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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顺利通过国家科技部验收 

2006 年 10 月 20 日，国家科技部组织专家对“水资源与水电工

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了建设验收。专家组组长为中国科学

院王浩院士，其余 8 位专家中另有院士 1 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4 人。 

会议由国家科技部基础研究司沈建磊处长主持，武汉大学周创

兵副校长到会致欢迎辞，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国家教育部科学技

术司李渝红处长等到会并讲话，湖北省科技厅和武汉大学相关单位

领导、代表 60 多人出席了验收会议。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2003 年 11 月获准依

托武汉大学建设。验收专家组听取了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的建设汇报，

考察了实验室建设情况，审阅了验收申请报告和相关材料，并与实验室

研究人员进行了座谈。经过认真讨论，验收专家组认为该实验室建设期

研究方向明确、发展定位准确、队伍稳定、成果突出，注重年轻人才引

进与培养，平台建设卓有成效，运行管理机制良好，总体完成了建设任

务，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一届四次会议顺利召开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一届四次会议，

于 2006 年 12 月 9 日在武汉大学召开。学术委员会主任郑守仁院士主持

了会议，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创兵教授致欢迎词，学术委员会李德仁院士、

王浩院士等 11 名委员、武汉大学科技部领导、实验室领导、各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研究室主任、实验大厅主任等 30 多人出席了会议。 

学术委员会听取了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关于 2006 年实验室工作

情况的汇报，审定了 2006 年度实验室拟定的开放研究基金课题，并就下

阶段工作设想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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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委员一致认为，一年来实验室结合研究方向，围绕近期

研究内容和目标，注重与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和国家重点工程问题相结合，

在优势研究领域取得了多项创新性及应用性研究成果，发表了一批高水

平的学术论文，创新型人才培养成效明显；拟定的基金课题研究内容与

实验室研究方向紧密结合，并体现出交叉融合。 

学术委员会原则通过了实验室提出的主任招聘、杰出人才培养与引

进、研究能力的进一步提升、研究成果的总结与应用等工作计划，并建

议加大力度、尽早实施。同时通过了将研究方向三“洪水灾害形成机理

与减灾方法”的名称改为“河流水沙运动规律与调控方法”的建议。  

 实验室面向国内外招聘实验室主任 

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管理规定，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应通过各有

关媒介向国内外进行公开招聘。2005 年 8 月，实验室在有关媒体上发布

了面向国内外招聘主任的信息，但是一直没有合适人选应聘。为做好

2006 年本实验室的验收工作，学校任命水利水电学院院长谈广鸣教授临

时兼任实验室主任。为迎接 2008 年国家对土木工程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评估，2007 年 1 月，实验室再次公开发布了主任招聘信息。主要内容

如下： 

1. 招聘条件 

(1) 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2) 应聘者要求

具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教授职称，近年来从事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

学主流学科或新兴、交叉学科科研工作，研究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在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以通讯作者发表系列论文，在本领域有重要学术

影响；(3) 熟悉科学研究规律，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

能力；(4) 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 50 岁；(5) 实验室主任在校工作

原则上要求全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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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室主任工作目标 

(1) 组织开展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提升实验室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学术水平有明显提高；(2) 促进国际交流，与国外著名大学、国际学术

组织、科研基地或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3) 引进国内外杰出人才，

培养中青年学术骨干，建设一支高水平科研队伍；(4) 建立国际先进的实

验室管理模式，促进实验室跨越式发展；(5) 通过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

并达到良好或优秀。 

 2006 年度成功获准一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实验室一贯鼓励和支持基础研究应用和基础研究工作，注重提升科

研层次、增强核心竞争力、巩固实验室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2006 年又

成功获准一批国家级科研项目：新承担国家“973”项目课题 2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23 项（其中重点项目 1 项、青年项目 5项、雅砻江联合基

金专项 4项、面上基金 13 项），主持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2 项，主持国家“863”计划项目课题 2 项。新承担的主要项目： 

 碳酸盐岩缝洞型油藏数值模拟研究--国家“973”课题（周创兵） 

 海河流域农田水循环过程与农业高效利用--国家“973”课题（杨金

忠） 

 水盐调控精量灌溉技术--国家“863”重点课题（杨金忠） 

 农田面源污染灌排综合调控技术--国家“863”面上课题（邵东国） 

 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关键技术研究--“十一五”科技计划课题（黄介生） 

 大流量预应力渡槽设计和施工技术研究--“十一五”科技计划课题（王

长德） 

 灌溉排水条件下农田氮磷转化、运移规律与控制措施--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杨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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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理论及工程应用”成果获 2006 年度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2006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2007年 2月 27日上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实验室研究成果“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理论及工程

应用”获 2006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项目负责人周创兵教授作为获

奖代表参加了奖励大会，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该项研究先后获得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三峡库区二期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和一批水利水电重大工程研究项

目的资助，是十余年研究成果的积累，在本领域国内、外知名杂志及重

要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200 余篇。研究成果在三峡等 30 多个国家重点水

电工程中应用，为解决三峡、龙滩、小湾、锦屏等一批大型工程设计、

施工中的技术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累计节约工程投资约 1.5 亿元，取

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该项研究成果具有广阔应用前景，可推广应用到深埋长输水隧洞安

全、深层石油开采、核废料安全储存等领域，并为地质灾害综合防治提

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近期参观考察频繁、学术交流活跃 

2006 年度国内外参观考察、学术交流活动活跃。实验室承办、协办

国际研讨会 3 次；实验室研究人员受邀出国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及

合作研究达 20 余人次；邀请本研究领域国内外著名大学专家教授来室讲

学 30 余人次；接待国内外专家领导 36 批 199 人次。包括“澳大利亚昆

士兰大学”和“加拿大 MC Gill 大学”的国际知名教授及学者、“国家

科技奖励办公室”、“国土资源部”、“国务院南水北调委员会办公室”

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交流，提高了实验室在本研

究领域的国内外知名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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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以来学术交流情况： 

1 月 15 日-2 月 4 日，应挪威奥斯陆大学邀请并全额资助，熊立华教

授赴奥斯陆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访问。 

1 月 20 日-29 日，王先甲教授赴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讲学访问。 

3 月 14 日－22 日，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Bas Bouman 博士、Kei 

Kajisa 博士和 Piedad Moya 女士来实验室商讨合作研究项目“The Role 

of Water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for Efficient Water Use in 

China”的有关事宜。目前该项目已得到 IRRI 的批准。 

3 月 26 日，国际灌排委员会前主席、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管

理学院Bart Schultz教授，法国巴黎高科Cyril Kao博士，法国国家农林

水研究中心Bernard Vincent博士一行受杨金忠教授的邀请，访问了实验

室。谈广鸣主任会见了Bart Schultz教授一行，向来宾介绍了实验室和

水利水电学院的教学和科研情况。双方在人才培养、学生交流、科研合

作等方面探讨了进一步合作的形式和方法。Bart Schultz教授应邀作了

“粮食安全与水管理”报告，Cyril Kao博士作了“法国高等教育体制”

报告。Bart Schultz教授一行还参加了武汉大学中法联合培养博士生伍

靖伟的博士论文答辩。

3 月 25 日-27 日，挪威奥斯陆大学水文系主任Nils Roar Saelthun教

授等人，应熊立华教授邀请访问实验室。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会见了

来访客人，双方就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科技合作等事宜进行了友好交

流与协商。Nils Roar Saelthun教授等人还与水文水资源系全体教师进

行了座谈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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