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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研究与成果 

2011 年，实验室在研国家研究项目、国家重大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国际合作研究

项目等共 190 项，到款研究经费 4319 万元，其中国家任务 86 项，经费 2376 万元，

占总经费的 55%，总研究经费和国家研究经费比例稳步增长。在新增国家研究项目中，

牵头申报的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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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项目设置了六个研究课题，实验室主持其中 2 个课题，项目研究经费

3790 万元；新获批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

出青年项目 1 项、重大项目课题 1 项、面上项目 12 项、青年项目 5 项。在研项目中，

主持的 1 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和 1 项基金重点项目分别以特别优秀（年度唯一）

和优秀成绩通过结题验收；主持的 1 项国家“973”项目课题顺利结题；3 项基金重点

项目和 1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进展顺利。 

在科学研究成果方面，实验室获 2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其中主持 1 项，第

二完成人 1 项），4 项省部级奖（其中主持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二等奖各 1 项）；出

版学术著作 4 部；实验室研究人员 38 人次到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37 人次参加国

际学术会议并作大会发言；发表学术论文 103 篇，其中 SCI 收录 37 篇，中国科学引

文数据库（简称 CSCD）核心期刊论 74 篇；获发明专利 5 项，软件著作登记权 4 项；

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篇。 

2.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至 2011 年底，实验室在编固定研究人员 44 人，流动研究人员 25 人，技术与管

理人员 5 人。在固定研究人员中，教授 34 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人，国家“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 3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 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 人，教育部高层次人才计划 1 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2 人，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 9 人，11 人在国际学术机构（期刊）中任职，27 人具有在国外连续一年

以上访问或学习经历。 



 II 

2011 年，实验室申报的“复杂岩体多场耦合机理及岩体风险控制”教育部创

新研究团队获得立项建设；周伟、钱忠东获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支持。根据实验

室制订的《实验室研究人员聘用与管理办法》，引进了现任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

主席、国家“973”首席科学家夏军教授；聘任湖北省“楚天学者”夏军强教授、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史良胜博士以及杨中华博士等 3 位学者为实验

室固定研究人员。 

3. 开放与学术交流 

2011 年实验室主办/承办了“水资源高效利用前沿科学问题专题研讨会”等重要

学术活动 4 次。英国 Heriot-Watt 大学建筑环境学院院长 Gareth Pender 教授、加拿大

Alberta 大学的 Dave Chan 教授、挪威奥斯陆大学的许崇育教授、法国梅兹大学的卞汉

兵副教授等，多次访问实验室并做相关学术报告。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 Tang-Tat Ng

教授、法国巴黎 XII 大学.国家水力学与环境实验室 Kim Dan Nguyen 教授、美国亚利

桑那大学 Kulatilake 教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Jay Lund 教授分别访问实验室，洽

谈了合作事宜并做相关学术报告。实验室派出澳洲团、欧洲团、美国团、以色列团等

四个学术考察团出访国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实验室一批知名学者陈胜宏、杨金忠、

曹志先等到国际著名大学讲学或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活动。 

2011 年，国内外研究人员申请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共计 27 项，经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讨论，同意立项 16 项，其中有 3 位来自国际知名大学的学者。实验室对 2009 年、

2010 年批准的开放基金课题进行了检查验收。在开放课题研究成果方面，发表于《林

业科学》（2007 年 05 期，署名实验室第一完成单位）的学术论文《土壤水分胁迫对胡

杨、灰叶胡杨光合作用–光响应特性的影响》，被国家科技部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定

为 2010 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 

4. 实验室管理运行 

2011 年年初，在武汉大学李晓红校长率领下谈广鸣主任参加拜会陈雷部长等水利

部领导，洽谈了依托武汉大学、以实验室为核心成立国家水战略研究的设想。11 月

26 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第二届第四次会议在武汉召开。12 月，实验室 2009 年成立

的 11 个研究团队分别进行了年度总结，实验室进行了年度考核和三年成果总结，进

一步强化了实验室的主干研究方向并明确了自主研究经费使用。学校审计处委托利安

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分所对实验室 2088 年至 2010 年三年的开放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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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科研业务费、专项设备费和“985”二期经费进行了审计。 

实验室进一步加强了与相关机构的科技合作，武汉大学与长江水利委员会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实验室与江西省赣抚平原水利工程管理局共建了“江西南昌实验研

究基地”，与西藏农牧学院共建了西藏实验研究基地，进一步带动了我国实验研究平

台的建设。 

在依托单位武汉大学和主管部门教育部的支持下，实验室抽水蓄能实验基地土建

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于 2011 年基本完工，2012 年将基本完善仪器设备的研制开发。

2009 年至 2011 年，国家财政设备专项经费 2629 万元已全部到位（见 2010 年年报），

在专项经费的支持下实验室水资源综合实验场的建设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设施农业

大棚墒情监测系统已投入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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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流耦合实验机等大型仪器投入使用；自主开发研制地埋式蒸渗器、强

冲刷水沙实验仪、强非恒定水沙实验仪、河型演化实验仪等设备开始为科学研究发挥

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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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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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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报 

− 3 − 

1.4  队伍与规模 

至 2011 年底，实验室在编固定研究人员 44 人，流动研究人员 25 人，技术与管

理人员 5 人。在固定研究人员中，具有教授职称 34 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 人，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3 人，国家高层次人才

计划 1 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 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2 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9 人，11 人在国际学术机构（期刊）中任职，27 人具有国外

连续一年以上访问或学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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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主  任：谢  平  吴运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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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卫明（11 月 30 日止），陈益峰（12 月 1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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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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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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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实验室在研国家研究项目、国家重大工程研究项目、国际合作研究

项目等共 190 项，到款研究经费 4319 万元；其中国家任务 86 项，经费 2376 万元，

占总经费的 55%，总研究经费和国家研究经费稳步增长。新增国家研究项目包括：

周创兵教授牵头申报的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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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置了六个研究课题，研究经费 3790 万元；其中卢

文波教授主持第一课题“高地应力区河谷边坡岩体开挖扰动机制”，周创兵教授主持

第六课题“高陡边坡全生命周期性能评估与安全控制”；黄介生教授主持的国家

“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农业综合节水技术集成”；卢文波教授主持的

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岩体开挖瞬态卸荷的作用机制与动力效应”，项

目经费 200 万元；熊立华教授主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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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新承担基金面上项目 12 项，青年

项目 5 项，见表 2-1。在研项目中，曹志先主持的国家“973”项目课题“坝堤溃决

及致灾过程预报理论与方法”顺利结题并取得创新性成果，周创兵主持的国家自然

科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岩石力学及地基基础”以特别优秀（年度唯一）成绩通过

结题验收，杨金忠主持的基金重点项目“灌溉排水条件下农田氮磷转化、运移规律

与控制措施”、周创兵主持的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复杂条件下水利

水电工程高陡边坡、超大洞室群安全及监测技术”等分别以优秀成绩通过结题验

收。李义天主持的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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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忠主持的国家“973”项目课题“区域浅层地下水补给演变机制”、郭

生练主持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巨型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关键技术

研究”、谈广鸣主持的“涝渍灾害产生机理与减灾方法研究”、周创兵主持的“暴

雨诱发滑坡制灾机理、风险评估与减灾方法研究”、杨建东主持的“基于空间曲面

的水泵水轮机全特性及过渡过程的研究”等 3 项基金重点项目，均研究进展顺利，

取得丰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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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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11 年获批国家、省部研究课题情况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研究期限 项目类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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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创兵 2011.11~2016.08 “973”项目 

2  
塌岸与河床冲淤的交互作用过程及机

理 2011CB403304-02 
余明辉 2011.1~2015.12 

“973”项目课题 
子题 

3  农业综合节水技术集成 黄介生 2011.01~2013.12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课题 

4  
岩体开挖瞬态卸荷的作用机制与动力

效应 
卢文波 2012.01-2015.12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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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课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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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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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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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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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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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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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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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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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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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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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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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点课题介绍 

2.2.1  新批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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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述：本项目围绕我国大型水利水电高陡边坡工程的安全问题，研究高陡边

坡岩体开挖、锚固与渗流控制的工程作用效应与时效力学特性，揭示高陡边坡全生命

周期的性能演化规律，建立贯穿于设计、施工和运行全过程的高陡边坡性能评价标准、

评估方法与安全控制理论，为大型水利水电工程高陡边坡安全施工和运行提供理论支

撑，显著提高我国水利水电高陡边坡的优化设计、安全施工与运行水平，培育和形成

一支从事水利水电高边坡工程研究的创新团队，提升我国在高陡边坡研究领域的国际

地位。其中实验室主持两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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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概述：研究深切河谷演化模式、地应力场和坡体结构特征，建立深部裂缝的

地质力学模型，提出高陡边坡工程适应性评价方法；研究高陡边坡岩体开挖动力学过

程，揭示高陡边坡开挖扰动区的形成机制与演化规律，提出基于爆破损伤和岩体松动

控制的高地应力区边坡开挖优化设计方法，为高陡边坡全生命周期性能演化与安全控

制提供边坡地质模型、岩体力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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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概述：建立大型水利水电工程高陡边坡变形与稳定性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提

出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的性能评估方法、基于全生命周期性能演化的高陡边坡设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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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建立贯穿于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施工和运行全过程的高陡边坡监测预警方法与安

全控制理论，为我国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施工与运行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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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参加单位：河海大学 

课题主持：黄介生 

课题概述：针对华北和南方地区的特点，研究与集成节水灌溉、水盐肥调控、控

制排水、用水管理等综合技术，提出切合华北和南方地区实际的农业综合节水技术集

成模式，分别在内蒙古和江苏建立农业综合节水技术集成示范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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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述：针对深部岩体爆破开挖，研究爆破荷载和开挖荷载瞬态卸荷等动力扰动

的荷载特征，探明深部岩体开挖荷载的瞬态释放机制，建立开挖荷载瞬态卸荷诱发围岩

振动的计算理论及方法，揭示裂隙岩体的爆破松动、瞬态卸荷松动机理及其耦合机制；

建立爆破荷载、开挖荷载瞬态卸荷与围岩应力重分布耦合作用的分析模型，提出多载荷

动静力耦合作用下深部岩体的损伤判据，确定深部岩体 EDZ 的分布特征，为大跨度地下

洞室和深埋隧洞围岩的开挖卸荷松动变形控制及动力稳定性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4. 国家基金重大项目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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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项目主持：熊立华 

项目概述：水文概率分布估计理论和方法是工程水文计算的核心科学问题。由于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水文时间序列不再满足一致性的要求，导致基于独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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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假定的传统水文频率计算方法不再有效。因此提出一套非一致性水文频率计算方

法是变化环境下我国工程水文设计和水资源评价的迫切需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变化环境下工程水文计算的理论和方法”课题 4“变化环境下非一致性水文概

率分布估计理论和方法”将以半干旱半湿润地区的渭河流域、湿润半湿润地区的淮河

流域、以及湿润地区的北江流域为典型研究区，从三种途径（统计途径、成因途径、

统计途径和成因途径相结合）定量评价变化环境对降雨、径流以及极值事件时空分布

统计特征的影响，揭示变化环境下非一致性水文序列的统计分布规律，奠定水文序列

频率分布的物理基础，创建非一致性水文序列概率分布估计的理论和方法。该项目的

研究将有助于正确设计水利工程规模，合理配置水资源和有效调控洪水，为变化环境

下我国的水安全提供理论支撑。 

2.2.2  在研重点课题 

1. 国家“973”项目课题：坝堤溃决及致灾过程预报理论与方法 

课题编号：2007CB714106 

研究期限：2007.07～2011.08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参加单位：清华大学、西安理工大学、长江科学院 

主 持 人：曹志先 

结题概述：对坝堤溃决及致灾过程预报理论与方法开展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紧

密结合我国坝堤溃决水沙灾害的实际需求，在冲积河流水沙动力学基础理论、坝堤溃

决与致灾水沙动力学机制以及数值预报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本课题主体研究处

于相关学科前沿，创新意义显著，如冲积河流多重时间尺度理论、坝堤溃决与致灾过

程全场二维水沙耦合数值模拟技术、以及梯级大坝溃决洪水的渐进增强机制等。本课

题主要成果发表（或即将发表）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课题负责人多次应邀在欧美

一流学术机构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学术演讲；培养了多名高水平博士研究生。圆满完

成了计划研究任务，实现了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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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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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该课题自项目实施以来，按照计划任务书的安排，在查勘、调研、资

料收集等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以原型资料分析、数值模拟等综合性研究手段，围绕着

流域水利工程对长江干流水沙过程调节作用、冲积江湖系统对水沙通量调节作用、长

江入海水沙通量变化特征、河口水沙输移特征等方面的内容开展了全面的研究工作。

课题系统分析了长江上游三峡、溪洛渡、向家坝等大型水利工程联合运行对宜昌水沙

过程的影响，得到了工程作用下水沙过程的年内、年际变化特征；在深入揭示江湖关

系演变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长江中下游长河段水沙数学模型，并突破了以往模型在

非均匀沙计算方面的不足，得到了大型水利工程作用下入海水沙通量的变化特征，与

当前的观测资料符合较好；在系统分析长江口潮位过程、盐度大小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提出了径、潮流作用界面的预测方法，揭示了不同季节、不同位置的水流动力变化规

律和盐淡水分布特征，完成了阶段预定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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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平原河北省临西、曲周、栾城、衡水，望都，廊坊，永清，任

丘，肃宁，河南省新乡和北京大兴等 11 个实验场选取 26 个实验点进行了示踪剂投放

实验；进行了优先流对地下水补给影响的实验研究，为研究和估算华北平原浅层地下

水补给量奠定了基础。建立了用于区域饱和-非饱和水流运动模拟的数值模型，模型中

考虑了降雨、蒸发、截留、土地利用、根系吸水、潜在地下水补给和地下水补给等均

衡要素，所采用的计算模式可大幅度提高非饱和-饱和耦合模拟的计算效率，为区域浅

层地下水补给模拟提供了新的计算工具。应用华北平原的土壤和水均衡数据，模拟了

不同包气带厚度条件下的地下水潜在补给量和地下水补给量，得到了对于华北平原区

浅层地下水补给量受包气带厚度及土壤岩性影响不大的概念，浅层地下水补给量主要

决定于区域作物腾发量和地表得到的水量（灌溉量+降雨量）。应用和改进了地下水潜

在补给量计算的 Infil3 模型，计算了典型区（石津灌区）的地下水补给量，在有实验

观测的点上，与示踪剂测量结果拟合良好。该模型可用于分析华北平原区地下水补给

量的估算，同时可用于估算土地利用、种植结构调整、气候变化、城市化等因素的变

化对浅层地下水补给量的影响分析。 



                                                       2011 年报 

− 11 − 

4.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巨型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编号：2009BAC56B02 

研究期限：2009.06～2012.06 

项目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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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进展：该项目针对三峡梯级和清江梯级水库群开展确定性优化调度研究，较

常规调度，可增加年均发电量 59.92 亿 kWh（5.7%）。开展了水库调度近似最优解及

近似最优域研究。针对传统水库调度仅得出最优决策，而在应用层面，近似最优也可

为工程人员接受这一问题，提出了水库调度近似最优解问题与算法；系统性的开展了

水库(群)调度规则编制方法研究。包括针对单一水库，基于模拟优化算法，研究了三

峡水库汛末蓄水的多目标调度规则，可在不增加防洪风险的前提下，增加汛末发电量

17.4%；将该方法扩展到梯级水库群。基于聚合分解原理，研究了清江梯级水电站联

合优化调度图，较原设计可提高发电量 2.62%，较多元线性调度规则也可提高稳健性

能；开展了水文气象统计降尺度耦合技术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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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江流域、清江流域开展了实例研究，分析气候变化影响下的

水资源演变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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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岩石力学及地基基础 

项目编号：50725931 

研究期限：2008.01-2011.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项目主持：周创兵 

结题概述：本项目建立了爆炸荷载、开挖瞬态卸荷与围岩应力重分布的耦合作用

的分析模型，揭示了动力与静力耦合作用下深部岩体的损伤机制，提出了岩体 EDZ

分布特征的定量分析方法。提出了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理论框架，建立了岩土体多

相流 THM(3+X)耦合数学模型。提出了稳定渗流自由面的 2 个基本几何性质，在变形

体离散元的框架内，提出了模拟岩石等准脆性材料破坏过程的连续-离散耦合分析方

法。提出了考虑围压效应的堆石体渗透性的修正 Kozeny-Karman 模型，建立了堆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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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变形与非稳定渗流耦合模型，为高堆石坝水力耦合分析及湿化变形分析提供了

分析模型。发展了考虑开挖过程的三维边坡稳定性强度折减分析方法，提出采用位移

变化率与折减系数之间的关系曲线作为收敛准则。 

6. 国家基金重点项目：涝渍灾害产生机理与减灾方法研究 

项目编号：50739003 

研究期限：2008.01～2011.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参加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项目主持：谈广鸣 

结题概述：本项目自 2008 年 1 月实施以来，在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丫角排灌试验站、五道沟水文水资源观测站等 6 个试验点进行了为期 4 年的

涝渍灾害试验与暴雨径流资料的收集工作，从涝渍灾害致灾因子时空变化规律、承灾

体响应规律以及排水区产汇流规律三个方面系统研究了涝渍灾害产生机理，从涝渍灾

害综合控制标准、排水标准的合理衔接以及大型排区除涝排渍工程控制运用及风险评

估三个方面研究了涝渍灾害的减灾方法。本项目建立了农田排水区涝渍胁迫条件下作

物产量损失的机理模型，建立了城排区基于 GIS 的能模拟城市内涝水动力学过程及评

估人身与车辆等财产安全程度的二维模型，揭示了农田排水区土壤水分控制条件下的

径流形成规律，提出了涝渍灾害综合控制标准的确定方法，系统分析了大型排区内多

级排水系统相互作用的机制，提出了除涝排渍工程运用规则。 

7. 国家基金重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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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主持：周创兵 

研究进展：通过扩展Darcy定律并将溢出面边界条件定义为Signorini型边界条件，

建立了定义在全域上的有自由面非稳定渗流问题的抛物型微分方程的初边值问题，进

而建立了与之完全等价的抛物 Signorini 型变分不等式提法。基于连续介质力学原理和

混合体理论，建立了边坡土体固-水-气三相耦合数学模型。建立了 31 个典型滑坡组成

的滑坡数据库，基于滑坡数据库、工程类比和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开发了滑坡实例推理

系统。提出了解决具有高度非线性、隐式极限状态方程的岩土结构物可靠度分析问题

的随机响应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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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家基金重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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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2011 年度计划完成了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的表征与曲面构

建、不同比转速的水泵水轮机模型全特性曲线的收集和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的

变化规律初步探讨等内容。而且在基于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的过渡过程数学仿

真和基于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的非线性控制策略两方面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 

2.3  团队项目进展 

2011 年 12 月 28 日，实验室召开研究团队项目工作总结会，11 个研究团队（团队情

况见表 2-3）分别对照团队建设申请书，分析了各自团队的任务完成情况，对 2009－2011

年三年的研究进展与成果进行了总结，并汇报了下一步研究工作和目标任务。方向学术

带头人杨金忠、李义天、陈胜宏、杨建东等分别就各自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总结，实验室

主任谈广鸣做了总结发言。通过总结可以看出，各团队总体上完成了阶段研究目标，三

个研究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大幅增长，四个研究团队取得了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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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团队研究项目情况汇总表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团队成员 经费 类别 研究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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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  湘、陈  华、刘  攀、陈森林、高似春、

董前进、艾学山、许崇育、章四龙、郭海晋、

陈桂亚 
165 重点项目 2009−2012 

2 WH2009C002 变化环境下水资源时空分布模拟及预测 熊立华 谢  平、张  翔、胡铁松、张利平、林  琳 160 重点项目 2009−2012 

3 WH2009C003 排水农田物质运移理论及应用基础研究 王修贵 
杨金忠、黄介生、王  康、史良胜、刘川顺、

洪  林、谢  华、黄  爽、王晓红 170 重点项目 2009−2012 

4 WH2009C004 水肥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邵东国 
茆  智、崔远来、伍靖伟、罗金耀、董  斌、

管光华、顾文权、李小平、罗  强、邱元锋 155 重点项目 2009−2012 

5 WH2009C005 非恒定流输沙动力学 曹志先 陈  立、余明辉、张小峰、梁秋华 155 重点项目 20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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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义天、谈广鸣、邓金运、孙昭华、张  为、

舒彩文 175 重点项目 2009−2012 

7 WH2009C007 
水电工程岩体开挖、锚固设计理论及施工技

术 
卢文波 

陈胜宏、汪卫明、陈  明、舒大强、何  真、

傅少君 175 重点项目 2009−2012 

8 WH2009C008 高坝结构安全与优化理论及施工仿真 常晓林 
胡志根、伍鹤皋、周伟、赖国伟、刘  全、

苏  凯、刘数华、刘杏红、楚锡华 170 重点课题 2009−2012 

9 WH2009C009 
水电工程高边坡稳定性演化与风险调控理

论 
李典庆 

周创兵、陈益峰、姜清辉、荣  冠、肖  明、

陈俊涛、邵建富、井兰如、张利民 180 重点项目 20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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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忠东、曾玉红、杨中华、李  丹、陈大宏、

赵明登 145 重点项目 20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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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东、程永光、邹秀芬、李进平、纪兴英 170 重点项目 20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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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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系统性的开展了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算法及应用研究。在分析梯级电站短期优

化调度的数学模型和 PSO 算法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基于 IPSO 算法的梯级电站短期优

化调度方法，以提高了算法的收敛性能，并保证种群的多样性；针对三峡梯级和清江

梯级水库群开展确定性优化调度研究，提出了优化调度方案；基于统计图形和最大熵

方法对入库洪水预报误差分布规律进行了研究，采用 D-S 证据理论方法对水资源合理

配置方案进行了综合评价，利用改进多智能体遗传算法（MAGA）对水污染控制规划

问题进行优选。 

2. 开展了水库调度近似最优解及近似最优域研究。针对传统水库调度仅得出最优

决策，而在应用层面，近似最优也可为工程人员接受这一问题，提出了水库调度近似

最优解的定义；给出了基于近似最短路径、遗传算法以及 MCMC 等三种寻求近似最

优解的算法；经比较 MCMC 方法效率最高。 

3. 系统性的开展了水库(群)调度规则编制方法研究。针对单一水库，基于模拟优

化算法，建立了三峡水库汛末蓄水的多目标调度规则，可在不增加防洪风险的前提下，

增加汛末发电量；针对多年调节水库优化调度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采用对调度线

条数、位置和调度区出力的预设-逐步寻优技术，对水库优化调度图进行绘制，分析不

同时期不同来水条件下，多年调节水库的最优运行方式；将该方法扩展到梯级水库群。

基于聚合分解原理，研究了清江梯级水电站联合优化调度图，较原设计可提高发电量，

较多元线性调度规则也可提高稳健性能。 

4. 开展了水文气象统计降尺度耦合技术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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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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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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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对多闸坝河流水质水量联合调度进行了研究，分析了闸坝群多目标联合调度数

学模型建立与算法，探讨了闸坝群多目标联合调度情景分析与调度方案生成及联合调

度模块子系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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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变化环境下水资源时空分布模拟及预测研究团队 

1. 变化环境下区域水资源变异问题研究。系统地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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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变异归因等问题，提出了基于非

线性趋势分析、小波分析和希尔伯特—黄变换的地表水资源评价方法；提出了基于降

雨径流关系的水资源变异归因分析方法；提出了基于基尼系数的水文年内分配均匀度

变异分析方法。利用相关系数描述序列与周期分量的相关性大小以及表征序列周期变

异程度的特性，提出了一种专门针对周期的变异分级方法。 

2. 研究了三峡水库对宜昌水文站水文干旱情势的影响。构造了宜昌水文站

195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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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0

年)对宜昌水文站水文干旱情势有一定加剧作用。 

3. 提出了基于水循环的流域水环境系统可恢复性的概念，建立了水环境系统可恢

复性评价指标体系与可持续利用管理模型，进行了水质水量联合调度风险分析。 

通过对水资源量的可再生性、水域纳污能力、水体自净能力和环境治理水平等方

研究面，建立了流域水环境系统可恢复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水环境系统的恢复速

率，采用 Logistic 模型和 Scheafer 模型，建立了水环境可持续利用管理模型。综合分

析了影响水质水量联合调度的不确定性因素，提出了基于 Copula 函数的水质水量联

合调度风险分析方法，为流域防污标准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方法。 

4. 提出了基于模拟-优化模式的混联供水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规则求解框架。首

先，通过构建虚拟聚合水库，编制联合调度图，以做出水库群对各用水户的供水方案；

其次，通过优化成员水库供水任务分配因子，并结合供水水库群常规调度规则，实现

共同供水任务在水库间的优化分配。采用改进粒子群算法（NSPSO）对观音阁-葠窝-

汤河水库群联合供水调度模型决策变量（联合调度图调度线位置和成员水库供水任务

分配因子）进行多目标优化，分析联合供水调度过程中目标之间的竞争关系，检验联

合调度规则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以及 NSPSO 算法的优化效率。 

5. 针对双库库群联合供水调度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二维水库调度图的水库群联

合供水优化调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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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排水农田物质运移理论及应用基础研究团队 

围绕排水农田物质运移理论及应用基础研究，结合国家十二五支撑计划、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分别在内蒙古河套灌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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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了描述作物对氮磷的吸收规律的数学方法、水分和氮磷在区域土壤中的转

化运移规律，建立了土壤中氮磷迁移的数学模型和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了农田中不同

作物、土壤、生长期、肥料利用和管理模式对氮磷地表径流流失的影响，并提出了相

应的优化管理模式和灌溉条件下减少氮磷淋滤和流失的控制措施。通过研究，对灌溉

排水条件下田块尺度的氮磷转化运移规律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对农田氮磷的去向及

其分配得出定量的估计。 

2. 针对大型灌区农田排水及其面源污染问题，提出了综合考虑作物产量、减少养

分流失和面源污染及农田水分高效利用的作物涝渍灾害的最佳水位控制标准和排水

出口控制水位准则。 

3. 针对节水灌溉条件下的盐渍化防治问题，提出了干排水控制土壤盐渍化模式，

综合运用长期历史水盐动态观测数据、大区域野外实验、区域水盐均衡、数值模拟、

遥感等多种手段论证了干排水控盐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并建立了以气候、耕荒比、地

下水适宜埋深为主要因素的干排水系统计算理论框架；针对北方冻融地区的排水系统

问题，所制定的季节性冻融地区排水沟设计标准首次考虑了冻融过程对排水沟设计的

影响。 

4. 通过理论和实验研究，建立了高效的非均匀介质中地下水和溶质运移数值模

型；建立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模型；建立大型地下水问题的多尺度算法 

5. 通过测坑实验，揭示了涝渍综合影响条件下氮素在土壤中的分布规律，跟踪了

棉花在涝渍条件下干物质积累的过程，建立了涝渍影响条件下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的

动态生产函数。 

6. 通过内蒙盐碱土、湖北的潮土、红壤土和黑龙江的黑土分析，揭示了不同土壤

的酸碱性和矿物物质含量对重金属吸附能力的影响；通过不同土壤中生物碳含量和施

加量的影响对比实验，揭示了生物碳对土壤性质的影响以及对土壤吸附重金属的影

响，提出了降低土壤中重金属活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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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水肥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研究团队 

深入系统地研究水肥耦合效应及其调控方式，揭示土地利用与农业生产等复杂环

境变化下农田、灌区乃至流域不同尺度的水肥利用规律及其环境效应，对合理调控农

田水肥状况，对保障作物高产稳产，提高水分生产效率，解决农业水资源短缺、化肥

使用量大而利用率低、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团队 2011

年开展了以下内容研究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1. 节水灌溉条件下不同尺度的水肥盐耦合运移机理及规律。以河套灌区为典型

地区，运用区域监测数据、田间试验监测、地下水肥盐运动模拟、遥感等手段研究了

节水条件下的水盐动态，发现节水对灌区水盐动态产生显著影响，地下水位下降、排

水排盐减少，区域积盐严重，灌区存在潜在盐渍化威胁；提出了适合河套灌区及类似

地区的秋浇淋洗制度、干排水控盐机制以及适合季节性冻融地区的排水设计要素。通

过大量实验和理论推导，得到了含盐量影响土壤蒸发量的初步规律和影响理论表达

式，并且发现土壤容重影响土壤物理水力特性具有一定规律，进行土壤水动态模拟时

必须考虑这一影响，对现有的土壤水力特性模型进行改进。 

2. 农业用水效率的尺度效应及转换方法。初步揭示了海河流域从田间到流域多个

尺度的农业用水效率及其尺度效应，并以石津灌区为对象，运用土壤水地下水运动原

理建立了推求水分循环通量的区域水分循环模型；研究了不同空间尺度及水文年度水

分生产率等指标的变化规律及其提高的机理，揭示了不同尺度之间水分转换规律和节

水灌溉的尺度效应。 

3. 水稻节水高产减污技术。通过开展田间和灌区尺度不同灌溉排水模式及施肥量

耦合作用下水分平衡、氮磷平衡试验研究，构建了灌区分布式水文模型，研究提出了

简便实用的水稻干湿交替节水灌溉与配套的施肥技术。 

4. 农业水肥流失机理及其排水再生利用技术。通过湖北省漳河多塘灌溉系统水氮

平衡观测试验，开展了不同灌溉排水模式及施肥量耦合作用下水分平衡、氮磷平衡、

氮磷排放及排水再利用的试验研究，根据不同降雨与土地利用条件，建立了区域面源

污染物迁移模拟模型，得出了不同降雨、土地利用与灌排调控方式下区域产水产污过

程，提出了水肥资源高效利用生态调控指标与标准等，为揭示灌区复杂环境下大区域

尺度水量转化及氮磷等农业面源污染迁移转化的分布式模拟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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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非恒定流输沙研究团队 

在水沙动力学基础理论、暴雨山洪、坝堤溃决洪水研究方向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概述如下。 

1. 冲积河流多重时间尺度理论、非恒定流输沙机制与数学模拟理论。近年建立

了冲积河流多重时间尺度理论(涉及悬移质、推移质等问题)，对非恒定流作用下非饱

和与饱和泥沙数学模型进行了比较研究，并研究了悬移质和推移质运动的恢复饱和距

离，这些都是针对均匀沙问题。本年度，我们开始对挟带非均匀推移质泥沙的冲积河

流过程数学模拟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基于河床表面特性的交换模式，并用国际上

典型试验和野外观测数据进行了检验。 

2. 坝堤溃决致灾过程预报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1）梯级溃坝洪水的渐进增

强机制。揭示了梯级大坝溃决洪水的渐进增强机制，且峰值水位出现时间可能提前。

梯级大坝溃决洪水下游峰值水位可能显著高于单个坝体溃决洪水（R>1），并随梯级

大坝之间的间距（L）、相对坝高（RH）、初始相对水深（Rh）而显现明确的规律。这

与前一个年度进行的梯级滑坡坝体溃决洪水研究所揭示的渐进增强机制类似。该方

向的研究具有显著的创新意义，为预报溃坝水沙灾害的发生、发展及其时间、空间

演化过程、科学地制定防灾减灾预案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2）.堤防溃决水沙运动

试验与数学模拟。无粘性土堤漫顶溃决溃口区域水力参数变化过程基于弯道水槽概

化试验成果，建立相应的平面二维数学模型对无粘性土堤漫顶溃决洪水演进过程进

行计算和验证，为三维数学模型提供计算条件。通过三维数学模型对溃口区域壁面

剪切应力分布及压力分布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研究溃口发展力学机理。（3）水动

力作用下塌岸过程与输沙试验研究。试验结果显示，水流冲刷过程中河岸破坏是水

流淘刷河岸坡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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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坡的崩退模式、速度以及稳定后的形态与水流的流速分布特别是近岸流速

关系密切,流速越大岸坡越趋平缓，崩塌体在河床上的淤积率越小。岸坡冲刷坍塌后

坡脚处泥沙颗粒级配较初始泥沙颗粒级配以及坡顶处为粗。河床的可动性加剧了岸

坡的崩退速度以及崩塌体在河床上的淤积率。当河床及岸坡均可动时，由于水流结

构随时随河道边界条件调整，如凹岸坡脚的冲刷导致水流进一步贴岸的趋势，水流

贴岸又加大了岸坡冲刷坍塌的幅度。 

3. 异重流耦合数学模拟研究。建立了深度积分平均二维水沙耦合数学模型，经过

一系列试验观测数据检验后，应用于研究黄河小浪底水库异重流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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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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 

重点围绕三峡水库蓄水后长江口入海水沙通量变化，河口段水动力学过程变化进

行了研究。同时还对荆江河岸土体组成及力学特性、黄河下游洪水演进等问题进行了

研究。具体研究进展概述如下： 

1. 长江中下游及河口水沙数学模型。建立长江中下游数学模型对研究长江口入海

水沙通量和河口段水沙输移规律等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建立的数学模型为宜昌~大通

一维水沙数学模型、大通~徐六泾一维非恒定水沙数学模型、河口段徐六泾以下平面

二维水沙数学模型。 

2. 长江口入海水、沙通量变化特征及发展趋势。本项研究采用实测大通站水沙资

料利用多种水文学统计方法分析了入海水沙通量的突变性、趋势性和周期性，其后利

用一维水沙数学模型对大通站入海分组沙输移过程进行预测。该项研究对研究河口区

水流结构变化、泥沙沉浮规律、盐水入侵及河口地貌变化等有重要意义。关于三峡水

库调蓄前后大通站水、沙通量的定量研究，对河口水、沙、变化规律和机理研究，以

及地貌变化等研究有重要意义，为后续长江口水动力变化、盐淡水交汇以及其他课题

的研究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长江近河口段水动力变化过程研究。得到潮流界和潮区界的基本变化规律为：

年内界面位置随径流增加而下移，随潮流增加而上溯；年际间界面位置受径流、潮流、

地貌变化和海平面等影响。对潮区界与潮流界位置判别方法进行改进，利于揭示典型

径流和潮流改变对界面位置迁移规律的影响。得到了多因素影响下潮区界和潮流界迁

移规律，该项工作为进一步深入揭示径流变化、河道形态调整双重作用下的潮区界、

潮流界迁移规律打下了基础。提示了重大水利工程影响下界面变化过程。 

4. 荆江河段典型二元结构河岸的土体组成与力学特性研究。首先分析了三峡水

库蓄水前后沙市和石首河段崩岸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现场取样与室内土工试验，

较全面地分析了崩岸土体组成及力学特性，并定量解释了荆江河段典型二元结构河岸

崩塌较为严重的两个原因。 

5. 黄河下游二维水沙耦合数学模型。首先建立了基于无结构三角网格下的二维水

沙耦合模型；同时利用 Roe-MUSCL 方法以及时间方向的预测-校正格式，使模型在时

空方向具有二阶计算精度。该模型可以模拟黄河下游高含沙洪水在复杂地形及边界条

件下的演进过程；同时考虑泥沙输移与河床变形对洪水演进过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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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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 

1. 复杂岩体 E-HM 耦合机理研究。基于单裂隙非饱和渗流入侵概念模型，提出

了单裂隙非饱和渗透饱和度与毛细压力及相对渗透系数本构关系。为考虑 HM 耦合特

性，提出了完备的法向变形本构方程应满足的三个基本条件，采用柔度变形法建立了

节理法向变形三参数本构模型。建立了考虑峰后剪胀、剪切软化和渐进渗流特性的岩

石结构面渗透特性演化模型和渗流广义立方定理，基于直接均匀化原理建立了裂隙岩

体在水力强耦合条件下考虑峰后力学特性的渗透张量演化模型，阐述了裂隙岩体渗流

的多尺度效应。提出了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理论框架，建立了岩土体多相流

THM(3+X)耦合数学模型。 

2. 复杂岩体变形、渗流及 THM 耦合数值模拟研究。提出了稳定渗流自由面的 2

个基本几何性质，即其在任一均匀介质内部必连续光滑且不可回弯，除非自由面穿过

渗透特性相差悬殊的介质之间的界面，为稳定渗流分析成果的合理性判别提供了直观

理论依据；建立了非稳定渗流问题的抛物 Signorini 型变分不等式方法，从理论上消除

了渗流溢出点的奇异性和数值计算的网格依赖性；基于排水孔幕的边界特性，提出了

含排水孔幕渗控结构数值模拟的子结构-变分不等式-自适应罚函数（SVA）方法；在

变形体离散元的框架内，提出了模拟岩石等准脆性材料破坏过程的连续-离散耦合分析

方法。 

3. 复杂岩体变形和稳定性分析方法研究。提出了解决具有高度非线性、隐式极限

状态方程的岩土结构物可靠度分析问题的随机响应面法，将随机响应面法和常规有限

元法有机结合提出了岩土结构物变形与稳定可靠度分析的非侵入式随机有限元法，在

可靠度理论应用于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基于岩土结构物多种破坏

模式，建立了含有多失效模式的岩土结构物系统可靠度分析的概率故障树模型。提出

了岩土结构物系统可靠度计算的 N 维等效方法，解决了多失效模式相关的岩土结构物

系统可靠度分析的难题。 

4. 基于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理论研究。形成了河谷边坡稳定性演化与动态调控

的学术思想和分析方法，提出了河谷边坡“自然-工程”耦合的稳定性演化模式，建

立了集自然演化、工程作用、监测反馈、动态调控、预测预报及风险评估为一体的河

谷边坡变形和稳定性系统分析与调控方法。提出了考虑边坡变形成因机制的数学预测

模型和反演分析方法，建立了“实例推理和稳定状态识别”相结合开挖边坡综合预警

方法和安全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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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高坝结构及施工研究团队 

1. 高坝结构研究。在 4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连续资助下，在变形体离散元

的框架内，提出了一个模拟岩石等准脆性材料破坏过程的连续-离散耦合分析方法。

将岩石离散为实体单元和无厚度界面单元，假定损伤和断裂只发生在界面单元上，

实体单元只产生弹塑性变形。采用带拉伸截断的 Mohr-Coulomb 准则作为界面单元

的破坏准则和标量损伤描述界面单元刚度的退化，删除完全失效的界面单元以显式

地模拟岩石的开裂，开裂后采用离散元方法处理实体单元的接触关系。岩石单轴压

缩和双轴压缩的数值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反映岩石在加载过程中的线弹性、非

线性、软化和残余 4 个阶段；能显式地模拟微裂缝的萌生、扩展直至形成宏观裂缝

的全过程。 

2. 堆石体的细观变形机理研究。考虑堆石体真实形状和高应力集中作用下的颗粒

破碎效应，提出了堆石体的三维随机不连续散粒体模型，并通过大型室内三轴试验数

据验证。在高重力坝坝基应变局部化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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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推导了新的一致切

线模量矩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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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巨型机组蜗壳承载机理，探讨了机组蜗壳不同埋设

方式对蜗壳与外包混凝土之间的接触滑移和传力机制的影响规律。基于国内大力发展

抽水蓄能电站的导向，构建基于 HM 耦合效应的开裂混凝土衬砌渗透模型和高渗透水

压力条件下的隧洞水力劈裂组合模型，研究隧洞衬砌与围岩的有条件联合承载特性。

采用 C#语言研发了水电站贴边钢岔管辅助设计系统 ，进一步完善了水电站钢岔管辅

助设计系统（目前已有月牙肋岔管和贴边岔管设计系统）。 

4. 水电站梯级建设环境下施工导流系统的洪水风险组成问题研究。在对上游已

建梯级、区间洪水、支流汇入、上游在建梯级和下游在建梯级等梯级建设环境主要

部分影响分析的基础上，计入上游水库调蓄、区间河槽调蓄等影响，考虑天然洪水、

上游梯级泄流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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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流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等因素，按影响次序叠加得到河流洪水特性，以洪水下泄

过程模拟为主要的因素耦合方式，建立了梯级建设环境下水电工程施工洪水风险测

度模型。 



                                                       2011 年报 

− 23 − 

2.3.9  水电工程岩体开挖锚固设计理论及施工技术研究团队 

针对大型水利水电工岩体开挖锚固设计施工，结合二项“国家”973“课题、一

项”十一五“支撑计划项目及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开展了岩体开挖与、渗流

控制过程数值模拟仿真理论与方法、高地应力条件下岩体开挖扰动机制及力学效应方

面的系统研究，取得的主要研究进展如下： 

1. 裂隙岩体渗流分析复合单元法研究。建立了裂隙岩体渗流分析的复合单元法体

系，采用复合单元技术模拟岩体裂隙及排水孔，实现了复杂岩体渗流场的精细分析。

基于现场压水试验结果，建立了裂隙岩体渗透张量的反演分析方法。 

2. 岩石边坡地震稳定分析研究。建立了岩石边坡地震稳定时程分析的块体单元

法，将粘弹性人工边界条件与块体单元法相结合，模拟地基的弹性恢复能力和地基对

散射波能量的吸收，从而消除波动在计算区域边界上的反射。建立了岩质边坡开挖过

程动态仿真分析的块体单元法，采用切割算法实现了开挖过程中块体系统的动态识

别，提出了动态开挖过程中的开挖荷载计算方法，提高了块体系统识别及岩质边坡开

挖过程仿真分析的计算精度和速度。 

3. 高地应力区碉体开挖爆破振动我研究。建立了高地应力条件下深埋洞室爆

破振动的等效模拟方法，经与实测振动相比，具有较好一致性；比较了深埋洞室爆

破振动与露天台阶爆破振动的幅值及频谱衰减的不同特性，为爆破振动控制提供了

新思路。 

4. 深埋洞室开挖围岩扰动机制研究。基于瀑布沟地下厂房高边墙变形突变的实测

资料，利用理论分析和有限元数值模拟，分别计算了高地应力准静态和动态条件下地

下厂房开挖卸荷引起的厂房高边墙的水平向位移变化规律。依托锦屏二级引水隧洞工

程，研究了深部岩体爆破开挖损伤特性。结果表明，引水隧洞开挖引起的围岩应力

重分布是围岩损伤的主要原因，爆炸荷载和应力重分布的耦合作用将增大引水隧洞

围岩损伤区范围；考虑开挖荷载瞬态卸荷动态损伤效应的损伤区范围最大，较单独

考虑围岩地应力准静态重分布所导致的损伤深度平均增大近 1 倍。 

5.岩体开挖能量释放机理研究。采用数值计算方法，比较了钻爆和 TBM 开挖条

件下围岩总体能量的调整过程，从能量释放的角度讨论了深埋隧洞施工期的围岩稳定

问题。研究表明，钻爆开挖时围岩能量释放呈现明显的动力特征，且开挖进尺越大，

动力特征越明显；在同等条件下，全断面钻爆开挖所导致的围岩释放能量的大小和速

率均较 TBM 开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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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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水轮机复杂流场研究。研究结果表明：Transition SST 模型对网格的适应性更

好，在不同网格尺度下预测的压力脉动主频、振幅与实验结果吻合更好；三种改型泄

水锥均能改变尾水涡带的形态，使特殊压力脉动带变窄，圆头型泄水锥对减小尾水管

压力脉动的综合效果最好；改型泄水锥对尾水涡带引起的低频压力脉动影响明显，但

对动静干扰引起的叶片频率压力脉动影响不明显；尾水涡带是复杂的组合涡带，由立

面的卡门涡街和水平面的偏心旋转涡合成，改型泄水锥主要是影响立面的卡门涡街，

进而改变尾水涡带的形态。 

2. 射流数值模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DKSM 对纵向速度、速度半宽以及最大

速度的衰减的模拟更加有效。对紊动相干结构，脉动速度的概率密度函数等进行了分

析，更清晰地揭示了射流的紊流特性。采用 2D RNG k ε− 模型结合动网格技术对淹没

射流引起的局部冲刷进行了数值模拟。采用量纲分析方法，得出了描述冲坑深度的特

征长度表达式，该半经验公式可用来对冲坑深度进行预报。 

3. 复式断面河道水力计算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能量观点的顺直复式河道流

量计算模型。分析了复式河道中的能量损失和传递机理，用表观切应力来表示滩槽间

的动量传递。采用四种典型的表观切应力计算公式来验证提出的模型，结果表明表观

切应力的计算精度决定了模型预测的准确性。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对复式断面边滩

和主槽间的表观切应力进行了预报，预报的结果与实测值能够较好吻合。 

4. 植被水流水动力学特性及污染物扩散特性研究。研究表明大涡模拟可以用来模

拟植被水流的流动结构，垂向上速度分布呈现出明显的 J 型分布，植被的存在导致在

垂向上出现尾涡，尾涡的影响范围与速度分布在垂向上的分布的趋势是一致的。非淹

没植被水流的拖曳力与弗汝德数成反比。综合考虑部分植被存在时矩形河槽紊动水流

二次流的作用，建立了紊流动量方程。研究表明，在不同水流条件下的二次流强度系

数具有相同的数量级。为验证分析解的正确性，在实验室采用 MicoADV 测量了部分

植被化矩形河槽水流的流速分布。数值解与实验资料和日本学者的相关实验资料的对

比表明，本文给出的方法可以准确预测部分植被化矩形河槽紊流水流的水深平均流速

分布。湿地系统的水力停留时间是对湿地进行有效管理和利用的一个重要参数，以氯

化钠为示踪质，对不同流速以及不同植被情况下的人工表面流湿地系统进行示踪实

验，通过测量水体电导率的变化来反映示踪质浓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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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水泵水轮机全特性及抽水蓄能电站过渡过程研究团队 

围绕抽水蓄能电站、流体力学数值计算方法和新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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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与曲面构建研究。从水泵水轮机全特性模型

试验实测数据点入手，首先构造各条开度线的三次非均匀 B 样条空间曲线；得到呈矩

形分布的型值点阵，在此基础上利用双三次非均匀 B 样条插值曲面反算理论构造水泵

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通过曲面插值得到任意开度线的空间曲线的 B 样条函数。采

用非均匀有理 B 样条(NURBS)函数结合优化算法拟合空间曲面，重构三维数据。 

2. 水泵水轮机的“S”特性研究。研究中采用 SST k-ω模型对不同导叶开度下的

小流量水泵水轮机的水轮机工况进行数值计算,首次获得了水泵水轮机“S”区特性单

位转速与单位流量的关系曲线，所得“S”特性曲线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同时分析了影响水泵水轮机“S”特性的转动域流动特征。在以上数值模拟的基础上，

针对数值模拟方法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一种对水泵水轮机“S”特性数值模拟的计算

结果的数学修正方法。 

3. 基于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的过渡过程数学仿真研究。研究一维特征线

法和三维 CFD 方法边界处理的规律，提出并验证了一维与三维方法耦合的三种途径；

通过对低马赫数可压缩流体流动特性的分析，提出并比较了给定水体密度随压力变化

关系、修改理想气体状态参数两种在 Fluent 软件上定制三维水锤计算模型的方法。 

4. 格子 Boltzmann 方法及其流固耦合算法研究。提出粘性抵消法来使常规的格

子 Boltzmann 模型能模拟较小粘性的流动，即在有限网格下模拟高雷诺数流动。根据

二维浅水波方程的特点，建立了计算二维明渠非恒定流的格子 Boltzmann 模型；通过

对一维溃坝波和二维溃坝波的模拟，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和 GPU 计算的可靠性与高

效性。提出了一种基于浸没边界法和格子 Boltzmann 方法的，适合计算边界快速运动

和压力梯度较大的柔性结构流固耦合问题的算法。应用变形气球恢复验证了模型的准

确性和优越性。 

5. 风力机替代数学模型的研究 .。利用 FLUENT 中的用户自定义函数

(User-Defined Function，UDF)，在 FLUENT 中实现了风力机 Actuator-Disc 模型。通

过与 NASA Ames 风洞试验结果的比对分析，得出风力机 Actuator-Disc 模型在中低风

速下的模拟具有较高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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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学术论文 

2011 年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03 篇，其中发表在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等国

际期刊 SCI 论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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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篇。发表论文目录见附件 7.4。2011 年在有重要影响的学术

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曹志先教授在 ASCE 等期刊发表 SCI 学术论文 5 篇；夏军强

教授发表 SCI 学术论文 4 篇，其中一篇发表于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and Software

（26(8): 987-998，2011）期刊的“Numerical assessment of flood hazard risk to people and 

vehicles in flash floods”文章影响因子达到 2.9，且该文章发表 3 个月内同期文章中下载

次数最多；李典庆等发表于 Computers and Geotechnics（2011, 38(1): 58-68）的论文

“Stochastic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for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rock slopes involving corre-

lated non-normal variables”，连续 9 个月被列为 Elsevier 出版社 25 篇最热门的论文之

一。以下是在五个研究方向中选取的 8 篇重要论文的摘要。 

1. Deriving optimal refill rules formulti-purpose reservoir operation. 

Xinyuan Liu, Shenglian Guo, Pan Liu, Lu Chen, Xiang Li.  《Water Resources Man-

agement》，2011,25(2): 431-448.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deriving optimal refill rules for a multi-purpose reservoir, 

and aims to maximize utilization benefit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flood control safety. The 

entire flood season is divided into multiple sub-seasons (i.e. pre-flood season, main-flood 

season and post-flood season). By advancing the start of the refill period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post-flood season, seasonal design flows during the new refill period are estimated. A 

multi-objective refill operation model is proposed by combining flood control and conser-

vation together. The simulation–optimization-test framework and hybrid multi-objective 

genetic algorithms are developed and used to optimize the rule curves. China’s Three 

Gorges Reservoir is selected as a case study and the appl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

posed model can increase the hydropower generation by 17.4%, decrease spilled water by 

43.9%, and improve the refill probability greatly without decreasing the flood control 

standard and navigation probability during the refil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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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riving multiple near-optimal solutions to deterministic reservoir operation problems. 

Pan Liu, Ximing Cai, Shenglian Guo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2011.47(8), W08506 

Abstract: Even deterministic reservoir operation problems with a single objective function 

may have multiple near-optimal solutions (MNOS) whose objective values are equal or 

sufficiently close to the optimum. MNOS is valuable for practical reservoir operation deci-

sions because having a set of alternatives from which to choose allows reservoir operators 

to explore multiple options whereas the traditional algorithm that produces a single opti-

mum does not offer them this flexibility.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methods: the 

near-shortest paths (NSP) method, the genetic algorithm (GA) method, and the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CMC) method, to explore the MNOS. These methods, all of which 

require a long computation time, find MNOS us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reduce the 

computation time, a narrower subspace, namely a near-optimal space (NOSP, described by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bounds of MNOS) is derived. By confining the MNOS search 

within the NOSP, the computation time of the three methods is reduced. The proposed 

methods are validated with a test function before they are examined with case studies of 

both a single reservoir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in China) and a multireservoir system 

(the Qing River Cascade Reservoirs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MNOS exists for the deter-

ministic reservoir operation problems. When comparing the three methods, the NSP method 

is unsuitable for large-scale problems but provides a benchmark to which solutions of 

small- and medium-scale problems can be compared. The GA method can produce some 

MNOS but is not very efficient in terms of the computation time. Finally, the MCMC 

method performs best in terms of goodness-of-fit to the benchmark and computation time, 

since it yields a wide variety of MNOS based on all retained intermediate results as poten-

tial MNOS. Two case studies demonstrate that the MNOS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are useful 

for real-world reservoir operation, such as the identification of important operation time pe-

riods and tradeoffs among objectives in multipurpose reservoir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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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07/s00477-011-0507-3, 2011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we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scale finite element method 

(MsFEM) to groundwater flow in heterogeneous porous media. We investigate th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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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sFEM in qualifying the flow uncertainty.Monte Carlo simulation is employed to im-

plement the stochastic analysis, and MsFEM is used to avoid a full resolution to the spatial 

variable conductivity field. Large-scale flow with high variability is investigated by in-

specting the single re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functions of head and 

velocity. The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MsFEM depends on the ratio 

between the correlation length and the coarse element size. An accurate prediction to the 

velocity requires a much lower ratio than the head. The MsFEM has different convergence 

rates for the head and the velocity, while the convergence rates do not deteriorate as the 

variance grows. 

4. Multiple time scales of fluvial processes with bed load sediment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mathematical modeling. 

Cao, Z., Hu, P., Pender, G.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137(3), 267-276, 2011 

Abstract: Fluvial bed load transport is often considered to assume a capacity regime exclu-

sively determined by local flow conditions, but its applicability in naturally occurring un-

steady flows remains to be theoretically justified. In addition, mathematical river models 

are often decoupled, being based on simplified conservation equations and ignoring the 

feedback impacts of bed deform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So far whether the decoupling 

could have considerable impacts on the fluvial processes with bed load transport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This paper presents a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of both issues. The multi-

ple time scales of fluvial processes with bed load sediment are evaluated to examine the 

applicability of bed load transport capacity and decoupled models. Numerical case studies 

involving active bed load transport by highly unsteady flows complement the analysis of 

the time scales. It is found that bed load transport can sufficiently rapidly adapt to capacity 

in line with local flow because sediment exchange with the bed overwhelms the advection 

of bed load sediment by the mean flow. The present work provides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bed load transport capacity in most circumstances, which is underpinned 

by existing observations of bed load transport by flash floods. For fluvial processes with 

bed load transport, the feedback impacts of bed deformation are limited; therefore, decou-

pled modeling is, in this sense,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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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stimation of future coastal flood risk in the Severn Estuary due to a barrage. 

Xia JQ, Falconer RA,Lin BL and Tan GM  《Journal of Flood Risk Management》 

2011.4(3): 247-259. 

Abstract：The Severn Estuary is an ideal site for tidal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and the 

probability of coastal flood risk in the estuary will increase accordingly due to climate 

change. Therefore, it is significant to predict the future status of coastal flooding in this es-

tuary using various scenarios with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potential barrage con-

struction. An existing two-dimensional hydrodynamic model is outlined first. Three sce-

narios at the open seaward boundary are then presented. Finally, the model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hydrodynamic processes in the estuary using three boundary scenarios. Simu-

lated results show that (i) without the barrage, the maximum levels along the estuary could 

rise by 1.0–1.2m due to sea-level rise, and the effect of extreme sea levels on the distribu-

tion of maximum water levels would be noticeable only in the outer estuary reach; (ii) with 

the barrage, the maximum water levels could reduce by 0.5–1.2m upstream of the barrage 

even if a sea-level rise of 1.0m would occur by 2100, and extreme sea levels could not 

influence the distribution of maximum water levels upstream of the barrage; and (iii) the 

future flood risk in a small coastal floodplain would increase and the potential losses could 

reach d6.5M/year due to sea-level rise without the barrage, and it could be avoided com-

pletely if the barrage were to be constructed as proposed. 

6. Composite element algorithm for the thermal analysis of mass concrete: Simulation 

of cooling pipes. 

S.H.Chen，P.F.Su，I.Shahrou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merical Methods for Heat & 

Fluid Flow》  2011,21(4)：434–447. 

Abstract：Purpose – Pipe cooling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controlling the temperature 

in mass concrete.Since the temperature field in mass concrete containing cooling pipes is 

unsteady and three-dimensional, and there are huge quantities of the cooling pipes in the 

concrete, the study of efficient and reliable algorithm is crucial.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velop the composite element method (CEM) for the temperature field in mass concrete 

containing cooling pipes.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 Each cooling pipe segment is 

looked at as a special sub-element having definite therm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located 

explicitly within the composite element. By the variational principle, the governing equa-



                                                       2011 年报 

− 30 − 

tion for the composite element containing cooling pipes is established. Findings – One of 

the remarkable advantages of the method proposed is that each cooling pipe can be simu-

lated explicitly while the difficulty of mesh generation around cooling pipes can be avoided. 

Originality/value – The paper demonstrates how composite elements containing cooling 

pipes are degenerated to the conventional finite elements automatically when the first stage 

artificial cooling finished, and conversely, the conventional finite elements can also be 

transformed to the composite elements automatically when the second stage artificial cool-

ing started. The comparison of the numerical example using FEM and CEM shows the ra-

tional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7. A new parabolic variational inequality formulation of Signorini’s condition for 

non-steady seepage problems with complex seepage control systems. 

Yifeng Chen, Ran Hu, Chuangbing Zhou, Dianqing Li, Guan R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and Analytical Methods in Geomechanics》 2011, 35(9): 1034-1058  

Abstract：By extending Darcy’s law to the dry domain above the free surface and specifying 

the boundary condition on the potential seepage surfaces as Signorini’s type, a partial differ-

ential equation (PDE) defined in the entire domain of interest is formulated for non-steady 

seepage flow problems with free surfaces. A new parabolic variational inequality (PVI) for-

mulation equivalent to the PDE formulation is then proposed,in which the flux part of the 

complementary condition of Signorini’s type in the PDE formulation is transformed into nat-

ural boundary condition. Consequently, the singularity at the seepage points is eliminated and 

the difficulty in selecting the trial functions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introducing an adap-

tive penalized Heaviside function in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he numerical stability of the 

discrete PVI formulation is well guaranteed.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validated by the ex-

isting laboratory tests with sudden rise and dropdown of water heads, and then applied to 

capture the non-steady seepage flow behaviors in a homogeneous rectangular dam with five 

drainage tunnels during a linear dropdown of upstream water head. The non-steady seepage 

flow in the surrounding rocks of the underground powerhouse in the Shuibuya Hydropower 

Project is further modeled, in which a complex seepage control system is involved. Compar-

isons with the in situ monitoring data show that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well illustrate the 

non-steady seepage flow process during impounding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reservoir as 

well as the seepage control effects of the drainage hole arrays and drainage tu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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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sandy bed erosion by 2D vertical jet. 

HUAI WenXin, WANG ZengWu, QIAN ZhongDong, HAN YaQiong  《SCIENCE 

CHINA-Technological Sciences.E》 2011,54(12): 3265–3274 

Abstract：A two-dimensional numerical model of vertical jet scour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turbulent flow theory and jet scour mechanism. In this model, drag force acts as the main 

reference variable and the critical Shields number acts as the incipient motion criteria of 

sediment.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 in the bed caused by bed-load ransport is simulated us-

ing the moving mesh method and the suspended-load is not considered. An experiment inves-

tigating vertical clear water jet scour was conducted in the aboratory, and some effective ex-

perimental results, such as flow patterns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cour pits, were 

obtaine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2D jet scour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same parameters 

as were used in the flume experiment.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jet scour observed in the 

experiment was imulated by the new model; validation of the numerical model and the algo-

rithm was conducted. Semi-empirical formulas of the characteristic length of the equilibrium 

scour hole were deduc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2.5  出版学术著作 

2.5.1  出版学术著作 

表 2-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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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

制关键技术研究 
郭生练，李  响，刘心愿，  

戴明龙 
中国水利水电 

出版社 
563 千字 

2  长江水沙调控理论及应用 
李义天，孙昭华，邓金运，

张  为 
科学出版社 829 千字 

3  国际河流管理 谈广鸣，李  奔 
中国水利水电 

出版社 
296 千字 

4  湖北大坝 
常晓林，刘克传，杨启贵，

伍鹤皋，王  辉，廖仁强 
长江出版社 1080 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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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学术著作摘要 

1. 《三峡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关键技术研究》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进展。通过大量的

文献资料和三峡水库的应用示范，对设计洪水分析计算和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的关键技

术开展了研究。主要内容包括：长江上中游流域暴雨洪水特征；干支流洪水遭遇分析；

三峡水库设计洪水复核；汛期分期及分期设计洪水；汛期水位分期控制方案；汛限水

位动态控制的可行性、控制域和实时控制运用等。 

2. 《长江水沙调控理论及应用》 

本书重点介绍了作者及其研究团队 20 余年来长江水沙调控方面开展的工作和取

得的成果。全书以长江上游三峡库区与中下游河段（包括洞庭湖区在内）组成的相互

依存、相互作用的复杂江湖体系为对象，揭示了自然条件及工程作用下的江湖相互作

用机理，提出了多尺度水沙输移高效数值模拟技术，为江湖系统内局部治理与整体协

调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方法和调控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满足防洪、航运、发电及水

资源高效利用的优化调控技术。这些理论与技术在长江及类似流域的水沙调控方面具

有推广应用价值。 

3. 《国际河流管理》 

本书首次以国际河流管理为题，在介绍河流基本属性和河流管理基本理论与方法

的基础之上，结合国际河流的特点，尝试性地对国际河流管理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研究，

不单是分析国际河流存在的问题，更侧重研究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全书的主要内

容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为河流属性；第二章为河流管理；第三章为国际河流概况；

第四章为国际河流管理。 

本书可作为高校属地省时屡遭、国际法专业、外交学专业、测绘与遥感专业的教

材，也可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与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4. 《湖北大坝》 

本书主要介绍水电工程枢纽，列入了装机容量 10MW 及以上的全部已建和再建水

电站工程，对于装机小于 10MW 的水电站，只列举了少数有技术特点的工程。对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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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为主且装机 10MW 以下的工程没有专门介绍，只将大型水库列了一张表，作为参

考。本书力求介绍每个工程的技术特点及创新点，并附有照片和特性表，做到图文并

茂，便于阅读和参考。本书有关数据，大多数与已建成工程实际相符。少数来源于初

步设计报告，建设过程中可能有变化。 

2.6  研究成果获奖 

2.6.1  成果获奖情况 

2011 年实验室获主持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第二完成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1 项，省、部科研成果奖励 4 项，见表 2-4。 

表 2-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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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冲积过程联动机理与关键

调控技术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李义天（1）谈广鸣（2） 

谢鉴衡（5）孙昭华（6）
邓金运（7）张  为（9）
舒彩文（11） 

2  
工程爆破作业安全和有害效应

控制关键技术与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卢文波（2）陈明（8） 

3  
水利水电岩土工程可靠度分析

与风险控制方法 
高等学校自然科学一等奖 (1) 李典庆（1） 

4  
非均匀介质中水分及污染物运

移的随机理论 
高等学校自然科学二等奖 

(1) 杨金忠（1）王康（2） 

史良胜（3） 

5  
服役水工钢闸门结构健康诊断

及安全度评估方法研究 
大禹奖水利科技进步二等奖 (2) 李典庆（2) 

6  黄河流域水平衡关键技术研究 大禹奖水利科技进步二等奖 (2) 杨金忠(4) 王修贵(6) 

2.6.2  获奖成果简介 

1. 主持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江湖冲积过程联动机理与关键调控技术 

本成果属河流综合开发治理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世界上许多大河流域的通江

湖泊，水流分汇基本不受冲积过程影响。长江水沙丰沛，荆江洞庭湖区水旱灾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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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三口断流严重、碍航浅滩众多，水沙交换复杂程度居世界大河之首，除具其他

江湖系统的共性外，还表现出区域之间强烈的冲淤联动效应，导致水沙蓄泄关系改

变，造成不少水利工程难以正常发挥作用，甚至适得其反。如何使工程布置及运行

与江湖冲积过程相适应，一直是困扰流域规划治理的难题，也是三峡水库蓄水运行

的关键技术难题，国内外缺乏可借鉴的成熟理论和技术。本成果采用长期观测资料

分析、整体模拟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历经 20 余年系统研究，取得了以下创

新成果： 

(1) 揭示了江湖冲积过程联动机理：揭示了江湖系统内水位升降、分汇关系调整、

蓄泄能力变化、洪枯期滩槽变形等各种现象之间的联动关系及其对流域水沙变化的响

应机制，提出了江湖系统冲积状态转换临界条件，解决了江湖治理及工程运行的理论

难题，为长江上游水库调度，中游堤防设计与维护、蓄滞洪区建设、航道治理规划提

供了支撑。 

(2) 实现了江湖冲积过程联动的整体模拟：提出了河网非恒定水沙控制方程组的

汊点分组解法等，实现了江湖冲积过程的整体模拟；提出了阻力、挟沙力沿河宽分布

模式及适应复杂边界的数值格式，使主流摆动及滩槽变化模拟得以实现；研制了能同

时满足水沙输移动力主要相似条件的模型沙及高精度自动测控试验系统，实现了包括

荆江与洞庭湖的世界最大实体模型的成功运行。数值与实体模拟技术结合，突破了复

杂冲积水系内自然过程和工程效应均难以模拟的技术瓶颈。 

(3) 研发了蓄滞洪区分洪效果的判别技术：建立了堤垸溃决展宽、蓄滞洪区内外

水沙联通模式，实现了蓄洪区及进出流口门与河道水沙输移离散方程形式的同化，解

决了不同蓄滞洪区运行后江湖水沙输移变化特征无法判断、分洪效果无法定量判别的

难题，在 1995 年以来的历次防洪预案制定中应用。 

(4) 提出了非平衡状态下的航道整治参数与控导原则：综合水库及河道整治工程

等造成的水沙过程及河床变形动态调整特点，提出了各类碍航浅滩整治原则及整治参

数确定方法，解决了水沙过程突变前后不同类型河段航道治理难以平顺衔接和汛枯期

无法平稳过渡的难题，取得了良好整治效果。 

(5) 提出了综合协调各种用水矛盾的三峡水库蓄水运行方案：揭示了水库泥沙淤

积纵剖面调整的临界现象，提出了泥沙淤积及碍航浅滩变化的查询与插值方法，实现

了水库水沙联合优化调度，于 2002 年提出的优化蓄水方案，经三峡水库 175m 试验性

蓄水实践，有效协调了防洪、发电、航运及用水之间的矛盾。 

本成果不仅为水利工程与江湖冲积过程的相互适应奠定了理论和技术支撑，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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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模拟、防洪、航运及水库调度等方面首创了具有重要推广价值的关键技术，成果

整体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近三年创造发电、航运经济效益

9.8 亿元，多项技术也在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等流域广泛应用，社会经

济效益显著。 

2. 第二完成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工程爆破作业安全和有害效应控制关键技术与应用 

本研究成果以数十个国家级重大工程为依托，开展了工程爆破安全评价与分级、

工程爆破有害效应安全判据及安全控制技术等方面的系统研究，主要成果为： 

(1) 提出了雷管误爆概率统计模型与起爆网路拒爆风险计算方法，建立了工程爆

破作业事故后果预报模型，形成了基于爆破安全事故后果评价的爆破工程分级国家

标准。 

(2) 提出了建（构）筑物岩石基础开挖与新浇混凝土的爆破安全判据，提出了国

内首个考虑噪声影响时段、声环境功能区类别的爆破噪声控制标准，完善了我国工程

爆破安全控制标准体系。 

(3) 研发了无起爆药的新型安全工业雷管、耐油与耐高低温的新型工业导爆管和

塑料导爆管接力起爆系统，建立了爆破安全动态监测与实时反馈技术系统，发展了岩

石基础爆破损伤、水中冲击波、噪声、个别飞散物和粉尘控制技术，形成了以爆破安

全控制为核心的精细爆破技术体系。 

研究成果已在大冶铁矿、程潮铁矿、向家坝水电站、武汉市永清片区旧城改造等

重大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解决了爆破作业安全与爆破振动、飞石、冲击波等有害效

应控制的技术难题，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5.7 亿元。 

3. 主持的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水利水电岩土工程可靠度分析与风险控制方法 

本成果围绕岩土工程学科发展的国际前沿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重大需求，系统

研究了岩土工程不确定性、可靠度分析方法与风险控制等问题，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主要创新点如下： 

(1) 提出了基于贝叶斯理论的岩土结构物计算模型不确定性分析方法；建立了基

于 Copula 理论的相关非正态分布岩土体参数联合概率分布模型，提出了缩减岩土体

参数不确定性的多源信息融合的层次分析法、适用于不同分布类型的多个岩土体参数

概率反演分析方法。 

(2) 针对单一岩土结构物可靠度分析，提出了普遍适用的可靠度分析电子表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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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大型复杂岩土结构物可靠度分析的非侵入式随机有限元法。 

(3) 建立了表征岩土结构物系统可靠度特性的概率故障树模型，提出了多失效模

式相关的岩土结构物系统可靠度分析的可靠指标－敏感因子等效方法；发展了岩土结

构物时变可靠度分析方法。 

(4) 建立了基于不确定性分析的岩土结构物极限容许变形取值方法；提出了岩土

工程风险因子概率识别方法、基于贝叶斯理论的岩土工程风险评估方法，以及集岩土

工程勘查－设计－施工为一体的风险控制方法。 

研究成果已在锦屏、大岗山、双江口等国家重点水利水电工程以及香港地区滑坡

灾害防治中得到成功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4. 主持的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非均匀介质中水分及污染物运移的随机理论 

本研究成果发展了在复杂土壤系统中实测土壤大孔隙结构以及水流运动和溶质

迁移同步测量的显色示踪理论与技术；形成了集成非均匀流动现场示踪～数据反演～

非均匀水流运动数据解析与扩展为一体的非饱和土壤非均匀流动示踪技术理论体系；

持续多年开展了野外条件下的非均匀流动试验，建立了包括土壤介质结构和水动力参

数等信息数据库；为土壤水流运动和溶质迁移变异性分析以及随机模型理论发展提供

了基础数据支持。 

本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在于：研究了土壤非均匀结构的探测技术和描述方法，提

出了溶质运动的宏观平均方程和方差方程，得到了宏观弥散系数和方差耗散系数与介

质统计特征的关系，提出了高效的 KLME 模型和随机配点模型，实现了非均匀介质中

地下水流和溶质运移问题的快速和精确求解。研究成果从介质非均匀分布的角度重新

审视地下水的运动规律、基本方程和求解方法，为地下水资源的利用和水质的管理提

供了理论基础和应用模型。 

5. 第二完成大禹奖水利科技进步二等奖－服役水工钢闸门结构健康诊断及安全度评

估方法研究 

服役水工钢闸门结构健康诊断及安全度评估问题是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亟需解决

的关键技术问题。该成果经过近二十年的理论和应用研究，系统研究了服役水工钢闸

门结构健康诊断及安全度评估方法，取得了重要的系列成果。主要创新点如下： 

(1) 提出了一整套适用于水工钢闸门结构安全检测技术及方法；建立了水工钢闸

门腐蚀评估的测度模型及水工钢闸门腐蚀状况分级评定体系，发展了水工钢闸门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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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的模糊评估方法，提出了基于贝叶斯理论的锈蚀速率确定方法。 

(2) 发展了基于遗传算法的结构损伤识别方法，提出了基于信赖域算法的钢闸门

结构损伤识别方法及基于 Levenberg-Marquardt 算法的弧形闸门有限元模型修正方法。 

(3) 提出了基于可靠度理论的水工钢闸门设计方法，阐明了水工钢闸门主梁荷载

与水头的线性变化规律；提出了服役钢闸门荷载评估基准期确定方法，丰富了钢闸门

时变可靠度分析方法，建立了服役钢闸门结构最低可靠度标准，提出了基于可靠度理

论的服役钢闸门寿命预测方法。 

(4) 建立了平面钢闸门主梁体系可靠度分析的概率故障树模型，提出了基于贝叶

斯网络的钢闸门系统可靠度分析方法，揭示了钢闸门系统可靠度分配规律。 

该研究成果在三峡工程、紫坪铺水电站、富春江水电站、三板溪水电站等 80 多

个国家重点水利水电工程中的水工钢闸门、启闭机及压力钢管的安全检测及评估中得

到成功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6. 第二完成大禹奖水利科技进步二等奖－黄河流域水平衡关键技术研究 

该成果结合宁蒙灌区的用水特点，通过典型调查和试验观测，突破传统思路，研

究了灌区尺度上的水量平衡、转化、运移、分配的过程和机制，探讨了大型灌区区域

参数和变量的时空变异特性，定量确定出区域水平衡要素间的相互制约和转化关系，

揭示人类活动影响下引黄灌区耗水规律和水平衡机制，完善和改进了现有水平衡计算

方法，为黄河水资源现代化管理提供技术支撑，使有限的黄河水资源发挥更大的经济

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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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队伍与人才 

至 2011 年底，实验室在编固定研究人员 44 人（名单见附件 7.1），流动研究人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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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人具有教授

职称，27 人具有国外连续一年以上学术访问或学习经历。 

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人： 

张蔚榛、茆  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 人： 

周创兵、卢文波 

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3 人： 

李义天、夏  军、周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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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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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学术组织任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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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文波、常晓林、槐文信、 

曹志先、谢  平、邵东国、伍鹤皋、李典庆、汪卫明、张  翔、曾玉红 

国内学术期刊任职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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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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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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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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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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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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 理  事 

33  邵东国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专委会 委  员 

34  邵东国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委会 委  员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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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伍鹤皋 全国水电站压力管道信息网 主任委员 

37  汪卫明 湖北省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理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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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岩石动力学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40  卢文波 中国工程爆破协会 常务理事 

41  卢文波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理  事 

42  卢文波 湖北省爆破学会 副理事长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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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编  委 
10  周创兵 岩土力学 编  委 
11  周创兵 岩土工程学报 编  委 
12  周创兵 Rock mechanical.&geotechenical engineering 副主编 
13  谈广鸣 节水灌溉 编委会副主任 
14  谈广鸣 水道港口 编委会副主任 
15  谈广鸣 水电能源科学 编  委 
16  谈广鸣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编  委 
17  谈广鸣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编  委 
18  谈广鸣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编  委 
19  谈广鸣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编委会副主任 
20  谈广鸣 泥沙研究 编  委 
21  谈广鸣 水与中国 编  委 
22  谈广鸣 黑龙江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编  委 
23  谈广鸣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编  委 
24  李义天 泥沙研究 编  委 
25  黄介生 灌溉排水学报 编  委 
26  黄介生 农业工程学报 编  委 
27  熊立华 水资源研究 副主编 
28  槐文信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执行编委 
29  槐文信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执行编委 
30  谢  平 干旱区地理 特约编委 
31  伍鹤皋 三峡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编  委 
32  伍鹤皋 水电与新能源 编  委 
33  崔远来 农业工程学报 编  委 
34  卢文波 爆破 编委会副主任 
35  卢文波 Rock mechanical.&geotechenical engineering 编  委 
36  邵东国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编委 
37  邵东国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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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培养与引进人才 

3.2.1  国家“973”首席科学家（周创兵） 

周创兵教授，男，1962 年生，博士生导师。1995 年获水工结构专业博士学位。

1996 年 12 月晋升教授，1999 年评聘为博士生导师，2000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2007

年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现任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岩

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基金委工程与材料学部水利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

基金委重大工程动力灾变重大专项专家组成员，教育部科技委工程一部委员，《岩石

力学与工程学报》、《水力发电学报》、《岩土力学》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岩石力学与

工程、水工结构工程。2011 年主持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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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裂隙岩体渗流与

力学特性研究”、国家“973”项目课题“碳酸盐岩缝洞型油藏数值模拟研究”等科

研项目 19 项。发表学术论文 80 多篇，被 SCI、EI、ISTP 收录论文 60 多篇，出版专

著 1 部；2006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一）。 

3.2.2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卢文波） 

卢文波教授，男，1968 出生，博士生导师。1995 年获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岩土工

程专业博士学位。2000 年 8 月－2001 年 8 月，在美国 University of Utah 作访问学者，

与瑞典皇家科学院 W Hustrulid 院士合作，从事岩体开挖爆破损伤机理及爆破损伤控

制研究。现任水工岩石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公安部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安全技

术考核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爆破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和《爆破》杂志编委。他主

持的“水利水电工程爆破振动控制理论与应用”成果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08

年），参加完成的“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理论及工程应用”（2006 年）、“岩体爆破振

动效应定量评价理论与精细化控制技术及工程应用”（2010 年）、“爆破作业安全和

爆破有害效应控制及工程应用”（2011 年）等三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

分别为第四、第二、第二）。 

3.2.3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周 伟，钱忠东） 

周 伟教授，男，1975 年生，博士生导师。2004 年 6 月获武汉大学水工结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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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2006年 12月晋升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9年 12月破格晋升。2010.8-2011.8

赴加拿大 University of Alberta 访问交流一年。主要研究领域为水工结构和岩土工程。

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重大水电工程课题 30 余项。其中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青年基金“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流变模型理论与应用研究”等 3 项。发表学术论

文 50 余篇，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30 余篇；2009 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 2），

2010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 4）。 

钱忠东教授，男，1976 年生，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02

年 3 月毕业于东北大学热能工程系，获工学博士学位；2002 年 5 月至 2004 年 5 月，

清华大学博士后。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2 月，韩国海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

向：计算流体力学和水力机械，主持和承担的纵向、横向科研项目 10 余项，包括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水轮机全流道非稳定涡旋运动及压力脉动的机理研究”

等科研项目。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SCI 收录 14 篇，EI 收录 20 篇，

出版专著《水力机械计算流体动力学》，授权专利 7 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 

3.2.4  引进新增人才（夏 军、夏军强、史良胜、杨中华） 

根据实验室制订的《实验室研究人员聘用与管理办法》，2011 年实验室引进了现

任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主席、国家“973”首席科学家夏军教授；聘任在英国

Cardiff 大学完成国际合作项目研究、并聘为湖北省“楚天学者”的夏军强教授，在美

国南加州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史良胜博士和杨中华

博士等三人为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1. 夏 军 教授 

1954 年生，博士生导师。现任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主席，国家“973”项

目首席科学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3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为博士

生导师，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他是我国自己培养的首名水文学博士，现任国

际水资源协会（IWRA）主席、国际科学院理事会（IAC）水计划主席、中国-澳大利

亚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地球科学联盟（ESPP）全球水系统计划（GWSP）常务理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UNSCO-IHP）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国际水文科

学》（HSJ）、《地球科学与进展》、《水文》、《水电能源科学》、《资源科学》等杂志编委。 

其主要研究领域为陆地水文学与水资源，研究方向为系统水文学。国家“973”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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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科学家（在研）。在国内外水文水资源学术杂志，发表论文 302 篇，其中 SCI 收

录论文 52 篇，EI/ISTP 收录论文 58 篇，出版学术专著 7 部（第一作者）。成果获湖北

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安徽省、新疆自治区、水利部和教育部等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5 项（均排序第一）。1994 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并获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2011 年获“国际水资源管理杰出贡献奖”（中国学者首获该奖）。 

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是全球水资源知名的学术团体组织之一，1973 年由美

国周文德（Ven Te Chow）教授等一批世界知名水资源学者创建。IWRA 也是世界水理

事会（WWC）的创建和发起组织之一，目前为 WWC 常务理事成员。《国际水》杂志

（Water International）是该学会会刊。2009 年 11 月 8 至 12 日夏军教授被当选为新一

届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 主席（2010-2012 年），这也是 IWRA 历史上首次来自

中国的学者当选主席一职。 

2. 夏军强 教授 

1974 年生，2002 年 7 月获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博士学位。2002.07-2009.12 任清

华大学水电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2007.03-2010.12 在英国 Cardiff 大学水环境研

究中心工作。2009.12-至今为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楚天学者”

特聘教授、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会员。近年来主要研究各类复杂边界与地形条件

下的水沙输移与河床演变规律及其数值模拟技术，包括游荡型河流的演变规律及模拟

技术，突发性洪水的水沙耦合输移机理及模拟技术，强潮河口的水沙输移规律及模拟

技术，库区浑水异重流的运动机理及数值模拟技术等。先后主持和参加 20 多个科研

项目，包括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2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次，省部级一、

二等科技奖 4 次，英国 RAE 国际合作奖 1 项。共出版专著 1 部，参编专著 4 部，发

表学术论文近 100 篇，其中 SCI 检索 23 篇。 

3. 史良胜 副教授 

1982 年生，博士，博士后。2003 年获武汉大学工学学士学位；2007～2009 年受

教育部公派到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2009 年获武汉大学工学博士学位；2009～2010

年继续到美国南加州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10 年 11 月聘为武汉大学副教授。在国

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5 余篇，其中 9 篇 SCI 收录，12 篇 EI 收录。为水资源

研究领域的多个国际权威杂志审稿人。主要研究方向为：(1)地下水资源与水环境的理

论与方法；（2）水分和溶质运移的不确定性理论、参数反演和数据同化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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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田水利学基本理论。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等科研项目。 

4. 杨中华 副教授 

1977 年生，2004 年获武汉大学博士学位，2009～2010 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

赴美国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访问交流。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与生态水力

学和计算水动力学。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1 项、教育部

博士点基金 1 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第一作者论文 SCI 收录 3 篇，EI 收录 11 篇，

两篇曾获得湖北省水利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研究成果获得了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次（排名第 11）、湖北省自然科学进步二等奖 1 次（排名第 5）。 

3.3  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011 年，由杨金忠教授指导、史良胜完成的博士论文“地下水中污染物运移随机

模型的研究与应用”通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会议评审。论文针对现有方法难以

预测复杂介质中地下水流和污染物运移的问题，建立了高效实用的新框架和新方法；

论文构建的有限元框架和配点模型适用于多种边界和复杂地质体，在实际地下水污染

预测中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博士论文研究期间，史良胜博士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

发表学术论文 24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9 篇、EI 收录 12 篇。 

3.4  流动人员聘任 

表 3-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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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建 广西桂林试验站 农田水利 兼职副教授 2008.03-2011.03 2008035 王修贵 

2  布  朗 美国俄亥俄州科学院 水管理 客座教授 2008.07-2011.07  茆  智 

3  张建文 中国水电七局 水工建筑 兼职教授 2008.09-2011.09 2008034 谈广鸣 

4  胡振鹏 南昌大学 水文 
水资源 教  授 2008.01-2013.01 200801 谈广鸣 

5  陈求稳 中国科学院环境与

生态研究中心 水环境 兼职教授 2008.12-2011.12 2008058 李大美 

6  张利民 香港科技大学 水工 客座教授 2008.11-2011.11  李典庆 

7  伊萨.沙侯 法国里尔科技大学 水工 客座教授 2008.11-2011.11  陈胜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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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受聘人单位 专 业 聘职 聘  期 编 号 推荐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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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Dave 
Chan 

University of Alber-
ta，Canada 

土木工程 客座教授 2009.06-2012.06 2009037 常晓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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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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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梁秋华 英国 Newcastle 大学 水力学 教  授 2009.08-2012.08 2009040 曹志先 

13  李俊平 鸡西大学 岩土工程 教  授 2009.09-2012.09 2009041 周创兵 

14  
Donald 

J.DePaolo 

Earth Sciences Divi-
sion, LBNLDirector 
of LBNL/UCB Cen-
ter for Isotope Geo-
chemistry 

岩土工程 名誉教授 2009.09-2012.09  周创兵 

15  刘会海 

Hydrogeology De-
partment Head, Earth 
Sciences Division, 
LBNL 

岩土工程 客座教授 2009.09-2012.09  周创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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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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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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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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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Dave 
Chan 

University of Alber-
ta，Canada 

土木工程 
珞珈讲座教授

（武汉大学） 
2010.06-2012.06  常晓林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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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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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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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受聘人单位 专 业 聘职 聘  期 编 号 推荐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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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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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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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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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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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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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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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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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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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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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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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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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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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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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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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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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博士后工作 

表 3-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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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为 2008.11 2011.11 李义天 梯级水库泥沙淤积规律研究 

2  李  喆 2009 2011.08 崔远来 
基于多维光谱特征空间的遥感干旱监测与

评估研究 

3  王孔伟 2008.09  周创兵 三峡库区水-岩作用微观机理 

4  林  琳 2010.11  熊立华 农业小流域的土壤水文过程 

5  周志东 2009  周创兵 施工地质信息系统研究 

6  杨青春 2009  张  翔 生态水文模型在地下水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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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雷  鹏  2010.06  常晓林 碾压混凝土拱坝结构特性研究 

9  程勇刚 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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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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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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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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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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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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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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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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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至 8 月，实验室派出了澳洲团、欧洲团、美国团、以色列团等四个学术考察

团访问了国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通过考察访问与学术交流，开阔了视野，增进了

友谊，扩大了实验室的影响，为双方多年来的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增添了新篇章。 

7 月初，在谈广鸣主任的率领下，熊立华、赖旭、卢文波、曾玉红、罗金耀、任

春秀等参加的澳洲团访问了墨尔本大学、作物安全用水国际研究中心（斯图尔特大

学）、悉尼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 

7 月 20 日至 29 日，欧洲学术考察团在屈文谦、曹志先率领下，付湘、孙昭华、

王放等一行五人先后访问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的四所著名大学和实验室。访问

期间，考察团分别访问了法国巴黎十二大学，瑞士洛桑联邦工业大学、苏黎士联邦

工业大学和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参观了著名的法国水力学与环境国家实验室暨圣维

南水力学实验室、瑞士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 Laboratory of Hydraulics, Hydrology 

and Glaciology 等，双方学者做学术报告二十余场，并就双方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和科

技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 

8 月 6 日至 19 日，受美国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实验室副主任谢平教授带

领的学术考察团张小峰、汪卫明、钱忠东、夏军强、陈益峰等一行六人赴美作学术访

问。此次考察是实验室 2008 年以来，再次组团赴美考察。受美国学者余钟波教授和

陈力博士的邀请，考察团首先访问了内华达拉斯维加斯大学、美国沙漠研究所，双方

就实验室的学术研究、运行机制、经费管理、对外交流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应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刘会海博士的邀请，访问了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和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双方介绍了主要研究领域和最新研究进展，并对今后加强博士研究生联合

培养问题交换了意见。应俄亥俄州立大学、实验室客座教授 Larry C. Brown 教授的邀

请，考察团参观考察了 Waterman 农业与自然资源实验室，双方举行了学术研讨会，

夏军强教授作了“突发性洪水中行人与汽车稳定性的数值模拟”特邀报告，并对今后

双方合作研究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论。此外，考察团还分别参观访问了斯坦福大

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参观考察了世界闻名的、美国综合开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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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拉多河水资源的一项关键性工程－胡佛大坝。 

2011 年 10 月 2 日−11 日，在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杨金忠的率领下，黄介生、王修

贵、邵东国、崔远来、史良胜等一行五人组成的以色列节水技术考察团，首先参加了

在以色列西伯莱大学召开的“中国-以色列双边农业水、土、肥可持续高效利用与管

理学术研讨会”，杨金忠、王修贵和崔远来等三人在会上做了“再生水灌溉及模拟技

术”、“大棚土壤盐渍化防治的灌溉排水技术试验研究”和“不同水肥管理下稻田氮

磷流失规律 ”等三场报告；会后访问考察了以色列西伯莱大学农学院实验室、约旦

河流域高效节水灌区，了解以色列的节水技术和经验。 

2011 年，实验室一批知名学者积极参加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35 人次参加国际

学术交流活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 35 次，见表 4-1。陈胜宏教授到

法国里尔科技大学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讲学，刘攀博士到挪威奥斯陆大学进行学术访

问，杨金忠教参加了在伊朗举办的 ICID 国际灌溉排水会议并做大会报告。通过举办

学术会议，搭建我国水利学科的交流平台，促进科学家交流；通过组团考察和学术访

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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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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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人次参加了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一方面扩大实验室影响，一方面体现了实验室研究水

平，同时提高了研究生的学术能力，扩大了研究生的视野。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见附件 7.5。 

2011 年国外知名学者 30 余名先后访问实验室，其中有多名学者与实验室保持了

长期的合作关系。英国 Heriot-Watt 大学建筑环境学院院长 Gareth Pender 教授、加拿

大 Alberta 大学的 Dave Chan 教授、挪威奥斯陆大学的许崇育教授、法国梅兹大学的

卞汉兵副教授等，多次访问实验室并做相关学术报告。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 Tang-Tat 

Ng 教授、法国巴黎 XII 大学.国家水力学与环境实验室 Kim Dan Nguyen 教授、美国

亚利桑那大学 Kulatilake 教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Jay Lund 教授分别访问实验室，

洽谈了合作事宜并做相关学术报告。来访学者作学术情况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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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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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型水库群防洪发电联

合优化调度研究与应用 
郭生练 

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

控与经济运行学术研讨

会 

特邀 
报告 2011.08.25 湖北宜昌 

2  
全球及区域水资源治理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夏  军 第十四届世界水大会 

特邀 
报告 

2011.09.26 巴西 

3  
全球水战略联盟的合作

与挑战 
夏  军 第十四届世界水大会 

特邀 
报告 

2011.09.26 巴西 

4  

Scaling effect of water 
use efficiency，nitrogen 
and phosphorus losses in 
an irrigation system 

崔远来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rrigation and drain-
age workshop 

特邀 
报告 2011.07 北京 

5  
大区域土壤水-地下水

计算模型 
杨金忠 土壤水溶质运移研讨会 

特邀 
报告 2011.05.14 杭州 

6  
华北地下水补给模型研

究 
杨金忠 

“973”地下水深层水模

拟学术会议 
特邀 
报告 2011.07.25 乌兰浩特 

7  

Multiscale sediment- 
laden flow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lood risk 
management 

曹志先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luid 
Mechanics 

特邀 
报告 

2011.06.30 广州 

8  
突发性洪水中行人与汽

车稳定性的数值模拟 
夏军强 2011 中国力学大会 

特邀 
报告 

2011.08.22 哈尔滨 

9  
谈中国电力需求与水电

开发 
谈广鸣 中国科普协会年会 

特邀 
报告 

2011.11 南昌 

10  
基于最大熵谱和相关系

数的水文周期变异分级

方法 
谢  平 第九届中国水论坛 

大会 
报告 

2011.08.02 兰州 

11  
基于降雨径流关系的水

资源变异归因分析方法 
谢  平 第九届中国水论坛 

大会 
报告 2011.08.03 兰州 

12  
变化环境下非一致性水

问题研究 
谢  平 

水资源高效利用前沿科

学问题专题研讨会 
大会 
报告 2011.11.26 武汉 

13  
全球气候变化对水资源

影响的适应对策 
夏  军 第十四届世界水大会 

大会 
报告 

2011.09.27 巴西 

14  
水资源数量与质量的联

合评价与综合管理 
夏  军 第十四届世界水大会 

大会 
报告 

2011.09.28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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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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中-澳水资源的典型流

域比较研究 
夏  军 

中 -澳水资源战略研讨

会 
大会 
报告 

2011.10.09 北京 

16  
基于水联网的水资源高

效利用及生态环境效应 
邵东国 

水资源高效利用前沿科

学问题专题研讨会 
大会 
报告 

2011.11.26 武汉 

17  
水肥资源高效利用前沿

问题 
邵东国 

水资源高利用与农业面

源污染学术研讨会 
大会 
报告 

2011.12.03 杭州 

18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approach to control the 
salinity in greenhouse 

王修贵 

China- Israel Interna-
tional Center for Training 
in Agriculture (CIICTA) 
workshop 

大会 
报告 2011.10.05 

以色列 

特拉维夫 

19  
灌溉排水条件下农田氮

磷转化、运移规律与控

制措施 
杨金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利

科学与海洋工程学科重

点项目2010年度学术交

流会议 

大会 
报告 2011.01.15 武汉 

20  
农业水资源及其研究前

沿 
杨金忠 第九届中国水论坛 

大会 
报告 2011.08.03 兰州 

21  

A three-dimensional fi-
nite volume model to 
simulate the unsaturated- 
saturated flow based on 
Ross method 

杨金忠 
Seminar on Evolution of 
Groundwater water in 
Large-size River Basins 

大会 
报告 2011.09.25 北京 

22  
Sewage for irrigation 
and the modeling 

杨金忠 

China- Israel Interna-
tional Center for Training 
in Agriculture (CIICTA) 
workshop 

大会 
报告 

2011.10.06 
以色列 

特拉维夫 

23  Groundwater recharge 杨金忠 ICID 国际灌溉排水会议 
大会 
报告 

2011.10.17 德黑兰 

24  
武汉大学地下水科研组

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

成果 
杨金忠 

中国地质学会 2011年学

术年会 
大会 
报告 

2011.11.02 北京 

25  
华北平原地下水补给研

究 杨金忠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学术研讨

会 

大会 
报告 2011.12.02 杭州 

26  
不同水肥管理下稻田氮

磷流失规律 
崔远来 

China- Israel Interna-
tional Center for Training 
in Agriculture (CIICTA) 
workshop 

大会 
报告 2011.10.06 

以色列 
特拉维夫 



                                                       2011 年报 

− 57 − 

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报告 
类型 

时  间 地 点 

27  
暴雨诱发滑坡致灾机

理、风险评估与减灾方

法研究 
周创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利

科学与海洋工程学科重

点项目2010年度学术交

流会议 

大会 
报告 

2011.01.15 武汉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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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利

科学与海洋工程学科重

点项目2010年度学术交

流会议 

大会 
报告 

2011.01.15 武汉 

29  

Seepage Flow Behavior 
of a High Clay Core 
Rockfill Dam and its 
Safety Assessment 

陈益峰 

The 14th Asian Regional 
Conference on Soil Me-
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大会 
报告 

2011.05 香港 

30  
脆性岩石损伤与热传导

特性的细观力学模型 
陈益峰 

第 11届全国青年岩石力

学与工程学术大会 
大会 
报告 2011.11 青岛 

31  农田水利学科研究前沿 杨金忠 
西藏水利科技发展与高

等教育学术研讨会 
特邀 
报告 2011-6-10 西藏林芝 

32  

Stochastic response sur-
face method applied to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lope stability 

李典庆 

The 14th Asian Regional 
Conference on Soil Me-
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大会 
报告 2011.05.23-27 香港 

33  
基于随机响应面法和

Sarma 法的边坡可靠度

分析 
李典庆 

第十一届土力学及岩土

工程学术会议 
大会 
报告 2011.08.17-19 兰州 

34  
基于 CFD 技术的双吸

式离心泵转轮副叶片优

化 
钱忠东 

第四届全国水力机械及

其系统学术会议 
大会 
报告 2011.09.17 兰州 

35  
弯曲明槽水流运动的三

维数值模拟 
槐文信 

第二十三届全国水动力

学研讨会暨第十届全国

水动力学学术会议 

大会 
报告 2011.09 西安 

36  
静水中带有圆孔的障碍

圆形浮力射流特性研究 
槐文信 

第五届全国水力学与水

利信息学大会 
大会 
报告 2011.10 天津 

37  

Large eddy simulation of 
flow structure in the near 
region of a circular wall 
jet 

槐文信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Compu-
tational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大会 
报告 2011.12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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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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地下工程开挖卸荷力学机

理 
王明洋 教授 解放军理工大学 2011.04.08 卢文波 

2 
The Mechanics of Debris 
Flow  

Dave 
Chan 

教授 

Civil and Envi-
ronmental Engi-
neering Univer-
sity of Alberta 

2011.05.17 常晓林 

3 
Development of Videos for 
River Dynamics 

张海燕  教授 
美国圣地亚哥 
州立大学 

2011.05.19 陈  立 

4 水文与水资源的前沿研究 胡晓农 教授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2011.05.20 杨金忠 

5 
Green Growth Approaches in 
the Domain of Agricultural 
Water in Korea 

CHO, Jin 
Hoon 

博士 韩国农村研究院 2011.06.21 黄介生 

6 
Climate Change Effects on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Korea 

CHOI, 
Jin-Yong 

副教授 国立首尔大学 2011.06.21 黄介生 

7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es-
iccation crack in concrete 

卞汉兵 副教授 法国梅兹大学 2011.07.19 陈胜宏 

8 
水文与水文模型的研究进展

与挑战 
许崇育 教授 挪威奥斯陆大学 2011.08.14-16 熊立华 

9 冲积河流泥沙与生态动力学 Heather 
Haynes 

博士 
英国 

Heriot-Watt 大学 
2011.09.09 曹志先 

10 
水沙运动二维与三维数学模

拟 — 单相流与两相流方法 
Kim Dan 
Nguyen 

教授 
法国巴黎 
XII 大学 2011.09.09 曹志先 

11 

Investigation of Surge and 
Wave Reduction by Vegeta-
tion（植被对涌浪和波的消减

作用研究） 

吴伟明 博士 

美国土木工程师

学会水利工程杂

志副主编／美国

国家计算水科学

与工程中心 

2011.09.16 曹志先 

12 农田排水与水环境保护 王少丽  教高 
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水利

研究所 
2011.09.20 谈广鸣 

13 农田排水及 Drainmod 模型 罗  纨  教授 西安理工大学 2011.09.20 谈广鸣 

14 美国水资源管理 Jay Lund 教授 
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 2011.10.10 刘  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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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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岩土工程散粒体材料的离散

元 数 值 模 拟 （ Insight of 
Granular Material Via The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Tang-Tat 
Ng  

教授 新墨西哥大学 2011.10.11 常晓林 

16 

岩土工程可靠度设计新方法

（Uniform Quantile Approach 
for Geotechnical Reliabil-
ity-based Design） 

方国光 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11.10.14 李典庆 

17 

剪切湍流下大麻哈鱼幼鱼的

生物反应（Fish and Flow:  
biological response of juve-
nile salmon subjected to tur-
bulent shear flows） 

邓志群 
高级 
研究员 

太平洋西北国家

实验室 2011.10.19 谢 平 

18 
遥感传输器在鱼类的植入技

术研究（Implantation of te-
lemetry transmitters） 

Richard 
S. Brown 

高级 
研究员 

太平洋西北国家

实验室 
2011.10.19 谢 平 

19 
现代河流流量测量新技术的

发展及其应用 
阳明 总工程师 

美国劳雷（北京）

仪器有限公司海

洋事业部 
2011.10.25 张 翔 

20 
水循环过程中稳定同位素的

模拟 
章新平  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

学院 
2011.10.31 谢 平 

21 
高性能地球科学计算的现状

及发展前景 
崔一峰  教授 

美国圣地亚哥超

级计算机中心 
2011.10.31 谢 平 

22 

Development of SBD for Ship 
Hydrodynamics-----Interface 
Modeling and Treatment 

（基于仿真的设计系统的开

发——船舶水动力学中界面

的模型和处理） 

王兆元 研究员 
美国爱荷华水力

研究所 2011.11.08 程永光 

23 
美国西部河流演变规律与工

程案例 
陈  东 研究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2011.11.21 张小峰 

24 
流域水环境管理与分散型污

水处理技术 
许开钦 教 授 

日本国立 
环境大学 2011.11.23 王先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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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学术会议 

2011 年主办／承办学术会议 4 次，分别是“水资源高效利用前沿科学问题专题研

讨会”、“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济运行学术研讨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学科重点项目 2010 年度学术交流会议”和“涝渍灾害治理学术

研讨会”，会议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4.2.1  水资源高效利用前沿科学问题专题研讨会 

时    间：2011 年 11 月 26～27 日 

地    点：武汉 

会议主席：王光谦 院士 

会议概况：2011 年 11 月 26 日～27 日，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联合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水

力学及山区河流开发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在武汉召开了“水资源高效利用前沿科学问题专题研讨会”。实验

室主任谈广鸣教授主持了会议，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创兵教授会见了与会专家。来自

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 13 个水利科学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 60 多人参加了会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程与材料学部主任王光谦院士、水利学科主任李万红教授到会

指导。15 位专家作了特邀发言，会议围绕“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前沿科学问题”进

行了充分研讨。 

4.2.2  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济运行学术研讨会 

时    间：2011 年 8 月 26～28 日 

地    点：宜昌 

会议主席：郭生练 教授 

会议概况：2011 年 8 月 26~28 日，由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湖北省科学技

术厅主办，武汉大学、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等 6

家单位承办，实验室具体组织的“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济运行学术研讨会”

在湖北宜昌召开。开幕式由郭生练教授主持，武汉大学校长助理、实验室主任谈广鸣

教授代表承办方致欢迎辞。来自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流域管理机构的院士、专家、

学者和领导 180 余位参加了会议。 



                                                       2011 年报 

− 61 − 

研讨会在气象水文灾害预警预报技术、水库洪水资源调控技术、水电经济运行及

市场化运营效益技术、水库多目标优化调度技术、水电联合调度自动化系统开发集成

技术、变化环境下的水利水电运行管理技术等 6 个研究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通

过对国内主要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济运行实践情况的深入分析和总结，提出

了流域梯级水库群水资源综合利用的研究思路和发展方向，对流域水电企业实现可持

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会上，郭生练教授作了题为“巨型水库群防洪发电

联合优化调度研究与应用”的主题报告。 

4.2.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学科重点项目 2010 年度学

术交流会议 

时    间：2011 年 1 月 14～16 日 

地    点：武汉 

会议主席：王光谦 院士 

会议概况：2011 年 1 月 14~1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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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学科重点项目 2010

年度学术交流会议”在武汉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对 6 个项目进行中期检查、4 个项

目进行结题验收以及学术交流，17 位专家做了学术报告。 

4.2.4  涝渍灾害治理学术研讨会 

2011 年 9 月 20 日至 9 月 22 日，实验室组织主办的“涝渍灾害治理学术研讨会”

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由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主持，11 位专家、学者作了专题研究

报告。来自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淮河水利委员会等 9 个单位的城乡排涝领域的

专家、学者近 40 人参加了研讨会；中国工程院院士茆智教授、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杨

金忠教授、水利水电学院副院长黄介生教授等出席会议。 

会议就我国涝渍灾害发展情势分析与预测、涝渍灾害致灾因子时空变化规律、承

灾体（作物与城市）的响应规律、内涝积水量形成机制与洪涝转化机制、农田排水的

水环境效应分析、涝渍灾害控制标准、排水权合理分配与除涝排渍工程控制运用等内

容进行了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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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开放基金 

实验室对 2009 年、2010 年批准的开放基金课题进行了检查验收。2009 年批准的

开放基金课题 16 项中 11 项顺利结题，5 项未能结题。2010 年批准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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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表 4-4。 

2011 年，国内外研究人员申请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共计 27 项，经实验室学术

委员会讨论，同意立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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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来自国际知名大学的学者申请了实验室访问学者基金。批准基金课题见

表 4-5。 

在开放课题研究成果方面，发表于《林业科学》（2007 年 05 期）的学术论文

《土壤水分胁迫对胡杨、灰叶胡杨光合作用–光响应特性的影响》，被国家科技部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定为 2010 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该论文依托实

验室 2004 年批准的开放基金课题《干旱和盐分胁迫对胡杨、灰叶胡杨水分利用的

影响研究》完成、实验过程在实验室灌溉排水综合实验场完成、实验室署名第一完

成单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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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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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B049 李春晖 
变化环境下漳卫南流域水资源演

变规律与优化配置 
北京师范大学 

环境学院 
结题 

2  2009B050 门宝辉 
气候和覆被变化对海河流域水文

要素的影响分析 
华北电力大学 未结题 

3  2009B051 张金存 济南城区暴雨洪水预警模型研究  山东大学 未结题 

4  2009B052 岳卫峰 
干旱灌区水盐运移机制与水资源

联合利用耦合模型 
北京师范大学 

水科学研究院 
结题 

5  2009B053 王卫光 
作物灌溉需水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研究 
河海大学 结题 

6  2009B054 沈 强 
SAR 技术在冬小麦旱情监测中的

模型研究 
中国地震局 

地震研究所 
未结题 

7  2009B055 刘百仓 
风速风向对沉淀池内泥沙运动特

性影响规律的研究 

四川大学水力学与

山区河流开发保护 

国家重点实验室 
结题 

8  2009B056 赖永辉 
流域水土流失防治体系技术措施

初步研究 
广东水利电力 

职业技术学院 
结题 

9  2009B057 宁德志 
复杂边界条件下溃坝问题的实时

模拟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未结题 

10  2009B058 朱英浩 
三维河道地形动态交互辅助系统

研究 
解放军通信 

指挥学院 
结题 

11  2009B059 易雨君 
水沙变异对长江中下游鱼类栖息

地适宜度影响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结题 

12  2009B060 强  晟 
岩壁吊车梁施工期开裂机理和防

裂方法研究 
河海大学 结题 

13  2009B061 唐天国 
水工大体积混凝土温度场效应及

仿真技术研究 
四川大学 结题 

14  2009B062 许桂生 
水电工程渗控方案优化分析方法

研究 
华北电力大学 延期 

15  2009B063 李晓静 
深埋地下洞室群围岩劈裂破坏和

非连续性变形的试验和机理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结题 

16  2009B064 桑 松 
环境载荷作用下浮式风电机组基

础结构稳定性分析 
中国海洋大学 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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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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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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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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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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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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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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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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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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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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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9  2010B073 刘  云 注水管网优化模型研究 
长江大学 

石油工程学院 
良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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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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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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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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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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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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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2011 年开放基金资助课题（研究期限 2011.12~201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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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闸坝调控流域水量水质耦合

模拟－以淮河流域为例 2011B078 张永勇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张  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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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B079 张增信 南京林业大学 陈  华 

3  
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风险评

估 2011B080 闫宝伟 华中科技大学 刘  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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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B081 卢小慧 河海大学 杨金忠 

5  
不同灌溉模式下水稻土孔隙结

构演化的图像分析 2011B082 陈  祯 武汉理工大学 崔远来 

6  
基于遥感技术的蒸发量尺度效

应研究 2011B083 崔晨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伍靖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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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B084 周学飞 昆明理工大学 余明辉 

8  
水库水沙自适应控制运用及下

游河道输沙响应 2011B085 吴  腾 河海大学 孙昭华 

9  
裂隙岩体渗流-应力-温度耦合

及其数值试验研究 2011B086 薛娈鸾 华南理工大学 陈胜宏 

10 
中小型水库土坝渗透稳定及其

防渗加固措施研究 2011B087 付成华 西华大学 汪卫明 

11 
爆破开挖扰动下地下工程围岩

累积损伤演化机制研究 2011B088 孙金山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卢文波 

12 
基于水电站动态品质的调压室

设置条件研究 2011B089 鲍海艳 长沙理工大学 杨建东 

13 
流固耦合问题的二维半计算理

论研究 2011B090 徐梦华 华南理工大学 程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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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基于 XFEM 的土石坝心墙水力

裂缝数值模拟 2011A006 卞汉兵 法国梅兹大学 陈胜宏 

16 
DEM simulations on behavior of 
Rockfill material 2011A007 吴腾达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土

木工程系 常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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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管理与建设 

2011 年 11 月 26 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第二届第四次会议在武汉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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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对 2009 年成立的 11 个研究

团队进行了年度考核和三年成果总结。根据实验室制订的《实验室研究人员聘用与管

理办法》，2011 年实验室引进增加了 4 位固定研究人员。学校审计处委托利安达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分所对实验室的开放运行费、科研业务费及设备费进行了

审计。截止 2011 年，国家财政设备专项经费 2629 万元已全部到位，在专项经费的支

持下实验室抽水蓄能实验基地土建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基本完工，实验室水资源综合

实验场的建设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设施农业大棚墒情监测系统已投入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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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分别与江西省赣抚平原水利工程管理局和西藏农牧学院共建了“江西南昌实

验研究基地”和“西藏实验研究基地”，并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签订了“中

国农谷试验研究基地”合作协议书。 

5.1  学术委员会活动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第二届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6 日在武汉召开。学术

委员会主任郑守仁院士主持了会议，武汉大学李晓红校长、蒋昌忠副校长到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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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们听取并审议了实验

室年度工作报告，审定了 2011 年度开放课题。经讨论一致认为： 

1. 科学研究方面，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申请立项取得进展，获批一项牵头

“973”项目；科研成果的集成与凝炼在水沙运动理论、水工岩石力学与施工技术、

地下水运动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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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重大项目首席科

学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教育部创新团队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新

的进展；加强了研究队伍的管理与考核，保持了实验室研究队伍的活力。实验室加强

国际交流战略，积极借鉴国际著名研究机构的管理经验与措施； 

3. 合作研究与研究条件方面，积极与国家相关职能部门、流域机构、研究组织建立

战略合作；充分利用国家专项经费，较大改善了实验研究条件和校外研究基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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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术委员会审定了 2011 年度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课题 16 项，基金课题的设立

充实了实验室的研究基础； 

5. 希望实验室更加注重研究特色、国家需求和学科前沿的结合，稳定持续的研究

方向，继续加强“千人计划”等人才引进和队伍建设，在国家创新研究群体等建设方

面取得进展。建议学校在实验室条件建设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表 5-1   第二届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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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志栋 教授、院士 副主任 清华大学 

3  李德仁 教授、院士 委 员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 

4  夏  军 教授、博导 委 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5  吴普特 教授、博导 委 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6  董增川 教授、博导 委 员 河海大学 

7  李  嘉 教授、博导 委 员 四川大学 

8  冯树荣 教授级高工 委 员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 

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9  郭生练 教授、博导 委 员 武汉大学 

10  李义天 教授、博导 委 员 武汉大学 

11  陈胜宏 教授、博导 委 员 武汉大学 

5.2  实验室日常管理 

2011 年 12 月，实验室对 2009 年成立的 11 个研究团队进行了年度考核和三年成

果总结，各团队总体上完成了阶段研究目标，并形成了数个良好的人才队伍层次梯队，

为教育部、国家创新团队的建设奠定充实的基础。 

12 月 28 日实验室召开了主任办公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三项工作：一、以 2011 年

团队考核为基础，对 2012 年 400 万元自主研究经费进行了分配，方案见表 5-2；二、

通过了实验室运行费 2011 年使用情况和 2012 年使用计划；三、任命陈益峰为水工结

构与施工研究室主任，任职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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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12 月 8 日，学校审计处委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分所对实验室的开放运行费、科研业务费及设备费进行了审计，审计过程中对实验室

的运行管理提出了改进意见。 

表 5-2   2012 年自主研究经费分配计划（万元） 

序

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总经费 2012 年 研究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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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35 2009−2012 

2 WH2009C002 
变化环境下水资源时空分布模

拟及预测 
熊立华 160 30 2009−2012 

3 WH2009C003 
排水农田物质运移理论及应用

基础研究 
王修贵 170 40 2009−2012 

4 WH2009C004 水肥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邵东国 155 25 2009−2012 

5 WH2009C005 非恒定流输沙动力学 曹志先 155 25 20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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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45 2009−2012 

7 WH2009C007 
水电工程岩体开挖、锚固设计

理论及施工技术 
卢文波 175 50 2009−2012 

8 WH2009C008 
高坝结构安全与优化理论及施

工仿真 
常晓林 170 40 2009−2012 

9 WH2009C009 
水电工程高边坡稳定性演化与

风险调控理论 
李典庆 180 55 20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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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25 20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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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30 2009−2012 

 合  计   182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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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流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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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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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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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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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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建筑面积 800m2 的实验大厅，主要仪

器设备包括渗流槽，沟灌试验槽，土壤水分运动参数试验系统，渠道缝隙渗流试验系

统等。近年相继引进了 Mini Trase 土壤水分仪、TDR 时域反射仪、圭夫仪、恒温恒湿

箱、自动灌排监测与控制系统等。大厅还拥有水盐动态模拟、地下水水质水量预测等

系统软件。 

实验大厅室内可开展人工控制气候条件下土壤水盐运动、溶质运移、明沟灌溉排

水、暗管供排水、降雨入渗、土壤水蒸发等试验研究；不同灌溉排水条件下河渠水位

对土壤水分影响的大尺度模拟试验；饱和与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参数测定试验；微喷、

滴头性能试验；渠道渗流试验；节水技术及方法的试验研究等。 

3. 灌溉排水与水资源综合实验场 

实验场始建于 1996 年，2010 年扩建，现占地面积约 7000m2 的灌溉排水与水资源

综合实验场，主要组成为：灌溉排水试验区、设施农业实验区、地下水与水环境实验

区、河渠输水实验区、径流模拟实验区、节水设备测试区、自动气象站、地下水库及

中心泵站等。 

灌溉排水试验区可进行土壤温度、含水率、地下水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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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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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应用实验研究。 

设施农业实验区建有可控温、光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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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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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与水环境实验区可开展农药、化肥、劣质水、再生水利用、水循环的实验

研究；河渠输水实验区开展水工量水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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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模拟实验区可开展降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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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设备测试区开展植

被条件下的节水灌溉喷头、微喷头、灌溉系统水处理设备、自动控制设备的试验研究；

中心泵站可开展泵站控制模拟系统研究；气象观测场能监测风向、风速、气温、湿度、

气压和雨量等日常天气状况，以及地温、辐射、蒸发等气象要素。 

4. 泥沙与防洪实验大厅 

实验大厅始建于 1958 年，建筑面积 5000 多 m2 的泥沙与防洪实验大厅，包括河

工模型实验大厅、水槽实验大厅等，分别具有完备的浑水、清水循环供水系统。河工

模型实验大厅建成了水下地形以及流速、流场、水位自动测量系统以及进、出口流量

自动控制系统等，可以进行水电工程有关的枢纽泥沙、库区泥沙、坝区泥沙、坝下游

河道河床演变以及防洪工程、航道整治工程、桥渡工程、取排水工程等相关泥沙问题

的实验研究；水槽实验大厅拥有浑水变坡玻璃实验系列水槽共七座以及 MicroADV 三

维超声流速仪、离心式粒度分析仪等，可以进行悬移质泥沙运动、推移质泥沙运动、

高含沙水流运动，河型转化、溃坝水流泥沙运动规律、城市洪水等方面的研究。 

5. 水工结构实验大厅 

水工结构实验厅始建于 1978 年，新实验厅于 2005 年建成，总建筑面积 4355 m2，

试验大厅面积 880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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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m2(40m×70m)，室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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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m2，重力式循环供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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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供水能力 1.5m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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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地形等参数的观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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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始建于二十世纪 50 年代，1996 年扩建，现建筑面积约

3000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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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实验条件建设 

1. 平台建设与设备内置 

截止 2011 年底，实验室共有大型仪器设备（30 万元以上）共 35 台套，运行良好。

大型仪器设备统计表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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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抽水蓄能实验基地土建工程及配套设

施建设于 2011 年基本完工，2012 年将基本完善仪器设备的研制开发。实验室水资源

综合实验场的建设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设施农业大棚墒情监测系统已投入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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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流耦合实验机等大

型仪器已投入使用；“数字网络生态监测系统”、“作物耗水测量实验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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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开发研制的地埋

式蒸渗器、强冲刷水沙实验仪、强非恒定水沙实验仪、河型演化实验仪等设备已开始

为科学研究发挥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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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2011 年实验室仪器设备购置、改造和研制情况 

序

号 
设备（平台／系统）

名称 

经费 

（万元） 

购置／改

造／研制 
功能和用途 

1  
WinScanopy 植物

冠层分析系统 
35 购 置 

 WinSCANOPY 是一套便携式的数字植物

冠层分析系统。可测量叶面积指数、太阳辐

射通量、辐射标准、冠层大小及位置、冠层

分布、测点因数、透光面积等参数。  

2  
OPEC 开路涡度相

关测量系统 
37 购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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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连续流动元素 

分析仪 
57 购 置 

主机部分：可分析水样和土样中指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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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可进行土壤水分特征

曲线快速测定。 

4  
土壤氮循环 
监测系统 

62 购 置 
主机可定量分析原状土样的总硝化速率和

总反硝化速率；附件可测定土壤质地。 

5  
EasyChem 化学成

分分析仪 
48 购 置 

主机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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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可进

行流速测定，原状样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及非

饱和导水率测定。 

6  LB-6 钻孔弹模仪 34 购 置 

LB-6 型钻孔弹模仪通过承压板上装有位移

传感器用来测量钻孔孔壁岩体在加载时不

同压力下的径向变形量，最终通过换算得到

岩体的弹性（变形）模量 

7  地埋式蒸渗器 64 改 造 

20 套买入地下的蒸渗测坑；地下供排水自控

与自记系统；土壤水分、溶质监测系统；可

用于模拟作物生长、耗水及土壤水肥盐运移

监测 

8  
强非恒 

定水沙实验仪 
61 改 造 

80m*1.2m*1.0m,可观测沿程水位变化过程、

流速横向分布、垂向分布、沿程变化、不同

床面粗糙度、不同水深、不同粒径泥沙起动

流速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可用于研究城市

洪水人车稳定临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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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平台／系统）

名称 

经费 

（万元） 

购置／改

造／研制 
功能和用途 

9  
岩石/混凝土变形-
渗流耦合实验机 

94 研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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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强冲刷水沙实验仪 25 研 制 

20m*2.0m*1.8m，流量范围 50~800m3/h。可

观测不同淤积物组成、不同流量、不同水位

等条件下冲刷率、冲刷量、排沙流量、含沙

量、溃口形态及其变化过程等，可用于研究

水库淤积泥沙排出方法、排沙效率，堤坝溃

决过程中冲刷过程研究 

11  河型演化实验仪 40 研 制 

25m*3m*0.5m，可观测流速横向分布、深泓

线、水面比降、河床冲淤变化幅度与过程、

床沙粗化，用于河型转化、分汊河道分水分

沙规律试验研究 

2. 西藏实验研究基地建设 

2011 年 6 月 11 日，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对口支

援西藏农牧学院实验室暨研究基地建设合作协议书签字仪式在西藏林芝举行。西藏农

牧学院副院长赵垦田主持了签字仪式；西藏农牧学院副院长周秀英，武汉大学校长助

理、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谈广鸣等分别作了讲话；水利部水土

保持司副司长牛崇恒，西藏自治区水利厅副厅长扎西，西藏农牧学院党委书记、副院

长桑珠，副院长强巴多吉，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杨金忠、副主任吴运卿等出席了签字、

挂牌仪式。本次合作协议的签订，是武汉大学认真落实中央对口支援西藏政策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西藏农牧学院水利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乃至西藏水利科技发

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合作协议书见附件 7.7。 

3. 江西南昌实验研究基地建设 

2011 年，实验室与江西省赣抚平原水利工程管理局签订了“江西南昌实验研究基

地”合作协议书。江西省赣抚平原灌区地处赣中偏北部，赣江、抚河下游三角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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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排涝、航运、发电、养鱼和城镇、工业、生活、环境

供水的大型综合开发水利工程。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充分利用各自优势联合开展科学

研究、技术服务、技术培训、召开学术会议；并优先开展灌区面源污染产生机理和治

理方法研究；双方在灌溉排水方面的仪器设备、实验设施、科研信息实行共享；根据

一方需要，另一方将优先向对方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合作协议书见附件 7.8。 

4. 中国农谷试验研究基地 

2011 年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甲方）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

区（乙方）签订了“中国农谷试验研究基地”合作协议书。根据合作协议，共承租土地

约 100 亩（实际测量为 108 亩），租期 30 年。在承租地中，根据试验研究需要，需建设

临时观测站用房（占地约 1.5 亩）、气象设施、灌溉排水沟渠、闸、泵站等，并布设试验

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设施等；甲方在基地取得的研究成果无偿提供给乙方使用，并

根据需要优先为乙方提供人才培训、技术咨询等服务。合作协议书见附件 7.9。 

表 5-4   实验室校外实验研究基地情况 

序号 基  地  名  称 共  建  单  位 建设年份 联系人 

1 
河北易水河流域水循环实验

基地 
河北省保定市水土保持试验站 2006 谢  平 

2 江西千烟洲水循环实验基地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2006 谢  平 

3 
安徽新马桥野外灌排实验研

究基地 
安徽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2007 王修贵 

4 
安徽五道沟野外水文实验研

究基地 
安徽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2007 王修贵 

5 
广西桂林节水灌溉实验研究

基地 
广西桂林节水灌溉试验站 2008 王修贵 

6 长江防洪模型实验研究基地 长江科学院 2009 谈广鸣 

7 山西夹马口实验研究基地 山西省夹马口灌区管理局 2010 董  斌 

8 
水资源与水环境联合研究 
中心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2010 王修贵 

9 江西南昌实验研究基地 江西省赣抚平原水利工程管理局 2011 崔远来 

10 西藏实验研究基地 西藏农牧学院 2011 吴运卿  

11 中国农谷试验研究基地 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 2011 王修贵 



 

 

 

 

 

 

 

 

 

 

6 年度工作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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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度工作纪事 

 周创兵教授牵头的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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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其中实验室主持第一和第六课题； 

 卢文波教授获批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岩体开挖瞬态卸荷的作用

机制与动力效应”； 

 李义天教授等主持完成的“江湖冲积过程联动机理与关键调控技术”研究成

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杨金忠教授指导、史良胜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地下水中污染物运移随机模

型的研究与应用”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国际水资源协会主席、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夏军教授回实验室工作。 

 

  1 月   

 2011 年 1 月 6 日，实验室研究团队 2010 年度工作总结会在实验室学术报告

厅召开。 

 2011 年 1 月 14~1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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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学科重点项目 2010

年度学术交流会议”在武汉召开。 

 2011 年 1 月 17 日，江西赣抚平原水利工程管理局袁国荣局长一行 5 人访问

实验室。 

 2011 年 1 月 21 日，实验室南昌实验研究基地揭牌仪式在南昌举行。 

  2 月   

 2011 年 2 月 9 日，谢鉴衡院士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在武汉逝世，享年 87 岁。 

 2011 年 2 月 24 日，美国农业部旱区农业研究中心主任 Bert Clemmens 教授访

问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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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011 年 3 月 11 日，谈广鸣主任参加拜会陈雷部长等水利部领导。 

 2011 年 3 月 31 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许其功教授一行 6 人访问实验室。 

  4 月   

 2011 年 4 月 7 日，邵东国主持承担的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大项目“灌区排

水资源化再生利用机理及其综合调控技术”通过验收。 

 2011 年 4 月 8 日，应卢文波邀请，解放军理工大学王明洋教授访问实验室，

并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4 月 8 日，李晓红校长到实验室调研指导工作。 

 2011 年 4 月 21 日，北京高校党外代表人士一行 36 人访问实验室。 

  5 月   

 2011 年 5 月 14 日，杨金忠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土壤水溶质运移研讨会”，

并做特邀报告。 

 2011 年 5 月 17 日，应常晓林教授邀请，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Alberta 的 Dave Chan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5 月 19 日，应谈广鸣主任邀请，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张海燕教授

一行 3 人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5 月 20 日-21 日，应常务副主任杨金忠邀请，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胡晓农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5 月 23 日-27 日，李典庆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The 14th Asian Regional 

Conference on Soil 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并做大会报告。 

  6 月   

 2011 年 6 月 11 日，实验室对口支援西藏农牧学院实验室暨研究基地建设合

作协议书签字仪式在西藏林芝举行，谈广鸣、杨金忠、吴运卿等领导出席。 

 2011 年 6 月 17 日，郑州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吴泽宁院长等一行 9 人访问实

验室。 

 2011 年 6 月 20 日，南昌工程学院李水第书记等一行 7 人访问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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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6 月 21 日，谈广鸣主任出席“三峡工程综合效益高层论坛”并讲话。 

 2011 年 6 月 21 日，应黄介生邀请，韩国国立首尔大学 CHOI, Jin-Yong 副教

授、韩国农村研究院 CHO, Jin Hoon 博士访问实验室，并分别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6 月 28 日，应谈广鸣主任邀请，Newcastle  University 的 Jon Mills

教授访问实验室。 

 2011 年 6 月 30 日，曹志先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

ference on Fluid Mechanics”，并做特邀报告。  

  7 月   

 2011 年 7 月 12 日，崔远来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workshop”，并做特邀报告。 

 2011 年 7 月 19 日，应陈胜宏教授邀请，法国梅兹大学卞汉兵博士访问实验

室，并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7 月 20-29 日，实验室赴欧洲学术考察团一行五人先后访问法国、瑞

士、意大利等国的四所著名大学和实验室。 

 2011 年 7 月 25 日，杨金忠应邀出席在乌兰浩特举办的““973”地下水深层水模

拟学术会议”，并做特邀报告。 

  8 月   

 2011 年 8 月 2 日，谢平教授参加了“第九届中国水论坛”，并做大会报告。 

 2011 年 8 月 3 日，杨金忠教授出席了“第九届中国水论坛”，并做大会报告。 

 2011 年 8 月 6-19 日，受美国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实验室副主任谢平

教授带领的学术考察团张小峰、汪卫明、钱忠东、夏军强、陈益峰等一行六

人赴美作学术访问。 

 2011 年 8 月 14 日，应熊立华教授邀请，挪威奥斯陆大学许崇育教授访问实

验室，并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8 月 17 日，李典庆教授参加了在兰州举行的“第十一届土力学及岩

土工程学术会议”，并做大会报告。 

 2011 年 8 月 22 日，夏军强教授出席了在哈尔滨举办的“2011 中国力学大

会”，并做特邀报告。 

 2011 年 8 月 24 日，李典庆教授主持完成的“水利水电岩土工程可靠度分析

与风险控制方法”成果通过教育部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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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8 月 26-28 日，实验室组织的“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济运行

学术研讨会”在湖北宜昌召开。 

 2011 年 8 月 27 日，郭生练教授应邀出席了在湖北宜昌举行的“梯级水库群洪

水资源调控与经济运行学术研讨会”，并做特邀报告。 

  9 月   

 2011 年 9 月 8-12 日，英国 Heriot-Watt 大学建筑环境学院院长 Gareth Pender

教授、Heather Haynes 博士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9 月 8-12 日，法国巴黎 XII 大学、法国国家水力学与环境实验室暨圣 

— 维南水力学实验室 Kim Dan Nguyen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9 月 16 日，应曹志先教授邀请，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水利工程杂志

吴伟明副主编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9 月 17 日，钱忠东教授参加了在兰州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水力机械

及其系统学术会议”，并做大会报告。 

 2011 年 9 月 19 日，槐文信出席了在西安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全国水动力学

研讨会暨第十届全国水动力学学术会议”，并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9 月 20 日，西安理工大学罗兴琦副校长访问实验室。 

 2011 年 9 月 20 日，应谈广鸣主任邀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研究

所王少丽教授和西安理工大学罗纨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分别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9 月 20-22 日，实验室组织主办的“涝渍灾害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实

验室报告厅召开。 

 2011 年 9 月 25 日，杨金忠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Seminar on Evolution of 

Groundwater water in Large-size River Basins”并做大会报告。 

 2011 年 9 月 26 日，夏军出席在巴西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水大会”并做特

邀报告。 

 2011 年 9 月 29 日，孟加拉防洪水资源管理研修班一行 23 人访问实验室。 

 10 月   

 2011 年 10 月 6 日，杨金忠、王修贵、崔远来等出席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举行

的“Sino-Israeli Workshop on Soil, Water and Nutrient Management for High Ef-

ficiency & Sustainable Agriculture”，并分别做了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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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0 月 10 日，应刘攀博士邀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Jay Lund 教授访

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10 月 11 日，应常晓林教授邀请，新墨西哥大学 Tang-Tat Ng 教授访

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10 月 14 日，应李典庆教授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方国光教授访问实

验室并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10 月 17 日，沈阳农业大学水利学院院长何俊仕教授一行 7 人访问实

验室。 

 2011 年 10 月 17 日，杨金忠教授参加了在德黑兰召开的“ICID 国际灌溉排水

会议”并做大会报告。 

 2011 年 10 月 19 日，应谢平教授邀请，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邓志群教

授和 Richard S. Brown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分别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10 月 31 日，河北工程大学水利水电学院院长郭凤台教授一行 4 人访

问实验室。 

 2011 年 10 月 31 日，应谢平教授邀请，美国圣地亚哥超级计算机中心崔一峰

教授和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章新平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分别做学

术报告。 

 2011 年 10 月，槐文信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第五届全国水力学与水利信息

学大会”并做大会报告。 

  11 月   

 2011 年 11 月，谈广鸣出席了在宜昌召开的“中国科普协会年会”，并做特

邀报告。 

 2011 年 11 月，陈益峰出席了在青岛召开的“第 11 届全国青年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术大会”并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11 月 2 日，杨金忠教授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 2011 年

学术年会”并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11 月 8 日，应程永光教授邀请，美国爱荷华水力研究所的王兆元研

究员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 

 2011 年 11 月 21 日，应张小峰教授邀请，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陈

东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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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1 月 26 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第二届第四次会议在武汉召开。 

 2011 年 11 月 26 日，实验室主办的“水资源高效利用前沿科学问题专题研讨

会”在武汉召开。谢平和邵东国两位教授分别做大会报告。 

  12 月   

 2011 年 12 月 2 日，国家科技部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举办的中国科技论文发

布会在北京举行，由实验室资助完成的学术论文《土壤水分胁迫对胡杨、灰

叶胡杨光合作用–光响应特性的影响》，被评定为 2010 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

国际学术论文。 

 2011 年 12 月 2 日-3 日，实验室“排水农田物质运移及应用基础研究”、“农

业高效用水及环境效应”两个研究团队与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联合举行了

“灌溉排水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学术研讨会”。杨金忠和邵东国两位教授分

别做大会报告。 

 2011 年 12 月，槐文信教授参加了在昆明举办的“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Computational Modeling and Simulation”，并做大会报告。 

 2011 年 12 月 21 日，周创兵主持的国家“973”计划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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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工作会召开。 

 2011 年 12 月 28 日，实验室研究团队项目工作总结会在实验室报告厅召开。 

 2011 年 12 月，实验室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签订“中国农谷试验研

究基地”合作协议书。 

 2011 年 12 月，实验室任命陈益峰为水工与施工研究室主任，任职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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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  件 

7.1  固定研究人员名单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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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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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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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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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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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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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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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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35  汪卫明 男 1975.10 博士 副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36  陈益峰 男 1974.06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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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杨建东 男 1956.12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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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赖  旭 男 1964.06 博士 教授 水力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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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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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曾玉红 女 1976.10 博士 副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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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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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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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徐开钦 男 1960.02 博士 水资源与水环境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教授 

4  梁秋华 男 1974.10 博士 流体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 讲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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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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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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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王兆礼 男 1979.09 博士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讲师 

9  黄显峰 男 1980.05 博士 系统工程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讲师 

10  代俊峰 男 1980.03 博士 水利水电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副教授 

11  陈俊英 女 1975.05 博士 农业水土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讲师 

12  杨  帆 男 1974.05 博士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水电站安全运行与控制 副教授 

13  朱丽楠 女 1979.02 博士 市政工程 水电站安全运行与控制 讲师 

14  杨贞军 男 1974.08 博士 结构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讲师 

15  王孔伟 男 1966.01 博士 岩土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副教授 

16  周志东 男 1969.10 博士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副教授 

17  杨青春 男 1976.12 博士 土木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讲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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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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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程勇刚 男 1977.06 博士 岩土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讲师 

21  夏  帆 女 1982.06 博士 土地资源管理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 讲师 

22  刘德地 男 1980.01 博士 地理学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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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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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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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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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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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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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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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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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深部围岩分区破裂机理及其时间效

应 卢文波 2010.01-2014.12 “973”项目课题 

6  
坝堤溃决及致灾过程预报理论与

方法 
曹志先 2007.07-2011.12 “973”项目课题 

7  
塌岸与河床冲淤的交互作用过程及

机理 2011CB403304-02 余明辉 2011.1-2015.12 “973”项目课题子题 

8  农业综合节水技术集成 黄介生 2011.01-2013.12 十二五支撑计划课题 

9  
巨型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关键技

术研究 
郭生练 2009.06-2012.06 十一五支撑计划课题 

10  
三峡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关键

技术示范研究 郭生练 2008.06-2011.6 十一五支撑计划专题 

11  
三峡-葛洲坝梯级枢纽联合优化调

度决策支持关键技术研究 刘  攀 2008.06-2011.6 十一五支撑计划专题 

12  
复杂条件下水利水电工程高陡边

坡、超大洞室群安全及监测技术 周创兵 2008.01-2011.12 十一五支撑计划课题 

13  
高坝深层抗滑稳定设计原则和安全

度多元判据研究 常晓林 2008.01-2011.12 十一五支撑计划专题 

14  
特大型梯级水库泥沙淤积规律研

究 李义天 2008.06-2011.06 十一五支撑计划专题 

15  
水稻灌区农田面源污染防控技术研

究与示范 王  康 2009.01-2011.04 
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 
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16  
水位调节坝水质水量调度控藻技术

研究 槐文信 2009.01-2011.12 
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 
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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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石力学及地基基础 周创兵 2008.01-2011.12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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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涝渍灾害产生机理与减灾方法研究 谈广鸣 2008.01-2011.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20  
变化环境下跨流域分布式水循环模

拟及其不确定性量化研究 
夏  军 2008.01-2011.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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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22  
珠江三角洲区域水文要素变异及其

水资源响应量化研究 
谢  平 2009.1-2012.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专题） 

23  
不同尺度灌溉水利用效率指标的变

化规律及节水潜力评估 崔远来 2009.01-2011.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4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流域群坝风险调

控方法研究 
李典庆 2009.01-2011.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5  
基于格子玻尔兹曼法和浸没边界法

的流固耦合算法及应用研究 程永光 2009.01-2011.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6  
干排水条件下水盐运动和演化机理

研究 
伍靖伟 2009.01-2011.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27  
基于贝叶斯向量机的 GCM 与式水

文模型尺度耦合研究 陈  华 2009.01-2011.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28  
水动力作用下土体结构破坏和致灾

机理研究 
陈  立 2010.01-2013.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专题）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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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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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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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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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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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4  水库调度中的“异轨同效”现象研究 刘  攀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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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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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稻田滞涝减灾作用机理研究 胡铁松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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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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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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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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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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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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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43  
冲积河流形成过程中河型演替规律

研究 
张小峰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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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45  
水轮机补气条件下的压力脉动机理

研究 
钱忠东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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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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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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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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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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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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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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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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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地下水污染的风险评价模型研究 史良胜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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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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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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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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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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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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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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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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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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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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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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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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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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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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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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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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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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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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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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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引水工程运行调度监管 
信息化支撑平台 

熊立华 2009.01-2011.12 
水利部科技推广中心

“948”项目 

73  
淮河流域排涝综合控制标准与治理

措施研究 
胡铁松 2008.12.-2011.12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

专项经费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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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暴雨滑坡动态风

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方法研究 李典庆 2009.01-2011.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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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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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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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河道沿线工程防洪评价若干问题研

究 张小峰 2009.01-2011.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80  
基于统计降尺度方法的 GCM 与流

域水文模型尺度耦合 陈  华 2009.01-2011.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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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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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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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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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水稻种植面积与种植制度变化的水

文效应分析 胡铁松 2010.12-2013.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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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梯形复式断面渠道中污染物横向混

合特性研究 曾玉红 2009.01-2011.12 
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 

科研启动基金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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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武汉城市圈湖泊型湿地水体停留时

间的实验研 曾玉红 2010.06-2012.06 
武汉市科技局， 
青年晨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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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委 托 单 位 

1  三峡水库提前蓄水防洪风险分析研究 郭生练 三峡水库提前蓄水防洪风险分析研究 

2  
云南省水电工程开发对水文水资源的

影响及对策研究 谢  平 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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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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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新安江水库优化调度研究及程序开发 付  湘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6  鄱阳湖湿地水文生态模型 张  翔 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 

7  鄱阳湖灌溉-排水-湿地研究 崔远来 江西省灌溉试验中心站 

8  浙江典型作物节水高效综合技术研究 崔远来 浙江省永康市机电排灌站 

9  
国际核电项目水资源管理经验调研及

有关资料汇编 
胡铁松 水利部综合事业局 

10  
核电站事故对水资源的影响分析及对

策措施 
胡铁松 水利部综合事业局 

11  
黄柏河流域梯级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

方案研究 
胡铁松 宜昌市黄柏河流域管理局 

12  
恩施州车坝河水库洪水预报系统技术

服务 
胡铁松 武汉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13  辽西北供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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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韩江流域水资源调度方案编制 胡铁松 珠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15  
调水后碧流河水库和英纳河水库兴利

调度方式研究 
胡铁松 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16  农田排水工程技术管理规程编制 黄介生 中国灌排中心 

17  岳阳新墙河纳污能力分析 黄介生 岳阳市水务局 

18  流域大型耗水企业用水效率控制指标 邵东国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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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人工堆土包气带特征专题研究 杨金忠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1  
HDPE 膜隔离覆盖后土壤重金属行为

模拟 
杨金忠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2  春晓－期防洪评价 陈 立 武汉长安鑫盛投资有限公司 

23  
襄阳市乔营泵站及穿堤箱涵工程防洪

评价 陈 立 襄阳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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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长江海事局武汉船舶交通管理系统雷

达站工程防洪评价 
陈 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海事局 

25  
兴隆－容城 220KV 线路工程跨越东

荆河防洪评价 
陈 立 湖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 

26  新港铁路滠水河大桥防洪评价 陈 立 武汉新港江北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27  襄樊余家湖污水处理厂防洪评价报告 陈 立 襄樊东海水务有限公司 

28  
孝感－梦泽 220KV 输电线路工程防

洪评价 
陈 立 湖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 

29  
武汉市邓南街船舶工业园入口道路防

洪评价 
陈 立 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政府汉南街道办事处 

30  武桥水道航道整治河工模型试验研究 陈 立 长江航道工程建设指挥部 

31  芜湖大桥模型研究 陈 立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32  赤壁大桥模型试验 陈 立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33  
长江杨家脑以下重点河段武汉天兴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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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长江杨家脑以下重点河段田家镇河段

水沙特性及河势趋势分析 
陈 立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35  
白石水库牛河汇流段泥沙淤积模拟研

究 
陈 立 辽宁白石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36  
溪洛渡-向家坝梯级水库泥沙淤积规

律及其调度技术研究  
李义天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37  
长江中游城陵矶-湖口河段航道整治

工程技术后评估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38  
长江中游杨家厂-塔市驿平面二维水

沙数学模型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39  
长江中游心滩守护工程关键技术数学

模型研究 
曹志先 长江航道局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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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天池抽水蓄能电站泥沙一维数学模型 余明辉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42  抽水蓄能一维泥沙数学模型开发 余明辉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43  北本电站计算 张小峰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44  汉江丹江口计算 张小峰 长江委水文局 

45  杜家台分洪区计算 张小峰 长江委水文局 

http://stms.whu.edu.cn/fee/getSomeFee.do?feeid=36962&type=view
http://stms.whu.edu.cn/fee/getSomeFee.do?feeid=36962&type=view
http://stms.whu.edu.cn/fee/getSomeFee.do?feeid=33929&type=view
http://stms.whu.edu.cn/fee/getSomeFee.do?feeid=33929&typ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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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襄樊贾家洲洲滩计算 张小峰 扬子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7  大桥电站泥沙计算 张小峰 云南省院 

48  荆江分洪区分洪后洪水特性分析 张小峰 长江委水文局 

49  
三峡水库蓄水后上荆江弯曲分汊河段

洲滩变形规律研究 
孙昭华 长江航道局 

50  三峡水库下游一维计算 邓金运 长江航道局 

51  君临天下防洪评价 邓金运 澳兴置业公司 

52  临江花园防洪评价 邓金运 裕兴置业公司 

53  
新世纪造型材料公司专用码头防洪 
评价 

邓金运 新世纪公司 

54  水布垭运行期反馈分析 常晓林 清江公司 

55  大岗山实时温控仿真分析 常晓林 大渡河公司 

56  观音岩三维整体静动力 常晓林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57  
构皮滩通航建筑物出口边坡稳定分析

与支护优化 
陈胜宏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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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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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堤防渗流场及抗滑稳定分析 陈益峰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61  
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可行性研究阶段

施工导流标准风险决策 
胡志根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62  
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可行性研究阶段

施工导流标准风险决策与方案优选 
胡志根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63  攻果桥水围堰模型 胡志根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64  功果桥水电站二汛施工导流试验 胡志根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65  施工导流风险分析及三维动态可视化 胡志根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66  
河床冲淤计算断面法和输沙率法的适

用性研究 
谈广鸣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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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溪洛渡水电站 9 号机组蜗壳抬动仿真

分析 
伍鹤皋 三峡开发总公司 

69  GIBE 水电站钢岔管计算研究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2011 年报 

− 94 − 

序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委 托 单 位 

70  
白鹤滩水电站 1000MW 机组蜗壳结

构型式研究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71  观音岩水电站坝后厂房结构优化研究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72  
梨园水电站厂房机墩蜗壳及下游挡水

结构三维有限元分析计算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73  
南乌江六级水电站岔管结构计算研究

与选型分析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74  
水电站厂房垫层蜗壳结构静态受力特

性计算分析复核验证研究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75  
金沙江鲁地拉水电站工程厂房结构振

动及蜗壳不平衡水推力研究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76  
乌弄龙水电站水轮机蜗壳埋入方式优

化研究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77  
伊朗 Rudbar 水电站厂房结构空间有

限元计算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78  
天池抽水蓄能电站引水岔管三维有限

元计算分析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79  丰满水电站背管结构及过缝措施研究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80  
厄瓜多尔 CCS 水电站工程水轮机配

水环管与钢筋混凝土联合承载结构受

力研究 
伍鹤皋 黄委院 

81  乐昌峡碾压混凝土坝温控分析 周  伟 广东省水电水利设计院 

82  
三里坪碾压混凝土拱坝 2010 年度汛

安全研究及诱导缝可灌性分析评价 
周  伟 湖北能源集团房县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 

83  
乌龙弄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温控仿真分

析 
周  伟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84  官地温控施工阶段温控跟踪计算 周  伟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85  其培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动力分析 周  伟 长委设计院 

86  其培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温控仿真分析 周  伟 长委设计院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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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信宜高旗尾矿库泄流计算 程永光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89  CCS 水电站钢岔管计算 程永光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90  阳新娲石水泥有限公司码头防洪评价 槐文信 娲石水泥厂 

91  
宜昌港秭归港区茅坪作业区佳鑫散货

码头工程防洪评价 
杨中华 秭归县佳鑫港口装卸运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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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发表学术论文 

2011 年发表的 SCI 论文情况(国际期刊) 

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1  
Joint Operation of the Multi-Reservoir System of the Three 
Gorges and the Qingjiang Cascade Reservoirs 

Shenglian Guo, Jionghong Chen, Yu Li, 
Pan Liu and Tianyuan Li 

Energies，2011, 4,1036-1050; 
doi:10.3390/en4071036 

2  
Deriving optimal refill rules formulti-purpose reservoir opera-
tion  

Xinyuan Liu, Shenglian Guo, Pan Liu,  
Lu Chen, Xiang Li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2011,25(2): 431-448 

3  
Deriving multiple near-optimal solutions to deterministic res-
ervoir operation problems 

Pan Liu, Ximing Cai, Shenglian Guo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2011.47(8), W08506 

4  
Derivation of aggregation-based joint operating rule curves for 
cascade hydropower reservoirs 

Pan Liu, Shenglian Guo, Xiaowei Xu, 
Jionghong Che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2011.25(13): 3177-3200 

5  
Short-term scheduling of cascade reservoirs using an immune 
algorithm-bas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Xiang Fu 
Computers and Mathematics with  

Applications.2011.25(13): 3177-3200 

6  
Application of multiscale finite element method in the uncer-
tainty qualification of large-scale groundwater flow 

Shi Liangsheng, Yang Jinzhong,  
Zeng Lingzao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 

10.1007/s00477-011-0507-3, 2011 

7  
Multiple time scales of fluvial processes with bed load sedi-
ment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mathematical modeling 

Cao, Z., Hu, P., Pender, G.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mer-

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137(3), 267-276, 2011 

8  
Landslide dam failure and flood hydraulics. Part I: experi-
mental investigation 

Cao, Z., Yue, Z., Pender, G. 
Natural Hazards, Springer.59,  

1003-1019, 2011 

9  
Landslide dam failure and flood hydraulics. Part II: coupl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Cao, Z., Yue, Z., Pender, G. 
Natural Hazards, Springer.59,  

1021-104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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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10  Flood hydraulics due to cascade landslide dam failure  Cao, Z., Yue, Z., Pender, G. 
Journal of Flood Risk Management, 
Wiley-Blackwell.4, 104-114, 2011 

11  Modelling of urban flooding due to Yangtze River dike break Wang, X., Cao, Z., Pender, G., Tan, G.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 UK.164(WM1), 3-14, 2011 

12  
Estimation of future coastal flood risk in the Severn Estuary 
due to a barrage.   

Xia JQ, Falconer RA,Lin BL and Tan GM 
Journal of Flood Risk Management 

164(WM1), 3-14, 2011 

13  Modelling of Flash Flood Risk in Urban Areas. Xia JQ, Falconer RA,Lin BL and Tan GM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Water Management 

2011,164(WM6): 267–282 

14  Formula of incipient velocity for flooded vehicles  
Xia JQ, Fang YT, Lin B L and Falconer 
RA 

Natural Hazards.2011, 58(1): 1-14 

15  
Numerical assessment of flood hazard risk to people and vehi-
cles in flash floods.  

Xia JQ, Falconer RA,Lin BL and Tan GM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and Software 

2011, 26(8): 987-998 

16  
Incipient Velocity for Partially Submerged Vehicles in Flood-
waters 

Shu CW, Xia JQ, Falconer RA and Lin BL 
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h， 

2011, 49(6): 709-717 

17  
Back Analysis of Equivalent Permeability Tensor for Frac-
tured Rock Masses from Packer Tests 

Ji He, Sheng-hong Chen & Isam Shahrour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2011, 44(4): 491-496 

18  
Composite element algorithm for the thermal analysis of mass 
concrete: Simulation of lift joint 

S.H.Chen，P.F.Su，I.Shahrour 
Finite Elements in Analysis and Design 

2011, 47: 536–542 

19  
Composite element algorithm for the thermal analysis of mass 
concrete: Simulation of cooling pipes 

S.H.Chen，P.F.Su，I.Shahrou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merical  
Methods for Heat & Fluid Flow.  

2011, 21(4)：43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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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20  
A new parabolic variational inequality formulation of Si-
gnorini’s condition for non-steady seepage problems with 
complex seepage control systems.  

Yifeng Chen, Ran Hu, Chuangbing Zhou, 
Dianqing Li, Guan R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and 
Analytical Methods in Geomechanics 

2011, 35(9): 1034-1058 

21  
Modeling coupled processes of non-steady seepage flow and 
non-linear deformation for a concrete-faced rockfill dam  

Yifeng Chen, Ran Hu, Wenbo Lu,  
Dianqing Li, Chuangbing Zhou 

Computers and Structures 

2011; 89(13-14): 1333-1351 

22  An Equivalent Method for Blasting Vibration Simulation  卢文波, 杨建华, 陈明, 周创兵 Simulation Modelling Practice and  
Theory 2011 (19): 2050-206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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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DOI: 10.1002/nag.1112 

24  System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rock slope stability involving 
correlated failure modes  

Li, D. Q., Jiang, S. H., Chen, Y. F., and 
Zhou C. B. 

KSCE 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 
2011, 15(8): 1349-1359 

25  Stochastic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for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rock slopes involving correlated non-normal variables 

Li, D. Q., Chen, Y. F., Lu, W. B., and Zhou 
C. B. 

Computers and Geotechnics 
2011, 38(1): 58-68 

26  Settlement analysis of the Shuibuya concrete-face rockfill 
dam. 

Zhou Wei, Hua Junjie, Chang Xiaolin, 
Zhou Chuangbing 

Computers and Geotechnics 
2011; 38 (2):269-280 

27  
Three-dimensional transient Navier–Stokes solvers in cylin-
drical coordinate system based on a spectral collocation 
method using explicit treatment of the pressure 

Ben-Wen Li, Yu-Rong Zhao, Yang Yu and 
Zhong-Dong Qian 

Int. J. Numer. Meth. Fluids 
2011, 66:284-298 

28  
Viscosity Counteracting Approach in Lattice Boltzmann BGK 
Model for Low Viscosity Flow: Preliminary Verification Yongguang Cheng and Hui Zhang 

Computers and Mathematics with  
Applications .61 (2011) 3690–3702 

29  
Immersed Boundary-Lattice Boltzmann Coupling Scheme for 
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 with Flexible Boundary 

Yongguang Cheng,  Hui Zhang and 
Chang Liu 

Commun. Comput. Phys. 2011. 9(5),  
pp. 1375-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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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发表的 CSCD 论文情况 

序

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期 
(或章节)页 

1  长江上游干支流洪水遭遇分析 陈  璐，郭生练 水科学进展 2011, 22(3): 323-330 

2  考虑水文预报误差的三峡水库防洪调度图 刘心愿，郭生练，李  响，李  雨 水科学进展 2011, 22(6): 771-779 

3  清江梯级水电站实时负荷分配模型研究 郭富强，郭生练 水力发电学报 2011, 30(1): 187-192 

4  
基于模拟-优化模式的供水水库群联合调度规则研

究 
郭旭宁，胡铁松，黄  兵，韩义超 水利学报 2011, 42(6): 705-712 

5  基于二维调度图的双库联合供水调度规则研究 郭旭宁，胡铁松，曾  祥，李新杰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1, 39(10): 121-124 

6  再论分期设计洪水频率与防洪标准的关系 刘  攀，郭生练，闫宝伟，李  响， 
陈  璐 水力发电学报 2011, 30(1): 187-192 

7  基于贝叶斯模型加权平均方法的水文模型不确定

性分析  董磊华，熊立华，万  民 水利学报 2011, 42(9): 1065-1073 

8  基于 Copula 函数的水量水质联合分布频率分析 张  翔，冉啟香，夏  军，宋星原 水利学报 2011, 42(4): 483-489 

9  水稻灌区水量转化模型及其模拟效率分析 王建鹏，崔远来 农业工程学报 2011, 27(1): 22-28 

10  基于水量平衡的农业节水潜力计算新方法 刘路广，崔远来 水科学进展 2011(9), 22(5): 696-702 

11  水管理措施对区域水盐动态的影响 赵丽蓉，黄介生，伍靖伟，贾维旭 水利学报 Vol.42, No.5, pp.514-522, 2011 

12  暗管控制排水棉田 NO3--N 和 NH4+-N 运移转化试

验 袁念念，黄介生，谢  华，黄志强 农业工程学报 2011, 27(3):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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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期 
(或章节)页 

13  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研究进展 陈皓锐，黄介生，伍靖伟，杨金忠 水科学进展 Vol.22, No.6, pp.153-161, 2011 

14  区域需水量多维随机模拟方法  顾文权，邵东国 农业工程学报 2011, 27(9): 170-174 

15  节灌控排条件下氮磷迁移转化规律研究 乔  欣，邵东国，刘欢欢，袁俊光 水利学报 2011, 42(7): 862-868 

16  基于 SPI 的陕西关中地区气象干旱时空特征分析  谭学志，粟晓玲，邵东国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2011, 29(2): 224-229 

17  节水灌溉控制排水条件下稻田水氮平衡试验与模

拟  谭学志，邵东国，刘欢欢，孙春敏 农业工程学报 2011, 27(11): 193-198 

18  塑料大棚气流场模拟及作物蒸腾量计算 孙怀卫，杨金忠，王修贵 农业工程学报 2011.11 

19  大棚控制排水对土壤水氮变化的影响  孙怀卫，杨金忠，王修贵，陈  林 农业工程学报 2011.5 

20  一种由土壤剖面含水率估算土壤水力参数的方法 查元源，周发超，杨金忠. 水利学报 2011, 42(08): 883-891 

21  三峡下游不同类型分汊河段冲刷调整特点 陈  立，周银军，闫  霞，罗  优 水力发电学报 2011, Vol.30, No.3.106-116 

22  三峡下游宜昌至昌门溪河段河床调整分析 罗  优，陈  立，许文盛，苏  畅 水科学进展 2011.Vol.22, No.6.807-812 

23  弯曲河段床面分形特征及床面阻力试验研究 江  磊，陈  立，周银军，闫  涛 水科学进展 2011.Vol.22, No.4.502-508 

24  无粘性土堤漫顶溃决水流运动试验研究 魏红艳，余明辉 水科学进展 2011, 22(4): 532-538 

25  无粘性土堤漫顶溃决过程初步研究 梁艳洁，余明辉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11, 43(5): 89-94 

26  明渠水力半径分割线及边界平均剪切应力 申红彬，张小峰，乔  伟 水力发电学报 201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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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期 
(或章节)页 

27  三峡入库沙量变化趋势及上游建库影响 李海彬，张小峰，胡春宏，许全喜 水力发电学报 2011 年 01 期 

28  枝城－城陵矶河段冲刷量分析 郭小虎，李义天，邓金运 水力发电学报 2011, 30(5): 101-105 

29  长江下游过江隧道河段最大冲刷深度预测研究  张  为，李义天，袁  晶 水力发电学报 2011, 30(4): 90-97 

30  长江中游沙卵石沙质河床过渡带冲刷趋势研究 孙昭华，李义天，葛  华，朱玲玲 水利学报 2011, 42(7): 789-797 

31  长江中游城陵矶-湖口分汊河道碍航机理初步研究 孙昭华，李义天，黄  颖，高凯春 水利学报 2011, 42(12) 

32  动床条件下溃坝水流的二维水沙耦合模型. 夏军强，王光谦，Lin BL，谈广鸣 水利学报 2011, 42(3): 11-23 

33  小湾拱坝坝体裂缝加固措施研究 张  雄，汪卫明，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1, 30(4): 657-665 

34  高堆石坝水力耦合模型及工程应用 陈益峰，胡  冉，周  嵩， 周  伟，

周创兵 岩土工程学报 2011, 33(9): 1340-1347 

35  脆性岩石损伤与热传导特性的细观力学模型 陈益峰，李典庆，荣  冠，姜清辉，

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1, 30(10): 1959-1969 

36  深埋地下厂房开挖程序及轮廓爆破方式比选研究 卢文波，耿  祥，陈  明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1, 30(8): 1531-1539 

37  深埋隧洞岩体开挖瞬态卸荷机制及等效数值模拟 卢文波，杨建华，陈  明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1, 30(6): 1089-1096 

38  高地应力条件下地下厂房开挖动态卸荷引起的大

变形突变机理研究 罗  忆，卢文波，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11, 32(5): 1553-1560 

39  时滞型岩爆的切缝法防治机理研究 罗  忆，卢文波，金旭浩，陈  明，

严  鹏 岩土力学 2011, 32(10): 3125-3130 

40  岩石爆破过程 S 波的产生机制分析,岩土力学 金旭浩，卢文波，田  勇 岩土力学 2011, 32(s2): 22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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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岩石高边坡开挖爆破振动信号处理与振动响应分

析 
李  鹏，卢文波，乔新明，陈  明，

严  鹏 岩土力学 2011, 32(s2): 401-406 

42  高烟囱爆破拆除倾倒折断力学分析 杨建华，马玉岩，卢文波，孙金山，

陈  明 岩土力学 2011, 32(2): 459-464 

43  爆破振动全历程预测及主动控制研究进展 李  鹏，卢文波，陈  明 力学进展 2011, 41(5): 537-546 

44  单戗堤立堵截流龙口的水力特性试验研究 胡志根等 水利学报 2011(4): 414-418 

45  含相关非正态变量边坡可靠度分析的认知聚类分

区方法 李典庆，唐小松，周创兵 岩土工程学报 2011, 33(6): 875-882 

46  基于认知聚类分区方法的边坡可靠度分析 唐小松，李典庆，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11, 32(2): 571-578 

47  结构可靠度分析中变量相关时三种变换方法的比较 吴帅兵，李典庆，周创兵 工程力学 2011, 28(5): 41-48 

48  水电站蜗壳垫层平面铺设范围的确定原则 张启灵，伍鹤皋，李端有 应用力学学报 2011, 28(2): 198-200 

49  大型水电站垫层蜗壳座环结构特性分析 张启灵，伍鹤皋，李端有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1, 39(8): 53-57 

50  水轮机蜗壳不同埋设方式的座环受力特性研究 刘  波，伍鹤皋，张启灵 水力发电学报 2011, 30(1): 126-131 

51  水电站蜗壳结构局部垫层平面设置范围探讨 孙海清，伍鹤皋，李  杰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11, 43(2): 39-43 

52  模拟岩体失效全过程的连续_非连续变形体离散元

方法及应用 常晓林，胡  超，马  刚，周  伟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1, 30(10): 2004-2011 

53  基于粒子迁徙的粒群算法及其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 常晓林，喻胜春，马  刚，周  伟 岩土力学 2011, 32(4): 1077-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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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基于复合屈服准则的混凝土塑性损伤模型 常晓林，马  刚，刘杏红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11, 43(1): 1-7 

55  
考虑颗粒破碎的堆石体三维随机多面体细观数值

模拟  
马  刚，周  伟，常晓林，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1, 30(8): 1671-1682 

56  堆石体三轴剪切试验的三维细观数值模拟 马  刚，周  伟，常晓林，周创兵 岩土工程学报 2011, 33(5): 753-746 

57  
水布垭高面板堆石坝运行期工作性态评价及变形

预测 
周  伟，花俊杰，常晓林，杨启贵，

马  刚 
岩土工程学报 2011, 33(S1): 247-253 

58  非淹没刚性植被流动阻力研究 曾玉红，槐文信，张  健，李群保 水利学报 2011, 42(7): 834-838 

59  基于水电站运行稳定性的调压室设置条件探讨 鲍海艳，杨建东 水力发电学报 2011.02 

60  基于水电站调节品质的调压室设置条件探讨 鲍海艳，杨建东 水力发电学报 2011.03 

61  
浅析俄罗斯萨扬-舒申斯克水电站 7 号和 9 号机组

事故原因 
杨建东，李  玲 水力发电学报 2011.04 

62  可调导叶式轴流泵水力特性数值模拟 钱忠东，王  焱，郑  彪 水力发电学报 2011, Vol.30(2): 123-127 

63  贯流式水轮机导叶水力矩计算 纪兴英，赖  旭，陈  玲，周方明 水利学报 2011.07 

64  低比转速水泵水轮机“S”区特性数值模拟 纪兴英，赖  旭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A 辑 
2011.05 

65  二维浅水波格子玻尔兹曼算法的 GPU 并行实现 张春泽，程永光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A 辑 
2011, (2): 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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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基于局部地表形态的可变过水宽度多流向算法 程海洲，熊立华 地理科学 2011, 31(2): 218-224 

67  三峡水库蓄水前后干流总磷浓度比较 娄保锋，印士勇，穆宏强，张  翔 湖泊科学 2011, 23(6): 863-867 

68  河流溶解性物质侵蚀研究综述 许文盛，陈  立，罗  优，周银军 泥沙研究 2011(3): 73-80 

69  
三峡围堰蓄水和初期蓄水期（2003-2008）宜都低

水分汊河段冲淤变化 
欧阳娟、陈  立、周银军、许文盛 泥沙研究 2011(2): 55-59 

70  长江上游川江河道水沙输移特性研究 刘同宦、范中海、陈  立、姚仕明 泥沙研究 2011(1): 60-64 

71  
杜家台分蓄洪区洪水调度数值模拟及分洪效果研

究 
覃莲超，余明辉 泥沙研究 2011(8): 38-43 

72  
复杂地形条件下WENO-Roe 方法在浅水模拟中的

改进 
王党伟，余明辉 应用力学学报 2011, 28(3): 249-253 

73  非稳定渗流问题的变分不等式方法及工程应用 胡  冉，陈益峰，周创兵，李典庆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A 辑 2011, 26(2): 239-251 

74  基于欧拉模型的淹没射流冲刷数值模拟 钱忠东，胡晓清，槐文信，薛万云 中国科学 E 辑 2011, Vol.41(4): 41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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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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翔 博士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Engineering, Architec-
ture and Building Materials 

国际 Seepage Field Study of Xiaowan 
Hydropower Project 2011.06 海口 否 陈胜宏 

2  丁建新 硕士 第七届全国青年岩土力学与工

程会议 国内 渗流分析中排水孔模拟的叠单元法 2011.04 北京 是 陈胜宏 

3  徐  寅 博士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国际 
Random Adjusted Calculation 
Method for 3D Aggregate of Con-
crete  

2011.11 广州 否 钮新强 

4  徐  寅 博士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
als 国际 Optimization design of anti-sliding 

pile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 2011.08 香格 
里拉 否 钮新强 

5  漆祖芳 博士 
Four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vanced Computational Intelli-
gence 

国际 

An Intelligent Displacement 
Back-Analysis Method for the 
Right-bank Slope of Dagangshan Hy-
dropower Station_new version 

2011.10.19-21 武汉 否 周创兵 

6  杨  阳 硕士 2011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
ergy Engineering Conference 国际 

Stability Analysis of Diversion Tun-
nels in Hydropower Plant subjected 
to Initial Impoundment 

2011.03 武汉 是 肖  明 

7  马  刚 博士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 Conference 
(APPEEC) 2011 

国际 
Long-term deformation control the-
ory of high concrete face rockfill 
dam and application 

2011.04 武汉 否 常晓林 

8  段  寅 博士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 Conference 
(APPEEC) 2011 

国际 
A new numerical model for high 
concrete dam cooling by water flow-
ing and application 

2011.04 武汉 否 常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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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胡  超 硕士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 Conference 
(APPEEC) 2011 

国际 
A new numerical model for high 
concrete dam cooling by water flow-
ing and application 

2011.04 武汉 否 常晓林 

10  马  刚 博士 第十一届全国土力学及岩土工

程学术会议 国内 堆石体细观强度和变形特性的细观

数值试验研究 
2011.08.16 兰州 是 常晓林 

11  马  刚 博士 第11届青年岩石力学与工程学

术大会 国内 考虑颗粒破碎的堆石体细观数值研

究 
2011.11.18 青岛 是 常晓林 

12  郭家力 博士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Lakes-Wetlands-Watershed and 
Application of 3S Technology 
(EPLWW3S 2011) 

国际 
Daily runoff simulation in Poyang 
Lake Intervening Basin based on re-
mote sensing data 

2011.06 南昌 是 郭生练 

13  于坤霞 博士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Water Resources in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 

国际 
Influence of Predictor Variables 
Choice on Precipitation Generation 
for the Qingjiang River Basin 

2011.10 西安 是 熊立华 

14  曾思栋 博士 
201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ater Resource and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ISWREP2011） 

国际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Hydrological Cycle in the Haihe Ba-
sin 

2011.05 西安 否 夏  军 

15  杜  鸿 博士 
201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ater Resource and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ISWREP2011） 

国际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of extreme 
flow events at Yichang station under 
climate change 

2011.05 西安 否 夏  军 

16  陈炯宏 博士 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

济运行学术研讨会 国内 清江梯级水库汛限水位联合设计与

运用 
2011.08 宜昌 是 郭生练 

17  李  雨 博士 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

济运行学术研讨会 国内 清江流域 VIC 分布式水文模型研制

与应用 
2011.08 宜昌 是 郭生练 

18  郭家力 博士 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

济运行学术研讨会 国内 长江中游洪水演进模拟及三峡水库

提前蓄水风险分析 
2011.08 宜昌 是 郭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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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李天元 博士 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

济运行学术研讨会 国内 
长江上游与中游后汛期洪水遭遇规

律研究 2011.08 宜昌 是 郭生练 

20  周研来 博士 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

济运行学术研讨会 国内 
考虑洪水过程预报误差的三峡水库

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研究 2011.08 宜昌 是 郭生练 

21  于坤霞 博士 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

济运行学术研讨会 国内 
清江流域预报因子的选择对降雨统

计降尺度结果影响分析 2011.08 宜昌 否 熊立华 

22  龙海峰 硕士 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

济运行学术研讨会 国内 两种填洼算法在清江流域的比较研

究 2011.08 宜昌 否 熊立华 

23  张志强 硕士 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

济运行学术研讨会 国内 基于遗传规划的统计降尺度降雨模

拟与因子筛选方法 2011.08 宜昌 是 郭生练 

24  吴  波 硕士 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

济运行学术研讨会 国内 
时间尺度变化对 IHACRES 模型参

数和模拟结果的影响分析 2011.08 宜昌 是 郭生练 

25  汪  芸 硕士 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

济运行学术研讨会 国内 三峡水库月径流预测方法比较研究 2011.08 宜昌 是 郭生练 

26  李妍清 硕士 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

济运行学术研讨会 国内 
基于超定量的汛期分期洪水频率分

析 2011.08 宜昌 是 郭生练 

27  郭  倩 硕士 梯级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经

济运行学术研讨会 国内 
基于汛期平均流量评价李庄洪水汛

期分期研究 2011.08 宜昌 是 刘  攀 

28  陈  璐 博士 2011 Symposium on Data- 
Driven Approaches to Droughts 

国际 Drought Analysis Based on Copulas 2011.06.22-23 美国 是 郭生练 

29  陈  璐 博士 American Geophsical Union 
(AGU) 2011 Fall meeting 

国际 Flood coincidence risk analysis using 
multivariate copula functions 2011.12.05-09 美国 是 郭生练 

30  陈璐 博士 American Geophsical Union 
(AGU) 2011 Fall meeting 

国际 Drought Analysis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ed on multivariable method 2011.12.05-09 美国 是 郭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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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陈璐 博士 American Geophsical Union 
(AGU) 2011 Fall meeting 国际 

Measur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river 
flows using the copula entropy 
method 

2011.12.05-09 美国 是 郭生练 

32  刘静君 硕士 第九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基于最大熵谱和相关系数的水文周

期变异分级方法 
2011.08.02-03 兰州 否  谢  平 

33  刘  媛 硕士 第九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基于降雨径流关系的水资源变异归

因分析方法 
2011.08.02-03 兰州 否 谢  平 

34  张慧云 硕士 第九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闸坝群水质水量联合调度规律研究 2011.08.02-03 兰州 否 高仕春 

35  许银山 博士 IEEE 建筑，土木与环境工程国

际研讨会（ACEE 2011） 国际 
Combined forecasting model of ur-
ban water demand under changing 
environment 

2011.04 庐山 否 梅亚东 

36  朱  焱 博士 土壤水分与溶质模拟小型高级

讨论会 国内 区域三维地下水土壤水及溶质运移

的数值模型 
2011.05.13-14 杭州 是 杨金忠 

37  谭秀翠 博士 华北平原地下水演变机制与调

控专题研讨会 国内 深厚包气带地区地下水潜在补给分

析及区域地下水补给模拟 
2011.04.9-13 宜昌 是 杨金忠 

38  谭秀翠 博士 
Seminar on Evolution of 
Groundwater System in 
Large-size River Basins 

国际 Impact of vadose zone thickness on 
groundwater recharge 2011.09.25-27 北京 否 杨金忠 

39  査元源 博士 
Seminar on Evolution of 
Groundwater System in 
Large-size River Basins 

国际 基于 Ross 方法的饱和非饱和三维

水流运动模型 
2011.9.25-27 北京 是 杨金忠 

40  唐云卿 博士 第九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饱和-非饱和水流运动与溶质运移的

非高斯随机配点法及其应用 
2011.08.02 兰州 是 杨金忠 

41  唐云卿 博士 
Seminar on Evolution of 
Groundwater System in 
Large-size River Basians 

国际 基于 Ross 方法的饱和非饱和三维水

流运动模型 
2011.09.25-27. 北京 否 杨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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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宋雪航 博士 第九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基于数据同化技术的地下水补给动

态预测 2011.08.02 兰州 是 杨金忠 

43  刘欢欢 博士 
201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
ronmental Protection 

国际 
Coupling effect of water saving irri-
gation and nitrogen application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 in paddy fields 

2011.05 西安 否 邵东国 

44  肖  淳 博士 
201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
ronmental Protection 

国际 

A new coupled chaos optimiza-
tion-projection pursuit model for ini-
tial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in the wa-
tershed 

2011.05 西安 否 邵东国 

45  肖  淳 博士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国际 
Improved TOPSIS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on initial water rights al-
location in the watershed 

2011.10 秦皇岛 否 邵东国 

46  杨丰顺 博士 
201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ater Resource and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ISEREP) 

国际 
Improvement of set pair analysis 
evaluation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on urban water security  

2011.05.20-22     西安 否 邵东国 

47  彭振阳 博士 
4th conference on water in cold 
region 

国内 
Effect of autumn irrigation on evap-
oration from seasonal frozen soils 

2011.08 
黑龙江 
抚远 

是 黄介生 

48  蒋水华 博士 
第十一届全国土力学及岩土工

程学术会议 
国内 

基于随机响应面法的边坡可靠度分

析 2011.08.16-19 兰州 是 李典庆 

49  郜元勇 硕士 
第四届全国水力机械及其系统

会议 
国内 

基于 CFD 技术的双吸式离心泵转

轮副叶片优化 2011.09.18 兰州 否 钱忠东 

50  杨云平 博士 
第八届全国泥沙基本理论研讨

会 
国内 长江口滞流点变化规律研究 2011.11.23 南京 是 李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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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时间 

会议 
地点 

是否会议

报告 导  师 

51  朱玲玲 博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tatus and Future of the World's 
Large Rivers 

国际 
Analysis of the sediment recovery in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River 

2011.04.07 奥地利 是 李义天 

52  唐金武 博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tatus and Future of the World's 
Large Rivers 

国际 
Deformation Mechanism of Bank 
and Sandbar in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River 

2011.04.07 奥地利 是 李义天 

53  魏红艳 博士 第八届全国泥沙基本理论研讨

会 国内 多沙河流上抽水蓄能电站一维水沙

数学模型研究及应用 
2011.11.23  南京 是 余明辉 

54  刘林双 博士 2011 年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国际学术会议 国际 

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 for 
perikinetic flocculation of fine sedi-
ment under the ionization in still wa-
ter 

2011.10.23 上海 否 杨国录 

55  刘林双 博士 清华大学第 290 期博士生论坛 国内 
考虑电离作用的细泥沙颗粒异向絮

凝三维数值模拟 2011.11.04 北京 是 杨国录 

56  陈  萌 博士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en Energy and Environ-
men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国际 Study on pore characteristic of silt 
floc based on SEM image 2011.11.04 吉林 否 杨国录 

57  蒋  磊 博士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lood management 

国际 Experimental study on scour of con-
solidated bed by flood 2011.09.10 

日本 
大阪 

是 谈广鸣 

58  张康乐 硕士 
第二十三届全国水动力学研讨

会暨第十届全国水动力学学术

会议 
国内 槽道中跌坎附近水流运动的试验研

究与数值模拟 
2011.09 西安 是 刘士和 

59  张康乐 硕士 第五届全国水力学与水利信息

学学术大会 国内 突变边界流动自由面变形与床面冲

淤变形实验研究 
2011.10 天津 是 刘士和 

60  范  敏 硕士 
第二十三届全国水动力学研讨

会暨第十届全国水动力学学术

会议 
国内 基于有限体积法的淠河河道洪水运

动数值模拟 
2011.09 西安 是 刘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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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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范  敏 硕士 
第五届全国水力学与水利信息

学学术大会 
国内 

雾化水流溅抛雨滴粒径分布的实验

研究与数值模拟 
2011.10 天津 是 刘士和 

62  闫  霞 硕士 IEEE 建筑，土木及环境工程国

际研讨会 国际 

Primary  Research on the erosion 
adjustment of the Alternant Braided 
Reach in the Mid-Down Yangtze 
River After Three Gorges Dam Im-
poundment 

2011.04 庐山 否 陈  立 

63  陈  珊 博士 IEEE 建筑，土木及环境工程国

际研讨会 国际 

Ana-
lyze of The Scour Restoration Charac
teris-
tic of The Bed Material Load in The 
Downstream from The Hydroproject 

2011.04 庐山 否 陈  立 

64  李志伟 博士 
第五届全国水力学与水利信息

学大会 
国内 

静水中带有圆孔的障碍圆形浮力射

流特性研究 
2011.10.13-15 天津 是 槐文信 

65  李志伟 博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Computational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国际 
Large eddy simulation of flow struc-
ture in the near region of a circular 
wall jet 

2011.12.14-16 昆明 是 槐文信 

66  凡  伟 硕士 
第二十三届全国水动力学研讨

会暨第十届全国水动力学学术

会议 
国内 弯曲明槽水流运动的三维数值模拟 2011.09 西安 是 槐文信 

67  黄  卫 硕士 34th IAHR world congress 国际 
Coupled 2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of Tangjiashan landslide dam breach 

2011.07 
澳大 
利亚 

是 曹志先 

68  李志晶 硕士 34th IAHR world congress 国际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apacity and 
non-capacity models for bed load 
sediment transport by unsteady flows 

2011.07 
澳大 
利亚 

是 曹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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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大型仪器设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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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子图像 
测速仪 

33 1998 李旺兴 
对大区域表面流场进行自动测量，包

括流速大小和方向。 

3  
大坝渐近破坏 

实验系统 
307 

2002CT 系统 

2006 测控系统 

2007 加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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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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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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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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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水电站过渡过

程实验系统 161 
2000 建 

2005 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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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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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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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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三轴室 160 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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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力学高性能 
计算集群 

85 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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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多普勒流速剖

面仪（ADCP） 
$3 2010.11 许建明 

ADCP 应用多普勒效应原理进行流速

测量，具有能直接测出断面的流速剖

面、不扰动流场、精度高、测验历时

短、测速范围大等特点，可广泛用于

水文、海洋、河口的流场结构调查、

流速和流量测验等。 

12  
MAT253 同位

素质谱仪 $48 2010.11 许建明 

提供 D/H 、 13C/12C 、 15N/14N 、

18O/1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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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NVIS 数字

网络生态 
监测系统 

170.53 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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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MANTA 系列

多参数水质 
监测仪 

15 2010.11   

可进行地下水自动监测、现场快速测

定。SDI-12 数采器实现在线监测，

Windows 界面的操作软件可以实现设

置、校准和数据下载功能。实时数据

图形显示可以直观地获取稳定的读

数，校准日志功能可以详细地提供仪

器的校准历史记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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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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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水资源高效利

用综合实验 
研究平台 

330 2010.5 王富庆 

可进行灌溉排水机理研究和农田水的

循环利用、降雨径流模拟、劣质水利

用、生态湿地及农业面源污染及其生

态修复等的综合研究， 

18  

水工混凝土结

构老化与寿命

预测实验研究

平台 

$19 2010.12   

可进行水工混凝土(包括其他水泥基

材料)老化及耐久性寿命预测机理进

行试验研究，包括水泥基材料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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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连续流动元素

分析仪 
57 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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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土壤氮循环 
监测系统 62 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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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asyChem 化

学成分分析仪 
48 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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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OPEC 开路涡

度相关测量 
系统 

37 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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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HCTV 数字

式全景钻孔摄

像系统 
31 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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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岩石/混凝土

变形-渗流耦

合实验机 
88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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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实验研究基地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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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江西南昌实验研究基地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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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中国农谷试验研究基地合作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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