英国） 编  委 

3  夏  军 Urban Water Jornal（英国） 编  委 

4  郭生练 Journal of Hydrology（荷兰） 编  委 

5  郭生练 Water International（美国） 编  委 

6  杨金忠 Australia Journal of Soil Research（澳大利亚） 编  委 

7  杨金忠 Irrigation and Drainage（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 编  委 

8  黄介生 Paddy Field and Water Environment（日本） 编  委 

9  曹志先 The Open Geography Journal, Bentham Science Publishers, USA 编  委 

10  曹志先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Computational Fluid Mechanics, 

Hong Kong 
编  委 

11  刘  攀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 and Protection 编  委 

12  陈胜宏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physics 编  委 

13  李典庆 
Georisk－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Assessment and Manage-

ment of Risk for Engineered Systems and Geohazards 
编  委 

14  钱忠东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luid Machinery and Systems 编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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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固定研究人员国内学术期刊任职情况 

序号 姓  名 学术期刊名称 职  务 

1  夏  军 地球科学进展 编  委 

2  夏  军 资源科学 编  委 

3  夏  军 自然科学进展 编  委 

4  夏  军 气候变化进展 编  委 

5  夏  军 水文 编  委 

6  夏  军 地理研究 编  委 

7  夏  军 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 编  委 

8  郭生练 水文 编  委 

9  郭生练 水资源研究 主  编 

10  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编  委 

11  周创兵 岩土力学 编  委 

12  周创兵 岩土工程学报 编  委 

13  周创兵 Rock mechanical.&geotechenical engineering 副主编 

14  谈广鸣 节水灌溉 编委会副主任 

15  谈广鸣 水道港口 编委会副主任 

16  谈广鸣 水电能源科学 编  委 

17  谈广鸣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编  委 

18  谈广鸣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编  委 

19  谈广鸣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编  委 

20  谈广鸣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编委会副主任 

21  谈广鸣 泥沙研究 编  委 

22  谈广鸣 水与中国 编  委 

23  谈广鸣 黑龙江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编  委 

24  谈广鸣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编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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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术期刊名称 职  务 

25  李义天 泥沙研究 编  委 

26  黄介生 灌溉排水学报 编  委 

27  黄介生 农业工程学报 编  委 

28  邵东国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编  委 

29  邵东国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编  委 

30  卢文波 爆破 编委会副主任 

31  卢文波 Rock mechanical.&geotechenical engineering 编  委 

32  熊立华 水资源研究 副主编 

33  槐文信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执行编委 

34  槐文信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执行编委 

35  谢  平 干旱区地理 特约编委 

36  伍鹤皋 三峡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编  委 

37  伍鹤皋 水电与新能源 编  委 

38  崔远来 农业工程学报 编  委 

39  刘  攀 水资源研究 副主编 

3.2  培养与引进人才 

3.2.1  千人计划创新人才项目（孙庆平、方国光、许崇育） 

孙庆平教授（长期），男，1961 年生。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主要从事固体相变力学的理论与实验研究。主持和参加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8 项、主持香港特区政府基础研究及国际合作项目(RGC)22 项。在国际杂

志共发表论文 84 篇。总被引用 1000 多次，其中单篇最高引用 250 次，五篇代表性论

文共被引用 500 多次。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95)、国际科学数据索引(ISI-SCI)

颁发的经典引文奖（Citation Classic Award)(2000)等。 

方国光教授（长期），男，1963 年生。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席教授。ASCE Fellow、

ASCE 历史最悠久、级别最高的科技类奖励－诺曼奖章（Norman Medal）获得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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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事水利水电岩土工程可靠度分析与风险控制、岩土工程随机模拟方法以及大规模

岩土工程问题的快速求解方法方面的研究。主持了 10 余项新加坡政府研究基金和其

它政府部门基金资助项目。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其中 56 篇被 SCI 检索，SCI 引用

共计 735 次，其中他引 660 次，单篇文章最高被引用 146 次。 

许崇育教授（短期），男，1961 年生。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海外杰

出学者基金获得者。主要从事水文模拟不确定性研究，已主持和参与了 10 多项国际

合作项目。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20 余篇，被 SCI 检索杂志索引 1800

余次，其中他引 1300 余次，ISI 数据库 H-index =27。其中超过 15 篇论文被包括 Journal 

of Hydrology 在内的期刊评为排名前 25 位热门论文(TOP 25 Hottest Articles)，前 10 位

引用最多的论文（TOP 10 Most Cited Articles）等。 

3.2.2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李典庆） 

李典庆教授，男，1975 年生。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国际期刊 Georisk 编委。主要从事水利水电岩土工程可靠

度分析与风险控制、高坝大库系统风险分析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

20 余项。发表论文 14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30 余篇、EI 论文 90 余篇；2011 年获教

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排名第一）。 

3.2.3  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史良胜） 

史良胜副教授，男，1982 年生。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2007 年－

2010 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和研究。主要研究地下水资源与水环境。在国内外重要

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4 篇。 

3.2.4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陈益峰） 

陈益峰教授，男，1974 年生。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先后在香港理工大学、瑞

典皇家工学院从事合作学术研究。主要从事岩土介质多相流 THM 耦合机理与分析、

裂隙岩体水-力强耦合理论及应用等研究。先后主持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10 多项。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其中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50

余篇。2012 年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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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流动人员聘任 

表 3-5    2012 年在聘流动研究人员情况 

序

号 
姓 名 受聘人单位 专 业 聘职 聘  期 编 号 推荐人 

1  胡振鹏 南昌大学 
水文 

水资源 
教  授 2008.01-2013.01 200801 谈广鸣 

2  许盈松 台湾逢甲大学 

水利工程

与资源保

育学 

兼职教授 2009.05-2012.05 2009036 陈  立 

3  
Dave 

Chan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土木 

工程 
客座教授 2009.06-2012.06 2009037 常晓林 

4  史精生 

Department of Con-

struction Manage-

ment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施工 

管理 
教  授 2009.07-2012.07 2009038 伍鹤皋 

5  钮新强 长江勘测设计研究院 
水利 

工程 
教  授 2009.02-2012.02 2009039 谈广鸣 

6  梁秋华 
英国 

Newcastle 大学 
水力学 教  授 2009.08-2012.08 2009040 曹志先 

7  李俊平 鸡西大学 
岩土 

工程 
教  授 2009.09-2012.09 2009041 周创兵 

8  
Donald 

J.DePaolo 

Earth Sciences Divi-

sion, LBNLDirector 

of LBNL/UCB  

Center for Isotope 

Geochemistry 

岩土 

工程 
名誉教授 2009.09-2012.09  周创兵 

9  刘会海 

Hydrogeology  

Department Head, 

Earth Sciences  

Division, LBNL 

岩土 

工程 
客座教授 2009.09-2012.09  周创兵 

10  夏  军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水文 

水资源 
教授、博导 2009.12-2012.10 2009042 谈广鸣 

11  方国光 新加坡国立大学 
岩土 

工程 
客座教授 2009.11-2012.11  李典庆 

12  周建平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

集团公司 

水工 

结构 
兼职教授 2009.11-2012.11 2009039 谈广鸣 

13  马洪琪 澜沧江水电开发公司 
水工 

结构 

武汉大学 

兼职教授 
2010.04-2013.04 2010018 常晓林 

14  
Dave 

Chan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土木 

工程 

珞珈讲座教授

（武汉大学） 
2010.06-2012.06  常晓林 

15  张建云 
南京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 
水资源 

院士，武汉大

学讲座教授 
2010.06-2014.06 0210614 谈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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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受聘人单位 专 业 聘职 聘  期 编 号 推荐人 

16  吴振斌 
中国科学院水生物

研究所 

湿地 

研究 

武汉大学 

兼职教授 
2010.09-2013.09 2010025 茆  智 

17  
Gareth 

Pender 

英国 

Heriot-Watt 大学 
水力学 

武汉大学 

客座教授 
2010.09-2013.09  曹志先 

18  段青云 
美国加州劳伦斯·利

佛莫国家实验室 
水文学 兼职教授 2010.09-2013.09 2010035 郭生练 

19  王  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 
水文学 

武汉大学 

兼职教授 
2010.12-2013.12 2010053 谈广鸣 

20  宋献方 

中国科学院陆地水

循环及地表过程重

点实验室 

水文学 兼职教授 2010.12-2013.12 2010036 张  翔 

21  
库拉. 

雷克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岩土 

工程 

武汉大学 

客座教授 
2010.09-2013.09  徐  青 

22  陈  飞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公司 

水电 

施工 

武汉大学 

兼职教授 
2010.12-2013.12 2010059 谈广鸣 

23  蔡其华 长江水利委员会 水利工程 
武汉大学 

兼职教授 
2010.12-2013.12 2010054 谈广鸣 

24  何  涛 
北京中科辅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计算机 教  授 2011.05-2013.05 2011043 谈广鸣 

25  秦文凯 
美国加州 

水利设计公司 
水力学 教  授 2011.12-2013.12 2011044 谈广鸣 

26  
Tang-Tat 

Ng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

土木工程系 

土木 

工程 
客座教授 2011.10-2014.10  常晓林 

27  蔡其华 长江水利委员会 
水利 

工程 
兼职教授 2011.10-2014.09 2010054 谈广鸣 

28  方芳欣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 & 

Engineering,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土木 

工程 
兼职教授 2011.12-2013.12 2011037 周  伟 

29  相建生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 & 

Engineering,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土木 

工程 
兼职教授 2011.12-2013.12 2011038 周  伟 

30  陈小江 
水利部黄河水利

委员会  

电力系统

及自动化 
兼职教授 2012.10-2015.09 2012036 

兼职 

教授 

31  郑守仁 长江水利委员会 水工 
院士，武汉大

学讲座教授 
2012.01-2014.12  谈广鸣 

32  张勇传 华中科技大学 水资源 
院士，武汉大

学讲座教授 
2012.01-2014.12  谈广鸣 

http://baike.baidu.com/view/20483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483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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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博士后培养 

表 3-6    2012 年在站博士后情况 

序号 姓  名 进站时间 出站时间 合作导师 研  究  课  题 

1  王孔伟 2008.09 2012.06 周创兵 三峡库区水-岩作用微观机理 

2  林  琳 2010.11  熊立华 农业小流域的土壤水文过程 

3  周志东 2009  周创兵 施工地质信息系统研究 

4  杨青春 2010.06 2012.06 张  翔 生态水文模型在地下水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5  张振华 2009  周创兵 
水库运行期高陡边坡长期稳定性评价与监

测预警研究 

6  雷  鹏  2010.06  常晓林 碾压混凝土拱坝结构特性研究 

7  程勇刚 2010.05 2012.10 常晓林 
岩土材料应力变形的渗流-应力耦合不连

续变形分析方法 

8  夏  帆 2010.09  谈广鸣 国际界河洲滩演变对边界的影响研究 

9  潘国艳 2010.09 2012.10 夏  军 生物滞留池技术在都市水管理中的应用 

10  刘德地 2010.12  郭生练 梯级水库群联合防洪标准确定与应用研究 

11  何  吉 2010.12  陈胜宏 
裂隙岩体中渗流/应力应变耦合分析及其

应用 

12  司马军 2011.06  周创兵 
软土地基上堤坝填土开裂机理、治裂技术

研究 

13  徐维生 2011.06  周创兵 
考虑多场广义耦合作用的高坝工程渗流非

线性问题研究 

14  李凌云 2012.07  郭生练 冲积河流的水沙条件与河床塑造关系研究 

15  
David  

Rheinheimer 
2012.05  郭生练 水库生态调度研究 

 

 

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egov/program/search/filelist.asp?fld_affair_id=6&fld_affair_instance_id=170244&username=tigerlei
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egov/program/search/filelist.asp?fld_affair_id=7&fld_affair_instance_id=182062&username=tshcyg
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egov/program/search/filelist.asp?fld_affair_id=7&fld_affair_instance_id=194619&username=sailor0607
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egov/program/search/filelist.asp?fld_affair_id=7&fld_affair_instance_id=205685&username=panguoyan
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egov/program/search/filelist.asp?fld_affair_id=7&fld_affair_instance_id=212432&username=pepsi
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egov/program/search/filelist.asp?fld_affair_id=14&fld_affair_instance_id=220357&username=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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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术交流与开放 

4.1  学术交流 

2012 年实验室主办了第十届中国水论坛，承办了水文水资源国际研究热点与前沿

青年学者研讨会 、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国际研究热点与前沿青年科学家论坛等学术

会议。研究人员参加国家国内学术会议作特邀报告或大会报告 35 人次。 

2012 年来访外国专家 40 余批 80 余人次，其中 30 余名国外学者做学术报告，其

中美国俄亥俄州科学院院士 Larry C. Brown 教授、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刘会

海教授、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吴腾达教授等均与实验室有着长期的科研合作；挪威科学

院院士、奥斯陆大学地学系 Lars Gottschalk 教授和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土木工程

系 Franz Wolfgang Geiger 教授分别为研究生讲授随机水文学和城市雨洪管理系列讲

座，极大的开拓了研究生的国际视野。 

实验室一批知名学者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扩大了我国水利学科在国际学术届

的影响，促进了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如夏军教授全年参加了亚洲水大会、第六届世

界水论坛、国际科学院理事会 IAC 水计划学术研讨会、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21 世

纪国际水资源综合管理研讨会等，并在亚洲水大会上作特邀报告。此外，曹志先教授

先后到英国 Birmingham 大学、Heriot-Watt 大学讲学；夏军强教授到英国 Cardiff 大学

进行合作研究；程永光教授到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进行学术交流；陈华副教授应

邀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访问讲学。 

2012 年实验室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项目的申请，湖北省楚天特聘教授夏军

强在获得 2012 Award for the Research Exchanges with China and India, From The 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英国皇家工程院颁发－国际合作奖）的同时，主持英国皇家

工程院委托的国际合作项目“城市及滩区洪水风险管理综合模型开发及应用”。 

由实验室主办的学术期刊《水资源研究》正式面世，郭生练教授担任编委会主席

暨主编，英文名称为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期刊缩写 JWRR，出刊周期

为双月刊，语种为英文，期刊号为 ISSN 2166-6024。  

依托实验室成立的协同创新研究平台“中三角水安全保障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已获湖北省批准立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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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作为本领域的公共研究平台，2012 年接受来自国外/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

的研究人员 20 多人次前来进行科研实验；大型仪器设备进入武汉大学设备管理处的

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系统，接受国内外科研工作者预约使用，仪器设备共享率在

50%以上。 

2012 年 8 月由中国科协组织的青少年夏令营 100 人，参观了实验室的水力学实验

室、地下水土壤水环境实验室等。 

实验室一批研究生在实验室和导师的支持下，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43 人

次参加了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研究生活跃的学术行为提升了他们的学术能力，扩展了他

们的视野，同时也体现了实验室的研究水平。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情况见附件 7.5。 

表 4-1    2012 年实验室研究人员学术会议报告情况 

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报告 

类型 
时  间 地 点 

1 

Adaptive Management 

for Climate Change 

Impact for Water Sector 

in China 

夏  军 亚洲水大会 
特邀 

报告 
2012.3.26-3.27 泰 国 

2 

水系统科学与流域水

环境治理的水质——

水量联合调控技术 

夏  军 第十届中国水论坛 
特邀 

报告 
2012.08.24 武 汉 

3 
变化环境下非一致性

水问题研究 
谢  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

学科重点项目 2011 年

度学术交流会议 

特邀 

报告 
2012.02 北 京 

4 
灌区水资源高效利用

及生态环境效应 
邵东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学术交流会 

特邀 

报告 
2012.12 长 沙 

5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approaches to control 

non-point source pollu-

tion from farmland 

王修贵 
2012 湿地农业可持续

发展国际研讨会 

特邀 

报告 
2012.07 湖 北 

6 华北平原地下水补给 杨金忠 中日水资源论坛 
特邀 

报告 
2012.03 广 州 

7 
华北平原水分利用效

率 
杨金忠 

农业水土工程 

第七届学术研讨会 

特邀 

报告 
2012.08 银 川 

8 
海河流域灌溉水分利

用效率问题 
杨金忠 第十届中国水论坛 

特邀 

报告 
2012.08 武 汉 

9 
涝渍灾害产生机理减

灾方法 
谈广鸣 

2012 现代水利工程 

国际学术会议 

特邀 

报告 
2012.04 北 京 

10 
江河综合调度关键技

术问题 
谈广鸣 

第五届黄河国际论坛

江河综合调度专题会 

特邀 

报告 
2012.09 郑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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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报告 

类型 
时  间 地 点 

11 
中国江河综合调度的

持续与发展 
谈广鸣 

中国水利学会 

2012 年学术年会 

特邀 

报告 
2012.11 武 汉 

12 

Experimental study of 

incipient velocity for 

partially submerged 

vehicles in floodwaters 

夏军强 第五届黄河国际论坛 
特邀 

报告 
2012.09 郑 州 

13 
复杂岩体 E-HM 耦合

机理及稳定性研究 
周创兵 

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

国际研究热点与前沿

青年科学家论坛 

特邀 

报告 
2012.11 武 汉 

14 
水利水电边坡可靠度

分析与风险控制 
李典庆 

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

国际研究热点与前沿

青年科学家论坛 

特邀 

报告 
2012.11 武 汉 

15 
岩体开挖瞬态卸荷的

作用机制及动力效应 
卢文波 

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

国际研究热点与前沿

青年科学家论坛 

特邀 

报告 
2012.11 武 汉 

16 复杂水库群优化调度 郭生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双清论坛--变化环

境下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保护 

特邀 

报告 
2012.05.23 宜 昌 

17 
梯级水库设计洪水计

算方法 
郭生练 第十届中国水论坛 

特邀 

报告 
2012.08.24 武 汉 

18 

水稻水肥综合调控与

农业面源污染生态治

理 

崔远来 

第二届江西省科协学

术年会暨“江西水利改

革与发展”学术论坛 

特邀 

报告 
2012.12.04 南 昌 

19 

基于 MISOHRM 模型

的非一致性洪水频率

计算方法及应用 I：原

理与方法 

谢  平 第十届中国水论坛 
大会 

报告 
2012.08 武 汉 

20 

考虑土地利用/覆被变

化的分区式流域水文

模型及应用 

谢  平 第五届黄河国际论坛 
大会 

报告 
2012.09 郑 州 

21 
变化环境下非一致性

水问题 
谢  平 第二届中国湖泊论坛 

大会 

报告 
2012.12 长 沙 

22 

Impacts of Three 

Gorges Reservoir on 

the hydrological 

droughts at the down-

stream Yichang station 

熊立华 

Forum of China-Japan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der  

Environment Change 

大会 

报告 
2012.03 广 州 

23 
南方地区水资源高效

利用价值分析 
邵东国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农业水土专委会 

学术交流会 

大会 

报告 
2012.07 宁 夏 

24 
河套灌区水资源可发

中的几个问题 
杨金忠 中国工程院院士论坛 

大会 

报告 
2012.09 杨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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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报告 

类型 
时  间 地 点 

25 土壤水盐运动与调控 杨金忠 
水利水电学院 

60 年院庆 

大会 

报告 
2012.10 武 汉 

26 

Effects of fluid flow, 

soil deformation and 

horizontal drains on 

soil slope stability sub-

jected to rain infiltra-

tion 

陈益峰 

The 11th International 

& 2nd North American 

Symposium on  

Landslides 

大会 

报告 
2012.06 

Banff, 

Canada 

27 

Statistical modeling of 

joint probability distri-

bution using copula: 

application to probabil-

istic pile settlement 

analysis 

李典庆 

The Fifth Asian-Pacific 

Symposium on Struc-

tural Reliability and its 

Applications 

(5APSSRA) 

大会 

报告 
2012.05 新加坡 

28 

System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main girder 

on hydraulic steel gates 

李典庆 

The Fifth Asian-Pacific 

Symposium on  

Structural Reliability 

and its Applications 

(5APSSRA) 

大会 

报告 
2012.05 新加坡 

29 

An Equivalent Simula-

tion Method for Whole 

Time-history Blasting 

Vibration  

卢文波 

The 1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ock 

Fragmentation by 

Blasting 

大会 

报告 
2012.12 

India，

New 

Delhi 

30 

Blasting vibration con-

trol based on whole 

time-history response 

prediction of high rock 

slope 

卢文波 

The 1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ock 

Fragmentation by 

Blasting 

大会 

报告 
2012.12 

India，

New 

Delhi 

31 

深埋隧洞开挖过程围

岩应变能瞬态调整机

制及动力效应 

卢文波 
第三届全国工程安全

与防护学术会议 

大会 

报告 
2012.11 武 汉 

32 
高地应力区河谷边坡

岩体开挖扰动机制 
卢文波 

国家973基础研究项目

大连学术交流会 

大会 

报告 
2012.06 大 连 

33 
后置导叶可调式轴流

泵水力特性研究 
钱忠东 

中国水利学会第四届

泵及泵站专委会 

大会 

报告 
2012.11.10 福 建 

34 

渠底形态对弯道水流

特性 

的影响研究 

槐文信 

第 11 届全国水动力学

暨第 24 届全国水动力

学研讨会 

大会 

报告 
2012.08 无 锡 

35 植被水力学研究进展 槐文信 
全国环境与生态水力

学会议 

大会 

报告 
2012.09 成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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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国内外专家受邀讲学报告情况 

序

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职称 报告人单位 报告时间 

邀请人/ 

接待人 

1 
海河流域农业水资源供需

分析 
杨永辉 研究员 

中科院农业资源

研究中心 
2012.03.20 张  翔 

2 
白洋淀流域不同尺度水循

环观测实验研究 
宋献方 研究员 

中科院 

地理资源所 
2012.03.20 张  翔 

3 
国际水文前沿问题及出国

留学建议 
许崇育 教授 

挪威奥斯陆大学

地学系 
2012.04.09 郭生练 

4 

Random Heterogeneous 

Fracture: Modelling and 

In-situ XCT Tests 

杨贞军 博 士 
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 
2012.04.11 陈胜宏 

5 
计算地质体力学中的算法

与实例 
李世海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力学

研究所 
2012.04.10 周创兵 

6 
堆积层滑坡蠕滑破坏机理

及时间预测方法研究 
刘晓宇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力学

研究所 
2012.04.10 周创兵 

7 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 王新才 教授 
长江水利委员会

水资源局 
2012.04.27 邵东国 

8 
地下水环境模型预测中的

不确定性分析 
叶  明 副教授 

美国佛罗里达州

立大学 
2012.05.15 杨金忠 

9 
地下水环境模型校核、反演

和不确定性 
叶  明 副教授 

美国佛罗里达 

州立大学 
2012.05.16.-18 杨金忠 

10 

The immersed boundary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s/ 

浸没边界法及其应用 

祝罗丁 教授 

美国 Indiana 

Univ-Purdue Univ 

Indianapolis 大学

数学科学系 

2012.05.14 程永光 

11 
关于洪水风险管理的认识

和思考 
张建云 院士 

南京水利科学 

研究院 
2012.05.18 谈广鸣 

12 

糯扎渡高心墙堆石坝坝料

特性研究及填筑质量检测

方法和实时监控关键技术 

马洪琪 院士 
澜沧江水电开发

公司 
2012.05.19 常晓林 

13 
地下工程建设安全面临的

挑战与对策 
钱七虎 院士 

中国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会理事长 
2012.05.19 周创兵 

14 河岸崩塌机理及模拟研究 
Andrew 

Simon 
博士 

Cardno-ENTRIX

公司、美国密西 

西比大学、英国 

诺丁汉大学 

2012.06.10-15. 夏军强 

15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JUST ANOTHER 

NUMERICAL TOOL? 

吴腾达 教授 
美国 

新墨西哥大学 
2012.05.31 常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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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职称 报告人单位 报告时间 

邀请人/ 

接待人 

16 我国山地灾害及其防治 陈宁生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水利

部成都山地灾害

与环境研究所 

2012.06.13 陈  华 

17 
我国同位素水文学研究的

若干新进展 
庞忠和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 

2012.06.28 张  翔 

18 
岩体多场耦合问题多尺度

计算及其潜在应用 
邢会林 研究员 

澳大利亚昆士兰

大学地球系统科

学计算中心 

2012.06.28 陈益峰 

19 
城市雨洪与水资源可持续

管理 

1.Franz 

Wolfgang 

Geiger 

教授 

德国杜伊斯堡-- 

埃森大学 

土木工程系 

2012.09.10.-28 张 翔 

20 Stochastic Hydrology 
Lars 

Gottschalk 

院士/ 

教授 

挪威科学院、奥斯

陆大学地学系 

2012.09.21- 

10.18 
熊立华 

21 

北柬埔寨的湄公河  The 

Mekong River in northern 

Cambodia 

Paul A. 

Carling 
教授 

英国 

南安普顿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2012.09.24 曹志先 

22 

WATERSIM: A Hydro-  

economic Model – Proposal 

to Link China’s Market and 

Hydrology with Global Food 

Trade 

Aditya 

Sood 
研究员 

斯里兰卡科伦坡

国际水资源管理

研究所 

2012.09.28 夏 军 

23 
Water Management in 2030 

and Beyond 

Asit K. 

Biswas 
教授 

第三世界水资源

管理中心 
2012.10.17 夏 军 

24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the role of natural  

resources 

Cecilia 

Tortajada 
教授 

第三世界水资源

管理中心 
2012.10.17 夏 军 

25 
可变模糊与清晰集在水文

水资源学科中的应用 
陈守煜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2012.11.08 郭生练 

26 

Buckingham Law for  

Unsaturated Flow: History 

and an Extension 

刘会海 教授 
劳伦斯伯克利国

家实验室 
2012.11.07 陈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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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国内外专家参观访问实验室情况 

序号 访问时间 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及人数 

1 2012.04.25 郑宽洙 所长/教授 韩国国际水资源研究所/工科大学 

2 2012.09.20 Lars Gottschalk 教授 挪威奥斯陆大学 

3 2012.09.19 Larry C.Brown 教授 美国俄亥俄州科学院 

4 2012.10.17 
Dr. Le Dinh 

Thanh 
副教授 

he Key Laboratory of River and Coastal 

Engineering – Vietnam Academy for Water 

Resources (KLORCE) And Water Re-

sources University, Vietnam（越南）一行

12 人 

5 2012.12.25 陈长宁 终身荣誉教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6 2012.04.01 周  辉 部长 北京大学科技部 

7 2012.03.30 曹健林 副部长 国家科技部一行 60 人 

8 2012.04.05 李小牛 总工程师 山西省水文局 2 人 

9 2012.04.06 赵英民 司长 国家环保部科技标准司一行 15 人 

10 2012.04.17 郑霞忠 副院长 三峡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一行 10 人 

11 2012.04.27 林峰海 
中共聊城市委

副书记、市长 
山东聊城市政府代表团一行 8 人 

12 2012.05.16 余  明 教授 福建工程学院 2 人 

13 2012.05.18 张建云 院士 南京水利水电研究院 

14 2012.06.08 
张如强 

副总工程师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一行

9 人 

15 2012.06.13 叶  龙 局长 宁波市鄞州区政府企业代表团一行 76 人 

16 2012.06.26 赵垦田 副校长 西藏农牧学院一行 8 人 

17 2012.12.17 张小飞 系主任 
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水利工程系

一行 8 人 

18 2012.07.16 
全国青少年 

高校科学营 
—— 共计 10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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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学术会议 

2012 年主办／承办学术会议 3 次，分别是“第十届中国水论坛”、“水文水资源

国际研究热点与前沿青年研讨会”和“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国际研究热点与前沿青

年科学家论坛”，会议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4.2.1  第十届中国水论坛 

时    间：2012 年 8 月 24～26 日 

地    点：武 汉 

会议主席：郭生练 教授 

会议概况：2012 年 8 月 24-26 日，由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实验室组织承

办的“第十届中国水论坛”在武汉隆重召开。大会由湖北省副省长、实验室学术带头

人郭生练主持，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出席论坛并致欢迎辞，武汉大学副校长、实验

室主任谈广鸣出席论坛并在招待晚宴上致辞。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蔡其华，挪威科学

院院士 Lars Gottschalk，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勇传、张建云，国际水资源协会主席、武

汉大学教授夏军等出席论坛；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中山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武汉大学等知名高校以及相关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学者 400

余位参加了论坛。此届论坛围绕“变化环境下水问题与对策”主题，从“变化环境下

水文演变规律”、“变化环境下水资源优化配置与可持续发展”、“水能资源开发与水库

群优化调度”、“洪旱灾害演变与对策”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 

4.2.2  水文水资源国际研究热点与前沿青年研讨会 

时    间：2012 年 10 月 6～8 日 

地    点：武 汉 

会议主席：李万红 教授 

会议概况：2012 年 10 月 6 日至 8 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

学部主办、武汉大学承办的水文水资源国际研究热点与前沿青年学者研讨会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要点汇报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8~2012 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的 120 余名项目负责人及青年学者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学部水利学科李万红主任主

持，武汉大学周创兵副校长、郭生练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张勇传院士分别致辞。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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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蔡喜明教授作《Observation of Past and Current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大会报告，水文水资源领域三位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大连理工大学的程春田教授、清华大学的杨大文教授及华北电力大学的李永

平教授分别作《大水电系统理论与实践》、《生态水文机理与模型研究》、《水资源配置

和调控决策研究中的前沿科学问题》等大会报告。 

4.2.3  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国际研究热点与前沿青年科学家论坛 

时    间：2012 年 11 月 16～18 日 

地    点：武汉 

会议主席：李万红 教授 

会议概况：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主办，实验室承办的“岩

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国际研究热点与前沿青年科学家论坛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汇报研讨会”，于 2012 年 11 月 16 至 18 日在武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水利学科主任李万红，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创兵，国际岩石力学

学会主席冯夏庭，新加坡国立大学 KK Phoon 院士等。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余名青年

科学家及青年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李万红主持，周创兵、冯夏庭分别致辞。岩土

力学与岩土工程领域 10 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其中实验室 3 位）以及基金委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获得者 KK Phoon 院士等分别做了大会特邀报告。会议

设置四个分会场，议题分别为：岩土体本构关系与数值模拟；岩土体试验与现场观测；

软基与岩土体加固和处理、岩土体渗流及环境效应；岩土体应力变形及灾害。 

4.3  开放基金 

实验室对 2010 年、2011 年批准的开放基金课题进行了检查验收。2010 年批准的

开放基金课题 14 项中 8 项顺利结题，6 项未能结题，其中 2 项由于基金研究进展缓慢

申请延期结题。2011 年批准的 16 项基金课题均提交了中期报告。基金结题和进展情

况分别见表 4-4、表 4-5。 

2012 年，国内外研究人员申请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共计 25 项，经实验室学术

委员会讨论，同意立项 17 项，申请者多数为高等学校具有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

其中有 3 位来自国外知名大学。批准基金课题见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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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2010 年批准开放基金结题情况 

序

号 
课题编号 负责人 课  题  名  称 课题承担单位 

结题 

情况 

1  2010A004 杨贞军 
地震作用下高拱坝的三维复杂

断裂数值模拟 

英国利物浦大学 

工程学院 
结题 

2  2010B065 王兆礼 
土地利用变化对流域水文过程

的长期影响预测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结题 

3  2010B066 张  灵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防洪综合风

险诊断及减灾对策研究 
广州大学 未结题 

4  2010B067 张继国 
流域降水时空分布信息熵模型

研究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结题 

5  2010B068 黄显峰 
水库河流系统水量水质联合调

控模型与方法 
河海大学 未结题 

6  2010B069 代俊峰 
西南岩溶灌区径流对气候变化

的响应 
桂林理工大学 结题 

7  2010B070 陈俊英 
土壤斥水性与含水量及污灌水

质的关系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结题 

8  2010B071 孟  戈 
基于激励理论的大中型灌区现

代化管理模式研究 
武汉工程大学 结题 

9  2010B072 高金花 
北方温室蔬菜温度水分生产函

数及其生育动态模型研究 
长春工程学院 未结题 

10  2010B073 刘  云 注水管网优化模型研究 
长江大学 

石油工程学院 
未结题 

11  2010B074 王协群 
膨胀土渠坡失稳机理与 EPS 稳

定水下渠坡的试验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 结题 

12  2010B075 李  旭 
降雨条件下宽级配崩积土强度

软化规律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 未结题 

13  2010B076 杨  帆 
水力机械导流部件空化流动的

介观模型数值模拟 
上海理工大学 未结题 

14  2010B077 朱丽楠 
南北方水体富营养化数值模拟

及处理技术研究 
哈尔滨工程大学 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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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2011 年度开放基金课题进展情况 

序

号 
课题编号 负责人 课  题  名  称 课题承担单位 

进展 

情况 

1  2011A005 梁东方 城市暴雨洪水的水动力学模拟 英国剑桥大学 良好 

2  2011A006 卞汉兵 
基于 XFEM 的土石坝心墙水力裂

缝数值模拟 
法国梅兹大学 良好 

3  2011A007 吴腾达 
DEM simulations on behavior of 

Rockfill material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 

土木工程系 
良好 

4  2011B078 张永勇 
多闸坝调控流域水量水质耦合模

拟－以淮河流域为例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良好 

5  2011B079 张增信 
长江流域极端干旱事件的时空演

变特征及其大气环流背景分析 
南京林业大学 良好 

6  2011B080 闫宝伟 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风险评估 华中科技大学 良好 

7  2011B081 卢小慧 
污水灌溉条件下辣椒根系分布特

征及吸水模型的氮素运移研究 
河海大学 良好 

8  2011B082 陈  祯 
不同灌溉模式下水稻土孔隙结构

演化的图像分析 
武汉理工大学 良好 

9  2011B083 崔晨风 
基于遥感技术的蒸发量尺度效应

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良好 

10  2011B084 周学飞 

受纸厂污染水体和沉积物中有机

氯化物的分布迁移规律及生态风

险评价 

昆明理工大学 良好 

11  2011B085 吴  腾 
水库水沙自适应控制运用及下游

河道输沙响应 
河海大学 良好 

12  2011B086 薛娈鸾 
裂隙岩体渗流-应力-温度耦合及其

数值试验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良好 

13  2011B087 付成华 
中小型水库土坝渗透稳定及其防

渗加固措施研究 
西华大学 良好 

14  2011B088 孙金山 
爆破开挖扰动下地下工程围岩累

积损伤演化机制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良好 

15  2011B089 鲍海艳 
基于水电站动态品质的调压室设

置条件研究 
长沙理工大学 良好 

16  2011B090 徐梦华 
流固耦合问题的二维半计算理论

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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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2012 年开放基金资助课题（研究期限 2012.12~2014.12）情况 

序

号 
课  题  名  称 课题编号 负责人 工作单位 

实验室

合作人 

1  
土壤及地下水中氮素反应溶质

运移的模型拟合 
2012A008 叶  明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杨金忠 

2  

Analysis of bank-erosion mech-

anisms and prediction of bank 

stability for typical streambanks 

in the Jingjiang Reach of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2012A009 
Andrew 

Simon 
Cardno ENTRIX,USA 夏军强 

3  
多场耦合条件下岩体力学特性

研究 
2012A010 贾  赟 里尔一大工程师学院 陈胜宏 

4  

多卫星遥感降水联合反演在流

域洪涝灾害模拟与预测中的应

用 

2012B091 雍  斌 河海大学 熊立华 

5  
Copula 函数在多变量水文分析

计算中的应用研究 
2012B092 陈  璐 华中科技大学 郭生练 

6  变化环境下产流演变机理研究 2012B093 李传哲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 
刘  攀 

7  
流域洪水预报及产汇流耦合校

正方法研究 
2012B094 吴晓玲 河海大学 谢  平 

8  
基于 3S 技术的灌区种植结构

优化研究 
2012B095 张智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史良胜 

9  
灌区尺度作物受涝风险的综合

评价及应对措施 
2012B096 陈皓锐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伍靖伟 

10  
微生物生长繁殖条件下非饱和

土壤中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和

模型研究 

2012B097 盛  丰 长沙理工大学 王  康 

11  
格子 Boltzmann 模型中浅水流

的干湿边界处理方法 
2012B098 刘海飞 北京师范大学 余明辉 

12  
城市河道治理对水沙输移及溶

解氧分布的影响研究 
2012B099 王志国 河北工程大学 陈  立 

13  
深部岩体渗透性演化的宏细观

机制研究 
2012B100 刘先珊 重庆大学 陈益峰 

14  
随机裂隙岩体渗流模型及并行

算法研究 
2012B101 殷德胜 三峡大学 陈胜宏 

15  
坝体混凝土与基岩接触面动态

抗剪特性研究 
2012B102 王怀亮 大连大学建工学院 

常晓林 

周  伟 

16  
高混凝土坝早期温度应力特性

及智能温控方法研究 
2012B103 程  井 河海大学 常晓林 

17  
富水区锚喷支护水工压力隧洞

结构耐久性基础研究 
2012B104 王明斌 鲁东大学 陈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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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管理与建设 

2012 年 12 月 30 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二届五次会议在武汉召开，实验室主任谈

广鸣教授向学术委员会作了实验室工作报告。经武汉大学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实

验室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为总结四年建设成果，实验室召开 11 个研究团队工作总

结会。根据国家科技部下发的《关于 2013 年度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工作的通知》要

求，实验室积极准备 2013 年的评估工作。在专项经费的支持下基本完成灌溉排水与

水资源综合实验场建设；正在逐步完善抽水蓄能实验系统；正在建设灌溉排水实验研

究基地－湖北京山（中国农谷基地）。购置的大型仪器设备已基本到位，部分设备正

在进行安装和实验功能的完善，即将投入使用。2012 年实验室自主开发研制的设备已

开始为科学研究发挥支撑作用。2012 年武汉大学与黄河水利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武汉大学与黄河水利委员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附件 7.9）。同时，武汉大

学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举行科技合作座谈会，并达成合作意向。 

5.1  学术委员会活动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二届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30 日在武汉召开。学术委员会

主任郑守仁院士主持了会议，武汉大学副校长李斐教授到会致欢迎辞，实验室谈广鸣

主任作了工作报告。委员们听取并审议了实验室年度工作情况和五年工作进展，审定

了 2012 年度开放课题。经讨论一致认为： 

1. 科学研究方面，积极参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立项，获批 19 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科研成果的集成与凝炼在“水利水电工程渗流多层次控制理论与应用”、

“灌区水盐运动规律与调控技术”等研究方向取得明显成效； 

2. 人才队伍方面，实验室加大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力度，在国家人才发展规划青

年英才开发计划（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优秀青年基金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3. 合作研究与研究条件方面，通过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等，扩大了与国家相关职能

部门、流域机构、研究组织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国家专项经费，较大改善了

实验研究条件和野外研究基地的建设； 

4. 学术委员会审定了 2012 年度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课题 17 项，认为基金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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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有所扩大，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一批研究人员积极申请，基金课题的设立充实

了实验室的基础研究； 

5. 通过近五年的建设，实验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争取国家重要研究项目、科

技成果凝炼与奖励、队伍建设和条件建设等方面进步明显，为迎接 2013 年国家评估

奠定了良好基础。 

6. 希望实验室巩固现有研究方向，继续加强杰出人才引进、院士后备队伍培养建

设和国家创新研究群体申报等工作并能取得新进展。建议依托单位-武汉大学在实验室

条件建设方面给予更大支持。 

表 5-1    第二届第五次会议到会委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职  称 学术委员会职务 工  作  单  位 

1  郑守仁 教授、院士 主  任 长江水利委员会 

2  王  浩 教授、院士 副主任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3  董增川 教授、博导 委 员 河海大学 

4  李  嘉 教授、博导 委 员 四川大学 

5  夏  军 教授、博导 委 员 武汉大学 

6  郭生练 教授、博导 委 员 武汉大学 

7  李义天 教授、博导 委 员 武汉大学 

8  陈胜宏 教授、博导 委 员 武汉大学 

5.2  实验室日常管理 

1. 实验室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 

2012 年 12 月，经武汉大学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实验室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

实验室主任：谈广鸣，实验室副主任：邵东国、卢文波、熊立华，实验室专职副主任：

任春秀。领导班子分工如下： 

（1）谈广鸣主任（兼） 

负责实验室工作安排，主持主任办公会、室务委员会。 

（2）邵东国副主任 

负责研究队伍和研究条件，包括长江、千人、杰青、青年拔尖人才以及其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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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进，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的遴选，实验室津贴的确定，设备费申请，设备的使用

与管理，6 个科研实验室的管理与维修等。 

（3）卢文波副主任 

负责研究成果和国内交流，包括各类科技奖励的策划、协调，学术论文、专利、

专著、软件著作权登记，各方向研究成果凝练，审核实验室年报，以及固定人员和流

动人员的成果奖励确定，国内学术会议，学术委员会。 

（4）熊立华副主任 

负责研究项目和国际交流，包括国家重要项目的立项和申请，团队研究项目，开

放基金，国际学术会议和外宾来访，研究人员出访和国外进修。 

（5）任春秀副主任 

负责实验室日常运行管理工作，配合三位兼职副主任工作。 

同时，经实验室主任办公会研究，决定调整以下三位研究室主任： 

刘攀任水资源基础研究室主任；王康任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室主任；孙昭华任防

洪减灾研究室主任，熊立华、邵东国、陈立不再兼任研究室主任。 

2. 实验室研究团队工作总结会召开 

实验室 11 个研究团队分别就四年的研究内容、取得的成果以及下一阶段的工作

设想进行了汇报，研究团队建设成果汇总表见表 5-2。由实验室七位教授组成的验收

专家组对每个团队的建设成果给予了评价，一致认为通过四年的建设，大部分团队完

成了预期目标，产生了一批代表性成果，为即将到来的实验室评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实验室迎评准备工作 

实验室将于 2013 年 3 月迎接国家科技部评估，评估期为五年（2008~2012 年）。

实验室正在按照国家科技部下发的《关于 2013 年度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工作的通知》

要求积极准备《评估申请书》的撰写，各种佐证材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以及实验室所属

各实验室大厅（场）的环境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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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2012 年 11 个研究团队四年建设成果汇总表 

序

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四年建设成果 

1 WH2009C001 
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和经济运

行与洪水资源化研究应用 
郭生练 

省部级以上奖励 2 项，SCI 论文

22 篇，专著 6 部，发明专利 4

项，软件著作权 3 项。 

2 WH2009C002 
变化环境下水资源时空分布模

拟及预测 
熊立华 

重大项目课题 1 项，省部级以

上奖励 2 项，SCI 论文 15 篇，

专著 3 部。 

3 WH2009C003 
排水农田物质运移理论及应用

基础研究 
王修贵 

新增国家级项目 15 项，省部级

以上奖励 6 项，SCI 论文 27 篇，

专著 5 部，发明专利 10 项，软

件著作权 3 项。 

4 WH2009C004 水肥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邵东国 

新增国家级项目 4 项，省部级

以上奖励 2 项，SCI 论文 11 篇，

专著 6 部，发明专利 1 项，软

件著作权 2 项。 

5 WH2009C005 非恒定流输沙动力学 曹志先 
国际合作项目 1 项，SCI 论文

21 篇。 

6 WH2009C006 
水利工程作用下河流调整机理

及模拟方法研究 
夏军强 

国家奖 2 项，省部级以上奖励 3

项，国际合作奖 1 项，SCI 论文

16 篇，专著 3 部。 

7 WH2009C007 
水电工程岩体开挖、锚固设计

理论及施工技术 
卢文波 

杰青 1 项，国家奖 2 项，省部

级以上奖励 3 项，SCI 论文 19

篇，发明专利 4 项。 

8 WH2009C008 
高坝结构安全与优化理论及施

工仿真 
常晓林 

国家奖 1 项，国家基金项目 16

项，SCI 论文 10 篇，专著 3 部，

译著 3 部，发明专利 8 项，软

件著作 6 项。 

9 WH2009C009 
水电工程高边坡稳定性演化与

风险调控理论 
李典庆 

“973”项目 1 项，杰青 1 项，

国家奖 1 项，省部级以上奖励 5

项，“千人计划”1 人，SCI 论

文 45 篇，发明专利 13 项，软

件著作权 8 项。 

10 WH2009C010 
复杂边界耦合作用下水流数值

模拟理论及方法研究 
槐文信 

国家自然基金 7 项，SCI 论文

28 篇。 

11 WH2009C011 
水泵水轮机全特性及抽水蓄能

电站过渡过程的研究 
赖  旭 

国家基金重点项目 1 项，SCI

论文 8 篇，发明专利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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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实验研究条件 

5.3.1  实验中心/大厅介绍 

1. 水文水资源实验研究中心 

水文水资源实验研究中心始建于二十世纪 50 年代。目前，中心设有水文气象室、

水循环室和水环境室等，水文气象方面拥有声学多普勒流速仪、自动气象站、雨水情

遥测系统、气象卫星云图接收系统等设备；水循环方面拥有人工降雨径流实验场、

MAT253 同位素质谱仪等实验场地和分析设备；水环境方面拥有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分光光度计、A/O 接触氧化污水处理和 A
2
/O 城市污水处理模拟系统等，能够为水文

气象监测、变化环境下水循环与物质迁移规律、水污染治理和水环境保护、生态水文

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提供模拟实验的基础设施，并为中心开发的数字流域与水库调度自

动化系统提供了水文基础理论、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面源污染、防洪抗旱减灾、水

资源利用与管理的模拟、仿真和应用研究平台。 

2. 地下水土壤水环境实验大厅 

实验大厅始建于 1954 年，2005 年扩建后试验大厅建筑面积达 800m
2。拥有 8m 和

16m 多功能渗流槽，沟灌试验槽，一维饱和、非饱和土壤水运动及溶质迁移实验系统，

渠道缝隙渗流试验系统等大型试验装置。2000年以来相继引进了Mini Trase 土壤水分仪、

TDR 时域反射仪、圭夫仪、高密度土壤电阻成像系统等仪器设备。拥有 Visual ModFlow, 

Hydrus 2D/3D, GMS, FeFlow 等地下水、土壤水盐动态模拟及分析软件。 

实验大厅能够开展人工控制及模拟气象条件下的地下水、土壤水盐运动及溶质迁

移实验，局部尺度的土壤水、地下水运动参数反演实验，渠道渗流实验，节水技术及

方法实验等农田水利相关教学、科研实验研究。 

3. 灌溉排水与水资源实验场 

灌溉排水与水环境实验场始建于 1999 年，经过两次扩建，占地面积约 8000 平方

米。实验场主要设有：灌溉排水实验区、作物胁迫模拟实验区、设施农业大棚实验区、

地下水与水环境实验区、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实验区、灌溉输水渠道实验区、水资源径

流实验区、气象观测区、园林景观喷灌实验区、泵及泵站测试实验室等。 

灌溉排水实验区和作物胁迫模拟实验区可进行土壤剖面含水率、张力、温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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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位、地下水补给量、排水量、植物生长过程、气象等参数随机或定时自动采集和

数据分析处理。具有在灌溉排水和土壤作物大气连续体方面的研究条件，可开展不同

条件下的溶质运移、再生水灌溉、节水灌溉、水量平衡、作物耗水量、植物生长过程

监测、土壤水分运动参数测定、灌溉新技术等方面的基础和应用实验研究。 

设施农业大棚实验区内设 8 个蒸渗测坑，建有墒情自动监测和灌溉系统，大棚设

有可控温度、光照系统、气候调节系统、水肥调控系统、作物生长监测系统，实现各

类自然气候的模拟，以进行各类设施栽培作物的全天候研究，可开展设施农业、高效

农业、反季节农作物栽培及作物水肥消耗、高产优质品种培育、开发研究。 

地下水与水环境实验区和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实验区可开展农药、化肥、劣质水、

再生水利用、水循环的实验研究。 

灌溉输水渠道实验区可开展水工量水设施、过流建筑物、控制建筑物研究以及河

渠水流、河渠淤积、河床与岸坡冲刷研究。 

水资源径流实验区可开展小流域降雨、入渗、蒸发、地表及地下径流等全要素流

域水循环实验，可以进行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水资源响应、面源污染、生态水文、

物质迁移的流域尺度水资源综合实验。 

园林景观喷灌实验区可开展景观作物喷灌模式、喷灌系统水量分布、作物冠层截

留、喷灌均匀度测试的实验研究。 

泵及泵站测试实验室可开展水泵装置及系统性能测试、优化设计、状态监测与故障诊

断以及优化运行的实验研究。 

4. 泥沙与防洪实验大厅 

泥沙与防洪实验大厅始建于 1958 年，建筑面积 6000 多 m
2，包括河工模型实验

大厅、水槽实验大厅、污淤泥实验厅等。河工模型实验大厅和水槽大厅均具有完备的

浑水、清水循环供水系统。河工模型实验大厅建设有水下地形以及流速、表面流场、

水位自动测量系统以及进、出口流量自动控制系统等，可以进行水电工程、防洪工程、

航道整治工程、桥渡工程、取排水工程有关的河床演变及泥沙问题的研究；水槽实验

大厅拥有浑水变坡玻璃水槽、河型实验槽等系列水槽共十座以及 MicroADV 三维超声

流速仪、离心式粒度分析仪等，可以进行泥沙运动与河道演变基本规律、溃坝水流泥

沙运动规律、城市洪水等方面的研究；污淤泥实验厅配备了多参数水质分析仪、自动

电位滴定仪等仪器设备，可进行污淤泥基本特性、污淤泥运移以及污淤泥处理方法等

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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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工结构实验大厅 

水工结构实验大厅始建于 1978 年，新实验大厅于 2005 年建成，总建筑面积

4355m
2，实验大厅面积 880m

2（净空高度 12m），建设有水工混凝土结构老化与寿命

预测实验研究平台、大坝渐进破坏系统、THM 耦合试验仪、电磁测地系统、水工结

构流激振动测试系统、微机控制动静三轴试验机等设备，可在室内平台进行多个结构

模型试验。可承担大坝、岩体、压力管道、厂房、大型渡槽以及闸门等各种水工建筑

物的结构模型试验，并可进行大坝、路桥、隧洞及基础的现场无损检测，同时可进行

土石料、软岩与混凝土材料在单向和多向静动力作用下的性能测定，以及水泥基材料

微结构样品制备与测试、岩相分析、破损状态三维成像、热重分析、水化热分析，混

凝土抗冲磨性能、抗冻、盐冻、碳化及收缩性能测试等试验研究。 

6. 水工模型实验大厅 

水工模型实验大厅始建于 1985 年，室内面积 2800m
2
(40m×70m)，室外面积

1000m
2，供水采用重力式循环系统，主要包括离心式水泵、平水箱、回水渠、沉砂池、

地下水库等设施，具有水泵的自动化开启、关闭及实时监控功能，总供水能力 1.5m
3
/s。

大厅配备了先进的实验仪器设备，满足高精度的模型放样与制作要求，能进行水位、

流速、压力、流量等参数的观测及流态、水下地形的监测，可开展以下多种科学实验

研究工作：水工常规模型实验、施工导截流模型实验、河工模型实验、水工建筑物水

流压力脉动和流激振动模型实验、闸门水力模型实验、航道水力模型实验、船闸水力

模型实验、溃坝模型实验、滑坡涌浪模型实验、水流空化模型实验等。 

7. 水电站过渡过程实验大厅 

水电站过渡过程实验大厅始建于二十世纪 50 年代，1996 年扩建，现建筑面积约

3000m
2，固定设备资产 800 多万元。主要固定设备包括开敞式循环水系统，模型机组

系统，控制系统，模拟电气系统，量测系统，监控系统和水道系统。上述七大系统可

以完整的模拟实际水电站的各种运行工况。 

实验大厅主要开展水电站水力、机械和电气联合过渡过程，调压室水位波动稳定

性，变顶高尾水系统水力特性的研究；开展流体输送管道系统的空穴流、塞状流、液

柱分离、气体释放等机理研究和水电站反水锤过渡过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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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抽水蓄能电站实验大厅 

实验大厅始建于 2011 年，占地面积 120×30m，大厅高 15～18m，位于武汉市江

夏区土地堂抽水蓄能电站实验基地。主要固定设备由循环水、模型水道、模型机组、

励磁同期保护、调速控制、变频换相、监控、负荷、量测等九个子系统组成。该系统

可以完整的模拟实际抽水蓄能水电站的各种运行工况。 

实验大厅主要开展抽水蓄能电站水泵水轮机水力特性、运行中的水力激振、运行

工况转换与过渡过程等方面的研究，解决抽水蓄能电站发展中的科技前沿问题。 

5.3.2  实验条件建设 

截止 2012 年底，实验室共有大型仪器设备（30 万元以上）共 19 台套，运行良好。

大型仪器设备情况一览表（见附件 7.6）。 

2008 年申报获批的国家财政设备专项经费 2629 万元已全部到位（详细见 2010

年年报）。在武汉大学相关单位的支持下，基本完成灌溉排水与水资源综合实验场建

设；正在逐步完善抽水蓄能实验系统；正在建设灌溉排水实验研究基地——湖北京山

（中国农谷基地）。购置的同位素质谱仪、激光粒子图像速度场仪、岩石/混凝土变形-

渗流耦合实验机、连续流动元素分析仪、数字网络生态监测系统等大型仪器设备（系

统）已投入使用；“作物耗水测量实验研究平台”、“灌溉排水综合实验平台”、“水资

源高效利用综合实验研究平台”、“水工混凝土结构老化与寿命预测实验研究平台”等

正在进行相关设备和实验功能的完善，即将投入使用。土壤通量自动监测站、数字天

气雷达、多参数水质监测仪等设备正在进行购置。2012 年实验室自主开发研制的作物

耗水地下自动供排水装置、测筒雨量全自动控制防雨棚等设备已开始为科学研究发挥

支撑作用。 

2012年武汉大学与黄河水利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武汉大学与黄河

水利委员会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重大战略研究、

人才培养与交流、协同创新与资源共享、学术交流及平台建设等方面，开展实质性深

层次的合作与交流，通过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全面提升人才实力、科技实力和核心

竞争力。同时，武汉大学与长江三峡集团举行科技合作座谈会，双方就合作机制、人

才培养、创新平台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和深入探讨，并达成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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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2012 年实验室设备（平台/系统）改造和研制情况 

序

号 
设备（平台／系统）名称 改造／研制 功能和用途 

1.  
水力模型实验地形断面板自

动化制作平台 
研  制 

用于物理模型地形断面及水工结构物制作，

主要功能包括：地形剖面的自动划分，并获

取三维地形及水工结构物数据；地形断面及

水工结构物部件的自动化切割成型。 

2.  水工模型实验平台改造 改  造 

用于水工模型实验供水、量水及测试自动化，

主要功能包括：供水泵房的远程和本地操控

及运行实时监控；量水装置的引线电动远程

操作；流速自动量测；流态自动监测。 

3.  水工结构流激振动测试平台 改  造 

应用于水工结构流激振动测量，分析水工结

构的干湿模态及水工结构的静力、动力响应

测试。 

4.  液位变送器 改  造 
应用于水工模型试验中，测试水工闸门、溢

洪道、泄洪洞等水工建筑物的脉动压力。 

5.  测筒雨量全自动控制防雨棚 研  制 

工控机程控防雨棚，人机对话设定测筒可接

受的降雨量，当降雨时达到设定值时，防雨

棚自动关闭，雨停后延时自动开启。 

6.  测坑雨量全自动控制防雨棚 升级改造 

工控机程控防雨棚，人机对话设定蒸渗仪可

接受的降雨量，当降雨时达到设定值，防雨

棚自动关闭，雨停后延时自动开启。 

7.  
作物耗水地下自动供排水

装置 
研  制 

全自动控制作物耗水测坑的地下水位，并自

动控制和采集地下供、排水量，设备安装调

试后可以开展不同条件下土壤—植物—大气

系统、溶质运移、水量平衡，作物水分生产

函数、灌溉排水等方面的基础和应用的试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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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度工作纪事 

 周创兵教授主持完成的研究成果：“水利水电工程渗流多层次控制理论与应用”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李典庆教授获批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 

 杨金忠教授主持完成的“灌区水盐运动规律与调控技术及其应用”研究成果获

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陈益峰教授主持完成的“水利工程渗流非线性分析理论与多元控制关键技术”

研究成果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千人计划（长期）—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孙庆平教授到岗。 

 千人计划（长期）—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席教授方国光、千人计划（短期）—挪威

奥斯陆大学教授许崇育获批。 

 史良胜副教授入选中组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 

 夏军教授再次入选世界水理事会董事会。 

 “长江中三角地区水资源安全保障协同创新中心”通过论证。 

 夏军教授活跃在第六届世界水论坛。 

 5 月 18 日，应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邀请，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

院张建云院士访问实验室，作了题为“关于洪水风险管理的认识和思考”的学术

报告。 

 5 月 19 日，应常林教授邀请，中国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

院马洪琪院士访问实验室，作了题为“糯扎渡高心墙堆石坝坝料特性研究及填筑

质量检测方法和实时监控关键技术”的学术报告。 

 5 月 19 日，应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创兵教授邀请，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

中国工程院钱七虎院士访问实验室，作了题为“地下工程建设安全面临的挑战与

对策”的学术报告。 



                                                       2012 年报 

 84  

 7 也 14 日，著名水利学家张蔚榛院士逝世。 

 实验室李典庆教授续聘担任国际期刊 Georisk－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As-

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Risk for Engineered Systems and Geohazards 编委。 

 实验室陈益峰教授获首批 2012 年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8 月 24~26 日，由实验室组织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水论坛”在武汉召开。  

 9 月 26 日，谈广鸣教授主持了在郑州举行的第五届黄河国际论坛江河综合调度专

题学术会议。 

 10 月 6~8 日，实验室承办的“水文水资源国际研究热点与前沿青年学者研讨会”

在武汉召开。 

 11 月 16~18 日，实验室承办的“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国际研究热点与前沿青年科

学家论坛”在武汉召开。 

 11 月 30~12 月 2 日，实验室“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和经济运行与洪水资源化研究

应用”和“变化环境下流域水资源时空分布模拟及预测”两个研究团队共同组

织召开了“水文水资源研究热点与青年教师成长”学术交流会。 

 12 月 18~20 日，实验室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室和水利工程系联合举办的“农田水

利学科前沿年度学术研讨会”在江西九江举行。 

 12 月 26~27 日，实验室周创兵教授主持的国家“973”项目-“大型水利水电工程

高陡边坡全生命周期性能演化与安全控制”2012 年度项目总结会在北京召开。 

 12 月 30 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二届五次会议在武汉召开。 

 实验室召开研究团队工作总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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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  件 

7.1  固定研究人员名单 

2012 年固定研究人员名单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最后 

学位 
职 称 所 学 专 业 备    注 

1  夏  军 男 1954.09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中科院百人计划 

“973”首席科学家 

2  郭生练 男 1957.07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3  胡铁松 男 1964.07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4  谢  平 男 1963.10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5  熊立华 男 1972.10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6  张  翔 男 1969.02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7  付  湘 女 1971.04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8  刘  攀 男 1978.09 博士 副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9  陈  华 男 1977.04 博士 副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10  茆  智 男 1932.05 本科 教授 农田水利工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 

11  杨金忠 男 1953.01 博士 教授 农田水利工程  

12  邵东国 男 1964.11 博士 教授 农田水利工程  

13  黄介生 男 1962.09 博士 教授 灌排工程  

14  崔远来 男 1966.02 博士 教授 农田水利工程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15  王修贵 男 1962.08 博士 教授 农田水利工程  

16  王  康 男 1975.01 博士 教授 水利水电工程  

17  伍靖伟 男 1974.09 博士 副教授 水利水电工程  

18  史良胜 男 1982.03 博士 副教授 农田水利工程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获得者 

中组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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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最后 

学位 
职 称 所 学 专 业 备    注 

19  李义天 男 1957.08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973”首席科学家 

20  谈广鸣 男 1958.05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1  曹志先 男 1963.10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 

22  张小峰 男 1962.09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3  陈  立 男 1966.01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4  余明辉 女 1969.11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5  夏军强 男 1974.02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湖北省“楚天学者”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26  邓金运 男 1975.09 博士 副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7  孙昭华 男 1976.10 博士 副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8  陈胜宏 男 1957.09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29  周创兵 男 1962.11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973”首席科学家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国家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 

30  常晓林 男 1963.04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31  胡志根 男 1964.04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32  伍鹤皋 男 1964.11 博士 教授 岩土工程  

33  卢文波 男 1968.08 博士 教授 岩土工程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34  李典庆 男 1975.02 博士 教授 工程力学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35  陈益峰 男 1974.06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36  周  伟 男 1975.11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37  杨建东 男 1956.12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38  槐文信 男 1963.06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39  赖  旭 男 1964.06 博士 教授 水力发电  

40  程永光 男 1968.02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41  钱忠东 男 1976.12 博士 教授 热能工程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42  曾玉红 女 1976.10 博士 副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43  杨中华 男 1977.02 博士 副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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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流动研究人员名单 

2012 年流动研究人员名单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最后 

学位 
所 学 专 业 

在实验室从事的 

研究方向 
职 称 

1 卞汉兵 男 1975.05 博士 土木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副教授 

2 方国光 男 1963.05 博士 岩土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教授 

3 许崇育 男 1961.03 博士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教授 

4 叶  明 男 1975.05 博士 水文及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副教授 

5 吴腾达 男 1960.01 博士 水工结构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教授 

6 苏  凯 男 1977.11 博士 水利水电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副教授 

7 陈  明 男 1977.02 博士 水工结构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副教授 

8 张  为 男 1979.06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 讲师 

9 梁  东 男 1977.08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 讲师 

10 卢小慧 女 1983.06 博士 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讲师 

11 薛娈鸾 女 1982.03 博士 水利水电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讲师 

12 闫宝伟 男 1981.05 博士 水文及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讲师 

13 陈  祯 男 1973.05 博士 农田水利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讲师 

14 周学飞 男 1965.11 博士 制浆造纸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教授 

15 孙金山 男 1980.04 博士 水工结构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讲师 

16 鲍海艳 女 1982.08 博士 水利水电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讲师 

17 徐梦华 男 1972.02 博士 结构工程 水电站安全运行与控制 讲师 

18 李凌云 男 1982.08 博士 河流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 工程师 

19 
David 

Rheinheimer 男 1976.09 博士 哲  学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20 周志东 男 1969.10 博士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高级工程师 

21 张振华  男 1977.01 博士 土木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副教授 

22 雷  鹏  男 1979.08 博士 水工结构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讲师 

23 夏  帆 女 1982.06 博士 土地资源管理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讲师 

24 刘德地 男 1980.01 博士 地理学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讲师 

25 何  吉 男 1982.01 博士 土木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讲师 

26 司马军 男 1972.08 博士 岩土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副教授 

27 徐维生 男 1982.12 博士 岩土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讲师 

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egov/program/search/filelist.asp?fld_affair_id=7&fld_affair_instance_id=172296&username=zenithzhang
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egov/program/search/filelist.asp?fld_affair_id=6&fld_affair_instance_id=170244&username=tigerlei
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egov/program/search/filelist.asp?fld_affair_id=7&fld_affair_instance_id=194619&username=sailor0607
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egov/program/search/filelist.asp?fld_affair_id=7&fld_affair_instance_id=212432&username=pepsi
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egov/program/search/filelist.asp?fld_affair_id=14&fld_affair_instance_id=220357&username=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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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在研科研项目 

2012 年在研纵向项目（课题）情况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1 
高地应力区河谷边坡岩体开挖扰

动机制 
卢文波 2011.11-2016.8 “973”项目课题 

2 
高陡边坡全生命周期性能评估与

安全控制 
周创兵 2011.11-2016.8 “973”项目课题 

3 
塌岸淤床过程与河道冲淤演变规

律 
吴保生 2011.1-2014.12 “973”项目课题 

4 区域浅层地下水补给演变机制 杨金忠 2010.01-2013.12 “973”项目课题 

5 
重大水利工程影响下河口水沙和

地貌变化过程  
李义天 2010.01-2014.12 “973”项目课题 

6 
深部岩体强卸荷大变形演化与致

灾机理 
邓建辉 2010.01-2014.12 “973”项目课题 

7 
深部围岩分区破裂机理及其时间

效应 
王明洋 2010.01-2014.12 “973”项目课题 

8 
气候变化对南方典型洪涝灾害高

风险区防洪安全的影响 
章四龙 2012.01-2013.12 “973”项目课题 

9 
大型灌区节水技术集成与示范-南

方河网灌区生态水利技术示范区 
邵东国 2012.01-2016.12 

国家科技部 

十二五支撑计划课题 

10 
农田除涝减灾工程综合控制技术

及工程模式研究 
王修贵 2012.01 -2016.12 

国家科技部 

十二五支撑计划课题 

11 泵站运行调控与节能技术研究 钱忠东 2012.01-2016.12 
国家科技部 

十二五支撑计划课题 

12 农业综合节水技术集成 黄介生 2011.01-2013.12 
国家科技部 

十二五支撑计划课题 

13 

农业综合节水效益评价与环境响

应评估方法-农业节水临界标准及

节水潜力评价 

崔远来 2011.01-2013.12 
国家科技部 

十二五支撑计划课题 

14 气象水文预报预警关键技术研究 王小君 2009.06-2012.06 
国家科技部 

十二五支撑计划课题 

15 
巨型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关键技

术研究 
郭生练 2009.06-2012.06 

国家科技部 

十二五支撑计划课题 

16 
水库群联合调度自动化系统开发

集成关键技术研究 
曹广晶 2009.06-2012.06 

国家科技部 

十二五支撑计划课题 

http://stms.whu.edu.cn/fee/getSomeFee.do?feeid=32695&type=view
http://stms.whu.edu.cn/fee/getSomeFee.do?feeid=32695&typ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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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17 
岩体开挖瞬态卸荷的作用机制与

动力效应 
卢文波 2012.1-2015.12 

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18 
暴雨诱发滑坡制灾机理、风险评估

与减灾方法研究 
周创兵 2009.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重点项目） 

19 
节水灌溉-控制排水-农田湿地协同

的环境效应与生态风险控制机理 
彭世彰 2009.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重点项目） 

20 
珠江三角洲区域水文要素变异及

其水资源响应量化研究 
陈晓红 2009.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重点项目） 

21 
水动力作用下土体结构破坏和致

灾机理研究 
李家春 2010.01-2013.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22 
考虑流变和 HM 耦合效应的高土

石坝心墙破坏机理研究 
周  伟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23 
湿地表面流水动力学特征及数学

模型研究 
曾玉红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24 
西江归槽洪水的非一致性水文频

率计算方法研究 
谢  平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25 
涝渍胁迫条件下旱作物的水分生

产函数研究 
王修贵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26 
土壤溶质非均匀迁移层析成像示

踪技术及尺度特性研究 
王  康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27 
水库调度中的“异轨同效”现象研

究 
刘  攀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28 
滩地植被化复试弯曲河槽热污染

输移机理研究 
槐文信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29 稻田滞涝减灾作用机理研究 胡铁松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30 
不同流体介质湍流输沙的共同规

律与特性研究 
曹志先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31 
不同尺度条件下考虑多种致灾因

子的洪涝灾害工程标准研究 
谢  华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青年项目） 

32 
土石过水围堰溃堰机理及其模拟

方法研究 
刘  全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青年项目） 

33 基于调节品质的调压室面积研究 李进平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青年项目） 

34 
动力扰动对深部岩体 EDZ 分布特

征的影响 
陈  明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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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35 
基于空间曲面的水泵水轮机全特

性及过渡过程的研究 
杨建东 2011.01-2014.12 

国家自然基金 

（重点项目） 

36 
斜坡上土体抗冲性与岸滩稳定衰

变机理研究 
余明辉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37 
水库引起的流域下垫面变化下的

水文预报和不确定性分析 
熊立华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38 
Copula 函数理论在多变量水文分

析计算中的应用研究 
郭生练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39 
土地利用、灌溉模式和非饱和带增

厚对区域地下水补给影响的机理 
杨金忠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0 
不同植被作用的多级断面河道水

流结构与污染物输移机理研究 
赵明登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1 
冲积河流形成过程中河型演替规

律研究 
张小峰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2 
具有二元结构河岸的弯道崩岸机

理与数值模拟研究 
夏军强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3 
水轮机补气条件下的压力脉动机

理研究 
钱忠东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4 
THM 耦合过程中裂隙岩体渗透性

演化机理及渗控优化方法 
陈益峰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5 
裂隙岩体渗流/应力应变耦合特性

的数值试验与建模 
陈胜宏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6 
基于随机响应面法的边坡可靠度

分析及风险调控方法研究 
李典庆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7 
基于 H-M 耦合效应的高重力坝坝

基细观失效机理研究 
常晓林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8 

水电站梯级建设条件下的施工导

流系统风险估计及其调控方法研

究 

胡志根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9 
人类活动影响下河流水环境的可

恢复性评价与可持续利用研究 
张  翔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0 
水体紊动混合在水库富营养化中

的作用机理研究 
杨中华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1 地下水污染的风险评价模型研究 史良胜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青年项目） 

52 
冲积河岸崩塌动态临界岸坡形成

机制及预测研究 
张  为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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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53 
降雨诱发滑坡机理与风险决策方

法研究 
方国光 2011.01-2013.12 

海外及港澳学者 

合作研究基金 

54 
变化环境下非一致性水文概率分

布估计理论和方法 
熊立华 2012.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重大项目） 

55 
不同防洪标准水库群实时洪水的

风险调控模型研究 
付  湘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6 
变化环境下非一致性干旱频率计

算方法研究 
谢  平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7 
地下水和污染物运移的多源多尺

度数据同化方法 
史良胜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8 
考虑多场耦合效应的核废料深地

质处置库围岩传输特性演化机制 
陈益峰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9 
强震环境下高重力坝坝基失稳过

程的多尺度模拟及安全评价 
常晓林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60 

水力发电机组蜗壳不同埋入方式

时的接触力学行为和传力机制研

究 

伍鹤皋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61 
有一定物理基础的神经网络及其

泛化技术研究 
胡铁松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62 
明槽湍流非均匀推移质泥沙输运

机制与积分模式 
曹志先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63 
废水排放扩散器近区稀释机理及

污染场分析方法研究 
槐文信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64 
柔性结构流固耦合生物湍流的浸

没边界模拟方法及应用研究 
程永光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65 
基于 HM 耦合效应的高渗透水压

水工隧洞承载机理研究 
苏  凯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66 
基于博弈论的国际河流水资源分

配方法研究 
李  奔 2012.01-2014.12 

国家自然基金 

（青年项目） 

67 
生物碳施加后酸性土壤稻田中镉

的迁移转化及环境效应 
黄  爽 2012.01-2014.12 

国家自然基金 

（青年项目） 

68 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 李典庆 2013.01-2016.12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69 岩土体多场耦合效应与渗流控制 陈益峰 2013.01-2015.12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70 
均质土堤漫溢溃决冲蚀过程及力

学机制研究 
余明辉 2013.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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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71 
泥石流能量传递机制与耦合数学

模拟 
曹志先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2 
深埋洞室开挖过程应力瞬态调整

诱发的围岩开裂机制 
卢文波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3 
基于 Multi-Agent 协商的高堆石坝

施工度汛风险演化机理及其控制 
胡志根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4 
区域非饱和水分运动宏观方程、参

数结构及与地下水耦合模型 
杨金忠 2013.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5 
基于数据同化的灌区土壤盐渍化

预测 
伍靖伟 2013.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6 
基于概率预报的中尺度 WRF 模式

与洪水预报模型耦合研究 
陈  华 2013.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7 

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河流域水资源

脆弱性与适应性管理的理论方法

与应用研究 

夏  军 2013.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8 
基于生径比的水生态安全与水环

境可持续利用研究 
张  翔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9 风电场短期风功率预测方法研究 赖  旭 2011.01-2013.12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80 
基于可靠度理论的钢闸门系统动

态检测与维修规划 
李典庆 2008.01-2012.12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

专项基金 

81 
南方水稻灌区农业面源污染生态

治理模式及示范 
崔远来 2012.01-2014.12 水利部“948”项目 

82 

丹江口及主要控制性水库洪水资

源化初步研究——安康水库洪水

资源调控关键技术及风险效益分

析 

郭生练 2010.10-2013.08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经费 

83 武汉城市圈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邵东国 2010.01-2012.08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经费 

84 
入河湖污染物控制方法与湿地修

复技术 
邵东国 2011.01-2013.08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经费 

85 
水库大坝安全监测与水雨情测报

子系统软件开发 
李典庆 2012.1-2014.12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经费 

86 
农业活动区土壤-地下水农药迁移

转化模型的构建与优化 
杨金忠 2011.01-2013.12 

环保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经费重大项目 

87 
鄱阳湖流域节水减污生态农业灌

溉研究 
崔远来 2010.01-2013.12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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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88 
岩土介质多相流 THM 耦合机理与

调控方法研究 
陈益峰 2010.01-2012.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 

89 
小浪底水库泥沙淤积及其控制研

究 
夏军强 2010.01-2012.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 

90 
复杂条件下堆石体细观变形机理

及宏观变形调控方法研究 
周  伟 2011.01-2013.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 

91 
大型水轮机组补气减振的机理研

究 
钱忠东 2011.01-2013.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 

92 
水库(群)调度规则的型式及合成研

究 
刘  攀 2012.01-2014.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 

93 
低雷诺数植被水流的流动特性及

污染物混合特性 
曾玉红 2012.01-2014.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 

94 
灌区不同尺度回归水变化规律及

节水潜力评价方法研究 
崔远来 2009.12-2012.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95 
涝渍胁迫对作物生长及产量影响

的机理研究 
王修贵 2009.12-2012.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96 
有漂浮植物河道水流结构及污染

物输移机理研究 
槐文信 2011.01-2013.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97 
复杂地质条件下钢筋混凝土岔管

应力-水力耦合机理研究 
伍鹤皋 2011.01-2013.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98 
水稻种植面积与种植制度变化的

水文效应分析 
胡铁松 2011.01-2013.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99 
多闸坝河流水量水质联合调度风

险分析研究 
张  翔 2011.01-2013.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100 
三峡库区典型流域坡面大尺度暴

雨洪水侵蚀泥沙研究 
付  湘 2012.10-2013.12 

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 

科研启动基金 

101 
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技术

集成与示范 
王修贵 2012.06-2014.0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资金 

102 湖北省湖泊功能调查研究 谢  平 2012.09-2012.12 湖北省水文水资源局 

103 
漂浮植被水流及污染物混合输移

特性研究 
槐文信 2011.01-2013.12 武汉市学科带头人项目 



                                                        2012年报 

 94  

2012 年在研主要横向项目（课题）情况 

序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委 托 单 位 

1 
受梯级水库影响的设计洪水计算方

法研究及在典型流域的应用 
郭生练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2 
三峡水库提前蓄水防洪风险分析研

究 
郭生练 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3 
基于遥感影像的洞庭湖特征信息提

取研究 
熊立华 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 

4 湖北省湖泊功能调查研究 谢  平 湖北省水文水资源局 

5 
大型水利工程对流域水文变异影响

研究 
刘  攀 长江委水文局 

6 
LXB 供水二期（配套）工程水库群

联合调度研究 
胡铁松 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7 
湖北华电西塞山电厂二期工程#4 机

组温排水专题研究 
胡铁松 湖北华电西塞山发电有限公司 

8 
湖北华电西塞山电厂二期工程#4 机

组水资源论证 
胡铁松 湖北华电西塞山发电有限公司 

9 农田排水工程技术管理规程编制 黄介生 中国灌排中心 

10 
长江流域 2000-2010 年农业用水水

平变化调查与分析 
邵东国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11 北村水系水环境维持生态调控方案 邵东国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水务局 

12 
干旱条件下南昌市水资源合理分配

方案研究 
邵东国 南昌市水务局 

13 石羊河流域水资源信息化规划二期 崔远来 石羊河流域管理局 

14 
自然水资源微循环灌溉系统试验研

究 
崔远来 浙江省富阳市水电局 

15 长江中游水沙特性及运动规律研究 陈  立 
交通运输部黄金水道通过能力提升技术重

担专项课题 

16 
中国武汉花楼街商业/住宅项目基坑

及桩基防洪影响评价报告 
陈  立 和记黄埔地产（武汉江汉南）有限公司 

17 
长江杨家脑以下重点河段石首河段

水沙特性及河势趋势分析 
陈  立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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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委 托 单 位 

18 
大悟河孝昌城区河段整治方案初步

研究 
陈  立 孝昌县水务局 

19 
冲积河流非均匀推移质泥沙输移与

河床演变研究及应用 
曹志先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20 
三里坪下游右岸防护、尾水围堰永

久保留模型试验 
余明辉 湖北能源集团房县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 

21 
天池抽水蓄能电站泥沙一维数学模

型研究 
余明辉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22 抽水蓄能泥沙数学模型研究 余明辉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23 一维非恒定流泥沙数学模型研究 余明辉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24 
荆江藕池口航道水力计算、荆江天

星洲航道水力计算 
余明辉 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25 
唐白河流域（湖北段）防洪治理工

程（护岸） 
张小峰 扬子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湖北） 

26 北本枢纽区泥沙模拟计算专题研究 张小峰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 

27 南海区东风水库综合治理规划 张小峰 佛山市南海区东风水库管理所 

28 
新水沙条件下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

道系统治理整治参数研究 
邓金运 交通部 

29 
长江中游洲滩崩退对航道条件的影

响及对策研究 
邓金运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30 
三峡蓄水运用后荆江河段枯水预测

预报水沙边界条件研究 
邓金运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31 
官地水电站施工期大坝混凝土温度

监测及反馈分析 
常晓林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32 
大岗山拱坝施工温控措施动态仿真

研究 
常晓林 国电大渡河大岗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33 
观音岩水电站坝体碾压混凝土 180d

设计龄期研究 
常晓林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34 小湾水电站工程高水位蓄水研究 陈胜宏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35 
老挝南俄 5 水电站工程大坝施工和

蓄水全过程三维整体仿真研究 
陈胜宏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2012年报 

 96  

序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委 托 单 位 

36 
卡拉水电站可研阶段厂坝区渗流场

分析及渗控措施研究 
陈益峰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37 
丹巴水电站闸坝及闸基三维渗流分

析及渗流-应力耦合分析研究 
陈益峰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38 中国南方小流域治理 谈广鸣 香港嘉里集团郭氏集团基金会 

39 
金平水电站调压室及压力管道计算

研究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40 金平水电站引水隧洞计算研究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41 
溧阳抽水蓄能电站地下厂房内部结

构动静力分析研究 
伍鹤皋 溧阳抽水蓄能公司 

42 

厄瓜多尔 CCS 水电站引水发电系

统结构研究及高压隧洞钢筋混凝土

衬砌结构计算与分析 

伍鹤皋 黄委设计院 

43 
李家峡水电站双曲拱坝外掺MgO微

膨胀砼温控仿真计算 
周  伟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44 
瀑布沟高心墙堆石坝运行期坝顶裂

缝成因分析及危害评价研究 
周  伟 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45 

CCS水电站首部泄洪排沙CFD 数值

模拟研究和压力钢管排水系统排水

计算分析 

程永光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46 
CCS 水电站首部取水口及沉砂池水

力学数学模拟计算分析 
程永光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47 
白鹤滩、乌东德水电站降低尾水高

程增加发电效益专项研究 
槐文信 三峡开发总公司 

48 
贵州省夹岩水利枢纽工程库尾伏流

分洪隧洞仿真计算研究 
杨中华 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49 
闸木水水电站泄洪建筑物水工模型

试验研究 
曾玉红 广润电力 

50 玛尔挡水力过渡过程计算 赖  旭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51 
厄瓜多尔德西水电站水利机械过渡

过程数值分析  
赖  旭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2012年报 

 97  

7.4  发表学术论文 

2012 年发表的 SCI 论文情况 (国际期刊) 

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1  
Water resources vulnerability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in the 

Huang, Huai and Hai river basins of China 
Jun Xia , Bing Qiu & Yuanyuan Li Water International, 2012, 37:5, 523-536 

2  
An Integrated Management Approach for Water Quality and 

Quantity: Case Studies in North China 
XIA Ju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2012, 28(2): 299-312 

3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Jun Xia Water International, 2012, 37:5, 509-511 

4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water resources in the Luan 

River basin in North China 

Sidong Zeng, Jun Xia, Dunxian She,  

Hong Du & Liping Zhang 

Water International,  

2012, 37:5, 552-563 

5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hydrological processes in the  

water source area of the Middle Route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Zhang Liping, Qin Linlin, Yang Zhen,  

Xia Jun & Zeng Sidong 

Water International,  

2012, 37:5, 564-584 

6  
Hydrologic response to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Chao River catchment near Beijing 

Chesheng Zhan, Yongqiang Zhang &  

Jun Xia 

Water International,  

2012, 37:5, 585-597 

7  
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Modeling Using 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 and Its Parameter Sensitivity Analysis in 

Xin’anjiang Catchment, China 

Zhai Xiaoyan, Zhang Yongyong*,  

Wang Xuelei, Xia Jun 

Hydrological Processes,  

2012, doi: 10.1002/hyp.9688 

8  
Flood coincidence risk analysis using multivariate copula 

functions  
Lu Chen, Vijay P. Singh, Shenglian Guo 

Journal of Hydrologic Engineering,  

2012, 17: 742-755. 

9  
A new method for identification of flood seasons using  

directional statistics 
Lu Chen, Vijay P. Singh, Shenglian Guo 

Hydrological Science Journal, 

2012,58(1):1-13 

10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of extreme precipitation indi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China 

Jiali Guo, Shenglian Guo, Yu Li, Hua 

Chen, Tianyuan Li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 2012, DOI 
10.1007/s00477-012-06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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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11  

A macro-evolutionary multi-objective immune algorithm  

with application to optimal alloc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Dongjiang River basins, South China 

Dedi Liu, Shenglian Guo, Xiaohong Chen, 

Quanxi Shao, Qihua Ran, Xingyuan Song, 

Zhaoli Wang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 26: 491-507 

12  
Analysis of trends of annual and seasonal precipitation from 

1956 to 2000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Dedi Liu, Shenglian Guo, Xiaohong Chen, 

Quanxi Shao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57(2): 358-369 

13  
Appraisal of Budyko formula in calculating long-term water 

balance in humid watersheds of the Southern China 
Xiong Lihua, Guo Shenglian 

Hydrological Processes,  

2012, 26(9), 1370-1378. 

14  
Evaluating yield response of paddy rice to irrigation and soil 

management with application of the AquaCrop model  
Lin L., Zhang B., Xiong L. 

Transactions of the ASABE,  

2012, 55(3), 839-848. 

15  

Comparison and evaluation of multiple GCMs, statistical 

downscalingand hydrological models in the study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runoff 

Hua Chen, Chong-Yu Xu, Shenglian Guo.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2,434-435:36-45. 

16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Qingjiang Watershed’s  

runoff change trend in China  

Hua Chen, Tiantian Xiang, Xing Zhou and 

Chong-Yu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 

Risk Assessment, 2012,26:847-858 

17  

Prediction of variability of precipit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under the climate change conditions based on automated 

statistical downscaling 

Jing Guo, Hua Chen, Chong-Yu Xu, 

Shenglian Guo and Jiali Guo,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  

2012.5(5), 1413-1432/7000 

18  
Finding multiple optimal solutions to optimal load distribution 

problem in hydropower plant 

Pan Liu, Tri-Dung Nguyen, Ximing Cai, 

Xinhao Jiang 
Energies, 2012.5(5), 1413-1432/7000 

19  
Bilevel model for multi-reservoir operating policy in inter- 

basin water transfer-supply project 

Xuning Guo, Tiesong Hu, Tao Zhang, 

Yibing Lv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2, 

425-426(252-263) 

DOI: 10.1016/j.jhydrol.2012.01.006 

20  
An Improv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for Solving Bilevel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Problem 

Tao Zhang, Tiesong Hu, Yue Zheng, and 

Xuning Guo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2012,1-13. DOI: 10.1155/2012/626717 

21  
Solving Bilevel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Problem by Elite 

Quantum Behav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Tao Zhang, Tiesong Hu, Jia-wei Chen, 

Zhongping Wan, and Xuning Guo 

Abstract and Applied Analysis,  

2012,1-20 doi:10.1155/2012/10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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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22  
Evaluation of water securit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applied in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 China 

Dongguo Shao, Fengshun Yang, Chun 

Xiao, Xuezhi Tan.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66(1):79-87 

23  
Assessment of urban water security based on catastrophe 

theory 

Fengshun Yang, Dongguo Shao, Chun 

Xiao, Xuezhi Tan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66(3):487-493 

24  
Risk Evaluation of water shortage in source Area of Middle 

Route Project for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in China 

GU Wenquan, SHAO Dongguo,  

JIANG Yufang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2012,26:3479-3493 

25  
Multiscale-finite-element-based ensemble Kalman filter for 

large-scale groundwater flow 

Shi Liangsheng, Zeng Lingzao,  

Zhang Dongxiao, Yang Jinzhong.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2, 468-469(10): 22-34 

26  
Application of multiscale finite element method in the  

uncertainty qualification of large-scale groundwater flow 

Shi Liangsheng, Yang Jinzhong,  

Zeng Lingzao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 2012,26(3): 393-404 

27  
A Fully Coupled Numerical Modeling for Regional  

Unsaturated-Saturated Water Flow 

Zhu Yan, Shi Liangsheng, Lin Lin,  

Yang Jinzhong, Ye Ming.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2, 475: 

188-203, 2012, 475: 188-203 

28  A Modified Numerical Approach to Estimating Field Capacity Sun, H. and Yang, J. 

J. Hydrologic Engineering(ASCE), 

2012,doi: 10.1061/(ASCE)HE. 

1943-5584.0000662 

29  
An Approaching Fourier Analysis Of The Relaxation Effect 

On The Simple Algorithm  
汪飞、李义天 

Numerical Heat Transfer Part 

A-Applications, 2012,62(6) : 499-511 

30  
Coupled modelling of flood due to natural landslide dam 

breach  

Huang, W., Cao, Z.X., Yue, Z., Pender, G., 

Zhou 

Water Management,  

2012,165(WM10), 525-542 

31  
Dam-break flows over mobile beds: experiments and  

benchmark tests for numerical models 

IAHR Working Group for dam-break flows 

over mobile beds  

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h, 

2012.50(4) : 364-375 

32  
Estimation of annual energy output from a tidal barrage using 

two different methods 
Xia JQ, Falconer RA, Lin BL and Tan GM  

Applied Energy,  

2012, 93: 327-336 

33  
Modelling of Man-made Flood Routing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Xia JQ, Lin BL, Falconer RA and  

Wang YP  

Water Management ,  

2012,165(WM7): 377-391 



                                                                                                       2012年报 

 100  

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34  
Comparison of Morphodynamic Models for the Lower Yellow 

River 
Xia JQ,Wang ZB, Wang YP and Yu X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  

2013. DOI: 10.1111 ⁄ jawr.12002 

35  
Estimation of Elastic Compliance Matrix for Fractured Rock 

Masses by Composite Element Method 
Chen S.H., He J., Shahrour 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  

2012, 49(1): 156-164 

36  
Study on the Rock Bolt Reinforcement for the Gravity Dam 

Foundation  

Chen SH, Yang ZM, Wang WM ,  

Shahrour I,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2012, 45(1): 75-87 

37  
Evaluation of excavation-induced relax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an arch dam foundation 

S. H. Chen, G. J. Wang, H. Zhou, W. M. 

Wang and L. C. Zou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and 

Analytical Methods in Geomechanics, 

2012, 36(1): 166-181 

38  
A novel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particle migration 
Ma Gang, Zhou Wei, Chang Xiaoli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2012 (2): 6620-6626 

39  
Modeling the Piped Water Cooling of a Concrete Dam Using 

the Heat-Fluid Coupling Method 

Liu, X., Duan, Y., Zhou, W., and  

Chang, X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ASCE, 2012, doi: 10.1061. 

40  
Micromechanical analysis of anisotropic damage and its  

influence on effective thermal conductivity in brittle rocks 

Yifeng Chen, Dianqing Li, Qinghui Jiang, 

Chuangbing Zhou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 2012, 50: 102-116 

41  
Performance of translation approach for modeling correlated 

non-normal variables 

Li, D. Q., Wu, S. B., Zhou C. B., and 

Phoon, K. K 
Structural Safety, 2012, 39: 52-61 

42  
Impact of translation approach for modelling correlated 

non-normal variables on parallel system reliability 

Li, D. Q., Phoon, K. K., Wu, S. B.,  

Chen, Y. F., Zhou C. B 

Structure and Infrastructure Engineering, 

2012, DOI: 10.1002/nag.1112 

43  
Improved knowledge-based clustered partitioning approach 

and its application to slope reliability analysis 

Tang, X. S., Li, D. Q., Chen, Y. F.,  

Zhou, C. B., Zhang, L. M 

Computers and Geotechnics,  

2012, DOI: 10.1002/nag.1112 

44  
Bivariate simulation using copula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roba-

bilistic pile settlement analysis 

Li, D. Q., Tang, X. S., Phoon, K. K., 

Chen, Y. F., Zhou C. B.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and 

Analytical Methods in Geomechanics, 

2012, DOI: 10.1002/nag.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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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A study of excavation sequence and contour blasting method 

for underground powerhouses of hydropower stations 

Wenbo Lu, Ming Chen, Xiang Geng, 

Daqiang Shu, Chuangbing Zhou. 

Tunnel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 2012, 29: 31-39 

46  
Dynamic response of rock mass induced by the transient re-

lease of in-situ stress 

Wenbo Lu, Jianhua Yang, Peng Yan, Ming 

Chen, Chuangbing Zhou, Yi Luo, Li J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 Mining Sciences, 2012, 53: 129-141 

47  
Microseism Induced by Transient Release of In Situ Stress 

During Deep Rock Mass Excavation by Blasting.  

Jianhua Yang, Wenbo Lu, Peng Yan, Ming 

Chen, Chuangbing Zhou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2012,DOI 10.1007/s00603-012-0308-0 

48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afety regulations for blasting vi-

bration 

Wen-bo Lu, Yi Luo, Ming Chen,  

Da-qiang Shu . 
Environ Earth Sci, 2012, 67:151-159 

49  
Velocity distribution for open channel flows with suspended 

vegetation 

Wenxin Huai, Yang Hu, Yuhong Zeng,  

Jie Han 

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2012,49(12): 56-61 

50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Sediment-Laden Jets in Static Uni-

form Environment Using Eulerian Model 

Wen-xin Huai, Wan-yun Xue and 

Zhong-dong Qia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Computational Fluid Mechanics,  

2012, 6 (4): 504-513 

51  
Application of analytical solutions in trapezoidal compound 

channel flow 

Zeng, YH; Guymer, I; Spence, KJ;  

Huai, WX 

Rive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012, 

28(1):53-61 

52  
Estimation of discharge in compound channels based on en-

ergy concept 
Yang Zhonghua, Gao Wei, Huai Wenxin 

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h,  

2012,50 (1): 105–113 

53  
The effect of runner cone design on pressure oscillation char-

acteristics in a Francis hydraulic turbine 
Z D Qian, W Li, W X Huai 

Proc. Imeche, Part A: J. Power And  

Energy, 2012, 226(1):137-150. 

54  
Uniform laminar wetland flow through submerged and float-

ing plants 

Zhao Mingdeng, Huai Wenxin, Han Jie, 

Xie Zhaoding, Guo Junke 

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h,  

2012,50 (1):52–59 

55  
Failure modes of the surface venthole casing during longwall 

coal extraction: A case study 

Jinhua Chen, Tao Wang*, Yong Zhou, 

Yuanle Zhu, Xiangxiang Wa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al Geology, 

90–91 (2012) 135–148 

doi:10.1016/j.coal.2011.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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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  文  名  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期 

(或章节)页 

1 三峡水库提前蓄水防洪风险分析模型及其应用 郭家力, 郭生练, 李天元, 陈桂亚 水力发电学报. 2012, 31(4):16-21. 

2 考虑入库洪水随机过程的梯级水库防洪优化调度 
李  雨, 郭生练, 周研来, 李天元, 

陈炯宏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12, 44(6) :1-8. 

3 清江梯级水库汛限水位联合设计与运用 
郭生练, 陈炯宏, 栗  飞, 刘  攀, 

李  雨 
水力发电学报 2012, 31(3):1-8. 

4 梯级水库汛限水位联合运用和动态控制研究 
陈炯宏, 郭生练, 刘  攀, 李  雨, 

郭家力, 温  岩 
水力发电学报 2012, 31(6): 35-42. 

5 考虑洪水过程预报误差的水库防洪调度风险分析 闫宝伟, 郭生练 水利学报 2012, 43(7): 803-807. 

6 水库汛期中小洪水动态调度方法与实践 陈桂亚, 郭生练 水力发电学报 2012, 31(4): 22-27. 

7 统计降尺度方法及其评价指标比较研究  陈  华, 郭家力, 郭生练, 许崇育 水利学报 2012, 43(8):891-897 

8 水库调度性能风险评价方法研究. 付  湘, 刘庆红, 吴世东 水利学报 2012, 43(8): 987-990 

9 跨流域供水水库群联合调度规则研究 郭旭宁, 胡铁松, 吕一兵, 张  涛 水利学报 2012, 43(7): 757-766 

10 0-1测试方法的径流时间系列混沌特性应用 
李新杰, 胡铁松, 郭旭宁, 曾  祥, 

张  涛 
水科学进展 2012, 23(6): 875-882 

11 基于汛期平均流量评价李庄洪水汛期分期研究 
郭  倩, 刘  攀, 徐高洪, 张洪刚, 

李立平 
水力发电学报 2012, 31(4): 39-43/4000 

12 多尺度水资源脆弱性评价研究 夏  军, 翁建武, 陈俊旭 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 
2012 年第 20 卷 

增刊: 1-14 

13 基于 GAMLSS 模型的宜昌站年径流序列趋势分析 江  聪, 熊立华 地理学报 2012, 67(11): 1505-1514 

14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水文影响的研究进展 董磊华, 熊立华, 于坤霞, 李  帅 水科学进展 2012, 23(2): 27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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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基于分层假设的 Green-Ampt 模型改进  彭振阳, 黄介生, 伍靖伟, 郭  会 水科学进展 2012, 23(1), 61-68, 

16 基于三维 Copula 函数的不同水文区丰枯遭遇分析 谢  华, 罗  强, 黄介生 水科学进展 2012,23(2): 186-193 

17 控制排水和施氮量对旱地土壤氮素运移转化的影响 
袁念念, 黄介生, 黄志强, 谢  华, 

吴谋松 
农业工程学报 2012,28(13):106-112 

18 秋浇条件下季节性冻融土壤盐分运动规律 
彭振阳, 黄介生, 伍靖伟,  

阿布都艾尼 
农业工程学报 2012,28(6):77-81 

19 不同暗管布置下棉田排水的硝态氮流失量分析 
曾文治, 黄介生, 谢  华, 吴谋松,  

彭振阳, 徐  驰 
农业工程学报 2012,28(4):89-93 

20 间歇入渗对土壤溶质淋洗效率的影响 彭振阳, 伍靖伟, 黄介生  农业工程学报 2012,28(20):128-134 

21 调水工程水源区需水长系列模拟与供水风险分析 顾文权, 邵东国, 蒋玉芳 水力发电学报 2012, 31(5):23-28 

22 基于 Copula 函数的区域需水量随机模拟. 
杨丰顺, 邵东国, 顾文权, 肖  淳, 

谭学志, 杨海东 
农业工程学报 2012, 28(18) :107-112 

23 基于友好度函数的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模型 肖  淳, 邵东国, 杨丰顺, 顾文权 农业工程学报 2012, 28(12) :80-85 

24 资料缺失河道水质风险分析 顾文权, 邵东国 水科学进展 2012, 23(1) :74-79 

25 灌区地表水-地下水耦合模型的构建 刘路广, 崔远来 水利学报 2012,43(7):826-833 

26 基于随机配点法的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 史良胜, 唐云卿, 杨金忠 水科学进展 2012, 23(4): 529-538/8 

27 倾斜地下水含水层混合 3 维溶质运移数值模拟 朱  焱, 史良胜, 杨金忠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12, 44(2): 43-51/8 

28 基于随机配点法的饱和-非饱和水流运动模拟 唐云卿, 史良胜, 杨金忠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12, 44(5):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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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石津灌区地下水潜在补给量时空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谭秀翠, 杨金忠 水利学报 2012, 43(2): 143-152 

30 基于排水过程分析的水稻灌区农田面源污染模拟 陈  会, 王  康, 周祖昊 农业工程学报 2012,28(6):112-119 

31 长江中下游河道崩岸预测方法 唐金武, 邓金运, 由星莹, 汪  飞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12,44(1): 45-81 

32 汛限水位调度对三峡水库泥沙淤积的影响 陈  建, 李义天, 邓金运 水力发电学报 2012, 31(1): 183-188 

33 浮标追踪在水动力数学模型验证中的应用 
徐林春, 李义天, 郑国栋, 黄  东, 

顾立忠 
水力发电学报 2012,31 (5) :102-106 

34 宜昌至杨家脑河段河床形态冲刷调整特点分析 周银军, 陈立, 闫  涛, 江  磊 水力发电学报 2012,31(3):77~82 

35 基于分形理论的河床表面形态量化方法研究 周银军, 陈  立, 陈  珊, 江  磊 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 2012,20(3):413-423 

36 均匀切变水流对黏性细颗粒泥沙絮凝的影响研究 柴朝晖, 杨国录, 陈  萌, 余明辉 水利学报 2012,43(10):1194-1201 

37 黏性细颗粒泥沙静水絮凝－ 沉降模拟 柴朝晖, 杨国录, 陈  萌, 余明辉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12,44(6):48-53 

38 水库浑水异重流潜入点判别条件 
李书霞, 夏军强, 张俊华, 刘沛清, 

王艳平 
水科学进展 2012,23(3): 1-6 

39 基于热-流耦合精细算法的大体积混凝土冷却数值模拟 刘杏红, 马  刚, 常晓林, 周  伟 工程力学 2012.29 (8):159-164 

40 非饱和渗流问题的自适应欠松弛变量变换方法 程勇刚, 常晓林, 李典庆, 陈  曦 岩土力学 2012.33(9):2857-1868 

41 颗粒劣化效应的堆石料流变细观数值模拟 马  刚, 周  伟, 常晓林, 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12.33(9):257-264 

42 粗粒土与结构接触面特性的离散—连续耦合数值研究 马  刚, 周  伟, 常晓林, 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12.33(11):P3454-3464 

43 裂隙岩体水力劈裂的颗粒离散元数值模拟 杨  艳, 常晓林, 周  伟, 周创兵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12.44(5):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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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基于Cosserat连续体理论的重力坝深层抗滑稳定分析 马  刚, 涂承义, 常晓林, 周  伟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12.44(5):P57-63 

45 颗粒形状及粒间摩擦角对堆石体宏观力学行为的影响 常晓林, 马  刚, 周  伟, 周创兵 岩土工程学报 2012.34(4):646-653 

46 基于 Cosserat 理论的重力坝深层抗滑稳定分析 马  刚, 常晓林, 周  伟, 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12.33(5):1505-1512 

47 
高堆石坝瞬态-流变参数三维全过程联合反演方法及

变形预测 
马  刚, 常晓林, 周  伟, 花俊杰 岩土力学 2012.33(6):1889-1895 

48 考虑岩体空间变异性的隧洞围岩变形随机分析 程勇刚, 常晓林, 李典庆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2.31(1):2767-2775 

49 水电站地面厂房抗震措施研究 张启灵, 伍鹤皋, 李端有 水力发电学报 2012,31(5):184-190 

50 水电站垫层蜗壳结构研究和应用的现状和发展 张启灵, 伍鹤皋 水利学报 2012,43(7):869-876 

51 
金属蜗壳不同断面型式充水保压状态下的受力特性

分析 
孙海清, 伍鹤皋, 郝军刚 水利学报 2012, 43(9):1114-1120 

52 水电站充水保压蜗壳仿真分析的影响因素 刘  波, 刘健华, 伍鹤皋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40(1):82-85 

53 管道过缝结构对垫层蜗壳的影响研究 聂金育, 伍鹤皋, 张启灵 水力发电学报 2012, 31(2): 192-197 

54 水电站充水保压蜗壳结构仿真分析 刘  波, 伍鹤皋, 孙海清 水力发电学报 2012, 31(2): 165-169 

55 
跨活断层倒虹吸明钢管对断层错动的适应性及抗震

性研究 
石长征, 伍鹤皋, 李  云, 马国萍 水力发电学报 2012, 31(2): 198-205 

56 心墙堆石坝渗透稳定可靠性分析的随机响应面法 胡  冉, 陈益峰, 李典庆, 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12, 33(4): 1051-1060 

57 卡拉水电站坝区渗流控制效应精细模拟与评价 
郑华康, 张  枫, 李  毅, 陈益峰, 

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12, 33(9): 2743-2748 

58 排水砂槽渗流试验与Signorini型变分不等式方法验证 
白正雄, 陈益峰, 胡  冉, 张  勤, 

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12, 33(9): 2829-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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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基于最大熵原理的施工导流随机模糊风险分析 张  超, 胡志根, 刘  全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12,44 (2):59－63 

60 梯级施工导流系统整体风险分析 张  超, 胡志根, 刘  全 水科学进展 2012,23(3):396－401 

61 随机响应面法最优概率配点数目分析 蒋水华, 李典庆, 周创兵 计算力学学报 2012,29(3):345-351 

62 
二维联合分布函数构造方法及其对结构可靠度的影

响分析 
吴帅兵, 李典庆, 周创兵 工程力学 2012, 29 (7): 69-74 

63 基于非侵入式随机有限元法的地下洞室可靠度分析 李典庆, 蒋水华, 周创兵 岩土工程学报 2012, 34(1): 123-129 

64 联合分布函数蒙特卡罗模拟及结构可靠度分析 吴帅兵, 李典庆, 周创兵 工程力学 2012, 29(9): 68-74 

65 基于 Copula 函数的基桩荷载-位移双曲线概率分析 唐小松, 李典庆, 周创兵, 方国光 岩土力学 2012, 33(1): 171-178 

66 基于灌浆前、后波速变化的岩体固结灌浆效果分析 张文举, 卢文波, 陈  明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2,31(3): 469-478 

67 岩石高边坡开挖爆破动力损伤的数值仿真 胡英国, 卢文波, 金旭浩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2,31(11): 2204–2213 

68 岩体爆破损伤模型的比选与改进 胡英国, 卢文波, 陈  明, 等 岩土力学 2012,33(11): 3278-3284 

69 岩石爆破开挖诱发振动的等效模拟方法 杨建华, 卢文波, 陈  明, 周创兵 爆炸与冲击 2012,32(3):1-7 

70 抽水蓄能电站竖式进/出水口 CFD 水力优化 张晓曦, 程永光, 刘畅 水力发电学报 2012,31(2):87-94 

71 不同叶尖损失模型的风力机气动性能分析 陈秋华, 赖  旭 太阳能学报 2012,33(12):2164-2169 

72 副叶片对双吸离心泵口环泥沙磨损的影响分析 钱忠东, 王  焱, 谢  华 水力发电学报 2012,31(4):232-237 

73 双吸式离心泵叶轮泥沙磨损数值模拟 钱忠东, 王 焱, 郜元勇 水力发电学报 2012,31(3):221-229 

74 泄水锥形式对混流式水轮机压力脉动的影响分析 钱忠东, 李  万 水力发电学报 2012,31(5): 27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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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  文  名  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期 

(或章节)页 

75 溃坝洪水演进的数值模拟 崔 丹, 槐文信, 姜治兵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40(7): 34-37 

76 弯道局部非淹没刚性植被水流特性研究 李成光, 槐文信, 杨洪武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40(2): 49-53 

77 基于熵权的洪灾风险空间模糊综合评价 王兆礼, 赖成光, 陈晓宏 水力发电学报 2012, 31(5): 35-40. 

78 气候变化影响下水资源脆弱性评估方法及其应用 夏  军, 邱  冰, 潘兴瑶 地球科学进展 2012,27(4):51--59 

79 水电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激励机制设计 陈  述, 胡志根, 刘  全, 郭  洁 系统工程学报 2012,27(4):474－480 

80 
基于 Gaussian Copula 函数的相关非正态岩土体参数

不确定性分析 
李典庆, 唐小松, 周创兵, 方国光 

中国科学 E 辑： 

技术科学 
2012, 42(12): 1440-1448 

81 二维垂向射流沙质河床冲刷的数值模拟 槐文信, 王增武, 钱忠东, 韩雅琼 
中国科学 E 辑： 

技术科学 
2012,42(1):72-81 

82 横流中单排多孔射流的场与浓度特性数值模拟 李志伟, 槐文信, 钱忠东 
中国科学 E 辑： 

技术科学 
2012,42(12): 1395-1406 

83 
三峡水库蓄水初期关洲分汊河段的冲淤调整特性分

析 
陈  立, 闫  霞, 周银军, 江  磊 泥沙研究 2012,(1):53-57 

84 分形理论在泥沙研究中的应用概述 周银军, 陈  立, 刘同宦 泥沙研究 2012, (2):73-80 

85 近坝段年内交替型分汊河段河床调整特点 冯  源, 陈  立, 周银军, 罗  优 泥沙研究 
2012 年 10 月,  

第 5 期 8~15 

86 长江口北槽泥沙起动流速研究 张俊勇, 吴华林, 陈  立 泥沙研究 
2012 年 2 月,  

第 1 期 37-40 

87 尾导结合的尾水系统水流中断的机理分析 杨建东, 李  玲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A 辑 2012-07-30 

88 典型湖库富营养化的模糊综合评价研究 朱丽楠, 官  涤, 王永军, 刘桂芳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2,21(9): 1131-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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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序

号 
姓  名 类别 会 议 名 称 类型 报告／文章题目 

会议 

时间 

会议 

地点 

是否会议

报告 
导  师 

1  汪  飞 博士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Architectura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国际 

Fourier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non-constant terms on the convergence 

properties of SIMPLE algorithm  

formulated on a staggered grid 

2012.08 张家界 是 李义天 

2  韩剑桥 硕士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Architectura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国际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effects of 

channel regulation engineering works 

in the Tianxingzhou Reach  

of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2012.08 张家界 是 李义天 

3  杨云平 博士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Architectura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国际 

Study of Critical Values of Sediment 

Conservation for the Change from 

Deposition to Erosion in Yangtze Delta 

2012.08 张家界 是 李义天 

4  雷文韬 博士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ydroinformatics, Hamburg 
国际 

Modelling of Hydrodynamics and 

Sediment Transport Processes in  

A Muddy Estuary 

2012.07 德国 是 谈广鸣 

5  李志伟 博士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Hydraulic Engineering 
国际 

Interaction between Wall Jet and Offset 

Jet with Different Velocity and Offset 

Ratio 

2012.03 南京 是 槐文信 

6  罗文兵 博士 

2012 International Top Scientists 

Wuhan Forum on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use of Wetlands 

国际 
Advances in Water Logging Control 

Standard 
2012.07 荆州 是 王修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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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类别 会 议 名 称 类型 报告／文章题目 

会议 

时间 

会议 

地点 

是否会议

报告 
导  师 

7  刘玉龙 硕士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程

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学术研讨会 
国内 

灰色预测模型 GM(1,1)在武汉市 

水安全状态预测中的应用 
2012.08 宁夏 否 邵东国 

8  陈  会 硕士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程

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学术研讨会 
国内 基于突变理论的农业用水效率评价 2012.08 宁夏 否 邵东国 

9  李  波 硕士 
“湿地农业可持续发展” 

国际学术研讨会 
国际 

Simulating the effect of reducing the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by buffer 

zone with SWMM 

2012.07 荆州 否 邵东国 

10  曾文治 博士 中国农业工程博士生论坛 国内 农田水肥盐交互作用实验研究 2012.12 
陕西 

杨凌 
是 黄介生 

11  唐小松 博士 

5th Asian-Pacific Symposium on 

Structural Reliability and its  

Applications 

国际 

Statistical Modeling of Joi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using Copula: 

Application to Probabilistic Pile  

Settlement Analysis 

2012.05 新加坡 是 李典庆 

12  刘章君 硕士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 国内 生物滞留箱水质水量模拟实验研究 2012.11 北京 是 郭生练 

13  周研来 博士 2012 年中国水利年会 国内 
水库多目标优化调度图对气候变化

的响应研究 
2012.11 武汉 是 郭生练 

14  周研来 博士 第十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VIC 模型参数区域规律分析及在无资

料地区应用 
2012.08 武汉 否 郭生练 

15  汪芸 博士 第十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基于奇异谱和混沌支持向量机模型

预测三峡水库月径流 
2012.08 武汉 否 郭生练 

16  马鸿旭 硕士 

2012 Chinese Hydraulic  

Engineering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国内 

The research on water-area change de-

tection based on sequence of remote 

sensing images 

2012.11 武汉 是 郭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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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类别 会 议 名 称 类型 报告／文章题目 

会议 

时间 

会议 

地点 

是否会议

报告 
导  师 

17  刘章君 硕士 第十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考虑水库调蓄影响的设计洪水计算

方法 
2012.08 武汉 否 郭生练 

18  刘章君 硕士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 

创新创业年会 
国内 生物滞留箱水质水量模拟实验研究 2012.11 北京 是 郭生练 

19  杜  鸿 博士 第十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近 55 年淮河流域极端径流演变规律

分析 
2012.08 武汉 是 夏  军 

20  李妍清 硕士 2012 水利年会 国内 安康水库的汛期分期研究 2012.11 武汉 否 郭生练 

21  匡  洋 硕士 第十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海河流域脆弱性理论及评价 2012.08. 武汉 是 夏  军 

22  吴绍飞 硕士 第十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基于多目标模糊决策的水质水量联

合调度方案选择 
2012.08. 武汉大学 否 张  翔 

23  许  斌 硕士 第十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基于 MISOHRM 模型的非一致性洪

水频率计算方法及应用 IV 
2012.08. 武汉大学 是 谢  平 

24  李析男 硕士 第十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基于 MISOHRM 模型的非一致性洪

水频率计算方法及应用 II 
2012.08. 武汉大学 是 谢  平 

25  刘  宇 硕士 第十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基于 MISOHRM 模型的非一致性洪

水频率计算方法及应用 III 
2012.08. 武汉大学 是 谢  平 

26  谢静红 硕士 第十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东江流域多尺度洪水序列变异分析 2012.08. 武汉大学 是 谢  平 

27  梁志杰 硕士 第十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变化环境下昭通市干旱演变规律分析 2012.08. 武汉大学 是 谢  平 

28  李析男 博士 第五届黄河国际论坛 国际 

A Zonal Watershed Hydrological Mod-

el Considering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And Its Application 

2012.09 中国郑州 是 谢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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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类别 会 议 名 称 类型 报告／文章题目 

会议 

时间 

会议 

地点 

是否会议

报告 
导  师 

29  许斌 博士 第五届黄河国际论坛 国际 

Modification effect analysis of  

inconsistency runoff series of  

Huayuankou Station at Yellow River 

2012.09 中国郑州 否 谢  平 

30  杨建华 博士 
The 1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ock Fragmentation by Blasting 
国际 

An equivalent simulation method for 

whole time-history blasting vibration 
2012.11 

New Delhi, 

India 
是 卢文波 

31  杨建华 博士 第十届全国工程爆破学术会议 国内 
基于爆炸荷载等效施加方法的爆破

振动全历程数值模拟研究 
2012.11 广州 是 卢文波 

32  郑华康 博士 

第四届中国水利水电岩土力学与

工程学术讨论会暨第七届全国水

利工程渗流学术研讨会 

国内 
卡拉水电站坝区渗流控制效应精细

模拟与评价 
2012.09 郑州 否 陈益峰 

33  白正雄 博士 

第四届中国水利水电岩土力学与

工程学术讨论会暨第七届全国水

利工程渗流学术研讨会 

国内 
排水砂槽渗流试验与Signorini型变分

不等式方法验证 
2012.09 郑州 否 陈益峰 

34  胡冉  

11th International & 2nd North 

American Symposium on  

Landslides 

国际 

Effects of fluid flow, soil deformation 

and horizontal drains on soil slope sta-

bility subjected to rain infiltration 

2012.06 加拿大 
 

否 
陈益峰 

35  张晓曦 博士 

第十一届全国水动力学学术会议

暨第二十四届水动力学研讨会并

周培源教授诞辰 110周年纪念大会 

国内 
灯泡式水轮机三维过渡过程 

CFD 模拟 
2012.08 无锡 是 程永光 

36  陈龙 硕士 

第十一届全国水动力学学术会议

暨第二十四届水动力学研讨会并

周培源教授诞辰 110周年纪念大会 

国内 
水电站过渡过程中事故闸门振动 

机理研究 
2012.08 无锡 是 程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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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类别 会 议 名 称 类型 报告／文章题目 

会议 

时间 

会议 

地点 

是否会议

报告 
导  师 

37  张春泽 博士 ICMMES2012 国际 

Lattice Boltzmann simulations of the 

connecting open channel flow between 

two cascade hydropower stations 

2012.07 台湾 是 程永光 

38  黄山 博士 ICMMES2012 国际 

A viscosity counteracting approach for 

improving stability of multiple- relaxa-

tion-time lattice Boltzmann method 

2012.07 台湾 是 程永光 

39  李彦浩 硕士 ICMMES2012 国际 

Characteristic analyses of the coupling 

scheme of immersed boundary method 

and MRT-lattice Boltzmann method 

2012.07 台湾 是 程永光 

40  王超 硕士 SCET2012 国际 

The Optimize Election of Tailrace 

Tunnel Based On Pressure in Draft and 

Small Fluctuation 

2012.05 西安 否 杨建东 

41  杨威嘉 硕士 APPEEC2012 国际 

Study on optimum start-up method for 

hydroelectric generating uni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energy relation 

2012.03 上海 是 杨建东 

42  杨威嘉 硕士 
6

th
 IAHR Symposium on Hydraulic 

Machinery and Systems 
国际 

6
th
 IAHR Symposium on Hydraulic 

Machinery and Systems 
2012.08 北京 是 杨建东 

43  杨桀彬 博士 APPEEC2012 国际 

B-spline surfaces construction for the 

complete characteristics of 

pump-turbine 

2012.03 上海 是 杨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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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大型仪器设备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设备名称 

价格 

(万元) 
添置时间 联系人 用途（限 100 字以内） 

1  
NGD-70GPS

测量系统 
45 

1999 

2004 升级 
许建明 

广泛应用于水深测量，江河航道测量、

工程勘探定位，地形地籍测量等方面，

包括编绘水深图、水下地形图、地形

图及特殊用图等，最多可达 20 个站的

自动水位改正，自动快速生成等深线

和等高线，进行土方计算和库容计算。 

2  
大坝渐近破坏 

实验系统 
307 

2002CT 系统 

2006 测控系统 

2007 加载系统 

王均星 

可用于基岩探测、第四系地层划分、

滑坡预测、堤坝隐患探测、溶洞和裂

隙探测、隧道开挖撑子面前的地质灾

害预测、高速公路和机场跑道的地基

及质量检测、水底沉积和埋藏物探测、

地下埋藏物（金属和非金属管线、洞

穴、容器、桩基）探测及污染探测。 

3  
33 米活动玻

璃水槽 
44 

1997 建 

2007 改造 
李旺兴 

进行悬移质泥沙、推移质泥沙输移规

律 的 研 究 。 含 沙 浓 度 最 高 可 达

700kg/m
3。 

4  
80 波浪试验

水槽 
79 

1995 建 

2005 改造 
李旺兴 

用于波浪、径流作用下泥沙运动规律

研究；溃坝过程水沙耦合规律的研究。 

5  

灌溉排水综合

试验与测量 

系统 

603 

1999 建 

2005 增加蒸渗

仪 2 台 

王富庆 

进行不同条件农田灌排技术措施下，

土－植－气系统水份及溶质运移基本

规律的探索和理论验证；可进行农田

生态环境及其保护等方面的试验研

究，能够自动进行数据采集、传输、

分析、处理设备，全天候进行作物蒸

腾蒸发、作物合理灌排的测试研究。 

6  
水电站过渡过

程实验系统 
161 

2000 建 

2005 改造 
李进平 

对水电站设备进行控制测量、事故处

理、数据处理，实现水电站设备运行

可靠性，提高水电站发电质量，保证

电网运行稳定性。另外，在加快水电

站控制调节过程，实现水电站优化运

行，减轻运行人员劳动强度等方面也

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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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名称 

价格 

(万元) 
添置时间 联系人 用途（限 100 字以内） 

7  

水工模型实验

量测与控制 

系统 

167 
2000 建 

2004 改造 
雷川华 

对流量、水位实行自动控制与跟踪测

量，对水下地形进行自动测量。 

8  三轴室 160 2008.06 佘成学 

采用于圆柱标准试件，测试岩石变形

性能、强度参数、蠕变特性以及应力-

渗流耦合特性。 

9  
力学高性能 

计算集群 
85 2010.07 吴  琳  

固体力学仿真计算、流体力学计算、

并行有限元计算、高坝结构的力学分

析、拱坝及地下洞群三维有限元计算

等。 

10  
MAT253 同位

素质谱仪 
312 2010.11 许建明 

提供 D/H、13C/12C、15N/14N、180/160

等环境稳定同位素比的高精度测定，

可应用于地表水与地下水关系、径流

分割、包气带水分运移及补给、生态

水文等研究领域。 

11  

ENVIS 数字

网络生态 

监测系统 

170.53 2010.05 黄汉生 

1. 农田系统中土壤热通量、空气温

湿度、总辐射、光合有效辐射、气压、

风速、风向、雨量、蒸发、茎流大气

中 CO2 浓度的自动采集记录和无线

传输数据。 

2. 可自动测量土壤含水量、水势。 

3. 测量溶液中温度、电导率、pH 值、

Na
+氧化物等含量。 

4. 实时测量辐射、照度、辐射量光谱。 

12  

激光粒子图像

速度场仪

（PIV） 

90 2010.12 李  琼  

可进行三维激光粒子图像流场测量

（3D PIV）和二维激光粒子图像流场

测量（2D PIV）；能进行激光诱导荧光

流场测量（PLIF）。 

13  

闭式水泵模型

装置试验台 

改造 

56 2010.12 王志远 

本试验台属于轴流泵多功能卧式试验

台，用于轴流水泵能量特性曲线、全

性能曲线以及压力脉动特性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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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名称 

价格 

(万元) 
添置时间 联系人 用途（限 100 字以内） 

14  
连续流动元素

分析仪 
57 2011.08 黄  爽 

主机：分析水样和土样中指标：TP 总

磷，TN总氮，Ammonia氨氮，Phosphate

磷酸盐，Nitrate 硝酸盐，Nitrite 亚硝

酸盐，Sulfide 硫化物。附件：土壤水

分特征曲线快速测定。 

15  
土壤氮循环 

监测系统 
62 2011.08 黄  爽 

主机：定量分析原状土样的总硝化速

率和总反硝化速率；附件：测定土壤

质地。 

16  
EasyChem 化

学成分分析仪 
48 2011.08 黄  爽 

主机：分析水样和土样中指标：氨氮，

硝酸盐，亚硝酸盐，磷酸盐，硫酸盐，

硫化物，碱度，氯化物，硅酸盐，六

价铬。附件：流速测定，原状样土壤

水分特征曲线及非饱和导水率测定。 

17  

OPEC 开路涡

度相关测量 

系统 

37 2011.07 崔远来 

OPEC 开路涡度相关测量系统提供了

温室气体测量的完整解决方案，特别

是用于有供电限制的偏远地区。该系

统可联系测定并记录大气中的 CO2 和

H2O 浓度以及三维风速，进而可得到

作物冠层的碳通量和水热通量。 

18  

BHCTV 数字

式全景钻孔 

摄像系统 

31 2011.09 严  鹏 

该系统实现了钻孔的三维图像化描述

和信息的数字化分析，解决了深部岩体

结构特征探测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问题，

开创了岩体结构精细描述的新领域 

19  

岩石/混凝土

变形-渗流耦

合实验机 

88 2011.12 荣  冠 

(1) 进行常法向应力、常法向位移、常

法向刚度三种情况下的伺服控制节理

剪切试验；(2) 在不同渗流压力下的渗

透试验；(3) 在不同渗流压力下的闭合

应力－渗透耦合试验；(4) 在不同渗流

压力下的剪切应力－渗透耦合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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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实验室新一届领导班子任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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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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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武汉大学与黄河水利委员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水 利 部 黄 河 水 利 委 员 会 

武 汉 大 学 
 

 

战 

略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二○一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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