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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室科学研究 

2010 年，实验室在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973”项目、国家“863”项目、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项目、国家重大水电工程项目、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等共 176 项，到款科研经费达 3923 万元以上，其中国家级研究任务 80 项，

经费达 2476 万元（包括自主研究经费），占总经费的 63%，总研究经费比 2009 年增

加了 11%，国家研究经费比例比 2009 年增加了 10%。 

在研任务中，在研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 5 项，子题 4 项，在研

国家“863”项目 2 项（含子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3 项，新承担基金重点

项目 1 项（主持），面上项目 16 项，青年项目 2 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

目 1 项；在研省部级科研项目 25 项，其它项目 70 余项。2010 年实验室研究人员新承

担了 5 项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其中专项课题 3 项，子题 2 项。“国

家水利行业公益性研究项目——武汉城市圈水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获得立项。结

合实验室设立的研究团队项目和承担的国家及地方研究任务，实验室在水库群联合优

化调度和经济运行与洪水资源化研究应用研究、变化环境下水资源时空分布模拟及预

测研究、排水农田物质运移理论及应用基础研究、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研究、

非恒定流输沙动力学研究、大型水利工程作用下冲积河流调整机理及模拟方法研究、

水电工程岩体开挖、锚固设计理论及施工技术研究、高坝结构安全与优化理论及施工

仿真研究、水电工程高边坡稳定性演化与风险调控理论研究、复杂边界耦合作用下水

流数值模拟理论及方法研究、水泵水轮机全特性及抽水蓄能电站过渡过程的研究等方

面取得进展。 

2010 年，实验室加强研究成果的凝炼与提升，一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的

奖励。常晓林牵头完成的“高混凝土坝整体稳定安全控制新理论及工程应用”、李义

天第二完成人参加的“水沙灾害形成机理及其防治的关键技术”、卢文波第二完成人

参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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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项研究

成果均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实验室李义天教授牵头完成的“江湖相互作用

机理与多尺度水沙调控关键技术”、崔远来教授牵头完成的“水稻灌区节水增产高效



减污综合技术研究与应用”、卢文波教授牵头完成的“爆破振动对新浇混凝土的影

响”分别获得教育部高校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节水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工程

爆破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另有 7 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出版学术著作 3 部；实验室研

究人员 35 人次到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27 人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大会发言。发

表学术论文 170 多篇，其中 SCI 收录 34 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简称 CSCD）核心

期刊论文 110 多篇。 

2. 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实验室现有固定研究人员 40 人，学术顾问 5 人（2 人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流

动研究人员 27 人，技术与管理人员 5 人。在固定研究人员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

教授 31 人（新增 1 人），其中国家“973”项目（已结题）首席科学家 1 人，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 1 人，教育部高层次人才计划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 6 人（新增 2

人），有 2 人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有 4 人在国际学术机构中任职。 

团队建设方面，实验室 11 个研究团队建设进展顺利，依据各团队的预期建设目

标，每位团队负责人向实验室汇报了本团队各项研究目标的完成情况，各团队基本完

成了 2009 年的预期研究目标。实验室根据各团队研究目标的完成情况对专项科研研

究经费重新进行调整，分别对按期完成（超额完成）和未按期完成的团队进行奖惩。 

在实验室经费的支持下，有 3 名青年研究人员到国际相关研究机构进行为期一

年的学术交流，同时有多名青年研究人员学成回国。本年度实验室培养在站博士后

10 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136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185 人；出站博士后 2 人，毕业博士

生 36 人，毕业硕士生 90 人。 

3. 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2010 年，国内外研究人员申请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共计 15 项，经实验室学术委员

会讨论，同意立项 14 项，申请者多数为高等学校具有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2008 年批

准的开放基金课题 10 项顺利结题，2009 年批准的 16 项基金课题顺利通过中期检查。 

2010 年，实验室承办了 3 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其中，由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

织和武汉大学主办，实验室具体承办的“亚太区域节水灌溉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

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先后有 50 多位国外知名学者访问实验室，有多名学者与

实验室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挪威科学院院士 Lars Gottschalk 教授、英国皇家工程



院院士 Enda O'Connell 教授、英国国家水力研究院院长 Ian Townend 教授、英国格拉

斯哥大学地理与地球科学学院院长 Trevor Hoey 教授、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会 

EPSRC 洪水风险管理研究首席科学家、爱丁堡研究合作计划土木与环境工程联合研

究所所长、Heriot-Watt 大学建筑环境学院院长 Gareth Pender 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大

学 Pinnaduwa H.S.W. Kulatilake 教授等先后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演讲，其中有多位

学者受聘为实验室客座教授。 

同时，实验室一批知名学者积极参加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李义天教授、谈广鸣

教授等参加了在南非举行的第 11 届国际泥沙会议；黄介生教授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

日热市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 61 届执行理事会暨第 6 届亚洲地区会议；茆智院士

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SFC）和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在

菲律宾举办的 NSFC-IRRI 合作回顾与规划研讨会；崔远来教授和董斌教授参加了第三

届国际水稻大会；曹志先教授应邀参加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委 NSF 溃坝洪水研究论坛；熊立华教授参加了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欧洲地学联盟

2010 年会。 

在国际合作方面，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校长 Ian Goulter 教授和该校水与粮食安

全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Mohsin Hafeez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签署两校合作备忘录；美国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Don DePaolo 教授和地学中心水文地质系主任刘会海教授访

问实验室，双方拟在教师交流以及科研平台“多相流联合研究中心”建设方面展开实

质性的合作；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区域办公室 Thierry Facon 博士，联合国粮农组织亚

太区域办公室陈志军博士访问实验室，双方就在武汉设立“亚太区域农业水问题研究

与培训中心”进行了可行性探讨。 

在运行与制度建设方面，实验室二届三次会议在武汉召开，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

授向学术委员会作了 2010 年实验室工作报告。为贯彻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流动、

联合、竞争”的管理体制，从本实验室建设和学术梯队配备出发，对 2009 年制订的

《关于研究人员聘用与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 

在平台条件建设方面，实验室夹马口实验研究基地在山西运城挂牌；实验室与浙

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联合成立了“水资源与水环境联合研究中心”。实验室抽水蓄能

电站实验基地在江夏区土地堂开工建设；通过多次考察和论证，实验室确定在湖北潜

江建设灌溉排水试验研究基地，并确立了该基地基本规模和运行机制；该基地的建设

获得了潜江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本年度国家下拨的专项设备经费 987 万元（另，

2009 年底 1016 万元），购置、研制和改造了一批系统和设备，执行经费 146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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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室简介 

1.1  实验室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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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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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支撑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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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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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队伍与规模 

实验室现有固定研究人员 40 人，学术顾问 5 人（2 人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流动研究人员 27 人，技术与管理人员 5 人。在固定研究人员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教授 31（新增 1 人）人，其中曾主持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1 人，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教育部高层次人才计划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 6 人（新

增 2 人），有 2 人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有 4 人在国际学术机构中任职。 

1.5  实验室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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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带头人：郭生练 

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室    主任：邵东国    学术带头人：杨金忠 

防洪减灾研究室     主任：陈  立    学术带头人：李义天 

水工结构与施工研究室    主任：汪卫明    学术带头人：陈胜宏 

水电站安全运行研究室    主任：赖  旭    学术带头人：杨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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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忠（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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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东 



                                                       2010 年报 

− 4 − 

1.6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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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实验室在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973”项目、国家“863”项目、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项目、国家重大水电工程项目、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等共 176 项，到款科研经费达 3923 万元以上，其中国家级研究任务 80 项，

经费达 2476 万元，占总经费的 63%，总研究经费比 2009 年增加了 11%，国家研究经

费比例比 2009 年增加了 10%。 

作为国内重要的科技研究平台，实验室在科学研究前沿方面起到了推动和引领作

用。由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倡议，水利部胡四一副部长、清华大学王光谦院士、中

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王浩院士共同发起的、水利部国科司、长委国科局、黄委国科

局、南科院相关专家参与的关于设立“长江黄河综合调度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建议稿，

已得到水利部陈雷部长、原国家政协副主席钱正英院士的认可，拟选择有利时机向国

务院报告。实验室积极参与国家基金委“十二五”重大项目立项策划，由实验室谈广

鸣牵头起草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河流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及其调控方法

研究”立项建议书正在修改和完善，并争取 2011 年获得立项，李义天教授提交了 1 项

“山洪灾害频发机理及其多维临界风险预报理论”重大项目建议书，常晓林教授和卢

文波分别提交了“高应力条件下堆石体细观变形机理及流变本构模型研究”、“岩体开

挖爆破动力效应及安全评价”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议书。实验室还配合其

它单位参与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共 5 项建议书的起草工作。 

结合实验室设立的研究团队项目和承担的国家及地方研究任务、国际合作等科研

工作，实验室各研究方向取得的主要研究进展概述如下。 

 在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方向 

针对由于区域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所引起的水文水资源效应问题，建立

了考虑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集总式、分块式和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提出了一套水文

水资源效应评估理论方法体系。研制了水文变异诊断系统，进行了南水北调工程水源

区与海河受水区历史旱涝特征分析，并采用集对分析法对水源区与海河受水区的旱涝

遭遇进行了研究。对比梯级单独调度和联合调度两种情况下的发电补偿效益，分析了

联合调度对提高汛期洪水资源利用率的重要性。对现有的 Drainmod/SWAT 模型在农

田排水区排水径流模拟计算的适用性和适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对作物生长模型和水分



                                                       2010 年报 

− 6 − 

入渗特性进行了研究。 

 在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方向 

以海河流域和内蒙河套灌区为对象，通过田间试验观测，研究了区域浅层地下水

补给演变机制，揭示了灌溉水量削减条件下地下水补给、运移和高效利用的基本规律；

分析了灌溉水利用效率指标影响因素及其随时间变化规律该及海河流域农业用水效

率的尺度效应。开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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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磷排放及排水再利用的试验研究，构建了适合灌区的分布式水文模

型；初步揭示了大棚作物腾发量影响因素与演变规律、溶质运移随机响应规律、人类

活动干预下的灌区水平衡机制、经济社会发展对灌区耗水与排水的驱动机制、控制排

水条件下水肥盐的运移与转化规律等。 

 在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研究方向 

继续研究自然条件以及变化条件下河流水流泥沙输移沉积规律，以及水流泥沙运

动、人类活动与河床冲淤变化之间的耦合作用。完善了冲积河流多重时间尺度理论，

研究了悬移质和推移质运动的恢复饱和距离；研究了不平衡输沙条件下泥沙冲刷恢复

特性及不同类型河段冲刷调整的规律；探讨了水库粘性泥沙冲淤特性、淤积固结条件

下坝前泥沙压力以及工程作用下坝下游水沙过程变化特点与趋势、三峡水库下游分组

沙冲淤特性以及溪洛渡-向家坝-三峡水库泥沙淤积规律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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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堰塞坝体溃决全场耦合二维数学以及土石坝

漫顶溃决数学模拟方法。 

 在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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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维随机散粒体

SGDD 模型的基础上，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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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理论分析、室内试验及现场试验，对坝基岩体的锚杆加固机

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开展了电子起爆条件下岩石高陡边坡爆破振动响应特征分析，确

定了爆破振动峰值质点振动速度、频率和爆破地震波持续作用时间的分布特征，为高

边坡爆破安全控制标准确定和电子起爆的微差间隔时间优化奠定了基础。确定了不同

开挖荷载水平、开挖规模及卸荷速率条件下开挖卸载波诱发震动的频域范围、频谱分

布等动力特征及其随距离变化的规律。建立了岩体加固分析与渗流分析的复合单元

法。提出了分析相关非正态变量可靠度计算问题的随机响应面法，提出了分析相关非

正态变量可靠度问题一种新的全局优化方法—认知聚类分区方法。提出大坝-地基系统

应力应变分析的不连续有限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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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电站安全运行研究方面 

研究了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的表征，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的空间曲面与传统

表达方式的对应关系，解决了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的开度线交叉、聚集、扭卷等问题。

采用三种湍流模型对下游调压室及尾水水洞进行了模拟，将调压室涌浪波动过程与调

压室底板压差变化过程的三维计算结果与物理模型实验、一维数值计算的相应结果予

以对比分析，阐明了不同湍流模型对过渡过程模拟的影响。结合三维模拟能捕捉流场

内部流态的优势，探讨了涌浪波动过程中调压室水面波动过程及水流流态。采用数学

模型对水平径向浮力射流和径向壁面射流的稀释机理和流动结构进行了数值计算，给

出了各自流动的稀释度计算公式，解释了径向射流具有高稀释度的机理，形成了径向

射流稀释理论体系。 

2010 年，实验室加强研究成果的凝炼与提升，一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的

奖励。常晓林教授牵头完成的“高混凝土坝整体稳定安全控制新理论及工程应用”、

李义天教授作为第二完成人完成的“水沙灾害形成机理及其防治的关键技术”、卢文

波教授作为第二完成人完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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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项研究成果分别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实验室李义天教授

牵头完成的“江湖相互作用机理与多尺度水沙调控关键技术”、崔远来教授牵头完成

的“水稻灌区节水增产高效减污综合技术研究与应用”、卢文波教授牵头完成的“爆

破振动对新浇混凝土的影响”分别获得教育部高校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节水协会科

技进步一等奖、中国工程爆破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另有 7 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奖；

出版学术著作 3 部；实验室研究人员 35 人次到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27 人次参加

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大会发言。发表学术论文 170 多篇，其中 SCI 收录 34 篇，中国科

学引文数据库（简称 CSCD）核心期刊论 110 多篇。 

2.1  承担科研项目 

在研任务中，在研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 5 项，子题 4 项，在研

国家“863”项目 2 项（含子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3 项，新承担基金重点项

目 1 项（主持），面上项目 16 项，青年项目 2 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1

项；在研省部级科研项目 25 项，其它项目 70 余项。2010 年实验室研究人员新承担了

5 项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其中专项课题 3 项，子题 2 项。“国家水

利行业公益性研究项目——武汉城市圈水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获得立项，可望为

武汉城市圈建设做出贡献。新增国家级研究项目情况，见表 2-1；在研项目见附件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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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新获批国家级项目 

表 2-1    2010 年获批国家级项目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研究期限 项目类型 

1  
区 域 浅 层 地 下 水 补 给 演 变 机 制

（2010CB428802） 
杨金忠 2010.01~2013.12 “973”项目课题 

2  
重大水利工程影响下河口水沙和地貌

变化过程 （2010CB429002） 
李义天 2010.01~2014.12 “973”项目课题 

3  
深部围岩分区破裂机理及其时间效应

（2010CB732003) 
卢文波 2010.01-2014.12 “973”项目课题 

4  
基于空间曲面的水泵水轮机全特性及

过渡过程的研究（51039005） 
杨建东 2011.01~2014.12 

国家自然基金 

（重点项目） 

5  
斜坡上土体抗冲性与岸滩稳定衰变机

理研究（11072180） 
余明辉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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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79098） 
熊立华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  
Copula 函数理论在多变量水文分析计

算中的应用研究（51079100） 
郭生练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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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79101） 
杨金忠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9  
不同植被作用的多级断面河道水流结

构与污染物输移机理研究（51079102） 
赵明登#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0  
冲积河流形成过程中河型演替规律研

究（51079104） 
张小峰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1  
水轮机补气条件下的压力脉动机理研

究（51079106） 
钱忠东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2  
THM耦合过程中裂隙岩体渗透性演化

机理及渗控优化方法（51079107） 
陈益峰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3  
裂隙岩体渗流/应力应变耦合特性的数

值试验与建模（51079109） 
陈胜宏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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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79112） 
李典庆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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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称 负责人 研究期限 项目类型 

15  
基于 H-M 耦合效应的高重力坝坝基细

观失效机理研究（51079113） 
常晓林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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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79115） 
胡志根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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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73115） 
张  翔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8  
冲积河岸崩塌动态临界岸坡形成机制

及预测研究（51009109） 
张  为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9  
降雨诱发滑坡机理与风险决策方法研

究（51028901） 
方国光 2011.01~2013.12 

海外及港澳学者 

合作研究基金 

2.1.2  国际合作项目 

表 2-2    2010 年在研国际合作项目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合作国别 项目期限 来  源 

1 山洪预报 曹志先 欧盟 2006.09~2010.05 欧盟第六框架计划 

2 
节水灌溉可持续发展的

技术研究 
董  斌 联合国 2009.01~2011.12 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2.1.3  承担主要项目研究进展 

1. 在研国家“863”重点项目：水盐调控精量灌溉技术 

课题编号：2006AA100207 

课题期限：2006.12～2010.10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参加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水利所，新疆农垦科学研究院 

课题主持：杨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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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结题概述：课题通过多年的野外试验研究和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不同灌溉

水矿化度、不同灌溉水量和灌溉水质进行滴灌对于大田盐分连续累积过程影响的定量

描述；通过田间试验、面上调查和模型模拟，提出了大棚作物耗水量的确定方法；总

结了我国不同地区年内揭棚式大棚和联栋大棚土壤盐碱化动态特征和控制途径；根据

华北地区冬小麦和夏玉米的需水规律、气候特征、节水和增产的边际效益分析，提出

了咸水灌溉控制指标和主要作物微咸水灌溉的可行性指标，建立了微咸水安全利用的

“淡淡咸”、“咸淡淡”、“咸淡咸”轮灌模式；编制了小麦和玉米的微咸水灌溉规

程(草稿)，为华北地区微咸水灌溉的安全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研发出点尺度土壤

盐分动态快速实时监测传感器件，提出了区域土壤质量动态变化的遥感数据解译技术

和半干旱区土壤次生盐渍化的预警技术，形成了区域土壤质量和退化风险评估技术体

系，构建了作物健康生长和土壤质量安全的水盐调控技术集。 

2.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编号：2006BAD11B06 

课题期限：2006.10～2010.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参加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河海大学 

课题主持：黄介生 

课题结题概述：课题针对大型灌区农田排水问题，围绕涝渍灾害防治技术标准、

农田控制排水技术、节水灌溉条件下灌区水盐动态调控技术、农田排水再利用技术、

暗管排水技术及其施工工艺等方面开展研究，目标明确、内容设置合理，技术路线正

确。课题构建了农田控制排水模式、灌区水盐调控模式和农田排水再利用模式，取得

的研究成果在高邮、荆州示范区应用后，提高田间水利用率 10%以上，肥料流失量减

少 65%以上，作物产量提高 10%以上，具有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灌溉排水条件下农田氮磷转化、运移规律与控制措施 

项目编号：50639040 

项目期限：2007.01～2010.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参加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 

项目主持：杨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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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结题概述：通过室内外实验研究和理论分析，全面地完成了课题的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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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 74 篇，其中 SCI 论文 19 篇，EI 论文 25 篇，ISTP 论文 4

篇，出版专著 2 部，获得软件登记 1 项，实用专利 1 项。 

4.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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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编号：2008BAB29B01 

课题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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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河海大学 

课题主持：周创兵 

课题研究进展：2010年，该项目研究进度总体超前进度计划，已经提出了适用于

复杂地质和高应力条件下的岩体工程特性试验、数值模拟方法以及岩体开挖安全预警

方法，建立了复杂地质条件和高地应力区高陡边坡开挖卸荷岩体利用标准、适用于复

杂地质条件下的岩体开挖爆破及岩体锚固安全控制标准等安全标准体系，并在向家

坝、溪洛渡、白鹤滩及锦屏一级等国家重点建设的超大型水电站中得到成功应用。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涝渍灾害产生机理与减灾方法研究 

项目编号：50739003 

项目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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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研究进展：2010 年度项目针对涝渍灾害形成机理与减灾方法全面开展了资料

收集、野外田间试验、室内数值模拟工作，主要进展包括：分析了不同生育期和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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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期遭受涝渍胁迫以及不同程度的涝渍胁迫对棉花株高、茎粗、叶面积、最终产量及

干物质产量的影响，对水分胁迫下的经验型水分生产函数动态模型－Morgan 模型进

行修正，得出涝渍胁迫条件下的水分生长动态 Morgan 模型；以安徽省五道沟水文水

资源实验研究基地为研究对象，对 SWAT 模型源代码的子流域汇流模块的流域汇流时

间和子流域汇流延迟进行了修改。对北京市某城区的暴雨积水灾害特点，开发了该城

区的暴雨积水模型，模拟了城区道路和低洼地积水状况；以淮河流域焦岗湖洼地为研

究对象，建立了以 DRAINMOD 模型和 HEC 模型为基础的排水标准合理衔接研究模

型，分析了焦岗湖洼地一二级排水系统排水标准的合理衔接问题；以土壤的导水能力

（饱和导水率）的随机场来表示土壤的空间变异性，基于 Green-Ampt 矩形剖面假定，

以大尺度无坡度的田间为研究对象，分别推导均匀降雨和非均匀降雨情况下土壤水分

运动方程的解析解，从而得到可以计算出土壤降雨过程中任意土壤剖面入渗率和入渗

过程的公式。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暴雨诱发滑坡致灾机理、风险评估与减灾方法研究 

项目编号：50839004 

项目期限：2009.01～2012.12 

项目主持：周创兵 

项目研究进展：为了研究不同影响因素下（降雨条件、库水位变动、地质力学模

式等）边坡的变形破坏机理，研发了一套滑坡模型试验平台，主要包括：模型试验架、

人工降雨、数据采集、物理量量测传感器、非接触式位移测量等五大主要系统；研制

了基本满足试验目的的相似材料；开展了三峡库区孙家庄滑坡模型试验；本项目分别

进行了破碎岩体和加锚破碎岩体的常规三轴剪切试验的细观数值模拟，研究破碎岩体

锚杆加固的作用机理，并对锚杆密度对其工程力学特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开展了基

于流-固-热（THM）耦合的土-水特征曲线模型研究；边坡坡面径流与坡体渗流的耦合

模型研究；提出了边坡稳定可靠度计算的随机响应面法并开发了计算软件

WHUSRSM；发展了边坡稳定可靠度计算的认知聚类分区算法；发展了基于地层信息

系统的三维边坡稳定分析方法和计算软件；发展了考虑开挖过程的三维边坡稳定强度

折减分析方法；提出了基于变形成因机制滑坡变形预测模型与分析方法；提出了基于

变形成因机制的反演分析方法；提出了基于实例推理系统的滑坡预警分析方法和基于

梁单元的锚固洞结构设计方法与混凝土抗剪主动支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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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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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研究进展： 2010 年项目主要取得了如下成果：(1) 评估了现有清江流域洪

水预报方案；采用 VIC 模型，建立了清江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2) 采用 Copula 函数

分析了长江中下游洪水遭遇风险，探究了干支流洪水地区组成的基本规律；建立了考

虑影响防洪调度风险的入库洪水预报误差及洪水过程线形状的不确定性，推求水库汛

期水位动态控制域的模型和方法；建立了水库群防洪联合优化调度模型和算法，可将

荆江河段防洪标准由原有的 100 年一遇提高到 120 年一遇；(3) 开展了水库群发电优

化调度研究，经对比原设计表明，联合调度可提高水库群发电效益 2%以上；开展了

水库调度不确定性，包括最优解、调度函数等不确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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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编号：51039005 

项目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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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述：水泵水轮机水力设计和机组运行稳定性是制约我国抽水蓄能事业发展

的主要因素，而深入研究以非线性和统计性为特征的水泵水轮机全特性，以可逆性和

失控性为特征的过渡过程与控制是突破制约的重要途径。本研究从空间曲面全新视角

观察和描述全特性及基于全特性的过渡过程。综合数学、力学、控制论等多学科知识，

从理论分析、模型试验、数学模拟和控制策略等多层面研究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

面的表征与构建、基于全特性的过渡过程数学仿真理论和算法、保证运行稳定性的非

线性控制策略，力争揭示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的非线性水力和动力特性，阐明水泵水轮

机全特性空间曲面的变化规律，建立基于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的过渡过程数学

仿真平台，提出基于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的非线性控制策略。成果为任意比转

速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的数学描述、全特性数据库和预测软件、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过渡过程计算分析软件、保证机组高效稳定运行的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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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向研究进展 

结合承担的国家任务、横向合作研究课题、国际合作项目、实验室研究团队等科

研工作，实验室各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工作与进展概述。 

2.2.1  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和经济运行与洪水资源化研究应用研究 

（1）针对水文气象耦合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采用基于 SSVM 的统计降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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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流域和清江流

域水资源变化趋势； 

（2）利用分层土壤下渗模型模拟土壤剖面的湿润锋运动、入渗率随时间的变

化过程以及降雨-入渗-径流之间的关系，研究非饱和带的土壤水分运动参数的不确

定性对模型输出的影响。对比分析了一次二阶矩方法与傅立叶幅度敏感性分析方法

的计算结果；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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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针对水库汛期分期新方法进行了研究，采用变点分析技术和 Copula 函数，

分析水库汛期洪水的演变规律，确定合理的汛期分期点； 

（5）针对水库汛期水位控制方案进行了研究，综合多种方法确定汛期分期，考

虑影响防洪调度风险的入库洪水预报误差及洪水过程线形状的不确定性，推求水库汛

期水位动态控制域； 

（6）针对水库群发电优化调度模型进行了研究，对比梯级单独调度和联合调度

两种情况下的发电补偿效益，分析了联合调度对提高汛期洪水资源利用率的重要性； 

（7）开展了水库调度不确定性方面的研究，认为水库调度存在最优解方面、调

度函数方面等众多不确定性； 

（8）针对洪水预报误差分布规律进行研究。利用 SPSS 软件和统计学理论，对三

峡水库汛期洪水预报误差分布规律进行分析，得出 Laplace 分布更适合描述三峡水库

汛期洪水预报误差分布规律； 

（9）针对葛洲坝水库回水和三峡-葛洲坝间水流时滞的影响，考虑航运约束，建

立了以水电站典型负荷图为参数的三峡梯级短期调度模型，提出了用隐式差分格式求

解圣维南方程组时出现的两坝间水量不平衡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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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主要以三峡梯级水电厂为背景，针对水库调度方面的若干技术问题进行了

研究，采用优化理论与技术，探讨了入库流量计算、水库调度图优化及厂内经济运行

等方法；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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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变化环境下水资源时空分布模拟及预测研究 

（1）亚热带红壤区坡地尺度次降雨水文过程数学模型研究 

主要进行了作物生长模型和水分入渗特性的研究。基于水稻田的常规灌溉和控制

灌溉实验数据，对以水分为驱动因子的作物生长模型 AquaCrop 进行参数校验和实例

模拟，分析了该模型对不同作物参数、气象因子和土壤参数的敏感性，分析了不同年

龄水稻土对作物产量潜力的影响。基于水稻田犁底层入渗实验和田埂入渗实验，以时

间序列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垂直入渗特性和田埂侧向入渗特性在整个水稻生长期的动

态变化规律，指出了前者的时间延续性和后者受多种边界条件影响的不可预测性，分

析了垂直入渗率的累积平均规律和梯田上下田块间的“穿越流”受犁底层耕作年限

的影响，分析了垂直入渗率和田埂入渗率与水稻田间歇灌溉中干湿交替期田间水深间

的相互关系； 

（2）考虑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集总式、分块式和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研究 

针对由于区域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所引起的水文水资源效应问题，建立

了考虑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集总式、分块式和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提出了一套水文

水资源效应评估理论方法体系，并将其应用于无定河流域的水循环模拟、水文水资源

效应分析、生态需水量计算和绿水-蓝水定量评估等； 

（3）排水水文模型的开发与研究 

对现有的 Drainmod/SWAT 模型在农田排水区排水径流模拟计算的适用性和适用

条件进行了分析，对 Drainmod 模型在尺度的拓展上以安徽省焦岗湖洼地农田排水区

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评价和修改，对 SWAT 模型在描述农田排水区降雨－灌溉形成的径

流过程存在的问题和修改方面进行了研究，采用修改的模型对焦岗湖洼地的洪涝转换

机制以及排水标准的衔接问题进行了研究； 

（4）水文变异诊断系统的研制和应用 

研制了水文变异诊断系统，并用其分析了西北江三角洲水文泥沙序列（马口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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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站）的变异规律，探讨了西江中游多站点洪水序列的变异关系，以及东江流域多

尺度径流序列变异关系；研究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的水文情势和水质的

影响； 

（5）南水北调工程水源区与海河受水区历史旱涝特征分析 

利用我国近 500 年旱涝等级历史资料和近几十年的实测雨量资料，进行了南水北调

工程水源区与海河受水区历史旱涝特征分析，并采用集对分析法对水源区与海河受水区

的旱涝遭遇进行了研究； 

（6）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 21 世纪水文气象情景研究 

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为研究流域，基于数字高程模型、土地利用和土壤类

型等资料，采用 1980~1990 年日资料进行模型参数率定和检验，研究了 SWAT 模型在

该流域的适用性；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大气环流

模型多模式输出结果，分析了特别排放情景下 21 世纪降水、气温、径流、蒸发的响

应过程。 

2.2.3  溪洛渡-向家坝-三峡梯级蓄水过程联合优化调度 

（1）单纯考虑溪洛渡水库自身的运用情况，蓄水时间越早对于发挥该水库综合效益

效果越明显。9 月 11 日蓄水方案较 9 月 21 日蓄水方案多年平均发电量增加 7 亿 kW•h； 

（2）由于向家坝水库运用受到上游溪洛渡水库的影响，溪洛渡和向家坝蓄水时

间错开时间越长，向家坝水库蓄满状况越好。从发电量变化来看，蓄水时间提前发电

效益越大，但各方案发电量差别不大； 

（3）三峡水库作为梯级中最下游水库，受上游溪洛渡、向家坝水库运用影响。

考虑梯级水库发电效益、水库蓄满、长江中下游航运需求等指标，综合来看，溪洛渡

水库 9 月 11 日蓄水、向家坝水库 10 月 1 日蓄水、三峡水库 9 月 1 日蓄水是最优方案。

该方案下，梯级多年平均发电量为 1718.4 亿 kW•h，三库蓄水期末蓄不满年份有 13

年，但年内均可蓄满，同时，对于三峡下游蓄水期航运要求，其破坏天数相对较少。 

2.2.4  排水农田物质运移理论及应用基础研究 

围绕排水农田物质运移理论及应用基础研究，结合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子

课题“海河流域农田水循环过程与农业高效用水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涝渍灾害产生机理与减灾方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灌溉排水条件下农

田氮磷转化、运移规律与控制措施”、国家高新技术发展规划课题“863”重点课题



                                                       2010 年报 

− 17 − 

“水盐调控精量灌溉技术”、国家支撑计划项目“灌区农田排水与再利用技术研

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面上项目、水利部公益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基金、

地方科技计划项目等，分别在内蒙古河套灌区、松花江流域前郭灌区、上海市青浦区、

湖北省漳河灌区、湖北省四湖流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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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河流域收集区域水均衡及

相关的自然社会经济资料、开展不同尺度的作物水分利用效率研究。 

本年度以海河流域和内蒙河套灌区为对象，通过田间试验观测，研究了区域浅层

地下水补给演变机制，揭示了灌溉水量削减条件下地下水补给、运移和高效利用的基

本规律；通过试验观测和理论分析，揭示了土壤水和溶质非均匀迁移的机理；研究了

节水灌溉条件下水盐运移规律及调控技术；通过试验观测和模型开发，开展了控制排

水条件下氮素运移与转化规律研究；根据测坑试验和田间试验，深入研究了涝渍胁迫

条件下的作物水分生产函数；开展了农业面源污染的水质水量联合调控技术研究。 

2.2.5  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研究 

（1）节水条件下的水、肥、盐动态规律 

主要结合国家“973”、国家“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干排水条件下水盐

运动与演变规律研究”、国家支撑计划“灌区农田排水与再利用关键技术研究”等课

题，研究节水灌溉对土壤水分、盐分、养分运移的影响规律，并运用长系列动态观测

数据、遥感影像、田间试验和数学模型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揭示了节水对土壤水肥

盐运动的影响规律。开展了灌排湿地系统水文过程监测试验与模拟研究，得到了不同

条件下湿地排水水质水量规律； 

（2）农业用水效率的尺度效应及转换方法 

主要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973”项目、教育部科学技术重大

项目等课题，根据海河流域与漳河灌区资料，分析了灌溉水利用效率指标影响因素

及其随时间变化规律该及海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的尺度效应，提出了农业用水效率

的尺度转换方法，初步揭示了农业用水效率的尺度效应；建立了遥感推求区域作物

耗水量的方法和基于水分循环通量的概念性模型，并从田间尺度、中等尺度、灌溉

干渠系统尺度及全灌区尺度，系统地探明了不同尺度水分利用效率及水分生产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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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节水灌溉的尺度效应和灌区水循环规律，提出了指导不同尺度、不

同类型灌区节水灌溉的宏观决策理论与方法及其综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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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稻节水高产减污技术及应用 

主要结合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863、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重大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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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

磷排放及排水再利用的试验研究，并根据南方水稻灌区的特点，修改了 SWAT 模型，

构建了适合灌区的分布式水文模型；提出了灌区水肥资源高效利用多维临界调控模型

与方法、指标与标准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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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

不同灌水方法与技术、不同肥料用量、不同施肥次数，研究提出简便实用的水稻干湿

交替节水灌溉与配套的施肥技术； 

（4）雨洪资源利用潜力及风险分析 

结合国家水利行业公益项目与教育部科学技术重大项目等课题，根据不同降雨与

土地利用条件，建立了区域雨洪过程模拟模型与面源污染物迁移模拟模型，得出了不

同降雨、绿地面积与闸站调控方式下区域产水、产污过程及其对河沟防洪排涝能力与

水质的影响规律，以及雨洪利用的风险； 

（5）引调水的影响及其调控方法 

主要结合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水利行业公益项目等，分析了引调水对河流水

质的影响，建立了由恒定流计算模块、流量前馈控制模块、水位反馈控制模块、闸门

开度计算模块、过闸流量计算模块和非恒定流计算模块等 6 个模块组成的渠道控制模

拟系统，采用各种指标进行了控制器的优化及其调控效果，提出综合优化调控指标。 

2.2.6  非恒定流输沙动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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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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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础理论、数值模拟和应用性的角度揭示了冲积河流数学模拟

理论（饱和与非饱和、耦合与非耦合）的适应性。这些研究解释了（国际上若干）非

耦合饱和输沙模型应用于黄河下游泥沙问题时基本失败的理论根源。 

（2）坝堤溃决致灾过程预报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 

溃坝洪水研究已有 70 余年历史，但这些研究主要局限于单个坝体溃决诱发的洪

水过程，对梯级大坝溃决洪水动力学的研究极为有限，特别地，对其水沙动力学机制

与规律的理解远未清楚，这可能制约洪水灾害的有效管理。本年度我们完成了对梯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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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建设）大坝溃决水沙动力学的精细数值模拟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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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顶是造成堤防溃决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本年度，我们在弯道水槽内进行了土堤

漫顶溃决试验。同时，建立了一维、二维嵌套水沙数学模型，对溃口横向展宽过程、

内外江水位变化过程与溃口下泄流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揭示了溃口发展及洪水过

程随土堤材料特性、上游来流量等变化的机制与规律。 

本年度，应用该模型对唐家山堰塞坝体溃决及洪水过程进行了全场耦合二维数学

模拟研究。该研究揭示了唐家山堰塞坝体组成材料粒径非均匀性对溃决过程与洪水具

有显著影响。 

建立了土石坝漫顶溃决初期冲沟网形成的元胞自动机模型和水动力学模型，引入

起动切应力和冲刷率公式计算坡面土体的侵蚀，考虑了地形随机起伏变化和坡面抗冲

性能差异两个影响因素，对单个因素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得出不同因素对冲沟网形成

规律的影响。发展了土石坝漫顶破坏一维和二维数学模型，在一维数学模型计算中提

出“陡坎”坍塌模式，分析比较了有无“陡坎”坍塌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在二维数学

模型中考虑了横向变形和纵向变形两种坍塌形式，分析比较了有无坍塌对计算结果的

影响。另外还研究了陡坡地形对溃决过程与洪水的影响，与以前研究结果一致，陡坡

的作用有限。 

（3）不平衡输沙条件下泥沙冲刷恢复特性及不同类型河段冲刷调整的研究 

处于不平衡输沙状态的枢纽下游河段，一方面，随着沿程冲刷补给，悬移质泥沙

含沙量与床沙质的含沙量均沿程增加，悬沙及床沙质沿程恢复；另一方面，由于冲刷，

床沙质的粒径增大，水流挟沙力减小，因此床沙质含沙量与水流挟沙力的差距小于各

站床沙质含沙量与蓄水前平衡输沙状态下床沙质挟沙力的差值，并且沿程迅速减小。

因此床沙质的沿程冲刷恢复程度远较悬移质泥沙总含沙量的沿程冲刷恢复更加充分。 

水流动力轴线年内交替型分汊河段与不交替性分汊河道冲刷调整规律的共性是

汊道冲刷为主，且各汊道冲刷具有不均匀性，此外，其江心洲及凸岸边滩亦会受到一

定程度的冲刷蚀退；其差异则主要在于两汊冲刷的相对幅度不同，二者冲刷发展较快

的均是洪水期水流动力轴线所经之汊道，但是发展的结果却不同：年内非交替型分汊

河段由于洪枯季水流动力轴线位于同一汊道，因此主支汊地位将更加稳固，而年内交

替型分汊河段有可能发生较大调整，洪水期主汊在枯水期的分流比将会增加，甚至可

能出现枯水期主支汊的交替。 

不平衡输沙条件下，河道阻力将发生调整。不同河型的阻力调整过程基本是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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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有一个先增大而后减小的基本过程，较之顺直河型，分汊河型和弯曲河型因水

流结构的复杂以及河床变形的迅速，其综合阻力调整进程较快，变化幅度较大。来流

条件强度的增加或侵蚀基准面的下降，使得河床形态冲淤变化幅度加大，能加剧河道

阻力的调整。 

通过不同河型的概化模型试验，并结合实测资料，对河床表面分形维数与河床形

态调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对河段深泓纵剖面分形维数的物理意义亦进行了研究，认

为深泓纵剖面分形维数可定量反映河段深泓纵剖面的起伏程度，河床表面分形维数能

够作为河床表面粗糙高度 ks 的一种量度，并与枯水糙率存在一定联系。试验及计算分

析认为，糙率系数 n 会随着河床表面分形维数的增大而增大，但随着流量的变大，河

床表面分形维数对糙率系数 n 的影响程度有所减弱。 

2.2.7  大型水利工程作用下冲积河流调整机理及模拟方法研究 

围绕长江上游特大型梯级水库工程作用下的水库泥沙淤积规律、蓄水过程优化，

水利工程作用下的坝下流量变化、泥沙冲淤状况等进行了研究。同时还对河床冲淤量

计算方法适用性，粘性泥沙冲淤特性，淤积固结条件下坝前泥沙压力分布等进行了研

究，目前正在开展黄河下游一维水沙耦合计算与河床纵向与横向变形模型研究。 

（1）溪洛渡-向家坝-三峡水库泥沙淤积规律 

梯级水库作用下，各库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在对溪洛渡-向家坝-三峡水库水沙条

件、调度方式变化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上述各库的泥沙冲淤规律。结果表明：A.溪

洛渡、向家坝水库总淤积量随水库运用水位的抬高而增加，相比正常蓄水位、死水位

而言，改变汛限水位对水库淤积总量的影响更为明显；B.溪洛渡水库蓄水时间与泥沙

淤积的关系表明，水库淤积量随着蓄水时间提前而增加，随蓄水时间推迟而减少，但

存在临界现象；C.溪洛渡-向家坝水库运用将大大减缓三峡水库的淤积速率。 

（2）河床冲淤量计算方法适用性研究 

根据地形（断面）法和输沙率法计算河床冲淤量的特点，运用理论分析、数值计

算、概化模型试验相结合的方法，从误差理论、断面代表性、河道采砂的影响、干容

重合理取值、计算水位的合理选取、实测资料的合理性、计算条件的一致性、推移质

输移、关键参数的确定或选取等方面提出提高地形（断面）法和输沙率法计算精度的

措施。 

（3）粘性泥沙冲淤特性研究 

固结粘性泥沙冲刷试验研究。在特制的矩形有机玻璃管道中对历经不同淤积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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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沙样进行了清水冲刷试验，对粘性泥沙的起动流速的影响因素和冲刷率进行了

研究。试验表明，当其它条件一定时，粘性泥沙起动流速分别随着淤积固结时间增加，

干容重增大及粘性颗粒含量增大而增大。粘性泥沙起动流速可以表达为一个关于固结

时间、干容重、粘性颗粒含量和中值粒径的函数，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一个考虑粘性泥

沙固结作用的起动流速经验公式。同时分析了固结过程中干容重的变化过程，干容重

对固结粘性泥沙冲刷率的影响等，探讨了细颗粒泥沙淤积固结后的冲刷与水流条件和

泥沙淤积固结过程之间的关系；并结合试验结果提出冲刷率计算公式：

( ) ( )[ ] mn
ddr TtKS tγγ /10 −−= ，该公式能较好的描述冲刷率与泥沙淤积固结历时的关

系，并分析了泥沙组成（如粘性颗粒含量）对公式中系数的影响。 

考虑固结作用的粘性泥沙一维数学模型研究。首先为了描述粘性泥沙河床固结过

程以及其在河床冲淤、泥沙交换等过程中的参与，建立了一个一维河床垂向分层固结

模型。该固结模型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将粘性泥沙冲淤过程、泥沙交换过程及固结过程

结合在一起为粘性泥沙河床冲淤及变形提供模拟，假定河床固结模型中固结历时的影

响最长为 7 天，并借助一维粘土固结理论计算粘性泥沙河床随时间变化的固结沉降。

其次将粘性泥沙起动流速公式及河床固结模型引入到一维粘性泥沙数学模型中，即采

用起动流速公式判断各组份床沙的起动状态和冲淤状态，以计算任一冲淤计算时刻河

床的冲淤厚度；利用河床固结模型记录床沙的冲淤历史，模拟床沙级配在河床冲淤过

程中的调整，同时对河床固结过程进行模拟，为粘性泥沙冲淤计算提供更好的描述。

模型以中国西江下游主河道为例，模拟其在考虑固结作用条件下长时期的冲淤变化，

结果表明：粘性泥沙起动流速公式及河床固结模型能够较好的模拟粘性泥沙在固结作

用下的起动能力及粘性泥沙河床冲淤特性，其精度满足工程实际的需要。 

（4）淤积固结条件下坝前泥沙压力试验研究 

本项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坝前泥沙压力的基础上，制作了淤积固结条件下坝前泥

沙压力的模拟试验装置，对坝前泥沙压力大小的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试验所用沙样

为粒径分别为 0.14mm 与 0.42mm 的长江细颗粒泥沙，试验目的在于观察淤积固结条

件下泥沙的压力在淤积过程中的变化情况，并研究其变化的影响因素。 

试验结果分析指出了淤积固结历时，干容重，泥沙粒径都对泥沙压力的大小变化

有着一定的影响。淤积泥沙对其承载物的压力值应随淤积历时的延长而增加，随着干

容重的增大，由实验模型所测应变力反映出的泥沙压力也随之增大，泥沙粒径越大，

由应变力反映出的泥沙压力也就越大。 

结合淤积固结条件下坝前泥沙压力的试验的大量数据，分别建立了两个泥沙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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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根据试验资料拟定了相关系数，其中一个指出某固定点的泥沙压力在其淤沙中

值粒径，高度一定的情况下，从初始值开始变化的增加值与淤积时间的对数成一定的

正比关系，而另一个则能够估算试验期间内不同淤积时间后的各点泥沙压力大概值。 

（5）黄河下游一维水沙耦合与河床纵向与横向变形模型研究 

高含沙洪水在黄河下游的演进过程是典型的不恒定流情况。描述一维渐变不恒定

流的基本方程是圣维南于 1871 提出的水流连续方程和水流运动方程。由于该方程组

属于一阶拟线性双曲型偏微分方程组，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得到解析解，需要采取一定

的离散方法求其近似解。对一维圣维南方程组的求解方法有特征线方法、差分方法及

有限元方法和有限体积方法等。目前在不恒定流的模拟计算中，应用效果比较好的是

Preissmann 四点偏心隐格式，该方法具有较好的数值稳定性。高含沙洪水与一般挟沙

水流不同，通过黄河下游游荡段往往发生较大的冲刷或淤积。因此数值模拟研究高含

沙洪水的演进过程，对理论研究及实际工程需求均具有重要意义。 

以往的泥沙数学模型，通常不考虑高含沙量与床面冲淤对水流控制方程的影响，

这将会影响高含沙洪水演进过程的模拟。在此建立了高含沙洪水演进过程的一维非恒

定非均匀沙数学模型，该模型不仅在水流控制方程中采用了浑水连续方程与动量方

程，而且考虑了河床的横向变形过程。目前正在采用下游典型洪水实测资料对该模型

进行详细的验证。 

2.2.8  水电工程岩体开挖、锚固设计理论及施工技术研究 

（1）电子起爆条件下岩石高陡边坡和大型地下洞室开挖的爆破振动控制标准及

配套岩体开挖爆破技术 

以溪洛渡和锦屏一级岩石高边坡为依托，开展了电子起爆条件下岩石高陡边坡爆

破振动响应特征分析，确定了爆破振动峰值质点振动速度、频率和爆破地震波持续作

用时间的分布特征，为高边坡爆破安全控制标准确定和电子起爆的微差间隔时间优化

奠定了基础。 

总结并综合分析了我国已建和在建主要大型地下厂房岩体开挖的爆破程序与爆

破方式。在考虑岩体初始应力场和邻近炮孔的联合影响基础上，基于爆炸气体驱动的

轮廓爆破缝扩展分析，论证了高地应力侧向强约束条件下预裂爆破成缝的可能性。研

究表明地应力是影响高地应力区预裂成缝的主要因素，当垂直于厂房轴线水平向应力

超过 10~12MPa 时，一般不应采用先预裂再扩挖的爆破程序，而宜选用先拉槽、再预

裂或光面爆破的开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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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弹性应变能释放率的岩体开挖瞬态卸荷诱发震动预测预报方法 

利用小波变换等分析方法，研究了压（拉）应力和剪应力瞬态卸荷诱发地震波的

类型及频谱特征，确定了不同开挖荷载水平、开挖规模及卸荷速率条件下开挖卸载波

诱发震动的频域范围、频谱分布等动力特征及其随距离变化的规律。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研究了开挖卸荷诱发震动的强度与岩体弹性应变能释放速率

及传播距离的定量关系；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基于岩体弹性应变能释率的开挖卸

荷诱发震动预测预报公式。 

（3）坝基岩体的锚杆加固机制与计算分析方法 

通过理论分析、室内试验及现场试验，对坝基岩体的锚杆加固机制进行了深入研

究。当坝基受坝体水平推力作用时，由于锚筋抗拔力的水平分力、附加剪面摩擦力、

及锚筋前部岩体抗力等综合的力学效应，使坝基的承载和抗剪能力有较大的提高。推

荐了坝基岩体锚杆加固计算分析的极限平衡法和有限元法，并将其应用于筱溪重力坝

坝基的锚筋桩锚固研究。 

筱溪重力坝坝基受顺河向区域性断层影响，河床中部破碎带及影响带宽达

180m。为解决坝基稳定问题，布置了系统的锚筋桩。通过现场试验，证实了坝基

锚筋桩锚固的可靠性。通过分析计算，对锚筋桩的倾角、长度、间距等参数进行了

设计。该工程已顺利实施，并运行正常。筱溪工程坝基处理的实践，对其他工程具

有借鉴意义。 

（4）岩体加固分析与渗流分析的复合单元法 

针对锚杆、预应力锚索、喷混凝土等岩体加固措施，根据其倾向、倾角、锚固端

坐标等几何信息，通过几何运算得到其与普通有限元网格的相交信息，并将含有多种

介质的有限单元视为复合单元。分别定义不同材料区域为子单元，在复合单元中引入

虚结点和实结点，相应地定义多套位移分量分别用来插值子单元内部的位移。最后根

据虚功原理，得到以多套位移分量表达的平衡方程组，从而建立岩体加固分析的复合

单元法。 

针对岩体裂隙及排水孔等局部结构，根据其倾向、倾角、孔口坐标等几何信息，

通过几何运算得到其与普通有限元网格的相交信息，并形成复合单元。在复合单元中

引入多套水头分量分别用来插值子单元内部的水头，并根据变分原理，得到以多套水

头分量表达的平衡方程组，从而建立裂隙岩体渗流分析的复合单元法。 

 



                                                       2010 年报 

− 24 − 

2.2.9  高坝结构安全与优化理论及施工仿真研究 

在科学研究方面，在 4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连续资助下，堆石体的细观变形机

理取得了较大的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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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二维随机散粒体 SGDD 模型的基础上，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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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室内试验相比，堆石体细观数值模拟可以减小

试验成本，突破试样尺寸的限制，避免由于颗粒级配变化产生的缩尺效应，同时可以

动态地观察细观结构的变化，包括颗粒的运动规律、宏观应力-应变曲线和能量耗散过

程，为堆石体的变形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方法。以该研究成果为基础，组织策划

了“300m 级高面板堆石坝适应性及对策研究”研讨会，并参加了 2010 年由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工程与材料学部主办的“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学科中青年年科学家学术

研讨会议”，提交了题为《复杂条件下堆石体细观变形机理及宏观变形调控方法研究》

国家基金重点项目立项建议书。 

2.2.10  水电工程高边坡稳定性演化与风险调控理论研究 

针对锚杆、预应力锚索、喷混凝土等岩体加固措施，根据其倾向、倾角、锚固端

坐标等几何信息，通过几何运算得到其与普通有限元网格的相交信息，并将含有多种

介质的有限单元视为复合单元。分别定义不同材料区域为子单元，在复合单元中引入

虚结点和实结点，相应地定义多套位移分量分别用来插值子单元内部的位移。最后根

据虚功原理，得到以多套位移分量表达的平衡方程组，从而建立岩体加固分析的复合

单元法。针对岩体裂隙及排水孔等局部结构，根据其倾向、倾角、孔口坐标等几何信

息，通过几何运算得到其与普通有限元网格的相交信息，并形成复合单元。在复合单

元中引入多套水头分量分别用来插值子单元内部的水头，并根据变分原理，得到以多

套水头分量表达的平衡方程组，从而建立裂隙岩体渗流分析的复合单元法。 

提出了分析相关非正态变量可靠度计算问题的随机响应面法，采用 Nataf 变换成

功地解决了输入变量相关时随机响应面法的配点问题及可靠度计算问题。推导了 4 到

6 阶 Hermite 随机多项式展开的解析表达式，并编写了基于 C#语言的随机响应面法计

算程序。最后以岩质边坡平面滑动破坏模式为例证明了随机响应面法在边坡可靠度分

析中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基于 Nataf 变换的随机响应面法能够有效地分析含有相关

非正态变量的边坡可靠度问题。随机响应面法的计算精度优于传统的 FORM 方法，其

计算效率高于传统的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其收敛性在数学意义上是有保证的。随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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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式展开的阶数几乎对边坡安全系数均值的估计没有影响，但是在边坡失效概率的计

算中要选择适当的随机多项式展开的阶数。在基于随机响应面法的可靠度分析框架

内，边坡安全系数计算和可靠度分析两个过程分开独立进行，同时计算安全系数和失

效概率能够更加系统地进行边坡稳定性分析。研究成果为拓展随机响应面法在边坡可

靠度分析中的应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提出了分析相关非正态变量可靠度问题一种新的全局优化方法—认知聚类分区

方法。首先采用等概率变换原则将非正态变量等效为标准正态变量。然后采用 Nataf

变换方法成功地解决了输入变量相关时认知聚类分区方法的抽样问题。提出了变步长

认知聚类分区方法，并给出了该方法的计算流程图，编写了基于 C 语言的计算程序

KCPREL。最后，以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岸边坡稳定可靠度问题为例证明了所提方法的

有效性。所提的认知聚类分区方法能够有效地分析含有相关非正态变量的边坡可靠度

问题。认知聚类分区方法能够获得全局最优解，其计算精度和蒙特卡罗模拟方法相当，

计算效率远远高于传统的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变步长认知聚类分区方法能够在计算精

度和计算效率之间达到一种最佳平衡状态。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展了认知聚类分区方法

在边坡可靠度分析中的应用。 

2.2.11  复杂边界耦合作用下水流数值模拟理论及方法研究 

（1）水轮机复杂流场计算方法 

研究了混流式水轮机泄水锥改型条件下的非定常湍流和压力脉动。分析了传统泄

水锥、加长泄水锥、圆头型泄水锥、加长加槽型泄水锥、圆头加槽型泄水锥等对水轮

机全流道压力脉动的影响。尾水管内部的涡旋形态比较和压力脉动频谱分析表明，圆

头型泄水锥可以有效缩短尾水管涡带，减小部分负荷条件下的压力脉动幅值；可以有

效调节部分负荷下的特殊压力脉动频率。 

（2）径向射流数学模型及其稀释机理 

径向射流是提高近区稀释度的一种有效的排放方式，但对其流动特性和稀释机理

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基于这一特征，采用数学模型对水平径向浮力射流和径向壁面射

流的稀释机理和流动结构进行了数值计算，给出了各自流动的稀释度计算公式，解释

了径向射流具有高稀释度的机理，形成了径向射流稀释理论体系。 

（3）复式断面河道水力计算 

利用二维数学模型对滩地植被化的矩形河道水流的水深平均流速的分布进行了

求解。通过恒定均匀流的假设，对主流方向上的沿水深积分的紊流时均运动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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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简化得到了相应的控制方程，其中引入植被对水流作用的拖曳力项，并考虑二

次流的影响。通过联立求解植被区和非植被区的微分方程中的定解系数，最终得到均

匀流的条件下各区水深平均流速的横向分布的解析解。通过与试验测得的资料比较，

表明本文的计算结果与实测资料吻合良好。 

对由主槽、斜边坡以及边滩三部分组成的梯形复式断面渠道均匀流的水力计算

进行了研究，采用表观切应力表示各子断面间的横向动量交换，结合各部分力的平

衡关系式，推导出了主槽、斜边坡和边滩平均流速的计算公式。采用 UK-FCF 的实

验数据对公式进行了验证，滩槽相对水深为 0.057－0.4，七组工况的计算值与实测

值的比较表明，不考虑表观切应力的计算值与实测值的一致性都较差。比较而言，

斜边坡部分平均流速在水深较小时计算值大于实测值，在水深较大时计算值小于或

接近实测值，表观切应力对边滩部分平均流速的影响不明显，而主槽部分若不考虑

表观切应力的影响，则计算值与实测值差别较大。运用本文提出的三段式模型与刘

沛清等提出的两段式模型分别进行了有边坡梯形断面复式渠道的水力计算，结果表

明对于有边坡段的梯形断面渠道（河道），本文提出的三段式模型更加有效。最后，

将计算的表观切应力与实测表观切应力进行了比较，两者的一致性表明表明本文采

用的动量输运系数是合适的。 

2.2.12  水泵水轮机全特性及抽水蓄能电站过渡过程的研究 

（1）基于空间曲面的水泵水轮机全特性曲线及过渡过程研究 

水泵水轮机水力设计和机组运行稳定性是制约我国抽水蓄能事业发展的主要因

素，而深入研究以非线性和统计性为特征的水泵水轮机全特性，以可逆性和失控性为

特征的过渡过程与控制是突破制约的重要途径。本研究主要从空间曲面全新视角观察

和描述全特性及基于全特性的过渡过程，综合数学、力学、控制论等多学科知识，从

理论分析、模型试验、数学模拟和控制策略等多层面研究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

的表征与构建、基于全特性的过渡过程数学仿真理论和算法、保证运行稳定性的非线

性控制策略，力争揭示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的非线性水力和动力特性，阐明水泵水轮机

全特性空间曲面的变化规律，建立基于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的过渡过程数学仿

真平台，提出基于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的非线性控制策略。 

（2）抽水蓄能电站岔管流态和水力优化研究 

抽水蓄能电站岔管体型及其内双向水流流态对水头损失影响较大，直接关系到电

站运行效率和长期效益，近年来受到高度关注。在满足结构要求的前提下，以减小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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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水头损失为主要优化目标，应用 CFD 技术对抽水蓄能电站月牙肋岔管进行研究，

分析肋宽比、分岔角、管径比、扩散率等体型参数对岔管水头损失影响的规律，为岔

管体型优化提供依据。同时研究了一管四机连续分岔的岔管群，探讨相邻岔管之间的

水力影响。进而以某抽水蓄能电站岔管为例进行水力优化分析，给出优化体型。最后

总结体型优化规律，指出岔管设计中应注意的事项。 

（3）抽水蓄能电站竖式进/出水口流态及优化研究 

受转弯影响，抽水蓄能电站竖式进/出水口在抽水工况下往往会出现严重偏流，

影响电站运行稳定性与安全性。采用最新的 CFD 方法对竖式进/出水口流态的影响

因素进行模拟，分析了一系列体型与流态的规律性，提出了组合弯管结合长倒锥体

的优化方案。该方案使出流的环向分布和垂向分布都比较均匀。结合具体工程，将

原方案和优化方案进行对比，证明优化方案在抽水工况下的上水库孔口出流流态明

显改善。 

（4）水泵水轮机水力特性研究 

以仙游蓄能电站为例研究了水泵工况水泵水轮机水力性能优化。应用数值计算分

析了水泵水轮机各通流部件内部的流动情况，预估水泵水轮机水力性能，通过比较分

析对各通流部件进行优选；在各通流部件单独优化基础上对混流式水泵水轮机进行整

体设计，获得更为合理的水泵水轮机水特性。我国已投入运行的抽水蓄能电站出现了

较多的水轮机工况低水头启动并网困难问题，如天荒坪、黑糜峰、宝泉等蓄能电站。

从一些已有的水力设计和一些电站投标参数对比来看，日立的水力设计更偏向于水轮

机工况。对于同一目标电站，在比转速相近的条件下，其导叶绝对高度较高，低压侧

直径较大，高压边直径略大。转轮总体尺寸较高，流道尺寸偏向于水轮机。其水力性

能优点是：水轮机反“S”区特性不明显，不存在低水头水轮机启动问题。缺点是：

水泵扬程曲线较平，水泵入力较大，水泵工况驼峰特性一般。ALSTOM 的水力设计则

更注重水泵工况的水力性能，在比转速相近的条件下，其绝对导叶高度比日立要低，

低压侧直径较小，同时其下环高度也较小。其优点是：水泵性能较好，水泵扬程斜率

适中，具有较好的驼峰裕度和适合的水泵入力。缺点：存在水轮机反“S”区，水轮

机低水头启动过程繁复。研究得出：水泵水轮机低水头启动问题，绝不仅仅是简单的

水轮机工况问题，也绝不是某一个参数，如：导叶高度、叶片数、叶片翼形就可以决

定的。水泵水轮机的反“S”区性能问题应该从多角度、多方面、全方位综合考虑，

只有如此才能够更好的把握水泵水轮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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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常规水电站过渡过程研究 

对功果桥水电站的尾水隧洞及其下游调压室过渡过程中的非恒定流流态运用

Fluent 计算流体力学商用软件进行了大量的三维数值模拟，着重观测调压室内涌浪波

动及调压室内底板压差变化过程。采用三种湍流模型对下游调压室及尾水水洞进行了

模拟，将调压室涌浪波动过程与调压室底板压差变化过程的三维计算结果与物理模型

实验、一维数值计算的相应结果予以对比分析，阐明了不同湍流模型对过渡过程模拟

的影响。结合三维模拟能捕捉流场内部流态的优势，探讨了涌浪波动过程中调压室水

面波动过程及水流流态。 

在 Wylie EB, Streeter 提出的水电站有压输水系统水力振动研究方法——阻抗法

和矩阵法的基础上，采用一种更为方便、有效地方法对整个水力系统进行建模，建

立总体矩阵，进行自由振动分析和强迫振动分析。该方法适用于各种布置形式的水

电站有压输水系统水力振动分析，解决了阻抗法和矩阵法对于复杂输水系统难以应

用的问题。 

研究了水轮发电机组阻抗的计算方法，提出了新的水轮机阻抗计算方法，与当前

的水轮机阻抗计算方法相比，有一定的优越性。提出了阻抗式调压室阻抗的计算方法，

与当前的简单式调压室阻抗计算公式相比，更符合工程实际。研究了机组阻抗对整个

输水系统固有频率的影响，探索了整个输水系统固有频率的构成机理。开发了一套水

电站有压输水系统自动振动分析和强迫振动分析程序。 

2.3  学术论文与报告 

2010 年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70 多篇，其中发表在

Journal of Hydrology、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UK）等国际期刊 SCI 论

文 34 篇，发表在《水利学报》、《水科学研究进展》等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简称 CSCD）

核心期刊论文 110 多篇。实验室流动研究人员、武汉大学珞珈特聘讲座学者徐开钦教

授，联合国际著名学者完成的《The Climatic Signature of Incised River Meanders》论文，

被《SCIENCE》期刊录用；徐开钦教授作者署名单位之一为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

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 18 次，见表 2-3。发表

论文目录见附件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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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010 年实验室研究人员学术会议报告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报告 
类型 时  间 地 点 

1 

Optimal flood control op-
eration for the Three 

Gorges and Qingjiang 
cascade reservoirs. 

郭生练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sym-
posium o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特邀 
报告 2010.11.19-21 南 京 

2 

Predicting runoff in the 
ungauged Poyang Lake 

intervening basin by VIC 
distributed model. 

郭生练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sym-
posium of iahs-pub-china 

特邀 
报告 

2010.12.05-07 北 京 

3 

Scaling effect of water use 
efficiency，nitrogen and 

phosphorus losses in an ir-
rigation system 

崔远来 

Regional Workshop on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特邀 
报告 

2010.10. 武 汉 

4 农业水资源及其研究前沿 杨金忠 第八届水论坛 
特邀 
报告 

2010.07.24 哈尔滨 

5 
积极开展大江大河综合 

调度研究 
谈广鸣 

现代水利工程国际 

学术会议 
特邀 
报告 

2010.11 西 安 

6 论清洁能源与优质电源 谈广鸣 
新能源与节能减排 

学术讨论会 
特邀 
报告 

2010.12 深 圳 

7 

System reliability evalua-
tion of rock slope stability 

considering correlated 
failure modes 

李典庆 
Proceedings of the 17th 

Southeast Asian Geotech-
nical Conference 

特邀 
报告 2010.05.10-13 台 北 

8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Qingjiang Water-
shed’s Runoff Change 

Trend in China 

陈  华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IAHS-PUB-CHINA 

大会 
报告 

2010.12 北 京 

9 西江归槽洪水研究展望 谢  平 第八届中国水论坛 
大会 
报告 

2010.08.02-03 哈尔滨 

10 

Landslide dam break 
floods — laboratory ex-
periments and computa-
tional field case study 

曹志先 
美国科学基金会 NSF 溃坝

洪水研究计划论坛 
大会 
报告 

2010.11.03-05 
比利时 

布鲁塞尔 

11 
How long does it take for 

sediment transport to adapt 
to capacity? 

曹志先 Telford-SAGES Forum on 
Applied Sediment Dynamics 

大会 
报告 

2010.01.07.-08. 
英国 

格拉斯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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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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Optimization on Water and 
Sediment Regula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邓金运 

第 11 届国际河流泥沙学术

研讨会 
大会 
报告 

2010.09 南 非 

13 

Comparisons of Bed-load 
Transport Rate Formulas 
by Flume Experiments 

ANd field measured data 

邓金运 
第 11 届国际河流泥沙学术

研讨会 
大会 
报告 

2010.09 南 非 

14 
大型水电工程渗流分析

与控制 
陈益峰 

第三届中国水利水电岩土

力学与工程学术讨论会 
大会 
报告 

2010.09 西 安 

15 
Coupled TM behaviors of 

the hard rock pillar in 
APSE experiment 

陈益峰 
第六届 DECOVALEX-2011

国际合作项目交流会 
大会 
报告 

2010.10 武 汉 

16 
基于随机响应面法的边

坡可靠度分析. 
李典庆 

水利水电工程风险分析及

可靠度设计研讨会 
大会 
报告 

2010.01.15-16 宜 昌 

17 
结构可靠度分析软件

WHUREL 的开发与应用 
李典庆 

水利水电工程风险分析及

可靠度设计研讨会 
大会 
报告 

2010.01.15-16 宜 昌 

18 爆炸荷载的变化历程 卢文波 
全国第二届工程安全与防

护专题研讨会 
大会 
报告 

2010.08 北 京 

2.4  出版学术著作 

2.4.1  出版学术著作 

表 2-4    2010 年实验室出版学术著作情况一览表 

序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社 字数 

1  
流域水文模型――气候变

化和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

水文水资源效应 

谢  平，窦  明，朱  勇， 
李  晶，陈  丽，孙  志 

科学出版社 410 千字 

2  非饱和土壤水流运动及溶

质迁移 
王  康 科学出版社 330 千字 

3  施工导流风险分析 
胡志根，刘 全，陈志鼎， 
范锡峨 

科学出版社 273 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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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学术著作摘要 

1. 《流域水文模型――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水文水资源效应》 

本书针对由于区域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所引起的水文水资源效应问题，

建立了考虑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流域水文模型（WHMLUCC），提出一套水文水资

源效应评估理论方法体系，并将其应用于无定河流域。全书由 3 篇共 15 章构成：第

一篇“建模机理”介绍了流域产汇流计算原理以及代表性流域水文模型，在此基础上

阐明考虑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流域水文模型的建模机理；第二篇“变化预测”介绍了

水文变异诊断系统的构成和检验原理，并对无定河流域过去和现状水文要素进行了时

空变异分析、对无定河流域未来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进行了预测；第三篇

“模型应用”介绍了 WHMLUCC 模型在无定河流域水循环模拟、水文水资源效应分

析、生态需水量计算和绿水-蓝水定量评估方面的实际应用情况。 

2. 《非饱和土壤水流运动及溶质迁移》 

本书总结了土壤水和溶质运动的基本理论及学科发展的最新进展，是作者主持和

主要参加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基础性研究项目成果的系统总结和提升。全书共

8 章，第 1 章阐述了研究土壤水和溶质迁移理论的意义；第 2、3 章论述了土壤物理、

水动力性质及土壤水运动基本理论；第 4、5 章分别对蒸发、入渗条件下的土壤水分

运动进行了描述；第 6 章剖析了土壤一植物一大气连续体理论；第 7 章论述了土壤溶

质迁移及生长动力学模拟；第 8 章采用数值方法求解土壤水运动和溶质迁移方程。 

3. 《施工导流风险分析》 

本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导流风险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内容

包括：施工导流风险分析原理、施工水力学的计算、施工导流洪水的不确定性分析、

导流建筑物泄水能力的不确定性分析、土石围堰度汛风险分析、过水围堰稳定性分析、

水电工程施工导流方案风险评价及其工程应用实例。 

2.5  研究成果获奖 

2.5.1  成果获奖情况 

2010 年实验室获国家及省部级以上奖项共计 11 项，见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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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2010 年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情况一览表 

序号 获奖成果名称 奖项名称 实验室名次/获奖人/名次 

1  高混凝土坝整体稳定安全控

制新理论及工程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常晓林（1）周伟（4） 

赖国伟（10） 

2  水沙灾害形成机理及其防治

的关键技术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李义天（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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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卢文波（2）舒大强（6） 

4  
钢管高强混凝土膨胀控制与

制备技术及其在大跨度结构

的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何真(10) 

5  江湖相互作用机理与多尺度

水沙调控关键技术 教育部高校科技进步一等奖 
(1)  李义天（1）谈广鸣（2） 

谢鉴衡（3）孙昭华（4） 
邓金运（5）张  为（6） 

6  水稻灌区节水增产高效减污

综合技术研究与应用 农业节水科技进步一等奖 
(1)  崔远来(1）、董斌（2） 

黄 爽（9） 

7  爆破振动对新浇混凝土的影

响 
中国工程爆破协会科技进步

一等奖 
(1)  卢文波（1）陈  明（2）

舒大强（5）朱传云（7） 

8  复杂环境下水电工程边坡渐

进破坏机制与稳定控制技术 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陈  明（5）陈益峰（8） 

李典庆（9） 

9  精细爆破 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  卢文波（4）陈  明（8） 

10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汉

江水文水资源分析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 
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郭生练（2）陈华（6） 

11  
流域降雨径流理论与方法的

研究及应用 湖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2)  郭生练（2）张翔（4） 
    张利平（5） 

2.5.2  主要获奖成果简介 

1. 高混凝土坝整体稳定安全控制新理论及工程应用 

本研究成果属于水工结构工程研究领域。 

在复杂地质和地形上修建高坝大库是西部水能资源开发的重要特点，多数混凝土

坝高度已达 200~300m 级。随着工程规模的不断提高，高混凝土坝复杂坝基的稳定和

加固问题也十分突出，有些甚至是世界级的工程技术难题，传统的设计方法已经难以

适应我国高混凝土坝建设的需求，因此，开展高混凝土坝稳定安全理论研究是国家经

济和公共安全保障的重大需求。以此为契机，项目组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

科技攻关等 100 余项纵横向科研项目为依托，经过 20 多年的探索研究，提出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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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高重力坝和拱坝的稳定分析新理论和新方法，项目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1）在理论和方法层面，提出了高重力坝复杂坝基稳定分析的新设计表达式和

稳定临界准则、提出了高拱坝的变形加固理论和干扰能量法； 

（2）在技术层面，建立了基于超载法模型试验的稳定控制指标和标准、发展了

基于变温相似材料的综合法地质力学模型试验技术，自主研制开发了高混凝土坝结构

稳定数值仿真分析平台 TFINE 和 AAA-90； 

（3）在工程应用层面，将上述理论和技术应用于国内 50 多个重大水电工程，成

功解决了包括复杂坝基高混凝土坝的抗滑稳定、坝踵开裂、断层加固、坝趾锚固等一

系列关键技术问题，研究成果成为设计和施工的重要依据。 

2. 江湖相互作用机理与多尺度水沙调控关键技术 

本研究成果以三峡库区及宜昌~武汉河段（包括洞庭湖区在内）所组成的广义江

湖体系为对象，通过系统研究取得了以下成果： 

（1）揭示了江湖相互作用机理：突破了水库上下游纵剖面调整机理与规律等核

心难点，阐明了自然演变及人类活动引起河道纵剖面变化对江湖水沙分配及蓄泄能力

的作用机制以及淤积位置转移导致同流量下水位抬高的机理。 

（2）提出了大型复杂冲积系统多尺度水沙输移模拟技术：以汊点分组解法、含

沙量与挟沙力级配高效算法，突破了多重尺度冲积过程难以整体模拟的瓶颈；通过模

型沙选取、水沙输移动力相似、模型测控精度等方面的技术革新，首次以荆江洞庭湖

区为对象实现了世界最大实体模型的成功运行；创建等参元网格法以及阻力、挟沙力

沿河宽分布等计算模式，解决了河床冲淤平面分布模拟易失真的难题。 

（3）形成了多尺度水沙调控的若干关键技术，实现了水库调度从径流调节到水

沙联合调度的升华，使江湖复杂水系内整体的水量、动量守恒和圩垸溃决、水量吞吐

等详细过程得以兼顾，推动了航道整治从多年平衡河流到水沙过程突变条件的跨越。 

（4）针对三峡水库蓄水过程中江湖系统内存在的防洪、航运、用水及发电之间

难以协调的矛盾，根据以上成果，提出了能满足各方需求的优化调度技术，为江湖系

统和三峡水库运行的水沙过程整体协调提供了支撑。 

此研究成果在江湖水沙调控方面建立的技术体系整体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果

已在长江上中游防洪、航运、河道整治及涉水工程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

相关部门初步测算，项目成果年经济效益贡献率至少可达 5470 万元/年，社会效益巨

大，推动行业科技进步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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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稻灌区节水增产高效减污综合技术研究与应用 

1999 至 2009 年，开展大量田间试验、数值模拟、理论分析和大面积推广应用。

包括不同灌排模式及施肥制度下水稻的生物学特性、产量、水分生产率及氮肥利用率、

氮磷及化学需氧量（COD）排放等指标变化规律及其机理；从节水、增产、高效、减

污等指标提出各地不同稻类水肥高效利用综合调控模式；沟渠及塘堰湿地对稻田氮磷

排放的去除效果及规律；稻田氮磷排放的尺度效应；灌区面源污染排放规律分布式模

拟等。成果具有以下特点： 

(1) 从单纯为节水、增产而进行节水灌溉研究，发展到针对节水、增产、高效、减

污四方面结合而进行水肥综合调控研究。为节水灌溉研究与实践探索出一种新方向； 

(2) 提出减轻水稻灌区农田面源污染的“三道防线”理念及具体的减污技术，构

建面源污染生态治理模式，研究其减污效果； 

(3) 发现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尺度效应，提出有利于灌区水肥高效利用及减轻农

业面源污染的水肥管理技术； 

(4) 提出的技术易于推广，不仅产生显著经济及社会效益，且具有重大环境效益； 

(5) 多学科交叉，试验手段多样；研究地区广，稻类及考虑指标较齐全。此成果累

积推广 107.15 万亩，节约灌水量 6157.15 万 m3，增产稻谷 4165.86 万 kg，节水增产效益

7381.97 万元；减少总氮（TN）、总磷（TP）、COD 排放 518.43 吨、2.33 吨、588.85 吨。 

4. 爆破振动对新浇混凝土的影响 

爆破振动对新浇混凝土影响属于爆破工程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在全面总结和分

析爆破振动对新浇混凝土影响研究成果及实测结果基础上，针对大体积基础混凝土、

衬砌混凝土、砂浆锚杆、岩锚吊车梁、灌浆帷幕等不同新浇混凝土结构，综合考虑早

期混凝土的强度发展规律、温度应力以及混凝土动力特性等因素，通过确定爆破振动

作用下新浇混凝土结构的应力应变状态，根据不同破坏机理下的相应混凝土强度准

则，提出了各类新浇混凝土结构的爆破振动安全质点峰值振动速度。 

研究成果主要特点在于根据各类不同新浇混凝土结构的不同振动破坏机理及相

应的混凝土强度破坏准则，考虑到温度应力的作用，提出新浇混凝土结构的爆破振动

安全质点峰值振动速度。 

该项研究成果在三峡、龙滩等多个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研究成果在我国水电、采矿、交通、铁道及核电建设等领域具

有广阔的工程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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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2010 年，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40 人（名单见附件 7.1），学术顾问 5 人（2 人为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流动研究人员 27 人（名单见附件 7.2），技术与管理人员 5 人。

在固定研究人员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教授 31 人（1 人为新增），其中国家“973”

项目（已结题）首席科学家 1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教育部高层次人才

计划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6 人（2 人为新增），有 2 人为国家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有 4 人在国际学术机构中任职。 

实验室 11 个研究团队建设进展顺利，每个团队均通过了由实验室组织的中期考

评，考评结果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在实验室经费的支持下，有 3 名青年研究人员到国际

相关研究机构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同时有多名青年研究人员学成回国，他们的留

学经历为实验室的研究实力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他们将是实验室建设发展中强大的

生力军。 

实验室培养在站博士后 10 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136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185 人；

出站博士后 2 人，毕业博士生 36 人，毕业硕士生 90 人。 

3.1  学术兼职 

3.1.1  固定研究人员国内外学术组织任职 

表 3-1    固定研究人员学术组织任职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  名 学 术 组 织 名 称 职  务 

1 郭生练 国家水文技术标准委员会 执  委 

2 郭生练 全国科技金融促进会 常务理事长 

3 郭生练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4 周创兵 湖北省水利学会 副理事长 

5 周创兵 湖北省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 

6 周创兵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 

7 周创兵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理  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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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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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术 组 织 名 称 职  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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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李义天 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11 陈胜宏 国际大坝委员会水工专委会 执  委 

12 谈广鸣 湖北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 

13 谈广鸣 湖北省水利学会 副理事长 

14 谈广鸣 中国水利教育协会 副会长 

 谈广鸣 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15 黄介生 中国水利学会 理  事 

 黄介生 湖北省水土保持学会 常务理事 

 黄介生 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 执  委 

17 杨金忠 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 执  委 

18 杨金忠 中国水利学会第八届农田水利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19 杨金忠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

委员会 委  员 

21 曹志先 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堤坝溃决专门委员会 委  员 

22 曹志先 中国力学学会环境力学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23 槐文信 国际水利工程研究协会中国委员会 执行委员 

24 槐文信 湖北省力学学会 常务理事 

25 槐文信 湖北省力学学会流体力学专委会 主任委员 

26 槐文信 中国水利学会环境水力学组 副组长 

27 常晓林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理事 副秘书长 

28 谢  平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文泥沙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29 张  翔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委  员 

30 邵东国 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 理  事 

31 邵东国 中国机电学会小水电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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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汪卫明 湖北省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理  事 

34 李典庆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工程风险与保险研究分会 理  事 

35 李典庆 国际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学会（ISSMGE）技术委员

会 TC304 
委  员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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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卢文波 中国工程爆破协会 常务理事 

38 卢文波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理  事 

39 卢文波 湖北省爆破学会 副理事长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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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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固定研究人员国内外学术期刊任职 

表 3-2    固定研究人员学术期刊任职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  名 学术期刊名称 职  务 

1  郭生练 Journal of Hydrology（荷兰） 编  委 

2  郭生练 Water International（美国） 编  委 

3  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编  委 

4  周创兵 岩土力学 编  委 

5  周创兵 岩土工程学报 编  委 

6  周创兵 Rock mechanical.&geotechenical engineering 副主编 

7  谈广鸣 节水灌溉 编委会副主任 

8  谈广鸣 水道港口 编委会副主任 

9  谈广鸣 水电能源科学 编  委 

10  谈广鸣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编  委 

11  谈广鸣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编  委 

12  谈广鸣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编  委 

13  谈广鸣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编委会副主任 

14  谈广鸣 泥沙研究 编  委 

15  谈广鸣 黑龙江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编  委 

16  谈广鸣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编  委 

17  李义天 泥沙研究 编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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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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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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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黄介生 灌溉排水学报 编  委 

22  黄介生 农业工程学报 编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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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曹志先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Computational Fluid Mechanics, 
Hong Kong 

编  委 

25  熊立华 水资源研究 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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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术期刊名称 职  务 

26  刘  攀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 and Protection 编委 

27  槐文信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执行编委 

28  槐文信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执行编委 

29  谢  平 干旱区地理 特约编委 

30  伍鹤皋 三峡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编  委 

31  伍鹤皋 水电与新能源 编  委 

32  崔远来 农业工程学报 编  委 

33  李典庆 
Georisk－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Assessment and Manage-
ment of Risk for Engineered Systems and Geohaz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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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忠东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luid Machinery and Systems 编  委 

 

3.2  研究团队建设 

2010 年 12 月，实验室召开了研究团队年度工作总结会。总结会由实验室常务副

主任杨金忠教授主持，实验室 11 个研究团队负责人就 2010 年的研究进展、取得的成

果和 2011 年工作计划进行了汇报，并对年度计划及团队建立两年来的预期目标完成

情况先后作了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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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创兵教授等先后

作了总结讲话。实验室全体固定人员参加了总结工作会。此次总结会是在 2010 年 12

月初各研究方向、团队工作总结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全面、更深入的总结和交流。总结

表明，实验室各研究团队的科学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队伍建设成效显著，成果凝炼

得以升华。团队建设两年来，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主持 1 项，参加 3

项），主持省部级一等奖 3 项，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00 多篇；同时也更加明确了近

期的研究目标和存在的问题，为迎接 2013 年的评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10 年实验室 11 个团队建设进展顺利，每个团队均通过了由实验室组织的中期

考评，考评结果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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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团队建设项目（2009～2012）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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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  好 

2 WH2009C002 变化环境下水资源时空分布模拟及预测 熊立华 良  好 

3 WH2009C003 排水农田物质运移理论及应用基础研究 王修贵 良  好 

4 WH2009C004 水肥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邵东国 良  好 

5 WH2009C005 非恒定流输沙动力学 曹志先 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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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  好 

7 WH2009C007 水电工程岩体开挖、锚固设计理论及施工

技术 卢文波 良  好 

8 WH2009C008 高坝结构安全与优化理论及施工仿真 常晓林 良  好 

9 WH2009C009 水电工程高边坡稳定性演化与风险调控

理论 李典庆 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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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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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  好 

3.3  人才队伍建设 

（1）新聘教授：王康 

（2）2010 年，周伟、钱忠东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A 类）。 

（3）研究人员培养，如表 3-4。 

表 3-4    2010 实验室研究人员进修与合作研究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姓  名 出访时间 出访国家、 
地区、单位 交流方式 交流主题／会议名称 

1 伍靖伟 2010.06~2011.06 
澳大利亚 

查尔斯特大学 
进修与 
合作研究 

Optimising canal and ground-
water management to assist wa-
ter user associations in maxim-
izing crop production and man-
aging salinisation in Australia 
and Pakistan 

2 周 伟 2010.08~2011.08 加拿大 
Alberta 大学 访问学者 

高应力条件下堆石体细观变形

机理及随机散粒体不连续变形

数值分析方法 

3 陈 华 2010.09~2011.12 挪威奥斯陆大学 合作研究 全球气候模型和流域水文模型

耦合的关键技术研究 



                                                       2010 年报 

− 40 − 

3.4  流动人员聘任 

2010 年 2 月 12 日，实验室聘任中国科学院陆地水循环及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主

任夏军为实验室教授、博导。实验室谈广鸣主任出席授聘仪式并颁发聘书，实验室副

主任谢平、吴运卿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教授参加了授聘仪式。仪式后，双方就国际学术

活动的合作进行了探讨。 

2010 年 4 月 26 日，聘任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马洪琪院士为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仪

式在实验室举行。顾海良校长、茆智院士、周创兵副校长等出席授聘仪式。聘任仪式

由谈广鸣主任主持，周创兵副校长介绍了马院士的基本情况，顾海良校长颁发聘书，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免试研究生徐若兰（现为水利水电学院本科生）为马院士佩戴校徽；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领导等出席仪式。 

2010 年 6 月 11 日，聘任加拿大 Alberta 大学教授 Dave Chan 博士为武汉大学珞珈

学者讲座教授。校长助理、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人事部赵雪梅部长，发展规划与

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常晓林教授，水利水电学院党委书记屈文谦等出席聘任仪式； 

2010 年 6 月 19 日，聘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张建云博士为武

汉大学教授；人事部部长赵雪梅主持授聘仪式，武汉大学顾海良校长为张建云院士颁

发教授聘书并致欢迎辞，周创兵副校长介绍了张建云院士基本情况。茆智院士，校长

助理、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校长办公室主任钱建国，水利水电学院党委书记屈文

谦等参加了聘任仪式。 

2010 年 9 月 2 日，实验室聘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物研究所吴振斌教授为武汉大学兼

职教授。 

2010 年 9 月 17 日，聘任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会 EPSRC 洪水风险管理研究

首席科学家、爱丁堡研究合作计划土木与环境工程联合研究所所长、Heriot-Watt 大学

建筑环境学院院长 Gareth Pender 教授为武汉大学客座教授。武汉大学校长助理、实

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颁发聘书，常务副主任杨金忠教授主持了聘任仪式。 

2010 年 9 月 30 日，聘任原美国加州劳伦斯·利佛莫国家实验室研究员、现北京师

范大学“千人计划入选者”段青云教授为实验室兼职教授。 

2010 年 12 月 13-15 日，应徐青博士邀请，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Pinnaduwa H.S.W. 

Kulatilake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授聘为武汉大学客座教授。聘任仪式由实验室学术带头

人陈胜宏教授主持，武汉大学校长助理、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对 Kulatilake 教授的

来访表示欢迎，并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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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2010 年度实验室聘任流动与兼职研究人员情况一览表 

姓 名 受聘人单位 专 业 聘职 聘  期 编 号 推荐人 

夏  军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水文水资源 

教  授 

博  导 
2009.12~2012.12 2009042 谈广鸣 

马洪琪 
澜沧江水电 
开发公司 

水工结构 兼职教授 2010.04~2013.04 2010018 常晓林 

Dave Chan 
University of Al-
berta，Canada 

土木工程 
珞珈学者

讲座教授 
2009.01~2012.01  常晓林 

张建云 
南京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 
水文水资源 教  授 2010.06~2014.06 0210614 谈广鸣 

吴振斌 
中国科学院水生物

研究所 
湿地研究 兼职教授 2010.09~2013.09 2010025 茆  智 

Gareth 
Pender 

英国 
Heriot-Watt 大学 

水力学 客座教授 2010.09~2013.09  曹志先 

段青云 

美国加州劳伦

斯·利佛莫 

国家实验室 

水文水资源 兼职教授 2010.09~2013.09 2010035 郭生练 

王  浩 
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 
水文水资源 兼职教授 2010.12~2013.12 2010053 谈广鸣 

宋献方 

中国科学院陆地水

循环及地表 

过程重点实验室 

水文水资源 兼职教授 2010.12~2013.12 2010036 张 翔 

库拉.雷克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岩土工程 客座教授 2010.09~2013.09  徐  青 

陈  飞 
中国长江三峡 

集团公司 
水电施工 兼职教授 2010.12~2013.12 2010059 谈广鸣 

蔡其华 长江水利委员会 水利工程 兼职教授 2010.12~2013.12 2010054 谈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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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博士后工作 

表 3-6    2010 年在站博士后情况一览表 

姓  名 进站时间 出站时间 合作导师 研  究  课  题 

唐天国 2008.12 2010.12 陈胜宏 大体积砼温度场仿真及反演分析研究 

张  为 2008.11 2010.10 李义天 梯级水库泥沙淤积规律研究 

王孔伟 2008.09  周创兵 三峡库区水-岩作用微观机理 

李  喆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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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志东 2009  周创兵 施工地质信息系统研究 

杨青春 2009  张  翔 生态水文模型在地下水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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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鹏  2010.06.  常晓林 碾压混凝土拱坝结构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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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  帆 2010.09.  谈广鸣 国际界河洲滩演变对边界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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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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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研究生培养 

2010 年，实验室研究生培养力度得到进一步加强，在读硕士研究生 185 人，博士

研究生 136 人；在读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并做会议报告的达 50 余人次，参加

学术会议情况，见附件 7.10。新招收博士研究生 36 人，新招收硕士研究生 95 人；毕

业博士研究生 36 人，毕业硕士研究生 9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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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术交流与开放合作  



                                                       2010 年报 

− 43 − 

4  学术交流与开放合作 

4.1  学术交流 

2010 年，实验室的国际知名度不断提升，一批国际著名学者和学术组织负责人来

访，并寻求合作。先后有 50 多位国外知名学者访问实验室，其中有多名学者与实验

室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挪威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曾任国际水文

科学学会(IAHS)副主席、欧洲地学联盟“达西奖章”获得者 Lars Gottschalk 教授对实

验室进行了学术访问，并就“随机水文学基本概念及其应用”问题作了六次学术报

告；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Newcastle 大学土木与地学系前系主任 Enda O'Connell 教授

再次访问实验室。英国国家水力研究院院长 Ian Townend 教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

理与地球科学学院院长 Trevor Hoey 教授、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会 EPSRC 洪水

风险管理研究首席科学家、爱丁堡研究合作计划土木与环境工程联合研究所所长、

Heriot-Watt 大学建筑环境学院院长 Gareth Pender 教授等先后访问实验室，并聘为客

座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Pinnaduwa H.S.W. Kulatilake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授聘为武

汉大学客座教授，且计划利用实验室研究经费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同时，实验室一批知名学者积极参加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李义天教授、谈广鸣

教授等参加了在南非举行的第 11 届国际泥沙会议；黄介生教授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

日热市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 61 届执行理事会暨第 6 届亚洲地区会议；茆智院士

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SFC）和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在

菲律宾举办的 NSFC-IRRI 合作回顾与规划研讨会；崔远来教授和董斌教授参加了第三

届国际水稻大会；曹志先教授应邀参加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委 NSF 溃坝洪水研究论坛；熊立华教授参加了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欧洲地学联盟

2010 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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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国内外专家受邀讲学报告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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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Local scour and sediment size variation 
around a spur dyke 
2.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e Ujigawa Open La-
boratory, Kyoto University, Japan 

张浩 博士 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 2010.01.14. 张小峰 

2 
Adoption study for project Growing More Rice 
with Less Water 

Randolph Barker 教授 美国康奈尔大学 2010.01.22. 董  斌 

3 小湾水电站建设中的几个关键技术难题 马洪琪 院士 澜沧江水电开发公司 2010.04.26. 常晓林 

4 流固耦合的建模理论及基于 FEM 的求解方法 张立翔 教授 昆明理工大学 2010.04.29. 槐文信 

5 河口水环境问题及典型案例研究 周济福 研究员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 2010.04.29. 槐文信 

6 Recycling carbon dioxide into concrete Yixin Shao 副教授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2010.05.24. 何  真 

7 Lessons Learned from Deforming Dams Dave Chan 教授 University of Alberta，Canada 2010.06.11. 常晓林 

8 
关于气候变化及荷兰鹿特丹关于水管理方面

的先进技术 Rick Heikoop 博士 荷兰鹿特丹大学 2010.06.11. 熊立华 

9 科学研究与 SCI 论文写作 方国光 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10.06.17. 李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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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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张建云 院士 南京水利水电研究院 2010.06.19. 谈广鸣 

11 
Using computational sediment transport models 
in river management 

Trevor Hoey 教授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理与地球科学学

院（School of Geographical & Ear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Glasgow Glasgow 

G12 8QQ, United Kingdom） 

2010.06.25. 谈广鸣 

12 

1. An overview of the role of HR Wallingford 
and current research agenda (英国 HR Wall-
ingford 研究概述); 
2. Inlets and estuaries as dynamic systems at the 
land-sea interface （作为陆地-海界面的内湾与

河口动力系统） 

Ian Townend 教授 
英国 HR Wallingford  

(国家水力研究院) 2010.06.29. 曹志先 

13 Saving the Planet in an Energy-limited Future William J. Mitsch 教授 俄亥俄州立大学 2010.07.12. 茆  智 

14 
Addressing Common challenges of water scar-
city 

John Langford 教授 墨尔本大学、澳-中水资源研究中心 2010.07.23. 董  斌 

15 
1. 水文模型研究的若干问题 

2. SCI 科技论文写作探讨 
许崇育 教授 挪威奥斯陆大学地球科学系 2010.08.14 郭生练 

16 随机水文学基本概念及其应用 Lars Gottschalk 教授 挪威科学院、瑞典皇家地理学会 
2010.09.21－

10.09. 
熊立华 

17 国际集合水文预报研究进展 段青云 教授 美国加州劳伦斯·利佛莫国家实验室 2010.09.30. 郭生练 

18 Principles of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井兰如 教授 瑞典皇家工学院 2010.10.14. 周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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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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WRSIS: Conecepts and Applications Larry C.Brown 教授 美国俄亥俄州科学院 2010.10.21. 董  斌 

20 
Change in Hydrological Systems: Detection, re-
diction and Adaptation 

Enda O'Connell 院士 英国皇家工程院 2010.10.29. 郭生练 

21 
裂缝扩展模拟的比例边界有限单元法研究进

展 
Zhenjun Yang 讲师 英国利物浦大学工程学院结构工程系 2010.11.23. 汪卫明 

22 

Watershed Management and Water Environ-
mental Restoration by Bio-eco Engineering（生

物生态工程技术在流域水环境管理和修复的

应用） 

徐开钦 教授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 2010.11.26. 王先甲 

23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lowland rice 
agro-ecosystems in Southeast Asia（东南亚地区

水稻农业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资源管理） 
Grant Singleton 博士 国际水稻研究所灌溉水稻研究协会 2010.12.01. 董  斌 

24 二元水循环理论 王  浩 院士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 2010.12.10. 谈广鸣 

25 农业节水进展 吴普特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0.12.10. 杨金忠 

26 

Stochastic fracture geometry modeling in 3-D 
including validations and estimation of REV 
size and three dimensional hydraulic conductiv-
ity tensor for a fractured rock mass through dis-
crete fracture fluid flow modeling 

Pinnaduwa H.S.W. 
Kulatilake 

教授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2010.12.15. 徐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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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学术会议 

4.2.1  举办学术会议 

表 4-2    2010 年主办／承办／协办学术会议情况一览表 

序

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会议 

主席 
参加 
人数 

时间 地点 类别 备注 

1 
变化环境下对地观

测 与 水 循 环 研 究

2010 年学术研讨会 
武汉大学 谈广鸣 87 2010.06.17-18 武汉 全国性 承办 

2 
第三届水力机械及

其系统学术交流会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员会工

程与材料

学部 

杨建东 83 2010.09.11-12 武汉 全国性 承办 

3 
亚太区域节水灌溉

可持续发展国际研

讨会 

联合国粮

食与农业

组织 

武汉大学 

茆  智 

翟浩辉 
67 2010.10.27-29 武汉 全球性 承办 

4.2.2  亚太区域节水灌溉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 

时    间：2010 年 10 月 27～29 日 

地    点：武汉 

会议主席：茆智 院士 

会议概况：2010 年 10 月 27-29 日，“亚太区域节水灌溉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

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由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武汉大学、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

供水技术协会共同主办，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具体组织承办。来自

国内外 5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武汉大学校长助理、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主持；水利部原副部长、

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水技术协会会长翟浩辉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茆智

教授；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水技术协会常务副会长、水利部农水司原司长李代鑫教

授，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创兵教授，国际灌排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灌排委员会副主席高

占义教授，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区域办公室 Thierry Facon 博士，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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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办公室陈志军博士等专家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武汉大学国际交流部、水利水电

学院、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单位的领导也出席会议。 

会议围绕亚太区域节水灌溉的发展问题，广泛交流、深入研讨，分享经验、凝聚

共识，提出适合亚太区域节水灌溉可持续发展的方案，这对进一步加快节水灌溉事业

发展，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2.3  “300m 级面板堆石坝适应性及对策研究”专题研讨会 

时    间：2010 年 4 月 25～26 日 

地    点：实验室报告厅 

组织主席：常晓林 

会议概况：2010 年 4 月 25-26 日，由常晓林教授牵头主办、实验室承办的“300m

级面板堆石坝适应性及对策研究”专题研讨会在实验室学术报告厅召开。澜沧江水

电有限公司马洪琪院士，天津大学钟登华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国际大坝委员会主席贾金生等二十多位国内知名面板堆石坝专家和教授参加了本

次研讨会。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创兵到会致欢迎词，武汉大学科技部的相关领导出席

了会议。 

 

4.3  开放基金 

2010 年，实验室接受开放基金课题申请共计 15 项，经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讨论

通过，同意 14 项课题立项，每项课题资助额度为 4 万元人民币，研究期限为两年。

同时，2009 年资助的 16 项课题已通过中期考核，2008 年资助的 10 项课题均已顺

利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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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开放课题进展 

表 4-3    2008 年批准开放基金结题情况一览表 

课题编号 负责人 课  题  名  称 课题承担单位 结题情况 

2008B039 雍  斌 
陆面水文模型 TOPX 构建及其与区

域气候模式 RIEMS 的耦合 

河海大学 

水文水资源学院 
结题 

2008B040 黄晓荣 
九寨沟核心景区水循环演化对湖群

景观演变的作用机制研究 
四川大学水电学院 结题 

2008B041 杨  涛 
华南复杂河网区水文时空变异与洪

涝灾害演化响应机制诊断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

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 

结题 

2008B042 彭定志 
缺资料地区的水文模型与气候模型

耦合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结题 

2008B043 林凯荣 
华南地区水文模拟与预报的不确定

性研究 
中山大学 结题 

2008B044 朱  奎 

区域土壤水资源评价理论与方法研

究——以河北易县崇陵典型流域为

例 

中国矿业大学 结题 

2008B045 赵  微 
多元利益主体的区域水资源系统配

置模式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 

土地管理学院 
结题 

2008B046 陈  建 水库水沙同步优化调度研究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结题 

2008B047 蒋中明 
钢筋混凝土高压岔管区围岩水－岩

耦合特性研究 
长沙理工大学 结题 

2008B048 谭金华 
阿基米德桥在波流场中的疲劳荷载

效应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 

交通学院 
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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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2009 年度开放基金课题进展情况一览表 

课题编号 负责人 课  题  名  称 课题承担单位 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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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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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2009B051 张金存 济南城区暴雨洪水预警模型研究 山东大学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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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2009B053 王卫光 
作物灌溉需水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研究 
河海大学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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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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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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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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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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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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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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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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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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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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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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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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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新批开放课题 

表 4-5    2010 年开放基金资助课题（研究期限 2010.12~2012.12）情况一览表 

序号 课  题  名  称 课题编号 负责人 工作单位 

1  
土地利用变化对流域水文过程的

长期影响预测研究 
2010B065 王兆礼 华南理工大学 

2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防洪综合风险

诊断及减灾对策研究 
2010B066 张  灵 广州大学 

3  
流域降水时空分布信息熵模型研

究 
2010B067 张继国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4  
水库河流系统水量水质联合调控

模型与方法 
2010B068 黄显峰 河海大学 

5  
西南岩溶灌区径流对气候变化的

响应 
2010B069 代俊峰 桂林理工大学 

6  
土壤斥水性与含水量及污灌水质

的关系研究 
2010B070 陈俊英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7  
基于激励理论的大中型灌区现代

化管理模式研究 
2010B071 孟  戈 武汉工程大学 

8  
北方温室蔬菜温度水分生产函数

及其生育动态模型研究 
2010B072 高金花 长春工程学院 

9  注水管网优化模型研究 2010B073 刘  云 
长江大学 

石油工程学院 

10 
膨胀土渠坡失稳机理与 EPS 稳定

水下渠坡的试验研究 
2010B074 王协群 武汉理工大学 

11 
降雨条件下宽级配崩积土强度软

化规律研究 
2010B075 李  旭 北京交通大学 

12 
水力机械导流部件空化流动的介

观模型数值模拟 
2010B076 杨  帆 上海理工大学 

13 
南北方水体富营养化数值模拟及

处理技术研究 
2010B077 朱丽楠 哈尔滨工程大学 

14 
地震作用下高拱坝的三维复杂断

裂数值模拟 
2010A004 杨贞军 

英国利物浦大学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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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国际合作平台建设 

通过董斌教授沟通与联络，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校长 Ian Goulter 教授和该校

水与粮食安全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Mohsin Hafeez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签署两校合作

备忘录。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Don DePaolo 教授和地学中心水文地质系主任刘会

海教授访问实验室，就武汉大学与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拟在今后建立教师交流以及科

研平台“多相流联合研究中心”建设方面继续展开实质性的合作，双方已从纯粹的合

作关系发展为亲密的合作伙伴。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区域办公室 Thierry Facon 博士，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区域办

公室陈志军博士访问实验室。武汉大学校长助理、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会见了

Thierry Facon 博士一行，茆智院士参加会见。双方就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实验

室申请成立“亚太区域农业水问题研究与培训中心”进行了可行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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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管理与建设 

2010 年，实验室二届三次会议在武汉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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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管理体

制，从本实验室建设和学术梯队配备出发，对 2009 年制订的《关于研究人员聘用与

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实验室相继建立了“夹马口实验研究基地”和“水资源与水

环境联合研究中心”。实验室抽水蓄能电站实验基地在江夏区土地堂开工建设。通过

多次考察和论证，实验室确定在湖北潜江建设灌溉排水试验研究基地，并确立了该基

地基本规模和运行机制。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运行状况良好，“大坝渐近破坏实验系

统”各项设备功能已日趋完善；“灌溉排水综合试验与测量系统”和“水电站过渡过

程实验系统”运行顺利，大型仪器设备运行状况，见附件 7.9。2010 年国家下拨的专

项设备经费 987 万元执行顺利，执行经费 1463 万元（其中 2009 年底下拨的专项设备

经费 1016 万元）。 

 

5.1  学术委员会活动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二届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1 日在武汉召开。学术委员会主任郑守仁院士主持了会议，武汉大学黄泰岩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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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委员

听取并审议了实验室工作报告，审定了申请资助的实验室开放课题。经学术委员会讨

论，一致认为： 

1．实验室在国家自然科学研究基金申请立项、科学技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取得较大进展；加强了科研成果的集成与凝炼，在国家奖和省部级奖成果申报方面取

得明显成效； 

2．实验室加大了年轻人才的培养力度，并开始显现成效，今后二年的队伍建设

方案可行，措施得当。实验室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国际著名学者和研究机构交往加

深，国际学术影响力得到提升； 

3．学术委员会审定了 2010 年度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课题 14 项，基金课题的研

究内容与实验室研究方向结合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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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希望实验室利用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契机，继续加强人才引进和队伍建设，

做好有关国家重要基础研究项目的立项建议和申报工作，并能取得较大进展。建议学

校给予实验室更大支持。 

表 5-1    第二届第三次会议到会委员名单 

姓  名 职  称 学术委员会职务 工  作  单  位 

郑守仁 教授、院士 主  任 长江水利委员会 

王 浩 教授、院士 副主任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雷志栋 教授、院士 副主任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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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普特 教授、博导 委 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董增川 教授、博导 委 员 河海大学 

李  嘉 教授、博导 委 员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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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生练 教授、博导 委 员 武汉大学 

李义天 教授、博导 委 员 武汉大学 

陈胜宏 教授、博导 委 员 武汉大学 

 

5.2  实验室管理制度建设 

为贯彻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管理体制，从本实验室建

设和学术梯队配备出发，聘请国内外优秀学者到实验室工作，提高研究队伍整体水平，

努力使实验室成为科学研究基地、人才培养和学术活动中心的目标，结合实验室特点

和实际，对 2009 年制订的《实验室研究人员聘用与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见附件

7.5）。根据《办法》规定，近三年未完成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工作目标的固定研究人

员将调整为流动研究人员；研究成果符合固定研究人员聘用条件的流动研究人员将调

整为固定研究人员。 



                                                       2010 年报 

− 55 − 

由于实验室研究团队的实施，实验室对 2008 年制定实施的《研究人员经费使用

与考评管理办法》暂停执行，并作了《实验室成果奖励的补充通知》（见附件 7.6）。 

为规范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的管理，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按照《国家重点实

验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中基本科研业务费的管理要求，特制订了《实验室科研业务

费报销实施细则》（见附件 7.7）。 

5.3  实验室平台条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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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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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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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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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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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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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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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实验条件建设 

1. 抽水蓄能电站实验基地建设 

2010 年 6 月 10 日，实验室抽水蓄能电站实验基地开工典礼在江夏区土地堂举行。

武汉大学校长助理、基建部部长刘家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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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出席典礼并讲话，武汉大学基建部副部长范玉祥主持了开工

典礼；武汉大学基建部、水利水电学院、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

汉大学设计研究总院及施工方、监理方等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出席典礼。实验大厅占地

面积 3600m2，大厅高 15～18m，位于江夏土地堂抽水蓄能电站实验基地。主要固定

设备由循环水、励磁同期保护、调速控制、变频换相、监控、负荷、量测、模型机组、

模型水道等九个子系统组成。该实验基地将围绕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和运行中可逆

式水泵水轮机国产化的需求，开展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研发的基础性研究。集成相关领

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研究可逆式水泵水轮机能量特性、振动特性和工况切

换的过渡过程等基础性的问题，为可逆式水泵水轮机转轮水力设计、抽水蓄能电站运

行提供设计理论、分析计算软件、模型试验验证仿真等支撑，建成世界一流的可逆式

水泵水轮机科学研究的试验平台，以满足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和运行的重大需求。 

2. 灌溉排水校外试验基地建设 

2010 年 7 月 6~7 日，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杨金忠教授一行 8 人到湖北省漳河水库灌

区开展校外试验基地选址考察。杨金忠常务副主任一行先后考察了湖北省漳河灌溉试

验站、漳河灌区和漳河库区，重点进行了农田灌溉排水及水环境试验区、小流域综合

试验区的选点考察。考察期间，常务副主任杨金忠教授一行与漳河水库管理局召开了

座谈会，就野外试验基地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双方合作共建的前景交换了意见。 

2010 年 11 月 24 日，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等一行到湖北省潜江市进行灌溉排水

校外试验基地考察选址。潜江市市委副书记张宗光、副市长鲍岱钦等领导会见了谈广

鸣主任并陪同考察了推荐项目区。经过商谈，实验室已基本确定将实验室灌溉排水校

外试验研究基地建在潜江市，并确定该基地基本规模为核心建设区不少于 100 亩、示

范试验区 3000 亩，实验室投入和项目自筹的运行机制。参加此次考察的还有实验室

常务副主任杨金忠、副主任吴运卿，水利水电学院副院长黄介生等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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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夹马口实验研究基地建设 

2010 年 1 月 6 日，“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夹马口

实验研究基地”挂牌仪式在山西运城举行。山西省水利厅科外处处长郭天恩，夹马口

灌区管理局局长张学会，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杨金忠教授、副主任吴运卿博士、基地联

系人董斌教授等出席了挂牌仪式。此次挂牌是 2009 年 9 月实验室与夹马口灌区管理

局双方签署科技合作协议的深入，也是实验室基地建设中南北不同区域的重要布局。 

山西省运城市夹马口引黄工程是我国黄河上第一座大型高扬程电力提黄灌溉工

程（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6.06 万 ha）。灌区经过近五十年的建设，形成了集水源供给、

泵站提水、渠系灌溉于一体的农业灌溉服务体系。根据双方拟定的协议内容，双方将

联合开展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培训、召开学术会议；并不定期进行学术科技交流；

双方的仪器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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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水资源与水环境联合研究中心建设 

实验室与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共建“水资源与水环境联合研究中心”合作签约

暨中心揭牌仪式在杭州举行。水利部科技推广中心武文相主任，武汉大学校长助理、

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浙江省水利厅虞洁夫副厅长等出席揭牌仪式并致辞；谈广鸣

主任和叶永棋院长代表双方单位签署了合作协议书和联合研究中心共建协议书。茆智

院士、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杨金忠教授、中心联系人王修贵教授等出席了仪式。“水资

源与水环境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协议书，见附件 7.8 

“水资源与水环境联合研究中心”将利用双方人才、信息、设备和其他资源优势，

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对外交流等活动中，不断更新中心的硬件和软

件设施，提升中心水平和社会影响力，立足华北、服务全国，在 20 年内，将中心逐

步建设成为国内知名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研究基地。根据双方拟定的协议内容，双方

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争取国家和地方科技支持，根据对方优势，优先将对方作为合

作者申报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开展合作研究；双方根据国家和地方的前沿问

题，积极开展合作交流，凝练研究方向，做好项目的前期策划、项目储备和其他前

期研究的准备工作；双方共享科研信息，优先为对方开放所掌握、储备的各种数据、

成果资源；双方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推广双方拥有的科研成果，支持国家和地方的

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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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实验室校外实验研究基地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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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设备购置研制与改造 

2010 年，实验室共获批 2009 年、2010 年国家专项设备经费 1903 万元，购置、

研制和改造了一批实验系统和设备，其中完成购置设备（系统）5 套，升级改造设备

2 套，仪器设备（系统）研制 2 套，执行经费 1463 万元。 

实验室购置、研制的仪器设备紧密结合国家和学科的需求，与实验室的五个研究

方向密切相关，投资 330 万元的“水资源高效利用综合实验研究平台”目前已初具规

模，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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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土建工程正在建设中，

部分设备已陆续进入安装阶段，预计 2012 年平台的各项功能将会相继投入使用；“水

工混凝土结构老化与寿命预测实验研究平台”可以提供针对混凝土复杂体系进行跨尺

度研究涉及微观、介观、宏观三个层次的物理力学性能测试的硬件系统和大型软件运

行仿真工作站，该平台投资金额 436 万元，所需设备已基本购置完毕；耗资 350 万元

购入的“MAT253 同位素质谱仪”，可以通过分析天然水中的同位素（如 D、T、18O、

13C、14C、34S 等）的组成、分馏及分布特征，研究水资源的形成、分布规律等。其它

设备的购置、改造和研制按计划正在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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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2010 年实验室仪器设备购置、改造和研制一览表 

序  号 设备（平台／系统）名称 购置／改

造／研制 开发的功能和用途 

1  力学高性能计算集群 购  置 

可进行固体力学仿真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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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AT253 同位素 

质谱仪 
购  置 

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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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多普勒流速剖面仪

（ADCP） 
购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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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NVIS数字网络生态监测

系统 
购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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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ANTA 系列多参数水质

监测仪 
购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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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激光粒子图像速度场仪

（PIV） 
改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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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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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平台／系统）名称 购置／改

造／研制 开发的功能和用途 

7  
闭式水泵模型装置试验台

改造 
改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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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水资源高效利用综合实验

研究平台 
研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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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水工混凝土结构老化与寿

命预测实验研究平台 
研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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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新型挟砂水流(含高速)冲

磨试验系统 
研  制 

该设备主要用于研究和评价现代大坝以及桥

梁下部结构水中混凝土在高速、中速和低速以

及挟沙水流作用模拟工况下的抗冲耐磨性能，

是大坝、桥梁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评价的主要方

法之一。本设备可在冲磨速率、挟沙量、沙颗

粒大小、磨粒作用方式（冲击、磨损）、冲磨

角度等多项设定条件下研究与评价混凝土及

各种材料的抗冲耐磨性能及其影响因素。 

 

5.3.3  2009-2011 年国家批复科研仪器设备情况 

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实验室 2008 年申报的仪器设备购置、研制和改造项目共

计 44 项，申请经费 5361.5 万元。国家根据重点实验室科研仪器设备工作需要和项目

类型，按轻重缓急的排序分年度对申报的仪器设备进行了批复，2009、2010、2011 三

年共批复项目 30 项，合计金额 2629 万元，如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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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2009－2011 年国家批复科研仪器设备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内容概要 设备具体用途 

申请 

经费 

（万元） 

批复 

经费 

（万元） 

合  计 3320 2629 

一、仪器设备购置类项目小计 1288 1147 

1－1 
力学高性能计算

集群 

软件、部件器件的购

置、系统集成、机房

环境建设 

该设备用于面向国家需求的

水资源与工程重大项目研究

的科学计算与分析仿真 
183 83 

1－2 
连续流动元素分

析仪 

水质分析仪器，以氮

磷为主的不同养分和

盐分离子的化验分析 

用于土壤和水中盐分和养分

的分析，研究灌溉排水的环

境影响 
50 50 

1－3 
土壤氮循环监测

系统 
土壤中氮磷转化的监

测分析系统 
研究农田灌溉排水条件下花

费利用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 
62 62 

1－4 
EasyChem化学成

分分析仪 

采用全自动微量注射

和全波段自动比色法

的全自动化学分析仪 

用于水体、土壤、植物等的

化学成分分析 
65 65 

1－5 
ENVIS 数字网络

生态监测系统 

环境数据采集器、传

感器及相应总线模

块、服务器、客户端、

网络化数据采集器及

数据处理软件、生态

环境监测系统 

研究灌溉水高效利用的环境

系统监测和分析研究 
170 170 

1－6 
SEBA 多参数水

质传感器 

结合中央采集处理单

元，结合 MPS-D 或

MPS-K-16 多参数组合

传感器自动测量系统 

用于观测井或江河湖泊等水

质连续自动监测，可长时间

在野外不间断工作，系统可

实现数据远程无线传输 

20 20 

1－7 
WinScanopy 植物

冠层分析系统 

由高精度照相系统、

图像分析系统、冠层

鉴别系统组成的作物

生长监测 

植物和作物的环境效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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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35 

1－8 
土壤通量自动监

测站 

监测系统、传感器系

统、数据分析系统组成

的土壤通量监测系统 

研究作物生长条件下土壤与

大气的相互作用和相应的环

境变化 
4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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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内容概要 设备具体用途 

申请 

经费 

（万元） 

批复 

经费 

（万元） 

1－9 
结构随机分析及

寿命预测软件 
UNIPASS 软件购置 

用于大坝结构分析及寿命评

估，最先进的结构随机及决

策分析 
36 36 

1－10 
MAT253 同位素

质谱仪项目 
购买 MAT253 同位素

质谱仪 

分析研究降水、地表水、地

下水相互关系的水循环研究

科学实验 
391 350 

1－11 
OPEC 开路涡度

相关测量系统 

大尺度的大气与地面

的水分交换、能量交

换和质量交换测量的

硬件设备 

研究区域条件下作物与大气

系统的水量交换，研究农业

生态环境系统的变化和污染

等 

32 32 

1－12 
便携式超声波多

谱勒流量计 
多谱勒流量计 流量测验 21 21 

1－13 LB-6 钻孔弹模仪 

井下压力千斤顶、高

精度应力应变传感器

测试装置和地面自动

采集分析系统 

大坝及岩体原位弹性模量检

测 
34 34 

1－14 数字天气雷达 购买数字天气雷达 
雷达测雨在短期洪水预报中

的应用 
80 80 

1－15 泵站流量测试仪 
LS10 型旋桨流速仪、

电缆和信号采集系统 
用于大型泵站现场检测 26 26 

1－16 
多参数水质监测

仪 

4 个光学传感器接口；

1 个酸碱度/氧化还原

电位探头接口；1 个温

度/电导率传感器接口 

监测河流各断面的水质指

标，跟踪观测其与水量的变

化关系，为水库生态调度提

供定量依据 

39 39 

二、仪器设备升级改造类项目小计 155 155 

2－1 
激光粒子图像速

度场仪（PIV）升

级改造 

包括 CCD 相机、同步

仪、三维立体标定系

统及相应软件等 

三维流场、温度场、污染物

场的观测 
35 35 

2－2 
灌溉排水综合实

验平台－数据采

集系统升级改造 

称重式测量系统更

新、地下水位测量装

置、土壤含水量、土

壤温度和土壤养分测

量系统的升级，数据

收集的维修 

地下水和土壤中污染为运移

的实验与监测、污染物在土

壤中的转化运移机理研究、

节水灌溉理论与技术方法研

究、溶质运移理论 

6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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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内容概要 设备具体用途 

申请 

经费 

（万元） 

批复 

经费 

（万元） 

2－3 
闭式水泵模型装

置试验台改造 

配电设施、稳压系统、

电系统保护、变频调

速、数据采集 

泵站运行、泵站节能、泵站

控制、泵站系统优化 
56 56 

三、仪器设备研制类项目小计 1785 1235 

3－1 
水资源高效利用

综合实验研究 
平台 

平台基础设施建设、

配套测量仪器器件、

耗材加工等 

用于研究灌溉节水、水资源

利用、地下水污染 
530 330 

3－2 
水工混凝土结构

老化与寿命预测

实验研究平台 

器件购置、软件开发、

材料加工及环境条件

建设 

研究不同环境和加载方式下

混凝土材料的变形、位移和

强度等多项技术性能 
786 436 

3－3 
作物耗水测量实

验研究平台 

主要包括高精度称重

系统、作物生长系统、

防雨系统、土壤水分

及养分的监测系统 

节水灌溉条件下作物水分消

耗精细测量，研究节水灌溉

制度和可节约水量、作物的

耗水规律 

85 85 

3－4 
岩石/混凝土变形

-渗流耦合实验机 
伺服机等部件的购

置、材料加工、调研 
岩石/混凝土变形-渗流耦合

实验 
80 80 

3－5 
溃坝实验研究 

平台 

包括流量控制补偿、

水位快速检测、溃口

动态监测、回水系统、

水库概化模型 

溃坝动力学过程与机理研究 89 89 

3－6 
粘性沙冲淤试验

平台项目 
包括并列水槽系统、

管道系统 

粘性沙淤积历时、淤积物组

成、水动力条件对粘性沙冲

刷影响的规律 
68 68 

3－7 
地形流速测量仪

项目 

包括地形流速测量

仪、自动测量车、轨

道、计算机 

可以测量模型地形流速，使

模型地形测量技术总体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61 61 

3－8 
水工结构流激振

动测试平台 
脉动压力、结构动力

响应测试平台建设 

主要用于测试水工结构与液

体相互作用的动力响应。测

试脉动压力、动力加速度、

动应力及振动频率 

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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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内容概要 设备具体用途 

申请 

经费 

（万元） 

批复 

经费 

（万元） 

3－9 
水力模型实验地

形断面板自动化

制作平台 

平台设计、系统软件、

智能控制器设计与开

发、机械系统设计与

实现、系统集成和原

型系统实验 

本系统能自动、精确、高效

地完成各种水力模型实验地

形断面板制作过程，具有先

进、实用、可推广的特点 

41 41 

四、科研配套设施维修改造类项目小计 92 92 

4－1 
灌溉排水综合实

验平台设施维修 

蒸渗仪防渗改造、防

渗棚维修、实验土壤

的更换、土壤含水量、

降雨系统的改造、数

据收集的采集系统安

装 

作物种植条件下土壤水循

环，长期连续的精细测量、

大气-土壤-地下水系统的水

分循环研究 

21 21 

4－2 
水工模型实验平

台设施维修改造 
部件器件购置、研制、

软件开发 

实现水力模型实验供水系统

自动化，提高科学实验的精

确度 
7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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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度活动与纪事 

  1 月   

 在 201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中，实验室有 3 项成果通过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评审，分别为常晓林教授主持完成的“高混凝土坝整体稳定安全控

制新理论及工程应用”、李义天教授作为第二完成人完成的“水沙灾害形成

机理及其防治的关键技术”、卢文波教授作为第二完成人完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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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项成果。 

 2010 年实验室有 2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通过评审。获批基金项目中，

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获 14 项（其中重点项目 1 项）、流动研究人员获 10 项

（其中海外基金 1 项）。 

 2010 年 1 月 6 日，“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夹

马口实验研究基地”挂牌仪式在山西运城举行。 

 2010 年 1 月 7 日，曹志先教授参加了在英国哥拉斯加举办的“应用泥沙动力

学论坛（Telford Applied Sediment Dynamics Forum）”，并作学术报告。 

 2010 年 1 月 7 日，应张小峰教授邀请，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张浩博士访

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Local scour and sediment size variation around a 

spur dyke”和“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e Ujigawa Open Laboratory, Kyoto 

University, Japan”。 

 2010 年 1 月 10 日，由杨国录教授牵头的武汉大学污淤泥研究中心正式揭牌。 

 2010 年 1 月 22 日，应董斌副教授邀请，美国康奈尔大学 Randolph Barker 教

授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Adoption study for project "Growing More Rice 

with Less Water”。 

  2 月   

 2010 年 2 月 3 日，曹志先教授访问英国国家水力学研究院(HR Wallingford)，

并做学术演讲。 

 2010 年 2 月 12 日，实验室聘任中国科学院陆地水循环及地表过程重点实验

室主任夏军为实验室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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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010 年 3 月 19 日，应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邀请，华中科技大学水电与数

字学院周建中院长一行 8 人访问实验室。 

 2010 年 3 月 29 日，老挝能源与矿产部项目经理 Mr.Chareune Inthavy 和世界

银行能源专家 Mr.Alfredo Bano Leal 一行 16 人访问实验室。 

 2010 年 3 月 29 日-5 月 3 日，应李义天教授邀请，台湾逢甲大学许少华教授

访问实验室。 

 2010 年 3 月 19 日，国际著名期刊《SCIENCE》网消息，实验室流动研究人

员、武汉大学珞珈特聘讲座教授徐开钦教授，联合国际著名学者完成的《The 

Climatic Signature of Incised River Meanders》论文，被《SCIENCE》期刊录用。

徐开钦教授作者署名单位之一为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 

 

  4 月   

 2010 年 4 月 8 日，应杨金忠教授邀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学院梁杏

院长、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所王贵玲主任等一行 19 人访问实验室。 

 2010 年 4 月 9 日，黄介生教授主持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灌区农田排水

与再利用技术研究”2010 年度工作会议在武汉召开。 

 2010 年 4 月 11 日-18 日，应陈胜宏教授邀请，法国里尔科技大学副校长、武

汉大学客座教授 Isam SHAHROUR 教授，法国里尔科技大学 Ali ZAOUI教授，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 Mohamed ROUANIA 教授访问实验室。 

 2010 年 4 月 13 日，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杨平富总工、湖北省灌溉实验中

心站张华站长等一行 9 人访问实验室。 

 2010 年 4 月 25 日，由常晓林教授牵头主办、实验室承办的“300m 级面板堆

石坝适应性及对策研究”专题研讨会在实验室学术报告厅召开。 

 2010 年 4 月 26 日，聘任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马洪琪院士为武汉大学兼职教

授仪式在实验室举行 

 2010 年 4 月 26 日，应常晓林教授邀请，澜沧江水电开发公司马洪琪院士访

问实验室，并做了学术报告“小湾水电站建设中的几个关键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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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4 月 27 日，受董斌教授的邀请，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区水利专家陈

志军博士访问实验室。 

 2010 年 4 月 29 日，应槐文信教授邀请，昆明理工大学张立翔教授和中科院

力学研究所周济福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并分别做了学术报告“流固耦合的建

模理论及基于 FEM 的求解方法”和“河口水环境问题及典型案例研究”。 

 

  5 月   

 2010 年 5 月 2-7 日，熊立华教授参加了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欧洲地学联盟

2010 年会(EGU 2010)，并做会议发言。 

 2010 年 5 月 4 日-6 日，曹志先教授参加了在英国爱丁堡举办的“国际水利学

会首届欧洲全会”，主持流体力学、河流过程主题分会场，并做学术报告。梁

秋华教授参加会议，主持计算水力学数值方法主题会场，并做学术演讲。 

 2010 年 5 月 24 日，应何真教授邀请，加拿大 McGill 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邵一

心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Recycling carbon dioxide into concrete”。 

 2010 年 5 月 30 日，湖北省科学技术厅在武汉主持召开了由崔运来教授等完

成的“水稻灌区节水增产高效减污综合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鉴定会。 

 

  6 月   

 2010 年 6 月 17 日-18 日，“变化环境下对地观测与水循环研究”学术研讨会

在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举行。 

 2010 年 6 月 19 日，教育部在武汉组织召开了由实验室主持完成的“江湖相

互作用机理与多尺度水沙调控关键技术”成果鉴定会。 

 2010 年 6 月 10 日，实验室抽水蓄能电站实验基地开工典礼在江夏区土地堂

举行。武汉大学校长助理、基建部部长刘家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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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出席典礼并讲话。 

 2010 年 6 月 11 日，聘任加拿大 Alberta 大学教授 Dave Chan 博士为武汉大学

珞珈学者讲座教授。 

 2010 年 6 月 19 日，聘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张建云博士

为武汉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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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6 月-2011 年 6 月，伍靖伟副教授和罗强副教授受澳大利亚国际农业

研究中心（ACIAR）资助，到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合作研

究与学术访问。 

 2010 年 6 月 11 日，应常晓林教授邀请，加拿大 Alberta 大学 Dave Chan 教授

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Lessons Learned from Deforming Dams”。 

 2010 年 6 月 11 日，应熊立华教授邀请，荷兰鹿特丹大学 Rick Heikoop 博士

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关于气候变化及荷兰鹿特丹关于水管理方面的

先进技术”。 

 2010 年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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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与 SCI 论文写作 ”。 

 2010 年 6 月 19 日，应谈广鸣教授邀请，南京水利水电研究院院长张建云院

士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2010 年 6 月 25 日，应谈广鸣教授邀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理与地球科学

学院院长 Trevor Hoey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Using computational 

sediment transport models in river management”。 

 2010 年 6 月 29 日，应曹志先教授邀请，英国国家水力研究院院长 Ian Townend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An overview of the role of HR Wallingford and 

current research agenda”和“Inlets and estuaries as dynamic systems at the 

land-sea interface”。 

 

  7 月   

 2010 年 7 月 6 日-7 日，2010 年 7 月 6~7 日，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杨金忠教授

一行 8 人到湖北省漳河水库灌区开展校外试验基地选址考察。 

 2010 年 7 月 12 日，应茆智教授邀请，俄亥俄州立大学 William J. Mitsch 教授

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Saving the Planet in an Energy-limited Future”。 

 2010 年 7 月 23 日，应董斌教授邀请，墨尔本大学、澳-中水资源研究中心 John 

Langford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Addressing Common challenges of 

water scarcity”。 

 2010 年 7 月 29 日，水科学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联盟第二次会议在武汉大学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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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010 年 8 月，周伟教授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以访问学者身份赴加拿大

Alberta 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 

 2010 年 8 月 14 日，应郭生练教授邀请，挪威奥斯陆大学地球科学系许崇育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水文模型研究的若干问题”。 

 2010年 8月 30日-10月 30日，挪威科学院院士、曾任国际水文科学学会(IAHS)

副主席、Lars Gottschalk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随机水文学基本

概念及其应用”。 

 

  9 月   

 2010 年 9 月 2 日，实验室聘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物研究所吴振斌教授为武汉大

学兼职教授。 

 2010 年 9 月 6 日-9 日，李义天教授、谈广鸣教授、余明辉教授、邓金运副教

授、孙昭华副教授和张为博士一行，参加了在南非举行的第 11 届国际泥沙会

议。 

 2010 年 9 月 11 日-12 日，第三届水力机械及其系统学术交流会在武汉大学召

开。本次会议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学部主办、实验室具体

组织承办，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杨建东教授，会议秘书长赖旭教授。 

 2010 年 9 月 17 日，聘任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会 EPSRC 洪水风险管理

研究首席科学家、爱丁堡研究合作计划土木与环境工程联合研究所所长、

Heriot-Watt 大学建筑环境学院院长 Gareth Pender 教授为武汉大学客座教授。 

 2010 年 9 月 25 日，谈广鸣教授在长江科学院作特邀学术报告“长江综合调

度管理的思考”。 

 2010 年 9 月 30 日，聘任原美国加州劳伦斯·利佛莫国家实验室研究员、现北

京师范大学“千人计划入选者”段青云教授为实验室兼职教授。 

 2010 年 9 月 30 日，应郭生练教授邀请，美国加州劳伦斯·利佛莫国家实验室

段青云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国际集合水文预报研究进展”。 

 2010 年 9 月-2011 年 12 月，陈华副教授赴挪威奥斯陆大学进行研究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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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10 年 10 月 2 日，原越共中央委员、原越南国家主席办公厅主任、越中友

协主席阮景营校友，应邀访问实验室。 

 2010 年 10 月 8 日，应董斌教授沟通与联络，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校长 Ian 

Goulter 教授和该校水与粮食安全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Mohsin Hafeez 教授访问

实验室，并签署两校合作备忘录。 

 2010 年 10 月 10 日-17 日，黄介生教授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日热市召开的

国际灌排委员会第 61 届执行理事会暨第 6 届亚洲地区会议，并作为工作组

成员参加了“灌溉服务现代化”工作组会议和《灌溉与排水》杂志编委会

工作会议。 

 2010 年 10 月 11 日-15 日，“第九届国际水动力学学术会议”在上海召开。

槐文信教授参加会议，并担任会议组织委员会委员和环境水动力学分会主席。 

 2010 年 10 月 14 日，应周创兵教授邀请，瑞典皇家工学院井兰如教授访问实

验室，并做学术报告“Principles of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2010 年 10 月 21 日，应董斌教授邀请，美国俄亥俄州科学院 Larry C.Brown

院士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WRSIS: Conecepts and Applications”。 

 2010 年 10 月 24 日-28 日，茆智院士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NSFC）和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在菲律宾举办的 NSFC-IRRI 合作

回顾与规划研讨会，并致开幕辞；董斌教授做了题为“Integrated approaches of 

water saving, yield sustainability and nutrient loading reduction and their 

eco-effects in rice-based cropping systems”的学术报告。茆智院士和董斌教授还

同国际水稻所专家商讨了 2011 年国际合作项目建议书。 

 2010 年 10 月 25 日，实验室与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共建“水资源与水环境

联合研究中心”合作签约暨中心揭牌仪式在杭州举行。 

 2010 年 10 月 25 日，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杨金忠教授受邀在浙江省水利河口研

究院做学术报告。 

 2010 年 10 月 27 日-29 日，“亚太区域节水灌溉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

武汉大学召开。会议由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武汉大学、中国农业节水和

农村供水技术协会共同主办，实验室具体组织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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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0 月 29 日，应郭生练教授邀请，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英国 Newcastle

大学土木与地学系前系主任 Enda O'Connell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

“Change in Hydrological Systems: Detection, rediction and Adaptation”。 

 2010 年 10 月 29 日，应谈广鸣教授邀请，越南建筑工程大学港口航道系 Luong 

Phuong Hau 教授等一行 6 人访问实验室。 

 2010 年 10 月 29 日，应周创兵教授邀请，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Don 

DePaolo 教授和地学中心水文地质系主任刘会海教授访问实验室。 

 2010年 10月 29日，应茆智院士邀请，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区域办公室Thierry 

Facon 博士，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区域办公室陈志军博士访问实验室。 

 

  11 月   

 2010 年 11 月 2 日-5 日，曹志先教授应邀参加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委NSF溃坝洪水研究论坛，并汇报了实验室溃坝洪水研究进展。 

 2010 年 11 月 8 日-12 日，第三届国际水稻大会在越南首都河内召开，来自全

球的水稻科学家、研究人员以及技术专家 1000 多人参加会议。崔远来教授和

董斌教授分别做学术报告。 

 2010 年 11 月 19-21 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程与材料学部主办的“水利

科学与海洋工程学科中青年年科学家学术研讨会议”在江苏省镇江市召开。

谈广鸣、杨金忠、李义天、常晓林、卢文波、熊立华等受邀参加会议，并在

会上交流发言。 

 2010 年 11 月 23 日，应汪卫明副教授邀请，英国利物浦大学工程学院结构工

程系 Zhenjun Yang 博士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裂缝扩展模拟的比例边

界有限单元法研究进展”。 

 2010 年 11 月 24 日，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等一行到湖北省潜江市进行灌溉

排水校外试验基地考察选址。 



                                                       2010 年报 

− 74 − 

  12 月   

 2010 年 12 月 1 日，应董斌副教授邀请，国际水稻研究所灌溉水稻研究协会

Grant Singleton 博士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lowland rice agro-ecosystems in Southeast Asia”。 

 2010 年 12 月 10 日，应谈广鸣教授邀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

王浩院士访问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二元水循环理论”。 

 2010 年 12 月 10 日，应杨金忠教授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吴普特教授访问

实验室，并做学术报告“农业节水进展”。 

 2010 年 12 月 11 日，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0 年度学术

委员会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 

 2010年 12月 13-15日，应徐青博士邀请，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Pinnaduwa H.S.W. 

Kulatilake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授聘为武汉大学客座教授。Kulatilake 教授作了

“三维随机岩体裂隙几何模拟：REV 尺度和水力传导矩阵评估”学术报告。 

 2010 年 12 月 21 日，由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主办，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

水技术协会和武汉大学承办的灌区水稻节水灌溉技术研讨会在实验室学术报

告厅召开。 
 2010 年 12 月 30 日，实验室研究团队年度工作总结会在实验室学术报告厅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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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  件 

7.1  固定研究人员 

2010 年固定研究人员一览表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最后 
学位 职 称 所 学 专 业 备    注 

1  郭生练 男 1957.07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2  胡铁松 男 1964.07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3  谢  平 男 1963.10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4  熊立华 男 1972.10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5  张  翔 男 1969.02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6  付  湘 女 1971.04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7  刘  攀 男 1978.09 博士 副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8  陈  华 男 1977.04 博士 副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9  茆  智 男 1932.05 本科 教授 农田水利工程 院  士 

10  杨金忠 男 1953.01 博士 教授 农田水利工程  

11  邵东国 男 1964.11 博士 教授 农田水利工程  

12  黄介生 男 1962.09 博士 教授 灌排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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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王修贵 男 1962.08 博士 教授 农田水利工程  

15  王  康 男 1975.01 博士 副教授 水利水电工程  

16  伍靖伟 男 1974.09 博士 副教授 水利水电工程  

17  李义天 男 1957.08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18  谈广鸣 男 1958.05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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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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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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张小峰 男 1962.09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1  陈  立 男 1966.01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2  余明辉 女 1969.11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3  邓金运 男 1975.09 博士 副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4  孙昭华 男 1976.10 博士 副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5  陈胜宏 男 1957.09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26  周创兵 男 1962.11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国家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 

27  常晓林 男 1963.04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28  胡志根 男 1964.04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29  伍鹤皋 男 1964.11 博士 教授 岩土工程  

30  卢文波 男 1968.08 博士 教授 岩土工程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31  李典庆 男 1975.02 博士 教授 工程力学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32  汪卫明 男 1975.10 博士 副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33  陈益锋 男 1974.06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34  周  伟 男 1975.11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35  杨建东 男 1956.12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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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赖  旭 男 1964.06 博士 教授 水力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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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钱忠东 男 1976.12 博士 教授 热能工程  

40  曾玉红 女 1976.10 博士 副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10 年报 

− 77 − 

7.2  流动研究人员 

2010 年流动研究人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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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兰如 男 1951.02 博士 岩石力学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副教授 

2  Larry 
C.Brown 男 1950.07 博士 水生态与环境 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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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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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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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夏军强 男 1974.02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 副教授 

7  杨中华 男 1977.02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 讲师 

8  史良胜 男 1982.03 博士 水利水电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讲师 

9  董  斌 男 1969.07 博士 农田水利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副教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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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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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李春晖 男 1976.03 博士 环境科学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副教授 

13  门宝辉 男 1973.12 博士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副教授 

14  岳卫峰 男 1978.01 博士 水利水电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讲师 

15  沈 强 男 1981.05 博士 卫星遥感 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助理 
研究员 

16  赖永辉 男 1974.03 博士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 讲师 

17  易雨君 女 1982.04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 讲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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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李  喆 男 1980.01. 博士 地理学 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工程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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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 
工程师 

21  杨青春 男 1976.12. 博士 土木工程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讲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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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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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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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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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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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何  吉 男 1982.01 博士 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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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项目 

2010 年在研纵向项目（课题）情况一览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1  
区域浅层地下水补给演变机制

2010CB428802 
杨金忠 2010.01~2013.12 

国家“973” 
项目课题 

2  
重大水利工程影响下河口水沙和地

貌变化过程 2010CB429002 
李义天 2010.01~2014.12 

国家“973” 
项目课题 

3  
国内外洪水频率分析理论和计算方

法研究 2010CB428405 
陈  华 2010.01~2011.12 

国家“973” 
项目子题 

4  
深部岩体强卸荷大变形演化与致灾

机理 2010CB732005 
李典庆 2010.01~2014.12 

国家“973” 
项目子题 

5  
深部围岩分区破裂机理及其时间效

应 2010CB732003 
卢文波 2010.01~2014.12 

国家“973” 
项目子题 

6  
碳酸盐岩缝洞型油藏数值模拟研究

2006CB202405 
周创兵 2007.01~2010.12 

国家“973” 
项目课题 

7  
坝堤溃决及致灾过程预报理论与方

法 2007CB714106 
曹志先 2007.07~2011.12 

国家“973” 
项目课题 

8  
单株—群体—农田—农业水分利用

效率研究 2006CB403406 
杨金忠 2006.01~2010.12 

国家“973” 
项目课题 

9  
海河流域典型土壤水动力参数测定

及 流 动 尺 度 特 性 研 究

2006CB403404 

王  康 2006.01~2010.12 
国家“973” 
项目子题 

10  
数值模拟辅助的河口海岸复杂水体

悬浮泥沙新型遥感器反演技术

2007AA12Z100 

邓金运 2007.12~2010.12. 
国家“863” 
项目专题 

11  
再生水灌溉条件下氮素迁移转化规

律试验研究与数值模拟 

2006AA100205 

杨金忠 2006.12~2010.10 
国家“863” 
重点项目 

12  
巨型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关键技术

研究 2009BAC56B02 
郭生练 2009.06~2012.06 

国家“十一五” 
支撑计划课题 

13  
气象水文预报预警关键技术研究

2009BAC56B01 
熊立华 2009.06~2012.06 

国家“十一五” 
支撑计划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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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14  
水库群联合调度自动化系统开发集

成关键技术研究 2009BAC56B04 
刘  攀 2009.06~2012.06 

国家“十一五” 
支撑计划课题 

15  
三峡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关键技

术示范研究 2008BAB29B09-3 
郭生练 2008.06~2011.06. 

国家“十一五” 
支撑计划课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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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BAB29B09-2 

刘  攀 2008.06~2011.06. 
国家“十一五” 
支撑计划课题 

17  
高坝深层抗滑稳定设计原则和安全

度多元判据研究 
2008BAB29B03-1-1 

常晓林 2008.01~2011.12 国家“十一五” 
支撑计划课题 

18  

深厚覆盖层条件导截流及围堰安全

控制技术-施工导截流及围堰系统

风险研究 
2008BAD29B02-5 

胡志根 2008.06~2011.06. 
国家“十一五” 
支撑计划课题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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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BAB29B01 
周创兵 2008.01~2011.12 

国家“十一五” 
支撑计划课题 

20  
特大型梯级水库泥沙淤积规律研

究 2008BAB29B08－03    
李义天 2008.06~2011.06 

国家“十一五” 
支撑计划子题 

21  
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关键技术研究

2006BAD11B06 
黄介生 2006.10~2010.12 

国家“十一五” 
支撑计划课题 

22  
灌区节水改造环境效应及评价方法

研究 2006BAD11B08-03 
邵东国 

崔远来 
2006.10~2010.12 

国家“十一五” 
支撑计划子题 

23  
多闸坝河流水质水量联合调度综

合技术研究 2009ZX07010-006 
张  翔 2009.03~2011.12 

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

治理重大专项子题 

24  
流域污染物总量分配技术研究

2008ZX07526-004 
黄介生 2008.08~2010.12 

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

治理重大专项专题 

25  
水稻灌区农田面源污染防控技术

研究与示范 2008ZX07207-006-04 
王  康 2009.01~2011.04 

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

治理重大专项子题 

26  
流域非点源污染信息数据库建立

2009zx07528-001-01 
陈  华 2009.01~2010.06 

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

治理重大专项子题 

27  
水位调节坝水质水量调度控藻技

术研究 2008ZX07104-005 
槐文信 2009.01~2011.12 

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

治理重大专项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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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28  深部岩体的工程特性研究 50639100 周创兵 2007.0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雅砻江联合基金专题 

29  
灌溉排水条件下农田氮磷转化、运

移规律与控制措施 50639040 
杨金忠 2007.0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30  岩石力学及地基基础 50725931 周创兵 2008.01~2011.12 
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31  
涝渍灾害产生机理与减灾方法研究

50739003 
谈广鸣 2008.01~2011.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32  
山洪形成机理、预报技术与致灾风

险评估方法研究 50739002 
曹志先 2008.01~2011.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专题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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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30632 
熊立华 2008.01~2011.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专题 

34  
高堆石坝流变的细观组构机理研究

50779047 
周  伟 2008.0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5  
基于稳定临界准则的重力坝抗划稳

定 审 查 方 法 及 控 制 标 准 研 究
50779048 

常晓林 2008.0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6  
岩体开挖瞬态卸荷诱发震动的机理

与分析方法研究 50779050 
卢文波 2008.0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7  
水沙过程变异诱导冲积河流水土侵

蚀机理研究 10772137 
余明辉 2008.0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8  
改善神经网络泛化性能的先验知识

理论与实验研究 70771082 
胡铁松 2008.0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9  
柔性植被阻流机理及其定量化规律

研究 50709025 
曾玉红 2008.0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40  
高地应力区裂隙岩体 EDZ 的水-力
强 耦 合 机 理 及 数 值 模 拟 方 法

50709026 
陈益峰 2008.0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41  
暴雨诱发滑坡制灾机理、风险评估

与减灾方法研究 50839004 
周创兵 2009.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重点项目） 

42  
珠江三角洲区域水文要素变异及其

水资源响应量化研究 50839005 
谢  平 2009.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重点项目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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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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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79060 
崔远来 2009.01~2011.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4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流域群坝风险调

控方法研究 50879064 
李典庆 2009.01~2011.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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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2153 

程永光 2009.01~2011.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6  
干排水条件下水盐运动和演化机理

研究 50809050 
伍靖伟 2009.01~2011.12 

国家自然基金 
（青年项目） 

47  
基于贝叶斯向量机的 GCM 与式水

文模型尺度耦合研究 50809049 
陈  华 2009.01~2011.12 

国家自然基金 
（青年项目） 

48  
水动力作用下土体结构破坏和致

灾机理研究 10932012 
陈  立 2010.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重点项目专题） 

49  
考虑流变和 HM 耦合效应的高土

石坝心墙破坏机理研究 50979082 
周  伟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0  
湿地表面流水动力学特征及数学

模型研究 50979078 
曾玉红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1  
西江归槽洪水的非一致性水文频

率计算方法研究 50979075 
谢  平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2  
涝渍胁迫条件下旱作物的水分生

产函数研究 50979074 
王修贵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3  
土壤溶质非均匀迁移层析成像示

踪技术及尺度特性研究 50979076 
王  康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4  
水库调度中的“异轨同效”现象研

究 50979072 
刘  攀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5  
滩地植被化复试弯曲河槽热污染

输移机理研究 10972163 
槐文信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6  
稻田滞涝减灾作用机理研 究

50979073 
胡铁松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7  
不同流体介质湍流输沙的共同规

律与特性研究 10972164 
曹志先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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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58  
基于THMC耦合的高放废物地质处

置安全性评价 
科工计[2007]835 号 

陈益峰 2008.01~2011.01 国防科工局 

59  
基于可靠度理论的钢闸门系统动态

检测与维修规划 2007B50 
李典庆 2008.01~2012.12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作者专项基金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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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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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1002-3 

郭生练 2010.10~2013.08 
水利部公益性 
行业专项 

62  
武汉城市圈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201001079 
邵东国 2010.01~2012.08 

水利部公益性 
行业专项 

63  在用古代水利工程调查与保护规划 黄介生 2010.01~2011.08. 
水利部公益性 

行业专项 

64  
金沙江与长江中游洪水组成与遭遇

规律研究 200901001 
陈  华 2010.01~2010.12 

水利部公益性 
行业专项 

65  
全国渍害田分布调查与治理对策 

研究 
王修贵 2009.06~2010.12 

水利部公益性 
行业专项 

66  
淮河流域排涝综合控制标准与治理

措施研究 NS200832 
胡铁松 2008.12.~2011.12 

水利部公益性 
行业专项 

67  
灌区排水资源化再生利用机理与综

合调控技术 
邵东国 2008.01~2010.12 

教育部科学技术 
重大项目 

68  
岩土介质多相流 THM 耦合机理与

调控方法研究 NCET-09-0610 
陈益峰 2010.01~2012.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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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ET-08-0415 

李典庆 2009.01~2011.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 

70  
水电站复杂系统的安全与稳定性研

究 NCET-07-0628 
程永光 2008.01~2010.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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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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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72  
基于统计降尺度方法的 GCM 与流

域 水 文 模 型 尺 度 耦 合

200804861062 

陈  华 2009.01~2012.01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73  
灌区不同尺度回归水变化规律及节

水 潜 力 评 价 方 法 研 究

20090141110024 
崔远来 2009.12~2012.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74  
涝渍胁迫对作物生长及产量影响的

机理研究 20090141110019 
王修贵 2009.12~2012.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75  
静止环境中径向射流和附壁射流近

区稀释机理研究 20070486021 
槐文信 2008.01~2010.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76  
节水灌溉条件下区域水盐动态规

律的研究 200804860026 
黄介生 2008.01~2010.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77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流域群坝安全的

风险决策理论及其应用 2008269 
李典庆 2008.01~2010.12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78  三峡梯级与清江梯级调度研究 郭生练 2008.01~2010.12 湖北省科技厅专项 

79  
汉江中下游洪水风险图研究及管理

系统开发 
陈  华 2008.06~2010.06 湖北省重点研究项目 

80  
现代农业节水灌溉与控制排水试验

研究与示范 20082021203 
王修贵 2008.01~2010.12 武汉市科技局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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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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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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主要在研横向项目（课题）情况一览表 

序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委 托 单 位 

1  清江梯级水库多目标联合优化调度研究 郭生练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  湘江流域水权有偿出让制度建设研究* 刘  攀 湖南省水利厅 

3  变化环境下地表水资源评价方法试点研究 谢  平 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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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鄱阳湖区未控区间水资源模拟研究 郭生练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6  水质模型的测试 张  翔 长江科学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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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编制 黄介生 水利部农水司 

9  四湖流域排水系统合理布局研究 胡铁松 湖北省水利厅规科处 

10  宜昌市计划用水管理实施方案与实践研究 胡铁松 宜昌市水利水电局 

11  宜昌市节水激励机制与措施研究 胡铁松 宜昌市水利水电局 

12  点军区自来水厂供水工程水资源论证 胡铁松 宜昌江南水务有限公司 

13  观音阁水库与葠窝水库联合调度研究 胡铁松 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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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现代农业节水灌溉与控制排水试验研究与

示范 王修贵 武汉市科技局 

16  澧水流域洪水风险及调度 邵东国 湖南省水文水资源局 

17  湖北省典型河流水资源分配 邵东国 湖北省水利厅 

18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下游水环境的影

响与对策 王修贵 湖北省水科院 

19  三峡后续移民安置农业灌溉规划 杨金忠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20  长江三峡工程后续工作农田灌溉与农村供

水规划 伍靖伟 长江勘察规划设计研究院 

21  宜昌~城陵矶航道条件变化分析 李义天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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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委 托 单 位 

22  长江中游沙市河段腊林洲守护工程平面二

维水沙数学模型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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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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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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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安谷电站泥沙计算 余明辉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圣达水电有限公司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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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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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铜子岭水文计算 张小峰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30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二期工程计算 张小峰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31  300 米级双江口堆石坝流变 常晓林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32  大岗山招标阶段温控 常晓林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33  向家坝二期大坝抗滑稳定分析 常晓林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34  官地温控招标温控 常晓林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35  官地温控施工阶段温控跟踪计算分析 常晓林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36  高拱坝坝基岩体施工开挖稳定性研究 陈胜宏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37  小湾水电站施工详图阶段拱坝仿真反馈分

析与信息化动态跟踪研究(第二阶段第 2 期) 陈胜宏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38  小湾水电站施工详图阶段拱坝仿真反馈分

析与信息化动态跟踪研究(第二阶段第 2 期) 陈胜宏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39  高水头作用下坝体混凝土裂缝稳定性分析

及拱坝安全性评价 陈胜宏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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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丰满水电站施工导流度汛风险分析  胡志根 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42  江苏溧阳抽水蓄能电站土石方平衡仿真研究  胡志根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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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基于 Google Earth 等空间信息技术的河道

演变分析方法研究 谈广鸣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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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溪洛渡水电站蜗壳深化研究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46  毛尔盖电站蜗壳计算分析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47  羊曲水电站导流洞分析研究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48  向家坝坝后厂房蜗壳专题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49  万家口子补充可研温控研究 周  伟 广西动力工业勘察设计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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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特大超深基坑工程中关键技术研究 周  伟 长江水利委员会设计院 

52  格子波尔兹曼流体软件开发 程永光 北京大学 

53  武汉市饮水安全预警综合模型集成及推广

应用项目河流水质模型及验证调试 槐文信 武汉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54  向家坝水电站过渡过程复核计算与分析研究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55  梨园水电站过渡过程及调速体统稳定性分

析计算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56  土壤传感器研究开发 王富庆 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 

57  渗流试验槽 王富庆 山东科技大学 

58  潜水位及地下水出流量数据采集系统 王富庆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59  综合试验大厅室外试验场预埋管 王富庆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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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发表论文 

2010 年发表的 CSCD 论文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期 
(或章节)页 

1 
三峡水库汛期水位控制运用

方案研究 
李  响, 郭生练, 刘  攀, 
刘心愿 

水力发电学报 
2010, 29(2): 

102-107 

2 
长江和清江洪水遭遇风险分

析 
闫宝伟, 郭生练, 陈  璐, 
刘  攀 

水利学报 
2010, 41(5): 

553-559 

3 
基于 Copula 函数的径流随机

模拟研究[J] 
闫宝伟, 郭生练, 刘  攀, 
郭  靖, 陈  璐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版) 

2010, 42(1): 
1-5 

4 
考虑入库洪水不确定性的三

峡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

研究 

李  响, 郭生练, 刘  攀, 
万  民, 刘心愿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10, 42(3): 
49-55 

5 
基于 Copula 函数的设计洪水

地区组成研究 
闫宝伟, 郭生练, 郭  靖,  
陈  璐, 刘  攀, 陈  华 

水力发电学报 
2010, 42(1): 

1-5 

6 
三峡梯级-清江梯级水电站群

联合调度研究[J] 
陈炯宏, 郭生练, 刘  攀
等 

水力发电学报 
2010, 29(6): 

62-70 

7 
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研究进

展与展望[J] 
郭生练, 陈炯宏, 刘 攀 
等 

水科学进展 
2010, 21(4): 

85-92 

8 
水电站机组间最优负荷分配

问题的多重解研究 
刘  攀, 郭生练, 张越华, 
郭富强 

水利学报 
2010, 41(5): 

601-607 

9 水文变异诊断系统 
谢  平, 陈广才, 雷红富, 
武方圆 

水力发电学报 
2010, 29(1): 

85-91 

10 
冬小麦根层土壤水量平衡的

系统动力学模型 
陈皓锐*, 黄介生, 伍靖伟, 
杨金忠 

农业工程学报 
2010, Vol.26, 

No.10, 
pp.21-28 

11 
暗管控制排水棉田氮素流失

规律试验 
袁念念*, 黄介生, 谢华, 
黄志强* 

农业工程学报 
Vol.26, No.9, 
pp.8-13, 2010 

12 
基于分布式水文模拟的灌溉

水利用效率指标随尺度变化

规律分析 
谢先红, 崔远来 水科学进展 

2010, 21(5): 
681-689 

13 
不同环节灌溉用水效率及节

水潜力分析 
崔远来, 谭  芳 水科学进展 

2010, 21(6): 
78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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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期 
(或章节)页 

14 
基于 SWAP 和 MODFLOW 的

引黄灌区用水管理策略研究 
刘路广, 崔远来 农业工程学报 

2010, 26(4): 
9-17 

15 
不同尺度稻田氮磷排放规律

试验研究 
何  军, 崔远来 农业工程学报 

2010, 26(10): 
56-62 

16 
土壤空间变异下田间降雨入

渗率的分布特性 
付  湘, 谈广鸣, 胡铁松 水利学报 

2010, 41(7): 
795-802 

17 
稻田水肥资源高效利用与调

控模拟 
邵东国 农业工程学报 

Vol.26 No.12, 
2010 

18 
灌水效率碘—淀粉显色示踪

试验 
王  康, 张仁铎, 周组昊 农业工程学报 

2010, 25(12): 
38-44 

19 
灌区沟水再利用泵站工程经

济评价与结构模式探讨 
王少丽, 王修贵, 瞿兴业, 
吴彩丽, 杨建国, 周  华 

农业工程学报 
2010, 26(7): 

66-70 

20 
土壤中溶解性溶质流失特征

试验 
童菊秀, 杨金忠, 暴入超 农业工程学报 

2010, 26(06): 
77-82 

21 
三维地下水流随机分析的配

点法 
史良胜, 蔡树英, 杨金忠 水利学报 

2010, 41(01): 
47-54 

22 
基于随机水流网络的土壤水

非均匀运动数值模拟 
朱  磊, 周  清, 杨金忠, 
王  康 

水利学报 
2010, 41(03): 

310-318 

23 
土壤氨挥发研究及氮素转化

运移数值模拟 
朱  焱, 杨金忠 水利学报 

2010, 41(03): 
286-293 

24 
三峡蓄水后典型河段分形维

数的变化分析 
周银军, 陈  立, 欧阳娟, 
刘  金 

水科学进展 
2010, 21(3): 

299-306 

25 
河流溶解性物质解吸数学模

式比较与分析 
许文盛, 陈  立, 刘  金, 
江  磊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10, 42(4): 
42-47 

26 
桩式丁坝局部冲刷深度试验

研究 
周银军, 陈  立, 刘  金, 
许文盛 

应用基础与工程

科学学报 
2010, 18(5): 

750-758 

27 
水沙条件变化对青岩子河段

泥沙淤积和河势变化的影响 
赵瑾琼, 李义天, 邓金运 水力发电学报 2010.03 

28 
水库下游分组沙冲淤特性分

析 
陈  飞, 李义天, 唐金武, 
张  亭 

水力发电学报 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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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三峡工程蓄水后荆江沙质河

段河床演变及对航道的影响 
江  凌, 李义天, 孙昭华,
黄成涛 

应用基础与工程

科学学报 
2010, 18(1): 

1-10 

30 
三峡蓄水后城陵矶水位变化

初步研究 
唐金武, 李义天, 孙昭华,
郭小虎 

应用基础与工程

科学学报 
2010, 18(2): 

273-280 

31 
土壤空间变异下田间降雨入

渗率的分布特性 
付  湘, 谈广鸣, 胡铁松 水利学报 

2010, 41(7): 
795-802 

32 
复杂边界及实际地形上溃坝

洪水流动过程模拟 
夏军强, 王光谦, 谈广鸣 水科学进展, 

2010, 21(3): 
289-297 

33 
影响非黏性岸滩稳定坡度的

机理研究 
余明辉, 邓银玲, 白  静 水利学报 2010, 41(3) 

34 
可变网格下江河截流数学模

型研究  
张  为, 张小峰, 袁  晶 水力发电学报 2010.03 

35 
 各向异性密度流模型及其验

证  
陆俊卿, 张小峰, 崔占峰 水科学进展 2010.01 

36 
基于联系熵的围岩稳定性评

价研究 
常晓林, 张美丽, 杨海云 岩土力学 

2010, 31(01): 
99-102 

37 高堆石坝流变研究进展  花俊杰, 常晓林, 周  伟 水力发电学报 
2010, 29(04): 

194-199 

38 
基于动力有限元法对拱坝应

力控制指标的分析 
常晓林, 李  梦, 周  伟 水力发电学报 

2010, 29(05): 
52-57 

39 
基于流固耦合的重力坝深层

抗滑稳定离散元分析 
王  辉, 常晓林, 周  伟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10, 42(01): 
48-53 

40 
拱坝结构诱导缝力学参数反

演分析及工程应用 
周艳国, 陈胜宏, 周  华, 
傅少君 

水利学报 
2010, 41(5): 

575-580 

41 
某水工隧洞裂隙岩体高水头

作用下的渗透性试验研究 
蒋中明, 冯树荣, 傅  胜,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10, 31(3): 

673-676 

42 
筱溪水电站重力坝坝基锚筋

桩加固研究 
陈胜宏, 汪卫明, 杨志明 岩土力学 

2010, 31(4): 
1151-1156 

43 
水布垭地下厂房围岩渗控效

应数值模拟与评价 
陈益峰, 周创兵, 毛新莹, 
胡冉 

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报 
2010, 29(2): 

30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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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瑞典 Äspö APSE 岩柱热弹性

耦合特性与数值模拟 
陈益峰, 周创兵, 毛新莹, 
井兰如 

岩土工程学报 
2010, 32(8): 
1200-1206 

45 
大型水电工程渗流分析的若

干关键问题研究 
陈益峰, 周创兵, 胡  冉, 
李典庆, 荣  冠 

岩土工程学报 
2010, 32(9): 
1448-1454 

46 
压剪荷载作用下硬质裂隙的

峰后剪胀特性及其演化规律 
白正雄, 陈益峰, 周创兵, 
李典庆, 荣  冠 

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报 
2010, 29(S2): 

4131-4138 

47 
坡可靠度分析的随机响应面

法及程序实现 
李典庆, 周创兵, 陈益峰, 
姜清辉, 荣冠 边 

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报 
2010, 29(8): 
1513-1523 

48 
基于随机响应面法的结构可

靠度分析 
胡  冉, 李典庆, 周创兵, 
陈益峰 

工程力学 
2010, 27(9): 

192-200 

49 
大坝/地基系统应力应变分析

的不连续有限元法 
殷德胜, 汪卫明 

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报 
2010, 29(12): 

2449-2455 

50 
钢衬钢筋混凝土坝后背管管

坝接缝面安全评价 
张  伟, 伍鹤皋, 苏  凯 岩土力学 

2010, 31(3): 
800-804 

51 
行波效应对大型水电站厂房

地震响应的影响 
张启灵, 伍鹤皋 振动与冲击 

2010, 29(6): 
76-79 

52 
有限单元法和弹性中心法在

坝后背管结构设计中的应用

比较 
石长征, 伍鹤皋 水利学报 

2010, 41(7): 
856-861 

53 
接触滑移对不同埋设方式蜗

壳结构应力的影响分析 
孙海清, 伍鹤皋 水利学报 

2010, 41(5): 
619-623 

54 
垫层铺设范围对水电站蜗壳

受力特性的影响 
刘  波, 伍鹤皋 

华中科技大学 
学报 

2010, 38(9): 
121-124 

55 
锚杆加固散粒体的作用机制

研究 
马  刚, 周  伟, 常晓林 

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报 
2010, 29 (08): 

1577-1584 

56 
堆石体应力变形的尺寸效应

研究 
花俊杰, 周  伟, 常晓林 

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报 
2010 Vol. 29 
(02): 328-335 

57 
基于 CFD 的抽水蓄能电站岔

管水力优化 
梁春光, 程永光 水力发电学报 

2010, 29(3), 
84-91 

58 
不同步导叶对混流式水轮机

压力脉动的影响分析 
钱忠东, 郑  彪 水力发电学报 

2010, 29(3), 
2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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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尾水调压室水电站调节系统

动态品质研究 
付  亮, 李进平, 杨建东 水力发电学报 2010.02 

60 
.基于微分几何的水电站过渡

过程非线性控制研究 
鲍海艳, 杨建东, 付  亮 水利学报 2010.11 

61 
西北江三角洲水文泥沙序列

变异分析——以马口站和三

水站为例  

谢  平, 唐亚松, 陈广才, 
陈  丽 

泥沙研究 
2010, 32(5): 

26-31 

62 
水文要素变异的人类活动影

响研究进展 
陈晓宏, 涂新军, 谢  平, 
李  艳 

地球科学进展 
2010.25(8): 

800-811 

63 
气候变化对地表水资源可利

用量影响的不确定性分析 
张  翔, 夏  军 资源科学 

2010, 32(2): 
255-260 

64 
近 50 多年来澜沧江流域农业

灌溉需水的时空变 
顾世祥, 何大明, 崔远来 地理学报 

2010, 65(11): 
1355-1362 

65 
协同演化免疫算法提取水库

调度规则研究 
王小林、成金华、尹正杰、

胡铁松 
中山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0.49(6): 
121-125 

66 
上荆江分汊性微弯河段河床

演变原因探讨 
江  凌, 李义天, 曾庆云, 
何  碧 

泥沙研究 2010.06 

67 
网河区水沙耦合河流数学模

型初步研究 
赖永辉, 谈广鸣 泥沙研究 

2010.05: 
72-76 

68 
取水前池泥沙淤积分布数值

模拟研究 
窦身堂, 余明辉, 杨国录, 
窦春锋 

泥沙研究 2010.02 

69 
梯形复式断面均匀流水力计

算 
曾玉红, 王月华, 槐文信 应用数学与力学 2010,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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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发表的 SCI 论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1  
Dynamic control of flood limited water 
level for reservoir operation by consid-
ering inflow uncertainty.  

Xiang Li, Shenglian Guo, 
Pan Liu, Guiya Chen.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0, 391: 124-132. 

2  

A new seasonal design flood method 
based on bivariate joint distribution of 
flood magnitude and date of occur-
rence. 

Chen, L., Guo, S. L., Yan, 
B. W., Liu, P. & Fang, B. 

Hydrol. Sci. 
2010, J. 55(8), 1264-1280. 

3  
Sensitivity Analysis for an Infiltra-
tion-runoff Model with Parameter Un-
certainty 

Fu Xiang, Xuefeng Chu, 
A.M.ASCE,Guangming Tan 

Journal of Hydrologic En-
gineering 

2010, 15(9): 671-679 

4  

Downscaling of daily precipitation 
from GCMs predictions in Hanjiang 
Basin using Smooth Support Vector 
Machine 

Hua Chen, Jing Guo, Guo 
SL,C-Y Xu,Wei Xiong. 

Advances in Atmospheric 
Sciences 

2010,27(2): 274-284 

5  
Flood season segmentation based on 
the probability change-point analysis 
technique 

Pan Liu, Shenglian Guo, 
Lihua Xiong, Lu Chen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2010, 55(4), 540-554/12 

6  
Development and test of SWAT for 
modeling hydrological processes 
in irrigation districts with paddy rice 

Xianhong Xie, Yuanlai Cui 
Journal of Hydrology 

396 (2011): 61-71 

7  A neural network approach for solving 
linear bilevel programming problem 

Tiesong Hu, Xuning Guo, 
Xiang Fu, Yibing Lv 

Knowledge-Based Systems 
2010, 23:239-242 

8  
Heterogeneous soil water flow and 
macropores described with combined 
tracers of dye and iodine.  

K. Wang, R. Zhang. 
Journal of Hydrology, 
397 (2011): 105–117 

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umerical ap-
proaches to risk analysis of contami-
nant transport. 

Zhang D., Shi L., Chang 
H., Yang J.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

sessment [J] 
24(7): 971-984, 2010 

10  Reconciled bed load sediment transport 
rates in ephemeral and perennial rivers Cao, Z., Hu, P., Pender, G.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 Wiley 
35, 1655-1665, 2010. 

11  Hydrodynamic modelling in support of 
flash flood warning 

Cao, Z., Wang, X., Pender, 
G., Zhang, S. 

Water Management, Insti-
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 

UK 
163(7), 327-340, 2010. 

12  Numerical modelling of flood flows 
over irregular topography 

Wang, X., Cao, Z., Pender, 
G., Neelz, S. 

Water Management, Insti-
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 

UK 
163(5), 255-26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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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ydrodynamic Impact of a Tidal Bar-
rage in the Severn Estuary, UK 

Xia JQ, Falconer RA and 
Lin BL 

Renewable Energy 
2010,35, 1455-1468 

14  
Estimation of Bankfull Discharge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us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Xia JQ, Wu BS, Wang GQ 
and Wang YP 

Geomorphology 
2010, 117, 66-77 

15  
Numerical model assessment of tidal 
stream energy resources in the Severn 
Estuary, UK.  

Xia JQ, Falconer RA and 
Lin BL 

IMECH,Part A, Journal of 
Power and Energy 

2010, 224(7): 969-983. 

16  Hydropower in China at present and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Chang XL, Liu XH, Zhou 
W 

ENERGY 
2010,35(11) :400-4406 

17  Hierarchical algorithm of composite 
element containing drainage holes 

Sheng-Hong 
Chen,NanQin1, Gui-Sheng 

Xu ,Isam Shahrour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bio-

medical engineering 
2010; 26:1856–1867 

18  
Composite element method for the 
seepage analysis of rock masses con-
taining fractures and drainage holes 

Chen, S.H.,Xue, L.L., Xu, 
G.S., Shahrour, 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 Mining 

Sciences. 
2010,47: 762–770 

19  Block element method for the seismic 
stability of rock slopes. 

Chen, S.H., Wang, W.M., 
Zheng, H.F., Shahrour, 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
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SCE) 
2010,136(12): 1610-1617 

20  

Stochastic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for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rock slopes in-
volving correlated non-normal varia-
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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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uters and Geotech-
nics 

2010,38(2011):58-68 

21  Creep analysis of high concrete-faced 
rockfill dam 

Zhou W, Chang XL, Zhou 
CB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bio-

medical engineering 
卷: 26 期: 11 页: 

1477-1492 
出版年: NOV 2010 

22  
Immersed boundary method and lattice 
Boltzmann method coupled FSI simu-
lation of mitral leaflet flow 

Yongguang Cheng，Hui 
Zhang 

Computers and Fluids 
39 (2010), pp. 871-881 

23  
The mechanism of energy loss and 
transition in a flow with submerged 
vegetation 

Huai WX 
Han, J.; Geng, C.; Zhou, 

J.F.; Zeng, Y.H. 

Advances in Water Re-
sources 

v 33, n 6, p 635-639, June 
2010 

24  
Analysis of pressure oscillations in a 
Francis hydraulic turbine with misa-
ligned guide vanes 

Qian ZD 
Zheng, B.; Huai, W.X.; 

Lee, Y.H.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
tion of Mechanical Engi-
neers, Part A: Journal of 

Power and Energy  
v 224, n 1, p 139-152, 

January 1, 2010 



                                                       2010 年报 

− 94 − 

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25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water flow in 
an axial flow pump with adjustable 
guide vanes 

Qian ZD 
Wang, Yan; Huai, Wenxin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 24, n 4, p 971-976,  
April 2010 

26  Experimental study of scour rate in 
consolidated cohesive sediment 

Tan Guang-ming, Jiang 
Lei, Shu Cai-wen, Lv Ping, 

Wang Jun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Ser B. 2010,22(1):51-57 

27  Simulation of sediment deposition in a 
cavity with free surface 

Zhang Xiaofeng, Cui 
Zhanfeng, Lu Xinhua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2010, 22(5):626-633 

28  
Simulat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total dissolved gas saturation down-
stream of spillways under unsteady 
conditions  

Fu Xiaoli, Li Dan, Zhang 
Xiaofeng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2010, 22(4):598-604 

29  Study on the stability of non-cohesive 
river bank  

YU Minghui, WEI 
Hongy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diment Research 
2010，25(4):1-8 

30  
Hydraulic calculation of steady uni-
form flows in trapezoidal compound 
open channels 

Zeng Yuhong Wang, 
Yue-Hua; Huai, Wen-Xi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English Edi-

tion) 
v 31, n 8, p 947-954, Au-

gust 2010 

31  Secondary flow coefficient of overbank 
flow 

Yang Zhonghua 
Gao, Wei; 

Huai, Wen-Xi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English Edition) 
v 31, n 6, p 709-718, 

June 2010 

32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horizontal 
buoyant wall jet 

Huai Wen-xin 
LI, ZW; QIAN, ZD; ZENG, 
YH; HAN, J; PENG, WQ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v 22, n 1, p 58-65,  

February 2010 

33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sediment ero-
sion by submerged plane turbulent jets 

Xue Wanyun 
Huai, Wen-Xin; Qian, ZD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v 22, n 5 SUPPL. 1, p 

593-598 2010 

34  Numerical study of flow and dilution 
behavior of radial wall jet 

Huai, Wen-Xin; Qian, ZD; 
Zeng, Yu-Hong; Yang, 

Zhong-Hua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v 22, n 5, p 681-688, 2010 

35  Flow structure in partially vegetated 
rectangular channels 

Chen G 

Huai, Wen-Xin; Han, Jie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v 22, n 4, p 590-597, 2010 

36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sediment ero-
sion by submerged jets using an Eu-
lerian model 

Qian ZD, Hu XQ, 
 Huai WX, 

Science chi-
na-technological sciences 

v 53,n 12, 3324-3330,   
DEC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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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实验室研究人员聘用与管理办法 

水资源室字[2010]1 号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关于研究人员聘用与管理办法 

（2010 修订） 

第一条  总则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为贯彻“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管

理体制，从实验室建设和学术梯队配备出发，聘请国内外优秀学者到实验室工作，建

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流动有序的研究队伍，提高研究队伍整体水

平，努力使实验室成为科学研究基地、人才培养和学术活动中心，结合实验室特点和

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聘任形式 

分为固定研究人员和流动研究人员两类。 

第三条  聘任期限 

固定研究人员聘期一般为三年；流动研究人员聘期为三个月至二年。 

第四条  聘任岗位 

聘任岗位分为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三个职位。 

第五条  聘任原则 

1. 聘任工作从实验室建设和学术梯队配备需要出发，既考虑科研工作需要，又考

虑实验室建设的长远发展，有利于调动研究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2. 坚持总量控制、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择优聘用、责权分明、严格

考核、合约管理； 

3. 做到公开化、制度化、程序化。 

第六条  聘任条件 

1. 遵守宪法、法律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具有良好的思想素养、职业道德、业

务水平和业务能力，爱岗敬业、治学严谨、为人师表、团结协作，具有开拓创新和奉

献精神； 

2. 研究人员一般应是在职具有博士学位、中高级职称、对实验室发展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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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人员，了解和掌握本学科国内外最新动向和发展趋势，是实验室主要研究领域

的学术骨干；  

3. 有较高外语水平，已在国际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或在国际会议上利用外文

做大会发言； 

4. 具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973”项目、国家“863”项目、国家

科技攻关项目以及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能力； 

5. 研究领域符合实验室五个研究方向； 

6. 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爱护公共设备。 

第七条  研究人员职责与权利 

1. 固定研究人员职权 

(1) 以实验室名义参加学术会议、发表论文、申报奖励、研究项目等； 

(2) 使用实验室研究设备和仪器； 

(3) 使用实验室提供的科研办公用房； 

(4) 使用实验室提供的工作、研究和学术交流经费； 

(5) 获得实验室的学术与科研等奖励； 

(6) 对实验室的管理和发展的建议权、监督权、参与权和决策权。 

2. 流动研究人员职权 

(1) 以实验室名义参加学术会议、发表论文、申报奖励、研究项目等； 

(2) 使用实验室研究设备和仪器； 

(3) 使用实验室提供的科研办公用房； 

(4) 获得实验室的学术与科研成果等奖励。 

第八条  固定研究人员考评 

实验室为保证和促进固定研究人员科研水平不断提高，队伍结构不断优化，每年

对固定研究人员工作状态进行考核评估。 

1. 考核评估工作在实验室室务委员会指导下进行； 

2. 学术带头人不参加考核评估，但对本方向发展和五年目标负责； 

3. 固定研究人员三年内需完成的基本工作量（至少完成其中之一）： 

(1) 在研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发表 SCI 期刊论文 1 篇或软件著作权 1 项

（排名第 1）； 

(2) 发表 SCI 期刊论文 2 篇（第一作者 1 篇，另一篇可为研究生）； 

(3) 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作大会特邀报告 1 次； 

(4) 出版高水平专著 1 部（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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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获得国家级科技奖 1 项（单位第一，个人排名前 3；单位前三，个人排名前

10 中本单位第一人）； 

(6) 获得省部级科技一等奖 1 项（单位第一，个人排名前 2；单位前二，个人排名

前 3 名中本单位第一人）； 

(7) 获得省部级科技二等奖 1 项（个人排名第一）； 

(8) 获得发明专利 1 项（排名第一）； 

(9) 筹办国际学术会议，境外学者达 20 人以上（第一负责人）； 

(10) 筹办国内学术会议，参会学者达 100 人以上（第一负责人）； 

(11) 承担国家级研究项目（课题）经费达 100 万元以上（第一负责人）； 

(12) 组织策划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学术科技活动。 

第九条  固定研究人员流动 

1. 新聘固定研究人员条件 

(1) 原则上 35 岁以下； 

(2) 国外引进人才须在本研究领域国际期刊发表 SCI 论文 3 篇及以上； 

(3) 国内引进人才须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在本研究领域期刊发表 SCI

论文 1 篇及以上； 

(4) 具有一年以上国外学习、研究、进修经历； 

(5) 有重要研究成果者，可不受上述条件限制。 

2. 对在聘固定研究人员，连续三年考核未完成实验室规定基本工作量，且不适宜

继续聘为固定研究人员，将不再聘为固定研究人员； 

3. 固定研究人员的引进与退出，由实验室室务委员会批准。 

第十条  流动研究人员聘任 

1. 校内流动研究人员聘任。各研究团队因研究工作需要，团队负责人提出名单，

经学术带头人同意，报实验室主任办公会批准； 

2. 校外流动研究人员聘任。因实验室发展需要，聘请国内外与实验室有较多合作

的学者作为流动研究人员，由学术带头人提名，报实验室主任办公会批准。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室务委员会负责解释；本办法如与国家有关规定不一

致的，以国家有关规定为准；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0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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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实验室成果奖励的通知 

 
 

关于实验室成果奖励的通知 

（2010 年） 

 

各位研究人员： 

由于实验室研究团队的实施，实验室 2008 年制定实施的《研究人员经费使用与

考评管理办法》暂停执行，其中的的奖励、资助等按本通知执行。 

1. SCI 论文奖励：本领域主流期刊 15000 元（影响因子 1.0 以上），非本领域主流

国际期刊 8000 元，国内期刊 8000 元； 

2. 成果鉴定：鉴定为国际领先，资助 2.5 万元；鉴定为国际先进，资助 1.5 万元；

鉴定为国内领先，资助 0.5 万元； 

3. 其它奖励、资助等经费由团队研究经费支出。 

本补充通知自 2010 年起执行，实验室 2008 年制定的《关于固定研究人员研究经

费使用与考评管理办法》其它奖励、资助等条款暂停执行。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0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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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实验室科研业务费报销实施细则 

水资源室字[2010]2 号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科研业务费报销实施细则 
 

国家重点实验室基本科研业务费是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主

要用于开展自主创新研究。为规范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的管理，提高资金利用效

率，按照《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中基本科研业务费的管理要求，特制

订基本科研业务经费（含团队建设经费）报销实施细则。 

一、经费使用范围 

实验室基本科研业务费是指围绕实验室主要研究任务和研究方向开展持续深入

的系统研究和探索性的自主课题研究所发生的费用。实验室科研业务费开支范围主要

包括与研究工作直接相关的实验材料费、测试化验费、小型仪器设备购置费、仪器设

备加工费、仪器设备租赁费、旅差费、资料费、学术会议与论文专著出版费、打印复

印费、无工资性收入的辅助人员费、邀请专家讲学费、专家咨询费、水电费、场地房

屋租赁费等；商品名称为通讯费、油费、办公用品、文化用品等票据不得在基本科研

业务费中支出。 

二、经费报销细则 

第一款  费用科目 

1. 差旅费 

国际旅费的报销，当事人须提供相应的批准出国文件，并在提供的票据上签字，

填写《武汉大学旅差费报销单》，国际旅费补助按武汉大学财务规定计算。 

国内旅费的报销，出差人在相应的票据上签字，并填写《武汉大学旅差费报销单》，

每张报销单对应一次差旅，多次差旅同时报销应填写多张《武汉大学旅差费报销单》。 

国内旅费补助，教师补助按武汉大学财务规定计算；研究生补助标准为 10 天以

内 50 元/天，10 天以上 30 元/天。出差时间 15 天以上应附加说明，与实验室研究工作

无关的差旅票据不应在实验室科研业务费中支出。 

2. 市内交通费 

因科研工作需要发生的市内交通费，经手人须注明地点、事由，并且填写《武汉

大学市内交通费报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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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备费 

按武汉大学财务规定，所购设备单件超过 5000 元，应通过招投标；超过 800 元

小型设备，应建设备卡。所有设备费发票均应有科研业务费使用人员签字和一名实验

技术人员签字验收。 

4. 实验材料费和耗材费 

实验材料、计算机配件、耗材等票据应写明商品名称、型号、规格、厂家，有类

似笼统字样的票据不得在科研业务费中报销，其中计算机配件、耗材按 8%预算执行。

所有实验材料费和耗材费发票均应有科研业务费使用人员签字。 

5. 打印复印费 

打印复印费，应列印刷品名称、数量、单价等清单。 

6. 专家咨询费 

咨询费的开支标准为：以会议形式组织的咨询，专家咨询费的开支一般参照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500—800 元/人天、其他专业技术一般人员 300 元—500 元/人天的

标准执行。会期超过两天的，第三天及以后的咨询费标准参照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300 元—400 元/人天、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200 元—300 元/人天执行。以通讯形式组织

的专家咨询，专家咨询费的开支一般参照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60 元—100 元/人次、

其他专业技术一般人员 40 元—80 元/人次的标准执行。 

7. 其它费用 

其它与科研活动有关的费用按武汉大学财务规定执行。 

第二款  票据签收 

团队负责人应对单张 1000 元以上票据签字。单张 5000 元以上实验材料票据，应

有实验技术人员验收签字。 

所有经费开支按照批复预算科目和额度执行。超出预算或无预算计划，应提前提

出修改计划报告。 

三、经费报销程序 

实验室自主科研业务费报销时，先由团队负责人及经费使用人签字（奖励部分由

本人签字），再到重点实验室填写报销单，由实验室负责人签字后到财务报销。 

本实施细则解释权在实验室主任办公会。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0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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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水资源与水环境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协议书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合 作 协 议 书 

为了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合作、交流，促进灌溉排水事业的发展，水资源与水电

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和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在平等互利的原则

下，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合作协议： 

一、双方充分利用各自优势，根据国家及地方需求，优先与对方联合开展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技术培训、召开学术会议；并不定期进行学术科技交流。 
二、双方的仪器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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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双方同意将浙江省灌溉试验中心站作为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武汉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野外实验基地，并设立“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水资源水环境联合研究中心”。 

四、双方联合开展科研、教学、技术服务、学术交流等所需的费用，根据具体的合作

内容在平等、友好、互利的基础上协商解决。 

五、协议有效期：10 年(2010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4 日)。 

六、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 

 

负责人： 谈广鸣                        负责人：叶永棋 

 

联系人：王修贵                          联系人：郑世宗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签约地：杭州 

 

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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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大型仪器设备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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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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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大坝 CT 系统 

2006 年测控系统 

2007 年加载架及加载系统 

王均星 

可用于基岩探测、第四系地层划分、滑坡预测、堤坝隐患探测、

溶洞和裂隙探测、隧道开挖撑子面前的地质灾害预测、高速公路

和机场跑道的地基及质量检测、水底沉积和埋藏物探测、地下埋

藏物（金属和非金属管线、洞穴、容器、桩基）探测及污染探测。 

4 33 米活动玻璃水槽 44 
1997 年建 

2007 年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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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建 

2005 年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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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V 激光粒子图像 

流速场仪 
101 

2000 年购 

2005 年升级 
詹才华 

粒子图像测速技术对流场是非接触式测量，不会对流场产生干扰，

不仅可以定性显示流场图像，而且测得的定量结果也具有较高的

空间分辨率和精度，是了解流动空间结构和进行瞬时流动测量的

理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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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价格 

(万元) 
添置时间 联系人 用途（限 100 字以内） 

7 
灌溉排水综合试验与

测量系统 
603 

1999 年建 

2005 增加大型蒸渗仪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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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水电站过渡过程 

实验系统 
161 

2000 年建 

2005 年改造 
赖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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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水工模型实验量测与

控制系统 
167 

2000 年建 

2004 年改造 
贺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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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三轴室 160 2008 年 6 月 佘成学 
采用于圆柱标准试件，测试岩石变形性能、强度参数、蠕变特性

以及应力-渗流耦合特性。 

11 力学高性能计算集群 82.6 2010 年 7 月 董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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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多普勒流速剖面仪

（ADCP） 
3 万美元 2010 年 11 月 张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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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MAT253 同位素 

质谱仪 
48 万美元 2010 年 11 月 张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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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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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价格 

(万元) 
添置时间 联系人 用途（限 100 字以内） 

14 
ENVIS 数字网络生态

监测系统 170.53 201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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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MANTA 系列多参数

水质监测仪 
14.55 2010 年 11 月 王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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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激光粒子图像速度场

仪（PIV） 
90 2010 年 10 月 齐鄂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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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闭式水泵模型装置试

验台改造 
56 2010 年 12 月 钱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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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水资源高效利用综合

实验研究平台 330 2010 年 5 月 罗金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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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水工混凝土结构老化

与寿命预测实验研究

平台 
18.7 万美元 2010 年 12 月 何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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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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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2010 年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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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梁艳洁 博士 第十一届国际泥沙会议 国际 Experimental study on overflow erosion of 
non-viscous embankment 2010.9.6~7 南非 否 

2  梁艳洁 博士 2010 IEEE 电气工程与自动控

制国际学术会议 
国际 

Primary Study on Overtopping Erosion of 
Non-viscous Embankment and Assessment of 
Discharge through Breach 

2010.11.26~28 淄博 是 

3  柴朝晖 硕士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ergy and Environment Tech-
nology 

国际 Study on Fractal of Silt Floc Pores and the Set-
tling Character of Silt Floc 2010.12.4~6 长沙 是 

4  刘百川 硕士 2010 现代水利工程学术会议 国内 积极开展大江大河综合调度 2010.11.27~28 西安 否 

5  闫  涛 博士 第 11 届河流泥沙国际讨论会 国际 
Influence factor analysis on longitudinal scouring 
distribution of downstream after the impound-
ment of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2010.9 南非 是 

6  江  磊 硕士 第 11 届河流泥沙国际讨论会 国际 
Analysis on the initial erosion process and trend 
of the riverway from yichang to yangjianao 
downstream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2010.9 南非 是 

7  周银军 博士 第 11 届河流泥沙国际讨论会 国际 
Application of Surfer to analysis on channel evo-
lution 

2010.9 南非 是 

8  许文盛 博士 第 11 届河流泥沙国际讨论会 国际 
Experiment Investigation on Effects of Sediment 
Concentration and Particle Size on Erosion of 
Soluble Chemicals in Rivers 

2010.9 南非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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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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薛万云 硕士 第九届国际水动力学会议 国际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Sediment Erosion by 
Submerged Plane Turbulent Jets 2010.10.11~15 上海 是 

10  涂圆圆 硕士 监测信息网会议 国内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综合评价（Ⅲ）：评价方法 2010.11 云南 否 

11  逄智堂 硕士 监测信息网会议 国内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综合评价（Ⅱ）：评价标准 2010.11 云南 否 

12  吴文娴 硕士 监测信息网会议 国内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综合评价（Ⅰ）：基本体系 2010.11 云南 否 

13  马传彬 硕士 监测信息网会议 国内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综合评价（Ⅳ）：差阻式应变

计综合评价实例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综合评价（Ⅴ）：测压孔综合

评价实例 

2010.11 云南 否 

14  李  玲 博士 25th IAHR 国际 Advanced Simulation of hydroelectric transient 
process with Comsol/Simulink 2010.9.21~24 罗马尼亚 是 

15  李  玲 博士 SREE Conference on Engineer-
ing Progress 

国内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 accident for Unit 7 and 
9 in Sayano–Shushenskaya Hydropower Station 

2010.12.26~27 香港 是 

16  刘  飞 硕士 Fif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国际 
Optimization and Analysis of Flow Characteris-
tics in a Practical Spillway Design Based on the 
VOF Model 

2010.6.14~17 葡萄牙 否 

17  王  磊 博士 第七届水泥与混凝土国际会议 国际 Hydration Activity of Fly Ash and Its Effect on 
the Structure of C-S-H Gel 2010.05.08~10 济南 是 

18  杨建华 硕士 第二届全国工程安全与防护学

术会议 
国内 爆孔爆炸荷载变化历程的确定 2010.8 北京 是 

19  钱晓慧 硕士 
2010 中国可再生能源科技发展

大会 国内 白鹤滩水电站雾化入渗过程及边坡稳定性分析 2010.12.18~19 北京 否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yano%E2%80%93Shushenskaya_hydroelectric_power_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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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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白正雄 博士 第十一次全国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术大会 国内 压剪荷载作用下硬质岩石裂隙的峰后剪胀特性

及其演化规律 2010.10.19~24 武汉 否 

21  张雨霆 博士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aster Preven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国内 
Seismic damage analysis of underground caverns 
subjected to strong earthquake and assessment of 
post-earthquake reinforcement measures 

2010.10 重庆 是 

22  马  刚 博士 
第三届全国水工岩石力学学术

会议 国内 300m 级高堆石坝长期变形预测 2010.08.28~29 上海 否 

23  花俊杰 博士 第三届全国水工岩石力学学术

会议 国内 重力坝的坝基面抗滑稳定和承载能力极限计算

研究 2010.08.28~29 上海 否 

24  段  寅 博士 第一届高坝安全会议 国内 基于有限元动力法对拱坝应力控制指标的分析 2010.09.26~27 南京 是 

25  
马  刚 
花俊杰 

博士 IS-Shanghai2010 国际 Study Of Scale Effect on Creep Deformation of 
Rockfill 

2010.10.10~12 上海 是 

26  石长征 博士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 Conference 2010 

国际 
Study on the Seismic Behavior of Trash Rack 
Concrete Frame of RCC Gravity Dam with the 
Reserved Groove Construction Method 

2010.03.28~29 成都 否 

27  石长征 博士 第七届全国水电站压力管道学

术会议 国内 跨断层倒虹吸明钢管对断层错动位移的适应性

研究 2010.04.26~27 杭州 否 

28  罗金山 硕士 
第七届全国水电站压力管道学

术会议 国内 月牙肋钢岔管腰线转折角应力集中系数研究 2010.04.26~27 杭州 否 

29  王  杰 硕士 第七届全国水电站压力管道学

术会议 国内 浅槽式坝后背管三种管坝接缝面形式的分析与

比较 2010.04.26~27 杭州 否 

30  瞿立新 博士 CCCM2010 国内 Application of PSO Algorithm to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in Network Planning 2010.08.22 扬州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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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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王建鹏 博士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3rd Interna-
tional Symposium on Methodol-
ogy in Hydrology 

国际 Scale-dependent Water Use Assessment with Im-
proved SWAT in Rice-based Irrigation System 2010.11.19-21 南京 是 

32  刘路广 博士 
Role of mathematical models in 
implementing IWRM at the river 
basin level 

国内 
Coupling SWAP and MODFLOW for Evaluating 
Water Management Options: A Case Study of 
Liuyuankou Irrigation System 

2010.07.12 南京 是 

33  谭  芳 博士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

程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学术研讨

会 
国内 井渠结合灌区灌溉用水效率计算分析 2010.08.07~08 昆明 否 

34  赵树君 硕士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

程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学术研讨

会 
国内 不同水肥处理稻田氮素排放规律实验研究 2010.08.07~08 昆明 否 

35  罗红英 硕士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

程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学术研讨

会 
国内 西藏主要农业区 ET0 与制药气象因子敏感性分

析 2010.08.07~08 昆明 否 

36  蒋水华 硕士 水利水电工程风险分析及可靠

度设计方法研讨会 国内 基于随机响应面法的边坡可靠度分析 2010.01.15~16 宜昌 是 

37  董磊华 博士 EGU General Assembly 2010 国际 Hydrological Modeling Uncertainty Analysis 
with the 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method 2010.05.02~07 

Vienna, 
Austria 

否 

38  徐小伟 硕士 第八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发电水库中长期优化调度函数研究 2010.08.02~03 黑龙江 是 

39  李  响 博士 
清华大学第 253 期博士生学术

论坛暨水利系“海纳百川”博士

生论坛 
国内 考虑入库洪水不确定性的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

制研究 2010.11.06 北京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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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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李  雨 博士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WRM/ 3th International Sympo-
sium on Methodology in Hy-
drology 

国际 Optimal flood Control operation for the Three 
Gorges and Qingjiang Cascade Reservoirs 2010.11.19~21 南京 否 

 郭家力 博

士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IAHS-PUB-CHINA 
Predictions in Ungauged Basins：
Theory and Practices 

国际 Predicting runoff in the ungauged Poyang Lake 
intervening basin by VIC distributed model 

2010.12.05~07 北京 否 

41  殷志平 博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
vanced Management Science 
Proceedings of 2010 IEEE 

国际 The Study on the Effect of Shadow Price in 
Emission Trading 2010.07.09~11 成都 否 

42  殷志平 博士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
gineering (ICISE2010) 

国际 The Analysis of Effect of the Government Regu-
lation on the Polluting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2010.12.04~06 杭州 否 

43  焦  健 博士 

2010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
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Intel-
ligence and Natural Computing 
(CINC 2010) 

国际 
Applying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in Mul-
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and  Hybrid Optimiza-
tion 

2010.09.13~14 武汉 否 

44  
焦  健 
张红艳 

博士 电力与能源工程学术会议

（PEEC2010） 
国内 Hydropower’s Future in China for a Renewable 

Energy 
2010.09.11~12 武汉 否 

45  焦  健 博士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Au-
tomatic Control 
(ICEEAC2010) 

国际 Electricity market reforms and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in China 2010.11.26~28 淄博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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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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许  南 博士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gnal Processing Systems 

国际 An Information Fusion Method Based on Game 
Theory 2010.07 成都 否 

47  许  南 博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warm Intelligence 

国际 Invalidity Analysis of Eco-compensation Projects 
Based on Two-stage Game 

2010.06 北京 否 

48  周  华 博士 European Rock Mechanics 
Symposium（EUROCK 2010） 国际 A preliminary study on elasto-viscoplastic dam-

age constitutive relation of relaxed rock mass 2010.06.15~18 Lausanne, 
Switzerland 

否 

49  徐  寅 博士 European Rock Mechanics 
Symposium（EUROCK 2010） 

国际 Stability analysis on the reservoir bank slope in 
Pubugou hydropower project 

2010.06.15~18 Lausanne, 
Switzerland 

否 

50  徐  寅 博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ructures and Building Materi-
als  (ICSBM 2011) 

国际 Random adjusted calculation method for 3D 
aggregate of concrete 

2011.01.07~09  广州 否 

51  陈皓锐 博士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

程学术委员会第六次研讨会 国内 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潜水位对气候变化和人类

活动的响应 2010.08 昆明 是 

52  陈皓锐 博士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oinformatics 

国际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pproach for quantify-
ing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impacts 
on shallow groundwater level 

2010.06 北京 否 

53  彭振阳 硕士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

程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学术研讨

会 
国内 冻融土壤中水盐运动实验及数值模拟研究 2010.8.6~08 昆明 是 

54  何林华 硕士  第一届全国水利水电移民工程

学术研讨会 国内 移民收入统计的问题与对策 2010.12.09~11 北京 否 

55  罗  鹏 博士 Remote Sensing and Hydrology 
2010 

国际 
Thresholds and Parameters Optimization Method 
of Radar Classified Z~I Relationship and Its Ap-
plication in the Flood Forecasting  

2010.09.26 美国犹他州 否 



                                                                                                      2010 年报 

−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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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罗  鹏 博士 ICBEC 2010 国际 Research on the Method of Substation Control 
Flood Forecasting Based on the GIS 2010.12 香港 否 

57  祝东亮 硕士  第八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梯级水库建设对下游水温积累影响研究 2010.08 黑龙江 是 

58  李  娟 硕士  第八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水库不同取水方案对下游河道水生态影响预测

分析 2010.08 黑龙江 否 

59  孙怀卫 博士 EPPH2010 国际 
CFD based determination of crop transpiration in  
local greenhouses in eastern China 

2010.06.22~24 成都 否 

60  孙怀卫 博士 2010 现代水利工程学术会议 国际 
The dynamic of water and nitrogen movement 
simulation in greenhouse soil under the controlled 
drainage with RZWQM model 

2010.11.28~29 西安 否 

61  孙怀卫 博士 第二届亚热带区域可持续农业

国际学术研讨会 国际 A simplified continuous simulation model for in-
vestigating soil moisture dynamics 2010.9.15~17 长沙 是 

62  查元源 博士 第八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基于 IRE 的三维区域地下水流耦合模型 2010.08 哈尔滨 是 

63  宋雪航 硕士 2010 现代水利工程学术会议 国际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s of Precipita-
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of China  2010.11.28~29 西安 是 

64  张代青 博士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Au-
tomatic Control, Zibo: china, 
ICEEAC2010-Proceeding 

国际 Set Pair-Wavelet Analysis on Water Resources 
Compens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u River Basin 2010.12 淄博 是 

65  王国重 博士 
2010 Second IITA Conference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IITA- GRS 2010) 

国际 
Study On Depositing Process and Mechanism for 
Silt Dam in The West Mountains of Henan Prov-
ince 

2010.08.28~31 青岛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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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王国重 博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bating Land Degradation 
and Annual Councilor Meeting of 
WASWAC  LANDCON1010 

国际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137Cs and its influ-
encing factors in Loess region in the west of He-
nan province 

2010.10.11~15 西安 否 

67  许  斌 博士 中国原水论坛 国内 变化环境下地表水资源评价方法研究展望 2010.10 宁波 否 

68  许  斌 博士 

The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WRM & 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ethodology in Hydrology: 
Hydrological Cycle and Water 
Resources Sustainability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国际 

Effects of the Middle Route of China’s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On Water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down 
Stream of Hanjiang River 

2010.11 南京 否 

69  胡彩霞 硕士 第八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西江归槽洪水研究展望 2010.08 哈尔滨 否 

70  唐亚松 硕士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ical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国际 Variation Relationship Among Multi-Time-Scale 
Runoff Series in East River Basin 2010.06 武汉 否 

71  陈  丽 硕士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ical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国际 
Variation Relationship Among Multi-station 
Flood Series in Middle Reach of Xijiang River 
Basin 

2010.06 武汉 否 

72  王昭亮 硕士 第八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闸坝对河流水质调控作用初步分析 2010.08 哈尔滨 否 

73  艾  泽 硕士 第八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黄河上游水库群的建设对中下游水文情势的影

响分析 2010.08 哈尔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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