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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实验室承担在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973”项目、国家“863”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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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研项目共 178 项，到款科研经费达 3518 万元，比 2008 年增加了 25%；其中国家任务
58 项，经费 1895 万元，占总经费的 54%（比 2008 年增加了 12%）。 

2009 年，实验室作为第一单位获得了 2 项省部级一等奖，分别是周创兵教授牵头
完成的“河谷边坡稳定性演化机理与调控方法”研究成果获教育部高校科技进步一等
奖，常晓林教授牵头完成的“高混凝土坝结构安全与优化理论及工程应用”研究成果获
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槐文信教授参加完成的“高坝工程泄洪消能新技术的开发与
应用”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另有 3 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出版学术著作 7

部；实验室研究人员 22 人次到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24 人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
作大会发言。发表学术论文 176 篇，其中 SCI 收录 36 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简称
CSCD) 核心期刊论文 86 篇。 

2009 年，实验室在岗固定研究人员 40 人，学术顾问 4 人（2 人为中国工程院资深
院士)，流动研究人员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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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人，其中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 5 人，有 2 人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有 12 人
次在国际学术机构中任职；在流动研究人员中，有 1 人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为实现实验室 2008～2012 年五年研究项目规划与目标，促进研究人员跨学科开展交
叉研究与融合，搭建结构科学合理的学术研究梯队，实验室开展了研究团队建设，制订
了《实验室研究团队建设实施办法》，在 2008 年实验室设立的 5 个自主研究重点项目的
基础上，建立了 11 个研究团队。同时，实验室制定了《关于青年教师出国进修与学术交
流经费资助暂行办法》，支持 45 岁以下的青年研究人员到欧美等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的高
等学校、重点实验室以及著名的研究机构等进行为期一年以上的学术进修或学术访问。
2009 年实验室制定了固定研究人员学术报告会制度，且建立了一套长效机制。 

2009 年，实验室一批知名学者到国外及港台地区学术交流与访问。陈胜宏教授受
邀到法国里尔科技大学讲学，曹志先教授受邀到英国牛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纽卡
斯尔大学等讲学；李义天教授、曹志先教授、陈立教授、邓金运副教授等受邀到台湾
地区进行学术访问；杨金忠教授、槐文信教授等受邀到香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大



 

会报告。程永光教授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以高级研究学者身份赴美国爱荷华大学进
行为期 6 个月的学术访问，刘攀副教授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开展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研究。 

2009 年 8 月 24 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院士与实验室研究人员座谈，并题
词“引领中国水利从近代水利向现代水利前进”。 

2009 年 8 月 23 日，实验室成功组织了“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暨中
国工程院水利工程科学领域第三次院士论坛国际学术会议。本次论坛由中国工程院和
水利部共同主办，武汉大学等单位承办，国际水资源协会等三个国际组织协办。全国
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水利部部长陈雷，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
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沈
国舫，中国水利学会理事长敬正书，国际水资源协会主席 Cecilia Tortajada 等出席会
议。共有 300 余名代表参加本次会议，其中国内相关领域院士 20 余名；国外代表 50

多人，包括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的 8 名水利界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
此次论坛，是第一次国际院士论坛，在国内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2009 年 8 月 25 日，实验室与美国劳伦斯国家实验室举行了双边学术会议，会上
Donald J. Depaolo 院士和周创兵副校长分别代表两个实验室就双方长期合作与交流事
宜进行了洽谈，并初步达成了合作建立“多相流联合研究中心”意向。 

2009 年，一批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先后访问实验室，对实验室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成果
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能进一步开展更广泛的合作研究。美国科学院院士、劳伦斯国
家实验室Donald J. Depaolo 教授，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莫纳西大学Michael 

Manton 教授，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卡迪夫大学水环境研究中心Roger A. Falconer 教授，
国际水工程与研究协会（IAHR）主席 Nobuyuki Tamai 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北
卡罗来纳州立大学Wayne Skaggs 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Tom 

Dunne 教授，国际灌排委员会（ICID）秘书长 MGopalakrishnan，美国克拉克森大学河渠
冰水力学问题研究专家 Hungtao Shen 教授，英国皇家工程院 P. E. O’Connell 院士等一批
国际著名专家学者先后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6 月 28 日，台湾逢甲大学张保隆校
长一行访问实验室。 

2009年 6月和 9月，实验室分别与新疆石河子大学现代节水灌溉兵团重点实验室、
山西省运城市夹马口引黄工程管理局签署科技合作协议书。 

实验室所有仪器设备对外积极开放与共享。同时，2009 年实验室又增建了长江防
洪实验研究基地、山西夹马口实验研究基地等 2 个校外联合实验研究基地，基地的增
建扩大了实验研究平台，带动了地方实验平台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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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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eering Science 

代    码 2003DA105047 网    址 http://www.waterlab.cn 

电    话 027－68772275 传    真 027－68772275 

联 系 人 吴运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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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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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实验室在岗固定研究人员 40 人，学术顾问 4 人（2 人为中国工程院资

深院士)，流动研究人员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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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人，其中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国家

级人选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 5 人，有 2 人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有 12 人次在国际学术机构中任职；在流动研究人员中，有 1 人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

讲座教授。 

1.5  实验室组织机构 

1.5.1  实验室行政 

主      任：谈广鸣 

常务副主任：杨金忠 

副  主  任：谢  平  吴运卿 

1.5.2  实验室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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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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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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实验室到款科研经费达 3518 万元，比 2008 年增加了 25%；其中国家任

务 58 项，经费 1895 万元，占总经费的 54%（比 2008 年增加了 12%）。 

2009 年，实验室作为第一单位获得 2 项省部级一等奖，分别是周创兵教授主持完

成的“河谷边坡稳定性演化机理与调控方法”研究成果获教育部高校科技进步一等奖，

常晓林教授主持完成的“高混凝土坝结构安全与优化理论及工程应用”研究成果获湖

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槐文信教授参加完成的“高坝工程泄洪消能新技术的开发与应

用”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另有 3 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出版学术著作 7 部；实

验室研究人员 22 人次到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24 人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大会

发言。发表学术论文 176 篇，其中 SCI 收录 36 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简称 CSCD) 

核心期刊论文 86 篇。 

 

2.1  承担科研项目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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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等科研项目共 178 项，在研任务中，在研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

3 项，新承担项目 1 项、子题 2 项；其中由实验室代表武汉大学牵头组织申报的“十

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湖北省区域性巨型水库群经济运行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成功立项，项目总经费 3000 万元，研究期限为 2009 年~2012 年，在研国家

“863”项目 2 项（含子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7 项，新承担基金重点

项目 3 项（主持 1 项，参加 2 项），面上项目 5 项，青年项目 4 项；在研省部级科

研项目 26 项，其它项目 88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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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新获批国家项目 

表 2-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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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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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五”支撑计划

课题 

2 动力扰动对深部岩体 EDZ 分布特征的

影响（50909077） 陈  明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3 基于调节品质的调压室面积研究

（50909076） 李进平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4 统计相关性条件下水库汛限水位动态

控制防洪风险分析（50909073） 董前进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5 不同尺度条件下考虑多种致灾因子的

洪涝灾害工程标准研究（50909074） 谢  华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6 土石过水围堰溃堰机理及其模拟方法

研究（10902078） 刘  全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7 过坝水流超饱和气体形成机理及其对

鱼类的影响研究（50909075） 付小莉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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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9 湿地表面流水动力学特征及数学模型

研究（50979078） 曾玉红 2010.1~2012.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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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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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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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3 裂隙渗透性“结构—基质—应力”协

同控制机理研究（50979081） 荣  冠 2010.1~2012.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4 大棚膜下滴灌及其生态环境的 SPEC
调控效应研究（50979077） 罗金耀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5 水库调度中的“异轨同效”现象研究

（50979072） 刘  攀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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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7 稻 田 滞 涝 减 灾 作 用 机 理 研 究

（50979073） 胡铁松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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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9 C-S-H“粘聚力”量测与表征方法

（50972109） 何  真 2010.01~2012.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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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国际合作项目 

表 2-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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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9~2009.09 欧盟第六框架计划 

2 
中国水管理体制和政策

在高效用水中的作用 
董  斌 日本 2008~2009 

日本国际开发高等教

育机构(FASID) 

3 
中国灌溉水稻温室气体

排放 
董  斌 美国 2008~2009 国际水稻所(IRRI) 

 

2.1.3  主要项目进展 

1.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岩石力学及地基基础 

项目编号：50725931 

项目期限：2008.01～2011.12 

项目主持：周创兵 

项目年度进展：研究了岩体爆破分步开挖荷载、瞬态卸荷方式、开挖卸荷诱发围

岩振动及节理岩体 EDZ 形成机制等关键问题，提出了岩体开挖荷载的释放为瞬态卸

荷的观点，论证了岩体开挖荷载的瞬态特性及其动力效应，并通过实例分析验证了岩

体爆破开挖瞬态卸荷分析方法；研究了初始地应力场对围岩振动及 EDZ 分布特征的

影响；研究了超前孔岩爆控制机理；提出了爆破产生松动破坏的围岩损伤系数阈值公

式及围岩爆破开挖松动范围的确定方法；凝练了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理论框架；建

立了围岩应力-损伤-渗透耦合模型、水工隧洞衬砌反映水压致裂过程的渗流-损伤-应力

耦合模型；提出了岩体多相流 THM(3+X)耦合数学模型；建立了孔隙裂隙介质多相流

THM 耦合的有限元计算格式，提出了复杂系统耦合数值模拟的“自动时间步进、耦

合迭代、非对称病态方程组求解及耦合过程复杂边界条件处理”求解策略，开发了岩

体多场多相耦合有限元程序 THYME3D，采用 FEBEX 现场试验验证了分析模型与计

算程序；建立了堆石体的随机不连续变形 SGDD 模型，可以模拟颗粒相互作用、尖端

破裂变形、堆石体瞬时变形规律。研究了室内试验缩尺效应，研究表明，在没有考虑

堆石体流变和湿化的条件下，在相同的应力水平和围压下大尺寸试样的抗剪强度及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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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能力均较小尺寸试样有所提高；基于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理论，形成了河谷边

坡稳定性演化与动态调控的学术思想和分析方法，提出了河谷边坡“自然-工程”耦合

的稳定性演化模式，建立了集自然演化、工程作用、监测反馈、动态调控、预测预报

及风险评估为一体的河谷边坡变形和稳定性系统分析与调控方法。 

2. 在研国家“863”重点项目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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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研究进展：在河北、河南、新疆、内蒙、宁夏、上海等地的 10 多个试验研

究基地继续开展实验观测工作，取得大量数据和研究成果。提出了膜下滴灌的技术模

式和要求，建立了大棚排水的暗管系统控制要求，完成了土壤盐分动态快速实时监测

传感器件的研发与制作，建立了区域土壤质量综合评价技术和土壤退化风险评估技

术，提出了控制作物根区盐分平衡的优化灌排控盐技术。课题组全面完成了课题年度

研究计划。本年度取得发明专利 3 项，形成灌溉模式 2 种，提交软件著作权登记 1 项，

发表研究论文 21 篇，建立示范推广区 2 个。研究成果在上海、武汉进行示范应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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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研究进展：“灌区农田排水与再利用技术研究”是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

计划项目“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工程关键支撑技术研究”的第 6 个课题，武汉大学为课

题负责单位，另有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河海大学、浙江大学及中国农业大学等

单位参加。课题从 2006 年底启动，计划于 2010 年底结束。到目前为止，课题组已开

发完成了“暗管排水淹没式测流仪”、 “农田控制排水闸”等 6 套设备和装置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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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7 项，已获准 2 项；开发计算机软件并获得国家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 2 套；在编技术规范、规程或指南 4 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23 篇，

部分指标超过了课题下达的任务，课题进展顺利，目前课题组正围绕课题验收开展相

关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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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针对西部特大型梯级水利水电工程(主要依托中国长江三峡

开发总公司正在建设的溪洛渡、向家坝和待建的白鹤滩、乌东德等四个大型水电枢纽

工程)中高陡边坡及超大地下洞室群施工安全及监测关键技术问题，通过开展复杂地质

和高应力条件下工程岩体特性的试验与评价方法、高陡边坡岩体失稳机制与稳定性分

析方法、超大洞室群稳定性分析方法与评价标准、岩体开挖工程爆破技术与安全控制

标准、岩体开挖加固综合方法与锚固安全控制标准以及高陡边坡、超大洞室群安全监

测技术与预警方法等内容的系统研究，解决复杂地质条件下高陡边坡、超大地下洞室

群开挖施工过程中与安全相关的主要关键技术问题，开发并实现具有自主创新的重要

关键技术，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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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实际工程中得到应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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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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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持：杨金忠 

项目研究进展：2009 年度针对灌溉排水条件下农业化学物质的转化规律、氮磷在

土壤和地下水中运动以及田块氮磷地表径流运移规律开展了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取

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对在苗期冬小麦室内砂培试验与田间实验中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

析，研究了冬小麦根系吸磷机理；研究建立了基于根系吸水功能与根氮质量之间耦合

关系的根系吸水模型、根系吸氮模型、根系吸磷模型和根氮密度分布模型，模拟了土

壤中水、氮、磷的运移过程；应用 RZWQM 模型开展了氮肥迁移转化模型研究；发

展了一种尺度提升方法用于模拟淹灌条件下水平方向呈非均质的非饱和带中的土壤

水流；提出了模拟农田氮素非费克迁移的 FADE 模型的数值解法，完善了 FADE 模型

的一维有限元方法，并开展了 FADE 模型二维有限元方法研究；通过联合显色示踪方

法研究多孔介质性质和非均匀流动关系；分析了入渗条件下，土壤水和溶质再分布性

质，就不同土壤介质、边界条件下溶质迁移，土壤中再分布以及深层淋失性质进行了

综合分析；研究了灌溉排水条件下田块氮磷地表径流运移规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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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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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变异

函数模型参数求解的二层规划模型，对湖北省四湖流域和河北省滦河流域的致灾暴雨

进行了空间插值；开展了涝渍综合胁迫条件下作物水分生产函数的测坑试验，研究了

涝渍胁迫条件下的棉花与油菜蒸腾规律，建立了涝渍胁迫条件下的水分生产函数模

型；以安徽省五道沟水文水资源实验研究基地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农田排水尺度效应，

建立了考虑农田二级排水系统影响的SWAT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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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基于

农田排水效果、环境生态效应以及社会经济影响分析的涝渍灾害治理综合控制标准确

定的理论框架、模型算法，改进和完善了涝渍灾害治理控制指标与标准建立了适合于

含二级排水系统的涝渍工程优化运用的二层规划模型，为大型排区排水系统合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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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等高截流、高低分排和排水权的合理配置奠定基础；建立了涝渍灾害程度的综合

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涝渍灾害损失的不确定性，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因子分

析法、灰色关联法和物元可拓评价法对涝渍灾害程度的风险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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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编号：50839004 

项目期限：2009.01～2012.12 

项目主持：周创兵 

项目研究进展：围绕暴雨诱发滑坡致灾机理、风险评估与减灾方法的主要科学

问题及工程应用开展了研究，进行了针对鄂西及三峡地区的暴雨型滑坡的资料收集

工作，资料正在整理过程中；选取了三峡库区典型土质堆积体降雨型滑坡—大石板

滑坡为研究对象，结合该滑坡的岩土体物理力学特征和滑坡所在区域的降雨特点，

采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法确定滑坡抗力和降雨推力随机事件的联合概率密度表

达，建立了适合土质堆积体降雨型滑坡的成灾降雨过程的概率表达式，并提出该类

型滑坡的成灾降雨过程的确定方法；开展了减少模型试验侧向约束作用研究；开展

了模型成型的方法研究；提出了模型试验架的设计方案及模型材料试验的前期理论

推导和试验计划；开展了非饱和土弹塑性模型的三轴试验和参数确定方法分析，同

时针对非饱和土的体积变形特性，进行了非饱和土体变曲线参数规律探讨，并开展

相应数值方法的研究；结合非饱和土本构模型的试验数据和数值模拟方法，开展了

库水位升降对三峡库区岸坡变形和稳定性的影响机理研究；开展了土性指标与非饱

和土力学参数相关性研究；以有限元法为依托，通过联立求解坡面径流与非饱和渗

流的有限元方程，建立了降雨入渗与坡面径流耦合模型，并编制了计算程序；基于

连续介质力学原理和混合体理论，建立了多孔介质多相流 THM 全耦合数学模型；通

过扩展 Darcy 定律并将溢出面边界条件定义为 Signorini 型边界条件，建立了定义在

全域上的有自由面非稳定渗流问题的抛物型偏微分方程的初边值问题；通过引入粘

性阻尼吸收块体动能，使系统达到稳定状态，建立了考虑阻尼力影响的块体系统总

体平衡方程，给出了 DDA 方法求解准静态问题的正确能量耗散方式，并定义了系统

达到稳定状态后的位移、速度以及加速度收敛准则和相应的控制标准；针对岩土体

这种既非完全连续又非完全离散的断续介质，石根华博士利用流形分析中的有限覆

盖技术创立了数值流形法（NMM），统一解决了连续与非连续变形力学问题；提出

了模拟无压渗流问题的三维数值流形方法，采用四面体有限单元网格作为流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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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学覆盖，给出了有限单元被自由面切割后形成的流形单元类型；提出了考虑多

失效模式相关的岩质边坡平面滑动的体系可靠度分析方法；提出了岩质边坡楔体稳

定体系可靠度分析的 N 维等效方法，建立了考虑多失效模式相关的楔体稳定体系可

靠度分析的概率故障树模型；为了研究滑坡风险随时间变化的特性，提出了考虑时

间效应的滑坡风险评估和管理方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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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述：课题针对巨型水库群开展洪水资源联合调控的运行机制研究，可在不

降低水库群下游地区防洪标准的前提下，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具有极为重要的理

论与现实意义。课题主要研究内容为：在分析长江中下游洪水时空分布和遭遇规律特

征的基础上，研究受上游水库调蓄后的梯级水库群设计洪水方法，提出梯级水库群防

洪标准的确定方法，建立三峡梯级与清江梯级联合防洪调度模型，提取联合防洪优化

调度规则，并应用于实时调度，提高三峡梯级与清江梯级的洪水资源利用率与水库汛

末蓄满率。 

 

2.2  方向研究进展 

结合承担的国家任务、横向合作研究课题及国际合作项目等科研工作，实验室各

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工作与进展概述。 

2.2.1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方向 

1. 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水文水资源效应 

研制了水文变异诊断系统；构建了考虑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集总式、分块式和

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提出了一套评估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水文水资源效

应的理论方法体系，并分析了无定河流域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水文水

资源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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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水文过程与生态过程耦合的流域可持续水资源管理 

提出基于水文过程与生态过程耦合的流域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框架。在汉江流域的

应用研究中，采用 SWAT 分布式水文模型和生态需水计算相结合的方法，评价了汉江

流域水资源可利用量，综合汉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和水资源可再生能力的评价

结果，应用可再生水资源管理模型，评价了汉江流域水资源利用的状态。 

3. 水文气象耦合模型 

建立了汉江流域 MM5 气象预报模式和 VIC 分布式水文模型，耦合集成 3 种预报

模式并开发了基于气象模式的汉江流域洪水预报系统；开发了基于 GIS 的汉江流域洪

水预报系统，集成实现了汉江流域 MM5 气象预报模式和 VIC 分布式水文模型的耦合

预报。 

4. 流域水文模型不确定性分析 

提出了 MMGLUE（MCMC based Modified GLUE）方法，该方法结合近年来被广

泛用于推求参数后验分布的 MCMC 方法，对基于 Monte Carlo 随机取样方法的传统

GLUE 方法进行改进，并以预测区间性质最优为标准，对可行参数组阈值进行判断与

选择。首次提出了衡量预测区间对称性的标准，并就预测区间性质与可行参数组个数

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探索。 

5. 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和经济运行 

基于大系统聚合分解理论，建立了梯级水电站总出力调度图（聚合）与出力分

配模型（分解）相结合的双层优化模型，分别采用 NSGA-Ⅱ多目标遗传算法和离

散微分动态规划(DDDP)进行优化；采用水库汛期分期方案，建立了多目标蓄水调

度模型，构建了“优化-模拟-检验”的算法流程，采用遗传算法求解，对汛末期防洪

库容进行科学划分和对蓄水调度图进行优化；对三峡梯级和清江梯级巨型混联水电

站群优化调度研究，分别建立了以发电量最大和以发电效益最大为目标的水电站群

联合调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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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方向 

1. 农业用水效率的尺度效应及尺度转换 

主要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973”项目课题“海河流域水循环

演变机理与水资源高效利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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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农业用水效率的尺度转换理论

与方法，开展了遥感在区域蒸发蒸腾量估算及作物种植结果提取中的应用研究。初步

揭示了农业用水效率的尺度效应；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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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不同尺度节水

潜力的评价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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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单纯研究节水技术

的做法，同时考虑农民习惯和意愿、不同灌水技术的投入、节水灌溉的社会经济影响

等因素，提出了灌区高效用水的综合策略。通过现场试验和理论分析，探索自然气候

条件下大棚（以塑料大棚为主）经济作物（以番茄、黄瓜等常规蔬菜为主）采用微喷灌、

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的需水规律；提出大棚主要作物需水量通用计算预测数学模型以及

节水灌溉条件下的灌溉制度计算理论和通用预测数学模型。 

2. 节水条件下的水盐动态及调控理论 

主要结合国家支撑计划“灌区农田排水与再利用关键技术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课题“干排水条件下水盐运动与演变规律研究”等项目，研究干旱半干旱地区节水

灌溉对土壤盐碱化的影响以及相应的排水措施，并运用长系列水盐动态观测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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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运动的影

响，证明了干排水在盐碱化控制的重要作用，为干旱半干旱区次生土壤盐碱化控制提

供新的途径和理论依据。 

3. 水肥控制与再生利用及环境效应 

主要结合国家“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重大项目等课题，开展田

间和灌区尺度不同灌溉排水模式及施肥量（包括氮肥及磷肥）耦合作用下水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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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磷平衡、氮磷排放及排水再利用的试验研究，建立了适合南方水稻灌区特点的 SWAT

模型，构建了适合灌区的分布式水文模型，并利用多年的观测数据对模型进行了率定

和验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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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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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简便实用的水稻干湿交替节水灌溉与配套

的施肥技术。其中，构建的灌区分布式水文模型，为开展复杂环境下（灌排措施、土

地利用及气候变化）灌区不同尺度水量转化及氮磷等农业面源污染迁移转化的分布式

模拟提供了有利工具。 

4. 渠道系统仿真与控制理论与方法 

主要结合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研究提出了衡量渠道系统控制效果的系统性能指

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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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综合各种指标作用原理基础上，采用各种指标进行控制器的优化并通过仿真观

察优化效果，提出综合优化指标的选取方法。 

5. 控制排水及其农田物质运移理论 

初步揭示了水稻为主要作物的灌区、旱作物为主要作物的灌区的农田排水条件下

及大棚作物排水条件下的水、肥、盐迁移与转化规律，初步分析了田间、区域与流域

不同尺度的水分利用效率与影响因素，初步建立了区域水肥盐的运移转化过程与灌溉

排水措施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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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研究方向 

1. 河道冲淤量计算方法研究 

研究河道冲淤变化的规律，需要掌握河道冲淤的时间、数量及分布情况等,其中获

得河道冲淤的准确数量是关键。目前,断面法和输沙率法则是计算河道冲淤变化量广泛

采用的两种方法。根据断面法与输沙率法的特点，简单介绍了两种方法的计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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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了断面法与输沙率法计算河道冲淤量的优缺点，并对两种方法产生的误差进

行了分类，总结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两种计算方法优化研究发展的现状，最后就断面

法与输沙率法计算河道冲淤研究的几个亟待深入的课题提出建议。 

2. 河道平滩流量变化研究 

平滩流量是衡量主槽过流能力一个重要指标，准确估算各断面平滩流量大小是

河道水沙调控的基础。结合黄河流域水文特性，提出了采用一维水动力学模型确定

平滩流量的方法，提出了基于对数转换的几何平均与断面间距加权平均相结合的方

法表示河段平均的主槽特征变量，计算的河段平滩宽度、水深、面积及流量恒满足

水流连续条件。 

建立了各影响因子与平滩流量的 BP 模型，分析了影响黄河下游平滩流量的因素，

包括①汛期及非汛期来水来沙影响因子；②前期水沙条件的累积影响因子；③其他因

子，例如洪峰流量、泥沙含量、中值粒径等。最优的计算是在考虑了汛期和非汛期水

沙条件以及前期影响因子上一年汛后的平滩流量的同时，再加入洪峰流量和中值粒径

影响因子，此时平滩流量的计算将会更加准确。 

3. 洪水水动力学数学模型 

建立了对强不规则地形和一般地形条件均能保持高效率的浅水二维水动力学数

值模型，从本质上解除了强不规则地形对时间步长的约束，为强不规则地形上浅水二

维流动数值模型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新技术。 

建立了具有健全物理基础的暴雨山洪水动力学数值预报模型。与日本京都大学防

灾研究所等的实验比较，该数值模型均显示出合理的精度。相对于传统的、基于水文

学单位线的降雨-径流模型和基于运动波或扩散波近似的分布式水文模型，水动力学模

型从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有先进性。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将来可能应用于暴雨

山洪的实时预报。 

山洪灾害临界雨量是导致山洪灾害发生的最小雨量。科学确定山洪致灾的特征雨量

是山洪防治、特别是制定山洪防御方案的关键依据，对山洪灾害防治有重要意义。在上

述暴雨山洪水动力学数学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山洪灾害预防的实际经验，提出了一

种新的确定山洪灾害临界降雨量的方法，为制定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提供全新的技术。 

暴雨山洪是典型的非恒定流，可能诱发非常活跃的泥沙运动和河床演变，这反

过来可能影响山洪的传播过程。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Nature 在 1993 年发表了英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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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科学家在半干旱地区季节性河流所观测到的强非恒定山洪高推移质输沙率

(Laronne and Reid, 1993, Nature)；后来他们又发现其观测与基于恒定均匀流平衡饱

和输沙的挟沙力一致。然而，这些发现所隐含的复杂水沙动力学机制一直不清楚。

对冲积河流多重时间尺度的理论研究首次为这一发现提供了理论解释，并通过水沙

耦合动力学数值模型重现山洪高推移质输沙率和常年性河流低推移质输沙率。首次

从理论上证实基于对个别断面水沙运动的观测而确定挟沙力，对推移质运动是合适

的，但对悬移质运动则不然。 

4. 溃坝水沙动力学耦合数学模拟 

完成了滑坡坝体溃决水沙动力学的大尺度水槽试验研究和全场二维水沙耦合数

学模拟研究，所建立的全场二维水沙耦合数学模型可以基本准确地复演试验观测的水

位变化过程；大尺度水槽试验和数学模拟研究揭示出梯级滑坡坝体溃决洪水的复杂动

力学机制，发现了梯级大坝溃决洪水的渐进增强机制。这一研究具有显著的创新意义，

为预报溃坝水沙灾害的发生、发展及其时间、空间演化过程、科学地制定防灾减灾预

案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 

5. 黄河高含沙洪水耦合数学模拟 

黄河高含沙洪水过程是一类型的非恒定流输沙、强冲积河流过程。已有水文观测

表明：高含沙洪水演进过程中可能产生峰值流量沿程增加的“特异”现象。传统的基

于简化水沙动力学理论的非耦合数学模型或者单纯的（清水）洪水演进模型无法解释

这样的现象。通过系统研究强冲积河流耦合数学模拟理论与技术，最新的研究揭示高

含沙洪水峰值流量沿程增加是由于强烈的河床变形导致的，而含沙量对阻力的影响和

浑水密度差引起的压力变化对峰值流量沿程增加并无实质性贡献。这一方向的研究对

黄河水沙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 

2.2.4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研究方向 

1. 高混凝土坝宏观力学强度理论模型和计算方法研究 

水工大体积混凝土的热力学参数与普通的混凝土有较大的区别，室内试验结果通

常不能够直接应用于工程设计。从可以反映小尺度材料力学性质空间变异性的随机场

出发，借助现代物理学逾渗(Percolation)临界理论，在国内外首次推导提出了用有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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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尺度试块抗剪试验结果，确定坝基软弱结构面、岩体、大体积混凝土以及混凝土坝

基面宏观强度的理论模型和计算公式。研究结果表明，大尺度坝基软弱结构面的宏观

抗剪强度在数值上等于小尺度材料抗剪强度算术平均值，而大体积混凝土、岩土类材

料和混凝土坝基面的宏观抗剪强度在数值上介于小尺度材料抗剪强度的小值平均值

和算术平均值之间。 

2. 堆石体应力变形细观模拟模型及流变机理研究 

从细观角度建立了堆石体的随机不连续变形 SGDD 模型。该模型采用蒙特卡罗法

建立堆石体的随机分布模型，通过基于修正的增广 Lagrangian 算法的非线性接触算法

建立了颗粒间的相互作用接触模型，可以有效模拟颗粒相互作用及尖端破坏变形等因

素。对堆石体三轴试样进行了细观数值模拟和试验验证，再现了堆石体内部的颗粒运

动变形规律，数值计算结果表明 SGDD 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堆石体试验的细观变形规

律。将组构理论的分析方法引入堆石体流变机理的研究中，提出了采用颗粒材料的组

构理论分析高堆石坝流变变形机理的方法，从细观的角度探讨了堆石体流变的产生、

发展直至稳定的全过程，为解释室内流变试验的“不确定性”和推演基于组构理论的

堆石体流变本构模型提供理论依据。 

3. 岩土介质多场多相耦合机理及数值模拟研究 

基于连续介质力学原理和混合体理论，建立了多孔介质多相流 THM 全耦合数学

模型。该模型从固、液、气三相系统的动量守恒、质量守恒及能量守恒出发，以位移、

水压、气压、蒸气压、温度和孔隙率为基本未知量，包含了应力-应变、水体流动、气

体传输、蒸气传输、热能传输和孔隙率演化的耦合作用，考虑了对相变、溶解、热驱

动、湿度传输、吸湿膨胀等物理现象的模拟。开发了三维多相流 THM 全耦合有限元

软件 THYME3D，并对数值模型和计算程序进行了验证，揭示了实验过程涉及的多场

耦合机制，深化了对多相流 THM 全耦合控制方程组、本构关系及计算参数特性的理

解，从而为更加深入开展 THM 及 THMC 全耦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通过扩展 Darcy 定律并将溢出面边界条件定义为 Signorini 型边界条件，建立了定

义在全域上的有自由面非稳定渗流问题的抛物型偏微分方程的初边值问题。给出了与

之等价的抛物型变分不等式提法，从而将 Signorini 条件中的互补条件转化为自然边界

条件，解决了溢出点的奇异性问题，降低了试探函数的选取难度。在进行有限元求解

时，通过引入自适应罚 Heaviside 函数，确保了数值计算的稳定性。应用上述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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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复杂渗控措施的水布垭地下厂房围岩进行了非稳定渗流分析，通过与现场实测数

据的对比分析，表明计算结果很好地反映了蓄水及运行过程中渗流场的变化规律，并

揭示了排水孔幕及排水廊道等渗控措施的渗流控制效应。 

4. 岩体开挖卸荷的不连续变形分析方法研究 

通过引入粘性阻尼吸收块体动能，使系统达到稳定状态，建立了考虑阻尼力影响

的块体系统总体平衡方程，给出了 DDA 方法求解准静态问题的正确能量耗散方式，

并定义了系统达到稳定状态后的位移、速度以及加速度收敛准则和相应的控制标准。

考虑到裂隙岩体特征及其在开挖荷载作用下产生张开、扩展和滑移等不连续变形，根

据不连续变形分析方法（DDA）的特点，研究了 DDA 方法中有关开挖荷载和锚固荷

载的计算问题，提出了基于“软化块体”模拟岩体开挖的 DDA 迭代计算格式。 

5. 河谷边坡稳定性演化模式与调控方法研究 

基于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理论，形成了河谷边坡稳定性演化与动态调控的学术

思想和分析方法，提出了河谷边坡“自然-工程”耦合的稳定性演化模式，建立了集自

然演化、工程作用、监测反馈、动态调控、预测预报及风险评估为一体的河谷边坡变

形和稳定性系统分析与调控方法。按照“自然-工程”广义耦合系统特征，将边坡稳定

性动态调控分为过程调控、状态调控、参数调控及边界调控。 

6. 岩体爆破开挖卸荷机理与力学模型研究 

针对高地应力区岩体的爆破开挖，提出并论证了岩体开挖荷载的释放为瞬态卸荷

的观点，认为在中高地应力条件下，岩体开挖荷载的释放需要考虑荷载的瞬态特性及

其动力效应；通过爆炸荷载上升时间、爆腔膨胀和爆炸气体准静态作用过程、爆生气

体从贯通裂缝或孔口高速溢出导致的非定常流动以及岩体初始应力场卸荷过程计算，

建立了描述爆炸荷载和开挖荷载瞬态卸载过程的力学模型，实现了岩体开挖过程动、

静荷载边界条件的描述，为爆破和开挖瞬态卸荷耦合模拟创造了条件。 

建立了开挖卸荷诱发围岩振动计算的力学模型，初步探明了开挖卸荷诱发振动在围

岩中的传播与衰减规律，并建立了岩体开挖卸荷诱发振动和爆破地震波的解耦计算模型

与方法。研究表明，爆破振动在爆心距较小处峰值较大，但衰减较快；开挖荷载诱发围

岩振动在爆源近区较小，但衰减较慢，在距爆心距一定距离处，将超过爆炸荷载诱发围

岩产生的振动；爆源近区，两段振动主体部分不产生叠加，独立存在；随着爆心距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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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两段振动的主体部分出现叠加；在一定爆心距处，由于爆炸荷载及开挖荷载诱发的

围岩振动的叠加，将导致峰值振速增大，有可能超过爆心距较小处的峰值振速。研究结

论得到瀑布沟地下厂房系统和锦屏二级水电站引水隧洞的实测振动资料验证。 

2.2.5  水电站安全运行与控制研究方向 

1. 抽水蓄能技术 

围绕惠州抽水蓄能电站和西龙池抽水蓄能电站的事故，研究了不同工况下可逆式

水轮机转轮轴向水推力的计算方法，得出抽水蓄能电站的抬机事故主要是由于抽水蓄

能电站机组的安装高程较低所造成的。轴向水推力在飞逸工况时其方向将会发生改

变，轴向水推力向上，对抬机是不利。 

2. 水电站安全运行 

围绕俄罗斯萨扬水电站事故和该事故对我国水电站安全运行的影响，展开了《俄

罗斯萨扬水电站事故的初步分析》、《萨扬水电站 8.17 事故对水电站结构的影响》，以

及《混流式水轮机转轮轴向力数值计算》的专题研究。为我国水电行业避免类似事故

发生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 

① 萨扬水电站事故说明机电设备重大事故也会导致灾难性后果。要提高对水电

站机电设备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在机电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及运行各环节中将安

全理念落到实处； 

② 对目前电站使用的各类控制软件进行复核，确保控制指令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并加强电站控制软件的管理； 

③ 电站设计应对过渡过程计算给予充分重视，研究计入极端过渡过程工况进行

事故风险分析的必要性； 

④ 机组容量越大，事故释放能量越多，破坏力越大，后果越严重。因此，应对

已建、在建水电站巨型机组的运行安全性进行复核。 

3. 水轮机复杂流场计算 

使用完整空化模型(Full Cavitation Model)，对混流式水轮机内部三维非定常空化

湍流进行模拟。选择 Realizable k ε− 湍流模型封闭方程，在叶轮叶片、导叶、尾水管

等固体壁面区处采用增强壁面函数法处理。数值模拟结果与模型试验结果的比较验证

了数学模型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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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结果验证的基础上，对蜗壳、固定导叶、活动导叶、转轮、尾水管等位置

的压力脉动进行计算，并利用 FFT 变换对各个计算点的压力信号进行了分析，得出个

点压力脉动的幅值和频率。 

尾水管内的空泡形态变化表明，MGV 对尾水管空化涡带的旋转频率没有明显影

响，但可以通过改变水轮机转轮出口的切向分速度分布，从而改变了空腔涡带的形态

和运动方式。通过改变 MGV 开度的大小，可以有效减小空腔的大小，不同步导叶开

度偏离同步导叶开度越大，效果越明显，在本次研究中，甚至可以达到使空泡完全消

失的效果。转轮内的压力脉动频谱分析结果表明，转轮内同时存在三种频率：①尾水

管压力脉动主频，这是尾水管内的压力脉动向上游传递的结果；②转轮转频与尾水管

内主频之差，这是转频压力脉动重新分配能量的结果；③转频与不同步导叶数的乘积，

这是转轮与不同步导叶间动静干涉的结果，随着不同步程度的增大，该频率的压力脉

动逐步增强。引水部件内存在两种频率：①尾水管压力脉动主频，这同样是尾水管压

力脉动向上游传递的结果；②转轮转频与叶片数的乘积，这是转轮与活动导叶动静干

涉的结果。不同频率的压力脉动幅值与 MGV 开度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甚至两种主

频的变化关系完全相反，MGV 使不同频率的能量重新分配，增加了 MGV 调节减振

的复杂性。 

4. 数值计算格式研究 

提出了数值求解微分方程的新方法--有限近似法，可以在局部单元内给出微分方

程的近似解析解和迭代格式。采用有限近似法分别导出了求解六边形网格内扩散方程

的 7 点迭代格式、曲线网格内扩散方程、对流扩散方程以及二维连续性方程的 5 点迭

代格式，并用解析解进行了分析验证。将有限近似法应用于求解浅水二维非恒定数学

模型，并成功模拟计算了溃坝洪水和实际工程最大可能洪水演进工程。 

5. 污染物混合输移理论研究 

天然河道中污染物纵向离散系数。采用多元回归给出了离散系数与一系列水力参数

之间的关系式，可供同类型河道纵向离散系数选取参考。纵向离散系数是天然河道 1D

水质分析的关键参数，目前一般根据经验公式选取。为了检验常用经验公式的有效性，

收集了美国和英国多条河流的 116 组实测数据，进行了预测值和实测值的对比。首先比

较了各公式对不同深宽比（H/B）河道的适应性，结论是经验公式公式中的 H/B 项可以

有效减小低估纵向离散系数的风险，也就是说经验公式中有必要包括该项。对 116 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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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HU 项相对于 HU*项，与纵向离散系数的线性相关性更高。在

此基础上，一个新的含有 HU 项以及另外两个水力和几何无量纲参数的关系式建立了，

其与试验资料的对比表明，相比于现有公式，该公式具有最高的预报精度。 

 

2.3  学术论文与报告 

2009 年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90 多篇，其中 SCI 收录

36 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简称 CSCD）核心期刊论文 90 多篇。在国内外重要学

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 24 次，见表 2-3。发表论文目录见附件 7.4。为了进一步促进实

验室各研究方向之间的融合，加强固定研究人员之间的内部学术交流，促进实验室的

研究水平不断提升，2009 年度实验室建立了学术报告会制度，学术报告会每两周举行

一次，本年度已举办的学术报告，见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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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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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od hydraulics due 
to landslide dam 
failure 

曹志先 

International Forum 
on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特邀报告 2009.09.22~23 武汉 

2 
Hydrodynamic mod-
elling of urban 
flooding 

曹志先 

Sino-German Work-
shop on Megacities - 
interactions between 
land use and water 

management 

特邀报告 2009.11 广州 

3 
Bed load sediment 
transport by flash 
floods 

曹志先 

Bilateral Workshop 
on Earth Sciences 
between State Key 
Lab of Water Re-

sources and Hydro-
power Engineering 
Science China and 

the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 USA 

特邀报告 2009.09.24 武汉 

4 
变化环境下非一致

性序列的水文频率

计算方法 
谢  平 

2009 水利部水文局

城市水文工作 
座谈会 

特邀报告 2009.11.25~27 北京 

5 
荆江三口分流分沙

序列变异及其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 
谢  平 

高原山地环境变化

与跨境生态安全 
学术研讨会 

特邀报告 2009.11.06~09 昆明 

6 
变化环境下地表水

资源评价方法 谢  平 
全国水文系统水资

源评价与论证技术

培训班 
特邀报告 2009.10.27~30 武汉 

7 流域水文过程模拟 熊立华 
内陆河流域生态-水
文过程集成研究学

术讨论会 
特邀报告 2009.02.10~14 兰州 

8 
南方平原区农业水

循环机理与面源污

染控制研究 
王  康 中国水资源及水质

保护论坛 特邀报告 2009.06 香港 

9 
三峡水库蓄水过程

优化研究 李义天 2009 水资源与可持

续发展高层论坛 特邀报告 2009.09.22~24 武汉 

10 

Nitrogen and phos-
phorous transport in 
farmland irrigated 
with treated sewage 

杨金忠 
2009 水资源与可持

续发展高层论坛 特邀报告 2009.09.22~24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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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报告类型 时  间 地  点 

11 
再生水高效利用与

地下水污染防控技

术研究 
杨金忠 

863 计划地下水污

染控制技术发展 
专题研讨会 

特邀报告 2009.05.19~21 武汉 

12 
农田水利学科发展

战略 
杨金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

利科学与海洋工程学

科发展战略论坛 
特邀报告 2009.07.04~05 香山 

13 
农田水利学科发展

战略 杨金忠 
中国农业水资源支

撑粮食安全前沿 
学术论坛 

特邀报告 2009.11.16 新乡 

14 
渗流模拟的随机理

论 杨金忠 第 6 届全国水利工

程渗流学术研讨会 特邀报告 2009.10.17~19 武汉 

15 
随机响应面法在边

坡可靠度分析中的

应用 
李典庆 

第四届全球华人岩

土工程学术论坛 
特邀报告 2009.08.21. 武汉 

16 

A Neural Network 
Approach for Solv-
ing Linear Bilevel 
Programming Prob-
lem 

胡铁松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URAL 
NETWORKS 
(ISNN 2009) 

大会报告 2009 武汉 

17 
变化环境下基于非

线性趋势分析的干

旱评价方法 
谢  平 

中国水利学会水资

源专业委员会 2009
学术年会 

大会报告 2009.12.04~06 大连 

18 
水稻地区利用湿地

削减农田面源污染

及其试验研究 
王修贵 

第二届海峡两岸 
人工湿地研讨会 

大会报告 2009.05.19 
台湾 
高雄 

19 
土壤氮转化运移模

拟及敏感性分析 
杨金忠 

中国水资源及 
水质保护论坛 

大会报告 2009.06.17~23 香港 

20 
Quqsi-3D water flow 
modeling in unsatu-
rated-saturated soils 

杨金忠 ModelCARE 2009 大会报告 2009.09.21~23 武汉 

21 

Prediction of coupled 
HM effects on the 
Shuibuya CFR dam 
safety due to cracks 
in concrete face slabs 

陈益峰 SINOROCK2009 国

际岩石力学会议 
大会报告 2009.05 香港 

22 

Thermal elastic be-
havior of the hard 
rock pillar in APSE 
experiment 

陈益峰 
第三届

DECOVALEX-2011
国际合作项目研讨会 

大会报告 2009.04 
韩国 
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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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报告类型 时  间 地  点 

23 

A fully coupled 
THM model for sim-
ulating deformable 
porous and jointed 
media with multi-
phase flow and 
thermal transport 

陈益峰 
环境岩土工程国际

学术研讨会 
大会报告 2009.03 武汉 

24 
变化环境下河道污

染物混合输移机理

研究 
槐文信 

中国水资源 

保护论坛 
大会报告 2009.06 香港 

25 
植被水流数学模型

研究进展 
槐文信 

第四届全国水力学

与水信息学大会 
大会报告 2009.10 西安 

26 
水力学教学的一点

体会 
槐文信 

教育部水力学流体

力学教学指导委员

会扩大会议 
大会报告 2009.07 昆明 

27 径向射流研究进展 槐文信 
水动力学基础研究

研讨会 
大会报告 2009.12 上海 

28 
国际水力学大会中

国申报事宜 
槐文信 

国际水利工程研究

协会中国 

执委会会议 
大会报告 2009.05 北京 

29 
可调导叶式轴流泵

水力特性数值模拟 
钱忠东 

第二届水力机械 

及其系统学术会议 
大会报告 2009.10 镇江 

30 
水电工程爆破振动

安全判据及应用中

的几个关键问题 
卢文波 

第十一届全国岩石

动力学学术会议暨

工程安全与防护 

专题研讨会 

大会报告 2009.08  绵阳 

31 

Study on damage ef-
fect induced by dy-
namic unloading of 
in-situ stress during 
drilling and blasting 
excavation 

卢文波 
第三届亚太爆破 

技术会议 
大会报告 2009.07 大连 

32 
灌水效率与化学溶

质迁移的影响 
王  康 

2009 水资源 
与可持续发展高层

论坛 
大会报告 2009.09.22~24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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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2009 年实验室内部学术报告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 名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1  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若干思考 2009.06.11 

2  杨金忠 再生水灌溉条件下的氮磷运移 2009.06.11 

3  杨建东 抽水蓄能发电技术的应用基础研究 2009.06.25 

4  李义天 三峡水库蓄水过程优化研究 2009.06.25 

5  谢  平 变化环境下地表水资源评价方法 2009.10.14 

6  杨建东 俄罗斯萨杨－舒申斯克水电站事故的初步分析 2009.10.14 

7  曹志先 洪水与泥沙动力学研究进展. 2009.10.29 

8  邵东国 水肥资源高效利用的复杂性 2009.10.29 

9  熊立华 流域水文模型不确定性研究 2009.11.19 

10  卢文波 水利水电工程爆破振动控制理论与技术 2009.11.19 

11  张小峰 溃坝洪水计算模拟 2009.12.03 

12  槐文信 生态河道水动力学基础研究 2009.12.03 

13  陈胜宏 计算岩体力学研究进展 2009.12.17 

14  胡铁松 变化环境下的涝渍灾害研究进展 2009.12.17 

 

2.4  出版学术著作 

2.4.1  出版学术著作 

表 2-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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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运动数学模型 杨金忠，蔡树英，王旭升 科学出版社 460 千字 

2  变化环境下地表水资源评

价方法 
谢  平，陈广才，雷红富，

韩淑敏，夏  军，朱  勇 科学出版社 386 千字 

3  多孔介质非均匀流动显色

示踪技术与模拟方法 王  康 科学出版社 289 千字 

4  湖北省平原湖区涝渍灾害

综合治理研究 
王修贵，胡铁松，关洪林，

杜耘 科学出版社 635 千字 

5  大型水电站蜗壳结构设计

理论与工程实践 伍鹤皋，马善定，秦继章 科学出版社 700 千字 

6  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绩效

综合评价理论与实践 
崔远来，张笑天，杨平富，

王建鹏，马智晓 黄河水利出版社 228 千字 

7  不同尺度灌溉水高效利用

理论与技术 李远华，崔远来 
中国水利水电 

出版社 
522 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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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学术著作摘要 

1. 《地下水运动数学模型》 

本书是《水科学数学模型》丛书中的其中一册，主要阐述地下水科学领域的基础

理论和数学模型，以及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全书包括绪论和七章内容。绪论中概述了研究地下水运动数学模型的意义、地下

水理论的历史发展及最新的研究动态；第一章简单介绍了地下水运动基本理论；第二

章给出了常用的河渠影响下地下水运动模型，含水层中的井流模型在第三章中作了介

绍；在第四章中，除了论述地下水数值模拟常用的数值方法和数值模型外，还介绍了

目前国际上较为通用的 MODFLOW 应用软件；非饱和带是地下水与大气连接的通道，

其中的水分运动状况不仅与农田作物生长密切相关，还对地下水的质和量有着直接影

响，第五章对非饱和水分运动模型进行介绍；随着地下水污染的加剧和人们环境问题

的重视，地下水溶质运移理论和计算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书第六章在叙述水动力弥

散和对流-弥散方程后，给出了几种求解对流-弥散方程比较有效的数值方法，简单介

绍了几个求解对流-弥散问题的常用数值模型和应用软件；由于介质渗透特性分布的随

机性，水流在随机介质中运动也将是随机的，在第七章中，首先介绍了介质的随机特

征及其描述方法，对于水分运动问题建立了随机模型，讨论了求解随机微分方程常用

的方法，对于饱和地下水运动问题和饱和-非饱和水分运动问题，详细介绍了蒙特卡罗

模型和基于 Karhunen-Loève 随机展开的随机数值模型，同时讨论了简单实用的时间序

列分析模型。 

2. 《变化环境下地表水资源评价方法》 

本书针对由于气候变化以及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导致的年径流序列非一致性问

题，系统地介绍了作者在变化环境下地表水资源评价方法方面的研究成果，全书由 3

篇共 16 章构成。第一篇基础理论，简要介绍了水文统计、水文时间序列分析、水资

源评价三个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第二篇统计途径，主要介绍了水文变异诊断系统、

适应变化环境的水文频率计算原理、基于趋势分析、跳跃分析和降雨径流关系的地表

水资源评价方法及其在官厅水库以上流域、疏勒河流域和黄壁庄流域的应用；第三篇

成因途径，主要介绍了考虑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集总式流域水文模型、基于

LWHM-LUCC 模型的地表水资源评价方法及其在无定河流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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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可供水文水资源学科、资源科学、地理科学、环境科学的科研人员、大学教

师和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从事水利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和环境工

程的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3. 《多孔介质非均匀流动显色示踪技术与模拟方法》 

本书为作者所主持和主要参加的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计划（973）项目研究成果的系统的总结和提升。 

全书共 6 章，第 1 章系统地总结和回顾了国内外多孔介质中流动示踪技术和非均

匀流动模拟方法，并对显色技术相关理论和非均匀流动问题进行了概述；第 2 章分别

采用基本分形、不完全分形和连续分形理论描述了多孔介质（土壤）的孔隙结构及水

动力参数（水分特征曲线、非饱和水力传导度、扩散系数等）；第 3 章论述了多孔介

质中非均匀流动显（染）色示踪理论与技术、示踪方法、数据提取及分析方法，通过

多组现场（In-situ）试验资料分析了多孔介质中非均匀流动特性；第 4 章根据信息熵

理论、多重分形理论、聚类分析方法及环状直方图分析方法调查了多孔介质中非均匀

流动模式；第 5 章分别采用连续性方法（基于 Richards 方程和对流弥散方程）和离散

方法（随机层叠模型、弥散限制聚合模型等）模拟非均匀流动，并分析了各种方法的

适用性和效果；第 6 章在活动性流场模型本构关系分析的基础上，从模型基本理论、

参数确定方法及模型模拟非均匀流动宏观特性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活动性流场模型。 

本书对于土壤水非均匀流动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意义，可供从事土壤水动力学、

土壤水环境等方面的科研人员及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4.《湖北省平原湖区涝渍灾害综合治理研究》 

湖北省素有“千湖之省”之称，平原湖区是湖北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其治理

是一部充满艰辛和智慧的历史。本书以湖北平原湖区涝渍灾害治理的标准与措施为重

点，按照湖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要求，在系统考察湖北平原

湖区的治理过程，总结国内外平原湖区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湖北平原湖区治理

的战略构思；综合运用水文效应演算、典型模拟和经济、工程、环境、生态、综合评

价等新手段对湖北平原湖区涝渍灾害治理标准与措施的研究成果；评价了水灾害治理

与粮食安全、湿地保护与水灾害治理的关系；分析了闸站老化对涝灾治理的影响；在

剖析平原湖区水灾害治理的管理体制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的构想；最后提出了涝渍灾

害治理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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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水文、水利、水资源、环境、生态、经济、社会和水利史等各类学科人员

的综合研究成果，是湖北平原湖区涝渍灾害治理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可供水利、

农业、环境和资源等领域实际工作者和研究生参考。 

5. 《大型水电站蜗壳结构设计理论与工程实践》 

本书收集了大量资料，对国内外五十多年来水电站蜗壳结构设计理论和工程实践

进行了全面总结与回顾，介绍了水电站蜗壳结构设计理论研究和应用的最新进展。在

此基础上结合国内许多大中型水电站的工程实际，对蜗壳结构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

的研究，包括工程设计、数值计算、模型试验、原型观测分析等。最后，对今后大中

型水电站蜗壳结构型式的选择和改进提出了建议。 

本书内容翔实、资料丰富，对水电站蜗壳结构的设计、技术研究等都有重要参考

价值。 

6. 《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绩效综合评价理论与实践》 

本书阐述了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绩效综合评价的内涵与外延，提出了农民用水户

协会绩效综合评价的构成要素、目的、意义以及原则。确立了农民用水户协会绩效综

合评价的过程、方法及具体内容。提出了一套适用我国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绩效综合

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对各指标的数据获取途径和计算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 

根据评价指标所涉及的具体要素，设计 37 种不同的调查表格，以漳河灌区为背

景，开展数据调查分析，分别运用直观对比分析、灰色关联分析、模糊物元分析和投

影寻踪分类等四种方法对农民用水户协会的现状进行了绩效综合评价，比较了不同方

法的优劣，总结了农民用水户协会在组建及运行管理中的经验和教训。 

7. 《不同尺度灌溉水高效利用理论与技术》 

本书是作者等对所承担的多项有关不同尺度灌溉水高效利用理论与技术方面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研究工作的总结，是国内外第一部论述不同尺度灌溉水高效

利用理论与技术的专著。 

针对不同尺度灌溉水高效利用理论与技术问题，本书作者于 1998～2007 年以位

于长江流域的湖北省漳河灌区及位于黄河流域的河南省柳园口灌区为研究示范区，开

展了大量野外田间试验、样本采集、实验室数据化验分析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室内数

据分析、数值模拟研究以及理论分析和机理探讨，同时对主要研究成果进行大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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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应用，提出了不同尺度灌溉水高效利用的理论及其应用的综合技术。 

本书分节水灌溉的尺度效应、节水灌溉条件下水肥耦合及综合调控、节水灌溉的

社会经济影响分析三部分，共 16 章，主要内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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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尺度之间水分转换规律和节水灌溉的

尺度效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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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灌溉条件下稻田氮肥运移及转化规律，水稻水肥耦合机理及高效利用水肥的

综合调控模式；节水灌溉的投入产出分析，灌区农业政策对节水灌溉的影响分析，灌

区塘堰在节水灌溉中的作用分析，引黄灌区地下水利用经济分析，大型灌区节水改造

投资效益分析，灌区高效用水的综合策略。 

本书可供从事或涉及节水灌溉、灌区水管理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及大专院校师

生参考应用。 

 

2.5  研究成果获奖 

2.5.1  成果获奖情况 

2009 年实验室获国家及省部级以上奖项共计 7 项，见表 2-6 

表 2-6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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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谷边坡稳定性演化机理与

调控方法 高校科技进步一等奖 
(1)  周创兵(1)   陈益峰(4) 

李典庆(6)   陈  明(9) 

2 
高混凝土坝结构安全与优化

理论及工程应用 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常晓林(1)   周  伟(2) 

赖国伟(3)   王均星(7) 

3 
多沙河流洪水演进与冲淤演

变数学模型研究及应用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一等奖 (2)  韦直林(4)   谈广鸣(6) 

4 
大型水泵叶片可调机组内置

式液压调节器研制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一等奖 
(2)  陈  坚(2)   周龙才（4） 

谢  华(10)   宋元胜(11) 

5 
低丘红壤区节水农业综合技

术体系集成与示范 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5) 黄介生(5)   

6 
水布垭高面板堆石坝施工关

键技术研究与实践 中国电力科学技术二等奖 (4) 曹生荣(10)  

7 
高坝工程泄洪消能新技术的

开发与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槐文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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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主要获奖成果简介 

1. 河谷边坡稳定性演化机理与调控方法 

高陡河谷边坡的变形与稳定问题是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亟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经过近二十年的理论和应用研究，系统研究了河谷边坡稳定性演化机理与调控方法，

取得了重要的系列成果。主要创新点在于： 

(1) 提出了河谷边坡“自然-工程”耦合的稳定性演化模式，建立了集自然演化、

工程作用、监测反馈、动态调控、预测预报及风险评估为一体的河谷边坡变形和稳定

性系统分析与调控方法。 

(2) 提出了边坡渗流 Signorini 边界条件及边坡渗控结构渗流模拟的子结构-变分

不等式-自适应（SVA）方法，建立了岩土体非饱和多相流传输与 HM 全耦合模型及数

值分析方法，提出了严格满足六个平衡条件的三维边坡稳定性整体分析法，发展了边

坡应力变形分析的 DDA 方法。 

(3) 建立了基于设计优化、施工和运行控制的河谷边坡稳定性动态调控模式；提

出了考虑爆破损伤、动态卸荷和振动效应的边坡开挖与锚固施工优化程序及爆破开挖

安全控制措施。 

(4) 提出了边坡安全监测模型及基于变形破坏机理的岩体力学参数反演方法；“工

程类比、监测反馈、数值模拟”相结合的边坡稳定性预测预警方法；边坡时变可靠度、

体系可靠度计算方法及动态风险评估方法。 

该研究成果已在三峡、锦屏、向家坝等 20 多个国家重点水利水电工程中得到成

功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 高混凝土坝结构安全与优化理论及工程应用 

随着我国一批大型水电站（如向家坝、小湾、溪洛渡、锦屏一级、构皮滩、金安

桥等）的兴建或将要兴建，高坝大库带来了高坝岩基稳定、大体积混凝土温度控制、

结构体形优化等一系列的复杂技术难题，牵涉到大坝的结构安全和工程投资，具有重

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为此，本项目对高混凝土坝的结构安全与优化理

论及工程应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主要内容： 

(1) 高混凝土坝宏观力学参数研究。高混凝土坝的结构安全与优化理论能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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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有赖于高混凝土坝宏观力学参数确定方法的解决。坝基

岩体是天然材料，其力学性质具有较大的随机性，水工大体积混凝土的热力学参数

也与普通的混凝土有较大的区别，室内试验结果通常不能够直接应用于工程设计，

很多工程数值计算的结果只对设计具有定性层次的参考意义，其主要原因就是源于

参数的不精确性。本项目从空间变异性的随机场角度深入研究了宏观抗参数的理论

计算方法。 

(2) 高混凝土坝坝基岩体计算模型研究。由于高混凝土坝坝基岩体的复杂性，因

此在数值分析时要对岩体力学模型进行合理的简化，同时又要使得简化的模型能够合

理地反映坝基变形和失稳机理。本项目针对高混凝土坝坝基岩体材料本构关系、屈服

准则、计算模型等因素对坝基稳定分析结果的影响，探讨了与非线性有限元方法相匹

配的选取原则。 

(3) 高混凝土坝稳定安全设计分析方法研究。针对现行规范的不足，研究了基于

刚体极限平衡法的重力坝抗滑稳定设计表达式及分项系数和塑性极限设计方法，同时

探讨了基于有限元法的高混凝土坝抗滑稳定的分项系数有限元法。 

(4) 高混凝土坝非线性温控防裂仿真分析方法研究。目前大体积混凝土坝仅限于

弹性徐变温度应力仿真分析，无法精确预测施工过程中坝体的温度应力和进行开裂跟

踪计算。鉴于此，本项目探讨了大体积混凝土非线性徐变模型、考虑龄期效应的大体

积混凝土本构模型和屈服准则，构建了高混凝土坝从施工期至运行期的大型非线性温

控仿真平台。 

(5) 高混凝土坝结构优化分析方法研究。针对基于拱梁分载法和复合形法的拱坝

体形优化方法的不足，研究了基于全有限元法和 SQP 的拱坝多目标体形优化方法；针

对碾压混凝土坝本身的特点，研究了基于不同材料分区造价的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整体

体形优化方法。 

本项目研究成果已经成功应用于龙滩、向家坝、金安桥、小湾、构皮滩、锦屏、

溪洛渡等诸多工程设计中，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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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2009 年， 为实现实验室 2008～2012 年五年研究项目规划与目标，促进研究人员

跨学科开展交叉研究与融合，搭建结构科学合理的学术研究梯队，实验室开展了研究

团队建设。首批团队建设时间为 2010 年～2012 年，每个团队研究经费均在 120 万元

以上。目前，实验室根据五个研究方向和具体的研究内容，并结合本学科领域的实际

需求建立了 11 个研究团队，分别由学术带头人、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担任团队负责

人，团队的各项建设进展良好。 

为加强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实验室制定了《青年教师出国进修与学术交流经费

资助暂行办法》。办法规定 45 岁以下的青年研究人员，须到欧美等科学技术发达国家

的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以及著名的研究机构等进行为期一年以上的学术进修或学术

访问。2009 年，实验室已经资助了一批固定和流动研究人员出国进修或学术访问。 

2009 年，实验室在站博士后 8 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123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310

人；出站博士后 4 人，毕业博士生 38 人，毕业硕士生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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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黄介生 中国水利学会 理  事 

16 谈广鸣 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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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黄介生 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 执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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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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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卢文波 中国工程爆破协会 常务理事 

36 卢文波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理  事 

37 卢文波 湖北省爆破学会 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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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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水专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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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志先 The Open Geography Journal, Bentham Science Publishers, USA 编  委 

23  曹志先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Computational Fluid Mechanics, 
Hong Kong 编  委 

24  熊立华 水资源研究 副主编 

25  槐文信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执行编委 

26  槐文信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执行编委 

27  谢  平 干旱区地理 特约编委 

28  伍鹤皋 三峡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编  委 

29  伍鹤皋 湖北水力发电 编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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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卢文波 爆破 编委会副主任 

32  卢文波 Rock mechanical.&geotechenical engineering 编  委 



                                                       2009 年报 

− 36 − 

3.2  研究团队建设 

3.2.1  团队建设规划 

为实现实验室 2008～2012 年五年研究项目规划与目标，促进研究人员跨学科开

展交叉研究与融合，搭建结构科学合理的学术研究团队梯队，同时经过严格评审，实

验室通过了 11 个研究团队的建设项目。该批团队建设时间为 2009 年～2012 年，其中

2009 年～2011 年各团队获 120 万元以上研究经费支持，基本情况见表 3-3。 

表 3-3    研究团队建设项目（2009～2012）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 要 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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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攀  陈  华  付  湘 

2 WH2009C002 
变化环境下水资源时空分布模拟及

预测 
熊立华 谢  平  胡铁松  张  翔 

3 WH2009C003 
排水农田物质运移理论及应用基础

研究 
王修贵 王  康  黄介生  杨金忠 

4 WH2009C004 水肥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邵东国 
茆  智  邵东国  崔远来  

伍靖伟 

5 WH2009C005 非恒定流输沙动力学 曹志先 陈  立  余明辉  张小峰 

6 WH2009C006 
水利工程作用下河流调整机理及模

拟方法研究 
夏军强 

李义天  谈广鸣  邓金运 

孙昭华 

7 WH2009C007 
水电工程岩体开挖、锚固设计理论

及施工技术 
卢文波 陈胜宏  汪卫明 

8 WH2009C008 
高坝结构安全与优化理论及施工仿

真 
常晓林 胡志根  伍鹤皋  周  伟 

9 WH2009C009 
水电工程高边坡稳定性演化与风险

调控理论 
李典庆 周创兵  陈益峰 

10 WH2009C010 
复杂边界耦合作用下水流数值模拟

理论及方法研究 
槐文信 钱忠东  曾玉红 

11 WH2009C011 
水泵水轮机全特性及抽水蓄能电站

过渡过程的研究 
赖  旭 杨建东  程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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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团队分工与目标 

1. 研究团队一 

团队项目分工： 

序号 姓  名 性别 学位 出生年月 职称 项目分工 

1 郭生练 男 博士 1957.07 教  授 总体负责 

2 刘  攀 男 博士 1978.08 副教授 模型研制 

3 陈  华 男 博士 1977.04 副教授 系统开发 

4 付  湘 女 博士 1971.04 副教授 模型研制 

5 陈森林 男 博士 1963.02 教  授 系统开发 

6 高仕春 女 博士 1964.09 副教授 模型研制 

7 董前进 男 博士 1979.08 讲  师 数据整理 

8 艾学山 男 博士 1975.04 讲  师 数据整理 

9 许崇育 男 博士 1961.03 教  授 模型研制 

10 章四龙 男 博士 1967.05 教  高 模型研制 

11 郭海晋 男 学士 1962.06 教  高 模型研制 

12 陈桂亚 男 硕士 1968.07 教  高 模型研制 

团队建设目标：申报一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争取聘任一位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完成 30 篇以上三大检索论文，申报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项；申请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并组织成果鉴定；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 

2. 研究团队二 

团队项目分工： 

序号 姓  名 性别 学位 出生年月 职称 项目分工 

1 熊立华 男 博士 1972.10 教  授 负责人 

2 谢  平 男 博士 1963.10 教  授 环境变化分析 

3 张  翔 男 博士 1969.02 教  授 水资源响应分析 

4 胡铁松 男 博士 1964.10 教  授 农业水文 

5 张利平 男 博士 1971.12 副教授 气候变化 

6 林  琳 女 博士 1981.10 副研究员 小流域水文 

团队建设目标：申报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1 项；参加申报国家三大奖 1 项；参加国

内外重要学术会议 10 人/次；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 20 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被

SCI 文章收入 5 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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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团队三 

团队项目分工： 

序号 姓  名 性别 学位 出生年月 职称 项目分工 

1  王修贵 男 博士 1962.03 教  授 负责人，排水指标与标准 

2  杨金忠 男 博士 1952.12 教  授 土壤水、地下水、溶质运移理论 

3  黄介生 男 博士 1962.09 教  授 控制排水理论与技术 

4  王  康 男 博士 1975.01 副教授 农田物质示踪技术解析 

5  刘川顺 男 博士 1963.02 教  授 生物排水理论与技术 

6  洪  林 男 博士 1963.01 教  授 农业面源污染 

7  黄  爽 女 博士 1972.05 讲  师 农田重金属污染控制 

8  谢  华 男 博士 1975.09 讲  师 洪涝渍标准藕合理论与技术 

9  史良胜 男 博士 1982.03 讲  师 农田排水非确定性理论与技术 

10  王晓红 女 博士 1974.11 讲  师 排水对作物的生长影响 

团队建设目标：申报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2~4 项，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 1 项，申请

国家优秀博士论文 1 篇，引进长江学者 1 名，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 973 课题（含

子课题）6~8 项，出版专著 6~8 部，发表 SCI 论文 10~15 篇，培养 1~2 名 40 岁以下

的青年教师成为国内知名学者，培养研究生 40~60 人。 

4. 研究团队四 

团队项目分工： 

序号 姓  名 性别 学位 出生年月 职称 项目分工 

1 邵东国 男 博士 1964.11 教  授 负责人 

2 茆  智 男 本科 1933.05 教  授 带头人 

3 崔远来 男 博士 1966.06 教  授 水肥耦合 

4 伍靖伟 男 博士 1975.09 副教授 水肥运移 

5 罗金耀 男 博士 1957.03 教  授 设施农业 

6 董  斌 男 博士 1969.02 副教授 湿地修复 

7 罗  强 男 博士 1969.08 副教授 数学模型 

8 邱元锋 男 博士 1975.06 讲  师 劣质水利用 

9 李小平 男 博士 1975.10 讲  师 节水技术 

10 管光华 男 博士 1979.07 讲  师 量水技术 

11 顾文权 男 博士 1981.12 讲  师 水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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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建设目标：出版相关专著 2～3 部，发表 SCI 收录论文 5～10 篇；获取相关

专利 2～3 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1～2 项；争取国家三大科技奖 1 项；争

取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1 项；争取建成灌区水资源可持续高效利用野外试验基地 1 个。 

5．研究团队五 

团队项目分工：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位 出生年月 职称 项目分工 

1 曹志先 男 博士 1963.10 教授 全面负责 

2 陈  立 男 博士 1966.01 教授 实验研究 

3 余明辉 女 博士 1969.11 教授 数值模拟 

4 张小峰 男 博士 1962.09 教授 基础理论 

5 梁秋华 男 博士 1974.10 讲师 数值计算技术 

团队建设目标：2012 年末，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5 篇（2009~2012

年，每年发表 3-5 篇）；2012 年末或者下一个五年内（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期），有研

究成果在 Nature 或 Science 上发表，有 1 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6. 研究团队六 

团队项目分工： 

序号 姓  名 性别 学位 出生年月 职称 项目分工 

1 夏军强 男 博士 1974.02 教  授 分析及计算 

2 李义天 男 博士 1957.08 教  授 总体指导 

3 谈广鸣 男 博士 1958.05 教  授 总体指导 

4 邓金运 男 博士 1975.09 副教授 分析及计算 

5 孙昭华 男 博士 1976.10 副教授 分析及计算 

6 张  为 男 博士 1979.06 讲  师 机理分析 

7 舒彩文 男 博士 1980.06 讲  师 机理分析 

团队建设目标：2009 年~2012 年，发表 SCI 论文 5~10 篇；申请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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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团队七 

团队项目分工： 

序号 姓  名 性别 学位 出生年月 职称 项目分工 

1 卢文波 男 博士 1968.08 教  授 团队负责人 

2 陈胜宏 男 博士 1957.09 教  授 技术负责人 

3 汪卫明 男 博士 1975.10 副教授 仿真分析 

4 何  真 女 博士 1962.06 教  授 结构长期强度 

5 舒大强 男 硕士 1962.07 教  授 爆破开挖 

6 傅少君 男 博士 1969.05 副教授 锚固技术 

7 陈  明 男 博士 1977.02 讲  师 瞬态卸荷 

团队建设目标：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及会议上发表论文 20～30 篇，其中 SCI 检索 8

篇；完成专著二部，申请专利 2 项，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或国家自然科学杰

出人才基金一项。培养博士生 10 名，硕士生 20 名。 

8. 研究团队八 

团队项目分工： 

序号 姓  名 性别 学位 出生年月 职  称 项目分工 

1 常晓林 男 博士 1963.04 教  授 全面负责 

2 胡志根 男 博士 1964.04 教  授 试验研究、组织协调 

3 伍鹤皋 男 博士 1964.11 教  授 理论研究、组织协调 

4 周  伟 男 博士 1975.11 副教授 理论研究、数值模型 

5 赖国伟 男 博士 1962.02 教  授 理论研究 

6 刘  全 男 博士 1976.08 讲  师 试验研究、数值模型 

7 苏  凯 男 博士 1977.11 讲  师 数值模型分析 

8 刘数华 男 博士 1978.11 副教授 试验研究、数值模型 

9 刘杏红 女 博士 1979.12 讲  师 数值模型分析 

10 楚锡华 男 博士 1977.09 讲  师 数值模型分析 

团队建设目标：2009 年度：发表 SCI 论文 12-15 篇，专著 5~8 本；申报省部级

一等奖 1 项，申报国家奖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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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研究团队九 

团队项目分工： 

序号 姓  名 性别 学位 出生年月 职称 项目分工 

1 李典庆 男 博士 1975.02 教  授 总负责 

2 周创兵 男 博士 1962.11 教  授 技术总顾问 

3 陈益峰 男 博士 1974.05 副教授 多场耦合分析 

4 姜清辉 男 博士 1972.10 教  授 不连续变形分析 

5 肖  明 男 博士 1955.10 教  授 围岩稳定分析 

6 荣  冠 男 博士 1971.08 副教授 渗流分析 

7 陈俊涛 男 博士 1979.02 讲  师 围岩稳定分析 

8 邵建富 男 博士 1958.08 讲  师 渗流分析 

9 井兰如 男 博士 1953.06 讲  师 边坡稳定分析 

10 张利民 男 博士 1965.06 讲  师 边坡风险分析 

团队建设目标：发表学术论文 80 篇以上，其中 SCI、EI、ISTP 收录论文 40 篇以

上；申请专利或软件著作权登记 3～6 项；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出版学术

专著 3 部；新增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 个；主持获得国家三大奖 1 项；获批国家“973”

项目 1 项；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共 20～30 名。 

10. 研究团队十 

团队项目分工： 

序号 姓  名 性别 学位 出生年月 职称 项目分工 

1 槐文信 男 博士 1963.06 教授 项目负责 

2 钱忠东 男 博士 1976.12 副教授 数值计算 

3 曾玉红 女 博士 1976.10 副教授 数值分析 

4 杨中华 男 博士 1977.02 副教授 试验研究 

5 赵明登 男 博士 1963.04 副教授 试验研究 

6 陈大宏 男 博士 1962.03 副教授 数值分析 

7 李  丹 男 博士 1982.09 讲师 试验研究 

团队建设目标：发表论文 40~50 篇，其中《SCI》收录 18 篇，《EI》收录 8 篇；

申请专利 1 项；申报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项；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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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团队十一 

团队项目分工： 

序号 姓  名 性别 学位 出生年月 职称 项目分工 

1 赖  旭 男 博士 1966.04 教授 全面负责 

2 杨建东 男 博士 1956.12 教授 理论分析 

3 程永光 男 博士 1968.09 教授 数值计算 

4 李进平 男 博士 1974.05 讲师 模型试验 

5 纪兴英 男 博士 1975.11 高级工程师 数值计算 

团队建设目标：出版专著 1 部，发表 SCI、EI 研究论文 18~23 篇，2009 年 3~5 篇，

2010 年 4~6 篇，2011 年 5~6 篇，2012 年 5~6 篇；对研究成果进行鉴定，争取一项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3.3  人才建设 

表 3-4   200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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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攀 2009.08~2010.08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厄本那-香槟分校 
进修与 

合作研究 
水库优化调度中的不确定

性研究 

2 程永光 2009.08~2010.01 
美国爱荷华大学水

力研究所 
高级访问

学者 
计算流体力学及相关应用

研究 

2009 年，陈益峰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A 类）；实验室流动研

究人员夏军强、梁秋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B 类）。 

3.4  流动人员聘任 

2009 年 5 月，台湾逢甲大学许盈松教授受聘为武汉大学兼职教授。许盈松教授长

期从事水利工程与资源保育学专业的研究，许盈松教授于 2007 年 7 月带领台湾逢甲

大学师生 15 人来我室进行了为期 15 天的学术交流，与实验室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

研究关系。 

2009 年 6 月，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的 Dave Chan 教授受聘为武汉大学客座教



                                                       2009 年报 

− 43 − 

授，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杨金忠教授主持了授聘仪式，武汉大学校长助理、实验室主

任谈广鸣教授出席并颁发聘书，常晓林教授等参加了授聘仪式。 

2009 年 7 月 3 日，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工学院工程管理系主任史精生教授受聘为实验室教授。聘任仪式由屈文谦书记主

持，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为史精生教授颁发了聘书，出席聘任仪式的还有国家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吴运卿博士、水电系主任胡志根教授、伍鹤皋教授等领导和教师代

表。受聘仪式后史精生教授作了题为“New Research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mportant National Infrastructural Systems”的学术报告。史精生教授此次是应伍鹤皋

教授邀请访问实验室。 

2009 年 8 月 19 日，英国 Newcastle 大学梁秋华博士受聘为水资源与水电工程

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聘任仪式由屈文谦书记主持，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为

梁秋华博士颁发了聘书。 

2009 年 9 月 24 日，美国科学院院士、劳伦斯国家实验室 Earth Sciences Division， 

Director of LBNL/UCB Center for Isotope Geochemistry  Donald J.DePaolo 教授受聘

为武汉大学名誉教授，周创兵副校长出席了受聘仪式，并代表学校颁发了聘书。 

2009 年 9 月 24 日，美国劳伦斯国家实验室 Earth Sciences Division，

Hydrogeology Department Head 刘会海教授受聘为武汉大学客座教授，周创兵副校

长出席了受聘仪式。 

2009 年 10 月 17 日，鸡西市长助理，鸡西大学副校长李俊平教授受聘为实验

室教授，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为李俊平教授颁发了聘书，实验室研究人员、武汉

大学副校长周创兵教授出席了受聘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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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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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盈松 台湾逢甲大学 
水利工程与

资源保育学 
兼职教授 2009.05~2012.05 2009036 陈  立 

Dave Chan 
University of Al-
berta，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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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精生 

Department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Ne-
braska-Lincoln 

施工管理 教  授 2009.07~2012.07 2009038 伍鹤皋 

钮新强 
长江勘测设计 

研究院 
水利工程 教  授 2009.02~2012.02 2009039 谈广鸣 

梁秋华 
英国 Newcastle 

大学 
水力学 教  授 2009.08~2012.08 2009040 曹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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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ald 
J.DePaolo 

Earth Sciences 
Division, 

LBNLDirector of 
LBNL/UCB Cen-

ter for Isotope 
Geochemistry 

岩土工程 名誉教授 2009.09~2012.09  周创兵 

刘会海 

Hydrogeology 
Department Head, 

Earth Sciences 
Division, LBNL 

岩土工程 客座教授 2009.09~2012.09  周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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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国光 新加坡国立大学 岩土工程 客座教授 2009.11~2012.11  李典庆 

周建平 
中国水电工程 

顾问集团公司   
水工结构 兼职教授 2009.11~2012.11 2009039 谈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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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博士后工作 

表 3-6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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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树青 2006.02 2009.01 杨金忠 咸水利用与土壤盐碱化研究 

谢鸿宇 2006.07 2009.01 郭生练 数字流域中多种数据融合和数据挖掘模型研究 

冯学敏 2006.10 2009.10. 陈胜宏 
高拱坝泄洪雾化及其影响区边坡岩体渗流及稳

定性研究 

蒋中明 2007.04  陈胜宏 复杂地下洞室群围岩稳定及施工关键技术研究 

唐天国 2008.12  陈胜宏 大体积砼温度场仿真及反演分析研究 

王孔伟 2008.09  周创兵 三峡库区水-岩作用微观机理 

张  为 2008.11  李义天 梯级水库泥沙淤积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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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研究生培养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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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人，博士

研究生 123 人；在读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并做会议报告的达 79 余人次，参加

学术会议情况见附件 7.7。新招收博士研究生 38 人，新招收硕士研究生 135 人；毕业

博士研究生 38 人，毕业硕士研究生 110 人。 

3.7  留学生 

表 3-7    2009 年在读留学生情况一览表 

姓  名 攻读学位 国籍 所学专业 入学时间 指导教师 

吴明海 博士 越南 水利水电工程 2006.09 梅亚东 

阿  兹 硕士 坦桑尼亚 水利水电工程 2007.09 
陈胜宏 

伍鹤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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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术交流与开放合作 

4.1  学术交流 

2009 年，实验室利用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的公共研究平台，积极开展了多项国

内外高水平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提高了实验室的研究水平，扩大了实验室在国内

外的学术影响，促使实验室向国际学术界迈进了一大步。 

2009 年，一批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先后访问实验室，对实验室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成

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表示要加强与实验室的联系和交流，并希望将来能开展广泛的合

作。美国科学院院士、劳伦斯国家实验室 Donald J. Depaolo 教授，澳大利亚技术科学

与工程院院士、莫纳西大学 Michael Manton 教授，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卡迪夫大学

水环境研究中心 Roger A. Falconer 教授，国际水工程与研究协会（IAHR）主席

NobuyukiTamai 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Wayne Skaggs 教授，

美国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Tom Dunne 教授，国际灌排委员会（ICID）

秘书长 MGopalakrishnan，美国克拉克森大学河渠冰水力学问题研究专家 Hungtao Shen

教授，英国皇家工程院 P. E. O’Connell 院士等一批国际著名专家学者先后访问实验室，

并作学术报告。 

同时，实验室一批知名学者到国外及港台地区作学术交流访问。李义天教授等受

邀到台湾地区讲学、杨金忠教授等受邀到香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陈胜宏教授受邀到

法国等讲学、曹志先教授受邀到英国牛津大学等作学术报告。研究人员学术出访，扩

大了实验室知名度，也反映了实验室这一研究领域的前沿性。2009 年实验室与美国劳

伦斯国家实验室举行了双边学术会议，会上 Donald J. Depaolo 院士和周创兵副校长分

别代表两个实验室就双方长期合作与交流事宜进行了洽谈，并初步达成了合作建立

“多相流联合研究中心”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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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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m failure database 
and analysis of dam 
breaching parameters 

张利民 博士 
香港科技大学

（HKUST） 
土木工程系 

2009.01.04. 李典庆 

2 
verset Grid Methods and 
apllications in Environ-
mental Flows 

汤寒松 博士 纽约城市大学 2009.01.04. 槐文信 

3 
从工程师到工程管理专

家 
Kwai-Sang 

CHIN 
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 2009.03.02. 王先甲 

4 
浅水流动的高性能数值

计算理论与应用 Liang Qiuhua 博士 英国 
Newcastle 大学 2009.03.20. 曹志先 

5 

Wate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Japan 
and Decentralized 
Johkasou Systems 

徐开钦 教授 日本国立环境 
研究所 2009.03.23. 王先甲 

6 日本的生态水环境 樱井雄二 教授 日本爱媛大学 2009.04.01. 黄介生 

7 
微重力气液两相流动与

传热研究 
赵建福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力学研究所 2009.04.15. 槐文信 

8 
蓄能运行有利于节能减

排和可持续发展 
曹楚生 院士 天津大学 2009.04.17. 谈广鸣 

9 
Fluid flow and particle 
transport in rock frac-
tures with shear 

井兰如 教授 瑞典皇家工学院 2009.04.27. 陈益峰 

10 
日本的水资源及其研究

现状 高濑惠次 教授 日本爱媛大学 2009.05.11. 黄介生 

11 

Subsurface Reactive 
Transport Modeling: 
From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o Energy De-
velopment 

徐天福 研究员 美国伯克利 
国家实验室 2009.05.15. 杨金忠 

12 Modeling the Moving 
Ground 

Dave Chan 教授 University of Al-
berta  Canada 

2009.06.09. 常晓林 

13 

New Research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mportant National In-
frastructural Systems 

史精生 教授 

Department of Con-
struction Manage-
ment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2009.07.03. 伍鹤皋 

14 
（1）水文模拟中不确定

性问题的研究进展 
（2）SCI 论文写作技巧 

许崇育 教授 
挪威奥斯陆大学 
地球科学系 2009.07.14. 郭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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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职  称 报告人单位 报告时间 
邀请人/ 

接待人 

15 干旱预报与水资源调度 姚华明 教授 美国乔治亚 
水资源研究所 2009.08.27. 李  兰 

16 

Multi-disciplinary and 
Systematic Approaches 
in Environmental Hy-
draulics Research 

陈道毅 教授 英国利物浦大学 
工程学院 2009.09.04. 曾玉红 

17 
基于 GIS/RS 的区域潜

水蒸发量计算 罗玉峰 副教授 河海大学 2009.09.22. 崔远来 

18 

地球科学中的数据同化

方法：以地下水文和流

域水文模拟为例 （Data 
assimilation methods in 
the earth science: appli-
cations in modeling the 
groundwater hydrology 
and the watershed hy-
drology） 

谢先红 博士 北京大学 2009.09.22. 崔远来 

19 河渠冰水力学问题研究 Hungtao Shen 教授 美国 
克拉克森大学 2009.09.25. 王长德 

20 
水资源领域有关问题研

究 
Cecilia  

Tortajada 
教授 

国际水资源协会 
主席 2009.09.27. 谈广鸣 

21 
未来亚洲水资源开发展

望 Asit K.Biswas 院士 第三世界水管理 
中心 2009.09.27. 谈广鸣 

22 气候变化与水资源开发 
Alexander 

Kislov 
院士 

莫斯科国立大学、

俄罗斯科学院 
2009.09.28. 谈广鸣 

23 

Liquefaction simulation 
of saturated sand and 
single pile behavior in 
liquefiable soil 

程  昭 博士 
美国加州大学

Davis 分校土木与

环境工程系 
2009.10.09. 汪卫明 

24 
气候变化对水循环影响

研究进展 郝振纯 教授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

源与水利工程科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2009.10.22. 谢  平 

25 
水利工程措施对下游水

文径流变化影响评价 杨  涛 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

与资源管理学系 2009.10.22. 谢  平 

26 
我国水电开发的问题与

前景 周建平 
教授级 
高工 

中国水利工程顾问

集团公司 2009.10.17. 常晓林 

27 
Towards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Earth Sys-
tems Engineering 

P. E. 
O’Connell 

院士 英国皇家工程院 2009.10.22. 熊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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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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基于环境同位素的不同

尺度水循环机理研究 宋献方 教授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2009.10.22. 张  翔 

29 

Irrigation Water Man-
agement in Changing 
Climate in Murray Dar-
ling Basin of Austral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Mohsin  
Haffeez 

教授 
澳大利亚 Charles 

Sturt 大学 2009.10.27. 董  斌 

30 

Sustainability and Aus-
tralian building codes 
（澳大利亚建设行业规

章制度与可持续发展的

关系） 

George  
Zillante 

副教授 南澳大利亚大学 2009.10.31. 胡志根 

31 

The Implication of In-
ternational case law for 
tendering contract’ upon 
the integrity of Public 
Tendering system 

Yuen Fat Ma 博士 南澳大利亚大学 2009.10.31. 胡志根 

32 

Policy and Trends of 
Wate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Japan 
(日本的水环境管理政

策动向) 

徐开钦 教授 
日本国立环境 

研究所 2009.11.03. 王先甲 

33 

Numerical modeling of 
coupled THM processes 
in rock salt and buffer 
materials for nuclear 
waste repositories 

井兰如 博士 瑞典皇家工学院 2009.11.25. 周创兵 

34 

Some probabilistic con-
siderations on unsatu-
rated seepage and slope 
stability under rainfall 
infiltration 

方国光 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09.12.02. 李典庆 

35 

Damage and durability 
problems of concrete due 
to diffusion processes 
(such as drying shrink-
age, fire damage, and 
chloride-induced corro-
sion) 

Yunping Xi 教授 

Department of Civil, 
Environmental and 
Architectural Engi-
neering, University 

of Colorado 

2009.12.22. 何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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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学术会议 

4.2.1  举办学术会议 

表 4-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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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水资源与可持

续发展高层论坛 

中国工程院 

水利部 
顾海良 

300 
余人 

2009. 
09.23~24 

武汉 全球性 承办  

2 
第 6 届全国水利工程 
渗流学术研讨会 

中国水利

学会 
汪在芹  

90 
余人 

2009. 
10.17~19 

武汉 全国性 协办 

 

4.2.2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 

时    间：2009 年 9 月 23～24 日 

地    点：武汉 

会议主席：顾海良  教授 

会议概况：由中国工程院和水利部联合主办的“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高

层论坛”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至 24 日在武汉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武汉大学、中

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中国水利学会、长江水利委员会共同承办，

国际水资源协会 (IWRA)、国际灌排委员会（ ICID）、国际水利工程与研究协会

（IAHR）、国际水管理研究院（IWMI）、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水力发电工程

学会以及中国欧盟流域管理项目等组织和机构协办。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澳

大利亚、欧盟、印度以及中国等十多个国家的会议代表 300 余人出席了会议，其中

包括 15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 8 名国外院士。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正英出席论坛，水利部部长陈雷出席并致辞，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出席论坛，湖

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水利部原副部长、中国水利学会理事长敬正书，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蔡其华

和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国际灌排委员会（ICID）、国际水利工程与研究协会

（IAHR）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分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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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是在我国经历了 30 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召开的。30 年来，我国社会经济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取得了飞跃发展。但高速发展的同时，

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水资源短

缺、水环境恶化与水资源需求不断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持续增长的人口

对粮食需求的压力，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土地资源的减少和对农业用水的挤占，迫

使我们必须用有限的水土资源生产更多的粮食。如何科学合理地开发和保护有限的水

资源，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进而支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广大

水利科技工作者和政府决策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曾经经历的

或即将面临的或正面临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本次会议对于探讨这些问题，促进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会议邀请了包括 8 位国外院士和 15 名国内院士在内的国内外顶级专家参加会议，

这些专家在水资源学科领域都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研究经验，了解相关学科

领域的前沿动态，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本次会议，国内外学者对相

关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将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

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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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领导讲话 

1．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欢迎辞 

 

“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欢迎辞 

武汉大学校长 顾海良 

2009 年 9 月 23 日 

 

尊敬的钱正英主席、陈雷部长、杨松书记、沈国舫院长、敬正书会长、郭生练副省长、

蔡其华主任， 

国际水利工程与研究协会（Nobuyaki Tamai）玉井信行主席， 

国际水资源协会 Cecilia Tortajada（谢西利娅）主席， 

国际灌排委员会 Gopalakrishnan（郭帕拉克里希南）秘书长， 

各位来宾、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 60 华诞的时刻，“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

坛”今天在武汉隆重开幕。我代表武汉大学全体师生向莅临本次会议的各位领导、来

宾和全体代表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武汉大学能够作为本次会议的主要承办单位，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这是中国工

程院和水利部对我们的信任。武汉大学是我国培养水利人才的主要高校之一，新中国

成立以来，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高层次的优秀水利人才，为推动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

和水利科技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是国内水利类院校中专

业齐全、基础雄厚、综合实力较强的学院。学院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积极承担国家科

技项目，特别是坚持参与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等重大项目

的建设与相关课题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先后承担了国家 973 项目、863 项目、国家

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各类国家项目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教育部、水利部、工程院、科技部、湖北省政府以及各相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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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今天到会的各位代表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借此机会，我代表武汉大学向各位

领导、来宾和全体代表并通过你们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武汉大学的社会各界表示衷

心的感谢。 

这次高层论坛，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国际水资源协会、国际水利工程与研究协会、

国际灌排委员会、国际水管理研究院、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欧盟流域管理项目

等国际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共同承办。论坛举办期间，我们还将与俄亥俄州立大学召

开新能源和新材料双边研讨会，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将和美国劳伦

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举行双边学术会议，这是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通过这次论坛，

我们不仅可以学习和了解国外在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先进经验，而且可以促进

我校国际交流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提升我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从而推动武

汉大学各项工作的全面进步。 

水资源是一种重要的基础性资源，涉及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建国 60 年来，我

国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由于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水资源短缺的矛盾

越来越突出，水环境的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如何协调人与水的矛盾，保证水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这次论坛云集

了国内外水资源领域的众多高水平专家学者，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相信，

通过这次论坛的交流，一定会对这一课题的解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们将以这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发挥我校水利学科的优势，加强同包括在座的

各位代表在内的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乃至世界水利科技的发展，为实现

人水和谐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我们的努力。 

预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 

祝各位领导、来宾和全体代表会议期间健康、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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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Speech o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International 

Forum of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9 

Gu Hailiang 

President of Wuhan University 

September 23rd , 2009 

 

Honorable President Qian Zhengying, Minister Chen Lei, Secretary Yang Song, Dean Shen 

Guofang, President Jing Zhengshu, vice Governor Guo Shenglian, and Director Cai Qihua, 

President Nobuyaki Tamai from IAHR,  

President Cecilia Tortajada from IWRA,  

Secretary General Gopalakrishnan from ICID,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At the moment that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coming, “2009 

International Forum on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opening in Wu-

han. On behalf of all the faculties and students of Wuhan University,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warmest welcome to all the leaders present here.  

 

It is the great honor and pride for Wuhan University to be the major sponsor of this forum, 

which represents the trust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Ministry of Water Re-

sources. Wuhan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to cultivate talents 

specializing in water hydraulic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uhan 

University has nurtured many talents on water hydraulics who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water hydraulics and the progress of water hydraul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olleg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in Wuhan University is 

among one of those domestic colleges with complete majors, profound bases and compre-

hensive strength. This college highly emphasizes cultivating talents, and positively under-

takes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s, major construction works, such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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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Gorges Project, the project of the South to the North water diversion, the project of 

large and medium irrigation areas, and the relevant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it has under-

taken various kinds of research work such as National 973 Project, 863 Project, National 

Support Plan and key projects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with excellent 

achievements. All these achievements are indebted to the great support from Ministry of 

Education,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Academy of Engineering,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ment of Hubei Province, the related enterprises and all the participants 

present here. On behalf of Wuhan University,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tend 

our sincere thanks to the leaders, guests, all the participants present here as well as all the 

fields in the society by way of your conveyance. 

 

In this international forum, we are fortunate to sponsor jointly with International Associa-

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ater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Irrigation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in America and China-EU River Basin Management Project. 

During this forum, we are going to hold a bilateral seminar on new energy and new material 

with Ohio University. The national key laboratories on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

gineering will hold a bilateral academic meeting with American key laboratory of Lawrence 

Berkeley. It is really a rare opportunity for exchange. Through this forum, we can not only 

get to know and learn the advanced experiences on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abroad, but also promote our own work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with a view to 

further enhancing our ability to conduct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nd facili-

tating a comprehensive progress of all the works in Wuhan University. 

 

Water is an important and fundamental resource, involving many socio-economic aspec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hi-

na's water resources have made rapid progress, as well as great achievements on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However, due to the rapi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

cially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

cy, water shortage has become more salient, water pollution more serious. How to reconc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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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water and how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use of 

water and socio-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ve become important issues we have 

to confront. This forum has gathered a number of high-level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water resources at home and abroad,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I believe that our exchange in this forum is bound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

moting the solution of this project. 

 

We will take this forum as an opportunity to further give a full play of the advantages of our 

university’s hydraulic subjects, strengthen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with all the people 

from the same occup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ncluding all of you participating. Let’s 

make our concerted effor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ydraul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the world at large, for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water resources 

and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Wish this forum a success!  

 

Wish all the officials, guests and delegates a healthy and happy stay during th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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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欢迎辞 

 

“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开幕式欢迎辞 

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 杨 松 

2009 年 9 月 23 日 

 

尊敬的钱正英主席、陈雷部长，尊敬的 Cecilia Tortajada（谢西利娅）主席、Nobuyuki 

Tamai（玉井信行）主席，女士们、先生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庆典、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来临之际，在湖

北武汉举办“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我谨代表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对论坛

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表示诚挚的欢迎。 

湖北是一个水资源相对丰富的省份，世界第三大河流长江穿境而过，造就了迄今

为止世界最大的水电工程—三峡工程；这里湖泊星罗棋布，孕育了美丽富饶的江汉平

原，被称为“千湖之省”。水利在湖北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水利工作，始终把水利放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建国 60 年来，在中

央政府的领导下，在水利部的指导下，我们在洪涝灾害的防治、水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灌区的建设与管理、农村饮水安全、农村中小水电开发、水利信息化建设等各项工作

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湖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常说，湖北“优于水，也忧于水”。由于河湖众多，降雨分布不均，湖北一

直受到洪涝灾害的困扰，尽管建国以来我们兴建了众多的堤防、水库，兴建了三峡大

坝，但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待时日，尤其是中小河流的防洪问题和涝灾的问题仍

然比较严峻，关系到江汉平原粮食生产的四湖流域治理还需要加快步伐。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的实施将大大缓解我国北方地区的缺水矛盾，湖北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

汉江中下游地区的配套建设还需要加大力度。还有近千万的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尚未解决，这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民生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加快建设步伐。另

一方面，随着 30 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省的水污染问题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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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日益突显，汉江的水华、东湖等众多湖泊的蓝藻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这些问

题都是影响甚至制约今后湖北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当前，中央加快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国家批准了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湖北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如何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节约资源，提高效率，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需要我们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探索适合我省特点的发展模式。这次水资源与可

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希望各位专家不吝赐教，为我省的水资源开发

与保护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问诊把脉，多提宝贵意见。 

我们将继续努力，充分吸收各方面的智慧，加大对水利的投入和对水环境的保护，

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以此推动湖北的两型社会建设。 

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祝各位来宾在湖北期间心情愉快！欢迎大家到三峡和湖北各地考察指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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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Speech o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International 

Forum of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9 

Yang Song 

Deputy Secretary of Hu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ptember 23rd , 2009 

 

Honorable president Qian Zhengying, Minister Chen Lei from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honorable president Cecilia Tortajada, president Nobuyuki Tamai,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Chinese tradi-

tional festival Mid-Autumn Day approaching, “International Forum of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officially held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On behalf of CPC 

Hubei Committee and Hubei Provincial Government,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warm con-

gratulation to the forum as well as sincere welcome to all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friends presenting here. 

 

Hubei province enjoys abundant water resources, with the third largest river—Yangtze 

River running across it.  On the river locates the largest hydropower project—Three 

Gorges Project.  There are thousands of lakes interspersed on the beautiful and prosperous 

Jianghan Plain, making Hubei “a province with thousands of lakes”.  Water conservancy 

plays a vital part in Hubei.  CPC Hubei Committee and Hubei provincial government at-

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water conservancy, placing it at the prominent position of the eco-

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our province.  During the past 60 years since the estab-

lishment of P. R.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entral government and guided by the Min-

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we have achieved a lot in prevention of flood,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ncy of water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area, water se-

curity, medium and small sized hydropower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 informationaliz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work, etc., contributing a lot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u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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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 as well as the stability and harmony of the society. 

It is said that “water is both the advantage and concern” of Hubei province.  Due to the 

abundant lakes and rivers as well as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perception, Hubei has al-

ways been troubled by the flood disasters.  Although we have constructed several levees, 

reservoirs as well as Three Gorges Dam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our country,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solve the problem.  In particular, the flood prevention in the 

small and medium sized rivers and flood disasters remain as a severe problem, the catch-

men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n the four-lake area still need to be accelerated, as it closely 

related with food production on the Jianghan Plain.  Hubei ha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whose implementation will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the water shortage in North China.  However, we have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supporting work at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Hanjiang River.  The water 

security problem, which concerns millions of farmers, has not been fully settled.  We have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as 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concerning people’s livelihood as 

well as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our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as a result of opening up and reform, the water pollu-

tion becomes a severe problem in our province.  Water blooms in Hanjiang River and blue 

algae in the east lake as well as in many other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our society.  

These issues would become the constraints for futur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ubei province. 

 

At present, Central government has accelera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entral Rise” strat-

egy, and our country has approved Wuhan City Circle as the pilot area for “Re-

source-conserving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Society”.  It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for Hubei province as well as a big challenge.  How to accel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save the resource, improve the efficiency,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 in a sustainable way still calls for us to learn form the advanced experiences from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search for a proper development pattern for our province.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f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rves as a rare 

opportunity.  I hope all 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would share the experiences with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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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and give advices and sugges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water re-

sources in our province.  

We will continue to make great efforts, absorb the wisdom from others and further 

strengthen our investment into water conservancy and protec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conserving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Society”. 

 

Wish this forum a great success! 

 

Wish all the guests a happy stay in Hubei! Welcome all of you to conduct a field investiga-

tion in Three Gorges and other places in Hubei Province! 

 

Thank yo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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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沈国舫欢迎辞 

 

“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致辞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沈国舫 

2009 年 9 月 23 日 

 
尊敬的钱主席、陈部长、罗书记， 

国际水利工程与研究协会玉井信行主席， 

国际水资源协会 Cecilia Tortajada 主席， 

国际灌排委员会 Gopalakrishnan 秘书长， 

各位来宾、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由中国工程院和水利部共同主办的“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经过一

年多的筹备，今天在这里隆重开幕了。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工程院对光临本次会议

的各位领导和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代表表示崇高的敬意。 

本次会议是继 2005 年在天津大学和 2007 年在河海大学召开的水利院士论坛之后

召开的第三次水利学科的院士论坛。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

题既涉及到水利学科领域，也涉及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到这一主题的重要

性和社会关注的广泛性，中国工程院和水利部协商后决定共同主办本次论坛。除国内

院士外，本次论坛还邀请了部分国外院士参加，并邀请了国际上有关水资源问题的主

要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参与了本次会议的筹办工作。 

本次论坛正值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 60 周年，60 年来我国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水利基础设施和水资源管理体系，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本次论坛也是在我国经历了 30 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召开的。30 年来，我国社会经

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取得了飞跃发展。但高速发展的同时，

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水资源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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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水环境恶化与水资源需求不断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持续增长的人口

对粮食需求的压力，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土地资源的减少和对农业用水的挤占，迫

使我们必须用有限的水土资源生产更多的粮食。如何科学合理地开发和保护有限的水

资源，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进而支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广大

水利科技工作者和政府决策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曾经经历的

或即将面临的或正面临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本次会议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院士专家论坛这一高层平台，集中世界各国顶级专

家、学者和广大水利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交流各国在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的经

验，深化对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探讨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方面的学术、工程技术、管理以及政策等问题，从而促进我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

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会议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与支持，中国水利学会、长江水利委员

会、国际水利工程与研究协会、国际水资源协会、国际灌排委员会、国际水管理研

究院、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欧盟流域合作项目、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等国

内外组织和机构协助承办了本次会议，在这里我代表中国工程院一并向他们表示最

诚挚的谢意。 

本次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得到了武汉大学的大力协助和支持，我提议让我们用

热烈的掌声向武汉大学的领导和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全体代表会议期间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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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Speech o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International 

Forum of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9 

Shen Guofang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September 23rd , 2009 

 
Honourable President Qian, Minister Chen, Secretary Luo 

President of IAHR Prof Nobuyaki Tamai, 

President of IWRA, Dr. Cecilia Tortajada, 

Secretary General of ICID, Mr, Gopalkrishnan, 

Distinguished guests, delegates,  

Ladies and gentlemen, 

 

Sponsored by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2009 In-

ternational Forum on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its grand ceremo-

ny here after more than one year's preparation. First of all, on behalf of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lease allow me to express my warm welcome to all the leaders and guests 

present at this meeting and my respect to all the delegates. 

 

This is the third academician forum in the field of hydraulics after the first two held in 

Tianjin University in 2005 and Hehai University in 2007 respectively. The theme of this 

forum is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involves not only the field of 

hydraulics but als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Considering the signif-

icance of this theme and the extensiveness of social concern,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

ing and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have decided to co-sponsor the forum after consulta-

tion. In addition to domestic academicians, some foreign academicians have been invited to 

the forum. Besides, some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have taken part in 

the preparation work of th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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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um coincides with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During the sixty 

years,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China has made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form-

ing a fairly complete water conservancy infrastructure an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All this has supported and guaranteed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orum is being held at the time when China has experienced 30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 the past 30 years, China has undergone earth-shaken changes while devel-

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have also made leaps and bounds. Meanwhile, 

we have earn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at a great cost in term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tradiction be-

tween water shortage and water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growing demand for water 

resources has popped o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essure of ever-growing population on 

food, reduction of land resources and agricultural water brought about by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ve forced us to produce more food with limited land and water re-

sources. How to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develop and protect limited water resource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water resources as well as to support 

social and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major concern for water 

conservancy workers and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departments. These issues are also 

universal problems encountered or will be encountered b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is forum aims at pooling the wisdom of world's top experts, scholars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workers in the field of water conservancy through this high-level platform. 

We hope that you can communicate and exchange experience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

ment,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resources and socio-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plore academic,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policy issues concerning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mote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so-

cio-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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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forum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support at home and abroad. China Water 

Conservancy Institute, Changjiang Water Resources Commission,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

ation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Research, the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Associa-

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the 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Ohio State University, EU-China cooperation projects in watershed, 

China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ociety and other domestic and foreign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have assisted in organizing this forum. Here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I would like to convey to them most sincere thanks. 

 

Wuhan University has been great assistance and support to hold this forum! I propose that 

we give our warm applause to the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in Wuhan University! I wish a 

complete success of this forum! I wish all the leaders, guests and delegates healthy and 

happy during th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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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水利学会理事长敬正书欢迎辞 

 

“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致辞 

中国水利学会理事长  敬正书 

2009 年 9 月 23 日 

 

各位领导，院士，各位来宾：  

值此“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在武汉隆重召开之际，我代表本次论

坛的承办单位之一—中国水利学会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出席本次论坛的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院士、水利部陈雷部长、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沈国舫院士、

湖北省郭生练副省长以及应邀参加本次论坛的国际、国内学术组织的代表和专家学

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国水利学会是有水利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团体自愿组成、依法登记成立的全国

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水利学术团体。经过 70 多

年的风雨历程，中国水利学会已发展成为拥有 10 万会员、50 个分支机构、近百家团

体会员单位的我国历史悠久、人数众多、组织健全的大型学会之一，是发展我国水利

科技事业的一直重要社会力量。长期以来，中国水利学会一直致力于传播科学知识，

推动学科的发展和进步，促进水利学科学术交流。近年来，学会系统围绕水利中心工

作每年举办的学术年会、论坛、研讨会等活动百余次，逐步形成了以中国水利学会学

术年会为龙头，以学会各级组织学术活动为基础的学术交流体系。发挥中国水利学会

学术交流的主渠道作用，大力建设高水平的国内、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推动创新人才

脱颖而出，让一切有利于科技发展的创新思想和观点充分展现，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

和出发点。 

2007 年，中国水利学会秉承学会活动社会化原则，首次与中国工程与土木、水利

与建筑工程学部合作，成功主办了“第二届院士论坛暨首届中国水利博士论坛”，围

绕“重大水利水电科技前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促进了我国水利水电事



                                                       2009 年报 

 

− 69 − 

业的发展，推动了作为科技创新生力军的博士生群体进一步茁壮成长。目前，“院士

论坛”已经成为学会学术交流活动的重点和亮点。 

 

本届论坛得到了水利部、中国工程院的大力支持，水利部、中国工程院作为本

届论坛的主办单位，无疑对论坛的水利举办和推动水利科技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旨在通过院士专家论坛这一高

层平台，汇集世界各国顶级专家、学者和广大水利科技工作者，交流我国以及世界

各国在水资源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方面的经验，深化对水资源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之间关系的理解，探讨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学术、工程技术、管理以及政策

等问题。 

中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和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干旱

缺水、洪涝灾害、水污染和水土流失等四大水问题仍然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突出瓶颈，如何科学合理的优化配置、节约保护、高效利用有限的水资源，

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政府决策部门和广大

水利科技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届论坛将重点讨论当前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利用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就水资源时空变异及合理配置、农业水资源高效可持

续利用、流域管理和河流健康、谁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等议题开展学术交流，对

于鼓励科技创新、促进水利发展、实现人水和谐，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水利科技是水利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水利学会愿积极地加强与国内外相

关单位和机构的广泛联系和友好合作，将学术交流工作推上一个新水平，为中国水利

事业的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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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Speech o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International 

Forum of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9 

Jing Zhengshu  

Chairman of China Hydraulic Engineering Society 

September 23rd, 2009 

 

Distinguished officials, academicians,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grand commencement of the “2009 International Forum on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uhan, I ,on behalf of the CHES, one of the 

sponsors of this forum,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the opening and 

my warm welcome to  the former Deputy Chairman of CPPCC, Academician Qian 

Zhengying, the minister of Water Resources Chen Lei, the former Vice-President of Chi-

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cademician Shen Guofang, Vice Governor of Wuhan, Guo 

Shenglian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cademic organizations both from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forum!  

 

The CHES, composed of the voluntary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workers and groups on wa-

ter 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a national, academic and non-profitable social organization 

registered and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law, the first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aca-

demic organization in our history. Having developed for more than seven decades, CHES, 

with 100 thousand members, 50 branches and nearly 100 group members, has now become 

a large institute featuring long history, large membership and excellent organization and an 

important social force in develop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our national water con-

servancy cause. For a long time, CHES has been making vigorous efforts in disseminat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advancement of the water conserv-

ancy discipline, and enhancing the academic communication in water conservancy field. In 

recent years, the CHES has held hundreds of academic annual meeting; forums and semi-

nars focused on the water resources center and step by step have formed an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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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of the sub-organizations with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as the lead.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lso the focus of our 

work is to exert the function of main conduit in academic communication of the CHES, 

make great efforts to build a high-leve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 

platform, bring the innovative talents to the fore and give full display to all the creative 

ideas and thoughts conducive to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2007, in the principle of socialization of the institute activities, CHES, first in coopera-

tion with the Chinese Engineering and Civil, Water Resources and Architecture Faculty, 

successfully hosted “the Second Academician Forum ——the First Doctoral Forum on 

Chinese Water Resources”, conducted extensive and in-depth discussion on “major scien-

tific frontier in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 ad other issues, promoted the develop-

ment of our national caus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and push forward the further 

thriving growth of the group of doctors as a force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

vation. Currently, “the Academician Forum” has become the focus and highlight of the ac-

ademic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of the institute. 

 

This forum is greatly supported by the water resources ministry and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s the sponsors of this forum, they undoubtedly bear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holding of the water resources forum and promotion of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ater resour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theme of this forum is “water resour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means of the high-level platform of academician and experts 

forum, it aims at gathering the top experts, scholars and professionals in water resour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ound the world,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about the 

experience in water resource development, employment, con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resourc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discussing about the academic, project technology, management, policy 

and other issues concerning water resour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hina has a large population yet scarce water resourc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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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water resource is uneven.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do not match the layout of labor. 

The four major problems drought and water shortage, floods, water pollution and soil ero-

sion are still the highlighting bottleneck restrict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

ment.  

 

How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in a scientific and appropriate way, conserve and protect and 

utilize the limited water resource efficiently, and prop up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ur economy and society by virtu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 is an im-

portant issue facing the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departments and the professionals in 

water resour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forum will focus on some hot and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 and con-

duct academic communication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and appropriate alloca-

tion,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water resource, watershed management 

and river health and water energy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ther is-

sues.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

novation, the promo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harmony between people 

and water and the insurance of the sound and rapi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water resources is the important prop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ater resources. The CHES is willing to strengthen the extensive ex-

changes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with the related units and institutes both home and abroad 

to push the academic communication to a new height and make new contribution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cause of Chinese water resources!  

 

Finally, I wish this forum a complete success! Thank yo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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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蔡其华欢迎辞 

 

“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致辞 

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 蔡其华 

2009 年 9 月 23 日 

 

尊敬的钱副主席， 

尊敬的陈部长， 

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九月的江城，秋高气爽，丹桂飘香。此值全国上下喜迎新中国 60 华诞之际，我

们在美丽的江城武汉隆重举行 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这不仅是事关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件大事，也是新时期治江工作中的一件盛事。在此，我谨代表水

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众所周知，长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命脉。长

江流域水资源丰富，约占全国的 35%，不仅是本流域的水源地，也是中国水资源配置

的战略措施——南水北调的水源地；长江水力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约占全国的 40%，

经济可开发量约占全国的 60%，是当前和未来我国水电开发的主要基地。目前，长江

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不足 1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具

有较大的开发利用空间。但是，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与保护也面临诸多新形势。一是

随着国家实施沿江开发、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以及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长江水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压力不断增加。二是随着三峡、南水北调以及长江上游水电

等重大工程的相继建成，其累积影响也日益显现，对长江水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三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能源紧缺和粮食安全，对长江水资源的开发与

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因此，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应着力强化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发与保护并重。既要进一步开发利用长江，让长江更好地造福于人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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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刻不容缓地加强保护工作。要立足流域实际，把握时代要求，科学总结规律，对未

来一个时期长江开发与保护进行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规划，切实统筹好流域水

资源的开发利用，综合协调好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把握好河流开发利用的底线和

红线，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同时，确保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最小，确保长江水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是生态与发展统筹。要把生态与环境保护列为长江治理开发的重要目标，将生

态保护理念运用到流域综合规划、流域水行政管理、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运行

与管理等各项工作中。深入研究、积极探索生态调度运行模式，在规划阶段，对各地

区进行生态定位，划分出重点、保留和禁止等不同开发区域；在设计阶段，不仅要考

虑防洪、发电、航运等主要功能，还要考虑满足运行期生态调度需要；在运行管理阶

段，实施防洪、兴利与生态协调统一的水库综合调度方式，确保流域生态安全，进一

步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是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长江的水资源是有限的，其开发与保护涉及防洪、供

水、发电、航运以及生态保护等各个方面。要实现长江各服务功能的总体效益最大化

和长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既要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又要处理好各利益部门

之间的关系。必须从经济社会全局出发，结合长江流域的实际情况和我国管理体制现

状，逐步建立多部门合作的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好不同利益部门之间的关系。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治江事业任重道远。我们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可

持续发展水利为指导，努力开辟长江水利科学发展的新境界，不断书写开发与保护

和谐推进的新篇章，为流域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与保障！ 

最后，预祝本届论坛圆满成功，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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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Speech o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International 

Forum of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9 

Cai Qihua  

Director of Changjiang Water Resources Commission 

September 23, 2009 

 

Honorable vice president Qian Zhengying, 

Honorable Minister Chen Lei, 

Dear leader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River city Wuhan in autumn enjoys clear weather with fragrance of sweet osmanthus 

overwhelming.  On the occas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China, we are holding the In-

ternational Forum of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9. This is not only 

a big event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but also a great occasion in 

the river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n the new era. Here, on behalf of the Changjiang Water 

Resources Commission (CWRC) of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warm congratulation to the forum! 

 

As it is known to all that Yangtze River is the crad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artery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Yangtze River enjoys 

abundant water resources, taking up 35% of our country.  It is not only the water source 

for the region, but also for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which is a strategic poli-

cy for water resource allocation in China.  Yangtze River has sufficient hydropower re-

sources, taking up 40% in the total theoretical reserves and 60% in the economic utilizable 

amount of our country.  It is the main base for hydropower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Currently, the utilization rate is less than 18%, which is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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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national average and far less than that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Thus, there is 

still a large room to improve.  However, there are new circumstances confronting the de-

velopment and conservancy of water resources in Yangtze River.  First, with the develop-

ment along the river, implementation of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Central Rise Po-

lice, as well as the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river reaches, water re-

sour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are facing ever increasing pressure in development and protec-

tion.  Second, as the major projects, such as Three Gorges project,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t the upp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accom-

plished successively, the accumulative effects begins to surface, which raises higher re-

quir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Third, in response to the global warming, energy shortage and food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of Yangtze River are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ncy of water resources of Yangtze River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both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should be emphasized.  We have to further utilize 

Yangtze River for the benefit of all the peopl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We have to start from the real situation of the river reaches an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With scientific principles, we have to make a strategic, comprehensive and 

far-sighted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ncy of Yangtze River in the future.  We 

have to develop and utilize the water resources in a comprehensive way, with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effects coordinated together.  We have to abide by the bottom line 

and the limitations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thus we could satisf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minimize the impact on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so a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of Yangtze River. 

 

Secondly,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should be integrated together.  We have to list eco-

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the priority of Yangtze River management and con-

trol and apply ecological protection concept into the comprehensive plan and water admin-



                                                       2009 年报 

 

− 77 − 

istration at the river region, and the plan, desig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hydro-

power projects.  We have to probe into the ecological coordin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

tern.  During the designing stage, we have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major function of 

power generation, flood prevention and navigation, as well as the need for ecological coor-

dination during the operation period.  During the operation period, we have to implement 

th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combining flood prevention, 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oordination to ensure the ecological safety an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ustaina-

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Thirdly, we have to establish a coordination mechanism with different departments in-

volved.  The water resources of Yangtze River are limited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pro-

tection relate with flood prevention, water supply, power generation, navigation and eco-

logical protection, etc.  To maximize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function of Yangtze River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have to proper deal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departments concerned.  

We have to start from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real situation of Yangtze River Region and the managerial system of our country, so as 

to gradually establish a coordination system with different departments involved and 

properly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 among them. 

Dear leaders and guests, it is an arduous journey to manage and control Yangtze River re-

gion.  We will tak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s the lead, sustainable water re-

source development as the guideline, make great efforts to create new era of scientific de-

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of Yangtze River and write new chapter for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so as to provide substantial support and safeguard for the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all around China! 

 

To conclude my speech, I wish this forum a great success! Wish all the guests a healthy 

stay! 

 

Thank yo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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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际水资源协会主席 Cecilia Tortajada 欢迎辞 

 

INTERNATIONAL FORUM ON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UHAN, 23 SEPTEMBER 2009 
 

Cecilia Tortajada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 I would first like to con-

gratulate the University of Wuhan, the Chinese Hydraulic Engineering Society and the 

Changjiang Water Resources Commission, for organizing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n-

ference on a topic on which still many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exchange of views and ex-

periences are essential. 

 

The IWRA is one of the longest establishe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the area of water. It 

is the only water association that has consistently taken a multidisciplinary, multisectoral 

and multi-stakeholders approach to water management from its very inception in 1972. The 

IWRA has always been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knowledge generation, dis-

se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thu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a platform where ideas, concepts, innovative approaches, successes, 

failures and constraints on water management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an be pre-

sented, analyzed, questioned, and learnt from. Thus, this important conference will provide 

IWRA with an important platform on which to continue our dialogue with variou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of development paradigms, we have long recognized that there are clear gaps 

between their current understanding and the one that is necessary to address evolving eco-

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ssues as well as their institu-

tional, legal, regulatory and participatory consider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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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good governance are paradigms which have per-

meated the development discourse without necessarily having a visible impact on develop-

ment practices of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including water resources. 

 

Regarding development goals,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pro-

grammes should be consistent for at least for two reasons. First, because poverty is both a 

cause and an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because societies living in poverty 

will not have the means or incentives to make environment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Second, because even in a scenario of robust economic growth, increased income and im-

prove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re not always related since more affluent countries and bet-

ter-off citizens may not necessarily be concerned about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One 

way or another, there are no universal blueprints for a transition to a sustainable society 

reason by which new and innovative policies are needed to reduce environmental degrada-

tion and persistent poverty all over the developing world. For example, the current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differs from other crises of the past mainly because it originated in the fi-

nancial system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has impacted very severely in most, if not all, 

middle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threatening years of progres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ch making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uch more difficult to achieve.  

 

Finally,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 I invite all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who participate in this very important congress, to submit their 

works to the journal of our Association, Water International. This is published from Oxford 

and reaches thousands of libraries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the Association, we think this 

could be an excellent beginning for a fruitful cooperation over the years. 

 

I wish all of you a very successful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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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致辞 

国际水资源协会主席  Cecilia Tortajada 

2009 年 9 月 23 日 

作为国际水资源协会主席，我首先祝贺武汉大学，中国水利工程协会和长江水利

委员会成功举办这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值得与会者们深入讨论并交流经验、

观点。 

国际水资源协会是水资源领域成立时间最长的专业性机构之一。也是唯一一家自

1973 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采取跨学科，跨部门，多股东的方式来开展水资源管理工

作。国际水资源协会深知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知识研究，传播和应用的重要性，并提供

了一个平台，让世界不同地区水资源管理方面的思想，理念，创新方法，成功，失败，

局限性进行展示，分析，质疑和学习。因此，这次论坛也给国际水资源协会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平台，方便国内外不同研究机构展开对话交流。 

在发展范式方面，我们早已发现，人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需要着力于经济，社会

和环境规划管理，以及其体制，立法，规范和参与性等方面的考虑。可持续发展，将

水资源管理和良好施政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范例。这种范例充斥着关于发展的演说，

但是对于发展实践，特别是自然资源管理，包括水资源管理，影响甚微。 

发展目标，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和项目都应该具有持续性。其原因有如下两点：

首先，贫困问题既是环境退化的原因也是其必然效果，因为贫困社会不可能有方法和

动力来将环境问题作为一重要因素来考量。第二，即使在经济增长强劲的地方，收入

增加和环境质量的改善并不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很多富裕国家和生活优越的公民并不

一定关心和关注环境保护。不管哪种原因，都没有统一的蓝图来实现向可持续社会的

转变。我们需要采取新的创造性的政策来减缓环境退化和持续贫困，这都是困扰发展

中国家的普遍问题。比如说，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以往的都不同，主要是因为它发

源于发达国家金融系统，其严重影响却在于大多数甚至全部的中低收入国家，严重威

胁着他们在消除贫困方面数年来取得的进展,使得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更为困难。 

最后，作为国际水资源协会主席，我邀请所有参会专家学者向我们协会的学术期

刊—《国际水资源（Water International）》投稿。该期刊由牛津出版，并能发送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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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图书馆。我们协会相信，这将会是今后长期合作的良好开端。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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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际灌排委员会秘书长 M. Gopalakrishnan 欢迎辞 

 

Address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3 September 2009, Wuhan, China 

M. Gopalakrishnan 

Secretary General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ICID) 

 

I am privileged to be amidst you this morning on this occasion of the inaugural of the in-

ternational forum on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 am indeed grateful to 

the Organizers of this great forum, Wuhan University, which is acclaimed to be of interna-

tional reputation, for having given us in ICID, an opportunity to sponsor and support this 

great event. ICID President Chandra Madramootoo who had originally planned to represent 

us has expressed his apologies for his inability to join us here today due to very special 

reasons. He has to be at Mali for a Board meeting of ICRISAT and could not return the 

same day here, an unavoidable conflict.  

 

I am sure that many of you are fully aware of ICID with a glorious existence of nearly six 

decades. As you all are aware, water for food takes a large chunk of available fresh water 

and with the growing scarcity of available land and water, has assumed foremost concern 

these days. ICID strives hard to promote the best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practices. 

The Commission is dedicated to enhancing the worldwide supply of food and fiber for all 

people by improving water and land management. Thus our focus is on the productivity of 

irrigated and drained lands through appropriate management of water and application of 

irrigation, drainage and flood management techniques taking on boar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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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D is one of the oldest global water NGOs with a membership network spread over 108 

countries in all the continents. Building on its past experience of 60 years, ICID strives to 

promote programs to enh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rrigated agriculture. ICID has 

been and is involved in all global discussions on water. It has been a participant in the glob-

al discussions leading to Agenda 21, World Water Vision, World Water Forums and World 

water development report processes etc., to mention a few. I am proud to cite to you that in 

recognition of it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rograms and obj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Year of Peace proclaimed by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on 15 September 1987, ICID was 

designated as a Peace Messenger by the UN Secretary General.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mmission are carried out through technical work bodies dealing 

with various irrigation issues covering the on-farm aspects, provision 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ervices,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the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irrigated agri-

culture and land drainage.  Currently, over 30 such work groups concentrate on very spe-

cial topics.  Regional water related issues are addressed by special working groups cover-

ing Africa, Europe, Asia, Americas and the Aral Sea Basi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for human welfare with due care to environment throws an 

enormous challenge when we link it to sustainability issues. I am delighted to see the event 

organized by Wuhan University are efforts in parallel to achieve the desired optimum goals 

and transfer of know-how to the generations who will take over the mantle and carry on 

further. Young professionals have a great role to play in the future and harmonizing the 

multiple interests call for a wider appreciation of all the factors of the problems and ask for 

cross cutting interest and knowledge besides enthusiasm. 

 

On our side, triennially organized ICID’s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Congresses attempt to do 

a lot. Besides, annually by rotation, regional conferences to address and discuss important 

current, regional and global issues are also conducted.  We are happy to announce that 

ICID had held so far 20 World Congresses, 44 Regional Conferences besides 8 Internation-

al Exhibitions.  Indeed China has a feel of some of them.  China is a key ICID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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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ad hosted recently in 2005 our Congress. 

In the current event the conference has a specific theme on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use of 

water resources in agriculture to cover three key aspects of great relevance. Agricultural 

water use efficiency, Controlled Drainage, wetlands and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and In-

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participatory irrigation management are very close to ICID’s 

own agenda and we look forward with great interest what would stems out of this event. 

 

At this juncture, I must say a few words on our WATSAVE initiative. ICID has instituted 

annual Special Awards to promote focused action on Water Savings in Agricultural appli-

cations.  These are well-known to Irrigated and Agricultural Sectors.  Given the im-

portanc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three special Awards (more commonly 

known as WATSAVE Awards), namely, one for 

 

Technology, another for Management and yet another for `Young Professionals’ promoting 

efforts in this direction are established.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avowed goal of 

“conservation of water in irrigation”, year after year have provided a fair insight of the 

spirit that prevails globally to save water in agricultural sector, by innovation and man-

agement. ICID had brought out a compilation on these remarkable award winning entries, 

which would be useful for all when it comes to upscaling some solutions and replicating 

certain promising innovations depending on the local settings. China had many past award 

winning entries, which many of you might be aware of. 

 

China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leading partners in ICID fraternity.  As one of the largest 

countries in Asia with a sizeable population, the measures taken by China in managing its 

water resources, for irrigated agriculture in particular, are of global interest.  China retains 

the proud privilege of having hosted ICID Congresses, annual IECs and associated events 

several times befitting their position in irrigated agriculture.  We had several luminaries 

who held high positions in ICID like Vice Presidents in the past –Dr. Xu Zhifang 

(1990-1993); Dr. Qishun Zhang (1997-2000); Dr. Cai Lingen (2002-2005) and Dr. Gao 

Zhanyi (200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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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own focused studies in recent times titled “Country Policy Support Program” consid-

ered five countries around the globe as the model to understand water for food amongst 

competing users. China was one of them.  ICID studies covered the Jiaodong and Qi-

antang basins, representing the water scarce and water rich basin situations.  Four CPSP 

Reports bring out the outcome of this research findings.  

 

ICID Central Office had the privilege of receiving His Excellency Mr. Wang Shucheng, the 

then Hon’ble Minister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is entourage in May 2004 in its premises in 

New Delhi. 

 

Both ICID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General retained the honour to join the International 

Science & Technology Forum on Dujiangyan’s 2260th Anniversary held on 8-9 August 

2004 in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I am confident that many of the presentations in this remarkable event will add value to the 

treasure in water sector. China has been unique in their capacity to absorb the best practices 

and provide to the world promising solutions in many fronts. 

 

Last but not the least, our journal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 Managing Water for Sus-

tainable Agriculture –is a peer-reviewed technical periodical with a growing citation. Many 

of the author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event may like to contribute to this journal in order to 

disperse it to a wider audience. May I urge you to do so as your inputs can be referenced 

more often by the people engaged in our sector around the world? 

 

Let me end by acknowledging profusely the magnanimity of the organizers for the gesture 

to invite ICID partnership and also give me space to intervene in this inaugural plenary ses-

sion. I am privileged to be amidst the luminaries on the dais.  I join others in wishing all of 

us a very rewarding conference in the coming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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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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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致辞 

国际灌排委员会秘书长  郭帕拉克里希南 

2009 年 9 月 23 日 

 

我很荣幸能够与在座各位共同参加今天早上举行的国际水资源和可持续发展论

坛的开幕式，并十分感谢主办方——世界著名的武汉大学，给予国际灌排委员会参与

本次论坛的机会。国际灌排委员会主席钱德拉 莫拉莫图原本将出席此次论坛，但由

于他今天必须出席在马里举行的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的董事会议，无法于当天

返回，因此无法出席本次论坛，对此我深表遗憾。 

我知道在座的大多数人都十分了解有着将近 60 年辉煌历史的国际灌排委员会。

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食物用水占了绝大部分的可用淡水，随着可用耕地和可用水的日

益紧缺，这一问题已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国际灌排委一直努力提高农业用水的管理，

并致力于通过提高水源和土地的管理来加强世界范围内食物和纤维的供应。因此，我

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通过适当的水资源管理，灌排，及洪水管理技术来提高灌排土地

的生产能力。 

国际灌排委员会是历史最悠久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其成员遍布世界五大洲的 108

个国家。在过去 60 年的基础上，国际灌排委致力于推动灌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一

直以来，委员会积极参与有关水资源的全球性讨论，如 21 世纪议程，世界水资源展

望论坛，国际水资源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等。在此，我很荣幸的告诉大家由于国际灌排

委对联合国大会于 1987 年 9 月 5 日提出的国际和平年的项目和目标做出重要贡献，

联合国秘书长指定国际灌排委为和平使者。 

委员会的活动由一些技术组织来执行，处理一系列灌溉难题，包括农场各项事宜，

灌溉的提供和排水服务，环境问题和灌溉农业及土地排水的社会经济影响。目前，有

超过 30 个这样的团体集中研究这些特殊问题。一些地区性的水资源问题也靠专门的

工作团体来解决，这些团体遍布非洲，欧洲，亚洲，美国和咸海盆地。 

在为人类福祉而开发水资源的同时，我们也要适当考虑到现在生态环境正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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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当我们将环境与可持续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挑战就显得

特别明显。我很高兴的看到武汉大学能够组织这次活动，你们的努力同达到人类优化

的目标和转变新一代人的观点是同样重要的。年经的教授在今后将会扮演重要的角

色，并且他们会为了让人们更好的意识到社会问题各方面得因素而协调来自各方面的

利益需求，同时，除了热情，他们也会更看重交叉利益和知识。 

三年一次的国际排灌研究委员会灌溉排水会议立志于解决一系列问题。同时，协

会每年通过流动的地区性的会议来讨论和解决当前的地区性和国际性问题。我们很高

兴的宣布 ICDC 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 20 次世界性的会议，44 次地区性的会议和 8

场国际展览。实际上中国也参加了其中的一些会议。中国是 ICDC 的一个主要成员，

并且在 2005 年也主办了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有一项特别主题，即高效可持续用水，在农业上，它包括了三个重要方

面。农业用水的高效性，排水的控制，湿地及环境影响，参与式灌溉管理的机构安排，

这些都与国际灌排委的议程是一致的，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期盼着这次会议中迸发出

的精彩火花。 

在此紧要关头，我想谈谈我们的 WATSAVE 计划。灌排委已经设立年度特别奖来

推动在农业中节约用水。这些在灌溉与农业界都耳熟能详。由于科技与运用的重要性，

三项特别大奖（也许比 WATSAVE 要更出名些），即，一个针对技术，一个针对管理，

另一个针对为推动该目标努力的年轻专家们。许多卓越的贡献都是朝着这个公开的目

标而努力着，即“节约灌溉用水”，年复一年，一些远见卓识，不管是通过创新还是

管理，都成功的鼓励着人们节约农业用水。灌排委将这些显著的获奖成果都汇编到一

起，因为塔有益于一些问题的升级，因地制宜的复制出可能的创造。中国也有过许多

获奖成果，其中有很多你们都耳熟能详。 

中国一直都是灌排委中的龙头之一。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并拥有最多的人口，中

国实施的水资源管理措施，特别是灌溉农业用水方面，一定会吸引全球的兴趣。中国

一直很自豪因为举办了多届灌排委大会，国际电工年会，以及一些符合其灌溉农业地

位的大会。有许多接触的任务在灌排委中身居高职，如前副主席许志方博士

（1990-1993），张启舜博士（1997-2000），蔡林根博士（2002-2005）以及高占义博士

（2005-2008）。 

我们最近进行的以“国家政策支持项目”为题的研究把全球五个国家作为理解在

竞争用户中“有水才有粮”的模型。中国是其中之一。国际排灌委员会的研究范围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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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了胶东、钱塘江流域，代表水资源匮乏和水资源丰富的流域状况。我们可以从这四

个 CPSP 报告中得出这个研究成果的结论。 

国际排灌委员会中央办公室 2004 年 5 月在新德里有幸收到王树成阁下，时任水

资源部长的鼓励。 

国际排灌委员会主席及秘书长保留了参与 2004 年八月 8 号至 9 号在四川省成都

市举行的的纪念都江堰 2260 周年的“国际科技论坛”。 

我可以很自信的说，与会的很多代表们都会给水资源部门的宝藏增光添彩。中国

一直在他的范围内努力并吸取经验并且在很多方面提供许多很好的解决办法。 

最后，我们的杂志《排水和灌溉——可持续农业的水资源管理》是一本同行评审

技术期刊，并且被越来越多地引用。参与此次盛世的很多作者可能会为了扩大受众人

群而向杂志投稿。我可以劝你们这么去做吗？因为你们的努力可以让世界上与我们一

起从事水资源管理的人们提供帮助与参考。 

请允许我以对大会组织者邀请国际排灌委员会参会的气量的欣赏以及让我来参

加开幕式的感谢来结束我的讲话。能够站在这个演讲台的镁光灯下，我感到十分荣幸。

我想与大家一道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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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部长陈雷欢迎辞 

 

“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欢迎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部长  陈 雷 

2009 年 9 月 23 日 

 

各位院士、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 

在这金秋送爽、丹桂飘香的美好时节，在新中国 60 华诞即将到来之际，由中国

工程院和水利部共同主办的水利工程科学领域第三次院士论坛——“2009 年水资源与

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今天隆重开幕了。来自国内外的 300 多位院士、专家、学者以

及国际组织的代表，汇聚在美丽的江城，围绕“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在

基础理论、工程技术、管理政策等多个方面，开展学术交流，探讨前沿问题，分享成

果经验，对进一部加强世界各国在水科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水资源问

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借此机会，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对本次论坛的

召开表示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和代表表示欢迎！ 

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与环境的控制性要素。以水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和紧迫任

务。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解决水资源问题，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开展了波澜壮阔

的水利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水利基础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水利发展改

革惠及亿万人民群众。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们以占世界平均水平 60%的人

均综合用水量，保障了国民经济 3 倍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高速增长，在连续 30

年保持农业灌溉用水量零增长的情况下，扩大有效灌溉面积 1.2 亿亩，粮食产业提高

50%。今天，我们以占全球 6%的淡水资源、9%的耕地，保障了占全球 21%人口的温

饱和经济发展，并加快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这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中国

对世界作出的重大贡献。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时

期，也是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加快转变的关键阶段。人多水少，水

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不仅是中国现阶段的突出水情，也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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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需要长期应对的基本国情。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

水平的 1/4，黄河、淮河、海河三个流域人均水资源量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3、

1/5 和 1/3，北方地区存在严重的缺水问题。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日益明显和工

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中国的水资源条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水资源

评价最新成果显示，1980~2000 年水文系列与 1956~1979 年水文系列相比，黄河、淮

河、海河和辽河 4 个流域降水量平均减少 6%，地表水资源量平均减少 17%，海河流

域地面水资源量更是减少了 41%，北少南多的水资源分布格局进一步加剧，水资源供

需矛盾更加突出。目前，全国每年缺水量达 400 亿立方米，近 2/3 的城市存在不同程

度的缺水，农业平均每年因旱成灾面积达 2.3 亿亩左右。与此同时，粗放的水资源开

发利用方式仍未根本转变，单方水 GDP 产出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3，水资源浪费严

重，水污染问题突出，一些地方因水资源的过度开发而出现地下超采、河流断流、湿

地退化等生态与环境问题。 

中国的国情和水情，决定了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节约资源、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

高效利用、综合治理、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科学管理，以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一方面，要科学合理有序开发利用水资源，

集中力量建设一批重点水源和水源配置工程，因地制宜建设一批中小微型蓄引提水工

程，进一步提高水资源配置和调控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水资源保障；另

一方面，要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节约、水资源治理、水生态保护，实行最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承载

能力、水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 

当前，我们在加快建设水利基础设施的同时，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大力推进水资源工作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从过度开发、无序开发向合理开

发、有序开发转变，从粗放利用向高效利用转变，从事后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变，综

合运用工程、技术、行政、法律等综合手段，解决好水资源问题。到 2015 年，全

国用水总量要控制在 6000 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现状下降 30%

以上，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 0.52 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提高

到 60%以上。到 2020 年，基本建立较为完善的水资源管理主度和监督管理体系，

水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节水型社会格局基本形成，用水效率和效益显著提高，城乡

饮水水源水质和重点地区水生态状况明显改善，地下水超采得到有效治理，经济社

会发展用水保障能力显著提高。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核心是建立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即建立水资源

开发利用红线，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建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坚决遏制用水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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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为此，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几

项工作： 

第一、以总量控制为核心，切实抓好水资源配置。加快制定流域、区域水量分配

方案，建立覆盖流域和省、市、县行政区域的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加强规划

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各类开发区、工

业园区等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与水资源条件相适应。严格取用水管理，加强水资源统

一调度，保障城乡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 

第二、以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为目标，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建立区域及行

业用水效率、单位产品用水定额、设备和产品用水强制性标准等考核指标，加大节水

产品的技术推广和节水技术改造，强化建设项目节水“三同时”制度。积极推进水权

制度和水价改革，大力发展节水型工业、农业、服务业和节水产业。加快雨水、海水、

苦咸水、再生水、矿井水等非常规水源利用。 

第三、以水功能区管理为载体，进一步加强水资源保护。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和监督管理，加快重要饮用水水源地综合治理，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完善水污染

事件快速反映机制，严格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合理配置水资源，维护河流、湖泊生

态健康。严格地下水开发利用管理，实施地下水开发总量控制，加快超采区地下水禁

采和限采，逐步改善生态环境。 

第四，以水资源统一管理为中心，深化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流域管理与行

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加强流域水资源的统一规划、统一配置、统一

调度，强化行政区域涉及水行政事物统一管理，推进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进程。 

第五，以水法规建设为保障，着力规范各类水事行为。抓紧完善水资源管理法规，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和水情、较为完备的水管理法规体系。加大水行政执法力度，重点

加强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使用、节水管理、入河排污口审批等制度落实情况的转

项检查，严厉查处违法取用水、破坏水资源等行为。 

第六，以水利科技进步为支撑，不断提高水资源管理水平。围绕全球气候变化、

经济社会发展、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系统保护，开展水资源监控体系建设，抓紧

建立与用水总量控制、水功能区管理和水源地保护要求适应的监控设施和管理平台，

促进水资源管理信息化和现代化。 

女士们、先生们！自 2005 年首届水利工程科学领域院士论坛举办以来，国内

外院士、专家、学者通过院士论坛这个平台，围绕水利工程科学的热点和前沿问题

进行深入研讨，取地了丰硕成果，产生了广泛影响。希望本次论坛期间，来自国内

外的各位院士、专家和学者以及各相关组织的代表畅所欲言、广泛交流，相互启迪、

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加强合作。我们真诚希望与世界各国加强水资源领域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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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分享成功经验，共同应对挑战，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最后，忠心祝愿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2009 年报 

 

− 94 − 

Welcome Speech o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International  

Forum of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9 
 

Chen Lei 
Minister of Water Resources, P. R. China 

September 23rd, 2009  

 

Distinguished academicians, 

Dear experts, ladies and gentlemen, 

In this beautiful autumn with air overwhelmed by fragrance of osmanthus, with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pproaching, the 3th Acade-

mician Forum on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of China opens to-

day. More than 300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ians, experts, scholars and repre-

sentativ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gathered in the beautiful city of Wuhan, to 

focus on the theme of “ wa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unicate on 

basic theories,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and managerial policies, explore frontier issues and 

exchange experience, which are significant for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ncouraging global efforts to address water problems.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on behalf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P. R. China,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opening of this forum and extend my warm welcome to all distin-

guished guests and participants！ 

 

Water is basic natural resource and strategic economic resource It is a controlling element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Safeguarding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by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s a common challenge and pressing task faced b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ways attached high attention to 

water resources issues. In the past 60 years, a large number of water projects have been 

constructed which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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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ing capability of water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markedly improved and water devel-

opment reform has benefi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3 dec-

ad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China, we have maintained a fast economic 

growth at a speed of three times of world average on the basis of consuming only 60% of 

the world’s average water resources. We have expanded nearly 120 million my of effective 

irrigated farmland and increased almost 50% of food production with zero increase of water 

consumption in rural irrigation in 30 consecutive years. Today, China feeds more than 21% 

of world’s population and safeguards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6% of world freshwater 

and 9% of farmland, and is heading towar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his out-

standing achievement is the great contribution China has made to the whole world. 

 

Currently and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in the future, China will exert great efforts to es-

tablish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accelerate modernization. 

During this vital period, we shall speed up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water re-

sources management to modern and sustainabl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However, 

existing water problems such as water shortage versus huge population, unevenly distribu-

tion of water in time and space which does not match production layout will challenge 

China’s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run. The per capita water availability in 

China is only 1/4 of the world average. Moreover, water availability per capita in the Yel-

low River basin, Huai River basin and Hai River basin only amounts to 1/3, 1/5 and 1/3 of 

national average respectively. Northern China is faced with grave water shortage. With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e and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

tion, water conditions in China are changing. According to recent assessment, comparing 

the hydrological ser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uai Rive basin, Hai River basin and 

Liao River basin between 1956-1979 and 1980-2000, average precipitation decreased by 

6%; average surface water fell by 17%. Notably, average surface water in Huai River basin 

dropped by 41%. Water distribution featuring abundant water in the south and inadequate 

water in the north is aggravated and conflict between water supply and demand is worsened. 

At present, China’s annual water shortage has reached 40 billion m3
 nearly 2/3 of the cities 

are facing water shortage problem; the affected farmland by drought reaches 230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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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 every year. Meanwhile, traditional extensive water utilization approach has not been 

changed; GDP output by per m3 of water is only 1/3 of world average. In addition, serious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groundwater over-exploitation, dry-up of riv-

ers and wetland degradation have been resulted by over utilization of surface water, waste 

of water and water pollution, etc. 

 

The national condition and water condition in China have determined that we must follow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insist on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tick to the concept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maintaining harmony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persist in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water, high-efficient utilization, integrated approach, optimized allocation, overall con-

servation,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ensure sustainable so-

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sustainable water utilization.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develop and utilize water resources in a scientific, rational and orderly manner, concentrate 

resources on constructing key water source projects and water allocation projects, build 

medium and small water storage projects, diversion projects and pump stations which are 

tailor-made, upgrade the capacity of water distribution and regulation, so as to safeguard 

water supply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coordinat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water conservation, water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mplement the most strict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build a water-conserving society, and promote harmony between socio-economic develop-

ment and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water and environment. 

 

At present, while accelerating wate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we should implement the 

most strict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endeavor to promot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from supply-based to demand-oriented, from random and over-exploitation to 

rational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from extensive utilization to high-efficient utilization, 

from post accident remedy to precaution. We should apply comprehensive measures com-

prising structural, technical,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means to resolve water problems. By 

the year of 2015, total water consumption shall be limited to below 600 billion m3.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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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ed per 10,000 Yuan industrial added value shall be 30% lower than the current figure. 

Coefficient rate of irrigated water use shall increase to above 0.52. Proportion of function 

zones in major rivers and lakes which meet the set criteria shall rise to above 60%. Till 

2020, a complet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system shall be set up to 

ensure rational water allocation; water-conserving society shall be established to realize 

marked increase of water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benefit; water quality of drinking water 

sources and water ecological conditions of key regions shall be greatly improved; 

over-exploitation of groundwater shall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and water supply capacity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greatly enhanced. 

 

To implement the most strict water management system, the core is to define three“red 

lines” or guard lines,which are wat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red lint to control water 

utilization quantity, water use efficiency red lint to curb waste of water, and the red line of 

pollutant carrying capacity in water function zones to strictly control pollution discharge. In 

order to meet the objectives listed above, we shall carry out the following key tasks. 

 

Firstly, water allocation should be rationalized, focusing on total water quantity control. We 

should speed up the formulation of water allocation plans in river basins and regions and 

establish an index system guiding water abstraction licensing covering river basins, prov-

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counties. We should strengthen water resources assessment during 

project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so as to ensure that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

ning, city master plan and layout of development zone and industrial park are in line with 

local water condition. We should strictly manage water abstrac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strengthen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domestic, 

industrial and ecological water use.  

 

Secondly, water-conserving society should be developed, aiming at improving water use ef-

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We should establish evaluation system assessing local and in-

dustrial water use efficiency, water consumption quota for unit product, as well as manda-

tory standard for product and equipment water use, promote technology of water 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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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and strengthen technology upgrading, intensify water conservation during project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We should promote reform for water right system and 

pricing system, develop water-conserving industry, agriculture, service industry and water 

industry. Furthermore, we should accelerate utilization of unconventional water sources, 

such as rain water, sea water, salty water, recycled water and mine water etc. 

 

Thirdly,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should be reinforced, based on water functional zoning. 

We should strengthen protection and monitoring of drinking water sources, speed up com-

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key drinking water sources and safeguard drinking water safety 

for the public. We should improve rapid response mechanism for water pollution accident, 

and strictly monitor pollutant discharge outlets. We should optimize water allocation and 

maintain the health of rivers, lakes and ecosystem. We should strictly manage groundwater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control groundwater development quantity, issue bans and 

quotas of groundwater exploitation in over-abstraction areas so as to rehabilitate environ-

ment and ecosystem step by step. 

 

Fourthly, water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should be deepened, concentrating on integrat-

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We should improve water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fea-

tures river basin management with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intensify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allocation and regulation in river basins, strengthen integrated water 

affairs management in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promote integrated rural and urban water 

affairs management. 

 

Fifthly, water related activities should be reg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We should perfect water legislation system, and build water management regulations in line 

with national and water condition in China. We should intensify law enforcement by focus-

ing on investigations of water abstraction licensing,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

sources fees, water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and approval system of pollution discharge 

outlets, and strictly investigate and prosecute illegal water abstraction and other damag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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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thly,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hould be improved, supported by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advancement. We should carry out specialized study and research, strengthen de-

velopment of applicable technologies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cutting-edge technol-

ogies in the field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water 

utilization and ecosystem protection. We should speed up construction of water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and establish a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platform which meets the 

demands of water utilization total quantity control, water function zoning management and 

water sources protection, so as to promo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tilization and moderni-

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Ladies and gentlemen, since the First Academician Forum successfully held in 2005, 

academicians,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China and aboard are able to gather together, dis-

cuss hot topics and frontier issues, which has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 and profound impact. I 

sincerely hope that during the Third Forum, all the delegates can share their ideas, ex-

change views, enlighten each other, reach consensus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e hope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share successful expe-

rience, join hands to tackle challenges, and ensure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sustainable water utilization. 

 

Finally, I wish the forum a great success. 



                                                       2009 年报 

 

− 100 − 

4.4  开放基金 

4.4.1  开放课题进展 

表 4-3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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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B031 曹永强 
松辽流域洪水资源安全利用和实时

调配关键问题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 结题 

2007B032 许月萍 流域水质水量联合调度关键技术研

究 

浙江大学建工学院 

水文水资源研究所 
结题 

2007B033 彭  涛 
雷达测雨技术和中尺度数值模式在

中小流域汛期洪水预报中的应用研

究 

中国气象局 

武汉暴雨研究所 
结题 

2007B034 刘丙军 作物腾发量时空尺度特征研究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

规划学院 
结题 

2007B035 寇继生 
河道水流数值模拟中的非线性方程

组解法研究 

上海大学理学院 

数学系 
结题 

2007B036 陈  群 土石坝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四川大学 

水利水电学院 
结题 

2007B037 杨  杰 
高坝及其坝基安全监测的不确定性

反演分析方法 
西安理工大学 结题 

2007B038 李本文 计算流体力学的谱投影算法 
东北大学 

（EPM 实验室） 
结题 

2007C016 张  为 长江中游微弯分汊河段平面二维水

沙数学模型研究 
武汉大学 结题 

2007C017 董前进  三峡水库洪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 武汉大学 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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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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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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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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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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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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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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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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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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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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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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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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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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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新批开放课题 

表 4-5    2009 年开放基金资助课题（研究期限 2009.12~2011.12）情况一览表 

序号 课  题  名  称 课题编号 负责人 工作单位 

1  
变化环境下漳卫南流域水资源演

变规律与优化配置 2009B049 李春晖 
北京师范大学 
环境学院 

2  
气候和覆被变化对海河流域水文

要素的影响分析 2009B050 门宝辉 华北电力大学 

3  济南城区暴雨洪水预警模型研究 2009B051 张金存 山东大学 

4  
干旱灌区水盐运移机制与水资源

联合利用耦合模型 2009B052 岳卫峰 
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

研究院 

5  
作物灌溉需水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研究 2009B053 王卫光 河海大学 

6  
SAR 技术在冬小麦旱情监测中的

模型研究 2009B054 沈 强 
中国地震局 
地震研究所 

7  
风速风向对沉淀池内泥沙运动特

性影响规律的研究 2009B055 刘百仓 
四川大学水力学与山

区河流开发保护 
国家重点实验室 

8  
流域水土流失防治体系技术措施

初步研究 
2009B056 赖永辉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9  
复杂边界条件下溃坝问题的实时

模拟研究 2009B057 宁德志 大连理工大学 

10  
三维河道地形动态交互辅助系统

研究 2009B058 朱英浩 
解放军通信指挥 

学院 

11  
水沙变异对长江中下游鱼类栖息

地适宜度影响研究 2009B059 易雨君 北京师范大学 

12  
岩壁吊车梁施工期开裂机理和防

裂方法研究 
2009B060 强  晟 河海大学 

13  
水工大体积混凝土温度场效应及

仿真技术研究 2009B061 唐天国 四川大学 

14  
水电工程渗控方案优化分析方法

研究 
2009B062 许桂生 华北电力大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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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B063 李晓静 山东建筑大学 

16  
环境载荷作用下浮式风电机组基

础结构稳定性分析 
2009B064 桑  松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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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科技合作 

2009 年 9 月 25 日，美国劳伦斯国家实验室 Donald J. Depaolo 院士和周创兵副校

长分别代表实验室就双方长期合作与交流事宜进行了洽谈，并初步达成了合作建立

“多相流联合研究中心”的意向。 

2009 年 6 月，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家重点实验室与西部地区省级

实验室的相互支援和科技合作，寻求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

学）与现代节水灌溉兵团重点实验室（石河子大学）共同的发展机遇，使双方实验室

更快更好地发展，经双方协商，本着“友好平等、互惠互利、资源共享、协同发展”

的原则，共建长期稳定、优势互补、紧密结合的双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达成了

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书见附件 7.8。 
2009 年 9 月，结合当前灌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

合作，促进灌区效益的发挥和可持续发展，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山西省运城市夹马口引黄工程管理局，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

科研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书见附件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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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管理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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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会议，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在武汉召开。学术委员会主任郑守仁院士主持了会议，武汉大学副校长

蒋昌忠教授致欢迎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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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科技司张拥军处长到会并讲话。学术委员会审议了实验室团队建设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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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实验室根据 2008 年评估意见，

对固定研究人员进行了调整，年龄结构和职称结构得到优化；实验室进行的团队建

设将有力地促进学术梯队的成长； 

2. 根据国家的科技需求和学科发展前沿，对实验室研究方向进行了适当调整，

明确了近期主要研究内容，调整后的研究方向为：(1)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2) 水

资源高效利用理论及环境效应；(3) 河流水沙运动规律与调控；(4) 高坝大库系统

安全与风险；(5) 水电站安全运行与控制。调整后的研究方向和近期研究内容，既

体现了实验室的研究基础和长期积累，又深化和拓宽了实验室研究领域； 

3. 学术委员会审定了 2009 年度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课题 16 项，基金课题的

研究内容与实验室研究方向结合紧密； 

4. 希望实验室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研究经费，加强研究团队建设，取得

实效；并采取多种措施，加快新引进人才的培养和学术发展；建议学校给予实验室

更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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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第二届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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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 

夏 军 教授、博导 委 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吴普特 教授、博导 委 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  嘉 教授、博导 委 员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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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管理与建设 

5.2.1  管理制度建设 

为加强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实验室制定了《关于青年教师出国进修与学术交流

的暂行办法》，见附件 7.5。办法规定 45 岁以下的青年研究人员，须到欧美等科学技

术发达国家的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以及著名的研究机构等进行为期一年以上的学术

进修或学术访问。目前，实验室已经资助了一批固定和流动研究人员出国进修或学术

访问。 

2009 年实验室制定了固定研究人员学术报告会制度。为促进实验室各研究方向的

融合，加强内部学术交流，促进实验室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实验室定于每双周四/五下

午 15:00－18:00 举办学术报告会。报告会每次安排两位研究人员做报告，每人报告时

间 40 分钟，讨论 30 分钟。每次报告会由各方向研究室主任主持或指定其他主持人。

为了保证学术报告会的长期性和有效性，实验室已建立了一套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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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实验条件建设 

1. 仪器设备建设 

2009 年 12 月，国家财政部、科技部下拨实验室的设备购置费、软件开发费、仪

器研制和改装费共计 1016 万元。批准仪器设备计划情况见表 5-2，实验室将严格按照

国家财政部批复的仪器设备购置计划执行。 

表 5-2    批准仪器设备计划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批准

经费 
建设负责人 类型 

1  力学高性能计算集群 83 吴运卿  董炳江 购置 

2  连续流动元素分析仪 50 董  斌  黄  爽  陈秀红 购置 

3  土壤氮循环监测系统 62 黄介生  黄  爽  陈维宁 购置 

4  EasyChem 化学成分分析仪 65 邵东国  陈维宁  黄  爽 购置 

5  ENVIS 数字网络生态监测系统 170 杨金忠  黄汉生  伍靖伟 购置 

6  SEBA 多参数水质传感器 20 洪  林  王  康  伍靖伟 购置 

7  WinScanopy 植物冠层分析系统 35 崔远来  王  康  顾文权 购置 

8  结构随机分析及寿命预测软件 36 李典庆  荣  冠 购置 

9  OPEC 开路涡度相关测量系统 32 崔远来  董  斌  顾文权 购置 

10  
激光粒子图像速度场仪（PIV）升级

改造 35 齐鄂荣  曹志先  詹才华 升级改造 

11  
灌溉排水综合实验平台－数据采集

系统升级改造 34 
王修贵  王  康  王富庆 
黄汉生 

升级改造 

12  闭式水泵模型装置试验台改造 35 钱忠东  谢  华  韩向远 升级改造 

13  水资源高效利用综合实验研究平台 221 杨金忠  罗金耀  张  翔  研制 

14  
水工混凝土结构老化与寿命预测实

验研究平台 64 陈胜宏  汪卫明  何  真 研制 

15  作物耗水测量实验研究平台 3 崔远来  王修贵  王富庆 研制 

16  溃坝实验研究平台项目 20 陈  立 研制 

17  粘性沙冲淤试验平台项目 30 谈广鸣  舒彩文 研制 

18  灌溉排水综合实验平台设施维修 21 
王修贵  王  康  王富庆 
黄汉生 

设施维修 

19  合  计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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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外基地建设. 

2009 年 9 月 28 日，实验室长江防洪实验研究基地挂牌仪式在武汉市沌口长江科

学院长江防洪模型实验基地举行。长江防洪模型实验研究基地的挂牌，为实验室研究

人员开展长江防洪、河床演变等试验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这是实验室建立的第 6 个

校外实验研究基地。 

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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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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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度活动与事项 

  1 月   

 2009 年 1 月 4 日，应李典庆副教授邀请，香港科技大学（HKUST）土木工

程系张利民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1 月 4 日，应槐文信教授邀请，纽约城市大学汤寒松博士访问实验室，

并作学术报告。 

  3 月   

 2009 年 3 月 12 日，美国 Johns Hopkins 大学尼采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项

目部主任 David Lampton 教授率团 21 人访问实验室。 

 2009 年 3 月 20 日，应曹志先教授邀请，英国 Newcastle 大学梁秋华博士访问

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4 月   

 2009 年 4 月 1 日，应黄介生教授邀请，日本爱媛大学的樱井雄二教授访问实

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4 月 6 日~16 日，以李义天教授为团长，曹志先教授、陈立教授和邓

金运副教授等一行 4 人赴台湾地区开展了为期 10 天的学术交流与访问活动。 

 2009 年 4 月 10 日，应谢平教授邀请，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自然科

学研究院何大明主任/院长一行 2 人访问实验室。 

 2009 年 4 月 15 日，应槐文信教授邀请，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赵建福研究

员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4 月 17 日，应谈广鸣教授邀请，天津大学曹楚生院士访问实验室，

并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4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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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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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09 年 5 月 11 日，应黄介生教授邀请，日本爱媛大学高濑惠次教授访问实

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5 月 11 日，长江大学地球化学系高绣纺副主任访问实验室，黄介生

教授接待来访者。 

 2009 年 5 月 15 日，应杨金忠教授邀请，美国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徐天福研究

员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5 月 18 日，曹志先教授应邀到英国 Glasgow University 讲学。 

 2009 年 5 月 17 日~25 日，实验室茆智院士、王修贵教授应邀参加了在宝岛台

湾高雄市中山大学举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人工湿地研讨会”，并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05 月，台湾逢甲大学许盈松教授受聘为武汉大学兼职教授。 

  6 月   

 2009 年 6 月 9 日，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的 Dave Chan 教授受聘为武汉大学客

座教授，并应邀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6 月 9 日，丹麦 Carsten Moberg Larsen 高级顾问，马海商务参赞等一

行 6 人访问实验室。 

 2009 年 6 月 10 日，越南水利大学 Trinh Minh Thu 校长等一行 14 人访问实验

室。 

 2009 年 6 月 11 日，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学术报告会制度首场学术报告举行。

谈广鸣主任主持报告会，杨金忠、周创兵分别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6 月 5 日，曹志先教授应邀到英国 Oxford University 讲学。 

 2009 年 6 月 12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田笑明局长、科技部援疆干部

兵团科技局崔拓副局长带领兵团重点实验室相关人员组成的考察团一行 13

人访问实验室。 

 2009 年 6 月 15 日，曹志先教授应邀到英国 Newcastle University 讲学。 

 2009 年 6 月~7 月，陈胜宏教授作为客座教授受邀赴法国里尔科技大学进行学

术交流与访问。 

 2009 年 6 月 28 日，台湾逢甲大学张保隆校长一行访问实验室，共商两校科

研合作与技术推广、学生双学位培养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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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009 年 7 月 3 日，实验室聘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University of Ne-

braska-Lincoln）工学院工程管理系主任史精生教授为实验室教授。 

 2009 年 7 月 14 日，应郭生练教授邀请，挪威奥斯陆大学地球科学系的许崇

育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8 月   

 2009 年 8 月 4 日，美国佐治亚洲环保部张毅博士访问实验室，实验室主任谈

广鸣教授接待来访客人。 

 2009 年 8 月 5 日，苏丹政府水利水电代表团 14 人参观实验室，实验室主任

谈广鸣教授会见来访客人。 

 2009 年 8 月 19 日，实验室聘英国 Newcastle 大学梁秋华博士为实验室教授。 

 2009年8月21日，李典庆教授应邀参加在武汉举行的第四届全球华人岩土工程

学术论坛，并作报告。  

 2009 年 8 月 27 日，应李兰教授邀请，美国乔治亚水资源研究所姚华明教授

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8 月，李典庆教授担任国际期刊 Georisk 编委。 

 2009年8月，实验室研究人员刘攀副教授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应邀到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开展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研究。 

 2009年8月，实验室研究人员程永光教授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以高级

研究学者身份赴美国爱荷华大学水力研究所进行为期6个月的学术访问。 

  9 月   

 2009 年 9 月 4 日，应曾玉红副教授邀请，英国利物浦大学工程学院陈道毅教

授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9 月 11 日，应黄介生教授邀请，沈阳农业大学水利学院杨国范副院

长一行 4 人参观实验室。 

 2009 年 9 月 19 日，实验室开展研究团队建设，11 个申请团队负责人进行了

申请答辩，均获通过。 

 2009 年 9 月 22 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二届二次会议召开，郑守仁院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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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谈广鸣主任作实验室工作报告。 

 2009 年 9 月 22 日，美国科学院院士、劳伦斯国家实验室教授 Donald J. Depaolo

参观实验室，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卡迪夫大学水环境研究中心教授 Roger A. 

Falconer 参观实验室，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Wayne Skaggs

教授参观实验室，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莫纳西大学教授 Michael 

Manton 参观实验室，美国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Tom Dunne

教授参观实验室，国际灌排委员会（ICID）秘书长 MGopalakrishnan 教授等参

观实验室。 

 2009 年 9 月 22 日，应崔远来教授邀请，河海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罗玉峰博士、

谢先红博士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9 月 23~24 日，由实验室和水利水电学院具体组织的“2009 水资源与

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暨中国工程院水利工程科学领域第三次院士论坛国际

学术会议在武汉召开。 

 2009 年 9 月 24 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院士与实验室研究人员、研究

生代表座谈，并题词“引领中国水利从近代水利向现代水利前进”。 

 2009 年 9 月 24 日，美国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刘会海教授受聘为武汉大学客座

教授，周创兵副校长出席了受聘仪式。 

 2009 年 9 月 24 日，武汉大学聘美国科学院院士、劳伦斯国家实验室 Donald 

J.DePaolo 教授为武汉大学名誉教授。 

 2009 年 9 月 25 日，实验室与美国劳伦斯国家实验室举行了双边学术会议，

Donald J. Depaolo 院士和周创兵副校长分别代表两个实验室就双方长期合作与

交流事宜进行了洽谈，并初步达成了合作建立“多相流联合研究中心”意向。 

 2009 年 9 月 25 日，应王长德教授邀请，美国克拉克森大学 Hungtao Shen 教

授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9 月 27 日，国际水资源协会主席 Cecilia Tortajada 教授和第三世界

水管理中心（墨西哥）教授 Asit K.Biswas 院士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9 月 28 日，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国立大学 Alexander Kislov 教

授在实验室学术报告厅作了“21 世纪东欧平原气候变化预测”的学术报告。 

 2009 年 9 月 28 日，实验室长江防洪实验研究基地挂牌仪式在武汉市沌口长

江科学院长江防洪模型实验基地举行，实验室主任谈广鸣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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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09 年 10 月 9 日，应汪卫明副教授邀请，美国加州大学 Davis 分校土木与

环境工程系程昭博士访问了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10 月 13 日，新疆水利厅一行 12 人访问实验室，实验室主任谈广鸣

教授接待来访客人。 

 2009 年 10 月 17 日，黑龙江省鸡西市市长助理、鸡西大学副校长李俊平教授

受聘为实验室教授，谈广鸣主任颁发聘书，周创兵副校长出席受聘仪式。 

 2009 年 10 月 22 日，应谢平教授邀请，河海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郝振纯教

授、杨涛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10 月 22 日，应熊立华教授邀请，英国皇家工程院 P. E. O’Connell 院

士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谈广鸣主任会见 P. E. O’Connell 院士。 

 2009 年 10 月 22 日，应张翔教授邀请，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宋献方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10 月 27 日，应董斌副教授邀请，澳大利亚 Charles Sturt 大学 Mohsin 

Haffeez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常务副主任杨金忠教授会见 Mohsin 

Haffeez 教授，就科技合作、研究人员互访、研究生培养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并取得重要进展。 

 2009 年 10 月 27 日，亚非洲水资源利用和环境研讨班 30 人参观实验室，实

验室常务副主任杨金忠教授接见了来访客人。 

 2009 年 10 月 28 日~29 日，实验室在宜昌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举办“萨

扬电站厂房事故及三峡集团公司水电站结构”专题讲座和咨询会。杨建东、

伍鹤皋、赖旭三位教授分别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10 月 31 日，应胡志根教授邀请，南澳大利亚大学 George Zillante 副

教授和 Yuen Fat Ma 博士访问了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11 月   

 2009 年 11 月 24 日，应黄介生教授邀请，越南水利大学 NGUYEN VAN LAI

副教授等 5 人参观实验室。 

 2009 年 11 月 25 日，应周创兵教授邀请，瑞典皇家工学院井兰如博士访问实

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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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1 月 28 日，应湖南省水利厅邀请，郭生练教授、熊立华教授为湖南

省水利厅作“现代水资源管理与利用”专题学术报告会。 

 2009 年 11 月 13 日，应王修贵教授邀请，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山广茂院长

一行 2 人访问实验室，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杨金忠教授、吴运卿副主任会见来

访客人。 

  12 月   

 2009 年 12 月 2 日，新加坡国立大学方国光教授受聘为武汉大学客座教授，

并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12 月 22 日，应何真教授邀请，Department of Civil, Environmental and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 Colorado 的 Yunping Xi 教授访问实验

室，并作学术报告。 

 2009 年 12 月，由郭生练教授牵头组织申报的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湖北省区域性巨型水库群经济运行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获国家

科技部立项。 

 2009 年 12 月，实验室三名优秀青年学术骨干陈益峰（A 类）、夏军强（B

类）、梁秋华（B 类）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09 年 12 月，实验室代表武汉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等单

位联合创建的“岩石力学与岩土工程学报”（英文版）期刊获得国家批准，

刊号为 ISSN 1674-7755，并于 10 月首刊。 

 2009 年 12 月，实验室研究人员李典庆教授获第九届湖北省青年科技奖。 

 2009 年 12 月 2 日，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彭涌涛副主任一行 4 人访问实验

室，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会见来访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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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  件 

7.1  固定研究人员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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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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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34  周  伟 男 1975.11 博士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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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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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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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流动研究人员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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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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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建富 男 1961.10 博士 土木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教授 

6  方国光 男 1968.12 博士 岩土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教授 

7  张利民 男 1968.06 博士 土木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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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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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雍  斌 男 1975.07 博士 地理信息系统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讲师 

11  杨  涛 男 1974.08 博士 自然地理学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副教授 

12  彭定志 男 1977.11 博士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讲师 

13  林凯荣 男 1980.05 博士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讲师 

14  陈  建 男 1980.07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 讲师 

15  蒋中明 男 1969.09. 博士 岩土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副教授 

16  唐天国 男 1973.02. 博士 土木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副教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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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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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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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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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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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egov/program/search/filelist.asp?fld_affair_id=7&fld_affair_instance_id=172296&username=zenith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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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在研项目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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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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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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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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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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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水盐调控精量灌溉技术

2006AA100207 
杨金忠 2006.12~2009.12 

国家“863” 

重点项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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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农田面源污染灌排综合调控技术

2006AA06Z342 
邵东国 2006.12~2009.12 

国家“863” 

面上项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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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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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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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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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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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防洪实时安全调度决策支持技术

2006BAC14B06-04 
陈  华 2006.11~2009.11 

国家“十一五” 

支撑计划子题 



                                                        2009 年报 

− 115 −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14  重力坝抗滑稳定 2008BAB29B03-7   常晓林 2008.01~2010.01 
国家“十一五” 

支撑计划子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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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高拱坝施工全过程动态仿真与实时

控制研究 50539120 
胡志根 2006.0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雅砻江联合基金专题 

17  
高坝、大流量、窄河谷新型泄洪消

能方式研究 50539060 
槐文信 2006.0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雅砻江联合基金专题 

18  
西南地区复杂高陡边坡变形与稳定

分析方法研究 50539100 
陈益峰 2006.0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雅砻江联合基金专题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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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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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基于可靠度理论的现役水工钢闸门

安 全 度 评 估 及 寿 命 预 测 研 究

50609016 
李典庆 2007.0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2  
不降低防洪标准的水库分期汛限水

位设计模式 50609017 
刘  攀 2007.0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3  
水轮机全流道非稳定涡旋运动及压

力脉动的机理研究 50609020 
钱忠东 2007.0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4  
土壤水和溶质非均匀运动显色示踪

技术和离散模拟研究 50609019 
王  康 2007.0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5  
过渡型浅滩主流摆动机理及调控研

究——以长江中下游为例 50609018 
孙昭华 2007.0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6  
异重流耦合积分模式与演化机理研

究 10672126 
曹志先 2007.0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7  
河流溶解性物质侵蚀规律与机理研

究 10672125 
陈  立 2007.0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8  
基于 KL-PC 展开的溶质运移随机数

值方法及条件模拟研究 40672164 
杨金忠 2007.0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9  
粘性细泥沙淤积固结后冲刷机理研

究 50679064 
谈广鸣 2007.0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0  
裂隙岩体渗流/应力应变耦合分析的

复合单元法 50679066 
陈胜宏 2007.0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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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31  
基于大气模式的洪水预报系统研制

与应用 50679063 
郭生练 2007.0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2  
部分植被化河槽热污染混合输移特

性研究 50679061 槐文信 2007.0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3  
灌区水资源高效利用多维临界调控

模型研究 50679068 
邵东国 2007.0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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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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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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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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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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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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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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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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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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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项目专题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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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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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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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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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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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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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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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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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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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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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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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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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灌区排水资源化再生利用机理与综

合调控技术 308017 
邵东国 2007.01~2009.12 

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 

重大项目 

55  
服役水工钢闸门可靠度评价方法研

究 S0701 
李典庆 2008.01~2009.12 

水利部水工程安全与

病害防治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开放基金 

56  
面向生态的水资源多目标混沌优化

配置理论与方法研究 2007ABD007 
邵东国 2007.01~2009.12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计划重大项目 

57  
湖北省典型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模

型与效果评价研究Hbshlkj2007k004 
邵东国 2007.01~2009.12 

湖北省水利 

重点科研项目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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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水库汛限水位调整风险评估 

与控制研究 
郭生练 2008.03~2009.12. 

水利部公益性 

行业专项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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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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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全国灌溉用水效率测算分析与评价

技术研究 200701002 
崔远来 2007.01~2009.12 

水利部公益性 

行业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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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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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高地应力条件下地下洞室爆破开挖

诱发的卸载波及其动力效应研究

NCET-06-0616 
卢文波 2007.01~2009.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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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基于贝叶斯理论的水文模型系统不

确定性研究 101077 
熊立华 2006.03~2009.03 

教育部霍英东 

青年教师基金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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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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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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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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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考虑剪胀效应的裂隙岩体渗透特

性研究 20060486016 
周创兵 2007.01~2009.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72  冲积河流多重时间尺度 206090296 曹志先 2006.12~2009.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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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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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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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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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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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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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在研横向项目（课题）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委 托 单 位 

1  
光照重力坝系统安全度综合仿真评价与

反馈分析 
陈胜宏 

汪卫明 
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 

2  
小湾水电站施工详图阶段拱坝带缝工作

安全性评价数值模拟分析 
陈胜宏 

汪卫明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

研究院 

3  白山水库调度自动化系统改造工程 郭生练 白山抽水蓄能泵站工程筹建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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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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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飞来峡水利枢纽水情遥测预报调

度改造项目 
熊立华 飞来峡水利枢纽管理局 

7  水文行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 胡铁松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8  
百步亭花园五期四号地块地源热泵地下

取水水资源论证 
胡铁松 武汉市百步亭集团公司 

9  
百步亭花园 3、5＃地块地源热泵地下取水

水资源论证 
胡铁松 武汉市百步亭集团公司 

10  观音阁水库与葠窝水库联合调度 胡铁松 内蒙古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11  锦凌水库运用方式与调度图研究 胡铁松 内蒙古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12  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编制 黄介生 水利部农水司 

13  岳阳市石化行业节水模式研究 黄介生 岳阳市水务局 

14  番禺区番顺联围专项水利规划 黄介生 番禺区水利局 

15  澧水流域洪水风险及调度 邵东国 湖南省水文水资源局 

16  石门水库续建配套设计 王修贵 武汉大学设计总院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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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广西大中型水库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杨金忠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 

19  永定市建闸模型研究 李义天 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20  三峡工程泥沙研究 李义天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 

长江航道局 

21  三峡工程坝下及中游航道演变规律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测量武汉中心 

长江航道局 

长江航道工程建设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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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委 托 单 位 

22  长江中游航道整治参数关键技术研究 李义天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3  
三峡蓄水后长江中下游一维水沙数值模

拟研究 
邓金运 长江航道局 

24  长江中游航道系统建设方案研究 孙昭华 长江航道局 

25  
蕲水等九条河流天然气管道穿越断面冲

刷深度研究 
陈  立 湖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26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水厂国建工程

防洪评价 
陈  立 武汉长江供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7  
工程影响下的武汉河段水文测验条件变

化研究 
陈  立 长江委水文局 

28  
宜昌市枝江港埠公司省化大件码头改造

工程防洪评价 
陈  立 宜昌市枝江港港埠有限公司 

29  
华能应城 4*300 等级热电联产工程防洪影

响评价 
陈  立 武汉高新热电公司 

30  湖南省山洪灾害临界雨量计算模型研究 曹志先 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31  
水布垭防渗工程渗流场-应力场耦合分析

研究 
周创兵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2  观音岩三维静动力研究 常晓林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33  塔城心墙坝计算 常晓林 长江水利委员会设计院 

34  赛格碾压混凝土重力坝体形优化 常晓林 华东勘测设计院 

35  低弹模地区温控研究 常晓林 长委设计院 

36  300 米级双江口堆石坝流变 常晓林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37  月牙肋岔管复核计算补充 伍鹤皋 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 

38  长河坝导流洞计算 伍鹤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39  冶勒水电站岔管复核计算 伍鹤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40  深溪沟水电站厂房结构计算 伍鹤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41  拉西瓦水电站蜗壳计算 伍鹤皋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42  龙滩水电站推力环计算 伍鹤皋 龙滩公司 

43  越南山萝蜗壳计算 伍鹤皋 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44  东江扩机引水岔洞计算 伍鹤皋 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45  烟岗水电站配水环管计算 伍鹤皋 陕西勘测设计研究院 

46  泰岗圩泵站压力水箱计算 伍鹤皋 珠委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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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委 托 单 位 

47  鲁地拉模型试验（施工阶段） 胡志根 云南华电鲁地拉公司 

48  江坪河施工导流风险 胡志根 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49  鲁地拉模型试验 胡志根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50  施工导流风险 胡志根 长江委设计院 

51  石门坎拱坝结构计算 周  伟 黄委设计院 

52  大丫口温控 周  伟 广西勘测设计研究院 

53  万家口子补充可研温控 周  伟 广西勘测设计研究院 

54  三峡水库汛期库区回水位计算研究 槐文信 长江科学院 

55  
长江城陵矶～南京江段航道整治工程影

响数模计算及溢油风险分析 
槐文信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

限公司 

56  
金沙江鲁地拉水电站过水围堰水力学数

值模拟计算 
槐文信 云南华电鲁地拉水电有限公司 

57  
新建铁路武汉至黄石城际铁路工程防洪

评价报告编制 
槐文信 武汉铁路局 

58  
白鹤滩乌东德水电站降低尾水高程增加

发电效益专项研究 
槐文信 三峡开发总公司 

59  岗曲河二级水电站过渡过程计算 赖  旭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

研究院 

60  水电机组振动摆度监测分析系统 赖  旭 黄河水电公司宁电分公司 

61  
复杂环境下坝高 300m 以上混凝土双曲拱

坝温度实时控制 
谈广鸣 中国水电七局 

62  湖北核电水资源论证 谈广鸣 湖北核电公司 

63  峡江枢纽水沙模型 谈广鸣 江西省水科院 

64  广州市水资源承载能力分析与计算 张  翔 中山大学 

65  
佛山市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和评

估之佛山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评估 
张  翔 中山大学 

66  
三峡库区典型流域大尺度污染物输移机

理研究 
付  湘 武汉大学新兴交叉科学研究项目 

67  工程造价中变量回归分析方法研究 付  湘 长江水利委员会 

68  国内外江河水沙变化及其影响分析 张小峰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69  佛山市汾江河流域谢边涌水系综合治理 张小峰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河道治理办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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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委 托 单 位 

70  
三峡水库建成后长江流域黄冈河段河道

演变分析 
张小峰 长江委水文局 

71  东西湖白马泾计算 张小峰 武汉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72  浙江瓯江滩坑计算 张小峰 浙江浙能北海水力发电公司 

73  涪陵白涛三峡建库后护岸工程设计计算 张小峰 扬子江工程咨询公司 

74  输电线路穿越杜家台防洪影响的计算 张小峰 湖北一方科技发展公司 

75  小漩和白马和水电站溃坝洪水计算 张小峰 湖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76  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库尾改造工程 张小峰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77  长江下游贵池河段航道整治工程计算 张小峰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78  涪陵堤防洪水位计算 张小峰 扬子江工程咨询公司 

79  大柳树水库和宁蒙河段冲淤数学模型 余明辉 黄河水利委员会 

80  湖北省房县三里坪泄洪调度试验研究 余明辉 湖北能源投资公司 

81  三里坪水工整体模型试验 余明辉 湖北能源集团房县水利水电公司 

82  安谷电站泥沙计算 余明辉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圣达水电公司 

83  
长江宜昌至城陵矶航道整治工程水动力

学及扩散参数计算专题 
余明辉 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84  
湖北省枣阳市华阳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溢洪道水工模型试验 
余明辉 

枣阳市华阳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项目办公室 

85  汉江白河水库泥沙计算 余明辉 湖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86  汉江小漩水库泥沙计算 余明辉 湖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87  
金沙江阿海水电站 1#导流洞进口围堰拆

除爆破设计及振动监测 
卢文波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 

88  汉江流域水资源调度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陈  华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创新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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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发表论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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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pling hydrological model 
with MM5 for flood forecast-
ing in the Hanjiang Basin. 

Jun Zhang, Shen-
glian Guo, Chen 
Gui-ya, Guo Jing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09.41(2): 

192-198. 

2 
基于总出力调度图与出力分

配模型的梯级水电站优化调

度规则研究 

刘心愿，郭生练，

刘  攀，郭富强. 
水力发电学报 

2009, 28(3): 
26-31. 

3 
考虑综合利用要求的三峡水

库提前蓄水方案研究 
刘心愿，郭生练，

刘  攀，李  响 
水科学进展 

2009,20(6): 
851-856 

4 
变化环境下基于趋势分析的

水资源评价方法  
谢  平，陈广才，

雷红富 
水力发电学报 

2009, 28(2), 
14~19 

5 
基于Hurst系数的水文变异分

析方法  
谢  平，陈广才，

雷红富 

应用基础与 

工程科学学报 
2009, 17(1), 

32~39 

6 
宏观进化多目标遗传算法在

梯级水库调度中的应用 
陈小兰，熊立华，

万  民，盖永岗 
水力发电学报 

2009,28(3):  
5-9 

7 

融合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算

法的改进通用似然不确定性

估计方法在流域水文模型中

的应用 

卫晓婧，熊立华，

万  民，刘  攀 
水利学报 

2009,40(4): 
464-473 

8 
井渠结合灌区用水效率指标

尺度效应研究框架 
陈皓锐，黄介生，

伍靖伟，杨金忠 
农业工程学报 

2009,Vol.25, 
No.8, pp.1-7 

9 
农业灌溉用水量混沌预报模

型建立与应用 
黄显峰, 邵东国 农业工程学报 2009 年 10 期 

10 
改进的突变评价法在旱灾风

险评价中的应用 
唐  明，邵东国 水利学报 2009 年 7 期 

11 
引水减少对河套永联试验区

田间水均衡影响分析 
江  燕，王修贵，

刘昌明，武夏宁 
水科学进展 

2009,30(3): 
356-360 

12 
河湾水流动力轴线变化与切

滩撇弯关系研究 

覃莲超，余明辉，

谈广鸣，许  多，

向  浩 

水动力学研究与 

进展 
2009,(1):  

29-35 

13 分层水库污染物输移影响因 陆俊卿，张小峰， 水动力学研究与 2009 年 5 期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nygcxb/2009-10.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lxb200907013.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lxb200907013.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lxb/2009-7.aspx
http://dlib2.edu.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SDLJ*2009*05&NaviLink=%e6%b0%b4%e5%8a%a8%e5%8a%9b%e5%ad%a6%e7%a0%94%e7%a9%b6%e4%b8%8e%e8%bf%9b%e5%b1%95A%e8%be%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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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期 

(或章节)页 

素分析(Ⅰ)——入库条件影

响分析 
易  灵 进展 

14 
基于多重分形的土壤水非均

匀流动分析 

朱  磊，周  清， 

王  康 
水科学进展 

2009,20(3): 
392-397 

15 
多孔介质中非均匀流动模式

信息特性聚类分析 
王  康，张仁铎，

周祖昊 
水科学进展 

2009,5:  

714-721 

16 
垃圾填埋场土壤水运动测度

分析 
张文贤，张展羽，

王  康 
水科学进展 

2009,20(6): 
841-847 

17 
田间尺度下土壤水流非均匀

运动特征的染色示踪研究 

盛  丰，王  康， 

张仁铎 
水利学报 

2009,40(1): 
101-107. 

18 
非饱和土中溶质地表径流迁

移模型及解析模拟 
童菊秀，杨金忠，

暴入超 
水科学进展 

2009,20(1): 
10-17, 

19 
灌溉田块中污染物流失规律

的数值模拟及其验证 
暴入超，杨金忠，

童菊秀 
水利学报 

2009,40(2): 
231-237, 

20 地下水流动的条件模拟 
史良胜，廖卫红，

杨金忠，蔡树英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09,41(6): 
41-50, 

21 
重力坝两种滑移失稳机理及

安全度评价方法 
周  伟，常晓林，

周创兵，朱开祥 
水利学报 

2009.10, 
1189-1175 

22 
基于无单元伽辽金法的水工

结构温度应力及温度裂纹扩

展计算 

程井，常晓林，

周  伟，卢建华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09.41(04): 

26-31 

23 
堆石体应力变形细观模拟的

随机散粒体不连续变形模型

及其应用 
周  伟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9.28(03): 
0491-0499 

24 
高拱坝坝址区初始地应力场

的二次计算 
周  华，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9,28(4): 

767-774 

25 裂隙岩体渗透特性反演分析 
何  吉，徐  青，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9,28(1): 
2730-2735 

26 
小湾拱坝坝基开挖卸荷松弛

效应的有限元分析 

周  华，王国进，

傅少君，邹丽春，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9,30(4): 
1175-1180 

27 改进的等参逆变换算法在耦 周艳国，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9,29(11): 

http://cnki2.lib.whu.edu.cn/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SCLH&NaviLink=%e5%9b%9b%e5%b7%9d%e5%a4%a7%e5%ad%a6%e5%ad%a6%e6%8a%a5(%e5%b7%a5%e7%a8%8b%e7%a7%91%e5%ad%a6%e7%89%88)
http://cnki2.lib.whu.edu.cn/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SCLH&NaviLink=%e5%9b%9b%e5%b7%9d%e5%a4%a7%e5%ad%a6%e5%ad%a6%e6%8a%a5(%e5%b7%a5%e7%a8%8b%e7%a7%91%e5%ad%a6%e7%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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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场分析中的应用 张  雄，傅少君 3170-3173 

28 
岩石边坡稳定性与支护的数

值分析及综合比较 
徐  青，陈胜宏，

汪卫明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9,27(2): 
3692-3698 

29 
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全程综合

仿真分析与安全评估 
苏培芳，汪卫明，

何  吉，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9,30(6): 
1769-1774 

30 
三维随机裂隙岩体渗流分析

的块体单元法 
殷德胜，汪卫明，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9,30(8): 
2535-2539 

31 
混凝土喷层支护节理岩体等

效力学模型及其应用 
付成华，周洪波，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9,30(7): 
1967-1973 

32 
岩体开挖松弛的判据与有限

元分析 
周  华，汪卫明，

陈胜宏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9,37(6): 

112-116 

33 
多相流传输THM全耦合数值

模型与程序验证 
陈益峰，周创兵，

童富果，井兰如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9, 28(4): 

649-665. 

34 
含复杂渗控结构渗流问题数

值模拟的 SVA 方法 
陈益峰，周创兵，

郑  宏 
水力发电学报 

2009, 28(2): 
89-95. 

35 
静水环境中径向紊动射流数

值模拟 
槐文信，钱忠东 水利学报 2009.11 

36 
滩地植被化明渠中横向水平

射流特性试验研究 
槐文信，秦明初

等 
水科学进展 2009(5) 

37 
基于掺长模型非淹没刚性植

被水流流速垂向分布的数值

解 

槐文信，赵  磊
等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09(2) 

38 
淹没柔性植被明渠恒定水流

水力特性的试验研究 
槐文信；韩  杰
等 

水利学报 2009(7) 

39 
长廊式调压室流态 CFD 分

析及吸气旋涡消除措施研究

[J]. 

邓淞苡，张  剑，

程永光，吴  迪 
水力发电学报 

2009,28(4): 
130-136. 

40 
基于 SWAT的灌区分布式水文

模型——Ⅰ模型构建的原理

与方法 

代俊峰，崔远来 水利学报 
2009,40(2): 

145-152 

41 
基于 SWAT的灌区分布式水文

模型——Ⅱ模型应用 
代俊峰，崔远来 水利学报 

2009,40(3): 
311-318 

42 基于异源多时相遥感数据提 蔡学良，崔远来 农业工程学报 200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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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灌区作物种植结构 124-130 

43 
灌溉水利用效率指标研究进

展 
崔远来，熊  佳 水科学进展 

2009,20(4):  
590-598 

44 
河流水化学特性与流域泥沙

输移的相关性研究 
王家生，陈  立，

范北林，柴晓玲 
水科学进展 

2009, 20(5): 
658-662 

45 
Na+对河流溶解性物质解吸

规律影响的试验研究 
许文盛，陈  立，

赵德招，刘欣桐 
水科学进展 

2009, 20(4): 
537-543 

46 
正挑桩式丁坝壅水特性及其

冲刷深度计算模式理论 
周银军，陈  立，

桂  波，刘欣桐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09, 41(2): 

58-63 

47 
三峡建库后荆江三口分流的

变化  
李义天，郭小虎，

唐金武，孙昭华 

应用基础与 

工程科学学报 
2009,17(1):  

21-31 

48 水库排沙调度优化模型研究 
李义天，甘富万，

邓金运 
水科学进展 2009(6) 

49 
向家坝、溪洛渡建库后三峡水

库汛限水位优化研究 
甘富万，李义天，

邓金运 
水力发电学报 2009(2) 

50 
三峡蓄水初期宜昌枯水位稳

定机理分析 
葛  华，李义天, 

朱玲玲，孙昭华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09,41(1):  

47-53 

51 
水工钢闸门主梁系统可靠度

分析 
李典庆，吴帅兵 水利学报 

2009, 40(7): 
870-877 

52 
基于 N 维等效方法的岩质边

坡楔体稳定体系可靠度分 
李典庆，周创兵， 
胡冉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9, 28(7): 
1415-1424. 

53 
考虑多失效模式相关的岩质

边坡体系可靠度分析 
李典庆，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9, 28 (3): 

541-551 

54 水工隧洞内水外渗耦合分析 苏  凯，伍鹤皋 岩土力学 
2009.30(4): 
1147-1152 

55 
设置在镇墩混凝土内的高压

钢岔管结构研究 
苏  凯，伍鹤皋，

汪艳青 
水力发电学报 

2009.28(3):  
91-96 

56 
大型水电站不同埋设方式蜗

壳结构分析 
张启灵，伍鹤皋，

黄小艳 
水力发电学报 

2009.28(3):  
85-90 

57 
水电站蜗壳结构配筋计算原

则研究 
张启灵，伍鹤皋 

应用基础与 

工程科学学报 
2009.17(4): 

536-542 

58 瀑布沟水电站充水保压蜗壳 何  勇，伍鹤皋， 天津大学学报 2009, 42(5): 

javascript:EnterDetail(1577461,8,'~-~Writer=李义天','TV','84465X','三峡建库后荆江三口分流的变化','29571192');
javascript:EnterDetail(1577461,8,'~-~Writer=李义天','TV','84465X','三峡建库后荆江三口分流的变化','29571192');
javascript:WriterSearch('李义天');
javascript:WriterSearch('甘富万');
javascript:WriterSearch('邓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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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模型试验 李杰 400-406 

59 水电站垫层蜗壳配筋计算 
于  跃，张启灵，

伍鹤皋 
天津大学学报 

2009, 42(8): 
673-677 

60 
水电工程爆破振动安全判据

及应用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卢文波，李海波，

陈  明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9, 28(8): 
1513-1520/8 

61 
地应力对爆破过程中围岩振

动能量分布的影响 
严  鹏。卢文波 爆炸与冲击 

2009, 29(2): 
182-188/7 

62 
基于小波变换时-能密度分析

的爆破开挖过程中地应力动

态卸载振动到达时刻识别 
严  鹏，卢文波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9, 28(S1): 
2836-2844/9 

63 
人工免疫系统提取供水水库

调度规则的性能分析 
王小林，成金华，

尹正杰，胡铁松 

系统工程理论与 

实践 

2009,29(10): 
129-137 

64 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双层模型 
吕一兵，万仲平，

胡铁松，陈  忠 

系统工程理论与 

实践 

2009,29(6): 
115-120 

65 
基于多属性分析的农田排水

标准 
郭旭宁，胡铁松，

谈广鸣 
农业工程学报 

2009, 25(8): 
64-70 

66 
多水库联合调水 工程的规模

优选 
江  燕，胡铁松，

刘昌明，武夏宁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9, 45(5/6): 

585-589 

67 
变化环境下基于降雨径流关

系的水资源评价方法．  
谢  平，陈广才，

陈  丽 
资源科学 

2009, 31(1): 
69~74 

68 控制排水条件下土壤氮素运

移的试验研究 
杨 琳*，黄介生，

李大文*，瞿思尧* 
长江流域资源与 

环境 
2009(11) 

69 
荆江-洞庭湖河网泥沙数学模

型研究．  
穆锦斌，张小峰 泥沙研究 2009( 5) 

70 
长江上游河流输沙量时间序

列跃变现象研究．  
许全喜，张小峰，

袁晶 

长江流域资源与 

环境 
2009(6) 

71 
采砂深度对分汊河道影响分

析 
张强，张小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9( 3) 

72 
土壤非均匀水流运动和溶质

迁移显色示踪方法研究 
王  康，张仁铎

等 
土壤学报 

2009,46(4):  

47-54 

73 基于图像分析的粘土孔隙分 周  清，王  康， 土壤通报 2009,50(4): 

http://dlib2.edu.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NSYJ&NaviLink=%e6%b3%a5%e6%b2%99%e7%a0%94%e7%a9%b6
http://dlib2.edu.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NSYJ*2009*05&NaviLink=%e6%b3%a5%e6%b2%99%e7%a0%94%e7%a9%b6
http://dlib2.edu.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CJLY*2009*06&NaviLink=%e9%95%bf%e6%b1%9f%e6%b5%81%e5%9f%9f%e8%b5%84%e6%ba%90%e4%b8%8e%e7%8e%af%e5%a2%83
http://dlib2.edu.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HDSZ*2009*03&NaviLink=%e5%8d%8e%e4%b8%9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ad%a6%e6%8a%a5%28%e8%87%aa%e7%84%b6%e7%a7%91%e5%ad%a6%e7%89%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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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维数研究 朱  磊 736-739 

74 
非均匀流动示踪试验及活动

性流场模型的应用 

李  萼，王  康， 

张仁铎，盛  丰 
土壤学报 

2009,46(1):  

37-45 

75 
土壤优先流的理论研究和试

验分析 

盛  丰，王  康， 

张仁铎 
环境科学学报 

2009,29 (2) :  

433 - 439 

76 
固沙植被多功能高分子复合

材料对沙土物理性状的影响 

王  勇，王  康， 

小岛纪德 
水土保持学报 

2009,23(1): 
141-144 

77 
干旱灌区地表水和地下水联

合利用耦合模型研究 
岳伟峰，杨金忠，

朱  磊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9,45(5/6):  

554-558 

78 
强不规则地形上浅水二维流

动的数值计算研究.  
王  鑫，曹志先， 
岳志远 

水动力学研究与 

进展 

2009, 24(1): 
56-62 

79 
河床表面分形特征及其分形

维数计算方法 
周银军，陈  立，

刘欣桐，许文盛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9(3):  
170-178 

80 
弱动力水流中粘性泥沙作用

下水流流速沿垂线分布的试

验研究 

许文盛，陈  立，

刘  林，王家生 
泥沙研究 

2009(6):  

37-43 

81 
三峡蓄水后枝江-江口水道演

变趋势初步分析  
朱玲玲，李义天，

孙昭华，葛  华 
泥沙研究 

2009,(4):  
8-15 

82 
暴雨诱发滑坡致灾机理与减

灾方法研究进展 
周创兵，李典庆 地球科学进展 

2009, 24(5): 
477-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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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odified NLPM-AN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Chaoqun Li, 
ShenglianGuo, 

Jun Zhang 

Journal of Hydrology 
Volume 378, Issues 1-2,15 

November 2009,Pages 137-141. 

2  
Design Flood Hydrograph Based on 
Multicharacteristic 
Synthesis Index Method 

Yi Xiao, Shengli-
an Guo 

Journal of Hydrological  
Engineering 

2009,14(12):1359-1364 

3  
Spatial analysis of human health risk 
associated with ingesting manganese in 
Huangxing Town. 

Guangming Zeng, 
Jie Liang, Shen-
glian Guo, Lin 

Shi,  
Ling Xiang, 
Xiaodong Li, 
Chunyan Du 

Middle China Chemosphere 
Volume 77, Issue 3, October 

2009, Pages 368-375. 

4  BLP approach for the estimation of 
variogram parameters 

Bing Huang,  
Tiesong Hu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09,59(2):421-428 

5  

Indices for assessing the prediction 
bounds of hydrological models and ap-
plication by generalized likelihood un-
certainty estimation.  

Xiong Lihua,  
Wan M.,  

Wei X. J., 
O’Connor K. M.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2009,54 (5), 852-871 

6  
Characterizing heterogeneous soil wa-
ter flow and solute transport using in-
formation measures 

Wang, Kang, 
Zhang, Renduo, 
Hiroshi, Yasuda 

Journal of Hydrology 
370(1-4), 109-121,2009 

7  
Characterizing soil preferential flow 
using iodine–starch staining experi-
ments and the active region model 

Sheng Feng , 
Wang Kang, 

Zhang, Renduo 

Journal of Hydrology 
367: 115-124,2009 

8  
A stochastic approach to nonlinear un-
confined flow subject to multiple ran-
dom fields 

Shi Liangsheng, 
Yang Jinzhong, 
Zhang Dongxiao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
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 

23(6): 823-835, 2009 

9  
Probabilistic collocation method for 
unconfined flow in heterogeneous me-
dia  

Shi Liangsheng, 
YangJinzhong, 

Zhang Dongxiao, 
Li Heng 

Journal of hydrology 
365(1-2): 4-10, 2009 

10  Fully coupl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of turbidity currents over erodible bed Hu, P., Cao, Z. 

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32(1), 1-15, 2009 

11  Hydropower in China at present and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常晓林，刘杏红，

周  伟 

Energy 
2009.6:doi:10.1016/j.energy. 

2009.06.051 

12  Creep analysis of high concrete-faced 
rockfill dam 周  伟 

Communications in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 

2009. DOI: 10.1002/cnm.1230 

13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jointed rock 
masses reinforced by fully-grouted 
bolts and shotcrete lining 

Chen Sheng-Hong, 
Fu Cheng-Hua, 
Shahrour Isa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 Mining Sciences 

2009,46: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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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odeling coupled THM processes of 
geological porous media with multi-
phase flow: theory and validation 
against laboratory and field scale ex-
periments 

Yifeng Chen, 
Chuangbing Zhou, 

Lanru Jing 

Computers and Geotechnics 
2009, 36(8): 1308-1329. 

15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to predictthe friction factor of open 
channel flow 

曾玉红，槐文信 
Commun Nonlinear Sci Numer 

Simulat 
2009,14: 2373–2378 

16  
Three-layer model for vertical velocity 
distribution in open channel flow with 
submerged rigid vegetation 

槐文信，曾玉红，

徐志刚，等 
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v 32, n 4, p 487-492, April 2009 

17  

Reply to comments on "Three layer 
model for vertical velocity distribution 
in open channel flow with submerged 
rigid vegetation" by Huai WX, Zeng 
YH, Xu ZG, Yang ZH [Adv Water Re-
sour 32 (2009) 487-92] 

槐文信，曾玉红，

韩  杰，等 

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v 32, n 9, p 1462-1463, Septem-

ber 2009 

18  
Application of system dynamics ap-
proach for time varying water balance 
in aerobic paddy fields 

Yufeng Luo  
Shahbaz Khan 
Yuanlai Cui 

Paddy Water Environ 
2009, 7:1–9 

19  Modified Jarratt method with 
sixth-order convergence 

Wang XH,  
Kou JS, 
Li YT 

Applied mathematics letters 
2009,Vol2,n12,p 1798-1802 

20  
Channel Degradation Downstream 
from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and Its 
Impacts on Flood Level 

Li YT,  
Sun ZH,  

Liu Y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
ing-asce 

2009,135(9):718-728 

21  Risk based maintenance planning for 
deteriorating slopes 

Li, D.Q.,  
Zhou, C. B. 

Natural Hazards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s 

30(2): 130-143,2009 

22  
A system reliability approach for 
evaluating stability of rock wedges 
with correlated failure modes 

Li, D. Q.,  
Zhou, C. B 

Computers and Geotechnics 
36 (2009) 1298–1307 

23  
Two-dimensional analytical solution 
for compound channel flows with veg-
etated floodplains 

槐文信，高  敏，

曾玉红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
chanics (English Edition) 

v 30, n 9, p 1121-1130, Septem-
ber 2009 

24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flow with sub-
merged flexible vegetations based on 
mixing-length approach 

槐文信，韩  杰，

曾玉红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
chanics (English Edition) 

v 30, n 3, p 343-351, March 2009 

25  
VIC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 to 
predict climate change impact in the 
Hanjiang Basin 

Guo Shenglian, 
Guo Jing, Zhang 
Jun, Chen Hua.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E: 
Technological Sciences 

2009, 52(11): 3234-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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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pps.isi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AuthorFinder&qid=1&SID=2DJObF2bLdhJ9cfighb&page=1&doc=3&cacheurlFromRightClick=no
http://apps.isi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AuthorFinder&qid=1&SID=2DJObF2bLdhJ9cfighb&page=1&doc=3&cacheurlFromRightClick=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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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26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water flow over stepped spillways 

Qian Zhongdong, 
Hu Xiaoqing，Huai 
Wenxin1 Amador 

AntÓNio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E: Tech-
nological Sciences 

2009, 52(11): 1958-1965 

27  
Evaluating the uncertainty of Darcy 
velocity by sparse grid collocation 
method  

Shi Liangsheng, 
YangJinzhong, 
Zhang Dongxiao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E: Tech-
nological Sciences 

2009, 52(11): 3270-3278 

28  
Experimental ,numerical and sensitive 
analysis of nitrogen dynamics in soils 
irrigated with treated sewage 

Zhu Yan, Yang 
Jinzhong And 
Wang Liying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E: Tech-
nological Sciences 

2009, 52(11): 3279-3286 

29  

Coupling the hydrological and ecolog-
ical process to implement the sustaina-
bl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Hanjiang River Basin 

Zhang Xiang,  
Xia Jun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E: Tech-
nological Sciences 

2009, 52(11): 3240-3248 

30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dry drainage in 
soil salinity control 

伍靖伟，赵丽蓉*，
黄介生，杨金忠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E: Tech-
nological Sciences 

2009, 52(11): 3328-3334 

31  Effects of irrigation efficiency on 
chemical transport 

Wang, Kang, 
Zhang, Renduo, 

Sheng Feng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E: Tech-
nology Science 

2009, 52(11): 3287-3292 

32  

Irrigation ponds: possibility and poten-
tials for the treatment of drainage water 
from paddy fields in Zhanghe Irrigation 
System 

Dong Bin,  
Mao Zhi,  

Larry Brown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E: Tech-
nological Sciences 

2009, 52(11):3320-3327 

33  
Experimental study of landslide 
dam-break flood over erodible bed in 
open channels  

Yan, J., Cao, Z., 
Liu, H.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21(1), 124-130, 2009 

34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Levee Breach 
Flows Under Complex Boundary Con-
ditions 

YU Ming-hui, 
DENG Yin-ling, 
QIN Lian-chao, 

WANG Dang-wei, 
CHEN Ya-ling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2009,21(5):633-639 

35  

Qualification of uncertainty for simu-
lating solute transport in the heteroge-
neous media with sparse grid  
collocation method 

Shi Liangsheng, 
YangJinzhong, 
Zhang Dongxiao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21(5)：112-123，2009 

36  
Mathematical Model for The Flow with 
Submerged and Emerged Rigid Vegeta-
tion 

槐文信，陈正兵 
等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Ser. B, Volume 21, Issue 5,  

October 2009, Pages 722-729 



                                                        2009 年报 

− 132 − 

7.5  关于青年教师出国进修与学术交流的暂行办法（试行） 

 

为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鼓励青年教师到国外进修学习、合作研究或参加国际学

术交流，提升学院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扩大国际影响，特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条件 

第一条  青年教师指 45 岁以下在岗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副教授。 

第二条  进修地点限于欧美等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的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以及著

名研究机构。 

二、基本要求 

第三条  青年教师原则上应具有连续一年以上国外进修学习或合作研究经历，

每三年应到国外进行短期（六个月以内）合作研究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口头报

告一次。 

第四条  到国外进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教师需向学院或重点实验室申请，根

据学科需要统一安排。 

第五条  出国人员在批准期限内按时回学院工作，确因研究任务需要延期的，须

及时向学院或重点实验室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延期，否则扣发工资、岗贴和年终

奖，并按学校规定作除名或自动离职处理。 

第六条  进修一年以上者应在本专业领域国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 篇及以上，半

年以上的应在本专业领域国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及以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应做

会议口头报告。 

三、鼓励措施 

第七条  在国外进修学习或合作研究期间，工资、岗贴、年终奖励等全额发放。 

第八条  在国外进修学习或合作研究，连续一年以上资助人民币 8 万元，连续半

年以上资助人民币 4 万元；到国外进行短期合作研究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人民

币 1.5 万元以内。但其相应研究成果不再享受相关资助。 

第九条  申请获得国家、学校或对方出国进修学习或合作资助者，酌情给予资助；

其相应研究成果可享受相关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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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在国外进修学习或合作研究连续一年以上者，同等条件下优先聘任高一

级专业技术职务。 

四、组织考核 

第十一条  学院成立青年教师培养领导小组和考核小组。领导小组由院长、院党

委书记、负责学科建设的副院长、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常务副主任、专职副主任等

组成，负责出国申请的审批。考核小组由领导小组根据考核对象的专业范围指派院教

授委员会部分委员和相关教师组成，负责评议考核工作。 

第十二条  评议考核。进修半年及以上的青年教师回校报到后，选择一种外语向

考核小组汇报所做研究工作与成果情况。经评议合格，方可享受第七条至第十条相关

待遇。 

五、其  它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中所需经费来源于学院学科建设经费、学院事业费、实验室建

设经费和实验室自主研究经费。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院青年教师培养领导小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二○○九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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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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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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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2009 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姓  名 类别 会 议 名 称 类型 报告／文章题目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是否会

议报告 

1 张  强 博士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ural Net-
works (ISNN2009) 

国内 Research on Dynamic Response of Riverbed De-
formation Based on Theory of BP Neural Network 2009.05 26~29 武汉 否 

2 董炳江 博士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
ergy Engineering Confer-
ence ( APPEEC） 

国内 Reservoir Dam Break Flow and Sediment Simula-
tion  2009.03.29~31 武汉 否 

3 屈文谦 博士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
ergy Engineering Confer-
ence ( APPEEC） 

国内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Cooling Water of Yan-
gluo Power Plant 2009.03.29~31 武汉 否 

4 卢新华 硕士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
ergy Engineering Confer-
ence ( APPEEC） 

国内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Cooling Water of Yan-
gluo Power Plant 2009.03.29~31 武汉 否 

5 郑  力 硕士 中国力学学会学术大会

2009 
国内 土石坝漫顶冲决的三维数值模拟 2009.08.24~26 郑州 是 

6 胡  鹏 硕士 中国力学学会学术大会

2009 
国内 异重流塑造海底渠堤的二维数值模拟 2009.08.24~26 郑州 是 

7 邓银铃 硕士 
中国力学学会学术大会

2009 
国内 非粘性岸滩稳定坡度影响机理研究 2009.08.24~26 郑州 是 

8 尹书冉 博士 
第四届全国水力学与水利

信息学学术大会 国内 波状边界上湍流运动的深化研究 2009.10.10~12 西安 是 

9 曹  兵 博士 第四届全国水力学与水利

信息学学术大会 国内 旁侧入流对绕体流动及河床冲淤变形的影响 2009.10.10~12 西安 否 

10 胡宁宁 硕士 第四届全国水力学与水利

信息学学术大会 国内 基于混合网格的复式河道平面二维水沙运动数

值模拟 2009.10.10~12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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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李志伟 硕士 
第四届全国水力学与水利

信息学学术大会 国内 静水环境中径向紊动射流数值模拟 2009.10~12 西安 是 

12 李志伟 硕士 

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高层论坛暨中国工程院水

利工程科学领域第三次院

士论坛国际学术会议 

国内 径向射流紊动特性分析 2009.09.23 武汉 否 

13 高  伟 硕士 第九届全国水动力学会议 国内 Finite Analytic Solutions of Thermally Stratified 
Plan Poiseuille-Benard Flow 2009.09.15 成都 否 

14 李 响 博士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
ergy Engineering Confer-
ence (APPEEC 2009) 

国际 Optimal Operation of Cascade Hydropower Plants 2009.03.28~30 武汉 是 

15 李雨 硕士 第七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三峡和清江梯级水库群防洪联合优化调度研究 2009.09.19~20 北京 是 

16 郭靖 博士 

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高层论坛暨中国工程院水

利工程科学领域第三次院

士论坛国际学术会议 

国际 VIC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 to predict cli-
mate change impact in the Hanjiang Basin 2009.09.23~24 武汉 是 

17 陈立瑾 硕士 第七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洪家渡水电站洪水调度系统的设计与开发研究 2009.09.19~20 北京 是 

18 王国重 博士 MASS2009 国际 
Rain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of soil conversa-
tion and benefit analysis in the western mountains 
of HENAN province 

2009.09.21~23 北京 是 

19 蔡素芳 硕士 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业

委员会 2009 年年会 国内 需水预测研究综述 2009.12.05~09 大连 是 

20 罗  蔚 博士 第十三界世界湖泊大会 国际 昌南城湖泊水环境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 2009.11.01~05 武汉 否 

21 阮艳云 硕士 第七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闸门对河道污染物影响的神经网络模拟 2009.09.19~20 北京 否 



                                                                                                      2009 年报 

−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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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阮艳云 硕士 

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高层论坛暨中国工程院水

利工程科学领域第三次院

士论坛国际学术会议 

国际 闸门对河道污染物影响的模拟研究 2009.09.22~24 武汉 否 

23 唐亚松 硕士 
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业

委员会 2009 年学术年会 国内 基于相关系数的水文趋势变异分析方法及应用 2009.12.05~09 大连 否 

24 陈  丽 硕士 
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业

委员会 2009 年学术年会 国内 无定河流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水文效应 2009.12.05~09 大连 否 

25 谭莹莹 硕士 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业

委员会 2009 年学术年会 国内 东江流域径流序列变异分析 2009.12.05~09 大连 否 

26 胡彩霞 硕士 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业

委员会 2009 年学术年会 国内 西江流域洪水序列变异分析 2009.12.05~09 大连 否 

27 张洪斌 硕士 第七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荆门市竹皮河的生态补水研究 2009.09 北京 否 

28 杨梦斐 硕士 第七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无资料地区径流量计算方法探讨及其在竹皮河

的应用 2009.09 北京 否 

29 甘衍军 硕士 第七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基于 GIS 的 SCS 模型在无资料地区产流计算中

的应用 2009.09 北京 否 

30 张晓琳 硕士 第七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基于小波变换的信息量系数在水文序列复杂性

分析中的应用 2009.09 北京 是 

31 罗  鹏 博士 GCIS2009  国际 A study on Quantitative Radar Rainfall Measure-
ments by the Method of Set-pair Analysis 2009.05 厦门  是 

32 谭  健 博士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ural Net-
works 

国际 Enterprise cluster knowledge disseminate in 
small-world network 2009.05.26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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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黄彬彬 博士 
2009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国际 
An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Model of the 
Conflict of River Basin Water Resources Utiliza-
tion 

2009.05.21 Manchester, 
England 否 

34 黄彬彬 博士 
The First World Congress on 
Global Optimization in En-
gineering & Scienc 

国际 The Optimal Control Model of Reservoir Valley 
Pollution and Solving With Maximum 2009.06.21 张家界 否 

35 黄彬彬 博士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
ence on Energy and Envi-
ronment Technology 

国际 The optimal control model of regional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solution method 2009.10.16 桂林 否 

36 葛建坤 博士 
2008 年 GEF 海河流域水资

源与水环境综合管理国际

研讨会 
国际 基于 GA-BP 网络的大棚茄子需水量预测模型 2009.01.19 北京 否 

37 葛建坤 博士 第四届黄河国际论坛 国际 温室内不同地膜覆盖面积的节水效应 2009.10.20~23 郑州 否 

38 朱  焱 博士 地下水论坛 2009 国际学术

研讨会 国际 区域饱和非饱和介质拟三维水流数值模拟 2009.07.02~03 西安 是 

39 朱  焱 博士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
ference on Calibration and 
Reliability in Groundwater 
Modeling 

国际 A quasi-3D Numerical Model for Groundwater 
Flow in Irregular Aquifer-Aquitard System 2009.09.20~23 武汉 否 

40 朱  焱 博士 

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高层论坛暨中国工程院水

利工程科学领域第三次院

士论坛国际学术会议 

国际 

Experimental, numerical and sensitive analysis of 

nitrogen dynamics in soils irrigated with treated 

sewage 

2009.09.22~24 武汉 否 

41 史良胜 博士 

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高层论坛暨中国工程院水

利工程科学领域第三次院

士论坛国际学术会议 

国际 Evaluating the uncertainty of Darcy velocity by 
sparse grid collocation method 2009.09.22~24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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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陈皓锐 博士 
International Forum on Wa-
ter Resources and Sustaina-
ble Development 

国际 
Stastical analysis on relationship among ground-
water level, human activ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in Yundong Plain 

2009.09 武汉 是 

43 陈皓锐 博士 The 4th International Yellow 
River Forum 

国际 Modeling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 on groundwater 
level using Modflow 2009.10 郑州 是 

44 王建鹏 博士 

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高层论坛暨中国工程院水

利工程科学领域第三次院

士论坛国际学术会议 

国际 基于改进 SWAT 模型的区域蒸发蒸腾量模拟 2009.09 武汉 是 

45 刘路广 博士 

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高层论坛暨中国工程院水

利工程科学领域第三次院

士论坛国际学术会议 

国际 SWAP 和 SWAT 在柳园口灌区的联合应用 2009.09 武汉 是 

46 郑庆安 硕士 

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高层论坛暨中国工程院水

利工程科学领域第三次院

士论坛国际学术会议 

国际 漳河灌区多水源和多种水管理方式下的水分利

用效率研究 2009.09.22~24 武汉 是 

47 刘孟凯 博士 

Proceedings of 2009 Inter-
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asuring Technology and 
Mechatronics Automation 
(ICMTMA2009). 

国际 Research of Operation Method of Automation 
Control Model in a Single Ice-covered Canal 2009.04 张家界 是 

48 丁志良 博士 

Proceedings of 2009 Inter-
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asuring Technology and 
Mechatronics Automation 
(ICMTMA2009). 

国际 Operation Mode of Canal System Based on Water 
Volume Control Method. 2009.04 张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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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丁志良 博士 
2009 International Work-
shop o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国际 Study on the controlled volume method of opera-
tion of canal system 2009.05 武汉 是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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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51 马静洲 硕士 

2009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高层论坛暨中国工程院水

利工程科学领域第三次院

士论坛国际学术会议 

国内 水坝的广义经济成本探究和决策分析 2009.09.22~24 武汉 否 

52 陈 行 硕士 2009 大坝安全监测专委会

年会暨学术交流会 国内 基于 Oracle 数据库系统的大坝安全监控辅助决

策系统 2009.12.07~09 都江堰 否 

53 徐艳茹 硕士 
2009 全国大型泵站更新改

造研讨暨新技术、新产品交

流大会 
国内 

机械式全调节水泵抬机及其原因分析、 
浅析泵站工程老化评价 

2009.12.05~08 厦门 否 

54 叶渊杰 硕士 
2009 全国大型泵站更新改

造研讨暨新技术、新产品交

流大会 
国内 

轴流泵叶片转角与调节杆行程的关系、 
基于模糊推理和神经网络的水泵机组故障诊断

方法研究 
2009.12.05~08 厦门 否 

55 吴家冠 博士 国际能源与动力工程学术

会议 国际 
Simulation Analysis on the Creap Deformation of 
High Rock Slope of Jiang Ping River Hydropower 
Slation   

2009.03.31 武汉 否 

56 彭云枫 博士 亚太电力与能源工程国际

会议（APPEEC 2009） 国内 Study on application of CSG cofferdam in hydro-
power station construction（EI 检索） 2009.03.29 武汉 否 

57 付  亮 博士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
ergy Engineering Confer-
ence 

国际 Effect of turbine characteristic on the response of 
hydroturbine governing system with surge tank 

2009.03.28~31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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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鲍海燕 博士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
ergy Engineering Confer-
ence 

国际 
Study on Nonlinear Dynamical Model and Control 
Strategy of Transient Process in Hydropower Sta-
tion with Francis turbine 

2009.03.28~31 武汉 
否 

59 陈  玲 博士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
ergy Engineering Confer-
ence 

国际 The influence of using diversion tunnel on hydrau-
lic transient of hydropower plants 

2009.03.28~31 武汉 
否 

60 杨桀彬 博士 
第二届水力发电技术国际

会议 国际 混流式水轮机特性曲线的边界条件的研究 2009.04 北京 有 

61 祝启虎 博士 
The 7th International Sym-
posium on Rockburst and 
Seismicity in Mine 

国际 
Discussion on Dynamic Mechanism of Rockburst 
and Advance Stress Release Method in Rockburst 
Prevention 

2009.08 大连 否 

62 蒋 睿 硕士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
posium on Design, Perfor-
mance and Use of 
Self-Consolidating Concrete  

国际 Discussion on mixture ratio design methods of 
self-compacting concrete 2009.06 北京 否 

63 张雨霆 博士 
2009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 
Conference, 

国际 
FEM-based reinforcement design of surge shaft- 
Illustrate with a case study of Xiaowan hydropow-
er plant. 

2009.03.28~31 武汉 否 

64 张雨霆 博士 
2009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Computing Science, 

国际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structural stabil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surge shaft 2009.05.21~22 

英国 
曼彻斯特 

否 

65 张雨霆 博士 

11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
er-Aided Design and Com-
puter Graphics, 

国际 Development of Reinforcement Design System for 
Lining Structures based on OpenGL 2009.08.18~21 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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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左双英 博士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
ence on Modelling and Sim-
ulation 

国际 

The Second Development Based on FLAC(3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eismic Response Analysis 
of Large-scale Underground Caverns in 
Yingxiuwan Hydropower Station. 

2009.03.21~22 
英国 

曼彻斯特 
否 

67 卞康 博士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
ence on Modelling and Sim-
ulation, 

国际 
Numerical Analysis of Damage-Fracture Model 
for Surrounding Rock Stability of Underground 
Caverns. 

2009.03.21~22 
英国 

曼彻斯特 
否 

68 张雨霆 博士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
ence on Modelling and Sim-
ulation 

国际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Anti-seismic Capacity of 
Large Scale Underground Cavern Complexes un-
der Earthquake Effect. 

2009.03.21~22 
英国 

曼彻斯特 
否 

69 倪少虎 博士 

The First World Congress on 
Global Optimization in En-
gineering & Sci-
ence(WCGO-2009) 

国际 
The Application of a Modified Parallel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to Back Analysis of Rock 
Masses Parameters in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2009.06.01~05 湖南 否 

70 张雨霆 博士 

2009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Computation Technology 
and Automation. 

国际 
Design Optimization of Anchor Support System in 
Large Scale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Based on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2009.10.10~11 张家界 否 

71 卞康 博士 

2009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Computation Technology 
and Automation 

国际 
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Method for Under-
ground Cavern Excavation 

2009.10.10~11 张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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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张超 
博

士 
水利水电工程风险分析及

可靠度设计方法研讨会 国内 
考虑施工过程中河道水位雍高的土石围堰挡水导流风险分

析  2010 .01 .15~16  宜昌 是 

73 张启灵 博士 
2009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 Con-
ference 

国际 Modal analysis of hydropower house by using fi-
nite element method 

2009.03 武汉 是 

74 石长征 博士 
第二届全国水工抗震防灾

学术交流会 
国内 

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拦污栅墩结构预留槽施工方

案抗震性能分析 
2009.05.12 成都 否 

75 花俊杰 博士 
第四届全球华人岩土工程

学术论坛 
国内 堆石体应力变形的尺寸效应研究 2009.08 武汉 否 

76 李卫明 博士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
ence On Energy Environ-
ment Technology 

国际 
The Application of 3s Technique in Water Pollution 
Monitoring and Forecasting 

2009.10.16~18 桂林 否 

77 赵二平 博士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Unsaturated Soil Mechanics 
and Deep Geological Dis-
posal of Nuclear Waste
（2009） 

国际 The similar design method of unloading rock mass 
in model test and its application 

2009.08.24~28 上海 是 

78 卢晓春 博士 
Computational Structural 
Engineering（2009） 

国际 
Seismic Dynamic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Gravity 
Dam 

2009.06.22~24 上海 是 

79 卢晓春 博士 
The 1st International Sympo-
sium on Rockfill Dams
（2009） 

国际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Filling Methods on Working 
Behavior of High FRD 

2009.10.18~20 成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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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新疆石河子大学合作协议 

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石河子大学现代节水灌溉兵团重点实验室 

合  作  协  议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西部地区省级实验室的相互

支援和科技合作，全面促进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简称国

家重点实验室）与石河子大学现代节水灌溉兵团重点实验室（简称兵团重点实验室）

共同寻求最大机遇，又快又好发展，经双方协商，本着“友好平等、互惠互利、资源

共享、协同发展”的原则，共建长期稳定、优势互补、紧密结合的双嬴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达成以下协议： 
一、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广泛营造良好学术氛围，促进双方尤其是兵团重点

实验室的学科发展和学术进步； 
二、缔结科研联盟，联合组织攻关； 
1. 建立重大科技项目联合申报机制，针对节水理论与技术、农业水环境、农业与

水利信息化建设、节水灌溉关键设备的研究与开发等方面急需解决的关键科学技术问

题，共同组织项目申报与攻关，双方在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大力投入支持； 
2. 在国家“973”计划、国家“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重大）等项目的组织申报上，由双方优秀拔尖人才组成联合团队，共同策

划和实施； 
3. 在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项目申报，以及为地方经济建设开展科技服

务和全国科技支疆行动等方面，国家重点实验室支持本单位科研人员参与兵团重点实

验室的策划申报和“重大科技服务工程”的实施活动。 
三、双方涉及的具体合作内容，另行协商，签定具体协议。 
此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 

石河子大学现代节水灌溉 
兵团重点实验室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盖  章 盖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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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山西省运城市夹马口合作协议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 

山西省运城市夹马口引黄工程管理局 

科技合作协议书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依托武汉大学建设的水资源与水电工

程科学领域的科技创新平台。实验室主要进行基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理论研究，设有五

个研究方向：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河流水沙运动与调

控；高坝大库系统安全与风险；水电站安全运行与控制。先后承担了大量国家及省部

级重要基础研究、重大工程研究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在非线性水文系统、水资源可

持续管理、节水灌溉、地下水土壤水运动，除涝排水、跨流域调水、河流泥沙、水电

能源开发利用、水电站结构设计优化、坝基与边坡理论、水电工程施工过程优化、水

电站过渡过程等方面取得了众多高水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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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黄河流域的典型灌区，夹马口

引黄工程管理局近年来结合自身实际，引进灌溉现代化的理念和方法，实施了一系列

的管理体制改革、工程建设技术创新措施。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和完善增强了灌区工

程设施能力，提高了服务水平，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和

农村环境的改善，被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认为是灌区现代化的先进典型，在整体灌溉

效益、灌溉水利用系数、灌溉水分生产率方面居亚太地区领先地位。 

目前夹马口引黄工程发展中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水源没有保证，水资源供

需矛盾突出；水泵和输水管道磨蚀严重，运行效率及出水能力降低；输配水渠系老化

失修，淤积渗漏严重；田间灌水技术落后，灌溉水有效利用率低。这些问题的存在不

仅影响了灌区效益的发挥，而且对灌区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威胁。 

结合灌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合作，促进灌区效

益的发挥和可持续发展，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和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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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运城市夹马口引黄工程管理局，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

科研合作协议： 

一、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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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服务与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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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同意将夹马口灌溉试验站和夹马口泵站作为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武汉大学）的野外实验研究基地，在协议签订后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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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显标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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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 1 日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 

六、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 

 

 

负责人：                         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人：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 

 山西省夹马口 

引黄工程管理局 

 

 

二○○九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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