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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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队伍和规模 

2007 年，实验室现有固定研究人员 38 人，学术顾问 6 人（2 人为中国工程

院资深院士)，流动研究人员 30 人，技术与管理人员 4 人。在固定研究人员中，

教授 31 人(均为博士生导师)，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973”项目首席科学

家 1 人，教育部跨(新)世纪人才 6 人，有 2 人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有 15 人在国内国际学术机构中任职。固定研究人员中有博士学位的占 95%。技

术人员及管理人员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研究队伍年富力强、结构合理，大多具有

在国外学习与学术访问经历，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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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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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规律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影响；水循环规律

及生态环境效应；数字流域方法及数字水文模型；

地表水体耗氧、复氧机理与污染物动态迁移转化规

律，地下水与地表水的耦合理论，地下水中污染物

运移理论。 

郭生练 

2 
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优化配置 

SPAC 水、肥、热运移理论及环境效应，作物水肥

生产函数，综合节水灌溉技术；劣质水与再生水资

源灌溉利用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同尺度的经

济用水与生态环境需水规律，面向生态的水资源优

化配置理论。 

杨金忠 

3 
河流水沙运动规

律与调控方法 

河流水沙运动规律以及水沙运动与河流形态、水量

时空分布、水质、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作用；不

同尺度正、变态河流模拟模型方法及其测控技术；

防洪减灾、生态修复、防治污染等维系河流健康的

水沙调控原理与方法。 

李义天 

4 
水电工程结构与

施工过程仿真 

高坝结构优化设计计算仿真理论；坝基边坡稳定性

分析与反馈设计方法；地下洞室与压力管道结构优

化设计理论；施工导截流实验模拟与风险分析；施

工过程仿真及其快速施工方法。 

陈胜宏 

5 
水电站过渡过程

与控制 

水机电联合过渡过程机理实验和数值仿真；复杂调

压室群水位波动稳定性理论，变顶高尾水系统水力

特性及流态分析，调压室型式优化及流态分析；气

流两相流暂态过程模型和数值仿真。 

杨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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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实验室组织机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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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实验室研究室： 

水资源基础研究室      主任：熊立华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优化配置研究室  主任：邵东国 

河流水沙运动规律与调控方法研究室  主任：陈  立 

水电工程结构与施工过程仿真研究室  主任：伍鹤皋 

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研究室   主任：赖  旭 

（三）实验室实验大厅(中心)： 

水文水资源实验中心      主任：张  翔 

农田水利与水环境实验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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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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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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程师 

三峡工程设计代表局，局长 
主 任 

王  浩 教授、院士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 副主任 

夏  军 教授、博导
中国科学院陆地水循环重点实验室，主任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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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水利部，副部长 
委 员 

王光谦 教授、博导
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清华大学)，主任/全国政协，常委 

委  员 

薛松贵 教授级高工 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 委  员 

钟登华 教授、博导 天津大学，副校长 委  员 

许唯临 教授、博导
水力学与山区河流开发与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四
川大学)，主任 

委  员 

彭世彰 教授、博导
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河海大学)，主任 

委  员 

冯树荣 教授级高工 中国水电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委  员 

王仁坤 教授级高工 中国水电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委  员 

郭生练 教授、博导
武汉大学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湖北省，副省长 
委  员 

周创兵 教授、博导
武汉大学，副校长 

武汉大学岩石力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 
委  员 

杨金忠 教授、博导

武汉大学，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

任 
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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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实验室支撑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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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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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工程一级学

科博士点 
国家重点一级学

科 

系统工程 081103  

岩土工程 081401  

流体力学 080103  

博士点 

(9 个)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08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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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点 

(11 个) 

岩土工程 08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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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学研究与进展 

2007 年，本实验室在研国家任务、国家重大水电工程项目等科研项目共 179

项，到款科研经费达 3600 万元以上，其中国家任务 53 项，经费达 1650 万元,占

总经费的 45%。在研任务中，新承担国家“973”项目课题 1 项；在研国家“863”项

目 3 项（含子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1 项，新承担基金重点项目 3 项

（主持 1 项，参加 2 项），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8 项；新承担国家“十

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题 1 项；在研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水利水

电工程研究项目 2 项，省部级重要项目 24 项，其它项目 100 余项。 

实验室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裂隙岩体的渗流与力学特性研

究”(50239070）通过基金委的结题验收，其它各项目基金项目也都顺利结题，并

取得一定研究成果。 

2007 年，实验室在水文水资源、水电站蜗壳结构研究等的科技成果凝炼与

提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流域水文模型新理论新方法及其应用”、“大型水电

站压力管道和蜗壳结构优化设计理论与工程应用”分别取得了教育部、湖北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在紊流模拟技术研究方面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完成的“紊流模拟技

术及其在水利水电工程中的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另有 6 项成果获省部

级自然科学奖与科学进步奖；出版学术著作 3 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做大

会报告 24 次。发表论文 160 多篇，其中三大检索论文 98 篇（SCI 论文 25 篇，

EI 论文 70 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简称 CSCD) 核心期刊论文 13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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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成果获奖 

2007 年实验室获国家及省部级以上奖项共计 8 项。 

表 2-1  2007 年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序号 获奖项目名称 等级 奖项名称 单位排名/获奖人姓名/排名 

1 
紊流模拟技术及其在水利水电工程中

的应用 
二等

国家科技

进步奖 
（3）槐文信（5）戴会超（1），

2 流域水文模型新理论新方法及其应用 一等
高校科技

进步奖 
（1）熊立华（1）郭生练（2）

3 
大型水电站压力管道和蜗壳结构设计

理论研究与工程应用 
一等

湖北省科

技进步奖
(1)伍鹤皋(1) 

4 
水体中污染物混合输移的机理 

及模型研究 
二等

湖北省自

然科学奖

（1）槐文信（1）钱忠东（3）

曾玉红（4）杨中华（5） 

5 节能型自由侧翻式拍门研制 二等

大禹水利

科学技术

奖 

（1）陈坚（1） 

6 
洞庭湖区白沙至鲇鱼口河段航道整治

关键技术研究 
二等

湖南省科

技进步奖
（3）李义天（6）赵明登（9）

7 三峡水库动库容调洪研究 二等
湖北省科

技进步奖
(3)陈森林(7)艾学山(9) 

8 
城陵矶河段水位抬升机理 

及解决措施研究 
三等

大禹水利

科学技术

奖 

（2）杨国录（2）陈立（4）余

明辉（5） 

部分获奖成果简介 

（一）紊流模拟技术及其在水利水电工程中的应用 

研究和发展了水利水电工程紊流数值模拟中适合多类流动问题的紊流模型

及模拟方法，包括三元复杂边界的数学模型、水气两相流的数学模型、计及浮力

效应的紊流模型、大涡模拟方法、泄洪冲刷坑动边界模拟方法等。 

模拟获得了水垫塘复杂紊流场水力特性和消能机理及孔板泄洪洞、洞塞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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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竖井旋流式泄洪洞和龙抬头式泄洪洞的流场细观特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泄

洪洞消能体系的理论;建立了一套复式游荡型河道漫滩水流计算方法及洪水演进

数值计算模型。 

模拟获得了静止环境中单孔负浮力排放及流动环境中单孔、多孔正负浮力排

放近区流场水力特性及稀释机理，形成排放近区的稀释理论，从数值模拟角度发

现横流中浮力排放过程中的射流分叉现象和马蹄涡结构。 

结合三峡工程建设的需要，完成了三峡原型水轮机的全流道三维定常和非定

常紊流计算；对三峡原型混流式水轮机进行了三维定常空化紊流计算，分析了空

化发生的规律;完成了减小三峡水轮机压力脉动的研究，包括转轮泄水锥的形状

和长度、尾水管形状的研究。以三维紊流计算为基础，研究了新一代高性能 X

叶片转轮的现代优化设计方法，并设计了三峡右岸混流式水轮机，比较了传统叶

片和 X 型叶片的混流式水轮机性能。 

拓宽了水利水电工程领域中反问题的概念，提出了“脉冲谱法、离散优化法、

摄动法，控制论方法”等,并给出了各类方法详细的求解步骤及应用实例。 

以上成果已应用于溪洛渡、向家坝等水电站水垫塘或泄洪洞设计，指导三峡

工程施工及三峡水轮机方案设计和决策，并被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所采用，同时

应用于相关工程含油废水扩散器的设计，金马河河道整治及渭河下游河道及洪泛

区洪水演进的数值仿真。也应用于其他水利工程、航天液氧泵和冶金设备的流动

模拟中，部分成果已编入水力计算手册和相关教材，充实了相关学科的内涵及外

延。 

（二）流域水文模型新理论新方法及其应用 

流域水文模型是水利学科的基础研究方向之一，已经成为水文预报、水资源

规划设计及管理的重要手段。除了水利学科外，流域水文模型的研究与应用还遍

及地理、资源、环境、生态、林业等各个学科领域。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等单位的科研基金支持下，“流域水文模

型新理论新方法及其应用”课题组针对流域水文模型开展了深入的科学研究和应

用实践，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创造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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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果包括：① 流域降雨-径流关系的非线性问题研究；② 半干旱半湿

润地区流域产汇流机制研究；  ③ 数字流域技术和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  ④ 洪水

实时预报校正技术；  ⑤ 水库洪水预报调度软件系统的研制与应用。 

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域水文

模型的新理论新方法将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具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 

（三）大型水电站压力管道和蜗壳结构设计理论研究与工程应用 

随着水电站建设规模和单机容量的不断增大以及承受水头的提高，压力管道

和蜗壳结构的设计理论和关键技术成为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和现实价值的重大课题。为此，本项研究采用理论分析、数值仿真和模型试验相

结合的方法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工作。主要成果包括： 

突破现行规范中坝内埋管设计方法的理论缺陷和限制，建立了坝内埋管抗裂

安全新的评价方法，完善了坝内埋管设计理论体系。 

为了提高混凝土坝的整体性，减小大坝和管道施工干扰，提出了采用坝下游

面管道代替坝内埋管，进一步完善了坝下游面管的设计理论和方法，解决了工程

界关心的裂缝开展和管道长期安全运行的关键技术问题。 

突破高强钢材料和工艺上的困难，提出了采用钢衬钢筋混凝土岔管代替传统

的钢岔管，建立了钢衬钢筋混凝土岔管的设计配筋理论和方法。 

对垫层蜗壳、充水保压蜗壳和完全联合承载蜗壳三种结构型式进行了系统深

入的研究，建立和完善了蜗壳外围混凝土的设计配筋理论和原则，解决了水电站

厂房振动等结构安全问题。 

成果已经成功地应用于三峡、龙滩、小湾、向家坝、溪洛渡水电站等诸多工

程设计中，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水体中污染物混合输移的机理及模型研究 

污染物在内陆河流、近海水域以及地下水系统中的混合输移机理及模型研

究，是环境水力学、河流动力学、地下水动力学、海岸动力学等科学领域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项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特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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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多类环境中考虑密度差引起的浮力作用的废水排放数学模型，形成了

污染物排放近区稀释与控制理论；探讨了不同时空尺度下水体中污染物的输运扩

散机理；发展了混合有限分析法，建立了基于泰勒展开的分步有限元方法；独立

开发了数字粒子图像处理软件，并将神经网络等成功应用到实验数据处理中；系

统研究了在内湾合理布置方向糙率对增加海水交换率的影响，为改善海湾和半封

闭海湾水质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建立了地下水饱和-不饱和非恒定渗流各向

异性三维数学模型，成功解决了移动网格法不易确定浸润面的问题。 

本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26 篇，其中被 SCI 

收录 23 篇，EI 收录 97 篇，ISTP 收录 12 篇，出版专著 2 部。单篇论文被 SCI

论文引用高达 17 次。项目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成果已应用于内陆河湖水库和近海

水域的水环境保护工作和科学研究中，获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及学

术效果，并推动了相关学科发展。 

（五）节能型自由侧翻式拍门研制 

拍门是阀门的一种，它是灌排和供水泵站中采用 为广泛的一种断流设

施，对泵站主要起正常断流和防洪保安作用。目前，中小型低扬程泵站采用

的拍门几乎都是自由起落式，这种拍门主要是依靠其自重关闭，运行时阻力

大、能耗高，关闭时撞击力大、振动强烈。于是，大型低扬程泵站对这种拍

门进行了改进，如采用整体浮箱式，双节浮箱式等。但其原理仍离不开自由

起落式，因重力的干扰，其改善效果仍不理想。 

本研究提出的拍门，其工作原理介于“无自闭能力的自由侧翻式”和“自由

起落式”两种拍门之间，其技术的关键是采用侧翻式，即将门轴倾斜（存在 δ

或 γ角），使门板倾斜，因而当拍门离开管口位置时，门重的分力会促使拍门

自动关闭。这种拍门利用了门体自重的部分分力（约 10％左右）作为闭门的

动力，克服了无自闭能力的自由侧翻式拍门和自由起落式拍门的缺点。 

该拍门经过几年的研究、开发和试用，证明其各项性能参数指标优于传

统自由起落式拍门。第一，泵站运行时拍门张开角α＞85°，阻力系数ζ≤0.1，

同台机组改用本拍门后，泵站装置效率可提高4％左右，年均节电约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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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采用本拍门可消除泵站运行时在出水池产生的卧轴漩涡，进一步提高

泵站效率，同时能避免底流对池底的冲刷；第三，停机闭门撞击力减小，特

别是在自由出流或半淹没状态时，撞击力减小的效果更明显。目前已申请相

关专利19项，其中授权16项。该种拍门分别通过湖南省水利工程质量检测中

心和水利部水力机械质量检测中心的检测，2006年6月9日通过水利部新产品

鉴定验收。目前该拍门已批量生产并投放市场，已被多家生产单位采用，已

在中部四省大型排涝泵站更新改造和全国大型泵站建设中重点推广，同时即

将在“十一五”规划全国大型泵站更新改造中发挥重要作用。 

2.2  承担科研项目 

2007 年，实验室在研纵向及重大工程科研课题 80 项，其中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21 项（新承担基金重点项目 3 项（主持 1 项，参加 2 项），杰出青年

基金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8 项）；国家“973”项目 3 项（含子题），国家“863”项目

3 项（含子项）；在研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研究项目 2

项，省部级重要项目 24 项，其它项目 100 余项。2007 年到款科研经费达 3600

万元以上。在研纵向与重大工程项目目录见附件 3，在研部分横向科研项目见附

件 4。 

承担主要课题情况介绍: 

（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裂隙岩体的渗流与理学特性研究”顺利结题 

课题编号：50239070 

课题期限：2003.1-2006.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项目主持：周创兵 

裂隙岩体的渗流与力学特性是岩体利用与改造过程中的重要科学问题。通过

开展裂隙岩体渗流与应力耦合机理及模型、工程作用效应及数值模拟方法等研

究，提出了裂隙岩体 3＋X 维多场广义耦合的概念，形成了考虑岩体渗流与应力、

工程作用效应的广义耦合分析体系；提出了考虑结构面剪胀和剪缩效应的岩体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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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应力（变形）耦合模型，建立了结构面渗流与变形耦合的广义立方定理；完

善了基于能量迭加原理的复杂岩体渗透张量及表征单元体（REV）的三种确定方

法；发展了基于 REV 的岩体介质力学分析模型选择的三个准则及确定模型参数

的智能反演方法；提出了锚索/锚杆、排水孔（洞）模拟的复合有限元分析方法；

完善了评价爆破震动荷载作用下岩石高边坡动力稳定安全评价的时程法，提出了

基于爆破损伤控制的裂隙岩体优化开挖顺序及爆破方式；发展了渗流与应力耦合

分析的并行有限元分析技术，并形成了基于 GIS 的岩体稳定性监测反馈评价方

法。研究成果在多个工程得到应用，获 2006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研究成果

深化了裂隙岩体的渗透模式、渗流机制及基本规律的认识，丰富了岩体水力学理

论；对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多场（应力场、渗流场、温度场等）耦合问题也有普遍

指导意义。 

（二）在研“973”项目：长江流域水沙产输及其与环境变化耦合机理 

项目编号：2003CB415200 

项目期限：2003.11-2008.11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首席科学家：李义天 

年度进展：针对项目 2007 年度任务，在进一步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各课题

针对前三年的研究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研究重点集中在上游环境变化和

产水产沙相互作用机制、水沙过程变异对中下游河道演变的影响、水、沙、污染

物相互作用机制、水、沙、环境变化监测与反馈、流域水沙资源优化调控研究等

方面。通过上述研究，初步揭示了水资源变化及河流系统发展趋势、水利工程与

水沙过程变异相互作用机制，探讨了水沙变异对中下游河床形态、河湖关系、河

流系统功能的影响、典型江段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初步建立了基于 3S 技术的

流域环境与水、沙产输特征信息监测与反馈模型，提出流域水沙资源优化配置理

论与方法。 

各课题组成员团结协作，积极性高，在国内外刊物公开发表论文 258 篇，

其中 SCI 论文 22 篇，EI 论文 36 篇，会议论文 80 篇（特邀报告 29 篇），培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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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 87 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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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2009.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参加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新疆农垦科学院 

课题主持：杨金忠 

课题概述：我国是世界上水资源问题 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从水资源条件、

水资源的分配优先程度和地区的耗水特点分析，华北和西北地区农业水资源问题

为典型和突出，节水灌溉和微咸水的利用是维持该区农业发展的关键技术。 

世界灌溉历史上由于引排水的水盐失控，引起的灾难性后果应引以为戒。为

此，研究温室、大田滴灌和微咸水灌溉条件下，农田水分、养分、盐分迁移与累

积过程，建立灌溉土壤质量安全的水盐调控技术，提出精量灌溉技术及灌溉模式，

对维持灌溉农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意义。 

课题主要研究：大田滴灌条件下精量灌溉技术与水盐调控技术；温室大棚内

作物精量灌溉的水肥盐调控模式；微咸水灌溉技术和水盐控制措施；节水及微咸

水灌溉可持续发展的安全保障技术。 

（四）在研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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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概述：本课题结合我国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围绕粮食安全、水资源高效

利用和水环境保护等目标，研究灌区农田排水及其再利用相关的关键技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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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研究农田涝渍状况对作物生理、生态、产量的影响及作物排水后效应，

提出除涝、防渍、涝渍兼治的农田排水方法与指标；研究节水灌溉条件下土壤水

盐运移时空变异规律，提出基于控制作物根层土壤含盐量的水盐调控模式；研究

作物水位生产函数及农田控制排水技术参数指标与水位调控准则，开发控制排水

系统的相关控制设施，建立控制排水系统的工程结构与布局优化模式；研究农田

排水矿化度及排水中营养元素含量的动态特征，评价农田排水再利用的潜力，建

立排水再利用下的相应工程结构形式与运行管理模式；研制开发淹没式的暗管测

流计，研究现代化暗管施工工艺与方法。 

（五）在研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大流量预应力渡槽设计和施工

技术研究 

课题编号：2006BAD11B06 

研究期限：2006.12-2009.12 

课题主持：曹为民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实验室流动研究人员) 

王长德 (武汉大学)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参加单位：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河海大学、长江水利委员会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课题概述：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规划有几十座渡槽，流量大、规模巨大，在

世界上尚无设计先例。由于渡槽槽身荷载及尺寸巨大，使设计工作遇到了前所未

有的困难，需要在新型结构型式及设计理论、建筑材料、动力分析、施工技术与

质量控制以及安全保障等方面开展深入的研究，为设计提供技术理论方法，保证

设计质量和工程技术经济合理。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大流量预应力渡槽温度边界

条件及荷载作用机理及对结构的影响研究；高承载、大跨度渡槽结构新型式及优

化设计研究；大流量预应力渡槽新材料，止水、支座等新结构研究；渡槽和槽墩

支柱的抗震性能研究；减震措施研究；渡槽施工技术及施工工艺研究，研究施工

质量控制指标及控制方法；研究地震、预应力失效、施工及运行中出现的表层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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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止水失效、基础失稳等各种可能导致大型预应力渡槽失效的破坏模式、破坏

机理及对渡槽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相应的预防及补救措施；外部裂缝预防及补

救措施以及与此相关的新型涂料开发；大流量预应力渡槽的耐久性及可靠性研究。 

（六）在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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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编号：50639040 

研究期限：2007.01－2010.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课题主持：杨金忠 

参加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 

项目概述：农业生产活动对水质带来的有害影响，一方面是通过土壤侵蚀和

化肥、牲畜粪便以及农药的地表流失进入河湖而导致地表水体的污染，另一方面

则是通过土壤养分和农药的淋洗进入含水层而污染地下水。目前，农业生产活动

被视为是造成全球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染的主要来源，而过量施用化肥产生的氮、

磷流失与淋洗则是引起水体污染的 为严重的问题。 

我国的现代农业主要取决于灌溉农业的快速发展，在灌溉农业持续地向集

约、高效、多样运行一体化模式转变的趋势下，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资源节约型生

产方式迫在眉睫，而灌溉农业生产过程中对水肥资源的高效利用可达到促进农业

增产、减少面源污染物的重要作用。由于农田灌溉排水系统受到人类生产活动和

调控措施的强烈干预，因此，研究灌排条件下农田氮磷转化、运移的规律以及相

关的控制措施，对提高化肥利用效率、减轻农业带来的面源污染程度、缓解水资

源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亟待开展与此相关的应用基础

理论研究。 

按照灌溉排水条件下氮磷的转化、在地表水系统和地下水系统中的运移、在

农田地块的流失以及相应的控制措施，主要研究内容：灌溉排水条件下氮磷的吸

收与转化规律；灌溉排水条件下氮磷在土壤和地下水中的运移规律；灌溉排水条

件下氮磷的地表径流流失规律；灌溉排水条件下氮素的流失与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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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承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岩石力学及地基基础 

项目编号：50725931 

研究期限：2008.1-2011.12 

项目主持：周创兵 

课题概述：我国西部水电能源开发规模和强度前所未有。在建和即将兴建的

一批大型、特大型水电站都以“工程规模巨大、地质环境恶劣、工程作用强烈”为

主要特征。其中，“地质环境恶劣”主要表现为：高地应力、高渗透压、高地震烈

度；“工程作用强烈”主要表现为：大强度开挖、大规模锚固、大范围防渗、大幅

度库水变化等。这种恶劣的地质环境与强烈工程作用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这些

工程中的地下洞室或深埋隧道、岩体高边坡、高坝岩基稳定性是目前急需解决的

关键技术问题。本项目试图将岩体结构特征、岩体赋存环境、岩体工程作用作为

一个整体系统，以大型水电工程为背景，重点研究岩体利用与改造的工程作用、

岩体渗流、岩体变形的耦合机理、耦合作用的演化过程及复杂岩体稳定性的分析

方法。本研究对丰富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理论和分析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而且对水电岩石工程优化设计与施工，对核废料安全储存设计、深部矿产资

源开采安全评价，减少和防止因工程作用引起的地质灾害具有应用价值。主要研

究内容：开挖扰动区（EDZ）的形成机理与演化规律研究；渗流骤变条件下复杂

岩体HM 强耦合机理研究；复杂岩体渗流控制与锚固及其E-HM 耦合机理研究；

复杂岩体E-HM 耦合数值模拟方法研究；基于E-HM 耦合的复杂岩体稳定性分析

方法研究等。 

（八）新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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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期限：2008.1-2011.12 

项目主持：谈广鸣 

项目概述：研究涝渍灾害产生机理与减灾方法对揭示涝渍灾害的发生、发展、

演变与调控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减少涝渍损失、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和

缓解水资源危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项目探讨农排区与城排区涝渍灾害致灾因



2  科学研究与进展  2007 年年报 

 ·18·

子的时空演变规律与承灾体响应规律，研究作物与城市下垫面条件下的内涝积水

量形成机制与汇流规律，建立排区尺度上的能够考虑不同排涝方式影响并具有一

定物理基础的排水水文、水质模拟模型，提出基于财产免灾量、经济效益、环境

生态影响等多准则的涝渍综合控制标准，研究大型排区涝渍控制工程运用的多准

则调控机理与模型、调度运用方案与控制规则，动态评估涝渍灾害风险及其空间

分布。 

总体目标是揭示涝渍灾害的发生、发展、演变与调控规律， 大限度的减少

涝渍灾害带来的损失、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和缓解水资源危机，为实现排区的社会

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主要研究内容： 

 系统开展自然－农业复合水循环系统产汇流规律的研究，填补流域尺度

上的自然水循环和土柱、田间尺度上的农业水循环模拟之间的空白。 

 通过实验和理论分析，建立涝渍灾害控制指标与受灾体损失量之间关系

的机理模型，提升田间尺度的涝渍胁迫生产函数，根除传统涝渍胁迫条

件下生产函数没有水分生理基础的缺陷。 

 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环境生态系统对提高或者是降低涝渍综合治理标准

驱动机制，提出基于财产免灾量、经济效益和环境影响的涝渍综合控制

标准，从根本上消除通常用效应费用方法制定排涝标准带来的不足。 

 提出大型排区除涝排渍工程的多准则调控原理、运用规则以及涝水资源

化方法，实现排区排水权的合理配置以及水资源的充分利用，避免大型

排区存在的涝灾转移现象的发生。 

（九）2007 年度新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表 2-2  2007 年新批国家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研究期限 项目类型 备注 

1 岩石力学及地基基础

（50725931） 周创兵 2008.1—2011.12 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 主持 

2 涝渍灾害产生机理与减灾方法

研究（50739003） 谈广鸣 2008.1—2011.12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 主持 

3 坝堤溃决及致灾过程预报理论

与方（2007CB714106） 曹志先 2007.7－2011.12 973 项目课题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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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研究期限 项目类型 备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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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011.12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 参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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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011.12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 参加 

6 柔性植被阻流机理及其定量化

规律研究（50709025） 曾玉红 2008.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基金） 主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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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基金） 主持 

8 高堆石坝流变的细观组构机理

研究（50779047） 周  伟 2008.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主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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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主持 

10 
适应生态要求的梯级水库群多

尺度多目标调控模型与方法

（50779049） 
梅亚东 2008.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主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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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主持 

12 水沙过程变异诱导冲积河流水

土侵蚀机理研究（10772137） 余明辉 2008.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主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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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主持 

14 漫滩弯曲河道水流结构和热污

染特性研究（50749031） 杨中华 2008.1-2008.12 科学部主任基金

（数学天元基金） 主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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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008 湖北省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 主持 

16 裂隙岩体开挖动态卸载理论及

工程应（2007ABB026） 卢文波 2007-2008 
湖北省自然科学

基金(杰出青年人

才) 
主持 

17 
三峡工程坝下游不同类型河段

河势、河型变化过程研究

（2006BAB05B03－05） 
陈立 2006－2008 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子题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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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表学术论文 

2007 年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60 多篇，其中三大

检索文 98 篇（SCI 论文 25 篇，EI 论文 70 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简称 CSCD) 

核心期刊论文 136 篇。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 24 次。发表论文目

录见附件 5、附件 6。 

部分论文中英文摘要： 

（一）Multiple time scales of alluvial rivers carrying suspended sedimen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mathematical modeling. 

《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30(4), 715-729, 2007 

Cao, Z., Li, Y., Yue, Z. 

Abstract：Flow, sediment transport and bed deformation in alluvial rivers normally 

exhibit multiple time scales. Enhanced knowledge of the time scales can facilitate 

better approach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luvial processes. Yet prior studies of the 

time scales are based upon the concept of sediment transport capacity at low 

concentrations, which however is not generally applicable. This paper presents new 

formulations of the time scales of fluvial flow, suspended sediment transport and bed 

deform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hallow water hydrodynamics, non-capacity 

sediment transport and the theory of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hyperbolic governing 

equations. The time scale of bed de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that of flow depth is 

demonstrated to delimit the applicability region of mathematical river models, and the 

time scale of suspended sediment transport relative to that of the pertinent flow 

information is analyzed to address if the concept of sediment transport capacity is 

applicable. For shallow flows with high sediment concentrations, bed deformation 

may considerably affect the flow and a fully coupled model is normally required. In 

contrast, for deep flows at low sediment concentrations, a decoupled model is mostly 

justified. This pilot study of the time scales delivers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on whic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low, suspended sediment transport and bed deformation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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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potentially better characterized. _ 2006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Keywords: Fluvial flow; Sediment transport; Riverbed deformation; Time scales; 

Sediment transport capacity; Alluvial river; Mathematical river model 

（二）Non-identical models for seasonal flood frequency analysis.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2007, 52(5): 974-991. 

Bin Fang, Shenglian Guo, Shanxu Wang, Pan Liu & Yi Xiao 

Abstract： The aim is to build a seasonal flood frequency analysis model and 

estimate seasonal design floods. The importance of seasonal flood frequency analysis 

and the advantages of considering seasonal design floods in the derivation of reservoir 

planning and operating rules are discussed, recognising that seasonal flood frequency 

models have been in use for over 30 years. A set of non-identical models with 

non-constant parameters is proposed and developed to describe flows that reflect 

seasonal flood variation. The peak-over-threshold (POT)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as it is considered to provide significantly more information on flood seasonality than 

annual maximum (AM) sampling and has better performance in flood seasonality 

estimation. The number of exceedences is assumed to follow the Poisson distribution 

(Po), while the peak exceedences are described by the exponential (Ex) and 

generalized Pareto (GP) distributions and a combination of both, resulting in three 

models, viz. Po-Ex, Po-GP and Po-Ex/GP. Their performances are analysed and 

compared. The Geheyan and the Baiyunshan reservoirs were chosen for the case study. 

The application and statistical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each model has its merits 

and that the Po-Ex/GP model performs best. Use of the Po-Ex/GP model is 

recommended in seasonal flood frequency analysis for the purpose of deriving 

reservoir operation rules. 

Key words： seasonal flood; frequency analysis; POT sampling; non-identical model 

（三）Rainfall–runoff modeling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neural 

network 

《Nordic Hydrology》 2007, Vol.38, No.3, pp 23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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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song Hu, Fengyan Wu and Xiang Zhang 

Abstract： The predictive accuracy of a Rainfall–Runoff Neural Network (RRNN) 

model depends largely on the suitability of its structure. Unfortunately, the procedures 

for selecting an appropriate structure for the RRNN have not been thoroughly 

examined. Inclusion of too many input neurons in the RRNN may complicate its 

structure, and thereby decrease its generalization performanc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of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method, 

i.e. by extracting the principal components from lagged input hydrometeorological 

data, in improving the predictive accuracy of the RRNN. The Darong River watershed 

located in Guangxi Province of China, with a drainage area of 722 km2, has been 

selected to demonstrate the PCA method for modeling the hourly Rainfall–Runoff 

(RR) relationship. Comparative tests on the forecasting accuracy were conducted 

among the RRNNs configured with both basin-averaged and spatially distributed 

rainfall information. Experimental results revealed that, when calibrating the RRNNs 

with spatially distributed rainfall, the RRNNs using the PCA as an input 

data-preprocessing tool were found to provide a generally better representation of the 

RR relationship for the Darong River watershed. However, variable results were 

observed if the neural networks had been calibrated with basin-averaged rainfall. 

Keywords： Neural network;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ainfall–runoff modeling 

（四）基于尺度因素的地下水随机分析 

《水科学进展》 2007、18（1）：39-43 

史良胜，杨金忠，林琳，李少龙 

摘要：针对小尺度的各态历经假设的失效, 研究了小尺度上多孔介质特性参

数统计特征。利用基于K2L ( Karhunen2 Loeve) 展开和混沌展开的谱模型, 分析

了尺度大小对地下水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 尺度大小导致了特征值系列和 特

征函数系列的变化, 尺度的变化对水头、含水量、流速影响程度不同; 水头和流

速方差与尺度相关, 尺度越大, 水头和流速方差越大；研究尺度的变化对水头、

含水量、流速均值产生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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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尺度; 含水层; 均值; 方差; 地下水 

Abstract : The ergodic hypothesis will become invalid in a small domain1 Therefore , 

the modified covariance functions of aquifer parameters are evaluated from the 

ensemble average , and an improved numerical model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K2L 

(Karhunen2Loeve) expansion and chaos expansion1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domain scale on groundwater flow1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vestigation scale 

causes the change of the eigenvalue and eigenfunction series , and the investigation 

scale impacts the total head , water content and velocity in different degree1 The 

variances of total head and velocity increase as the investigation scale increases , and 

the mean of total head , velocity and water content are scaled independent. 

Key words : Scale ; aquifer ; mean ; variance ; groundwater 

（五）多孔介质中非均匀流动特性的染色示踪试验研究 

《水科学进展》 2007，5：662-667 

王康，张仁铎，缴锡云 

摘要：通过土壤染色剂进行的4组试验，对不同介质结构条件下的水流和溶

质非均匀运动规律，非均匀流动变异信息分布特征关系以及全局性非均匀流动示

踪方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相对比较均匀的介质条件下，流动也表现

出明显的非均匀特性; 对数正态分布能够较好的反映水流的运动分布模式, 相比

水流运动, 溶质的运动和分布规律明显不同, 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变异性。 

关键词: 染色示踪剂；多孔介质；图像标准化；非均匀流动；浓度分布模式 

Abstract : In this study , the heterogeneous flow transport patterns are investigated in 

various soil structures to address the flow heterogeneity issue1 The objectives are to 

investigate heterogeneity of soil water flow and solute transport , to characterize the 

heterogeneity information included in different water and the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s , and to exam the dye tracer method to visualize flow paths1 The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in four different soils1 The dyed preferential pathways 

were observed in all the experiments1 The lognormal distribution was used to 

describe the heterogeneity of water flow patterns1 Com2 pared with water flow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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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s show higher heterogeneity and uncertainty1 

Key words : Dye tracer ; porous media ; image standardization ; heterogeneous 

transport ;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s 

（六）游荡型河道阻力沿河宽分布的研究 

《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2007年 01期 

要威，李义天 

摘要：阻力沿河宽分布的变化是造成游荡型河道主流频繁摆动的主要原因之

一,掌握其变化规律是研究游荡型河流演变规律的关键。通过对游荡型河道成因

及河道演变特性进行分析,结合黄河下游花园口-高村1954、1958年的水沙资料,

考虑暴涨暴落的洪水、散体颗粒泥沙组成的床面形态以及剧烈变化的地形条件对

阻力分布的影响,建立了适用于黄河下游游荡型河道的二维阻力公式。通过实测

资料检验,计算值与实测值符合良好,表明该公式可以较好的反映游荡型河道阻力

沿河宽分布的特性。 

关键词：游荡型河道；阻力；沿河宽分布 

Abstract: This paper p resented the law of resistance transverse distribution in 

braided river,which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to study on the evolution rule of braided 

river. On the base of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braided river, it is found that 

resistance transverse distribu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reat change discharge flood, 

different situa2 tion of riverbed composed by sand of small grain diameter and the 

landform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observed data from braided reach of Yellow River, 

the formula of resistance transverse distribution in braided river had been es2 

tablished after the relation and the law between above2mentioned three factors and 

resistance in the river has been confirmed. Compared with the observed data and the 

computed value, it is shown that the formula can rep resent the law of resistance 

transverse distribution in braided river. 

Key words: braided river; resistance; transvers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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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年报  2  科学研究与进展 

 ·25·

（七）Comparative study of rock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methods for hydropower 

projects 

《Mechanics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07，34(2007)：63-68 

Chen Sheng-hong  Qing Wei-xin  Shahrour Isam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thods used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tability of rock slopes for hydropower projects. The comparison concern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imit equilibrium method, the block element method, and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on the stability analysis of two hydropower engineering projects in 

China.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 limit equilibrium method and the block element 

method give very close result, while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gives more 

conservative safety factor. _ 2006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Keywords: Slope stability; Limit equilibrium method; Block element method; Finite 

element method; Safety factor 

（八）Formulation of strain-dependent hydraulic conductivity for fractured rock 

m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 2007; 44(7): 

981-996. 

Yifeng Chen, Chuangbing Zhou, Yongqing Sheng 

Abstract：By characterizing rock masses as anisotropic continua with one or multiple 

sets of critically oriented fractures, a methodology is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to 

address the change in hydraulic conductivity resulted from engineering disturbance, 

material nonlinearity and anisotropy. An equivalent elastic–perfectly plastic 

constitutive model with non-associated flow rule and mobilized dilatancy is developed 

to describe the global nonlinear response of the rockmass under complex loading 

conditions. By separating the deformation of fractures from that of the equivalent 

medium, a strain-dependent hydraulic conductivity tensor is formulated. This not only 

considers the normal compressive deformation of the fractures, but also and more 

importantly, integrates the effect of material nonlinearity and post-peak sh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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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atancy. Using this methodology, a closed-form solution is derived to describe the 

hydraulic behavior of a single fracture during combined normal and shear loading 

processes. The closed-form solution is validated by an existing coupled shear-flow 

test under wide ranges of normal and shear loads. Numerical simulations a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in hydraulic conductivities of a cubic block of 

fractured rock mass under triaxial compression and shear loading, as well as a circular 

underground excavation in a biaxial stress field at the Stripa mine, Swede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gree well with the in-situ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and an 

existing elastic strain-dependent analytical solution, respectively. The evaluation 

results clearly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is capable of predicting the 

changes in hydraulic properties of fractured rock masses under loading or excavation. 

r 2007 Published by Elsevier Ltd. 

Keywords: Hydraulic conductivity; Fractured rocks; Strains; Shear dilatancy 

（九）Similarity solutions of vertical plane wall plume based on finite analytic 

method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28（4）：447－454；2007 

槐文信，曾玉红 

Abstract: The turbulent flow of vertical plane wall plume with concentration 

variation was studied with the finite analytical method. The k-ε model with the effect 

of buoyancy on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and its dissipation rate was adopted. There 

were similarity solutions in the uniform environment for the system of equations 

including the equation of continuity, the equation of momentum along the flow 

direction and concentration, and equations of k, ε. The finite analytic method was 

applied to obtain the similarity solution. The calculated data of velocity, relative 

density difference, the kinetic energy of turbulence and its dissipation rate distribution 

for vertical plane plumes we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at the 

turbulent Schmidt number equal to 1.0. The variations of their maximum value along 

the direction of main flow were also given.  It shows that the present model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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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method is good, i.e., the effect of buoyancy on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and 

its dissipation rate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finite analytic method is effective. 

（十）Introducing unsteady non-uniform source terms into the lattice Boltzmann 

mode 

《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Fluids 》 19 Jun 2007, 

DOI:10.1002/fld.1543 

程永光, 李进平 

Abstract：Taking body forces into account is not new for the lattice Boltzmann 

method, yet most of the existing approaches can only treat steady and uniform body 

forces. To manage situations with time- and spacedependent body forces or source 

term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pproach through theoretical derivation and numerical 

verification. The method by attaching an extra term to the lattice Boltzmann equation 

is still used, but the expression of the extra term is modified. It is the modified extra 

term that achieve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new approach. This approach can not only 

introduce unsteady and non-uniform body forces into momentum equations, but is 

also able to add an arbitrary source term to the continuity equation. Both the 

macroscopic equations from multi-scale analysis and the simulated results of typical 

examples show that the accuracy with second-order convergence can be guaranteed 

within incompressible limit.  

Keywords: lattice Boltzmann method; source term; unsteady; non-uniform; BGK 

model 

2.4  各方向研究进展 

结合承担的国家任务、国际合作等科研工作，实验室各研究方向取得的主要

研究进展概述如下： 

2.4.1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方向： 

继续对水文系统非线性气候变化对水资源时空分布的影响以及水库防洪调

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非线性扰动水文模



2  科学研究与进展  2007 年年报 

 ·28·

型（NLPM-ANN），为解决流域降雨-径流关系中的非线性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

分析预测了在气候变化条件下未来丹江口水库的水资源状况。对水库分期设计洪

水进行了深入研究，论证了理论上不能找到具有显性表达式、边缘分布符合皮尔

逊Ⅲ型分布的多元联合分布函数，由此采用基于 copula 函数为代表的数值计算方

法描述分期设计洪水。探讨了分期设计洪水与年设计洪水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如

何协调分期洪水和年洪水参数的方法，以及不降低防洪标准的条件。提出了一套

既可满足防洪标准要求，又可反映洪水季节特征的分期设计洪水计算方法。 

2.4.2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优化配置”方向： 

在高效节水理论方面，研究了节水灌溉条件下的作物水肥迁移转化及利用规

律与尺度效应，探讨了设施农业需水规律及提高水肥利用效率的途径，提出了不

同尺度下的作物需水预测复杂性分析方法等。 

水资源高效利用方面，研究了南北不同地区的农田排水控制方式，湿地在农

田排水再利用中的作用特性；设施农业中的灌溉排水技术及环境保护措施；微咸

水灌溉利用技术及区域盐碱地演化和控制理论；不同再生水灌溉模式对于作物、

土壤和地下水的影响，建立了再生水灌溉的氮磷分析模型与环境影响的预测方

法。提出了土壤氮素在土壤中的转化模型，探讨了再生水处理与综合灌溉利用相

结合的模式和技术。研究了灌溉土壤的空间变异特征及描述方法，继续研究灌溉

排水条件下土壤水分和溶质运移的随机理论，提出了考虑多项随机因素影响下的

随机数值分析方法等。 

在水资源优化配置理论方面，研究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不确定性分析方法，

建立了水资源优化配置风险分析模型，探讨了灌区、城市、区域、流域不同对象

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法，以及面向生态的水资源优化配置理论等。 

2.4.3  “河流水沙运动规律与调控方法”方向： 
在河流水沙运动规律方面，本年度在水库粘性淤积物冲刷规律和污染物扩散

近区稀释及控制理论方面取得进展。着重研究了淤积历时对泥沙固结特性的影

响，不同淤积历时泥沙冲刷规律，并结合粘性泥沙起动与土力学粘性土边坡滑动

的相似性，建立了相应的微观起动模式；针对排放近区物质混合输移的强三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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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影响排放效果的多种因素，如排放口形状、排放角度、射流比、浓度差等系

统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扩散近区稀释与控制理论。 

在河流水沙运动模拟技术方面，本年度在水体中污染物混合输移模型方面取

得进展。通过考虑浮力湍动能及其耗散率的影响，以及污染物和流场的耦合作用

的影响，建立了污水排放近区考虑浮力效应的污染物及水流模拟的数学模型。应

用该模型对分层环境中（平面和圆形）浮力射流全场的特性进行了研究。 

在河流水沙过程调控方法及应用方面，着重进行了水库水沙多目标优化调度

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针对水库水沙调度的特点，通过分析并选取水沙多目标决

策中的多目标，在分析水沙调度模型子模型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选取了联系各子

目标的耦合变量，采用曲线拟合的方法建立了耦合变量与各子模型之间联系，建

立了水库水沙多目标调度模型，并初步应用于三峡水库的汛后蓄水优化调度可行

性及方案的研究。 

2.4.4  “水电工程结构与施工过程仿真”方向： 

围绕水利水电工程高坝结构岩石地基及边坡稳定的关键技术问题，开展了三

维实体建模、力学参数取值、地应力反演、变形与渗流的耦合、加固机理分析和

优化布设、反馈分析与设计等方面的研究；开发了加锚节理岩体的自适应有限单

元法软件 CORE3（专业板）和 EVP-3D（普及版）。块体单元法已经作为一种边

坡稳定分析方法，被《水利水电工程边坡设计规范（DL/T5353-2006）》所采用。

提出了以稳定临界准则（或准弹性稳定准则）作为衡量混凝土重力坝失稳（或稳

定）的设计标准，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有限元法的重力坝抗滑稳定分析方法

——分项系数有限元法，建立了一种新的堆石体宏观流变本构模型和细观随机散

粒体不连续变形模型 SGDD，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水布垭等工程。在地下洞室和管

道结构研究方面，将损伤理论和应变耗散理论应用于地下厂房、调压井等洞室群

的围岩稳定性分析；通过吸收国外先进技术，采用大比尺仿真材料模型试验和钢

筋混凝土非线性有限元分析，提出了完全联合承载蜗壳的结构型式和相应的配筋

理论；建立了地下埋藏式钢岔管新的设计原则与方法，并开发了相应的钢岔管计

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系统。在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组织与导截流技术方面，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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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导流系统风险评估理论与方法、施工截流技术、方法及其风险评估方法，为

水利水电施工导流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 

2.4.5  “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方向： 

针对重大水电工程设计建设的需求，展开了调压室水力设计理论、变顶高尾

水洞水力设计理论、水电站过渡过程数值仿真、复杂流动的三维流场数值模拟等

方面的研究。 

在调压室水力设计理论、变顶高尾水洞水力设计理论方面，研究了上游、下

游调压室设置条件、调压室 佳位置、满足水电站调节品质的调压室断面积、变

顶高尾水洞体型等基础性问题。其成果对工程设计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已列入

正在修编的《水电站调压室设计规范》。 

在水电站过渡过程数值仿真方面，融合水电站过渡过程理论、水机电控制策

略、数值计算方法、计算机技术，开发了水电站过渡过程可视化计算软件和水轮

机模型特性曲线数据库，并为水电行业制定了《水电站过渡过程数值计算导则》。 

在复杂流动的三维流场数值模拟方面，结合大型水电工程探索了岔管体型优

化、调压室阻抗孔口优化、进水口分层取水、水轮机水力性能等复杂流动问题，

促进了计算流体动力学（CFD）在水电站水力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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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放合作与国际交流 

2007 年实验室在国际和地区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更加积极踊跃，与美国劳

伦斯国家实验室、法国里尔科技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等研

究机构、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学术交流与人员的友好往来，国际著名学者前国

际灌排委员会副主席 Bart Schultz 教授等 208 人次到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和参观

访问，并作学术报告 38 场次；同时，实验室联合主办了“第二届 GIS＆RS 在水

文水资源及环境中的应用国际会议”等 6 次国际学术会议，承办了由基金委环境

力学部主办的“第三次全国环境力学研讨会”，协办了“第五届中国水论坛”，为国

内外学术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3.1  学术活动 

3.1.1  举办学术会议 

表 3-1  2007 年举办学术会议一览表 

序

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名  称 

会议 
主席 

参加

人数 时间 地点 

1 粮食安全与水管理国际

研讨会 武汉大学 谈广鸣 25 2007.3.26 武汉 

2 岩质高陡边坡变形与稳

定分析方法专题研讨会 
中国水科院

武汉大学 
汪小刚

周创兵
30 2007.5.18 北京 

3 
第二届 GIS＆RS 在水文

水资源及环境中的应用

国际会议 

中山大学 
武汉大学 陈洋波 120 2007.9.7 广州 

4 第三次全国环境力学研

讨会 
国家基金委

武汉大学 孟庆国 60 2007.10.15.-17 武汉 

5 第五届中国水论坛 河海大学 
武汉大学 郭生练 200 2007.11.11.-12 南京 

6 城市可持续发展与产业

管理国际专家研讨会 武汉大学 王先甲 26 2007.12.3-6 武汉 

 

 



2007 年年报  3  开放合作与国际交流 

 ·32·

举办的学术会议情况简介 

（一）粮食安全与水管理国际研讨会 

时    间：2007 年 3 月 26-27 日 

地    点：武汉 

会议主席：谈广鸣教授 

会议概况： 2007 年 3 月 26 至 27 日在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武汉大学）召开了“粮食安全与水管理国际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 20 多位

专家参加了会议。一些国际知名专家进行了专题报告，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水教育学院 Bart Schultz 教授（国际灌排委员会主席）、法国巴黎农业高等学

校 Cyril Kao 博士、法国国家农林水研究中心 Bernard  Vincent 博士、挪威奥斯

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地学院的 Sælthun 教授和 Chong-yu Xu 教授等。水

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主任谈广鸣教授主持了会议。 

与会专家根据多年来各国粮食产量的变化及其与灌溉排水系统建设的关系，

就灌溉排水系统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不同自然条件下国家灌溉排水系统建设的

方向及其可能出现的问题，亚洲部分地区在长期灌溉条件下盐碱地发展演化的特

征及其对地区环境和作物产量的影响，区域盐碱地分布的遥感的监测技术和控制

盐碱地发展的措施，中长期全球气候变化预测以及气候变化对全球各个地区水资

源时空分布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其中特别就全球气候变化对未来

50 年的中国长江流域水资源时空分布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研讨会还针对我国西

部地区在节水灌溉条件下的盐碱地发展和演化，探讨了旱排盐在研究的控制中的

作用。 

（二）岩质高陡边坡变形与稳定分析方法专题研讨会 

时    间：2007 年 5 月 18－19 日 

地    点：北京 

会议主席：汪小刚教授  周创兵教授 

会议概况：中国水科院和武汉大学于 2007 年 5 月 18 日至 19 日在北京国际

泥沙培训中心联合举办了“岩质高陡边坡变形与稳定分析方法专题研讨会”，并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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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国内该领域有影响的学者和专家进行专题报告和研讨。出席本次专题研讨会的

有中国工程院郑颖人院士，中国科学院陈祖煜院士，中国水科院汪小刚副院长、

武汉大学周创兵副校长，天津大学钟登华副校长、成都理工大学黄润秋副校长、

锦屏建设管理局技术部段绍辉副主任、武汉岩土所冯夏庭研究员等 30 多位国内

知名专家和学者。中国水科院贾金生副院长到会祝贺并致欢迎词。汪小刚副院长

和周创兵副校长联合主持本次会议。 

与会专家就复杂条件下岩质高边坡的变形破坏机理、复杂条件下岩质高边坡

变形与稳定性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等相关问题做了专题报告，并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祖煜、中国工程院院士郑颖人分别做了主题报告。其余专

家分别就岩石高边坡变形机理及稳定性控制、水电工程边坡的可视化分析方法、

岩石边坡稳定性有限元分析、高地应力区岩质边坡稳定分析、岩石破裂过程分析、

三维边坡严格极限平衡求解方法、深开挖岩质边坡的开挖变形等相关议题做了专

题报告。 

（三）第二届 GIS＆RS 在水文水资源及环境中的应用国际会议 

时    间：2007 年 9 月 7－9 日 

地    点：广州 

会议主席：陈洋波  教授 

会议概况：由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共同承办的“第二届 GIS＆RS 在水文水资源及

环境中的应用国际会议”，于 2007 年 9 月 7－9 日在广州召开。来自国内外的 120 多位

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上就地理信息系统及遥感技术在水文水资源及环境领域的 新

应用成果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四）第三次全国环境力学研讨会 

时    间：2007 年 10 月 15－17 日 

地    点：武汉大学 

会议主席：孟庆国   教授 

会议概况：由国家基金委数理学部力学处和实验室共同主办的“第三次全国

环境力学研讨会”，于 2007 年 10 月 15－17 日在武汉召开，此次会议参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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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余人，实验室李义天教授、周创兵教授等分别作了大会报告。 

（五）第五届中国水论坛 

时    间：2007 年 11 月 11－12 日 

地    点：南京 

会议主席：郭生练  教授 

会议概况：11 月 11 日至 12 日，第五届中国水论坛在河海大学隆重举行，本

届论坛的主题是"环境变化与水安全"。在开幕式上，河海大学副校长严以新教授

致欢迎词，中国科学院刘昌明院士和中国科学院水资源中心夏军主任进行了致

词。开幕式由本届论坛秘书长、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院长任立良教授主持，

中国科学院刘昌明院士、薛禹群院士、汪集旸院士，中国工程院卢耀如院士，湖

北省副省长、武汉大学郭生练教授，江苏省水利厅副厅长、河海大学陆桂华教授，

河海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大俊教授，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蔡跃波教授，香港

中文大学陈永勤教授等近 60 家单位的 200 多名代表参加了论坛。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一系列的环境变化问题，如

水资源短缺、水灾害频发、水环境恶化、大气中温室气体增加、臭氧层破坏、土

地荒漠化等。近两年，我国环境特别是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关注水、了解水、

爱护水、利用水，已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之一。本届论坛突出强调了环境变化与水

安全问题，并将分“水文模拟与预报”、“水环境理论与分析”、“水资源、水安全

与水文化”和“应用实践与技术方法”四个专场进行学术报告与交流。 

（六）城市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管理国际专家研讨会 

时   间：2007 年 12 月 3－6 日 

地   点：武汉大学 

会议主席：王先甲  教授 

会议概况：2007 年 12 月 3 日，城市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管理国际专家研讨会

在武汉大学工学部一教 16 楼会议厅召开。会议由武汉大学、湖北省环保局、日

本国立环境研究所、日本经济、技术与产业部联合主办。武汉大学教授王先甲主

持了会议。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致欢迎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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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湖北省环境保护局、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武汉市环

境卫生科学研究设计院、武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武汉大学、南昌大学等科

研单位的 30 余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出席了本次研讨会，10 余位专家教授作了大会

发言。 

本次国际专家研讨会是中日城市资源专家研讨会的系列会议，其目的是共享

不同国家在城市管理、流域评价和产业共生研究领域的成果和相关信息。本次专

家研讨会希望对有价值的方法和实践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成果与信息共享平台、

行动计划和国际网络方案。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前往宜昌参观了宏伟的三峡工程。  

3.1.2  内部学术报告 

表 3-2  2007 年实验室举办的内部学术报告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1.  罗金耀 压力管网及保护地 SPAC 系统研究及进展 2007.3.25 

2.  曹志先 冲积河流动力学的若干前沿问题 2007.4.08 

3.  何蕴龙 Hardfill 坝设计理论 2007.4.22 

4.  夏  军 闸坝建设与河流健康 2007.4.17 

5.  方坤河 中国碾压混凝土技术性能 2007.6.17 

6.  谢  平 考虑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流域水文模型 2007.6.24 

7.  李大美 生态水力学原理及应用 2007.10.21 

8.  邵东国 现代水利规划理论与实践 2007.10.21 

9.  陈  立 河流再造床过程变化 2007.10.28 

10.  槐文信 复式断面水流结构研究进展 2007.11.18 

 

3.1.3  实验室研究人员学术出访 

表 3-3  2007 年实验室研究人员学术出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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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立华 2007.1-2 挪威奥斯陆 
大学 合作研究 

 

2. 王先甲 2007.01 日本国立环境

研究所 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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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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王长德 2007.6 美国丹佛 国际会议 第二届 SCADA 国际会议 

4. 管光华 2007.06 美国丹佛 国际会议 

Description and measurement of 
uncertainty for State-Space 
model of large cascade canal 
system 

5. 陈胜宏 2007.06 法国里尔科技

大学 邀请讲学 岩土工程结构的数值分析 

6. 陈胜宏 2007.06 俄罗斯 国际会议 国际大坝学术年会 

7. 李义天 2007.06 瑞士 国际会议 Optimization of Limit Flood 
Level of Three Gorges Project 

8. 李义天 2007.08 俄罗斯 国际会议 
River Channel Evolution 
Downstream from the Three 
Georges Projec 

9. 谈广鸣 2007.08 俄罗斯 国际会议 

Experiment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onsolidation Time 
To Sediment Erosion In 
Generalized Flume 

10. 邓金运 2007.08 俄罗斯 国际会议 

Study on The Channel 
Degradation Of Middle 
Yangtze River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Gorges Reservoir 

11. 李  兰 2007.09 华盛顿 国际会议 
LL-III physics-based distributed 
hydrologic model in Blue River 
Basin and Baron Fork Basin 

12. 钱忠东 2007.10 韩国 国际会议 
Analysis of Pressure Pulsation in 
Francis Hydraulic Turbine With 
Air-admission by CFD 

13. 付  湘 2007.10 加州大学 合作研究  

14. 李典庆 2007.11. 香港 
科技大学 合作研究 基于可靠度理论的水工钢闸门

检测及维修规划研究 

表 3-4  2007 年实验室研究人员学术会议报告一览表 

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时  间 地点 

1. 

LL-III physics-based 
distributed hydrologic 
model in Blue River Basin 
and Baron Fork Basin 

（特邀报告） 

李兰 
The Distribut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DMIP-2) Workshop 

2007.9 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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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时  间 地点 

2. 
分布水文模型应用与比较

研究（特邀报告） 
李 兰 第五届中国水论坛 2007.11 南 京 

3. 
基于 Coupla 函数的水文多

变量分析计算（特邀报告） 
郭生练 第五届中国水论坛 2007.11 南 京 

4. 
Optimization of Limit Flood 
Level of Three Gorges 
Project（特邀报告） 

李义天

Conflicts in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2007.6.24 瑞 士 

5. 

Characteristics of Channel 
Evolution Downstream 
from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特邀报告） 

李义天

Te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iver 
Sedimentation，August 
1-4, 2007  

2007.8 莫斯科 

6. 
岩石边坡稳定性有限元分

析的若干问题（特邀报告） 
周创兵

岩质高陡边坡变形与稳

定分析方法专题研讨会 
2007.5.18 北 京 

7. 

Analysis of Pressure 
Pulsation in Francis 
Hydraulic Turbine With 
Air-admission by CFD 

（特邀报告） 

钱忠东 
9th Asi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luid 
Machinery(AICFM-9) 

2007.10.16 韩 国 

8. 论变化环境下的地表水资

源评价方法（特邀报告） 谢  平 第五届中国水论坛 2007.11 南京 

9. 大棚作物需水规律试验研

究（特邀报告） 罗金耀 第七届全国微灌大会 2007.07 北京 

10 
氮素在饱和-非饱和介质中

转化运移规律和数值模拟

（大会报告） 
杨金忠

International Groundwater 
Forum 2007 

2007.6.22 南 京 

11 

Physically-based 
mathematical modeling of 
flash flooding: 
hydrodynamic perspectives
（大会报告） 

曹志先

第二届 GIS?RS 在水文水

资源及环境中的应用国

际会议 
2007.9.7 广 州 

12 
西北江三角洲马口站和三

水站水文泥沙序列变异分

析（大会报告） 
谢  平 第七届水文泥沙学术讨

论会 2007.10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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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时  间 地点 

13 
南水北调中线调水条件下

汉江水华发生概率的情景

分析（大会报告） 
谢  平 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效应

研讨会 2007.11 南京 

14 
变化环境下地表水资源评

价方法（大会报告） 谢  平
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

业委员会 2007 年学术年

会 
2007.12 东莞 

15 
南水北调变化环境下汉江

水华发生概率的情景分析

（大会报告） 
谢  平 2007 中国科协年会 2007.9 武汉 

16 

The research of LL-Full 
distributed hydrology model 
and application in yellow 
River Watershed 
（大会报告） 

李  兰 黄河论坛 2007.10 东营 

17 

流域水环境保护研究——
流域梯级水电工程对生态

环境累积影响研究 
（大会报告） 

李  兰 中日交流会 2007.12 武汉 

18 
梯级水库水温数值预测与

空间分布规律研究 
（大会报告） 

李  兰 2007 中国科协年会 2007.9 武汉 

19 
梯级水库水温预测方法研

究（大会报告） 
李  兰

中国水利学会环境专委

会 
2007.5 南昌 

20 
生态友好型水库调度的建

模（特邀报告） 梅亚东
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效应

研讨会 2007.10 南京 

21 
地下洞室开挖爆破振动控

制的几个关键问题 
（特邀报告） 

卢文波
中国力学学会工程爆破

专委会 2007 年会 2007.10 深圳 

22 
生态友好型水库调度模型

及应用（大会报告） 
梅亚东

变化环境下的水安全中

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业

委员会学术研讨会 
2007.11 东莞 

23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ismic wave induced by 
tunnel excavation under 
high in-situ stress 

（大会报告） 

卢文波
第一届亚洲太平洋地区

爆破技术研讨会 
2007.5 昆明 

24 
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流变

机理及长期变形预测（大

会报告） 
周  伟

2007 重大水利水电科技

前沿研讨会 
2007.11.10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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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国内外专家讲学 
表 3-5  国内外专家讲学报告 

序

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职 称 报告人单位 
报告 
时间 

邀请人 

1. 粮食安全与水管理 Bart Schultz 教  授 国际灌溉排水 
委员会 2007.3.26 杨金忠 

2. 法国高等教育体制 Cyril Kao 博  士 法国巴黎高科 2007.3.26 杨金忠 

3. 

“Seeking out 
failure”The Random 
Finite Element 
Method (RFEM) in 
probabilistic 
geotechnical analysis

D.V. 
Griffiths  

教  授 美国科罗拉多矿业

大学工程学院 2007.4.4 周创兵 

4.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Thierry 
Facon 博  士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

太地区办公室水土

资源部 
2007.4.12 董  斌 

5. 生态水工学探索 董哲仁 教  授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 2007.4.23 伍鹤皋 

6. 洪水风险评估及其

不确定性分析 黄  艳 博  士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

文局 2007.4.28 张  翔 

7. 长江防洪报汛自动

化技术研究与实践 王  俊 
教授级

高  工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

文局 2007.5.21 宋星原 

8. 

Improving River 
Basin Water 
Management to 
Enhance Irrigation 
and 
Environment:Case 
Study from the 
Western US 

Timothy 
K.Gates 教 授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工学院 2007.5.22 谈广鸣 

9. 

Accounting for 
Uncertainty in 
Estimation Nonpoint 
Source Contaminant 
Loads to Rivers 

Timothy 
K.Gates 教 授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工学院 2007.5.22 谈广鸣 

10. 利用微射流控制的超

声速流动最新进展 史  强 教 授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

大学工学院 2007.5.23 谈广鸣 

11. 
岩石及其工程结构

破坏分析数值试验

方法 
唐春安 教 授 大连理工大学 2007.5.23 周创兵 

12. 

流域水资源综合管

理及水环境修复对

策中的生物生态工

程技术研究 

许开钦 教 授 日本国立环境 
研究所 2007.5.28 王先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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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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Statistical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陈劲松 博 士 美国劳伦斯国家实

验室 2007.5.31 茆  智 

14. 

Variable density 
groundwater flow: 
Approaches, 
challenges and future 
resolutions 

C.T. 
Simmons 教 授 澳大利亚 Flinders 

University 2007.6.20 杨金忠 

15. 
大尺度水文模型的

发展及考虑地形影

响的方法 
陈  骥 博 士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7.7.3 谢  平 

16. 气候变化与水文模

拟：现状和挑战  许崇育 教  授 挪威奥斯陆大学 2007.7.24 郭生练 

17.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in 
China 

Suzanne 
Benn,  

Andrew 
Martin 

 

School of 
Management， 
Faculty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2007.9.10 董  斌 

18.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spects 
of Deep Tunnel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strain 
softening rocks) 

Peter Egger 教  授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2007.9.25 陈胜宏 

19. 
原始创新研究和高

质量 SCI 论文撰写

的经验和方法 
岳中琦 副教授

香港大学土木工

程系 
2007.10.2

6 佘成学  

20. 中国 PMP/PMF 的先

进性简述 王国安 
教授级

高  工
黄河水利委员会 2007.10.1

1 郭生练 

21.  对科技创新的认识

与体会 茆  智 院  士 水电学院 2007.11.6  

22. 

Environmentally and 
Economically 
Symbiotic Urban 
Industrial 
Management based 
on Biomass 
Circulation 
Technologies and 
Policy Scenarios 

腾田壮 教  授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

所 2007.12.3 王先甲 

23. 湖北省环境保护工

作介绍 周水华 处  长 湖北省环境保护局

科技处 2007.12.3 王先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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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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武汉市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现状及其发

展规划 
喻  晓 

高  级
工程师

武汉市环境卫生科

学研究设计院 2007.12.3 王先甲 

25. 鄱阳湖水环境承载

能力研究 傅  春 教  授 南昌大学 2007.12.3 王先甲 

26. 环境管理的市场化

方法  王先甲 教  授 武汉大学 2007.12.3 王先甲 

27. 湖北省生态环境状

况分析 刘成付 教  授 湖北省环境科学研

究院 2007.12.3 王先甲 

28. 环境保护规划先行

的法律需求 李  琳 
教授级

工程师

武汉市环境保护科

学研究院 2007.12.3 王先甲 

29.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 
Regional Industrial 
Perspective in China: 
Policies, Practices 
and Difficulties 

Gen Yong 研究员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

所 2007.12.3 王先甲 

30. 流域梯级水电工程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李  兰 教  授 武汉大学 2007.12.3 王先甲 

31. 

Integrative 
Disaggregate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odel, 
theory and 
application in Basin 
Region and Urban 
district 

Nakayama 博  士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

所 
2007.12.3 王先甲 

32. 

Story and Simulation 
Approach for Inter 
Sectoral Policy 
Design and Decision 
Making based on 
Scientific Model and 
Data 

Hashimoto 博  士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

所 
2007.12.3 王先甲 

33. 
感潮河网河道水污

染控制规划研究 
张  翔  教  授 武汉大学 2007.12.3 王先甲 

34. 

21 世纪我国水资源

开发利用的重要方

向——陆海协同 

陈守煜  教  授 大连理工大学 200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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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nalysis of 
Hydrologic 
Alternations in the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outh China 

陈永勤 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2007.12.14 张  翔 

36. 

Earth Information 
Science 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陈劲松 博  士 香港中文大学 2007.12.14. 邵东国 

37. 流域水文地貌及生

态过程研究 胡世雄 博  士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

East Stroudsburg 分

校 
2007.12.24. 曹志先 

3.2  国际合作 
表 3-6  2007 年在研国际合作项目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合作国别

及单位 
起止 
时间 

经费 
来源 

1. 

Detailed hydraulic 
assessment using a 
high-resolution 
piezocone  

张仁铎 美国 2004-2007 

Environmental Security 
Technology Certification 

Program, DoD 

2. 
基于气候模型的汉江

流域洪水预报系统研

制与应用 
郭生练 美国加州

大学 
2006.1－
2008.12 国家科技部 

3. 山洪预报 曹志先 欧盟 2006.9－
2009.9 欧盟第六框架计划 

4. 
基于可靠度理论的水

工钢闸门检测及维修

规划 
李典庆 香港 2007.1－

2007.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

合作 

5. 
中国水管理体制和政

策在高效用水中的作

用 
董  斌 美国 2007-2008 联合国粮农组织 

6. 水稻灌区节水灌溉的

环境影响 董  斌 美国 2007-2008 

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

国家灌排委员会合作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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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留学生 

表 3-7  2007 年在读留学生名单 

姓名 攻读学位 国籍 所学专业 入学时间 指导教师 

马森纳 博士 斯里兰卡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9 郭生练 

杨德进 博士 越南 水利水电工程 2006.9 周宜红 

吴明海 博士 越南 水利水电工程 2006.9 梅亚东 

阿兹 硕士 坦桑尼亚 水利水电工程 2007.9 陈胜宏，伍鹤皋 

 
 

3.4  到访与参观 

表 3-8  2007 年国内外领导、学者到访参观情况 
序

号 
时间 主要来访人员及单位 邀请人 

1.  2007.3.26 
挪威奥斯陆大学地球系主任 Nils Roar Salthun 教授、许崇

育教授 
熊立华 

2.  2007.3.26 
荷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教育学院、国际灌排副主

席 Bart Schultz 教授一行 3 人 
杨金忠 

3.  2007.4.4 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工程学院 D.V.Griffiths 教授 周创兵 

4.  2007.4.12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地区办公室水土资源部 Thierry 
Facon 博士 

董  斌 

5.  2007.5.19-24 IOWA 大学 Marian Muste 教授及随行师生一行 20 余人 李大美 
6.  2007.5.22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工学院 Timothy K.Gates 教授 谈广鸣 
7.  2007.5.23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史强教授 谈广鸣 
8.  2007.5.23 法国里尔科技大学邵建富教授 周创兵 
9.  2007.5.25 IOWA 州立大学工学院 Tim ellis 副教授 谈广鸣 

10.  
2007.6.12 

日本土木研究所、日本水资源中心吉古纯一首席研究员

一行 3 人 
付  湘 

11.  2007.6.14 美国夏威夷大学秦慧敏博士 谈广鸣 

12.  2007.6.20 
澳大利亚 Flinders University 的 C.T. Simmons 教授和

Huade Guan 博士 
杨金忠 

13.  2007.7.2 伊朗德黑兰水组织技术部主管 M.Mahjoub 一行 6 人 黄社华 
14.  2007.7.4 台湾逢甲大学许少华教授、许盈松博士一行 15 人 谈广鸣 
15.  2007.7.26 越南水利设计研究院 Tran Quoc Thuong 副教授一行 3 人 谈广鸣 
16.  2007.7.26 美国俄亥俄州科学院布朗教授 黄介生 
17.  2007.9.10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Bruce Melville 教授等一行 7 人 熊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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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时间 主要来访人员及单位 邀请人 

18.  2007.9.10 
School of Management，Faculty of Business，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Suzanne Benn 教授等一行 3 人 

董  斌 

19.  2007.9.25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Peter Egger 教授  陈胜宏 
20.  2007.10.17 法国驻汉总领事馆傅磊（Jacqucs Fleck）科技专员 周创兵 

21.  2007.10.23 
澳大利亚水资源管理国际中心、南澳大学首席执行官 Mr. 
Richard Hopkins 和 Prof. Simon Beecham 

张翔 

22.  2007.12.24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 East Stroudsburg 分校胡世雄博士等 2
人 

曹志先 

23.  2007.4.4 中央电视台法制专题部周俊主编一行 3 人 
吴运卿  
张 翔 

24.  2007.4.13 
参加“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代表曹为民总工、程

德虎部长、吴健总工等一行 15 人 
王长德 谈

广鸣 
25.  2007.4.19 武汉大学大学生科技节本科生 20 人  

26.  2007.4.23 
中国水利学会、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朱尔明教授、

董哲仁教授等一行 10 人 
谈广鸣 伍

鹤皋 

27.  2007.4.26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机电研究所余江成高工等

2 人 
黄社华 

28.  2007.5.22 黄委会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研修班学员一行 30 人 谈广鸣 

29.  2007.6.7 
广西电力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及大唐电力公司唐浩主任

一行 7 人 
常晓林 

30.  2007.6.8 武汉市水务局一行 35 人 宋元胜 
31.  2007.5.23 东北大学唐春安教授 周创兵 

32.  2007.6.22 
中科院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考察团谢贤群研究员、谢正辉

研究员等一行 15 人 
谈广鸣 

33.  2007.6.22 新疆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刘志辉院长 谈广鸣 
34.  2007.7.3 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陈骥博士 谢平 
35.  2007.10.16 第三次全国环境力学研讨会会议代表 35 人 曹志先 
36.  2007.10.26 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岳中琦副教授 佘成学 
37.  2007.10.28 武汉大学香港校友会成员一行 9 人 谈广鸣 
38.  2007.11.1 武汉市科技局、武汉农水水利处金开红处长 黄介生 
39.  2007.11.13 武汉市科技局杨新年局长 黄介生 
40.  2007.11.13 新疆英吉沙县水利局、伊犁州水利局等一行 8 人 黄介生 
41.  2007.12.13 国家基金委信息学部自动化控制处王处长 校科技部 
42.  2007.12.14 香港中文大学陈永勤副教授一行 4 人 张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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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开放基金 

3.5.1  开放课题进展 

表 3-9  2005 年批准开放基金结题情况 

课题编号 负责人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结题 
情况 

2005B016 窦  明 南水北调中线调水区的水安全评

价理论及方法研究 郑州大学 结题 

2005B017 尤学一 生态环境数值实验模拟槽 天津大学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系 结题 

2005B018 李继清 洪水灾害综合风险分析与评价方

法研究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结题 

2005B019 黄国如 基于区域化流量历时曲线的无资

料地区径流过程模拟 
华南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系 结题 

2005B020 冯  杰 土壤大孔隙结构对坡地产汇流的

影响研究 
河海大学 

水资源环境学院 结题 

2005B021 杨晓华 水文模型参数识别理论与方法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结题 

2005C010 陆君安 复杂网络模型及其水利科学中的

某些应用 武汉大学 结题 

2005C011 杨中华 静止环境中热水负浮力射流的近

区特性 武汉大学 结题 

2005C012 李订芳 水文水资源时间序列数据挖掘及

应用研究 武汉大学 结题 

2005C013 梅亚东 水资源安全评价研究 武汉大学 结题 

表 3-10  2006 年度开放基金课题结题情况 

课题编号 负责人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进展 
情况 

2006B022 胡安焱
汉江流域水文生态变化对水资

源的影响研究 
长安大学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 良好 

2006B023 胡彩虹 洪水预报及洪水资源化研究 郑州大学 
环境与水利学院 良好 

2006B024 王旭升
可承压变给水度含水层地下水

流模型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水资源与环境学院 良好 

2006B025 耿明建
不同水力条件下富营养化水体中

重金属与营养盐交互作用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良好 

2006B026 刘青泉 小流域山洪的动力学模拟  中国科学院 
力学研究所 良好 

2006B027 赵连军
黄河河口淤积延伸对河道洪水

演进影响规律研究 
黄河水利科学 

研究院 良好 

2006B028 彭 杨 围堰束窄河道水沙特性的实验

研究 

华北电力大学 
水资源与水利水电工

程研究所 
良好 



2007 年年报  3  开放合作与国际交流 

 ·46·

课题编号 负责人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进展 
情况 

2006B029 周建方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大坝群安全

的风险决策研究 
河海大学 良好 

2006B030 朱永忠
水电站水击与调压室涌浪的随

机分析 
河海大学理学院 良好 

2006C015 陈  华
气候变化对汉江流域水文水资

源的影响研究 
武汉大学 良好 

表 3-11  2007 年开放基金资助课题（研究期限 2007.12-2009.12）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负责人 工作单位 

1.  
松辽流域洪水资源安全利用

和实时调配关键问题研究 
2007B031 曹永强 辽宁师范大学 

2.  
流域水质水量联合调度关

键技术研究 
2007B032 许月萍 

浙江大学建工学

院水文水资源研

究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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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B033 彭  涛 
中国气象局 

武汉暴雨研究所 

4.  
作物腾发量时空尺度特征

研究 
2007B034 刘丙军 

中山大学地理科

学与规划学院 

5.  
河道水流数值模拟中的非

线性方程组解法研究 
2007B035 寇继生 

上海大学理学院 

数学系 

6.  土石坝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2007B036 陈  群 
四川大学 

水利水电学院 

7.  
高坝及其坝基安全监测的

不确定性反演分析方法 
2007B037 杨  杰 西安理工大学 

8.  计算流体力学的谱投影算法 2007B038 李本文 
东北大学（EPM

实验室） 

9.  
长江中游微弯分汊河段平

面二维水沙数学模型研究 
2007C016 张  为 武汉大学 

10.  
三峡水库洪水资源高效利

用研究 
2007C017 董前进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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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开放课题成果 

表 3-12  2005 年度开放课题成果 

序号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 作  者 
1.  

西北地区生态建设及需水量研究 
干旱区地理 
2006，29（6）：803-809． 

窦  明 

2.  基于水文循环过程的生态需水量化方

法探讨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2006，27（3）：5-7． 

窦  明 

3.  大武水源地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研究 人民黄河  2006，28（8）：28-30． 窦  明 
4.  

基于 GIS 技术的生态需水量化研究 
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 
2006，39（1）：6-9． 

窦  明 

5.  
Physically-based model for studying the 
salinization of Bosten Lake in China 

Hydrological 
Sciences–Journal–des Sciences 
Hydrologiques 
51(3):432-449.  June 2006. 

窦  明 

6.  
潮汐作用对河网区重金属输移的影响 

水利学报 
38（8）：966-971．2007.8 

窦  明 

7.  河流重金属污染物迁移转化的数值模

拟 
水电能源科学 
2007，25（3）：22-25． 

窦  明 

8.  
感潮河网区重金属污染迁移过程情景

分析 

人水和谐理论与实践（中国第四

届水论坛会议论文集）．北京：中

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 9月． 
窦  明 

9.  
两相流相界面迁移的数值模拟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21 卷，6 期 724－729，2006 

尤学一 

10.  突变理论在长江流域洪灾综合风险社

会评价中的应用 
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 
2007(4)，26-30 

李继清 

11.  洪灾综合风险分析方法讨论（Ⅰ）——
基于集对分析理论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07（8）：43-49 

李继清 

12.  洪灾综合风险分析方法讨论（Ⅱ）——
基于集对分析理论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07（9）：51-57;  

李继清 

13.  
水资源系统安全研究现状及发展研究 

中国水利 
2007（5）：11-13 

李继清 

14.  
红枫水库前期防洪限制水位论证研究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2007，34(4): 27-31 

李继清 

15.  刘家峡水库汛期动态防洪限制水位论

证研究 
水力发电学报 
2007，26（5）：1-6 

李继清 

16.  利用区域流量历时曲线模拟东江流域

无资料地区的日径流过程 
水力发电学报 
2007，26（4）：29－35 

黄国如 

17.  基于新安江水文模型的东江流域枯水

径流模拟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34（11）：93－98  

黄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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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 作  者 
18.  

流量过程线的自动分割方法探讨 
灌溉排水学报 
2007，26（1）：73－78 

黄国如 

19.  
基于区域流量历时曲线的东江流域径

流过程模拟 

人水和谐理论与实践－中国水论

坛第四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390-394，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6 年 9 月，郑州大学 

黄国如 

20.  
混沌实码遗传算法在水质模型参数优

选中的应用 

水电能源科学 

2006，24(5)：1-4 
杨晓华 

21.  混沌高效遗传算法在水库含沙量预报

中的应用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43(2)：194-198 

杨晓华 

22.  一个临界系统与Lorenz系统和Chen系
统的异结构同步 

物理学报 
2005,54(10)4590-06 (SCI) 陆君安 

23.  基于反步法的混沌系统函数投影同步 动力学与控制学报 
2007，5（3）216-4 

陆君安 

24.  An application of finite volume WENO 
scheme to numerical modeling of tidal 
current 

China Ocean Engineering 
2006 Vol.20, 
No.5,pp.545-556(SCI) 

杨中华 

25.  流动环境中热水负浮力射流的近区特

性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 Vol.34, No.2, pp.58-60 

杨中华 

26.  流动环境中热水负浮力射流的近区数

值模拟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 Vol.34, No.2, pp.55-57 

杨中华 



 

 

 

 

 

 

 

 

 

 

4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2007 年年报  4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49·

4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2007 年度，实验室在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继续鼓励实验室研究人员

积极申报国家级项目与课题，凝炼研究内容与成果申报省部级以上奖励，并对申

报国家级课题和奖励的研究人员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以提高实验室研究人员申

报的积极性。 

这一措施的实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国家自然科学研究基金申请人数有一定增

长。其中周创兵教授获国家获杰出青年基金资助，谈广鸣教授为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主持人，另有 2 人为重点项目专题负责人，这为研究队伍的团结协作

提供了条件。 

槐文信教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五），熊立华、伍鹤皋教授等 4

人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前三名），有 4 人获其它省部级以上奖励。 

实验室继续支持和鼓励研究人员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2007 年有 12 人次到

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李义天、陈胜宏教授等 24 人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

大会发言。 

同时对于在读研究生也积极鼓励参加大型学术会议活动，本年度共有研究生

100 多人次参加了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有 68 人次作了会议学术报告。 

在流动研究人员方面，法国里尔科技大学邵建富教授受聘为长江学者讲座教

授，日本国立环境大学许开钦教授受聘为武汉大学珞珈学者讲座教授，另有 23

人到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 

2007 年在站博士后 11 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96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238 人；

毕业博士生 47 人，毕业硕士生 1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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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队伍建设 

（一）邵建富教授获聘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聘职期限：2007.3—2010.3 

邵建富教授现任法国里尔科技大学一级教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

里尔力学研究所（LML）土木工程研究室主任。担任数个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编

委。是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海外杰出青年基金（水利学科）、中国科学院海

外杰出青年基金资助获得者。 

邵建富教授主持完成二十余项欧共体及法国国家级重大科学研究项目，在水

工岩石力学基本理论方面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岩石饱和-非饱和渗

流及其破坏力学，岩石塑性力学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提出的一系列本构模型被

国际学术同行普遍采用，并应用于水利水电，石油工业及核废料储存等领域。 

发表学术论文 160 余篇，其中国际学术刊物 62 篇（SCI 收录 49 篇），国内

学术刊物 16 篇；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80 余篇，特邀及主题报告 3 篇，合著学术

专著 11 部，编著专著 3 部。 

（1）周创兵教授获国家获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2）程永光、姜清辉获批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 

4.2  实验室流动人员聘任 

表 4-1  2007 年度实验室聘任流动研究人员 

姓 名 受聘人单位 专 业 聘职 聘期 编 号 推荐人 

何  平 中国国际工程咨

询公司 
水资源及

生态学 
兼职 
教授 2007.01-2009.12 2007016 谈广鸣 

曹为民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

工程建设管理局  教授 2007.01-2009.12 2007018 谈广鸣 

D.V.Griffiths 美国科罗拉多矿

业大学工程学院 
断裂 
力学 

客座 
教授 2007.04-2010.03  周创兵 

邹丽春 中国水电集团 
昆明勘测设计院  兼职 

教授 2007-2010 2007017 陈胜宏 

王  俊 长江水利委员会

水文局 
水文与

水资源

兼职 
教授 2007-2010 2006033 宋星原 

徐开钦 日本国立 
环境研究所 水环境

珞珈讲

座教授 2007.05-2010.03 200607 王先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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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受聘人单位 专 业 聘职 聘期 编 号 推荐人 

唐春安 东北大学 岩土 
工程 

兼职 
教授 2007.05-2010.05 2007034 周创兵 

邵建富 法国里尔 
科技大学 

水利 
工程 

长江学

者讲座

教授 
2007.03-2010.03  周创兵 

 

4.3  博士后培养 

表 4-2  2007 年在站博士后情况 

姓  名 
进站 
时间 

出站 
时间 

合作 
导师 

研究课题 

胡安焱 2005.01  郭生练 水文水资源模型 

曹生荣 2005.11  卢文波 大型水电工程施工组织管理与优化 

董晓华 2005.09  郭生练 水资源管理与水文学 

徐  青 2006.03.  陈胜宏 计算岩体力学及其在水利水电工程中的应用 

杨树青 2006.02.  杨金忠 咸水利用与土壤盐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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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培生 2006.10  杨国录 污水污泥多相体耦合干化及燃烧特性研究 

彭  涛 2006.10  宋星原 暴雨洪水预报的气象水文耦合技术研究 

冯学敏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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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良浩 2006.10  王长德 高耸结构等效静力风荷载以及气动弹性效应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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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研究生培养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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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人，

博士研究生 96 人；在读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做会议报告的达 60 余人次，

参加学术会议情况见附件 9。新招收博士研究生 35 人，新招收硕士研究生 128

人；毕业博士研究生 41 人，毕业硕士研究生 1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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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管理与建设 

5.1  实验室主任招聘 

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管理规定，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应通过各有关媒介向

国内外进行公开招聘，2005 年 8 月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网

站上发布了面向国内外招聘主任的信息。同时实验室研究人员通过参加国际会议

及通讯交流等方式向内外学者传达了实验室主任招聘信息，招聘期内及前后均没

有合适的专家学者应聘。为做好 2006 年的实验室建设验收工作，武汉大学报教

育部批准于 2006 年 7 月任命谈广鸣教授为本实验室主任（教技函【2006】36 号）。 

为了吸引更加优秀的人才到实验室参与决策与管理，应谈广鸣主任的要求于

2007 年 1 月在武汉大学网站及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网站上

又分别发布实验室主任招聘公告。其招聘公告见附件 7。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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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五次会议，于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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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副校长周创兵教授致欢迎词，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向学术委员会作了实验室

工作情况和 2008 年准备接受国家评估的汇报。学术委员会审议了实验室 2007 度

工作报告和 2008 年度工作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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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根据研究方向，围绕年度研究内容和目标，注重与国家重点研

究课题和国家重大工程问题相结合,2007 年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了多项创新性及

应用性研究成果，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2）实验室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可喜进展，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资助，人才培养成效明显。水利工程被评为国家重点一级学科，为实验室进一步



5  运行管理与建设  2007 年年报 

 ·54·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学科支撑； 

（3）学术委员会审定了 2007 年度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课题，基金课题的研

究内容与实验室研究方向紧密结合，并体现出交叉融合； 

（4）希望实验室加强研究成果的总结，进一步凝炼特色领域的研究成果，

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力度，做好 2008 年实验室评估工作。 

表 5-1  第一届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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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  军 教授、博导 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武汉大学 

李德仁 教授、院士 委  员 武汉大学 

钟登华 教授、博导 委  员 天津大学 

许唯临 教授、博导 委  员 四川大学 

彭世彰 教授、博导 委  员 河海大学 

冯树荣 教授级高工 委  员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郭生练 教授、博导 委  员 武汉大学 

周创兵 教授、博导 委  员 武汉大学 

杨金忠 教授、博导 委  员 武汉大学 

5.3  设备运行与建设 

本实验室大型设备运行良好，为科学研究顺利开展提供良好条件。实验室在

加强管理的情况下，所有的仪器设备实现了无条件开放和共享。实验室还与安徽

省水利水资源重点实验室等单位签订了共建野外实验研究基地合作协议，建立了

3 个野外实验研究基地，扩大了实验平台，提高了地方实验条件的建设水平。 

实验室现有大型仪器设备运行状况良好，为科学研究的正常开展创造良好的

条件，具体运行情况见附件 8。 

（一）安徽新马桥野外实验研究基地 

安徽新马桥农水综合实验基地处东经 117°22′，北纬 33°09′，位于黄淮海平

原南端、安徽省蚌埠市北 25km 的固镇县新马桥镇境内，隶属于安徽省·水利部淮

委水利科学研究院。其前身为北淝河灌溉试验场（1953 年），站址迭经变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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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82 年定位于此，1985 年建成并投入运行。为全国灌溉试验站网系列，是安

徽省农田水利学科的试验研究基地和领头雁。 

试验站占地面积约4 hm2，建有试验区和办公、生活区，其中试验区规模 2.7 

hm2。主要设施设备有： 

大型原状土排水坑测场及其自动控制装置：计有 2.0m2×2.3m 规格的测坑 16

组（套），活动防雨棚 2 座、6 0 m 2 ，计算机自动控制装置 1 套（16 组），地下

控制室面积 150m2；  

大型灌溉坑测场：分别建有淮北平原区砂姜黑土 6.67m2×1.8m 规格的测坑

18组和江淮丘陵区马肝土 2.0m2×1.8m规格的测坑 8组，活动防雨棚 19座、250m2，

地下室面积 100m2； 

暗管排水试验区:面积为 170×45m2，设有 0.8m、1.0m 和 1.2m 不同埋深、间

距为 15m 的 φ55mmPVC 波纹暗管 3 组； 

灌溉新技术试验示范区:面积约 9000 m2，规划建设不同型式的喷灌、滴灌、

管道输水灌溉和沟畦灌溉设施； 

设施农业试验区:面积约 4000 m2，建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温室、大棚 1000 余

m2，其中 8×60 m2 的日光温室 1 栋，6×45 m2 的钢架大棚 2 栋； 

农业气象观测场:规格为 25×25 m2，主要观测内容有降水、蒸发、气温、地

温、气压、湿度、日照和风速等； 

仪器设备:配有土壤水分测定、土壤理化分析和植物生理生态观测等系列仪

器设备；拟建综合实验室，增加水质、作物品质、养分等方面的检测与分析；并

建立计算机网络与数据库管理系统。 

该站设施设备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环境优美，能够全方位地开展农田水利

学科所涉及的各类课题研究。与国内同类试验站相比，该站的建设水平和科研技

术手段均处于领先水平，已成为国内开展农田灌溉排水研究的重要基地。 

2007 年 8 月成为水资源和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野外

实验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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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徽五道沟野外实验研究基地 

安徽五道沟水文水资源实验研究基地是平原区大型综合实验研究基地。地处

东径 117°21′，北纬 33°09′，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北 25km 处的安徽省新马桥原种场

境内，占地面积 1.4 万 m2，紧邻京沪铁路和蚌埠—徐州公路。实验基地始建于

1953 年，实验站前身是青沟径流实验站，1963 年改设五道沟径流实验站。几经

改建扩建，1989 年建成为淮北平原水文水资源综合实验研究基地；1998 年成为

安徽省水利水资源重点实验室的主要组成部分。 

实验站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试验设备不断充实和改进，成为安徽省及淮河

流域水文水资源水环境大型综合性基础实验研究基地。现状主要试验设施与常规

观测试验项目有： 

（1）主要试验设施 

① 大型地中蒸渗观测室：观测室为圆形钢筋混凝土结构，高 6.5m，地面下净

深 5.5m、内径 11.0m。配有砂姜黑土、黄泛区砂壤土两种土壤的原状土样，有五种

不同器口面积（即 0.3、0.5、1.0、2.0 和 4.0m2），十五种地下水位控制埋深（即 0cm、

10cm、20cm、30cm、40cm、50cm、60cm、80cm、1.0m、1.5m、2.0m、2.5m、3.0m、

4.0m、5.0m）各类地中蒸渗仪 60 套（其中含 1 套人工回填土）。除常规观测项目

外，可开展“四水”转化、水文循环、农田排水指标、农作物对地下水的利用量、有

作物和无作物潜水蒸发规律、水均衡分析、生态环境、水资源以及水资源价参数等

专项实验研究。 

② 气象观测场：主要为配合农田灌溉与排水、不同农作物的需水规律和水文

水资源实验研究而进行的常规地面气象观测项目。 

③ 径流实验场：主要由集水面积为 800 m2、10000 m2、1.36k m2互相嵌套的三

个大、中、小径流场组成。径流实验场内设 8 个地下水位观测点，2 个土壤水测点，

探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平原产流、汇流规律和排涝模数等，为治理农田涝渍灾害、

规划农田排水系统、低产土改良等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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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农田灌溉与排水综合治理实验区：实验区域约为 10km2，其中综合治理农田

667hm2，原种繁殖基地 330hm2，主要开展农田排灌与水资源利用综合技术研究、

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技术密切结合的节水增效技术研究及其示范与推广应用。 

⑤ 农田土壤溶质运移分析及 N、P、K 化学分析设备 

（2）常规观测试验项目 

① 径流实验：水位、流量、地下水位、土壤含水量、地表径流、入渗补给、

潜水蒸发。 

② 气象观测：风向、风速、E601 型水面蒸发、温度、湿度、水汽压力差、饱

和差、相对湿度、日照，地面以上 0.7m、1.5m、10.0m 不同高度梯度降水，地面及

以下（即 0～3.2m）不同埋深梯度地温。 

③ 水文地质参数测试：给水度、降水入渗补给系数、潜水蒸发系数、径流系

数、灌溉回归系数、田间持水量、饱和含水量、土壤容重。 

④ 水文水资源研究辅助项目：作物生态、作物需水量、作物生长适宜地下水

埋深、作物生长适宜含水量范围、适宜降水范围；土壤水消退规律、渗透系数；地

下水点、面源污染；土壤常规有机质含量检测、机井检测、抽水试验和土壤墒情监

测预报等。 

2007 年 8 月成为水资源和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野外

实验研究基地。 

（三）广西桂林野外灌溉实验研究基地 

广西桂林灌溉实验站位于桂林市西部临桂县庙岭镇，离市中心 9km。现有土

地面积 62 亩，地势平坦，周围空旷，四面环田，邻近青狮潭水库西干渠，水源

可靠，是开展农田灌溉试验的良好场所。 

实验站建于 1963 年，现有土地面积 62 亩，其中水稻面积 4.5 亩，旱地经济

作物与果木面积 20 亩，阳光大棚 6 亩，气象观测场 2 亩，水量调蓄综合利用水

池 10 亩，并有自动气象观测场与 40 大型测筒实验场。 

建站后至 90 年代初，主要开展水稻需水量与灌溉制度实验， 1991 年以来，

除开展并完成水稻需水量与灌溉制度、马蹄灌溉、银杏灌溉等项目试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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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开展水稻水分生产函数、水稻水肥运移规律、水稻节水高产灌排技术、灌

溉节水自动监测技术等实验与推广应用。 

2007 年 10 月成为水资源和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野外

实验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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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验室大事记 

 2007 年 4 月 1 日，由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杨金忠教授

主持的国家“863”重点项目：“水盐调控精量灌溉技术”启动会在实验室召开。来

自武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新疆农垦科学研究院和西安理工大学等协作单位的 20 名专家与会，共同探讨了

该项目研究总体计划、课题分工及方案实施等具体事宜。 

 2007 年 3 月 24 日，由实验室黄介生教授主持的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

划课题“灌区农田排水及其再利用关键技术” 启动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

由课题负责人黄介生教授主持，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蔚榛教授作为课题顾问应邀参

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武汉大学及课题协作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河海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等 5 家单位的 10 余位专家学者。 

 2007 年 4 月 13 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由实验室主持的“十一五”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课题“大流量预应力渡槽设计和施工技术研究”课题启动研讨会。会议由

课题负责人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曹为民总工主持，课题负责人之一

王长德教授首先详细介绍了课题有关的基本情况、主要研究内容、课题分工协作

的初步考虑。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武汉大学、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等

7 家合作单位的 20 多位专家学者。 

 2007 年 6 月，我室与安徽省水利水资源重点实验室签订了共建野外实验

研究基地合作协议书，野外实验基地分别为“安徽新马桥野外实验研究基地”和

“安徽五道沟野外实验研究基地”。同年 7 月，我室与广西灌溉试验中心站签订了

共建野外实验研究基地合作协议书，，野外实验基地为“桂林实验研究基地”。 

 通过评审，国家教育部于 2007 年 8 月认定武汉大学水利工程学科为国家

重点一级学科。该水利工程国家重点一级学科的获批，为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提供了更强有力的学科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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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度实验室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2 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

科学杰出青年基金 1 项，重点基金 3 项。其中由周创兵教授申报的“岩石力学及

地基基础”项目获杰出青年基金资助，经费 200 万元；由谈广鸣教授牵头申报的

“涝渍灾害产生机理与减灾方法研究”项目获基金重点项目资助，经费 190 万元。 

 由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共同承办的“第二届 GIS＆RS 在水文水资源及环

境中的应用国际会议”，于 2007 年 9 月 7－9 日在广州召开。来自国内外的 12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上就地理信息系统及遥感技术在水文水资源及环境

领域的 新应用成果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由国家基金委数理学部力学处和实验室共同主办的“第三次全国环境力

学研讨会”，于 2007 年 10 月 15－17 日在武汉召开，此次会议参会人数 60 余人，

实验室李义天教授、周创兵教授等分别作了大会报告。 

 2007 年度实验室共获得 6 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其中由实验室研究人员

伍鹤皋教授等完成的“大型水电站压力管道和蜗壳结构设计理论研究与工程应

用”成果，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由实验室研究人员熊立华教授等完成的

“流域水文模型新理论新方法及其应用”成果，获得教育部高校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7 年 12 月 9 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一届五次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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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  件 

附件 1  固定人员情况 

2007 年固定人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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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生练 男 1957.07 博士 
水文学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 教授 

2 熊立华 男 1972.10 博士 
水文学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 教授 

3 胡铁松 男 1964.07 博士 
水文学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 教授 

4 李  兰 女 1956.02 博士 
水文学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 教授 

5 谢  平 男 1963.10 博士 水文学及水资

源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 教授 

6 张  翔 男 1969.02 博士 
水文学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 教授 

7 刘  攀 男 1978.09. 博士 
水文学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 副教授 

8 茆  智 男 1932.05 本科 农田水利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优化配置 
院士、教授 

9 杨金忠 男 1953.01 博士 农田水利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优化配置 
教授 

10 邵东国 男 1964.11 博士 农田水利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优化配置 
教授 

11 黄介生 男 1962.09 博士 灌排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优化配置 
教授 

12 王长德 男 1946.01 硕士 农田水利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优化配置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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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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罗金耀 男 1955.04 博士 农田水利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优化配置 
教授 

14 崔远来 男 1966.02 博士 水利水电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优化配置 
教授 

15 王修贵 男 1962.08 博士 农田水利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优化配置 
教授 

16 王  康 男 1975.01 博士 水利水电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优化配置 
副教授 

17 李义天 男 1957.08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

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规律 

与调控方法 
教授 

18 谈广鸣 男 1958.05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动

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规律 

与调控方法 
教授 

19 张小峰 男 1962.09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

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规律 

与调控方法 
教授 

20 陈  立 男 1966.01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

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规律 

与调控方法 
教授 

21 杨国录 男 1954.06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动

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规律 

与调控方法 
教授 

22 曹志先 男 1963.10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

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规律 

与调控方法 
教授 

23 邓金运 男 1975.09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

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规律 

与调控方法 
副教授 

24 陈胜宏 男 1957.09 博士 水工结构工程
水电工程结构 
与施工过程仿真 

教授 

25 周创兵 男 1962.11 博士 水工结构工程
水电工程结构 
与施工过程仿真 

教授 

26 常晓林 男 1963.04 博士 水工结构工程
水电工程结构 
与施工过程仿真 

教授 

27 胡志根 男 1964.04 博士 水工结构工程
水电工程结构 
与施工过程仿真 

教授 

28 伍鹤皋 男 1964.11 博士 岩土工程 
水电工程结构 
与施工过程仿真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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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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肖  明 男 1957.05 博士 水工结构工程
水电工程结构 
与施工过程仿真 

教授 

30 汪卫明 男 1975.10 博士 水工结构工程
水电工程结构 
与施工过程仿真 

副教授 

31 李典庆 男 1975.02 博士 工程力学 
水电工程结构 
与施工过程仿真 

副教授 

32 陈益锋 男 1974.06 博士 水工结构工程
水电工程结构 
与施工过程仿真 

副教授 

33 杨建东 男 1956.12 博士 水利水电工程 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 教授 

34 槐文信 男 1963.06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动

力学 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 教授 

35 赖  旭 男 1964.06 博士 水力发电 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 教授 

36 黄社华 男 1964.11 博士 水力发电 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 教授 

37 程永光 男 1968.02 博士 
水工结构 
工程 

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 教授 

38 钱忠东 男 1976.12 博士 热能工程 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 副教授 

39 吴运卿 男 1969.09 硕士 水利水电工程 管理 讲师 

40 王富庆 男 1957.05 本科 自动控制 实验技术 高工 

41 任春秀 女 1974.01 博士 水利水电工程 管理 讲师 

42 王  放 女 1971.05 本科 计算机技术 管理 工程师 

人员变动情况说明： 

（1）本年度进入人员 1名：刘攀为实验室选留博士生； 

（2）夏军于 2007 年 12 月调往北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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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流动研究人员情况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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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  军 男 1954.9 博士 
水 文 学 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 
变化规律 教授 

2. 宋星原 男 1953.7 博士 
水 文 学 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 
变化规律 教授 

3. 陈森林 男 1963.2 博士 
水 文 学 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 
变化规律 教授 

4. 张利平 男 1971.10 博士 天气动力

学 
水资源时空 
变化规律 副教授 

5. 梅亚东 男 1963.8 博士 水文学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 
变化规律 教授 

6. 陈 华 男 1977.04 博士 水文学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 
变化规律 讲师 

7. 许崇育 男 1961.03 博士 水文学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 
变化规律 

教授 

8. 李继清 女 1972.04 博士 水文学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 
变化规律 

讲师 

9. 黄国如 男 1969.07 博士 水文学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 
变化规律 

副教授 

10. 冯  杰 男 1972.05 博士 水文学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 
变化规律 

副教授 

11. 杨晓华 女 1966.12 博士 水文学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 
变化规律 

副教授 

12. 窦 明 男 1975.01 博士 水文学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 
变化规律 副教授 

13. 张仁铎 男 1950.10 博士 
土壤及水

资源专业 
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优化配置 教授 

14. 刘川顺 男 1963.2 博士 农田水利 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优化配置 副教授 

15. 李远华 男 1961.01 博士 农田水利

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优化配置 
教授 

16. 陈劲松 男 1963.08 博士 水利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优化配置 

研究员 

17. 陆君安 男 1942.01 硕士 应用数学 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优化配置 

教授 

18. 蔡树英 女 1955.5 硕士 
农田水利

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优

化配置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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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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董  斌 男 1969.7 博士 
农田水利

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优化配置 副教授 

20. 余明辉 女 1969.11 博士 
水力学及河

流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规律 

与调控方法 副教授 

21. 孙昭华 男 1976.10 博士 
水力学及河

流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规律 

与调控方法 讲师 

22. 刘士和 男 1962.6 博士 流体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规律 
与调控方法 教授 

23. 尤学一 男 1965.01 博士 流体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规律 
与调控方法 教授 

24. 杨中华 男 1977.02 博士 水力学及河

流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规律 

与调控方法 讲师 

25. 卢文波 男 1968.8 博士 岩土工程 水电工程结构 
与施工过程仿真 教授 

26. 邵建富 男 1961.10 博士 土木工程 水电工程结构 
与施工过程仿真 教授 

27. 姜清辉 男 1972.01 博士 岩土工程 水电工程结构 
与施工过程仿真 副教授 

28. 周  伟 男 1975.11 博士 水工结构

工程 
水电工程结构 
与施工过程仿真 副教授 

29. 王均星 男 1963.1. 博士 水工结构

工程 
水电工程结构 
与施工过程仿真 教授 

30. 井兰如 男 1951.2 博士 岩石力学 水电工程结构 
与施工过程仿真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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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在研纵向与重大工程课题 

2007 年在研纵向与重大工程课题 

编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目类型 

1 水沙过程变异与河流系统相互

作用机制 2003CB415203 
李义天 2003.11.-2008.12. “973”项目 

2 流域生态与水利工程优化调控

2003CB415206 
杨国录 2003.11-2008.12 “973”项目课题 

3 碳酸盐岩缝洞型油藏数值模拟

研究 2006CB202405 
周创兵 2007.1-2010.12 “973”项目课题 

4 单株—群体—农田—农业水分

利用效率研究 2006CB403406 杨金忠 2006.01-2010.12 “973”项目课题 

5 坝堤溃决及致灾过程预报理论

与方法 2007CB714106 
曹志先 2007.07-2011.12 “973”项目课题 

6 水 盐 调 控 精 量 灌 溉 技 术
2006AA100207 杨金忠 2006.12-2009.12 “863”项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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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 项目“ 

8 农田面源污染灌排综合调控技

术 2006AA06Z342 
邵东国 2006.12-2009.12 “863“项目 

9 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关键技术研

究 2006BAD11B06 
黄介生 2006.10-2010.12

国家科技部“十一五”

支撑计划 

10 大流量预应力渡槽设计和施工

技术研究 2006BAB04A08 
王长德 2006.12-2009.12

国家科技部“十一五”

支撑计划 

11 灌区节水改造环境效应及评价

方法研究 2006BAD11B08 
冯绍元# 2006.10-2010.12

国家科技部“十一五”

支撑计划 

12 大型渡槽结构优化设计及动力

分析 JGZXJJ2005－30 王长德 2006.01-2006.12 国家重大工程 

13 南水北调中线中游变化模型试

验 220237 
陈  立 2006.10-2007.10 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14 大棚作物需水规律和节水灌溉

制度研究 50479040 罗金耀 2005.1-2007.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5 灌排系统神经网络模拟的先验

知识理论与应用研究 50479039 胡铁松 2005.1-2007.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6 
污染物作用下泥沙运动基本规

律的研究 50479036 
陈  立 2005.1-2007.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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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目类型 

17 
复式断面河道污染扩散规律的

研究 50479038 槐文信 2005.1-2007.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8 
无资料地区水文信息挖掘与水

文预报 50409008 熊立华 2005.1-2007.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9 
高坝大库滑坡体诱发水沙灾害
50459001 曹志先 2005.1-2007.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 
高拱坝施工全过程动态仿真与

实时控制研究 50539120 胡志根 2006.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雅

砻江联合基金专项 

21 
高坝、大流量、窄河谷新型泄

洪消能方式研究 50539060 
槐文信

 
2006.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雅

砻江联合基金专项 

22 
基于计算智能的流域水文过程

空间模拟研究 50579053 
张  翔 2006.01-2008.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3 
水稻灌区节水灌溉对灌区水量

平衡的影响规律及其机理研究
50579059 

崔远来 2006.1-2008.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4 
变化环境下非一致性年径流序

列的水文频率计算方法研究
50579052 

谢  平 2006.1-2008.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5 
多级分汊河段的演变规律研究

50579054 
张小峰 2006.1-2008.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6 
基于自组织演化理论的重力坝

坝基深层抗滑稳定理论研究
50579055 

常晓林 2006.1-2008.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7 
溢—渗流条件下土石过水围堰

护面与垫层的耦合作用
50579056 

胡志根 2006.1-2008.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8 
人类心脏流固耦合多维血流动

力学数值模拟研究 10572106 
程永光 2006.1-2008.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9 
水库径流过程与淤积形态联合

优化调控模型 50509020 
邓金运 2006.1-2008.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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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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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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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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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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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目类型 

34 
不降低防洪标准的水库分期汛

限水位设计模式 50609017 
刘  攀 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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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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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7 
异重流耦合积分模式与演化机

理研究 10672126 
曹志先 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8 
河流溶解性物质侵蚀规律与机

理研究 10672125 
陈  立 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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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0 
粘性细泥沙淤积固结后冲刷机

理研究 50679064 
谈广鸣 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1 
裂隙岩体渗流/应力应变耦合分

析的复合单元法 50679066 
陈胜宏 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2 
基于大气模式的洪水预报系统

研制与应用 50679063 
郭生练 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3 
部分植被化河槽热污染混合输

移特性研究 50679061 
槐文信 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4 
流域梯级开发的环境生态效应

及生态水利调控理论研究
50679067 

李  兰 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5 
灌区水资源高效利用多维临界

调控模型研究 50679068 
邵东国 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6 
闸门对河道污染物时空变化影

响的实验研究 50279049 
张  翔 2007.8-2008.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

日联合重点项目子题 

47 
珠江河口及毗邻海域水动力学

数学模型计算研究 
郭生练 2007.9-2007.12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华

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48 
灌区排水资源化再生利用机理

与综合调控技术 308017 邵东国 2007-2009 
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

重大项目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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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009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计划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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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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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009 
湖北省水利重点科研

项目 

51 复杂岩体数值仿真方法研究
106157 陈益峰 2007.1-2008.12 

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

重点项目 

5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

游水环境水生态的影响研究
06-137 

郭生练 2005.1-2007.12 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 

53 水环境修复技术与推广专题 
研究 

茆  智 2006.5-2008.12 水利部综合事业局 

54 
“数字灌区”管理信息及决策支

持系统示范建

05EFN216800404 

崔远来 2005-2007 水利部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基金 

55 全国现状灌溉水利用效率测算

分析 206152763 崔远来 2007-2007 水利部灌溉排水发展

中心 

56 全国灌溉用水效率测算分析与

评价技术研究 崔远来 2007-2009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专

项经费项目（灌排中

心） 

57 
渍湿型中低产田改造技术及其

对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综合能力

的影响研究 CT200615 
王修贵 2006.05-2007.12 “948”项目 

58 节水灌溉对区域水平衡影响规

律及其应用研究 NCET-04-0664 崔远来 2005-2007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 

59 基于贝叶斯理论的水文模型系

统不确定性研究 101077 熊立华 2006.3-2009.3 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

师基金 

60 近壁湍流中稀疏颗粒非恒定运

动特性研究 106100 黄社华 2006.-2008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61 
节水灌溉条件下灌区水量转换

尺度放大理论及模型研究
20050486002 

崔远来 2005.12-2008.12 教育部博士学科点专

向科研基金 

62 长引水式大型水电站调节系统

调节品质研究 20040486048 
赖  旭 2004.11-2007.12 教育部博士学科点专

项科研基金 

63 流域水文过程空间智能模拟理

论与方法研究 2005ABA288 
张  翔 2005.12-2007.12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64 清江与三峡水库联合调度的研

究 2005ABA293 
郭生练 2005.12-2007.12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65 
利用腾发覆盖系统和保水剂控

制垃圾填埋场渗沥水污染研究

2006ABA239 

王  康 2006.01-2007.12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66 大型水轮机组水力振动的大涡

模拟研究 2006ABB040 
钱忠东 2006.01-2007.12 湖北省杰出人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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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七里河

渠道倒虹吸河工模型试验 刘士和 2005-2007 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68 
泄洪雾化缩尺效应研究

50539060 
刘士和 2006.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雅

砻江联合基金专项 

69 

利用腾发覆盖系统进行垃圾填

埋场渗沥控制的机理研究

50578127 
刘川顺 2006.1-2008.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0 
高堆石坝流变模型理论及变形

控制研究 50509019 
周  伟 2006.1-2008.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71 深部岩体的工程特性研究 卢文波 2007.1-20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雅

砻江联合研究基金专

项 

72 
西南地区复杂高陡边坡变形与

稳定分析方法研究 50539100 
姜清辉 2006.01-2009.12

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

目（水科院负责）子

题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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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  军

熊立华
2007.12-2011.12

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

目 

74 暴雨洪水预报的气象水文模型

研究 2005DBI3J101 
宋星原 2006.1-2008.12 科技部公益研究项目 

75 灌溉-排水-湿地综合管理系统

(WRSIS)的引进 
董  斌 2007-2009 国家 948 计划 

76 
岩土体稳定的有限元塑性极限

分析方法研究 106107 
王均星 2006.1-2008.12 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

重点项目 

77 环境变化下的流域水循环机理

与模拟研究 20040486038 
夏  军 2004.11-2007.12 教育部博士学科点专

项科研基金 

78 基于全有限元的拱坝体形多目

标优化理论研究 2006ABA255 
周  伟 2006.1-2007.12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79 基于 GIS 的数字汉江系统集成

与应用研究 2007ABA061 陈 华 2007.12-2009.1 湖北省自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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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在研横向项目（部分） 

2007 年在研横向课题（合同经费 30 万元以上）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1.  广东中小流域洪水预报系统 李兰 广东省水文局 
2.  大面积塌陷区演化—控制—综合利用的关

键技术研究 周创兵 邯邢冶金矿山管理局北洺

河铁矿 
3.  西石门铁矿马河沉降区时空变化规律与河

床防渗治理技术研究 周创兵 邯邢冶金矿山管理局北洺

河铁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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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怒江赛格水电站可研阶段厂坝复杂基础处

理研究 陈胜宏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6.  小湾水电站拱坝坝基工程处理措施研究 陈胜宏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7.  洗马河二级水电站地下厂房洞室群围岩稳

定三维有限元分析计算 陈胜宏 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 

8.  
筱溪水电站大坝变形稳定仿真分析研究 

汪卫明 

陈胜宏 
湖南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

究总院 
9.  四川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大型地下洞室群

施工期快速监测与反馈分析 陈胜宏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10.  
（小湾拱坝）拱坝坝基松弛岩体渗流/应力

应变耦合分析 陈胜宏 
云南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

公司与昆明勘测设计研究

院联合 
11.  

（小湾拱坝）坝基卸荷松弛岩体锚固分析

研究 陈胜宏 
云南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

公司与昆明勘测设计研究

院联合 
12.  小湾拱坝仿真反馈分析与信息化动态跟踪

研究（第一阶段） 陈胜宏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13.  小湾拱坝仿真反馈分析与信息化动态跟踪

研究（第二阶段第 1 期） 陈胜宏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14.  
小湾水电站孔雀沟石料场高边坡稳定研究

汪卫明 

陈胜宏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15.  
瀑布沟料场边坡稳定分析与支护优化研究

陈胜宏 
汪卫明 葛江津联营体 

16.  锦屏一级水电站拱坝建基面岩体卸荷松弛

加固处理措施研究 陈胜宏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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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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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19.  

清江隔河岩水库汛限水位设计与运用研究 郭生练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7  附件  2007 年年报 

 ·72·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20.  广州市水资源综合规划供水预测与 

合理配置 胡铁松 珠委水资源保护科研所 

21.  
引哈济锡调水工程规模分析论证 胡铁松 

内蒙古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院 

22.  
澜沧江梯级电站建设水温预测 胡铁松 

国家电力公司昆明勘测设

计研究院 

23.  武汉市梅院泥水库与灌区防洪抗旱优化调

度水量配置研究 
王修贵 

武汉市黄陂区梅院泥水库

管理处 

24.  石门水库 2006 年实施方案 王修贵 石门水库管理处 

25.  万州试验站规划 王修贵 重庆市灌溉试验站 

26.  
区域土壤水分监测点布设及数据处理技术 王长德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

研究所 

27.  浙江省瓯江滩坑水电站发电用水分层取水

进水口水工模型试验及水温计算分析专题

研究 

胡志根 
张小峰 

北海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28.  赛格水电站施工导截流模型试验 胡志根 国电华东院 

29.  鲁地拉水电站施工导流模型试验 胡志根 国电西北院 

30.  三峡蓄水运用后江湖水位变化及其对湖区

航道的影响研究 李义天 交通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

研究所 
31.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4、5 号模型试验

大厅设备配置 
陈  立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32.  武桥水道航道整治河工模型初试 陈  立 长江航道局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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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塞格重力坝建基面优化 常晓林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35.  300 米级双江口堆石坝流变 常晓林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36.  亭子口重力坝抗滑稳定 常晓林 长江水利委员会设计院 
37.  水布垭面板坝一期裂缝分析 常晓林 长江水利委员会设计院 
38.  鲁地拉水电站粘牙慧凝土重力坝温控仿真

分析 
常晓林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39.  白莲河蓄能电站厂房计算 伍鹤皋 白莲河蓄能公司 

40.  长河坝导流洞研究 伍鹤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41.  瀑布沟蜗壳模型试验 伍鹤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42.  大岗山导流洞计算 伍鹤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43.  双江口导流洞计算 伍鹤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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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44.  草街厂房结构计算 伍鹤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45.  金安桥蜗壳研究 伍鹤皋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46.  景洪管道和蜗壳复核计算 伍鹤皋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47.  功果桥蜗壳研究 伍鹤皋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48.  糯扎渡地下厂房洞室群围岩稳定和渗流场

分析 
肖 明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49.  溪洛渡地下厂房洞室开挖稳定反分析（施

工阶段） 肖 明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50.  鲁地拉地下厂房洞室群围岩稳定优化分析 肖 明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51.  仙居地下厂房洞室群围岩稳定分析 肖 明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52.  坪头地下厂房洞室群优化分析 肖 明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53.  金沙江上游梯级水电工程水温累积影响研

究专题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

测设计研究院 
54.  江坪河水电站水力机械过渡过程数值计算

分析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

测设计研究院 
55.  

水轮机特性曲线数据库研制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水电水力规

划设计总院 
56.  锦屏一级水电站过渡过程模型试验及数值

分析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

测设计研究院 
57.  功果桥水电站过渡过程模型试验与数值计

算分析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

测设计研究院 
58.  构皮滩水电站引水发电系统整体模型试验

研究 
杨建东 
李进平 

乌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59.  大岗山水电站防洪评价数学模型 张小峰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60.  资水航道整治模型 张小峰 湖南省航道管理局 

61.  沙市航道整治 张小峰 长江航道管理局 

62.  国外典型水利枢纽工程对河流健康影响 张小峰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63.  滇中水资源优化配置 崔远来 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院 
64.  王英水库灌区信息化规划 崔远来 王英水库 

65.  大型测筒蒸渗器试区设计及施工指导 崔远来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66.  广东省大中型水库可持续利用研究 罗金耀 广东省水利厅 

67.  湖北省举水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实施

方案 
罗金耀 新洲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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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68.  尼羊河八一镇河段防洪工程模型试验 谈广鸣 西藏林芝地区水利局 

69.  湖北核电水资源取水需可论证 谈广鸣 湖北省核电办 

70.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水库泥沙淤积数值模拟

计算 
谈广鸣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71.  湖北省小漩水电站水工模型试验 槐文信 湖北省水电设计院 

72.  龙海市南港堤线数学模型 槐文信 龙海市城投公司 

73.  色尔古水电站水工模型试验 黄社华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74.  伊朗塔里甘水电站长尾水系统水力过渡过

程模型试验 
黄社华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

程公司 

75.  青铜峡电站机组振动及大轴摆度测量系统

研究 
赖 旭 黄河水电公司宁电分公司 

76.  岗曲河水电站气垫式调压室方案水力机械

过渡过程计算 
赖 旭 西北水电勘测设计院 

77.  糯扎渡水电站尾水调压室设计优化水力模型

试验研究  
赖 旭 

云南华能谰沧江水电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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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CSCD 期刊论文 

2007 年发表的 CSCD 论文一览表 

序

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期（或章

节）、页 
1. Rainfall–runoff modeling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neural network 

Hu Tiesong, Wu Fengyan 
and Zhang Xiang  Nordic 

Hydrology 

2007, Vol.38, 
No.3, pp 
235–248. 

2. 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agricultural 
Drainage in china 

Wang shao li, wang 
xiugui, larry c. Brown, qu 
xingye 

Irrigation and 

drainage(英国) 

56: S47–S58 

(2007) 

3. Multiple time scales of alluvial 
rivers carrying suspended 
sedimen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mathematical modeling. 

 
 
Cao, Z.X., Li, Y., Yue, Z. 

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2007,30(4), 
715-729  

4. Comment on ‘Investigation of 
the hydrodynamics of flash 
floods in ephemeral channels: 
scaling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using a shock-capturing flow 
model incorporating the effects 
of transmission losses’ by S. 
M. Mudd, 2006, Journal of 
Hydrology 324, 65–79. 

 
 
 
 
 
Cao, Z., Yue, Z. 

Journal of 
Hydrology 

2007,336, 
222-225,  

5. Comments on the paper by 
Guy Simpson and Sebastien 
Castelltort, ‘Coupled model of 
surface water flow, sediment 
transport and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Computers & 
Geosciences 32 (2006) 
1600-1614.  

 
Cao, Z. 

Computers & 
Geosciences 

2007,33, 
876-978  

6. Modified Chebyshev–Halley 
methods with sixth-order 
convergence 

Kou Jisheng, Li Yitia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2007,188(5):  
Pages 
681-685 

7. 
Third-order modification of 
Newton's method 

Kou Jisheng, Li Yitian and 

Wang Xiuhua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2007, 205(1) 
Pages: 1-5 

8. The improvements of 
Chebyshev–Halley methods 
with fifth-order convergence 

Kou Jisheng, Li Yitia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2007, 188(1) 
Pages 
143-147 

9. Modified Chebyshev’s method 
free from second derivative for 
non-linear equations 

Kou Jisheng, Li Yitia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2007, 187(4): 
Pages 
1027-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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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期（或章

节）、页 
10. 

Fourth-order iterative methods 
free from second derivative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2007, 184(1): 
Pages 
880-885 

11. A variant of super-Halley 
method with accelerated 
fourth-order convergence 

Kou Jisheng, Li Yitian , 

Wang Xiuhua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2007, 186(3): 
Pages 
535-539 

12. A uniparametric LU-SGS 
method for systems of 
nonlinear equations 

Kou Jisheng, Li Yitia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2007, 189(6): 
Pages 
235-240 

13. A family of fourth-order 
methods for solving non-linear 
equations 

Kou Jisheng, Li Yitian and 

Wang Xiuhua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2007, 188(3): 
Pages 
1031-1036 

14. A family of fifth-order 
iterations composed of Newton 
and third-order methods 

Kou Jisheng, Li Yitian and 

Wang Xiuhua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2007, 186(3): 
Pages 
1258-1262 

15. A composite fourth-order 
iterative method for solving 
non-linear equations 

Kou Jisheng, Li Yitian and 

Wang Xiuhua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2007, 184(1): 
Pages 
471-475. 

16. Sediment budget of the 
Yangtze River 

Wang Zhao-yin; Li Yi-tian; 
He Yi-ping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Volume 43，
2007 

17. Adaptive coupled 
synchronization among 
multi-Lorenz systems family, 
Chaos, Solitons and Fractals 

陆君安,李义天 Chaos, Solitons 
and Fractals 

Volume31,20
07 

18. Comparative study of rock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methods for hydropower 
projects 

Chen Sheng-hong 
Qing Wei-xin 
Shahrour Isam 

Mechanics 
Research 

Communication
s 

2007，
34(2007)：

63-68 

19. 
Non-identical models for 
seasonal flood frequency 
analysis. 

Fang Bin, Guo Shenglian, 
Wang Shanxu, Liu Pan & 
Xiao Yi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2007, 52(5): 

974-991. 

20. 
Introducing unsteady 
non-uniform source terms into 
the lattice Boltzmann mode 

程永光, 李进平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Fluids 

19 Jun 2007, 
DOI:10.1002/

fld.1543 

21. Free surface-pressurized flow 
in ceiling-sloping tailrace 
tunnel of hydropower plant: 
Simulation by VOF model 

程永光, 李进平, 杨建东 

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h 
(IAHR),  

Vol. 45, No. 
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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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页 
22. 

Similarity solutions of vertical 
plane wall plume based on 
finite analytic method 

槐文信，曾玉红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Engl

ish Edition), 

2007,28（4）：
447－454 

23. Formulation of 
strain-dependent hydraulic 
conductivity for fractured rock 
mass 

Chen Yifeng, Zhou 
Chuangbing, Sheng 
Yongq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英国) 

2007; 44(7): 
981-996. 

24. A numerical solution to 
seepage problems with 
complex drainage systems 

Chen Yifeng, Zhou 
Chuangbing, Zheng Hong 

Computers and 
Geotichnics(英

国) 

2007; 
10.1016/j.com

pgeo. 
2007.08.005 

25. 
Closure to Reliability 
evaluation of cross-hole sonic 
logging for bored pile integrity. 

Li, D. Q., Zhang, L. M., 
and Tang, W. H.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
tal Engineering 

2007, 133(3): 
343-344. 

26. Flood Forecasting by Coupling 
Cluster Method an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Yin Xiongrui, Xia Jun, 
Zhang Xiang  IAHS Pub. 

Series(英国) 
2007，Nov. 
315, 228-235

27. MODIS-based estimates of the 
regional evapotranspiration 

Tang Ronglin, Xia Jun, 
Zhang Xiang, Yin 
Xiongrui  

IAHS Pub. 
Series(英国) 

2007,No. 
316，181-189

28. Mingxing Coupling effect 
between reliability of bedding 
layer and stability of 
downstream concrete slab of 
overflow earth-rock cofferdam 

Hu,Zhigen, Fan, Xie, Huai 
Wenxin; Liu, Quan; Zhu, 
Mingxing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2007,19(5): 
613-622 

29.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pressure pulsation 
in Francis hydraulic turbine 
with air admission 

Qian, Zhongdong, Yang, 
Jiandong, Huai Wenxin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2007,19(4):46
7-472. 

30. Updating statistics of multiple 
defects in bored piles.,. Li, D. Q HKIE 

Transactions 
2007, 14(1): 

50-53 
31. Reliability assessment and 

acceptance criteria for 
hydraulic gates considering 
corrosion deterioration. 

Li, D. Q., and Zhou, J. F HKIE 
Transactions 

2007,14(2), 
19-25 

32.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kin 
plates on hydraulic gates. Li, D. Q., and Zhou, J. F. HKIE 

Transactions 
2007,14(3), 

33-39. 
33. Response to discussion on 

updating statistics of multiple 
defects in bored piles. 

Li, D. Q HKIE 
Transactions 

2007,14(3), 
49-49 

34. 纵向岭谷区灌溉需水空间变

异性及其与“通道-阻隔”作用

的关系 
顾世祥, 何大明,崔远来 科学通报 2007 年增刊：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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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期（或章

节）、页 
35. 灌区水资源高效利用调控理

论与技术研究进展 邵东国; 刘武艺; 张湘隆 农业工程学报 2007，23（5）
251-257 

36. 
Effects of consolidation time 
and particle size on scour rates 
of cohesive sediment 

Tan Guang-ming, Wang 
Jun, Shu Cai-wen, Lai 
Yong-hui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B）（China） 

2007，19(2)，

160~164 

37. 
天然分汊河道平面二维水沙

数值模拟研究 
余新明，谈广鸣，王军，

张悦 

四川大学学报

（工学版） 

2007，39（1），

33~37 

38. 
珠江采沙河段水沙数学模型

研究 赖永辉,谈广鸣,曹志先 
水动力学研究

与进展 A 

2007，22（2），

168~174 

39. 游荡型河道阻力沿河宽分布

的研究 要威，李义天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07(01) 

40. 
葛洲坝下游局部卡口对宜昌

枯水水位影响的初步分析 李义天，葛华 应用基础与工

程科学学报 
2007,6:1-10 

41. 
山区河流平面二维水沙数学

模型研究 刘万利，李义天，李一兵
应用基础与工

程科学学报 2007( 01)  

42. 岩石裂隙渗流与法向应力耦

合的复合单元模型 
薛娈鸾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报 
2007,26(Supp
.1):2613-2619

43. 应变局部化带追踪模拟的复

合单元方法与应用 
陈胜宏 秦卫星 徐 青 

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报 
2007,26(6):11
16-1122 

44. 
块体单元法动力分析研究 郑惠峰 汪卫明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报 

2007 ，  
26(3) ：

608-613 
45. 节理岩体的三维阶谱复合单

元法初步研究 
彭成佳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7， 
28(4):817-822

46. 加锚节理岩体的复合单元法

研究 
何则干 陈胜宏 岩 土 力 学 

2007. 28（8）：
1544-1550 

47. 地下洞室岩体力学参数反演

软件系统开发与应用 
付成华 秦卫星 陈胜宏  
周洪波 

岩 土 力 学 
2007. 28（3）：

577-581 
48. Real-time Flood Forecasting 

Method of 1-D Unstead Flow 
Model 

Mu Jinbin,Zhang Xiaofeng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serB. 中国 

2007 (2): 
150－154 

49. One- and two-dimensional 
coupled hydrodynamics model 
for dam break flow 

Yang Fang-li, Zhang 
Xiaofeng, Tan 
Guang-ming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serB. 中国 
2007 (6) 

50.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pressure pulsation 
in francis hydraulic turbine 
with air admission 

钱忠东、杨建东、槐文信

水动力学研究

进展 B 辑 
（中国） 

2007，
Vol.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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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nki2.lib.whu.edu.cn/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SCLH*200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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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GX&NaviLink=%e5%ba%94%e7%94%a8%e5%9f%ba%e7%a1%80%e4%b8%8e%e5%b7%a5%e7%a8%8b%e7%a7%91%e5%ad%a6%e5%ad%a6%e6%8a%a5
http://cnki2.lib.whu.edu.cn/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YJGX&NaviLink=%e5%ba%94%e7%94%a8%e5%9f%ba%e7%a1%80%e4%b8%8e%e5%b7%a5%e7%a8%8b%e7%a7%91%e5%ad%a6%e5%ad%a6%e6%8a%a5
http://cnki2.lib.whu.edu.cn/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YJGX*2007*01&NaviLink=%e5%ba%94%e7%94%a8%e5%9f%ba%e7%a1%80%e4%b8%8e%e5%b7%a5%e7%a8%8b%e7%a7%91%e5%ad%a6%e5%ad%a6%e6%8a%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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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湍流模型对水轮机压力脉动

数值预测的比较 
钱忠东、杨建东 水力发电学报 

2007，

Vol.26(6) 

52. 
弯道水流的混合有限分析解 槐文信; 何书琴; 曾玉红 

华中科技大学

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7( 02)  

53. 双曲拱坝坝顶表孔泄洪消能

布置试验研究 
槐文信; 曾玉红;李海涛; 
黄力勤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07( 01)  

54. 
连续弯道平面二维温排水的

数值模拟 
何书琴; 槐文信; 曾玉红 长江流域资源 

与环境, 2007( 01)  

55. 复式断面明渠中污染物混合

输移的数值模拟（I）- 复式断

面二次流模拟 
槐文信，梁爱国，杨中华

应用基础与工

程科学学报 
2007，15（3）：

277-285. 

56. 复式断面明渠中污染物混合

输移的数值模拟（II）-- 二次

流对异质扩散的影响， 
槐文信，梁爱国，杨中华

应用基础与工

程 
科学学报 

2007，15（4）：
445-449. 

57. 
复式断面明渠水流特性的试

验与数值模拟， 
槐文信，梁爱国，杨中华，

沈  洁 

华中科技大学

学报 
（自然科学版） 

35 (12)：73-76

58. 
农业灌溉节水评价指标与尺

度问题 
崔远来 董斌 李远华 农业工程学报 2007 年 7 期：

1-7 

59. 
灌区塘堰分布分形描述 谢先红,崔远来,蔡学良 水科学进展 2007 年 6 期：

858-863 

60. 云南水稻灌溉定额与农业综

合灌溉定额的空间变异性 谢先红,崔远来,顾世祥 农业工程学报 2007(6) ：
95-99 

61. 农业节水尺度分析方法研究

进展 谢先红,崔远来,代俊峰 水利学报 2007年, 8期：
953-960 

62. 重力坝抗滑稳定设计表达式

及分项系数研究 

常晓林，黄东军，蒋春艳，

曹去修 
岩土工程学报 2007.8： 

63. 岩质坝基稳定分析的等 法及

可靠度研究 

常晓林，蒋春艳，周伟，

黄东军 

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报 
2007.8： 

64. 用变形分析研究重力坝的深

层抗滑稳定 

王先军，常晓林，周伟 
岩土力学 2006 增刊 2：

65. 内容传递网络处理能力受限

代理放置贪婪算法 
陈益峰, 何炎祥, 曹建农 

软件学报 2007, 18(1): 
146-156. 

66. 锦屏 I级左岸导流洞出口边坡

开挖支护有限元模拟 
陈益峰, 周创兵, 余志雄, 
张文杰, 姜清辉 岩土力学 2007, 28(8): 

1565-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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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基于 v-SVR 和 GA 的初始地

应力场位移反分析方法研究 
余志雄, 周创兵, 陈益峰, 
李俊平 岩土力学 2007, 28(1): 

151-156. 
68. 

不同失效准则下桩基可靠度

评估 
周建方, 李典庆 岩土力学 2007, 28(3): 

540-543 

69. 
钢衬钢筋混凝土压力管道外

包混凝土的裂缝控制研究 
龚国芝,张伟,伍鹤皋 岩土力学 2007,28(1):31

-36 

70. 
管道衬砌内水外渗对边坡稳

定影响的数值模拟 
肖 明，傅志浩，叶超 岩土力学 

2007 年

Vol.28(2)302~
306 

71. 
地下洞室开挖与支护的三维

数值分析计算 

肖 明，叶超，傅志浩 
岩土力学 

2007 年

Vol.28(12) 
2501～2505 

72. 

地下工程围岩稳定反馈分析

研究 

傅志浩，肖 明， 

岩土力学 

2006 年 12
月，

Vol.27(增)443
~448 

73. 

Structural Research on Embedment 
of a Bare Deflated Spiral Case 

Wu Hegao,Shen Yan,Jiang 
Kuichao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s 

2007,12(2):31
1-316 

74. Coupling effect between 
reliability of bedding layer and 
stability of downstream 
concrete slab of overflow 
earth-rock cofferdam 

Zhi-gen Hu,Xi-e Fan, 
Wen-xin Huai, Quan Liu 
and Ming-xing Zhu.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Ser. B 

2007，19（5）：
613-622 

75. 基于聚类分析的人工神经网

络洪水预报模型研究 尹雄锐，张翔，夏军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07，Vol.39，
No.3， 34-40

76. 考虑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

集总式流域水文模型及应用

研究 

谢平，朱勇，陈广才, 雷

红富，李晶 
山地学报 

2007，Vol.25，

No.3，257～

264 

77. 
潮汐作用对河网区重金属输

移的影响 

窦明，谢平，陈晓宏，左

其亭 
水利学报 

2007, Vol.38，

No.8，966～

971． 

78. 多孔介质中非均匀流动特性

的染色示踪试验研究 

王康，张仁铎，缴锡云 
水科学进展 

2007，5：

66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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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多孔介质中非均匀流动模式

示踪试验与弥散限制聚合分

形模拟的应用 

王康，张仁铎 
水利学报 

2007，

690-696 

80. 腾发覆盖垃圾填埋场覆盖层

机理试验研究及结构分析 

王康，刘川顺，王富庆，

唐友生 
环境科学 

2007，10：

2307-2314 

81. 土壤水分运动空间变异性尺

度效应的染色示踪入渗试验

研究 

王康，张仁铎，王富庆 
水科学进展 

2007，2：

158-163 

82. 
冰湖溃决洪水的二维水动力

学数值模拟 
岳志远，曹志先，车涛，

李新 冰川冻土 
29(5), 

756-763, 
2007 

83. 长江中游沙卵石河段坡陡流

急现象成因及对策研究(I):发
展趋势探析 

孙昭华,李义天,李明,张为 泥沙研究 2007、5、9-16

84. 长江中游沙卵石河段坡陡流

急现象成因及对策研究(II):治
理对策探讨 

孙昭华,李义天,李明,张为 泥沙研究 2007、5、
30-35 

85. 水库分期汛限水位的优化设

计研究 

刘攀, 郭生练, 肖义, 

李玮, 熊立华 
水力发电学报 

2007, 26(3): 

5-10 

86. 用多目标遗传算法优化设计

水库分期汛限水位 

刘攀, 郭生练, 李玮, 林

凯荣 

系统工程理论

与实践 

2007, 27(4): 

81-90 

87. 梯级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函

数研究 

刘攀 , 郭生练 , 张文选 , 

肖义, 高仕春 
水科学进展 

2007, 18(6): 

816-822 

88. 
汉江下游水污染协同控制探

讨 胡安焱 郭生练等 
长江流域资源

与环境 

2007,16(2):21

3-215 

89. 水电站水库群防洪补偿联合

调度模型研究及应用 
李玮、郭生练等 水利学报 2007（7） 

90. 土壤墒情自动测报系统在绿

洲农业区的应用 
何新林，郭生练等 农业工程学报 2007（8） 

91.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与受水

区降水丰枯遭遇研究 
闫宝伟，郭生练等 水利学报 

2007，38
（10）：

1178-1185 
92. 基于两变量联合分布的干旱

特征分析 
闫宝伟，郭生练等 干旱区研究 

2007，24（4）：
537-542 

93. 一种新的洪水过程随机模拟

方法研究 
肖义, 郭生练等 

四川大学学报

（工学版） 
2007, 39（2）: 

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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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DWG 图形文件直接生成

DEM 图像的方法和实现 
何  娟、陈  立 
黄荣敏、王  鑫 

计算机应用 
研究 

2007, 
24(5): 

95. 水系形成与发展的元胞自动

机模型研究 张俊勇，陈  立 水科学进展 2007.09 

96. 泥沙颗粒表面电荷特性及其

对干容重影响实验研究 黄荣敏、陈  立 卢炜娟 水科学进展 2007.11 

97. 考虑溃口展宽的溃堤水流泥

沙数值模拟 
陈珺 张小峰 

水动力学研究

与进展 
2007 第 5 期

98. 泥浆侧排浓度扩散特性二维

水沙数学模拟研究 

袁晶; 张小峰; 张为;  

余新明 
泥沙研究 

2007 第 6 期

19-25 

99. 大型尾水调压室底部交汇型

式 CFD 分析与优化. 程永光, 刘晓峰, 杨建东 水力发电学报 2007,26, (5) 

100.
哈尔滨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现

状及其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刘百仓，马军，余海燕，

黄社华 水利学报 
2007 年第 31
卷第 10 期第

482 页 
101.

连续弯道平面二维温排水的

数值模拟 
何书琴; 槐文信; 曾玉红 长江流域资源 

与环境 2007年 01期  

102. 玉米膜上灌溉条件下土壤水、

热运动规律研究 韩丙芳，田军仓，杨金忠 农业工程学报 2007、23
（12），85-89

103. 基于降雨空间变异性的随机

模拟方法 I－非条件模拟 
史良胜，蔡树英，杨金忠

水利学报 2007、38
（4）,395-401

104. 基于降雨空间变异性的随机

模拟方法 II－条件模拟 
史良胜，杨金忠，蔡树英

水利学报 2007、38
（5）,524-528

105. 干旱区微咸水灌溉对地下水

环境影响的研究 
杨树青，史海滨，杨金忠，

沈荣开 水利学报 2007、38（5），
565-574 

106. 次降雨入渗补给系数空间变

异性研究及模拟 
史良胜，蔡树英，杨金忠

水利学报 2007、38（1），
79-85 

107. 基于尺度因素的地下水随机

分析 
史良胜，杨金忠，林琳，

李少龙 
水科学进展 2007、18（1），

39-43， 
108. 区域饱和－非饱和多孔介质

的溶质运移简化模型 
林琳，杨金忠，史良胜，

周发超 
水利学报 2007、38（3），

342-348 
109. 双重介质饱和－非饱和流随

机分析 
史良胜，蔡树英，杨金忠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07、39（2），

47-54 
110. 以灌区小流域为单元进行节

水和非点源污染管理的探讨 
代俊峰,崔远来,蔡学良,董
斌. 土壤 2007，3 期：

354-357 
111. 岩体表征单元体及岩体力学

参数 
周创兵, 陈益峰, 姜清辉 

岩土工程学报 2007, 29(8): 
1135-1142. 

http://cnki2.lib.whu.edu.cn/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SLXB&NaviLink=%e6%b0%b4%e5%88%a9%e5%ad%a6%e6%8a%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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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Signorini 型变分不等式方法

在实际工程渗流问题中的应

用 

陈益峰, 卢礼顺, 周创兵, 
戴跃华 岩土力学 2007 (增刊) 

113. 完全联合承载蜗壳三维非线

性分析 蒋逵超,伍鹤皋,申 艳 水力发电学报 2007,26(1):71
-76 

114. 大型水电站垫层蜗壳结构仿

真分析 伍鹤皋,申 艳,蒋逵超 水力发电学报 2007,26(2):32
-36 

115. 脉动压力作用下直埋式蜗壳

非线性动力响应 
蒋逵超,伍鹤皋,申艳,马善

定 水力发电学报 2007,26
（4）:103-109

116. .基于Monte-Carlo方法的施工

导流系统综合风险分析 范锡峨，胡志根，靳鹏 水科学进展 
2007，18

（04）：604～
608 

117. Historical temporal trends of 
hydro-climatic variables and 
runoff response to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their relevance 
in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Hanjiang basin 

Chen Hua , Guo 
Shenglian, Xu Chong-yu, 
Vijay P. Singh 

Journal of 

hydrology 

2007, 344, 

171– 184 

118. Simulation of sediment-laden 

flow by depth-averaged model 

based on unstructured 

collocated grid  

Liu shi-he ,Luo Qiu-shi, 

Mei Jun-ya J. 

Hydrodynamics 

Ser.B, 

19(4):525-532

,2007 

119. Simulation of 

low-concentration 

sediment-laden flow based on 

two-phase flow theory 

Liu Shi-he,  Zhao Shi-lai,
Luo Qiu-shi J. 

Hydrodynamics 

,2007,Ser.B, 

19(5):653-660

120. 梯级水库综合利用调度的动

态规划方法研究 
梅亚东，熊莹，陈立华 

水力发电学报 2007，26（2）
1－4 

121. 变态对河工模型中弯道水流

相似性的影响 
胡艳芬，余明辉，吴卫民 

水科学进展 2007 年 1 月，

18(1)， p63-67.
122.

Elasto-plastic Analysis of 
Circular Tunnels in Jointed 
Rock Masses Satisfy the 
Hoek-Brown Failure Criterion 

Sun Jin-shan ，Lu, Wen-bo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2007,17（3）： 

393-398 

123. 高地应力条件下隧洞开挖诱

发围岩振动特征研究 卢文波，陈 明 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报 
2007,26(s1): 
3329-3334 

124. 高地应力条件下隧洞开挖动

态卸荷的破坏机理初探 严  鹏,卢文波 爆炸与冲击 2007，27（3）：
283-288 

125. 岩土工程不连续变形分 姜清辉,  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报 
2007，Vol.2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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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计算中的若干问题 2014-2026 

126.  考虑拱效应的高堆石坝流变

收敛机理研究 周伟，常晓林 岩土力学 2007.3：604
－608 

127. 基于分项系数法的重力坝深

层抗滑稳定分析  周伟，常晓林 岩土力学 2007.2：315
－320 

128. 考虑堆石体流变效应的高面

板坝最优施工程序研究 周伟，常晓林 岩土力学 2007.7：1465
－1468 

129. 基于接触摩擦单元模型的面

板坝子模型分析 周伟，常晓林 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报 
2007 增 1：
2772－2778 

130. 高堆石坝流变机理的组构理

论分析方法 周伟，常晓林 岩土工程学报 2007.8：1274
－1278 

131. 树木根系吸水宏观 

模型的建立与验证 
刘川顺、王伟 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报 
2007 年 26 卷

12 期 

132. 考虑孔隙水压力的土坡稳定

的有限元上限分析 王均星，李泽 岩土力学 2007.2 

133. 挑流消能冲刷坑内基岩的动

力分析研究 邹鹏飞，王均星，尹浩 水力发电学报 2007.4 

134. 基于非线性规划的岩质变坡

有限元塑性极限分析下限法

研究 
王均星,李泽 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报 2007.4 

135. 成组节理岩体的有限元塑性

极限分析 李泽，王均星 岩土工程学报 2007.10 

136. 海河流域大气水资源变化与

输送特征研究 张利平，夏军 水利学报 2007 年 
第 12 期 

137.
襄樊电厂二期工程取排水河

段动床物理模型试验研究 余明辉，吴卫民 泥沙研究 
2007 年 1 月

第 5 期，
P76-P81 

138.
水电工程大型地下洞室群施

工通风系统数值计算 赵艳亮,卢文波 水力发电学报 
2007，26（2）：

108-113 

139. 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堆石体

流变模型参数反馈分析 周伟，常晓林 水力发电学报 2007.3：29－
33 

140. 堆石体流变模型参数的智能

反演 周伟，常晓林 水利学报 2007.4：389
－394 

141. 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流变机

理及长期变形预测  周伟 水利学报 2007 增刊：

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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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2007 年 SCI 论文一览表 
SCI 论文 
序

号 论文或专著名称 作  者 源刊 

1.  Rainfall–runoff modeling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neural network 

Tiesong Hu, Fengyan 
Wu and Xiang Zhang Nordic Hydrology 

2.  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agricultural 
Drainage in china 

Wang shao li, wang 
xiugui, larry c. 
Brown, qu xingye 

Irrigation and 

drainage(英国) 

3.  Multiple time scales of alluvial rivers 
carrying suspended sedimen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mathematical 
modeling. 

Cao, Z., Li, Y., Yue, 
Z. 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4.  Comment on ‘Investigation of the 
hydrodynamics of flash floods in 
ephemeral channels: scaling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using a 
shock-capturing flow model 
incorporating the effects of 
transmission losses’ by S. M. Mudd, 
2006, Journal of Hydrology 324, 
65–79. 

Cao, Z., Yue, Z. 

Journal of Hydrology 

5.  Comments on the paper by Guy 
Simpson and Sebastien Castelltort, 
‘Coupled model of surface water 
flow, sediment transport and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Computers 
& Geosciences 32 (2006) 1600-1614. 

Cao, Z. 

Computers & 
Geosciences 

6.  Modified Chebyshev–Halley methods 
with sixth-order convergence 

Kou Jisheng, Li 

Yitia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7.  Third-order modification of Newton's 
method 

Kou Jisheng, Yitian 

Li and Xiuhua Wang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8.  The improvements of 
Chebyshev–Halley methods with 
fifth-order convergence 

Kou Jisheng, Li 

Yitia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9.  Modified Chebyshev’s method free 
from second derivative for non-linear 
equations 

Kou Jisheng, Li 

Yitia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0.  Fourth-order iterative methods free 
from second derivative 

Kou Jisheng, Li 
Yitian and Wang 
Xiuhua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1.  A variant of super-Halley method 
with accelerated fourth-order 
convergence 

Kou Jisheng, Li 

Yitian , Wang Xiuhua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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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 uniparametric LU-SGS method for 
systems of nonlinear equations 

Kou Jisheng, Li 

Yitia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3.  A family of fourth-order methods for 
solving non-linear equations 

Kou Jisheng, Li 

Yitian , Wang Xiuhua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4.  A family of fifth-order iterations 
composed of Newton and third-order 
methods 

Kou Jisheng, Li 

Yitian , Wang Xiuhua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5.  A composite fourth-order iterative 
method for solving non-linear 
equations 

Kou Jisheng, Li 

Yitian , Wang Xiuhua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6.  Sediment budget of the Yangtze River Wang Zhao-yin; Li 
Yi-tian; He Yi-ping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17.  Adaptive coupled synchronization 
among multi-Lorenz systems family, 
Chaos, Solitons and Fractals 

陆君安,李义天 Chaos, Solitons and 
Fractals 

18.  

Comparative study of rock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methods for 
hydropower projects 

Chen 

Sheng-hong,Qing 

Wei-xin,Shahrour 

Isam 

Mechanics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19.  
Non-identical models for seasonal 
flood frequency analysis. 

Fang Bin, Guo 
Shenglian, Shanxu 
Wang, Liu Pan & 
Xiao Yi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20.  Introducing unsteady non-uniform 
source terms into the lattice 
Boltzmann mode 

程永光, 李进平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Fluids 
21.  Free surface-pressurized flow in 

ceiling-sloping tailrace tunnel of 
hydropower plant: Simulation by 
VOF model 

程永光, 李进平, 
杨建东 

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h (IAHR),  

22.  Similarity solutions of vertical plane 
wall plume based on finite analytic 
method 

槐文信，曾玉红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English 
Edition), 

23.  Formulation of strain-dependent 
hydraulic conductivity for fractured 
rock mass 

Chen Yifeng, Zhou 
Chuangbing, Sheng 
Yongq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英国) 
24.  A numerical solution to seepage 

problems with complex drainage 
systems 

Yifeng Chen, 
Chuangbing Zhou, 
Hong Zheng 

Computers and 
Geotichnics(英国) 

25.  Closure to Reliability evaluation of 
cross-hole sonic logging for bored 
pile integrity. 

Li, D. Q., Zhang, L. 
M., and Tang, W. H.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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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实验室主任招聘公告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招聘启事 

 
武汉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位于湖北省武汉市

风景秀丽的东湖之滨、珞珈山麓，在海内外久负盛名。学校学科门类齐全，是首

批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计划、首批列入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学校，

具有很强的综合实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为进一步加快武汉大学的发展，现面向

海内外公开招聘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主任。热诚

欢迎海内外中青年学者前来应聘！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成立于 2003 年。实验

室现有 5 个研究方向：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水资源高效利用与优化配置、河流

水沙运动规律与调控方法、水电工程结构与施工过程仿真、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

制，建有水利工程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水利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其主要支撑学

科“水文学与水资源”、“水利水电工程”是国家重点学科。实验室拥有一支较高水

平的研究队伍，在岗教授近 31 名，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3 名。实验室承担着多

项国家重大、重点科研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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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流域调水、河流泥沙、水工结构设计优化、岩基与边坡理

论、水电工程施工过程优化、水电站过渡过程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高水平成果，其

中有些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并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实验室总建筑

面积达 11,000 平方米，仪器设备资产 6,000 万元，可以开展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

学领域各种复杂、综合性的研究实验，实验室的规模化、先进性及综合性均位居

国内外前列。 

（一）招聘条件 

(1)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 

(2)具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教授职称，近年来从事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相

关学科或新兴、交叉学科科研工作，研究水平处于国内国际前列，在国际著名学



7  附件  2007 年年报 

 ·88·

术期刊上发表系列论文，或获得过国家级科技奖励，或主持国家级重大基础研究

项目，在本领域有重要的学术影响； 

(3)熟悉科学研究规律，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曾在国

内外重要的研究所、重点实验室兼任重要管理职务者优先）； 

(4)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 50 岁； 

(5)实验室主任任职期间原则上全职在武汉大学工作。 

（二）实验室主任工作目标（具体的目标事项以签署的协议为准） 

(1)组织开展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提升实验室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使学术水平

有明显提高； 

(2)促进国际交流，与国外著名大学、国际学术组织、科研基地或企业建立长

期的合作关系； 

(3)引进国内外杰出人才，培养中青年学术骨干，建设一支高水平科研队伍； 

(4)建立国际先进的实验室管理模式，促进实验室跨越式发展； 

(5)经国家科技部组织的实验室评估，达到良好或优秀。 

（三）聘任期限与待遇 

(1)聘期：聘任期为四年，聘用期满后，根据工作业绩，经双方协商后可以续

聘； 

(2)薪金根据受聘人的条件而定，优才优待，原则上年薪 30-50 万元人民币，

同时提供优良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四）应聘者需提供材料 

(1)应聘申请及个人简历（需本人亲笔签名并承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2)近 5 年成果清单和 3-5 项代表性成果（包括论文）复印件； 

(3)本人 高学位和学历证书复印件及任现职证明； 

(4)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工作设想和目标； 

(5)2 名教授的推荐信和推荐人联系方式。 

（五）招聘程序 

(1)应聘者在 2007 年 3 月 20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信件或传真报名，并提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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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材料； 

(2)学校经初审、面试及综合考核，确定人选，签订聘任协议书，报国家教育

部审批和国家科技部备案后正式聘任。 

 6.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 武汉大学组织部、人事部 

联系人：彭女士   周女士       邮编：430072 

联系电话：86-27-68752765      传真：86-27-68752630 

E-mail: zzbgbb@whu.edu.cn 

武汉大学 

                                      2007 年 1 月 19 日 

mailto:zzbgbb@w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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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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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云图数据
处理系统 40 

1999 
2004 年升级 

许建明
本系统是一个数据收集和处理系统，由一个时间表控制，定时启动数
据收集程序，并在数据接收过程中实时显示图像。 

2 GPS 水下地形
测量系统 45 1999 许建明

可广泛应用于江河、水库、湖泊水下地形测量、工程勘探定位，地形
地籍测量等方面。其软件功能可编绘水深图、水下地形图、断面图等。

3 粒子图像测速
仪 33 1998 李旺兴

对物理模型大区域表面流场进行自动测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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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水工结构的静力模型试验；地质力学模型试验破坏模型试验；水
工结构整体的仿真材料模型试验；水工结构局部的仿真材料模型试验

5 33 米活动玻璃
水槽 44 1997 年建 

2007 年改造 李旺兴 对 33m 变坡水槽进行坡降、进口流量、尾水位进行自动控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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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PIV 激光粒子图
像流速场仪 109 2000 年购 

2005 年升级 詹才华
对流场是非接触式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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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了解流动空间结构和进
行瞬时流动测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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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水电站过渡过
程实验系统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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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水工模型实验
量测与控制系
统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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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灌溉水环境实

验系统 145 1955 年建 
2006.12 月改造升级 王富庆

主要应用于土壤水分，土壤盐分，土壤有机养分，污水处理，土壤水

利用，土壤水蒸发和排水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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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2007 年在读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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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师 是否会

议报告

1. Tang Ming 博士 The 3rd International Yellow 
River Forum (IYRF) 国际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flood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in the 
flood detention area of Huaihe River 

2007.10
山东

东营
邵东国 否 

2. Liu Wuyi 博士 The 3rd International Yellow 
River Forum (IYRF) 国际

Study on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based on 
health of urban water ecosystem 

2007.10
山东

东营
邵东国 否 

3. 杨  群 硕士 
全国泵站科技信息网 20 周

年网庆 暨新产品、新技术

交流大会 
国内 泵站工程老化评估研究与进展 2007.12 广州 陈坚 是 

4. Yao Xiong 博士 The 3rd International Yellow 
River Forum 国际

Study on Automatic Operation of Large 
Water Transfer Canal System 2007.10

Dongyi
ng,Sand

ong 
王长德 是 

5. Lv Yibing  博士 

Proceeding of the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Knowledge Engineering 

国际
A neural network approach for solving 
nonlinear bilevel programming problem 2007.10 成都 胡铁松 否 

6. 吕一兵 博士 湖北省系统工程学会 2007
年年会 国内 基于神经网络的二层规划理论与方法 2007.11 黄石 胡铁松 是 

7. Yang Fangli  博士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iver sedimentation 

国际
Study and application on 2-D horizontal 
modeling for flow and sediment in 
generalized curvilinear coordinate 

2007.08 莫斯科 张小峰 否 

8. Zhang Yanxia  博士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iver sedimentation 

国际
Integrated mathematical model research of 
flood routing for hanjiang river and the 
Yangtze river 

2007.08 莫斯科 张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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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师 是否会

议报告

9. Lu Junqing 博士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iver sedimentation 

国际
High accuracy scheme for 1-D flow and 
sediment simulation 2007.08 莫斯科 张小峰 否 

10. Chen Jun 博士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iver sedimentation 

国际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breach’s 
expansion and scouring process in flood 
detention area 

2007.08 莫斯科 张小峰 否 

11. Peng Kai 博士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am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国际
Research of Dominant Approach in 
Resources Configuration 2007.09 青岛 王先甲 否 

12. P. Kai 博士 Numerical Analysis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国际

Research of Grade Games and Equilibria 
Based on Grade Payoff 2007.09 希腊 王先甲 否 

13. 王志国 博士 第十届国际泥沙会议 国际
The Sedmiment Concentration Series 
Forecaast Based on Chaos Artuficial 
Neural Network  

2007.08 莫斯科 陈立 否 

14. 何  娟 博士 第十届国际泥沙会议 国际

River Evolution and 
Navigation-Obstruction Mechanism 
Analysis of Wuqiao Reach, The Yangtze 
River Gis and Model Experiment  

2007.08 莫斯科 陈立 否 

15. 何  娟 博士 Hydropower 国际
Influence of the impoundment of Three 
Gorges Reservoir on Yidu low-water 
bending bifurcated reach in Yangtze River 

2006.10 昆明 陈立 是 

16. 何  娟 博士 第十届国际泥沙会议 国际
Influence on Low-Water Braided Bending 
Reach after Reservoir Impoundment 2007.08 莫斯科 陈立 否 

17. 何娟 博士 Riverflow2006 国际
The evolution analysis of Fengcheng reach 
under the changing conditions 2006.09 葡萄牙 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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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师 是否会

议报告

18. 童菊秀 博士 

第十二届水—岩相互作用

国际会议（Twelf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ater-Rock Interaction，
2007） 

国际

田间土壤中溶解态溶质的地表径流流失

规律 
（Soluble chemical loss in runoff water 
from field soil） 

2007.08 昆明 杨金忠 否 

19. 王  静 博士 

2007 年农业工程国际研讨

会（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e 

Engineer） 

国际

银川市城市草坪蒸发蒸腾量的试验研究

（Experimental study on urban turfgrass 
evapotranspiration from Yinchuan 
city,China） 

2007.10 保定 杨金忠 是 

20. 朱  磊 博士 

第十二届水—岩相互作用

国际会议（Twelf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ater-Rock Interaction，
2007） 

国际

土壤大孔隙中水流运动的数值模拟方法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transport of 
water in soil with macropores） 

2007.08 昆明 杨金忠 否 

21. 朱  磊 博士 

第六届 IPACES(中国地球

科学国际促进会)学术年会

（IPACES 6th Annual 
Meeting 2007） 

国际

基于显色示踪试验的土壤优先流研究 
（Quantify the preferential flow by using 
tracer infiltration in clay soil） 

2007.07 武汉 杨金忠 否 

22. 孙怀卫 硕士 

第六届 IPACES(中国地球

科学国际促进会)学术年会

（IPACES 6th Annual 
Meeting 2007） 

国际

基于显色示踪试验的土壤溶质运移研究 
（Quantify the solute transport by using 
tracer infiltration in clay soil） 

2007.07 武汉 杨金忠 否 

23. 史良胜 博士 

第六届 IPACES(中国地球

科学国际促进会)学术年会

（IPACES 6th Annual 
Meeting 2007） 

国际

多随机参数输入的地下水随机分析方法 
（ Stochastic Analysis of Groundwater 
Flow Subject to Multi-Random Inputs） 

2007.07 武汉 杨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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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师 是否会

议报告

24. 王丽影 博士 

第十二届水—岩相互作用

国际会议（Twelf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ater-Rock Interaction，
2007） 

国际

氮元素在土壤中运移的数值模拟研究 
（Experiment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nitrogen transport in soil） 

2007.08 昆明 杨金忠 否 

25. 郭爱文 博士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国际

Self-tuning PID Control of Hydro-turbine 
Governor Based on Genetic Neural 
Networks 

2007.09 武汉 杨建东 是 

26. Banxuan 博士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科学 
与水资源管理 国际

Poly-parametric ecological hydrological 
model for spawn-field of Acipenser 
Sinensis on the downstream of 
Gezhouba-Dam 

2006.06 广州 李大美 是 

27. Banxuan 博士 水电·2006 国际研讨会 国际
The Ecological Hydrological influence of 
the Gezhouba-Dam on the Spawn-site of 
Acipenser Sinensis 

2006.10 昆明 李大美 是 

28. Banxuan 博士 第 5届流域管理和山区河流

开发保护国际会议 国际
The Ecological Hydrological influence of 
the Three Gorges on the Acipenser Sinensis 
in Yangtze river 

2007.04 成都 李大美 是 

29. Yu Jinguo 博士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科学 
与水资源管理 国际

The Flow Characteristic of Culvert and 
Sluice 2006.06 广州 李大美 否 

30. Yu Jinguo 博士 水电·2006 国际研讨会 国际
The flow field simulate and analysis of 
Acipenser Sinensis’ spawning site in 
Gezhouba downstream 

2006.10 昆明 李大美 否 

31. Yu Jinguo 博士 第 5届流域管理和山区河流

开发保护国际会议 
国际

The flow characteristic of culvert and 
slu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oncemelania 
diffusion 

2007.04 成都 李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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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师 是否会

议报告

32. 孙海燕 博士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材料学

科研究会 国内 混杂纤维混凝土早期抗裂性的试验研究 2007.08 秦皇岛 何真 否 

33. 彭云枫 博士 
2007 年地质工程国际会议

学术研讨会 
国际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reatment on  
dam foundation with soft interlayer 

2007.10 武汉 何蕴龙 否 

34. 彭云枫 博士 第五届碾压混凝土坝国际

研讨会 国际 Study on the structural safety of CSG dam 2007.11 贵阳 何蕴龙 否 

35. 刘文拯 硕士 2007 年地质工程国际学术

研讨会 
国际

Numerical Analysis on the seepage Field of 
Hardfill Dam Foundation 2007.10 武汉 何蕴龙 否 

36. 刘文拯  硕士 第五届非线性力学会议 国际
Nonlinear Analysis on Rockfill Dam with 
Asphalt Concrete core 2007.06 上海 何蕴龙 否 

37. 杨  萌 硕士 第一届交通运输工程国际

学术会议 国际
Simulating Analysis on the Excavation and 
lining of Twin-arched Tunnel 2007.07 成都 何蕴龙 否 

38. 熊  堃 博士 新世纪观测技术发展及抗

震减灾青年研讨会 国内 Hardfill 坝抗震性能研究 2007.05 九江 何蕴龙 是 

39. 熊  堃 博士 第五届碾压混凝土坝国际

会议 国际 Study on seismic safety of CSG dam  2007.11 贵阳 何蕴龙 否 

40. 王晓峰 硕士 2007 年地质工程国际学术

会议 国际
Calculation of parobolic Foundation 
Pressure and additional Stress 2007.10 武汉 何蕴龙 否 

41. 曹文波 硕士 
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安

全监测专业委员会大坝监

测与分析年会 
国内

水布垭面板堆石坝安全监测及施工期实

测性态 
2007.11 安徽 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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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师 是否会

议报告

42. 龙  盎 硕士 
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安

全监测专业委员会大坝监

测与分析年会 
国内

基于实测浸润线的土石坝渗透系数反演

分析 2007.11 安徽 李民 否 

43. 陈海龙 硕士 
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安

全监测专业委员会大坝监

测与分析年会 
国内

控制爆破和无损检测在拆除防渗墙施工

导墙及超浇部分的应用 
2007.11 安徽 李民 否 

44. 龙  盎 硕士 全国大坝安全检测 2007 年

技术信息交流会 
国内

基于实测浸润线的土石坝渗透系数反演

分析 
2007.10 成都 李民 否 

45. 李  强 硕士 
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安

全监测专业委员会大坝监

测与分析年会 
国内 南漳峡口拱坝运行期巡视检查路线分析 2007.11 安徽 何金平 否 

46. 文富勇 硕士 
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安

全监测专业委员会大坝监

测与分析年会 
国内

保民垸呗填安全合塑料排水带布置与监

测设计 2007.11 安徽 何金平 否 

47. 李东升 硕士 全国大坝安全检测 2007 年

技术信息交流会 国内 混凝土坝时效变形特性研究 2007.10 成都 何金平 否 

48. 王  龙 硕士 全国大坝安全检测 2007 年

技术信息交流会 国内
基于触发器技术的监测信息管理系统数

据一致性保障 
2007.10 成都 何金平 否 

49. 齐文强 硕士 全国大坝安全检测 2007 年

技术信息交流会 国内
监测管理信息系统中三组模型若干问题

研究 
2007.10 成都 何金平 否 

50. 周莉莉 硕士 全国大坝安全检测 2007 年

技术信息交流会 国内 混凝土坝时效变形合理因子表达式研究 2007.10 成都 何金平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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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朱优平 硕士 
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安

全监测专业委员会大坝监

测与分析年会 
国内

探地雷达在某水电站二期坝基勘测中的

应用 2007.11 安徽 薛贵玉 否 

52. 周龙龙 硕士 第九届全国岩土力学数值

分析与解析方法讨论会 
国内

公伯峡电站进水口 5＃坝段坝基三维抗

滑稳定分析 
2007.10 武汉 佘成学 否 

53. 李  娜 博士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国际
An improved genetic algorithm for optimal 
operation of cascaded reservoirs 2007.12 哈尔滨 梅亚东 否 

54. 董雅洁 硕士 第二届生态学水污染国际

会议 国际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to the Water 
Quality in Guangzhou, China 2007.11 桂林 梅亚东 否 

55. 陈立华 博士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国际
Research on dynamic simulation of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large-scale 
hydraul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2007.07 成都 梅亚东 否 

56. 陈立华 博士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inspired 

computing: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国际
Application of ant colony algorithm to 
cascade reservoir optimal operation 2007.12 郑州 梅亚东 否 

57. 邱艳霞 硕士 第五届全国水论坛 国内
灰色系统差异信息方法在水文模型比较

中的应用研究 
2007.11 南京 张翔 是 

58. 罗蔚 硕士 第五届全国水论坛 国内
SWAT 模型在汉江流域产沙模拟中的应

用研究 
2007.11 南京 张翔 是 

59. 李莎莎 硕士 第五届全国水论坛 国内 感潮河网区水道的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 2007.11 南京 张翔 是 

60. 王  欣 博士 第三届黄河国际论坛 国际
Application of Distributed Hydrologic 
Model in Water Resources Assessment 
within Ningmeng Irrigation Area 

2007.10 山东 李兰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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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武  见 博士 第三届黄河国际论坛 国际
三维环境流体动力学模型在漫湾水库水

温中的应用研究 
2007.10 山东 李兰 是 

62. 武  见 博士 IUGG 国际
Distributed Rain-on-Snow Mixed Flood 
Forecast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2007.07 意大利 李兰 否 

63. 张涛 博士 第三届黄河国际论坛 国际
Overtopping Risk Assessment on Limit 
Water Level Based on Flood Forecast and 
Wind Wave 

2007.10 山东 雒文生 否 

64. 张  涛 博士 第 5届城市流域管理与山区

河流开发保护国际会议 国际
基于预报调度下的汛限水位随机分析与

风险评估 
2007.04 成都 雒文生 是 

65. 俞  凇 博士 第 5届城市流域管理与山区

河流开发保护国际会议 国际
researching of forecasting project of double 
mutual infolw reservoir flood 2007.04 成都 雒文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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