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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室简介 

1.1  实验室基本信息 

名    称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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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国工程院

资深院士 2 人），流动研究人员 35 人，技术与管理人员 4 人。在固定研究人员中，

教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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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1 人，教育部跨(新)世纪人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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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人为

国际水文科协副主席暨国际水资源协会副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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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平(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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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平(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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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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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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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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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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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灾减灾与防护工程 081405  

环境工程 083002  

硕士点 
(11 个) 

岩土工程 081401  

注：带*号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带#号学科为省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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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学研究与进展 

2006 年，本实验室在研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973”)、国家“863”计划

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

作项目、其它科技协作项目等科研项目共 181 项，到款科研经费达 3500 万元以

上，其中国家级项目 41 项，经费达 783 万元，占总经费的 22%。在研项目中，

国家“973”项目 3 项(含子项)；国家“863”计划项目 3 项(含子项)，其中新增重

点项目课题 1 个，面上项目课题 1 个；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8 项，其中

新承担基金重点项目 1 项(主持)，专题 1 项(参加)，面上项目 17 项；新承担国家

“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 2 项(均为主持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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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项，省部级重要项目 28 项，其它项目 111

项。 

2006 年，实验室加强科技成果的凝炼与提升，获国家和省部级自然科学奖

与科技进步奖 9 项，其中作为第一单位完成的“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理论及工

程应用” 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出版学术著作 6 部；实验室研究人员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作特邀报告 9 次。在国内外公开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316

篇，其中三大检索文章 102 篇(其中 SCI 论文 19 篇，EI 论文 65 篇)，在中国科学

引文数据库(简称 CSCD)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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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成果获奖 

2006 年实验室获国家及省部级以上奖项共计 9 项。 

表 2－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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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理论

及工程应用 
二等 国家科技进步奖

(1)  周创兵(1)  肖明(2) 
卢文波(4)  佘成学(5) 
姜清辉(6) 陈益峰(7) 

2 
水电站过渡过程理论与工程

应用 
一等

湖北省 
科技进步奖 

(1)  杨建东(1) 赖 旭(4) 
程永光(5) 李进平(6) 

3 
不同尺度条件下灌溉水高效

利用研究与应用 
一等

教育部高校 
科技进步奖 

(1)  李远华(1) 崔远来(2) 
董斌(5) 洪林(6) 

4 河流数学模型研究与应用 三等
湖北省 

科技进步奖 
(1)  杨国录(1) 余明辉(2) 

5 
生态农业滴灌关键部件快速低

成本开发方法及其系列产品 
二等

湖北省 
技术发明奖 

(2)  董文楚(2) 罗金耀(5) 

6 
引黄灌区节水决策技术应用

研究 
二等

大禹水利 
科学技术奖 

(2)  崔远来(3)  杨金忠(7) 

董斌(10) 

7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

计规范》(SL303-2004)编制关

键技术研究 
二等

大禹水利 
科学技术奖 

(2)  肖焕雄(2) 胡志根(3) 
周宜红(9) 贺昌海(10) 

8 
漳河水库汛限水位设计与运

用研究 
三等

湖北省 
科技进步奖 

(3)  雒文生(2) 王祥三(3) 

9 
新疆主要河流流域水资源管

理及可持续利用 
二等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科技进步奖 
(3)  夏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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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获奖研究成果简介 

(一) 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理论及工程应用 

本项研究以“复杂岩体”为研究对象，以模拟复杂条件下多场、多因素相互作

用机理、建立多场耦合模型、构建复杂岩体多场耦合计算分析体系为研究目标，

并结合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提出复杂岩体锚固支护跻身流控制设计、施工方案及

岩体稳定性评价方法。 

重点研究了复杂岩体地应力场的计算仿真方法；复杂岩体参数选取及反分

析方法；复杂岩体应力场-渗流场-温度场及工程作用之间的耦合模型及(3+X)

维数值解耦方法；复杂岩体开挖与锚固支护方法；施工爆破效应及施工方案优

化；水库蓄水及降雨条件滑坡诱发机理、稳定性评价及预测预报等问题。提出

了岩体初始地应力场的增量位移反分析方法，基于 BP 网络的岩体渗流参数反

分析方法；提出了考虑剪胀和剪缩效应的“界面层模型”，建立了结构面渗流与

变形耦合的广义立方定理；提出了复杂岩体渗透张量及表征单元体(REV)的计

算方法；在工程作用效应研究方面，提出了隐式锚索/锚杆单元模型以及基于

爆破损伤控制的复杂岩体优化开挖顺序及爆破方式。 

该项研究先后获得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三峡库区二期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和一批水利水电重大工程研究项目的资助，是

十余年研究成果的积累，在本领域国内、外知名杂志及重要学术会议上发表论

文 200 余篇。研究成果在三峡等 30 多个国家重点水电工程中应用，为解决三

峡、龙滩、小湾、锦屏等一批大型工程设计、施工中的技术难题发挥了重要作

用，累计节约工程投资约 1.5 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该项

研究成果具有广阔应用前景，可推广应用到深埋长输水隧洞安全、深层石油开

采、核废料安全储存等领域，并为地质灾害综合防治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二) 水电站过渡过程理论与工程应用 

水电站过渡过程是水电站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技术问题之一，需要工程实际

综合考虑水机电耦合作用和非线性复杂动力系统的稳定性，从理论分析、模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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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数值仿真多方面予以研究，为水电站设计、运行提供科学的依据。我国水电

建设快速发展，一批单机容量、总装机容量位于世界前列的特大型地下水电站正

在设计与施工。其过渡过程问题超出了本领域已有的认知水平和设计规范，所以

本项目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项目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家电力公司“九五”攻关项目、国家电力公司重大科技项目以及一批特大型水电站

的科研任务展开了十余年的研究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 

 ① 建成了水电站过渡过程整体物理模型试验系统，确定了水机电模型相似

律以及正态模拟条件，自行研制了数字缸调速器、虚拟量测分析系统、模拟负载

系统等；通过理论与试验的结合，系统研究了水电站过渡过程问题，特别是变顶

高尾水洞和阻抗式尾水调压室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 

 ② 推导了阻抗式尾水调压室临界稳定断面公式；给出了尾水调压室设置条

件新的计算公式；推导了上下游双调压室干涉点、共振点、临界稳定边界曲线计

算公式；论证了水轮机特性、调速器参数、电网自调节能力对设有尾水调压室水

电站稳定运行的作用。其工作完善了尾水调压室水力设计理论。 

 ③ 展和完善了变顶高尾水洞的理论基础和设计原则，提出了明满混合非恒定

流简化三区模型和动网格计算模型；通过模型试验和数值计算证明了变顶高尾水洞

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能取代尾水调压室，并保证水电站具有良好的调节品质。 

④ 完善了水电站过渡过程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方法，开发了操作方便、计算

可靠的可视化软件，为解决变顶高尾水洞和阻抗式尾水调压室的关键科学技术问

题与工程应用提供了数值仿真的支撑，并得到推广和应用。 

该项目成果已成功应用于三峡、龙滩、小湾、向家坝、彭水、构皮滩、大朝

山、溪洛渡、锦屏一极、锦屏二级、官地等 20 余座大型、特大型水电站，取得

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 不同尺度条件下灌溉水高效利用研究与应用 

本项研究成果系统地研究了不同空间尺度及水文年度水分生产率等指标的

变化规律及其提高的机理，揭示了不同尺度之间水分转换规律和节水灌溉的尺度

效应；考虑不同灌水方法与技术、不同肥料用量、不同施肥次数，研究提出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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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的水稻干湿交替节水灌溉与配套的施肥技术；同时考虑农民习惯和意愿、不

同灌水技术的投入、体制与机制、节水灌溉的社会经济影响等因素，提出了灌区

高效用水的综合策略。主要研究成果为： 

① 以实测资料为基础，系统地研究了不同尺度水分生产率等指标的变化及

其提高的机理，揭示了大尺度条件下水分生产率以及不同尺度之间水分转换规律

和节水灌溉的尺度效应。 

② 基于节水灌溉的尺度效应，提出了不同尺度以及不同类型灌区节水灌溉

策略。 

③ 同时考虑不同灌水方法与技术、肥料用量、施肥次数，进行水稻高效利

用水肥的机理研究，提出了容易被农民接受的水稻干湿交替节水灌溉技术与配套

的施肥技术。 

④ 改变单纯研究节水技术的做法，同时考虑农民习惯和意愿、不同灌水技

术的投入、节水灌溉的社会经济影响等因素，提出了灌区高效用水的综合策略和

措施。 

在 7 个灌区累计推广 187.6 万亩，节约灌溉水量 7765.4 万方，节水净效益

413.8 万元，增产稻谷 6410.2 万公斤，增产净效益 4502.8 万元。主要成果在多部

规范、规划中采用，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四) 河流数学模型研究与应用 

河流动力学是基于水力学、流体力学、地球物理学等众多学科综合研究水沙

运动基本规律的一门学科，与之相互支撑的学科有河床演变学、紊流力学等，其

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为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本项研究属于水利工程科学技术领

域。 

本项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数值模拟编程、数值可视化来研究河流水沙运

动基本规律，预测河床演变趋势和解决实际工程泥沙问题。 

本项研究基于数值模拟方法开发了一系列河流水沙数学模型。《CARICHAR》

和《SUSBED-1，2》为一维平衡与不平衡输沙模式嵌套计算的非均匀沙数学模型，

可用于计算和预测水库和河道以及河网中汇流河段的水沙和河床变形，该模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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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友好，使用方便，计算结果与实测资料吻合好，能严格保证水沙质量守恒，计

算结果稳定。《SUSBED-2D》为二维非恒定非均匀沙水沙数学模型，该模型基于

有限体积方法，交错网格划分，运行方便，计算速度快，并能严格保证水量和沙

量守恒，计算结果合理。江湖河网洪水演进模型、洪泛区洪水演进模型和江湖垸

庭水沙预测模型等考虑了长江和洞庭湖流域特殊复杂的江湖关系，能精确模拟其

洪水演进过程。 

本项研究建立的一系列水沙数学模型，已推广应用至全国长江、黄河、珠江

等流域以解决各类水库及河道的工程泥沙问题。《CARICHAR》在欧洲特别是法

国被广泛采用，《SUSBED-1，2》已被我国成都勘测设计院、中南电力勘测设计

院等八大设计院和十一个省级设计院广泛采用，作为我国水能水电规划的设计依

据；其他数学模型也应用于我国重大水利水电工程，诸如三峡工程水库泥沙淤积、

葛洲坝水电枢纽泥沙调度运行、南水北调穿黄工程对河道的影响以及黄河下游挖

沙整治工程的效果分析等。 

本项研究成果奠定了水沙输移规律数值模拟的方向，并系统地建立了完整的

数学模型理论。专著《河流数学模型》全面总结、系统介绍了研究的理论成果，

它对河流数学模型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推进作用，已作为清华大学、河海大学、

四川大学和武汉大学的教师与科技人员的参考书，也作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教

科书。 

(五) 引黄灌区节水决策技术应用研究 

本研究成果为中国-欧盟重大科技合作项目“黄河流域节水策略研究”取得的

成果，主要内容包括：灌溉农业的社会经济状况评价、灌区资源遥感分析、主干

渠道输水性能评价、田间渠系输配水性能评价、水稻节水灌溉与管理、作物灌溉

制度评价与改进、地面灌溉方法评价与改进、农田水盐动态和区域地下排水模拟

与评价、农田排水系统对地下水影响的分析评估、农田排水再利用效应模拟与潜

力分析、基于节水多准则分析的灌溉需求与输配水模拟以及改善灌溉用水配置与

管理的干渠供水模拟等。 

成果以节水多准则分析的灌溉需求和输配水模拟和改善灌溉用水配置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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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干渠供水模拟为主线，探讨了引黄灌区节水决策技术与方法，对实际应用效

果进行了评价。 

(六)新疆主要河流流域水资源管理及可持续利用 

该项研究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水资源前沿科学问题，针对干旱区流域水

资源特点，开展了流域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理论及应用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

应用价值。该项研究在应用基础方面，初步建立了干旱区流域可持续水资源管理

的理论体系，出版学术专著 5 部，发表 SCI 等三大检索论文 20 篇,国内核心期刊

论文 60 篇，极大地推动这一前沿科学问题的研究，为国际干旱区流域可持续水

资源管理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为流域水资源利用和调度方案制定提供了科学的

技术支撑和途径。 

该项研究针对干旱区流域水资源特点，并以博斯腾湖流域、三工河流域为例，

做了大量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开展了多学科联合攻关和技术创新。主要创新点为： 

① 在干旱区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研究方面，提出了建立基于子流域概念的

分布式水文模型新的观点与方法，基于土地覆被、土壤、地形、温度相结合的子

流域分类方法，利用遥感进行分布式水文模型参数计算的方法；首次利用遥感与

GIS 相结合的技术手段，在 SLURP 模型的基础上，开发基于遥感的适合于干旱

区的分布式水文模型(ALRSHM)，并在典型流域进行应用；首次定量研究流域地

形的空间变异性，提出划分流域尺度的概念和方法，并能计算确定流域临界尺度。

在干旱区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研制和流域尺度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② 在流域尺度水文-生态耦合系统模型研究方面，总结提出一种水量-水质-

生态耦合系统“多箱模型(Multi-box modeling method)”方法。该方法特点是，在空

间上是不同“计算单元”(即箱体)的耦合；在考虑因素上又是水量、水质、生态量

化指标的耦合。且具有计算方法简单、模型可靠等优点，已在博斯腾湖流域得到

成功应用。这是建立水文-生态耦合系统模型的一种新方法。 

③ 在可持续水资源管理量化理论及应用研究方面，从量化的角度提出了可

持续水资源管理的三个准则及量化指标体系；提出一套“基于综合测度 DD”的定

量研究方法，即用模糊数学中隶属度定量描述“可承载”准则、“可持续”准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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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函数值来定量描述“有效益”准则，应用多准则集成方法，给出了可持续发展

态势的定量判定方法。提出的量化方法巧妙地把一些难于描述的指标映射到

[0,1]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可比性；同时，把“资源环境可承载”与“社会经

济发展”揉和在一起，用一个指标(即可持续发展综合测度 DD(T))来定量表示；

建立了可持续水资源管理优化模型，为寻找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途径及对策提供

定量化模型，具有直观、定量等优点。通过在博斯腾湖流域的应用，已证明具

有很高的理论与实用价值，是对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研究的重要贡献。 

④ 在博斯腾湖流域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及调度系统研究方面，提出了明确的

量化指标、量化标准以及水资源管理对策；对不同水平年不同来水情况下的湖泊

运行调度方案进行研究，特别是，研究极端情况(如特殊丰水年、枯水年以及特

殊丰水月、枯水月，甚至特殊洪水期)下的湖泊合理、实时调度方案。这些研究

成果对博斯腾湖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量调节、运行管理、科学调度以及提高

水资源科学管理水平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指导意义，也是可持续水资源管理量

化研究屈指可数的成功应用实例中的一个。 

该项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博斯腾湖流域水资源管理，已在《博斯腾湖水环境

保护规划》、《塔河综合治理巴州项目五年实施方案水资源评价》、《博湖东泵站设

计水文分析》、《农二师恰拉水库设计》、《开都河-孔雀河流域规划大纲》、《塔里木

河流域水量调度系统建设》中应用。本项研究提出的理论成果鉴定及应用经验也

被应用于《西部干旱区生态环境演变及调控对策研究》(国家“973”项目)、《塔里木

河流域水量调度系统建设》(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等项目中。在干旱半干旱区水文水

资源研究与实践具有很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2.2  承担科研项目 

2006 年，实验室在研纵向科研项目 74 项，其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4 项(新增 2007 年资助项目 19 项，其中重点项目课题 1 项、专题 1 项)，国家“973”

项目 3 项(含子题)，国家“863”项目课题 3 项(含子题)；国际合作项目 5 项；在研

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研究项目 7 项；省部级重要项目 28 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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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项目 111 项，2006 年到款科研经费达 3500 万元以上。在研纵向与重大工程科

研项目目录见附件 3，在研横向科研项目见附件 4。 

承担主要课题情况介绍 

（一）主持在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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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度任务，在进一步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各课题

针对前两年的研究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研究重点集中在长江上游地区产

水产沙机理及其对生态环境影响、水沙过程变异对水利工程及河流系统的影响、

水、沙、污染物相互作用机制、流域环境特征及其变化对河流健康影响、流域水

沙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通过上述研究，初步揭示了生态环境变化、水利工程与

水沙过程变异相互作用机制，探讨了泥沙对典型污染物迁移转化的影响规律，建

立了河流健康的特征因子体系，并初步提出水沙资源优化配置指标体系、方法。 

项目全体研究人员团结协作，积极性高，先后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46 次，

在国内外刊物公开发表论文 243 篇，其中 SCI 论文 34 篇，ISTP 论文 36 篇(特邀

报告 12 篇)，EI 论文 59 篇，培养研究生 107 名。 

本年度项目总体进展情况良好。 

（二）新承担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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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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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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承担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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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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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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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承担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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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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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新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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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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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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2006 年度新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获批国家“973”项目课题 2 项(均为课题第二负责)；国家“863”计划项目课题 2

个(均为主持)；新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 项(主持 1 项，专题 1 项)，面上

项目 16 项(其中青年项目 5 项)；主持承担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 2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数量与获批数量均有了较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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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2006 年新批承担国家项目情况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研究期限 项目类型 

1 海河流域水循环演变机理与水资源

高效利用(2006CB403406) 
杨金忠 2007.1-2010.12 “973”项目课题 

2 碳酸盐岩缝洞型油藏数值模拟研究
(2006CB202405) 周创兵 2007.1-2011.12 “973”项目课题 

3 水盐调控精量灌溉技术
(2006AA100207) 杨金忠 2006.12-2009.12 “863”项目课题 

4 农田面源污染灌排综合调控技术
(2006AA06Z342) 邵东国 2006.12-2009.12 “863”项目课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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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项目课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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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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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基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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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基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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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基金) 

10 过渡型浅滩主流摆动机理及调控研

究——以长江中下游为例(50609018)
孙昭华 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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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基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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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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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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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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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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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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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Hardfill 坝几个理论问题的研究
(50679058) 何蕴龙 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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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研究期限 项目类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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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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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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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大型渡槽在短时变化作用下的温度

场和温度应力研究(50679060) 
夏富洲 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3 动水中泥沙休止角的形成机理及其

应用研究(50679065) 
詹义正 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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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大流量预应力渡槽设计和施工技术

研究(2006BAD11B06) 王长德 2006.12-2009.12 国家科技部 
十一五支撑计划 

2.3  发表学术论文 

2006 年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国内外公开刊物发表论文 316 篇，其中发表于国

内外重要刊物学术论文共 112 篇；国际会议论文 52 篇；国内会议论文 31 篇；国

内一般刊物发表论文数 140 多篇。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102 篇(SCI 论文 19 篇，EI

论文 65 篇)。发表论文目录见附件 5、附件 6。 

部分论文摘要： 

1. Smoothing the seasonal means of rainfall and runoff in the linear perturbation 

model (LPM) using the kernel estimator 

Xiong Lihua, Guo Shenglian, O’Connor Kieran M. 

《Journal of Hydrology》 2006.324(1-4t): 266-282 

Abstract：As many natural catchments exhibit a significant or even marked degree 

of seasonality in their rainfall and runoff data, the means of identification of the 

seasonality structure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a quanitative expression or index of 

seasonality are topics of considerable interest to hydrologists.. In the standard version of 

the LPM, the discrete Fourier smoothing method is employed to remove the 

high-frequency fluctuations of the seasonal means obtained from records of ob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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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rainfall and runoff data of necessarily limited length.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kernel 

estimator, which is a widely used non-parametric regression method, is employed as a 

simpler alternative to Fourier smoothing. Testing the LPM, using both smoothing 

methods, on three catchments and comparing its results, it is found that both smoothing 

methods achieve virtually the same results in terms of the Nash–Sutcliffe model 

efficiency index R2. To quantify the rela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seasonal component in 

the simulated runoff series, a seasonality index (SI) is proposed.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LPM is influenced much more by the sea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infall and runoff processes in a catchment, as expressed by the proposed seasonality 

index SI, than by the methods used to smoothen the seasonal means. Clearly, for those 

catchment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seasonality, thereby satisfying the design assumption 

of the model, the LPM can be expected to perform satisfactorily, much better than on 

catchments having weak seasonality.  

Keywords: Linear perturbation model (LPM); Seasonal means; Smoothing; Kernel 

estimator; Rainfall–runoff model. 

摘要：在自然流域的降雨、径流资料中或多或少的存在季节性规律，因此，

如何识别季节特征、描述季节特征指标在水文研究中受到关注。本文则采用常

用的非参数回归分析方法，即核估计方法来替代付利叶变换。选用 3 个流域的

资料进行研究表明，两者确定性系数相当，表明两者效率基本一致。由此提出

了一种可用来表述季节性强弱水平的季节性指标，用以评价流域的季节性特

征，研究表明该指标越大，说明季节性规律越强，采用线性扰动模型效率越高。 

关键词：线性扰动模型；季节均值；平滑；核估计；降雨径流模型 

2. Characterizing heterogeneity of soil water flow by dye infiltration experiments 

Kang Wang, Renduo ZhangHiroshi Yasuda 

《Journal of Hydrology》 2006，328：559-571 

Abstract：The inherent heterogeneity of soil water movement, such as fingering 

flow, is still poorly understood. To address the flow heterogeneity issu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to: (1) investigate heterogeneity of soil water flow at 

different measurement scales and under different boundary conditions using d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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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ltration experiments; (2) characterize the heterogeneity information included in 

different scales using the random cascade model, and (3) predict heterogeneous soil 

water flow over the measurement scales. Field experiments of dye infiltration 

included three measurement scales (three dye source surface areas of 25 · 25, 50 · 50, 

and 100 · 100 cm) and three hydraulic boundary conditions (three initial water 

ponding depths: 1.5, 2.5, and 5.0 cm at the soil surface). The random cascade model 

with a lognormal distribution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infiltration process in soils and 

different methods were applied to estimate the model parameters. Results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data and the model simulations showed that the hydraulic boundary 

condition and the measurement scale were important factors to affect the flow patterns 

in soils. To accurately describe flow transport processes at different scales, it was 

necessary to consider eterogeneities in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rections. As the 

measurement scale increased, the effect of multi-dimensional heterogeneities on the 

flow processes in soils became more significant. Interdependency between flow paths 

also increased with the scale. 

摘要：对于土壤水流的内在非均匀特性，例如指状流，仍然缺乏必要的了解。

为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对非均匀流动问题，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1)通过

染色剂调查不同试验尺度和边界条件的水流非均匀运动特性；(2)用随机层叠模型

特征不同试验尺度所包括的非均匀流动信息；(3)进行尺度间的非均匀流动预测。

田间染色示踪入渗试验在三种尺度(25×25，50×50，100×100cm)和三种初始入渗

水头高度(1.5，2.5 和 5.0cm)条件下进行。具有对数正态分布性质的随机层叠模型

被用于模拟水流的入渗模式，不同的方法被用于模型参数的确定。试验结果和模

拟分析都表明，边界条件和试验尺度对水流运动模型都有显著的影响。准确的描

述非均匀流动需要同时考虑水平和垂直方向的流动变异性，随着试验尺度的增

加，流动不在同方向所表现出的非均匀特性更为明显。 

3. Flow resistance and momentum flux in compound open channels. 

Cao ZX, Meng J, Pender G, Wallis S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132(12),1272-1282, 2006. 

Abstract：New formulations are presented for flow resistance and mome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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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x in compound open channels. As implemented in the St. Venant equations, these 

formulations facilitate a physically enhanced approach to evaluating conveyance, 

roughness, stage-discharge relationship, and unsteady flood routing in compound 

open channels. An analysis using steady flow data from the well-controlled 

experiments at the large-scale Flood Channel Facility, HR Wallingford, demonstrates 

the ability of the present approach to properly resolve the discontinuity of overall 

roughness across the main-channel bankfull level. Also, the proposed formulations are 

shown to be conducive to obviating the long-standing computational difficulty in 

unsteady flood routing due to small flow depths over flat and wide floodplains. The 

present work should find general applications in one-dimensional computation of river 

flows. 

Key words: Open channels; Open channel flow; Flood plains; Flow resistance; 

Roughness; Flood routing;Unsteady flow. 
4. Comparative Study of Rock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Methods for hydropower 

projects 

CHEN Sheng-hong，QING Wei-xin，SHAHROUR Isam 

《Mechanics Research Communications》2006，34(2007):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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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s: slope stability; equilibrium method; block method; finite element; 

safety factor 

5.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obstructed round buoyant jets in a static uniform 

ambient 

Huai Wenxin，FangShenguang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v 132, n 4, April, 2006, p 428-431 



2 科学研究与进展  2006 年年报  

 ·24·

Abstract：The k-_ turbulence closure model is used to simulate obstructed round 

buoyant jets in a static uniform ambient, and the results compare well with available 

experimental data. On the basis of the axial line velocity distribution, three regions in 

the flow behind the disk are identified: the wake region, the transitional region, and 

the self-similarity region. The length of the wake region, which varies with flow and 

geometrical parameters, and the existence of self-similarity are also addressed. 

Key words: Buoyant jets; Numerical models; Density; Flow distribution; 

Simulation. 

2.4  出版教材专著 

2006 年出版教材、专著 

序号 教材/著作名称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作  者 

1 量水技术与设施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6.01 王长德 

2 生态水力学 科学出版社 2006.01 李大美 

3 河流海岸环境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02 槐文信 

4 水利水电工程水流的精细模拟 科学出版社 2006.04 戴会超# 槐文信等 

5 计算岩体力学与工程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6.05 陈胜宏 

6 
黄河下游河道演变与河口演变

相互作用规律研究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6.08 赵连军* 谈广鸣等 

注：#-为流动研究人员，*-为博士研究生 

出版教材、专著简介： 

（一）《量水技术与设施》 

作    者：王长德 

出 版 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时    间：2006 年 1 月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 11 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国内外在渠系量水方面比较成

功的有应用推广价值的量水技术和设备。第 1～3 章为基本理论和应用要求；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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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是本书介绍的重点，介绍了目前国外正在大力推广的长喉槽的设计理论及应用技

术资料，希冀能对其在国内的推广起推动作用；第 5～9 章是国内目前常用的技术

方法，除对其作一般介绍外，重点介绍了他们的应用条件和应用问题，希望能引起

读者在应用时予以注意；第 10 章介绍了压力管道测流的方法和设备；第 11 章介绍

了误差估计理论、方法及资料整编的要求。 

本书可供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在设计和管理工作中参考，也可用作水利院校师

生的教学参考书。 

（二）《生态水力学》 

作    者：李大美 

出 版 社：科学出版社 

时    间：2006 年 1 月 

内容简介：生态水力学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交叉型研究领域，系环

境科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水中生命体的扩散、输移规律及其流场

控制技术。 

本书为我国第一本《生态水力学》，可作为理工科院校的研究生教材，也可

作为从事生态水力学领域研究或对该领域感兴趣的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三）《河流海岸环境学》 

作    者：槐文信 

出 版 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时    间：2006 年 2 月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为河流海岸环境学的基本问题，主要介

绍了环境科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环境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河流海岸环境

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及其研究内容。第二章对水体污染的概念和污染的危害进行

了分析，进而对我国水环境污染的现状和水环境指标给予了简明的论述。第三章

以示踪物质在水体中的迁移方式为主线，从水动力学的角度详细论述了水环境的

基本理论，涉及分子扩散理论、紊动扩散理论和剪切流的离散理论。 后介绍了

这些理论在河流、河口和海湾中的应用。第四章为河流海岸环境预测。第五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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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海岸环境评价。第六章为河流海岸环境控制。 

本书可作为工科水利类，特别是港口海岸及治河工程专业本科生必修或选修

课教材，也可供有关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从事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等工作各级人员

参考。 

（四）《水利水电工程水流的精细模拟》 

作    者：戴会超 槐文信等 

出 版 社：科学出版社 

时    间：2006 年 4 月 

内容简介：水利水电工程中涉及大量的水力学问题，主要包括水工水力学、

河道水力学、废水排放工程水力学、水电站水力学、水力学反问题等。本书以三

峡、溪洛渡、向家坝、二滩和小湾等大型水电工程为依托，解决实际工程中水流

的精细模拟问题，并着力提高工程水力学反问题理论与成果的工程实用性。研究

成果包括：水工水力学紊流数值模拟方法研究、溢洪道及消能工水流的精细数值

模拟、水垫糖及河道水流的精细模拟、高紊动气液两相流的数值模拟、污水排放

工程中近区污染及水流的精细模拟、电站水轮机水流的精细模拟、工程水力学的

反问题研究等。该项研究成果内容丰富，在理论和方法的诸多方面有多项创新。 

本书可作为水利水电工程、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环境工程、流体机械工程等

专业的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相关领域科研人员、设计人员、工程管理人员参考。 

（五）《计算岩体力学与工程》 

作    者：陈胜宏 

出 版 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时    间：2006 年 5 月 

内容简介：本书依托水利水电工程，以弹粘塑性势理论为基础，以有限单元

法、块体单元法和复合单元法等具有代表性的数值分析方法为主线，对计算岩体

力学的本构模型、力学参数、计算方法、安全指标以及可视化软件等关键问题展

开讨论，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科学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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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介绍的理论、方法和软件在三峡、水布垭、龙滩、小湾等多个国家重点

水利水电工程岩体边坡和大坝基础的稳定问题中进行了应用，解决了一批工程设

计和施工技术难题，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此外，本书还介绍了采

用面向对象和可视化技术的有限单元法及块体单元法计算软件，并给出了主要的

源程序。 

本书可供水工结构工程和岩土工程领域从事计算岩体力学研究与应用的工

程技术人员和科技人员阅读参考，也可作为该领域研究生相关课程的参考教材。 

（六）《黄河下游河道演变与河口演变相互作用规律研究》 

作    者：赵连军 谈广鸣等 

出 版 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时    间：2006 年 8 月 

内容简介：本书详细分析了黄河下游河道与河口演变特性，对河道动床阻力、

悬移质泥沙与床沙交换规律等基本问题开展了理论研究，建立了黄河下游河道演

变与河口演变耦合水沙数学模型，并通过实测资料分析与数学模型计算系统地分

析了河道演变与河口演变的相互作用，提出了河口淤积延伸与反馈影响动态响应

关系等多项成果，是一部涉及河流动力学、河床演变学、河流模拟技术、河口海

岸动力学等学科的科学专著。 

本书可供广大治黄工作者、河流泥沙研究人员及有关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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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发明专利 
2006 年申请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人 专利号 

1 量水仪 实用新型 
童  刚 
王长德 

ZL200520095706.7 

2 透水式孔洞引航墙 实用新型 
张劲松 
王长德 

ZL200520098752.2 

2.6  方向研究进展 

结合承担的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973”)、国家“863”计划项目、

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等科研项目，2006 年实验室

各研究方向取得的主要研究进展： 

2.6.1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方向 

在水文水资源基础理论方面，研究了基于大气模式的洪水预报系统、变化环

境下非一致性年径流序列的水文频率计算方法、流域水文过程空间智能模拟理论

与方法、磁化生态污水处理技术等。发展了环境变化下的流域水循环机理与模拟

理论、建立了基于暴雨数值模拟的流域洪水预报模型与方法。 

在水文水资源优化调度方面，研究了不降低防洪标准的水库分期汛限水位设

计模式、流域梯级开发的环境生态效应及生态水利调控理论、梯级水库多目标联

合优化调度。 

在溶质运移理论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方面，研究了污染物在饱和-非饱和土体

中运移的随机理论；灌排条件下农田化肥的转化运移机理及其对地下水环境影响

等；建立了地下水水质观测网的 优规划设计和地下水水质管理模型；完善了劣

质水灌溉技术与环境控制措施。 

2.6.2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优化配置方向 

在高效节水灌溉理论方面，研究了水分亏缺条件下的作物需水规律、节水灌

溉条件下水分转化理论及尺度效应、非充分灌溉理论，提出了大棚条件下的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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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度计算方法以及提高不同灌水方法灌水均匀性途径，建立了不同尺度下的作

物需水预测复杂性分析模型等。 

在水资源优化配置理论方面，研究了基于多目标演化规划、遗传算法等的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复杂性分析理论与方法，建立了洪水资源化利用及其风险分析模型。

研究了跨流域调水对地区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节水水平、生态环境的影响机理，

提出了面向生态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量化模型体系框架。 

劣质水与在再生水利用研究方面，研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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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河流水沙运动规律与调控方法方向 

研究了耦合与非耦合高性能数值计算技术、数学模型，不同尺度正、变态物

理模型方法及其模型测控技术。基于复杂情形的河流水沙输移模拟理论，发展了

强冲积河流的全耦合数学模拟理论；初步建立了变化条件下河流水沙输移以及河

流水环境(污染物、水温)等方面的数学模型。 

研究了基于改变水资源时空分布、开发水能资源、防洪减灾、防治污染等维

系河流健康的水沙调控的原理与方法。发展了水库防洪发电综合自动化调度及蓄

滞洪区洪水预报及调度的数学模型，探讨了大型水利水电工程调水调沙、基于河

流健康的提高水能利用效益的机理和方法。 

2.6.4  水电工程结构与施工过程仿真方向 

结合高坝岩石地基与边坡稳定性问题，建立了高坝结构开裂过程的三维仿真

分析和安全度评价方法。对二维极限分析中的剩余推力法进行了改进研究，建立

了一种边坡稳定分析的三维剩余推力法。针对砂浆锚杆穿越节理和排水孔穿越节

理模拟的问题，提出了复合单元法；完成了阶谱复合单元方法的研究。 

针对裂隙岩体渗流与应力耦合问题，提出了“多场广义耦合”的概念、理论和

分析方法，建立了应力场、渗流场、温度场以及考虑工程作用的广义耦合分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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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及耦合计算收敛准则和加速迭代收敛的计算方法。并将分析体系应用于矿

山、石油、核废料处置等领域。 

在地下洞室和管道结构研究方面，对地下洞室位移快速反馈分析提出了参数

场和损失位移的相关理论，并编制了有限元图形系统、反分析数据库、任意切剖

面程序和自动配筋等程序；在蜗壳型式的选择方面，采用仿真材料模型试验和大

量的三维非线性有限元分析，提出了完全联合承载蜗壳的设计原则和位移控制标

准，开发了功能齐全的钢岔管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系列。 

在水电工程的施工组织与导截流技术方面，对过水围堰的过堰水流特征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引入脉动压力因素对于围堰堰体、堰面的影响数学模型。

另外，提出了基于施工过程仿真的网络进度计划优化耦合模型，从而实现了网络

进度计划的实时控制与调整。 

2.6.5  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方向 

接合国家自然基金等纵向课题和我国重大水电工程横向课题的科研任务，展

开了有关大型水电站引水发电系统、三维流场数值模拟和水电站机组控制技术的

研究。在水电站过渡过程研究方面，完善调压室理论，得出了调压室的设置条件、

佳位置和满足电站调节品质时的 小断面。同时，建立了水轮机特性曲线的数

据库和编制了本行业水电站过渡过程的计算导则。在三维流场数值模拟研究方

面，完成了引水发电系统进水口、调压室、机组、岔管等的恒定流和非恒定流的

三维计算。在水电站控制研究方向，主要完成了水电站机组振动测试分析系统和

全数字式调速器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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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放合作与国际交流 

2006 年度，实验室在国际和地区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与法国、美国、

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的人员进行了学术交流与人员的友好往来，国际著名学者、

专家有 97 人次到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和参观访问；有 20 余人次出国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或进行合作研究。同时，实验室协办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科学与水资

源管理”、“第 34 届国际水文地质大会”、“第二届河口海岸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3

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了“变化环境下的水安全问题”小型国际研讨会、“长

江流域水沙产输及其与环境变化耦合机理”学术年会、“第四届中国水问题学术论

坛”、“第二届国际应力-水流-热-化学(THMC)耦合学术大会”等学术会议。此外，

实验室有 45 人次参加了国内外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来室讲学的专家教授达 27

人次，在相关学科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 

2006 年 12 月，实验室对来自四川大学等 8 个单位 10 多份实验室开放基金

申请书进行了认真的审查，通过专家评估与学术委员会讨论， 后设立了 9 项基

金课题，总经费 36 万元。 

3.1  学术活动 

3.1.1  举办学术会议 

(1) 2006 年 6 月 14 日－15 日，实验室主办了“变化环境下的水安全问题国际

研讨会”，会议在重点实验室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代表 60 多人。 

(2) 2006 年 9 月 22 日－24 日，实验室主办了“中国水论坛第四届学术研讨

会”，会议在郑州召开，到会代表 230 余人。 

(3) 2006 年 12 月 16 日−17 日，实验室主办了“长江流域水沙产输及其与环境

变化耦合机理”学术年会，会议在中国武汉大学召开，到会代表 60 多人。 

(4) 2006 年 6 月 8 日−10 日，实验室协办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科学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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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在中国广州召开，到会代表 400 多人。 

(5) 2006 年 10 月 9 日－13 日，实验室协办的“第 34 届国际水文地质大会”，

会议在中国北京召开，到会代表 500 余人。 

(6) 2006 年 5 月 22 日－25 日，实验室协办的“第二届国际应力−水流-热−化

学(THMC)耦合学术大会”，会议在中国南京召开，到会代表 200 多人。 

(7) 2006 年 12 月 28－30 日，实验室协办的“第二届河口海岸国际学术研讨

会”，会议在中国广州召开，到会代表 200 多人。 

举办学术会议情况简介： 

（一）变化环境下的水安全问题国际研讨会 

时  间：2006 年 6 月 14 日－15 日 

地  点：武汉大学 

组委会主席：谈广鸣  教授 

会议概况：2006 年 6 月 14-15 日，在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举办了“变化环境下的水安全问题” (Water 

Security to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y)小型国际研讨会。杨金忠教授主持

了会议，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致欢迎词。来自国际科学院网络组织(IAP)水计

划的东亚国家代表、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 8 位水科学专家以及实验室研究人

员、研究生等共 60 多人参加了研讨会。 

主要议题：亚太地区的水循环特性以及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下水资源脆

弱性；科学在水安全前沿问题研究的作用与面临的挑战；水安全问题的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等综合交叉方法；亚太地区水科学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相

结合的实例研究。会上，杨金忠教授和熊立华教授分别作了“Study on water use 

efficiency in irrigation”、“Introduction to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Center”学术报告。 

会后，实验室组织国外专家到宜昌三峡大坝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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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水论坛第四届学术研讨会 

时  间：2006 年 9 月 22 日－24 日 

地  点：郑州 

会议概况：中国水论坛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于 2006 年 9 月 23-24 日在郑州大

学隆重召开。国家水利部副总工程师庞进武，国际水文科学协会副主席、国际水

资源协会副主席夏军，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于合群，河南省科技厅副厅长贾跃出

席开幕式并讲话。本次会议由郑州大学等单位承办，以“人水和谐”为主题，以“构

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研讨“人水和谐理论与实践”。本次会议参会人数高达 232

人。 

（三）“长江流域水沙产输及其与环境变化耦合机理”学术年会 

时    间：2006 年 12 月 15−17 日 

地    点：武汉大学 

会议主席：李义天  教授 

会议概况：2006 年 12 月 15-17 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国家

“ 973 ” ) ：“长江流域水沙产输及其与环境变化耦合机理” ( 编号：

2003CB415200)，2006 年项目总结暨学术交流会在武汉大学召开。项目首席科

学家李义天教授主持了会议，“973”项目资源与环境领域咨询专家贝丰教授、

项目专家组成员文伏波院士、及来自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

学院成都山地与灾害研究所等 10 多个单位的课题负责人、专家、学者等 60

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项目各课题负责人对本课题年度研究进展、研究成果及下年度工作计

划进行了总结和汇报，12 名专家学者作了专题研究报告。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

而深入的讨论。 

领域咨询专家、项目专家、项目首席科学等对项目 2006 年在长江流域环境

变化、水资源演化规律、水沙作用机制、水沙过程变异、水沙产输对水质变化影

响、信息监测反馈、水利工程优化调控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与取得成果感到欣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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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肯定，同时也指出了项目及课题存在着成果汇总、凝炼等问题。 

武汉大学科技处、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相关负责人等也

参加了会议。 

4. 第二届国际应力-水流-热-化学(THMC)耦合学术大会 

时  间：2006 年 5 月 22 日－25 日 

地  点：南京 

会议概况：5 月 22 日，第二届国际应力-水流-热-化学(THMC)耦合学术大会

GeoProc2006(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upled T-H-M-C Processes in 

Geo-systems & Engineering)在南京隆重开幕，来自全球 20 多个国家的 200 余名专

家学者与会，这是继 2003 年在瑞典 Stockholm 瑞典皇家工学院举行的首届 THMC

耦合国际会议后的第二次学术会议。 

本届会议的主题涉及工程研究中的 THMC 耦合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包括水

利水电工程中的 THMC 耦合，边坡工程中 THMC 耦合，核废料处置工程中 THMC

耦合，石油天然气储库工程 THMC 耦合，地质介质中 THMC 耦合，环境岩土工

程中 THMC 耦合，自然灾害与环境工程中 THMC 耦合以及矿业工程中的 THMC

耦合研究等。通过探讨不同领域中 THMC 耦合研究的热点问题，将有助于提高

THMC 耦合的试验技术和应用水平，促进国内外 THMC 耦合的科技合作和创新

研究。会议安排主题报告 6 个，邀请报告 18 个，接受大会论文 102 篇。优秀论

文将由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出

版，还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国际发行的论文集。 

第一届国际应力-水流-热-化学耦合学术大会于 2003 年在瑞典召开，第三届

大会将于 2009 年由法国主办。 

5. 第二届河口海岸国际学术研讨会 

时  间：2006 年 12 月 28－30 日 

地  点：广州 

会议概况：会议中心议题是“河口海岸与生态环境”。本次会议得到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学者和专家的支持，先后收到论文摘要 250 余篇，经专家评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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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集 终收录了 158 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从河口海岸基本理论到工

程的具体实践，从港口、航道整治到河口演变，从治河、防洪到河口生态环境治

理，从原型观测到数值模拟、实体模型的研究，都提出了极富价值和创新性的成

果。有 200 多人参加会议，有 100 位专家、学者在会议上展示了 新研究成果。 

水利部刘宁总工、中国工程院士陈吉余先生、来自荷兰 IHE 的 Dano Roelvink

教授分别作题为《中国河口治理现状、趋势和有待研究的问题》、《滩涂、湿地利

用与保护的协调发展探讨--以上海市为例》、《河口和水湾的地形模拟在生态评价

中的作用》的大会主题报告。 

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每 3 年举行一届，第一届于 2003 年在杭州举办，第三

届将在日本举行。 

3.1.2  内部学术报告 

2006 年实验室举办内部学术报告 

序号 报告人 报  告  题  目 报告时间 

1 李义天 河流泥沙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 2006-03-12 

2 卢文波 大型水电工程岩石高边坡开挖关键技术 2006-03-26 

3 罗金耀 节水灌溉技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2006-04-23 

4 周宜红 虚拟现实技术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仿真中的应用 2006-04-30 

5 伍鹤皋 大型水电站直埋蜗壳研究 2006-05-14 

6 胡铁松 下垫面变化对平原湖区排水系统影响分析 2006-05-28 

7 谢  平 小流域设计山洪推理公式的参数规律研究 2006-06-04 

8 张小峰 水电站坝前冲刷漏斗的数值模拟 2006-06-18 

9 黄社华 稀疏颗粒非定常运动研究概论 2006-09-10 

10 李大美 中华鲟的生态水力学特性及生态流场耦合模型 2006-09-17 

11 王先甲 公共资源的配置机制与效率 2006-09-24 

12 槐文信 浮力射流的若干进展 2006-10-15 

13 邵东国 水利水电系统工程最新进展 2006-10-22 

14 曹志先 冲积河流动力学的若干前沿问题 2006-10-29 

15 李  兰 水环境污染与水质预警预报 200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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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实验室学术出访 

2006 年国际学术出访活动 

序

号 姓  名 出访国家

地区、单位 交流主题/会议名称 交流方式 交流时间 

1. 陈胜宏 西班牙 大坝数值分析考题的组织与改进 国际会议 2006.06. 

2. 陈胜宏 
法  国 
奥地利 

岩土工程结构的数值分析 国际会议 2006.06. 

3. 罗金耀 美  国 
The World Plumbing Council 
Annual Meeting(2006) and ISH 
North America Show 

国际会议 2006.09. 

4. 
宋星原 
张  翔 

法  国 
Spatial Pattern Identification of Soil 
Moisture Based on 
Self-organization Neural Network 

国际会议 2006.09. 

5. 黄介生 
马来西亚 
菲 律 宾 
斯里兰卡 

国际灌排委员会第 57 次执行 
理事会 

国际会议 2006.09 

6. 杨金忠 
马来西亚 
菲 律 宾 
斯里兰卡 

国际灌排委员会第 57 次执行 
理事会 

国际会议 2006.09. 

7. 陈益峰 新加坡 
Strain-dependent permeability 
tensor for coupled M-H analysis of 
underground opening 

国际会议 2006.11. 

8. 王长德 美  国 调水工程运行管理 访问考察 2006.09. 

9. 任春秀 印  度 印度水利高等教育考察 访问考察 2006.07. 

10. 周创兵 埃  及 中埃双边会议前期预备会 访问考察 2006..12. 

11. 周创兵 巴  黎 中法教育论坛－中国水电建设与

高等教育 特邀讲学 2006.06. 

12. 张利平 香  港 多途径降水信息集成理论与方法 合作研究 2006.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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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实验室学者大会特邀报告 

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时  间 地点 

1 
A nonlinear erturbation 
model based on 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郭生练 

Sustainabl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Asia 
developing country 

2006.09 广州 

2 
Study on water use 

efficiency in irrigation 
杨金忠 

变化环境下的水安全问题 
国际会议 2006.06 武汉 

3 

Introduction on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Center 

熊立华 
变化环境下的水安全问题 

国际会议 2006.06 武汉 

4 
我国水资源利用现状与

展望 
黄介生 

岳阳市“世界水日” 
大型宣传活动 2006.03 岳阳 

5 

A generalized cubic law 
for rock joints considering 

post-peak mechanical 
effects 

周创兵 

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upled Thermo-Hydro- 

Mechanical-Chemical 
Processes in Geosystems and 

Engineering 

2006.05 南京 

6 
岩体表征单元体及力学

参数 
周创兵 

第一届中国水利水电岩土力

学与工程学术讨论会 2006.11 昆明 

7 
复杂岩体参数场及其影

响因素 
周创兵 

第九次全国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术大会 2006.09 沈阳 

8 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 周创兵 
第一届岩土力学与工程 

前沿论坛 2006.07 大连 

9 中国水电建设与高等教育 周创兵 中法教育论坛 2006.06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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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国内专家讲学 

国内专家讲学报告 

序

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职  称 报告人单位 报告时间 邀请人 

1 
水文水资源的检测与

归因研究中的几个热

点问题 
刘春蓁 总  工 原水利部信息中心 2006.03.17 郭生练 

2 实验曲线的解析描述 马秀峰 局  长
原黄河水利委员会 

水文局 2006.05.17 郭生练 

3 游程分析 马秀峰 局  长
原黄河水利委员会 

水文局 2006.05.17 郭生练 

4 
水文水资源研究中的

机遇和挑战 
余钟波 教  授 河海大学 2006.06.10 梅亚东 

5 
中国水科学领域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纵览 
李万红 

教  授
处  长

国家基金委工程与 
材料学部 2006.08.31 黄介生 

6 
粒子图象测速 (PIV)
技术及工业应用 

代  钦 
副研 
究员 

上海大学应用数学和

力学研究所 2006.11.03 黄社华 

7 创新的三峡工程 李永安 总经理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 

开发总公司 2006.12.03 谈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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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国外专家讲学 

国外专家讲学报告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职 称 报告人单位 报告时间 邀请人

1 
大江大河的生态修复－流域

优化管理的科学依据 Larry Weber 教 授
美国依阿华大学

水力学研究所 2006.02.22 李大美

2 三维生态流场分析计算 李松恒 博 士
美国依阿华大学

水力学研究所 
2006.02.22 李大美

3 
高速水流空化试验技术和设

备 
Andreas 
Keller 

教 授
德国慕尼黑 
科技大学 2006.04.20 杨志明

4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

究组织(CSIRO) 
Shahbaz 

Khan 
教 授

澳大利亚国际宏

观水管理研究所
2006.04.21 崔远来

5 
环境评价中监测与模拟联合

应用⎯ 废水系统、河流与河

口颗粒污染物的输运 

Michel 
Verbanck

教 授
比利时 

Brussels 大学 2006.07.18 曹志先

6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of 
USA, Canada and Belgium 

徐绍春 副教授
加拿大 

Laurentian 大学
2006.07.04 梅亚东

7 
Scientific Writing: 
Introduction 

徐绍春 副教授
加拿大 Laurentian

大学 2006.07.04 梅亚东

8 
岩石节理力学与渗流特性研

究理论 
井兰如 副教授

瑞典皇家理工学

院土地与水利工

程系 
2006.07.22 周创兵

9 
水文统计和检验方法在变化

环境下水文研究中的应用 
许崇育 教 授 挪威奥斯陆大学 2006.08.02 郭生练

10 
Introduction to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W. Samuel 
Easterling

教 授
美国弗吉尼亚 
理工研究院 2006.08.10 周创兵

11 

Pavement & 
MaterialsResearch at Center 
for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STI) 

Wang 
Linbing 

副教授
美国弗吉尼亚 
理工研究院 2006.08.10 周创兵

12 
介绍 Karlsruhe 大学及流体

力学研究所研究内容、进展

与成果 
Schenkel 教 授

德国 Karlsruhe 大

学流体力学研究

所 
2006.09.14 程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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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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can we expect from 
CFD?”  

Schenkel 教 授
德国 Karlsruhe 大

学流体力学研究

所 
2006.09.14 程永光

14 
Strategies for Water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Using Bio-eco Engineering 

Kaiqin Xu
et al 

教 授
日本国立环境 

研究所 2006.09.25 王先甲

15 

Technology evaluation 
system for integrative 
water-energy-materi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olicies in metropolitan 
regions 

Tsuyoshi 
FUJITA 

教 授
日本国立环境 

研究所 2006.09.25 王先甲

16 

Development of 
process-based NICE model 
and simulation of ecosystem 
dynamics in the East Asia 

Tadanobu 
NAKAYAM

教 授
日本国立环境 

研究所 2006.09.25 王先甲

17 
Global Irrigated Area 
Mapping Using Remote 
Sensing 

Biradar C.M. 博 士
国际水管理 
研究院 2006.10.10 崔远来

18 
An Introduction to IWMI’s 
Knowledge Gateways 

Noojipady, 
P., Li, Y.J.

博 士
国际水管理 
研究院 2006.10.10 崔远来

19 

Field-Measured Infiltration 
and Unsaturated Hydraulic 
Properties in Soils that Vary 
in Degree of Pedogenesis in 
the Mojave Desert, 
California, USA 

J.R. Nimmo 教 授
美国联邦地质 

调查局 2006.10.26 杨金忠

20 
新型环保水轮机设计概念理

论 
高德瑜 教 授

美国新思国际 
有限公司 2006.11.04 赖  旭

21 国外水力发电工程情况介绍 高  方 博 士
美国冠达

(GWANTEL)国际

工程技术公司 
2006.11.04 赖  旭

22 
Experience in Development 
and Use of Engineering 
Software 

John. L. 
Meek 

教 授
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 2006.11.13 周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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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际合作 

2006 年在研国际合作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目来源 

1 
Detailed hydraulic assessment using 
a high-resolution piezocone 

张仁铎 2004~2007 
Environmental Security 
Technology Certification 
Program, DoD 

2 
巴基斯坦汉华水电站闸门水力模型

试验 
王均星 2005~2006 巴基斯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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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2008.12 国家科技部 

4 山洪预报 曹志先 2006.9~2009.9 欧盟框架计划 

5 
生态水力学原理在电站建设中 

的应用 
李大美 2006.8~2006.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3.3  留学生 

2006 年在读留学生名单 

姓  名 攻读学位 国籍/学校 学习内容 入学时间 指导教师 

崔泰俊 进修教师 朝  鲜 水文水资源 2006.09 谢  平 

吴明海 博士 越  南 水文水资源 2006.09 梅亚东 

杨德进 博士 越  南 水利水电工程 2006.09 周宜红 

A.D.Ampitiyawatta 博士 
Sabaragamuwa 

University of Sri 
Lanka 

水文水资源 2005.09 郭生练 
熊立华 

阮如莺 博士 越  南 水工结构工程 2004.09 方坤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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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到访与参观 

2006 年国内外领导、学者参观到访情况 

序

号 
时  间 主要来访人员及单位 邀请人/接待人 

1 2006.02.22 依阿华大学水力学研究所所长一行 3 人 李大美 

2 2006.04.18. 美国劳伦斯国家实验室段庆云副教授 夏  军 

3 2006.04.19. 澳大利亚科学与工业组织土水研究所专家 茆  智 

4 2006.04.19. 德国慕尼黑科技大学 Andreas Keller 教授 Andreas Keller 杨志明 

5 2006.06.07. 韩国延边科学技术大学田知翰教授 国际交流部 

6 2006.06.14. “变化环境下的水安全问题”国际会议代表 10 余人 夏  军 

7 2006.07.18. 日本德山大坝建设所一行 3 人 张小峰 

8 2006.08.10. 美国维吉尼亚理工研究院 W. Samuel Easterling 教授 周创兵 

9 2006.08.22. 美国洛杉矶设计咨询公司注册土木结构工程师 谈广鸣 

10 2006.09.12. 国际水稻研究所 david Dawe、pie Moya、kei Kajisa 三位教

授 崔远来 

11 2006.09.14. 德国 Karlsruhe 大学流体力学研究所 Schenkel 教授 程永光 

12 2006.09.25.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 Kaiqin Xu et al、Tsuyoshi FUJITA、

Tadanobu NAKAYAM 三位教授 王先甲 

13 2006.09.25. “创新管理策略与教育”国际学术会议代表 30 余人 谈广鸣 

14 2006.10.10. 
国际水管理研究院 Biradar C.M.、Noojipady, P., Li, Y.J.两位

博士 崔远来 

15 2006.11.03 
美国新思国际有限公司、创建美国冠达(GWANTEL)国际

工程技术公司等 2 人 赖  旭 

16 2006.11.13.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John. L. Meek 教授 周创兵 

17 2006.11.10. 加拿大 MC Gill 大学 农业与环境科学学院专家 杨金忠 

18 2006.11.25.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和香港工程师学会考察团 32 人 谈广鸣 

19 2006.03.04. 中南勘测设计院专家一行 伍鹤皋 

20 2006.03.16. 河海大学书记林萍华教授一行 5 人 谈广鸣 

21 2006.03.17. 长江水利委员会设计院专家 伍鹤皋 

22 2006.04.19. 水利部灌排中心领导专家 黄介生 

23 2006.05.30. 黑龙江大学教师 谢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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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时  间 主要来访人员及单位 邀请人/接待人 

24 2006.05.30. 南水北调办公室前总工汪易森 王长德 

25 2006.06.12. 河海大学余钟波、郝振纯教授 梅亚东 

26 2006.09.25. 石家庄经济学院、国土资源部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开放

研究实验室徐广明主任等 3 人 
杨金忠 

27 2006.10.12.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等 26 人 谈广鸣 

28 2006.10.18. 兰州大学常务副校长及各实验室主任一行 9 人 谈广鸣 

29 2006.10.23. 大连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孔宪京教授一行 谈广鸣 

30 2006.10.25. 中国地质大学环境学院水文地质系教师 王富庆 

31 2006.10.25. 国家科技部奖励办公室综合处李斌处长 谈广鸣 

32 2006.10.28. 国土资源部鹿心社副部长 谈广鸣 

33 2006.11.03. 上海大学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代钦副研究员 黄社华 

34 2006.11.06. 甘肃省水利、电力、农业等部门机关领导一行 16 人 吴运卿 

35 2006.11.17. 国家科技部奖励办公室陈传宏主任、湖北省科技厅成果处

张宝庆副处长等领导 周创兵 

36 2006.12.15. 国务院南水北调委员会办公室宁远副主任等一行 6 人 谈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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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开放基金 

3.5.1  开放课题进展 

2006 年 12 月，实验室对 2004 年设立的 12 项开放基金课题，进行了结题验

收，共发表了公开学术论文 50 篇，其中 SCI、EI 论文 5 篇，出版专著 1 部；对

2005 年度设立的 12 项开放基金课题进行了中期检查，各课题进展良好，全部通

过中期检查。同时，对来自四川大学等 8 个单位的 10 多份实验室开放基金申请

书进行了认真的审查，通过专家评估与学术委员会讨论， 后设立了 9 项基金课

题，总经费 36 万元。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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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 
情况 

2004B008 李志军
干旱和盐分胁迫对胡杨、灰叶胡杨的水分

利用的影响研究 
塔里木农垦大学 
植物科技学院 

结题 

2004B009 张成才 基于遥感技术的洪水灾害监测方法研究 
郑州大学环境与 

水利学院 
结题 

2004B010 王中根
基于 GIS 的分布式地表与地下水耦合模拟

研究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待结 

2004B011 郑  源 水轮机组过渡过程尾水管流态试验研究 河海大学 待结 

2004B012 陶  涛 城乡发展与水资源管理模型信息系统研究 同济大学 结题 

2004B013 王协康 卵砾石粗化层形成与破坏水流特征研究 
四川大学高速水力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结题 

2004B014 史玉升 灌水器微小流场的数值模拟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结题 

2004B015 孙  涛 长江口生态环境需水动力学机理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环境学院 

结题 

2004C006 钱忠东 水轮机全流道固液两相湍流数值模拟 武汉大学 结题 

2004C007 曹志先 复合明渠非恒定流实验研究 武汉大学 结题 

2004C008 王喜春 基于 3S 的环保及水利工程的研究 武汉大学 结题 

2004C009 汪卫明 拱坝坝肩抗震稳定分析的块体元法研究 武汉大学 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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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开放课题进展情况 

课题编号 负责人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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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环境学院 良好 

2005B017 尤学一 生态环境数值实验模拟槽 天津大学环境学院 良好 

whu2005B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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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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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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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交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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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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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与统计学院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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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水电学院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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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与统计学院 良好 

2005C013 梅亚东 水资源安全评价研究 武汉大学 
水利水电学院 良好 

2006 开放基金资助课题  (起止时间 2006.12~2008.12)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负责人 

2006B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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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安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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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B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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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旭升 

2006B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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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明建 

2006B026 小流域山洪的动力学模拟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刘青泉 

2006B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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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连军 

2006B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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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 杨 

2006B029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大坝群安全的风险决

策研究 河海大学 周建方 

2006B030 水电站水击与调压室涌浪的随机分析 河海大学 朱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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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开放课题成果 

2004 开放课题成果 

序

号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 作  者 

1 
卵石床面清水冲刷稳定形态及其水流结

构试验研究 
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2006, 38(3):6-12 
王协康 

2 卵砾石床面时均流速分布的试验研究 
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2007, 39(2):1-6 
王协康 

3 
Study on hydraulic performance of drip 
emitters by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AGR WATER MANAGE, 
2006,84(1 

史玉升 

4 
Advanced methods to develop drip emitters 
with new channel types 

APPL ENG AGRIC, 
2006,22(2): 243 

史玉升 

5 
Study of Hydraulic Performance of the 
Eddy Channel for Drip Emitters 

IRRIG DRAIN, 
2006,55(11): 61 

史玉升 

6 灌水器注塑模浇注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 
农业机械学报, 
2006,34(4):86 

史玉升 

7 精密滴灌灌水器注塑工艺模拟与优化 
农业机械学报, 
2006,34(4):86 

史玉升 

8 精密滴灌灌水器快速响应开发方法研究 
农业机械学报, 
2006,34(4):86 

史玉升 

9 新型滴灌带绕流流道水力性能研究 
农业工程学报, 
2006,34(4):86 

史玉升 

10 
利用水平扫描线算法实现 STL 表面模 
型三维网格化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34(4):86 

史玉升 

11 精密注塑模具计算机辅助设计与优化 航空制造技术, 2006,(4):86 史玉升 

12 
滴灌灌水器低成本快速开发理论与方法

研究 
农业工程学报, 
2005,21(2):17 

史玉升 

13 滴灌灌水器精密注塑模具设计与开发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2005,(7):1 
史玉升 

14 
农业节水产品(灌水器)低成本快速开发方法

研究 
节水灌溉, 2004,(5):31 史玉升 

15 
滴灌灌水器流道中流体流动机理及其数

字可视化研究 
节水灌溉, 2004,(5):31 史玉升 

http://admin.isiknowledge.com/JCR/JCR?RQ=RECORD&rank=1&journal=AGR+WATER+MANAGE
http://admin.isiknowledge.com/JCR/JCR?RQ=RECORD&rank=1&journal=APPL+ENG+AGRIC
http://admin.isiknowledge.com/JCR/JCR?RQ=RECORD&rank=1&journal=IRRIG+DRAIN
http://e48.cnki.net/kns50/classical/singledbdetail.aspx?QueryID=7&CurRe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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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 作  者 

16 新型灌水器快速自主开发数字试验研究 节水灌溉, 2004,(2):10 史玉升 

17 
Environmental flows for the Changjiang 
(Yangtze) Estuary Based on Salinity 
Objectiv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in review) 

孙  涛 

18 
Critical environmental flows to support 
integrated ecological objectives for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 China.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review) 

孙  涛 

19 基于分形理论的需水量预测方法 
同济大学学报 EI vol.32 No.12 

2004 P1647-1650 
陶  涛 

20 供水水库优化模拟风险调度模式的研究 
水利水电技术,vol.36 No.11 

2005 P8-10 
陶  涛 

21 
An Informatics Tool for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Shanghai City 

Proceedings SUSDEV-CHINA 
Symposium, MTT Agrifood 
Research Finland, Jokioinen, 

Finland 

陶  涛 

22 城市化进程中水资源供需分析趋势 
中国给水排水, 

vol.22 No.8 2006 P8-11 陶  涛 

23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对上海地区生态环境

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水土保持研究, 

vol.13 No.2  2006 P39-41 陶  涛 

24 基于 DSSA 的水资源管理系统 
灌溉排水学报 Vol 24 

NO 6(B),P57-59,2005.12 
王喜春 

25 基于体系结构的水资源管理系统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Vol 279,No 1,P48-51,2006.1 
王喜春 

26 
基于特定域软件架构的水资源管理系统

域分析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Vol42,No2,P211-214,2006.1 
王喜春 

27 应用中间件技术的水资源管理系统 
长江科学院院报, 

Vol 23,NO 3,P21-24,2006.6 
王喜春 

28 基于 GIS 控件的电子地图制作 
郑州大学学报(工学版), 
26 卷(1).96-99,2005.3 

张成才 

29 酒埠江水库旅游电子地图的研制 
河南农业大学学报, 

40 卷(1).95-97,2006.2 
张成才 

30 
基于 Geodatabase 的内河航道空间数据库

开发 
水运管理, 

28 卷(7).17-20.2006.7 
张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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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 作  者 

31 河南白沙灌区基础地理信息管理系统 
中国第四届水问题论坛学术年会, 

2006.9,河南郑州 
张成才 

32 
基于 Geodatabase 模型的空间数据库的构

建 
中国第四届水问题论坛学术年会, 

2006.9,河南郑州 
张成才 

33 
Experimental study of landslide-induced 
flooding in open channel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luvial 
Hydraulics: River Flow 2006, 
1531-1539,Lisbon, Portugal. 

曹志先 

34 
Pointwise and upwind discretizations of 
source terms in open-channel flood routing.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Ser. B, 
18(4), 379-386, 2006. 

曹志先 

35 
Coupled two-dimension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of flooding over erodible 
sediment bed.  

Submitted to 32nd IAHR Congress, 
July 2007, Italy. 

曹志先 

36 
Shallow water hydrodynamic models for 
hyperconcentrated ediment-laden floods 
over erodible bed.  

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Elsevier, 29(4), 546-557, 2006. 

曹志先 

37 
Flume experiments of landslide dam-break 
flood over erodible bed in open channels.  

Submitted to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Ser. B, 2007. 

曹志先 

38 
Large eddy simulation of vortexing flow in 
the mold with DC magnetic field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Fluids 
Engineering, 2005, 

Vol.10(1).56-62(韩国) 
钱忠东 

39 四种湍流模型对空化流动模拟的比较 
水科学进展, 

2006,Vol.17(2)203-208 
钱忠东 

40 
湍流模型对水轮机压力脉动数值预测的

比较 
水力发电学报,2007,No.5 钱忠东 

41 水轮机补气条件下压力脉动的数值预测 水力发电学报,2008,No.3 钱忠东 

42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Pressure Pulsation in Francis Hydraulic 
Turbine With Gas Admission 

Proceedings 1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ydropower Technology & Key 
Equipment,Beijing.366-372 

钱忠东 

43 混流式水轮机内固液两相湍流的数值模拟 
中国水力学基础研究与工程应用, 

武汉,2004,98-103 
钱忠东 

44 岩体 p 型自适应块体单元法研究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5,24(4):559-564 
汪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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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 作  者 

45 
大花水拱坝的块体元法和拱梁分载法耦

合分析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5,24(增 2):5281-5286 
汪卫明 

46 
弹粘塑性块体单元法在龙滩水电站右坝

肩边坡稳定分析中的应用 
岩土力学, 2006,27(1):107-111 汪卫明 

47 
块体单元法在龙滩边坡开挖与加固分析

中应用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2006,46(增):S178-S184 
汪卫明 

48 块体单元法动力分析研究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7,26(3):608-613 
汪卫明 

49 
岩石边坡动力稳定安全系数的块体单元

法分析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7,26(增 1) 
汪卫明 

50 GIS 空间分析理论与方法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0 张成才 

51 水利地理信息系统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9 张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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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2006 年，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工作稳定，积极发挥了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作

用；同时，实验室积极邀请、聘任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到实验室进行短期合作研

究，充分发挥流动研究人才作用。在人才培养方面，当年在站博士后 11 人，在

读博士研究生 191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230 人，在读其它学历研究生 204 人；出

站博士后 2 人，毕业博士生 56 人，毕业硕士生 136 人，毕业其它学历研究生 7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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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岩石力学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

海外评审专家。担任数个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Computers and Geotechnics，

International J. for Numerical and Analytical methods in geomechanics，欧洲土木工

程学报 (Revue Europenne de Genie Civ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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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宽诚教育讲学基

金、中法先进研究项目(PRA)环境学科资助获得者。 

邵建富教授是国际混岩石力学中热-水-力-化学耦合问题的著名专家，无论在理

论研究还是工程应用都有卓越的贡献，他的科研成果在国际上得到认同和引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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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重要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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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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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11 部，编著专著 3 部。 

（二）周创兵当选为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任职期限：2006.10—2010.12 

周创兵教授，1962 年生。1995 年 6 月获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工结构专业博

士学位，1996 年 12 月晋升教授，1999 年评聘为博士生导师。现为水资源与水电

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岩石力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理事、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会员，国家基金委工程与材料学部学科评审组成员，湖

北省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水利学会岩

土力学专委会副主任，中国水利学会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委会 副主任，教育部

地质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

会委员，水力学与山区河流开发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科

技委工程一部委员，《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编委，《岩土力学》编委，《湖北水

力发电》编委。 

主要研究领域为岩石力学与工程、水工结构。主持或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裂隙岩体渗流与力学特性研究”(主持)、国家“973”项目课题“碳酸盐岩

缝洞型油藏数值模拟研究”(主持)等科研项目 19 项。发表学术论文 80 多篇，被

SCI、EI、ISTP 收录论文 58 篇，出版专著 1 部；研究成果“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

合理论及工程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第一完成人)，湖北省科技进步特

等奖 1 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电力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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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聘任流动研究人员 

姓  名 受聘人单位 专  业 聘职 聘 期 编 号 推荐人 

井兰如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土地与水利工程系 
岩石 
力学 

兼职 
教授 2006.9~2009.8 2006015 周创兵 

曹广晶 
中国三峡建设总 

公司 
水工 

兼职 
教授 2006.8~2009.8 2006036 谈广鸣 

4.2  博士后培养 

2006 年，实验室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共计 12 人。其中，徐青等 7 人为 2006

年进站，王喜春、罗小峰等 2 人为 2006 年相继出站。 

4.2.1  在站博士后 

2006 年博士后流动站人员情况 

姓  名 
进站 
时间 

出站 
时间 

合作 
导师 

研究课题 

王喜春 2004.03 2006.05 杨金忠 地下水、土壤水运动理论 

罗小峰 2004.07 2006.05 谈广鸣 水沙的数值模拟 

胡安焱 2005.01  郭生练 水文水资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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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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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博士后研究成果 

2006 年博士后研究成果 

序

号 发表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刊物 
类别 

发表 
时间 作 者 

1 不同水文组合对长江口南港

流场的影响 水运工程 核 心 2005.01 罗小峰 

2 径流和潮汐对长江口盐水入

侵影响数值模拟研究 海岸工程 一 般 2005.09 罗小峰 

3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Salinity in Yangtze Estuary 

Second Sino-German 
Joint Symposium on 
Coastal and Ocean 

Engineering 

国 际会 
议 2004.10 罗小峰 

4 基于DSSA 的水资源管理系统 灌溉排水学报 核 心 2005.12 王喜春 

5 基于体系结构的水资源管理

系统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核 心 2006.01 王喜春 

6 应用中间件技术的水资源管

理系统 长江科学院院报 核 心 2006. 王喜春 

7 ArcGIS 水文数据模型在区

域水平衡分析中的应用 
第六届 ArcGIS 暨

ERDAS 中国用户大会 
国 内 
会 议 

2004.10 王喜春 

4.2.3  博士后研究进展 

(1) 罗小峰 

A.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进行了河口海岸数值模拟系统的研究及其应用，主要内容如下： 

1) 数值模拟系统的编制，考虑了建模、计算和演示的系统集成； 

2) 数值模拟系统的可视化，考虑了整个系统的可视化，提供了水流、盐度、

泥沙的各种可视化表达模式； 

3) 二维算法选用了目前成熟的 ADI 法，三维选用 POM 模式，探讨了各种

模拟参数的选取原则及系统集成，并研究了各种常见的模拟方法； 

4) 成功地利用该系统进行河口海岸工程的数值模拟研究。 

B.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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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的主要成果如下： 

1) 自主开发了一套河口海岸水流、盐度及泥沙的数值模拟系统，该系统具

有操作界面友好、可视化程度高、集成性和适用性强等优点； 

2) 系统具有良好地向导式建模界面，可以引导用户轻松完成建模以及计算

参数等的选择。 

3) 系统借鉴了计算实时可视化的思想，使得用户在计算的同时可以考到所

有模拟结果的图形或动画； 

4) 系统具有强大的后处理系统，用户可以轻松地通过界面定制所需的各种

标量场和矢量场的可视化表达模式； 

5) 该系统成功地用于长江口多个工程项目的研究，并同时应用于丹东港、

大丰港、狮子洋等河口海岸地区，适用性较好。 

C. 研究意义 

数值模拟系统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具有一定工程应用价值，系统中考虑

了各种模拟手段及参数、公式的集成，模拟结果的多种可视化表达模式。 

目前在国内数值模拟算法的研究开展的相对较多，而完整的河口海岸指数模

拟可视化系统相对较少，成型的数值模拟软件几乎为空白，随着计算机和数值模

拟算法的不断进步，在河口海岸工程的研究中，数学模型以其速度快、成本低等

优点应用越来越广泛。 

通过本项研究目的是开发一个中文界面的，适用于国内的河口海岸工程研究

的数值模拟软件。 

(2) 王喜春 

A.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1) 通过适当的途径与方法定义水资源管理系统领域的边界。 

2) 利用一切信息源，对水资源管理系统领域中系统的需求进行分析，确定

系统广泛共享和单个系统独有特征。  

采用的是基于特定领域体系结构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水资源管理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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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进行分析，识别这些应用的共同特征和可变特征，对刻画这些特征和操作

进行选择和抽象，形成领域模型，依据领域模型产生出领域中应共同具有的体系

结构(DSSA)。或生成过程，并以此为基础识别、开发和组织可复用构件。 

B. 研究成果 

1) 从软件工程学的角度，结合 GIS 在水资源管理系统应用领域本身的特点，

提出了基于软件体系结构的水资源管理系统开发过程是实现“过程驱动、面向领

域和重用”的软件开发范型的一种有效方法。该方法的实现将为开发出具备效率

高、性能稳定、质量可靠、风格一致且规模宏大等优点的水资源管理系统提供有

力保证，体现了新的以系统为中心，融合已有各种先进技术的水资源管理系统应

用开发模式的一种发展趋势。 

2) 系统地研究了领域工程和应用工程的关系,根据水资源管理在应用开发中

的现状和遇到的问题，通过对相关解决技术如构件技术，软件体系结构技术等的

研究与分析，介绍了双重生命周期模型, 指出了开发水资源管理软件系统的不同

开发模式，以及领域工程所处的位置，目标在于在水资源管理中应用领域工程来

降低应用开发复杂度，提高软件生产率，支持动态的灵活可扩展的软件体系结构

模型。提出了基于水资源管理领域的软件体系结构工程流程，为水资源管理应用

开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3) 提出的基于水资源管理领域的领域分析方法，具有以下优点：它是基于

DSSA 的，进行领域定义时则考虑了 JODA 方法中的领域的可理解性，在域功能

定义时则考虑了 Synthesis 方法中在共性和个性映射方面的优点，同时还从 FODA

中借用了有关从数据和功能视图中对特征的分析的想法。该方法实现了基于水资

源管理领域的软件体系结构工程流程的关于领域分析的部分，该方法将为领域工

程与水资源管理系统的结合提供一个有力的案例。 

4) 系统地研究了领域独立模型，讨论软件系统的 DSSA，解释在

YHVD-IRWRAS 中域模型和参考构架模型的作用，并使用其对水资源管理系统

参考构架进行描述。并对该构架中的主要域及它们的组件作了说明，分析了这些

组件间的相关系，展示了如何将这些组件复合成更大的系统。集合了 UML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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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 各自的优点，并将 UML 与 ADL 结合起来设计 WRAS 构架。为探索如何用

一种公共形式把各种语言综合起来，使得能够交换各种体系结构描述信息，并有

效地建立 WRAS 系统构架提供了一种思路。 

5) 系统地研究了三层体系结构、构件技术及其优点、常用构件分析、中间

件技术、中间件的类别等内容。介绍了宜昌市黄柏河流域及东风渠灌区水资源管

理系统(YHVD-IRWRAS)的项目背景、系统框架，详细介绍了数据库实现、水资

源管理系统工程开发中WebGIS技术和中间件技术的应用及其在系统中的工作原

理，并以一个实用的水资源管理系统(YHVD-IRWRAS)的设计和实现为例，介绍

了 WebGIS 技术和中间件技术水资源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践。 

6) 系统地研究了 WRAS 构件入库、构件分类方法、构件检索方法等内容，

讨论了构件分类和匹配原理，并对签名匹配的定义和几种模式进行了研究，把几

种方式融合在一起，得到复合匹配。给出了 WRAS 构件的分类方案与数据结构

描述、以及基于领域分类的查询检索设计。该检索设计方案是适用于在水资源管

理领域检索可复用水资源管理构件库的，能够实现高效的检索，能够大大降低构

件理解和检索的成本。 

C. 研究意义 

本研究从软件工程学的角度，结合水资源管理系统工程本身的特点，提出的

基于软件体系结构的水资源管理系统开发过程,使得该范型的开发，在体系结构

指导之下，是以组件库为设计软件的开始而不是从头开始。是实现“过程驱动、

面向领域和重用”的软件开发范型的一种有效方法。该方法的实现将为开发出具

备效率高、性能稳定、质量可靠、风格一致且规模宏大等优点的水资源管理系统

提供有力保证，体现了新的以系统为中心，融合已有各种先进技术的水资源管理

系统应用开发模式的一种发展趋势。从而大大提高水资工作同源管理系统的开发

效率，降低开发费用，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本研究成果所提出的基于水资源管理领域的领域分析方法以及水资源管理

系统参考构架对于在日后其他相关的水资源管理系统的设计、开发中将起到良好

的参考及借鉴作用，具有较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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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生培养 

4.3.1  研究生培养 

2006 年，实验室研究生培养力度进一步增强，在读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

会议达 53 人次，参加学术会议情况见附件 9。新招收博士研究生 43 人，新招收

硕士研究生 140 人；毕业博士研究生 56 人，毕业硕士研究生 156 人。 

4.3.2  优秀研究生名单 

(1) 2006 年武汉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名单 

祝启虎  张国栋 

(2) 2006 年武汉大学优秀研究生名单 

石  妍  吴  亮  郑惠峰  朱红兵  蒋春艳  王志国 

王广民  邹朝望  陈广才  陈  霞  窦身堂  李超群  

张湘隆  李明罡  许文盛  张  炯  代俊峰  林凯荣  

张艳敏  张  强  唐海华  李云辉  祝启虎  哈  欢  

刘  灿  寇继生  方  彬  赵  微  罗秋实  庄  佳  

陈  玺  陈晓丹  刘彩云  张国栋  周冬妮  何  吉  

王  龙  陈武谨  汪正春  江  炜  蔡  富  叶爱中 

肖  义  董前进  黄显峰  魏小华  刘杏红  黄建文  

张  俊  岳志远  周  华  郭  靖  李韩笑  吴玉婷 

张  权  任玉敦  田  甜  王  锋  余  雷  龚  静 

鲁小兵  蒋  琪  杨朝晖  田海平  杨  艳  孙  俊 

李  玮  姚惠芹  代  涛  范锡峨  甘富万  俞  淞 

谢先红  史良胜  童菊秀  程  井  穆锦斌  程智秀 

史 超 



 

 

 

 

 

 

 

 

 

 

5 运行管理与建设 
 





2006 年年报  5  运行管理与建设 

 ·59·

5  运行管理与建设 

5.1  实验室运行管理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实验室是根据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建设的需

要，开展科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独立机构。实验室直接依托于武汉大学，

具有相对独立的人员引进与聘用的人事权和学校二级独立帐号财务权，与水利水

电学院之间关系密切，主要固定人员来源于水利水电学院，大部分流动研究人员

关系在水利水电学院，实验室主要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水利水电学院侧重于人

才培养。 

依据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规定，实验室经挂靠单位武汉大学审批，2006 年 1

月任命正副主任 4 人(主任谈广鸣，常务副主任杨金忠,副主任谢平、吴运卿)，其

中主任为 2006 年 7 月教育部任命；正副主任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同时，实验

室成立了由实验室正副主任、学术带头人组成的 9 人室务工作委员会。凡实验室

的重大事情，提交室务会讨论决定。 

主 任：谈广鸣，全面主持实验室工作；主管基地与学科建设工作，协调实

验室与各方面的工作关系。 

常务副主任：杨金忠，负责实验室日常工作；分管学术与科技工作，国际合

作与交流，实验室治安综合治理和消防工作；协管基地与学科建设工作。 

副主任：谢  平，分管实验室开放基金，实验室设备与档案工作，各实验大

厅的建设与管理，实验技术人员管理。 

副主任：吴运卿，协助主任、常务副主任工作；分管实验室日常工作，宣传

工作；协管实验室治安综合治理和消防工作。 

实验室为贯彻“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管理体制，从实验室建设和学术

梯队配备出发，聘请国内外优秀学者到实验室工作，建设了一支数量充足、素质

优良、结构合理、流动有序的研究队伍，提高了研究队伍整体水平，努力使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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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成为科学研究基地、人才培养和学术活动中心，结合实验室特点和实际，制定

了《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聘用与管理办法》。其中规

定了实验室研究人员的聘用原则、聘用条件、聘用范围、研究人员的权利与考评

办法等。 

为了进一步增强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国内外的学术交

流，鼓励出成果、出人才，提高实验室的学术地位，提高实验室的研究层次，鼓

励发表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和学术专著，经室务委员会工作会议讨论通过，2006

年实验室制订了《关于科技论文、论著及奖项的奖励办法》、《关于鼓励申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基础研究项目的暂行办法》。 

5.2  研究方向调整 

研究方向三原名称：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灾方法 

研究方向三现名称：河流水沙运动规律与调控方法 

现主要研究内容： 

(1) 河流水沙运动基本规律 

主要研究从上游到河口范围内自然条件以及人类活动影响下河流水流泥沙

运动规律，以及水流泥沙运动与河流形态、水量的时空分布、水质、生态、环境

之间的耦合作用。 

(2) 河流模拟理论与技术 

主要研究耦合与非耦合高性能数值计算技术、数学模型，不同尺度正、变态

物理模型方法及其模型测控技术。 

(3) 河流水沙调控原理与方法 

主要研究基于改变水资源时空分布、开发水能资源、防洪减灾、生态修复、

防治污染等维系河流健康的水沙调控的原理与方法。为建立包括水电工程在内的

多种工程相结合的调控体系，探索调控体系联合运用的优化模式和方法奠定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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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实验室建设验收 

2006 年 10 月 20 日，科技部基础研究司组织验收专家组(名单附后)，在武汉

大学对 2003 年 11 月批准建设的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验

收。专家组听取了实验室建设负责人的建设报告，考察了实验室建设，审阅了验

收申请报告和相关材料，并与实验室研究人员进行了座谈。经过认真讨论，形成

如下验收意见： 

(1) 该实验室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与科学发展前沿趋势，紧密结合我国水资源

利用和水电能源开发研究中的基础理论问题，以国家“973”、“863”、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和国家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科研项目为支撑，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和广阔应用前景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凝炼了以水资源高效利用和水电站过渡过程

为特色的五个研究方向，在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研究领域表现出强劲发展态

势。 

(2) 通过人才培养和引进，形成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为学科带头人、一批在

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为主的研究队伍，固定研究人员和流动

研究人员相结合，建立了结构合理、方向明确的学术团队，有效地发挥了团队作

用，带动了一批年轻学术骨干的成长。 

(3) 该实验室在原有良好的科研条件基础上，总体完成了建设计划所提出的

仪器设备购置、研制和配套设施建设计划，为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基础研究提

供了高水平的科研平台。 

(4) 该实验室在对外开放方面，通过主办、承办国内国际学术会议，设立开

放研究基金等措施，促进了相关学科研究人员的国内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使实

验室成为优秀科学家的聚集之地，提高了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发挥了国家重点实

验室的研究基地作用。 

(5) 实验室实行了主任负责制，充分发挥了学术委员会的指导作用，建立了

符合本实验室特色的管理制度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 

综上所述，验收专家组认为该实验室建设期研究方向明确、发展定位准确、

队伍稳定、成果突出，注重年轻人才引进与培养，平台建设卓有成效，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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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良好，总体完成了建设任务，一致同意该实验室通过验收。 

建议依托单位给予实验室在政策、经费方面以更大支持；尽快开工建设实验

室主体大楼；进一步加大优秀年轻人才的培养力度。 

实验室验收专家领导名单 (2006 年 10 月 20 日) 

姓  名 职称/职务 工  作  单  位 专  业 备注 

王  浩 教授／院士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资源 专家 

文伏波 教授／院士 长江水利委员会 水  工 专家 

丁平兴 教  授 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华东师范大学) 沉积动力学 专家 

曹叔尤 教  授 
水力学与山区河流开发保护国家重点实验

室(四川大学) 
河流动力学 专家 

王光谦 教  授 
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清华大学) 
水沙科学 专家 

彭世彰 教  授 
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河海大学、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水利工程管理 专家 

康绍忠 教  授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水土工程 专家 

钟登华 教  授 天津大学 工程图学 专家 

郦能惠 教  授 南京水科院 水  工 专家 

沈建磊 处  长 国家科技部  领导 

王  静 工程师 国家科技部  领导 

杜  鹏 工程师 国家科技部  领导 

李渝红 处  长 国家教育部  领导 

郭生练 副省长 湖北省政府  领导 

周创兵 副校长 武汉大学  领导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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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会议，于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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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副校长周创兵教授致欢迎词，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对一年来实验室工作情况

向学术委员会作了汇报，并就下阶段工作设想提请会议讨论。学术委员会讨论了

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发展目标，审定了申请资助的实验室开放课题，一致认为： 



2006 年年报  5  运行管理与建设 

 ·63·

(1) 实验室根据研究方向，围绕近期研究内容和目标，注重与国家重点研究

课题和国家重点工程问题相结合，在优势研究领域取得了多项创新性及应用性研

究成果，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创新型人才培养成效明显； 

(2) 学术委员会审定了 2006 年度实验室拟定的开放研究基金课题 9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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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结合实验室近期研究内容和和人才队伍情况，实验室提出研究方向三由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灾方法”调整为“河流水沙运动规律与调控方法”的建议

合理可行，同意进行调整； 

(4) 实验室提出的主任招聘、杰出人才培养与引进、研究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研究成果的总结与应用等工作计划，符合实验室发展需要，建议加大力度、尽早

实施。 

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到会委员名单 

姓  名 职  称 学术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郑守仁 教授、院士 主  任 长江水利委员会 

王  浩 教授、院士 副主任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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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松贵 教授级高工 委  员 黄河水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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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设备运行与建设 

本年度建设项目“985”国家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计划，总投入建设经费 177

万元，主要用于队伍建设、人才引进、大坝渐进破坏试验加载系统、称重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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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渗透仪(量测系统、箱体系统、称重系统)等仪器设备的购置、学术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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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具体运行情况见附件 6。 

为了评价水电工程对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深入研究水资源的时空分布

规律，2006 年 5 月，经双方友好协商，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实验室分别与河

北省保定市水土保持试验站、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江西千烟洲试验

站，就合作建设易水河流域水循环实验基地、江西千烟洲水循环实验基地事宜，

达成了如下协议： 

(1) 双方同意联合共建野外实验基地，并开展长期合作。 

(2) 在协议签字生效后，甲方向乙方提供一定经费，用于该基地的启动经费

以及起始的三年实验观测、资料整理和设备运行维护等。 

(3) 协议期内，乙方现有的办公与观测用房无偿提供甲方使用，并对甲方实

验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4) 协议起始三年(2006 年 6 月 1 日至 2009 年 5 月 31 日)，基地实验观测资

料归双方共同拥有，利用该实验数据获得的研究成果需标注相关人员姓名和单位

名称。协议后七年(2009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基地实验观测资料甲

方有优先有偿使用权。 

(5) 为建设好该实验基地，经双方协商，设立基地管理委员会，负责合作期

间所涉及的一切事宜。基地管理委员会主任由双方联系人担任。 

(6) 协议有效期：10 年(2006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 

（一）江西千烟洲实验基地简介 

江西千烟洲实验基地始建于 1983 年，位于江西省泰和县境内，北纬 26°44'48"，

东经 115°04'13"。属我国中亚热带典型红壤丘陵区，具有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

植被类型为人工针叶林。站内海拔多在 100m 左右，相对高度 20～50m。土地总

面积 3062 亩，含 3 个小流域，81 个山丘。1985 年被列为江西省“山江湖”综合开

发治理试验示范基地，1988 年被确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MAB)

红壤丘陵综合开发治理国际试验示范研究站，1991 年成为国家区域农业开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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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试区，之后又定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赣中培训中心。2002 年江西省区

域生态过程与信息重点实验室以本站为依托正式建立。 

实验基地目前以“红壤丘陵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途径研究”；“红壤丘陵生态

恢复的过程与机理研究”和“红壤丘陵农林复合生态系统的建立与示范研究”为

主要研究方向。长期观测项目有：常规气象观测、农田小气候观测、林内小气候

观测、生物生长量测定、土壤理化性状观测、水文测量以及人口与土地利用等社

会经济活动监测。长期试验项目有：天然植被演替封育定位试验、人工林生长与

自然稀疏规律试验、不同植被水土保持效益定位试验、植被恢复与水文过程观测、

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等。该站创建的“丘上林草丘间塘，河谷滩地果渔粮”立

体农业模式被誉为“千烟洲模式”，为南方红壤丘陵区开展以小流域为单元的农

业生态工程建立了样板。 

千烟洲实验基地距京九铁路井冈山站约 40km，距井冈山机场约 60km，接近

319 和 105 国道，交通十分便利。站内现有科研楼(含实验室、办公室、机房、图

书资料室等工作用房)、招待所、气象站、森林水文站等试验研究基础设施和生

活设施 3000 平方米，可为从事林学、生态学、地理学、植物学和环境科学的有

关专业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提供科研基地与实习场所。 

（二）河北保定水土保持实验站-易水河流域实验基地简介 

河北保定水土保持实验站-易水河流域实验基地位于河北省易县易水河流

域。易水河流域地处河北省易县大清河水系白洋淀上游，面积 1714.09 平方公里，

地处太行山脉北段东麓，地势西高东低，包括北易水河和中易水河流域，分属易

县和定兴县境内。该流域山区主要岩石分类有片麻岩和石灰岩，土壤为壤土或沙

壤土，土层厚度多为 10cm~50cm，坡度多为 5 度—35 度之间。植被类型主要有：

山区多为刺槐、油松、侧柏，果树多为柿树、杏树、板栗、枣树、核桃、苹果、

桃树等，灌木以胡枝子、荆条、酸枣为主，荒草以白羊草、红山草为主。流域属

温带大陆性季风区气候，其特点是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闷热多雨，降水量分配极

不均匀。流域内水利水电工程众多，有水库、灌渠、水电站，南水北调工程也从

该流域跨过，总长度 38 公里。主要河道及各水库均有水文站或水位站控制。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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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河流域是北方半干旱丘陵区的典型代表，是一个研究“数字流域”不可多得的试

验流域。 

易水河流域实验基地目前开展了大气降水、土壤水、地下水、地表水径流联

合观测，水质、环境同位素采样、径流场及主要流域断面的水质、泥沙采样、波

文比观测及水气通量观测，森林变化观测、主要植被变化观测、土地利用变化观

测、土壤中的氮、磷、钾等主要成分监测等观测内容，设备先进，精度很高，能

够满足建设数字流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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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验室大事记 

 2006 年 10 月 20 日，“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国

家科技部组织的包括 2 名院士和 4 位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在内的专家组验

收。专家组认为：实验室建设期研究方向明确、发展定位准确、队伍稳定、

成果突出，平台建设卓有成效，运行管理机制良好，总体完成了建设任务。 

 2006 年 1 月，武汉大学对实验室行政领导进行换届，主任谈广鸣，常务副主

任杨金忠，副主任谢平、吴运卿，其中主任于 2006 年 7 月经教育部任命、

科技部备案；正副主任分工明确，各负其责。 

 2006 年 5 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李义天教授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是本年度湖北省教育系统唯一的获奖者。 

 2006 年度成功获准一批国家级科研项目。获批国家“973”项目课题 2 项(均

为课题第二负责)；国家“863”计划课题 2 个(均为主持)；新承担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 项(主持 1 项，参加 1 项)，面上项目 16 项；主持承担国

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数量与获批

数量均有了较大突破。 

 2006 年 12 月 9 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一届四次会议召开。 

 2006 年 12 月 9 日，实验室研究方向三由“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灾方法”

调整为“河流水沙运动规律与调控方法”。 

 2006 年，实验室加强科技成果的凝炼与提升，获国家和省部级自然科学奖与

科技进步奖 10 项，其中周创兵教授等完成的“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理论及

工程应用”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杨建东教授等完成的“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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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过程理论与工程应用”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李远华教授(实验室流

动研究人员，武汉大学为第一单位)等完成的“不同尺度条件下灌溉水高效利

用研究与应用”获教育部高校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6 年 9 月，法国里尔科技大学邵建富教授入选长江学者讲座教授。10 月

周创兵教授当选为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2006 年 6 月，实验室建立两个野外实验基地--河北易水河流域水循环实验基

地、江西千烟洲水循环实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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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  件 

附件 1  固定人员情况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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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7 博士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 教授 

2 夏  军 男 1954.9 博士 水文及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 教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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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胡铁松 男 1964.7 博士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 教授 

5 李  兰 女 1956.2 博士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 教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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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张  翔 男 1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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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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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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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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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1 硕士 农田水利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优

化配置 
教授 

13 罗金耀 男 1955.4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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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崔远来 男 19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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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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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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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8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灾

方法 
教授 

18 谈广鸣 男 1958.5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灾

方法 
教授 

19 张小峰 男 1962.9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灾

方法 
教授 

20 陈  立 男 1966.1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灾

方法 
教授 

21 杨国录 男 1954.6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灾

方法 
教授 

22 曹志先 男 1963.10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灾

方法 
教授 

23 邓金运 男 1975.9 博士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灾

方法 
副教授

24 陈胜宏 男 1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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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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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4 博士 水工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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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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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肖  明 男 1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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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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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6 博士 水工结构工程 
水电工程结构与施工过程

仿真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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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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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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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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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名：赖旭完成合作研究回实验室工作；李典庆从香港科技大学引

进博士后；任春秀调入实验室从事管理工作；陈益锋为选留博士； 

2、本年度李大美退休，张仁铎完成长江学者计划返回美国，李进平调出实验室工作。 



7  附件     2006 年年报 

 ·72·

附件 2  流动研究人员情况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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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仁铎 男 1950.10 博士
土壤及水资

源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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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祥三 男 1944.11 学士 治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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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昌明 男 1956.9 博士
水文学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 教授 

7 王中根 男 1973.1 博士
水文及 
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 副研究

员 

8 张成才 男 1964.12 博士 水文学及水

资源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 副教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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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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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罗  强 男 1971.9 博士 农田水利 
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优

化配置 副教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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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刘川顺 男 1963.2 博士
水工结构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优

化配置 副教授 

14 李远华 男 1961.1 博士
农田水利 
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优

化配置 教授 

15 许崇育 男 1961.3 博士
水文学及 
水资源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优

化配置 教授 

16 陶 涛 女 1970.6 博士
水文学及 
水资源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优

化配置 讲师 

17 王喜春 男 1970.2 博士
摄影测量与

遥感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优

化配置 讲师 

18 李志军 女 1967.01 硕士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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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明辉 女 1969.11 博士
水力学及河

流动力学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

灾方法 副教授 

20 刘士和 男 1962.6 博士 流体力学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

灾方法 教授 

21 孙昭华 男 1976.10 博士
水力学及河

流动力学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

灾方法 讲师 

22 杨中华 男 1977.02 博士
水力学及河

流动力学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

灾方法 讲师 

23 戴会超 男 1965.1 博士
水力学及河

流动力学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

灾方法 教授 

24 郭俊克 男 1963.7 博士
水力学及流

体力学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

灾方法 教授 

25 王协康 男 1970.5 博士
水力学及河

流动力学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

灾方法 副教授 

26 孙  涛 男 1976.01. 博士 流体力学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

灾方法 讲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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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周宜红 男 1966.9 博士
水工结构 
工程 

水电工程结构与施工过

程仿真 教授 

29 何  真 女 1962.6 博士 建筑材料 水电工程结构与施工过

程仿真 教授 

30 姜清辉 男 1972.1 博士 岩土工程 水电工程结构与施工过

程仿真 副教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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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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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井兰如 男 1951.2 博士
1. 岩石力学 水电工程结构与施工过

程仿真 副教授 

34 史玉升  男 1962.6 博士 探矿工程 水电工程结构与施工过

程仿真 教授 

35 郑 源 男 1964.2 博士
水利水电 
工程 

水电站过渡过程 
与控制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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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在研纵向与重大工程课题 

2006 年在研纵向与重大工程课题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项目时间 项目类型 

1 
长江流域水沙立输及其与环境变化

耦合机理(2003CB4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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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盐调控精量灌溉技术 
(2006AA100207) 

杨金忠 2006.12~2009.12 “863”重点项目 

4 
农田面源污染灌排综合调控技术

(2006AA06Z342) 
邵东国 2006.12~2009.12 “863”面上项目 

5 
水泥基压电智能监测器在盾构管片

中的应用研究(2005AA332010) 
何  真 2005.9~2006.8 “863”项目子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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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撑计划课题 

7 
大流量预应力渡槽设计和施工技术

研究(2006BAD11B06) 
王长德 2006.12~2009.12

国家科技部十一五

支撑计划课题 

8 
大型渡槽结构优化设计及动力分析

(JGZXJJ2005－30) 
王长德 2006.01~2006.12 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9 
三峡左岸电站导叶最佳关闭规律及

机组安全运行的研究 
黄社华 2005.1~2006.10 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10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北汝河渠倒

虹河工模型试验 
刘士和 2005.1~2005.12 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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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南水北调中线运行控制方式研究 王长德 2005.10~2006 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13 南水北调中线得溪河水方案研究 王长德 2005.10~2006.12 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14 南水北调中线中游变化模型试验 陈  立 2006.10~2007.10 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15 三峡水电站直埋蜗壳研究 伍鹤皋 2004.9~2006.7 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16 三峡溃坝洪水对螺山洪水过程影响 张小峰 2006.1~2006.12 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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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项目时间 项目类型 

17 
裂隙岩体的渗流与力学特性研究

(50239070) 
周创兵 2003.1~2006.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专题 

18 
高坝开裂过程的三维 P-型自适应复

合单元方法研究(50379039) 
陈胜宏 2004.1~2006.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9 
基于暴雨数值模拟的流域洪水预报

模型与方法研究(50379040) 
宋星原 2004.1~2006.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 
基于随机函数多项式浑沌展开和随

机扰动的地下水随机数值分析方法

研究(50379042) 
蔡树英 2004.1~2006.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1 
黄河游荡型河段水沙数学模型研究

(50379038) 
李义天 2004.1~2006.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黄河研究 
联合基金专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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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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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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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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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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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高坝大库滑坡体诱发水沙灾害

(50409039) 
曹志先 2005.1~2007.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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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砻江联合基金专题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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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砻江联合基金专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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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砻江联合基金专题 

31 
西南地区复杂高陡边坡变形与稳定

分析方法研究(50539100) 
陈益峰

姜清辉
2006.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雅砻江联合基金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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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项目时间 项目类型 

32 
基于计算智能的流域水文过程空间

模拟研究(50579053) 
张  翔 2006.1~2008.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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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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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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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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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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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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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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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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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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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基于 GIS 的非点源污染建模理论与

方法研究(50549017) 
李  兰 2006.1~2006.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主任基金)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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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2009.12

国家自然基金重点

项目子题 
(水科院负责)  

44 
水工大体积混凝土裂缝机理与控制

(50539010) 
何  真 2006~2009 

国家自然基金重点

项目子题 
(长科院负责)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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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暴雨洪水预报的气象水文模型研究

(2005DBI3J101) 
宋星原 2006.1~2008.12 国家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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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项目时间 项目类型 

47 
“数字灌区”管理信息及决策支持系

统示范建设(05EFN216800404) 
崔远来 2005~2007 

水利部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基金 

48 
水稻灌区高效节水与持续高产的灌

排技术(CT200507) 
崔远来 2005~2007 

水利部“948”技术创新

与转化项目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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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5~2007.12

水利部“948”技术创新

与转化项目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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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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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中国水资源利用的经济学分析研究

(04JZD00011) 
夏  军 2005.1~2006.12

教育部哲学社科类

重大项目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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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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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科技重点项目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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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56 
泥 沙 淤 后 冲 刷 机 理 研 究

(20050486007) 
谈广鸣 2005.12~2008.12

教育部博士学科点

基金 

57 
水电站水机电联合过渡过程研究

(104120) 
赖  旭 2004.10~2006.10 教育部科技重点项目 

58 
江汉水循环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104204) 
郭生练 2004.10~2006.10 教育部科技重点项目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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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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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61 
冲积河流多重时间尺度 
(20040486049) 

曹志先 2006.12~2009.12
教育部博士学科点

专项基金 

62 
冰湖溃决洪水数学模拟 
(CX10G-E01-09) 

曹志先 2006.5~2007.8 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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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项目时间 项目类型 

63 
变化环境水循环模拟与时空分析研

究(CX10G-E01-08) 
张  翔 2003.7~2006.12 中国科学院 

64 
农田排水工程设计新方法研究

(206130989) 
王修贵 2003.10~2006.10

湖北省水利厅重点

科技项目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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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汉江中游水文生态特征及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研究(2005ABA292) 
郭生练 2005.12~2006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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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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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2007.12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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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汉江流域无资料地区水文预报与水

资源优化配置(2003ABB016) 
熊立华 2005.1~2007.12 湖北省杰出人才基金 

71 
大型水轮机组水力振动的大涡模拟

研究(2006ABB040) 
钱忠东 2006.1~2007.12 湖北省杰出人才基金 

72 
水利水电工程资源利用与防灾减灾

方法(2003ABA195) 
周创兵 2004~2006 

湖北省科技厅 
“创新群体”基金 

73 
湖北平原湖区水灾害综合治理标准

(869) 
王修贵 2004.12~2006.7 湖北省水利厅 

74 
沮河猴子岩流域洪水预报模型研究

(871) 
张  翔 2005.1~2006.12

湖北省水利重点 
科研项目 



2006 年年报  7  附件 

 ·79·

附件 4  在研横向课题 

2006 年在研横向课题(合同经费 30 万元以上) 

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1 雅砻江锦屏一级水电站枢纽区左岸边坡稳定

性分析及支护措施专题研究 周创兵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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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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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洛渡水电站进水口边坡及竖井稳定分析与

支护设计优化研究 陈胜宏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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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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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温岭市水利总体规划 梅亚东 温岭市水利局 

11 广州市水资源合理配置 胡铁松 珠委水资源保护科研所 

12 龙开口模型试验 胡志根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13 溪洛渡截流模型试验 胡志根 中国水电八局 

14 
溪洛渡水电站截流模型试验和截流水力学 
计算研究 

贺昌海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15 浙江省瓯江滩坑水电工程发电用水分层取水

进水口模型试验研究 
胡志根

杨  磊
浙江省北海水力发电公司 

16 瀑布沟爆破试验 卢文波 四川瀑布沟工程714联营体 

17 广东河源电厂取水河段模型试验研究 陈  立 中南电力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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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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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月牙肋钢岔管程序开发 伍鹤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20 景洪水电站管道和蜗壳研究 伍鹤皋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21 白莲河蓄能电站厂房计算 伍鹤皋 白莲河蓄能公司 

22 长河坝导流洞研究 伍鹤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23 瀑布沟蜗壳模型试验 伍鹤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24 小湾地下厂房反演分析 肖 明 小湾建设公司 

25 岗曲河厂房、调压井稳定分析 肖 明 西北勘测设计院 

26 瀑布沟地下厂房稳定分析 肖 明 成都勘测设计院 

27 瀑布沟地下厂房反分析 肖 明 瀑布沟建设公司 

28 锦屏厂房、调压井稳定分析 肖 明 华东勘测设计院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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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官地水电站引水发电系统计算及试验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31 金沙江上游水电规划环评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32 水布垭水电站过渡过程模型试验 杨建东 湖北省清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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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长江武汉河段采沙计算 张小峰 长江委水文局 

35 广州市番禺区水利现代化综合发展规划 黄介生 广州市番禺区水利局 

36 番禺区中心镇水利规划 黄介生 广州番禺区水利局 



2006 年年报  7  附件 

 ·81·

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37 金鸡口集镇基础设施施工设计 黄介生 鹤丰县移民局 

38 滇中水资源优化配置 崔远来 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39 广州市水利信息化技术标准 邵东国 广州市水利局 

40 广东省大中型水库可持续利用研究 罗金耀 广东省水利厅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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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湖北核电水资源取水需可论证 谈广鸣 湖北省核电办 

43 青藏铁路施工进度控制 谈广鸣 北京华信创科公司 

44 乌江构皮滩水电站双曲拱坝坝体温度及应力

仿真分析 常晓林 乌江水电开发公司 

45 水布垭面板堆石坝变形控制研究 常晓林 清江水电开发公司 

46 溪洛渡大坝混凝土温控仿真计算 常晓林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 

47 小湾水电站拱坝横缝开度仿真研究 常晓林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48 溪洛渡水电站截流模型试验和温控计算分析 常晓林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 



7  附件     2006 年年报 

 ·82·

附件 5  CSCD 期刊论文 

2006 年发表 CSCD 期刊论文目录 

序 
号 

论 文 名 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 期 

(或章节)页 

1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2-D 
Horizontal Cooling Water 
Discharge In Generalized 
Curvilinear Coordinate 

Xie Zuo-tao, 
Zhang Xiao-feng, 
Tan Guang-ming, 

Yang Fang-li,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中国) 
2006(1) 

2 
Pointwise and upwind 
discretizations of source terms 

Meng J, Cao ZX, 
Carling P.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Ser. B. 

18(4), 379-386, 
2006. 

3 
含复杂裂隙网络岩体渗流特

性研究的复合单元法 
冯学敏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6.25(5): 
918-924 

4 
含排水孔渗流场的 p 型自适

应复合单元分析 
许桂生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6.25(5): 
969-973 

5 
加锚岩体的阶谱复合单元法

研究 
何则干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5(8):1698-1704 

6 
DDA 方法在复杂地质条件

下地下厂房围岩变形与破坏

特征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邬爱清 丁秀丽 
陈胜宏 石根华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6.25(8): 
1698-1704 

7 
不连续岩体渗流的复合单元

法初步研究 
冯学敏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6.25(1): 
93-99 

8 
Composite element model for 
rock mass seepage flow 

Chen, S.H. Feng, 
X.M. 

J. Hydrodynamic 
2006,18(2): 

219-224 

9 
瀑布沟堆石坝防渗体自适应

有限元分析 
傅少君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6,27(3): 

499-504 

10 
有限元法分析边坡稳定的若

干问题研究 
秦卫星 陈胜宏 

陈士军 
岩土力学 

2006,27(4):586-5
90 

11 
溪洛渡水电站坝区初始地应

力场反演分析研究 
付成华 汪卫明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6.25(11): 
2305-2312 

12 
瀑布沟工程地下厂房区地应

力场的二次计算研究 
薛娈鸾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6.25(9) : 
2305-2312 

13 
弹粘塑性块体单元法在龙滩

水电站右坝肩边坡稳定分析

中的应用 

郑惠峰 
汪卫明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6,27(1): 

1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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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 文 名 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 期 

(或章节)页 

14 
并行组合模拟退火算法在边

坡稳定分析中的应用 
吴余生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6,27(9): 
1554-1558 

15 
非连续变形分析方法模拟千

家坪滑坡启动与滑坡全过程 

邬爱清 
丁秀丽 李会中 
陈胜宏 石根华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6.25(7) : 
1297-1303 

16 
万安水库发电调度函数的研

制 
许新发 

梅亚东 陈启平 
水力发电学报 

2006,25(4), 
20-24 

17 
三峡梯级与清江梯级水电站

群联合调度研究 

高仕春 万 飚 
梅亚东 张雪桂 

张文选 
水利学报 2006(3) 

18 
土性高斯-马尔可夫随机场在

渗流随机分析中的应用 
林  琳 史良胜 
杨金忠 蔡树英 

岩土力学 
2006､ 27､ 10､

1777～1780 

19 
农田排水资源化利用的研究

进展与展望 
贺新春 邵东国 
刘武艺 代 涛 

农业工程学报 
2006,22(3): 

176-179 

20 渠道非恒定流水力学响应 
范  杰 王长德 
管光华 崔 巍 

水科学进展 2006 年 01 期 

21 
水分生产率指标随空间尺度

变化规律 
崔远来 

董斌 李远华 
水利学报 2006(1):45-51 

22 
作物水氮生产函数研究 
进展 

李亚龙 崔远来 
李远华 

水利学报 
2006(6): 
704-710 

23 
不同林草系统对集水区水量

平衡的影响研究 
代俊峰 陈家宙 

崔远来 
水科学进展 

2006(4): 
435-443 

24 
灌区运行状况综合评价的方

法研究 

李慧伶 王修贵 
崔远来 李 凯 

方 彬 
水科学进展 

2006(4): 
543-548 

25 
灌区田间灌溉蓄水工程的规

模优选 

尹正杰 王小林 
胡铁松 陈鲁莉 

武夏宁 
农业工程学报 

2006,22(1): 
53-57 

26 
应变敏感的裂隙及裂隙岩体

水力传导特性研究 
陈益峰 周创兵 

盛永清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6, 25(12) 

27 
边坡块状结构岩体模糊随机

可靠性分析 
杨  坤 周创兵 

张  昕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6, 25(2): 
407-413 

28 
响应面法在结构体系可靠度

分析中的应用 

熊铁华 

常晓林 
工程力学 

2006 年 04
期,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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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 文 名 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 期 

(或章节)页 

29 
用于重力坝抗滑稳定分析的

分项系数有限元方法 

蒋春艳 

常晓林 周伟 
水力发电学报 2006.4,16-20 

30 
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多折面建

基面稳定安全分析 
蒋春艳 常晓林 
周  伟 朱双林 

岩土力学 
2006.9, 

1480-1484 

31 
土钉抗拔试验对粘结强度估

计的影响 

李典庆 

常晓林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06 年 03
期,17-23 

32 
打入桩承载力确定方法对安

全系数的影响 
李典庆 岩土力学 

2006, 27(10): 
1733-1738 

33 
考虑时间效应的滑坡风险评

估和管理 

李典庆 

吴帅兵 
岩土力学 

2006, 27(12): 
2239-2245 

34 
用 OpenGL 开发地下结构工

程三维有限元图形系统 
陈俊涛 肖  明 

郑永兰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6,Vol.25(5)10
15-1020 

35 
大型地下洞室复杂地质断层

数值模拟分析方法 

肖  明 

陈俊涛 
岩土力学 

2006,Vol.27(6) 
880-885 

36 
地下工程围岩稳定反馈分析

研究 

傅志浩 

肖 明 
岩土力学 

2006,Vol.27(增)4
43-448 

37 
四种湍流模型对空化流动模

拟的比较 

钱忠东 

黄社华 
水科学进展 

2006,Vol.17(2),p
p203-209 

38 
流动环境中热水负浮力射流

的近区数值模拟 

槐文信 

杨中华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 Vol.34 No.2 

39 
流动环境中热水负浮力射流

的近区特性分析 

杨中华 

槐文信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 Vol.34 No.2 

40 
一维和二维溃坝波的混合有

限分析解 

槐文信 

曾小辉 杨中华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 Vol.34 No.9 
p48-50 

41 
线性波中二维射流的大涡模

拟 
戴会超 王玲玲 
魏文礼 槐文信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 Vol.34 No.9 
p46-47 

42 
葛洲坝下游中华鲟产卵河段

的流场计算与分析 
李大美 付小莉 水科学进展 

2006.9.Vol.17(5)
700-704 

43 
葛洲坝下游中华鲟产卵场的

计算与分析 
李大美 付小莉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 

2006.9.Vol.34(9)
111-113 

44 
剖面二维水沙数学模型及其

初步应用 
余明辉 吴 腾 水力发电学报 

第 25 卷第 4
期,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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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三峡水库运行初期蓄水调度

函数的神经网络模型研究及

改进 

刘  攀 郭生练 
庞  博 王才君 

张洪刚 
水力发电学报 2006, (2) 

46 

Simulation and Dynamic 
Visualization of Flow and 
Sediment Motion 
Downstream of Cuijiaying 
Dam 

余明辉 徐进军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v18, n4, Aug. 
2006, P 492-P 

498 

47 
Effects of alkalinity on early 
age shrinkage characteristic of 
cement-based materials 

He, Zhen (何真) 
Liang, Wenquan；
Chen, Meizhu； 

Li, Zongjin； 
Ma, Baoguo 

硅酸盐学报 2006 

48 
锚固岩体的三维数值流形方

法模拟 
姜清辉 
王书法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6,Vol.25(3): 
528-532 

49 
三维高阶数值流形 
方法研究 

姜清辉 邓书申 
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06, Vol.27(9): 

1471-1474 

50 
三维离散块体边-边接触模

拟 
姜清辉 
张  煜 

岩土力学 
2006, Vol.27(8): 

1369-1373 

51 
三维数值流形方法的点-面
接触模型 

姜清辉 周创兵 
张  煜 

计算力学学报 
2006, Vol.23(5): 

569-572 

52 
三维 DDA 与有限元的耦合

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姜清辉 周创兵 

罗先启 
岩土工程学报 

2006, Vol.28(8): 
998-1001 

53 
千将坪滑坡动力学过程仿真

模拟 
姜清辉 周小恒 

张  煜 
岩土力学 

2006, 
Vol.27(supp): 

657-660 

54 
千将坪滑坡三维极限平衡分

析 
姜清辉 张  煜 

罗先启 
岩土力学 

2006, 
Vol.27(supp) 

55 
Rain intensity distribution in 
the splash region of atomized 
flow 

Duan hong-dong 
Liu shi-he 

Luo Qiu-shi 
Huang Wei 

J. Hydrodynamics 
Ser.B,18(3): 

362-366,2006 

56 

Proper orthogonal 
decomposition and 
low-dimensional 
approximation of wall 
pressure fluctuation 

Liu, Shi-He Duan, 
Hong-Dong 

Lu, Jing 
J. Hydrodynamics Ser.B, 16(6): 

669-674 

57 
岩石中柱状装药爆炸能量分

布 
吴  亮 
卢文波 

岩土力学 
2006,27(5): 

73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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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廊道和库水对三峡围堰爆破拆

除效果影响的数值模拟 
李本平 
卢文波 

爆炸与冲击 
2006,26(2): 

183-185 

59 
大型地下厂房岩锚梁爆破安

全控制标准研究 
陈  明 
卢文波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6,25(3):499-5
04 

60 
堆石体流变对分期浇筑的面

板影响研究 
周  伟 
常晓林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6.25(5): 
1043-1048 

61 
高混凝土面板坝堆石体流变

的有限元数值模拟 
周  伟 
常晓林 

岩土力学 
2006.27(8): 
1389-1394 

62 
基于温度应力仿真分析的碾

压混凝土重力坝诱导缝开裂

研究 

周  伟 
常晓林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6.25(1): 
122-127 

63 
不对称信息下输配电市场的

管制研究 
王先甲 韩  东 
王广民 方德斌 

电网技术 
2006,30(20): 

77-82 

64 
区域配电服务特许经营权竞

标机制设计 
王先甲 韩  东 
殷  红 方德斌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06,26(20): 

39-44 

65 
湖泊富营养化模型的研究进

展 

梁婕 曾光明  
 郭生练 苏小康 

黄国和 

环境污染治理 
技术与设备 

2006.Vo1.7 . 
No.6 

66 
汉江流域 1951--．-2003 
年降水气温时空变化趋势分

析 

陈  华 郭生练 
郭海晋 徐高洪 

徐德龙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6.Vol.15. 
No.3 

67 
从潮白河年径流频率分布变

化看北京市的水资源安全问

题 

谢  平 陈广才 
韩淑敏 武方圆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6, 15(6): 

713~717 

68 
乌鲁木齐地区小流域设计山

洪推理公式的参数规律 
谢 平 陈广才 
李 德 熊立华 

山地学报 
2006,24(4): 

410~415 

69 
基于Van Genuchten- 
Mualem 模型的饱和－非饱和

介质流动随机数值分析 

李少龙 杨金忠 
蔡树英 

水利学报 
2006,37,(1): 

33~39 

70 
多孔介质随机参数的相关性

对非饱和水流的影响 
李少龙 杨金忠 
蔡树英 史良胜 

水科学进展 
2006,17,(5): 

599~603 

71 
非饱和渗流随机模型中水力

要素的随机特性研究 
李少龙 杨金忠  

蔡树英 
岩土工程学报 

2006､ 28､ 10､
1273~1276 

72 
基于特定域软件架构的水资

源管理系统域分析 
王喜春 黄介生 

姜 海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06(2): 
2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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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基于正交试验设计的区域分

解遗传算法 
宋朝红 罗 强 

王 乘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06(14) 

74 
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水污染

控制系统规划 
宋朝红 罗 强 

王 乘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Vol.34 
(4):59～62 

75 
区域蒸散发估算测定方法综

述 

武夏宁 胡铁松 
王修贵 江燕 

李修树 
农业工程学报 

2006,22(10):  
257-262 

76 
长江中游沙市河段演变趋势

探析 
江 凌 李义天 

张 为 
泥沙研究 2006 年第 3 期 

77 
水沙变异条件下的河流系统

调整及其研究进展 
孙昭华 李义天 

黄 颖 
水科学进展 2006 年第 11 期 

78 
垂向二维非恒定悬浮物分布

模型研究 
冯小香 张小峰 

崔占峰 
水科学进展 2006 年第 4 期 

79 
考虑泥沙冲淤对水流控制方

程的改进与模拟 
崔占峰 张小峰 
冯小香 谢作涛 

水科学进展 2006 年第 2 期 

80 
遗传算子对径流预报神经网

络模型的影响 
王志国 陈  立 
刘玉成 张春燕 

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 

Vol 30, No11 
2005 年 11 月 

81 
含离子浓度参数的粘性泥沙

沉速公式研究 
王家生 陈  立 
王志国 黄荣敏 

水科学进展 
2006.01 Vol.17. 

No.1 

82 
河流自然模型试验时效的研

究 
张俊勇 陈  立 
王志国 张春燕 

水利学报 
Vol 37, No3 
2006 年 3 月 

83 
钙离子浓度对泥沙淤积干容

重影响试验研究 
黄荣敏 陈 立 王
家生 张  炯 

泥沙研究 
2006 年 10 月 

第五期 

84 
水库下游河流再造床的时空

演替现象 
张俊勇 陈  立 
吴门伍 邓晓丽 

水科学进展 
2006.06 Vol.17. 

No.3 

85 
新型滴灌带绕流流道水力性

能研究 

魏青松 史玉升 
芦 刚 董文楚  
罗金耀 黄树怀 

农业工程学报 2006(12) 

86 
基于数据挖掘的水库供水调

度规则提取 
尹正杰 王小林 
胡铁松 吴运卿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6 年第 8
期,129-135 

87 
小湾拱坝诱导底缝的三维有

限元分析 
傅少君 陈胜宏 

邹丽春 
水利学报 

2006.37(1): 
97-102 

88 
基于自适应有限元法和改进

遗传算法的边坡临界滑动面

搜索 

吴余生 冯道雨 
陈胜宏 

水力发电学报 
2006.25(2): 

6-10 

http://xtll.chinajournal.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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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3D GIS平台下大坝数值模型

信息系统研究与应用 
史超 周创兵  

陈益峰 
水利学报 

2006, 37(3): 
336-341 

90 
流变效应对高混凝土面板堆

石坝应力变形的影响 
王  辉 常晓林 

周  伟 
岩土力学 

2006.增刊: 
85～89 

91 
水电站厂坝联结形式与取消

伸缩节研究 
吴海林 伍鹤皋 

张 伟 
水力发电学报 2006 年 02 期 

92 
坝下游面钢衬钢筋混凝土管

非线性有限元分析 
吴海林 伍鹤皋 

王从保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 年 04 期 

93 
坝下游面钢衬钢筋混凝土管

道结构优化布置 
张 伟 伍鹤皋 

王从保 
水力发电学报 2006 年 04 期 

94 
坝后背管外包混凝土厚度研

究 
伍鹤皋 张伟 

苏 凯 
水利学报 2006 年 09 期 

95 
大型水电站垫层蜗壳结构接

触分析 
申 艳 伍鹤皋 

蒋逵超 
水力发电学报 2006 年 05 期 

96 
埋藏式内加强月牙肋钢岔管

结构研究 
秦继章 马善定 

伍鹤皋 
水力发电学报 2006 年 05 期 

97 
直埋式蜗壳三维非线性有限

元静力分析 
伍鹤皋 蒋逵超 
申 艳 马善定 

水利学报 2006 年 11 期 

98 
施工导流系统综合风险分配

机制的设计研究. 
胡志根 范锡峨 

刘  全 
水利学报 2006,37(10) 

99 
基于决策者风险态度的导流

方案多目标决策研究 
范锡峨 胡志根 

刘 全 
河海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34(5) 

100 
网络化水电机组在线状态监

测与故障诊断系统 
瞿  曌 赖  旭 

朱建林 
仪器仪表学报 2006 年 01 期 

101 同轴三维射流特性研究 
魏小华 槐文信 
曾玉红 雒文生 

水利学报 
Vol.37,No.9,p10

97-1101 

102 
汉江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模型

研究及应用 
陈燕飞 
王祥三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No.4,2006.12,36

—40 

103 
水库下游河湾平面形态变化

规律研究 
余明辉 
窦身堂 

泥沙研究 
2006 年 4 月第 2
期,P77-P81｡  

104 
襄樊电厂二期工程温排水物

理模型试验研究 
余明辉 刘 智 

余 飞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第 21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P46-P52 

http://202.114.65.57/kns50/scdbsearch/scdetail.aspx?QueryID=2&CurRec=3
http://202.114.65.57/kns50/scdbsearch/scdetail.aspx?QueryID=2&CurRec=3
http://yqxb.chinajournal.net.cn/
http://202.114.65.57/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YQXB&year=2006&nu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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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基于幂函数流变模型的高混

凝土面板坝流变分析 
周 伟 
常晓林 

水力发电学报 
2006.25(1): 

15-18 

106 
模拟高拱坝施工期横缝工作

性态的接触－接缝复合单元 
周 伟 
常晓林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 

2006增 2:3809～
3816 

107 
高混凝土重力坝复杂坝基稳

定安全度及极限承载能力研

究 

周 伟 
常晓林 

岩土力学 
2006.增

刊:161-166 

108 
玛纳斯河灌区分水配水管理

信息系统 
王先甲 唐金鹏 
李长杰 郑旭荣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6 年第 4 期 

109 
水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市场交

易博弈模型 
冯文琦 
纪昌明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 年第 11 期 

110 
基于微粒群算法的梯级水电

厂短期优化调度研究 
李崇浩 
纪昌明 

水力发电学报 2006 年第 02 期 

111 
水电能源系统最小熵增模型

及其求解 
缪益平 
纪昌明 

水力发电学报 2006 年第 01 期 

112 
城市化进程中水资源供需分

析趋势 
陶  涛 中国给水排水 

vol.22 No.8 2006 
P8-11 

http://202.114.65.57/kns50/detail.aspx?QueryID=2&CurRec=1
http://202.114.65.57/kns50/detail.aspx?QueryID=2&CurRec=1
http://202.114.65.57/kns50/detail.aspx?QueryID=2&CurRec=8
http://202.114.65.57/kns50/detail.aspx?QueryID=2&CurRec=8
http://202.114.65.57/kns50/detail.aspx?QueryID=2&CurRec=14
http://202.114.65.57/kns50/detail.aspx?QueryID=2&CurRe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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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2006 年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序 
号 

题  目 作  者 源  刊 
SCI/EI/

ISTP 

1 

Smoothing the seasonal means 
of rainfall and runoff in the 
linear perturbation model 
(LPM) using the kernel 
estimator 

Xiong Lihua, Guo 
Shenglian, O’Connor 

Kieran M. 

Journal of Hydrology 
2006.324(1-4): 266-282. 

SCI 

2 
Deriving Reservoir Refill 
Operating Rules by Using the 
Proposed DPNS Model 

Pan Liu, Shenglian 
Guo, Lihua Xiong, 

Wei LiI and 
Honggang Zhang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2006(20): 337-357 

SCI 

3 
Characterizing heterogeneity of 
soil water flow by dye 
infiltration experiments 

Kang Wang, Renduo 
Zhang 

Hiroshi Yasuda 

Journal of Hydrology 2006，
328：559-571 

SCI 

4 
Efficient continuation 
Newton-like method for solving 
systems of nonlinear equations 

J.S. Kou, Y.T. Li, 
X.H. Wang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74 
(2): 846-853, MAR 15, 2006 

SCI 

5 
On modified Newton methods 
with cubic convergence 

J.S. Kou, Y.T. Li, 
X.H. Wang,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23-127,  

MAY 1, 2006 
SCI 

6 
A uniparametric 
Chebyshev-type method free 
from second derivatives 

J.S. Kou, Y.T. Li, 
X.H. Wang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79(1): 296-300, 

Aug 1, 2006 
SCI 

7 
Flow resistance and momentum 
flux in compound open 
channels. 

Cao ZX, Meng J, 
Pender G, Wallis S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SCE 

132(12),1272-1282, 2006. 
SCI 

8 
An explicit formulation of the 
Shields Diagram for incipient 
motion of sediment. 

Cao ZX, Pender G, 
Meng J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SCE 

132(10),1097-1099, 2006. 
SCI 

9 

Shallow water hydrodynamic 
models for hyperconcentrated 
sediment-laden floods over 
erodible bed. 

Cao ZX, Pender G, 
Carling P. 

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Elsevier 29(4), 546-557, 2006.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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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I/

ISTP 

10 
A Modifi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Jiang Yan, Hu 
Tiesong, Huang 
Chongchao, Wu 

Xianing 

Proceedings of the 200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IEEE) 2006, 

421-424, 
1-4244-0604-8/06$20.00©200

6, IEEE 

SCI 

11 

Comparative Study of Rock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Methods for hydropower 
projects 

Chen Sheng-hong 
Qing Wei-xin 

SHAHROUR Isam

Mechanics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06，34(2007):63-68 
SCI 

12 
Impact of routine quality 
assurance on reliability of bored 
p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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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06, 132(5): 622-630 

SCI 

13 
Level of construction control 
and safety of driven p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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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ils and Foundations 2006, 
46(4): 415-426 

SCI 

14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obstructed round buoyant jets in 
a static uniform ambient 

Huai Wenxin Fang, 
Shenguang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ASCE 

v 132, n 4, April, 2006,  
p 428-431 

SCI 

15 
Properties of 
shrinkage-reducing admixture 
modified pastes and mortars 

Z. HE, Z.J.LI, 
W.Q.LIANG 

Materials and Structure 
(瑞士)2006,(39),445-453 

SCI 

16 

Behavior of obstructed square 
buoyant vertical jets in static 
ambient (I) - Verification of 
mathematical model and 
numerical method 

Huai Wenxin Fang, 
Shen-Guang 

Dai, Hui-Chao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English Edition)  

v 27, n 5, May, 2006,  
p 645-652 

SCI 

17 

Behavior of obstructed square 
buoyant vertical jets in static 
ambient (II) - Analysis on 
behavior of flow field 

Huai Wenxin Fang, 
Shen-Guang 

Dai, Hui-Chao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English Edition)  

v 27, n 5, May, 2006,  
p 653-659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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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 作  者 源  刊 
SCI/EI/

ISTP 

18 
Rounded flowing states of 
obstructed buoyant jet 

Huai Wenxin Fang, 
Shen-Guang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English Edition)  

v 27, n 8, August, 2006,  
p 1133-1140 

SCI 

19 

An application of Finite Volume 
WENO Scheme for Numerical 
Modeling 
of Tide Current 

Yang Zhonghua Huai 
Wenxin, Zeng 

Xiaohui 

China Ocean Engineering 
2006, No.4 

SCI 

20 
Reservoir Storage Curve 
Estimation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Data 

Dingzhi Peng; 
Shenglian Guo; Pan 
Liu; and Ting Liu 

JOURNAL OF 
HYDROLOGIC 

ENGINEERING 2006，
P165-172 

EI 

21 
Impact of routine quality 
assurance on reliability of bored 
p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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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美国) 

2006, 132(5): 622-630 

EI 

22 
Level of construction control 
and safety of driven p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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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ils and Foundations 2006, 
46(4): 415-426 

EI 

23 
Bayesian estimation of 
occurrence probability of cracks 
in offshore platforms 

Li, D. Q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ffshore Mechanics and Arctic 
Engineering (OMAE’06) NO 

92079 

EI 

24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routine 
quality assurance of bored p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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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technical Special 
Publication 153 90-97 

EI 

25 

Design of hydraulic structure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intermediate snails hosts of 
schistosomiasis 

Li Damei Fu Xiaoli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s(荷兰) 
Sringer(2006)20:69-82 

EI 

26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2-D 
Horizontal Cooling Water 
Discharge In Generalized 
Curvilinear Coordinate 

Xie Zuo-tao, Zhang 
Xiao-feng, Tan 

Guang-ming, Yang 
Fang-li,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中国) 2006(1) 

EI 

27 
Pointwise and upwind 
discretizations of source terms 

Meng J, Cao ZX, 
Carling P.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Ser. B. 18(4), 379-386, 2006.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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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I/

ISTP 

28 
含复杂裂隙网络岩体渗流特

性研究的复合单元法 
冯学敏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6.25(5):918-924 
EI 

29 
含排水孔渗流场的 p 型自适应

复合单元分析 
许桂生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6.25(5):969-973 
EI 

30 
加锚岩体的阶谱复合单元法

研究 
何则干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5(8):1698-1704 
EI 

31 
DDA 方法在复杂地质条件下

地下厂房围岩变形与破坏特

征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邬爱清 丁秀丽 
陈胜宏 石根华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6.25(8):1698-1704 
EI 

32 
不连续岩体渗流的复合单元

法初步研究 
冯学敏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6.25(1):93-99 
EI 

33 
Composite element model for 
rock mass seepage flow 

Chen, S.H. 
Feng, X.M. 

J. Hydrodynamic 
2006,18(2):219-224 

EI 

34 
瀑布沟堆石坝防渗体自适应

有限元分析 
傅少君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6,27(3):499-504 

EI 

35 
有限元法分析边坡稳定的若

干问题研究 
秦卫星 陈胜宏 

陈士军 
岩土力学 

2006,27(4):586-590 
EI 

36 
溪洛渡水电站坝区初始地应

力场反演分析研究 
付成华 汪卫明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6.25(11):2305-2312 
EI 

37 
瀑布沟工程地下厂房区地应

力场的二次计算研究 
薛娈鸾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6.25(9) :2305-2312 
EI 

38 
弹粘塑性块体单元法在龙滩

水电站右坝肩边坡稳定分析

中的应用 

郑惠峰 
汪卫明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6,27(1):108-111 

EI 

39 
并行组合模拟退火算法在边

坡稳定分析中的应用 
吴余生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6,27(9):1554-1558 

EI 

40 
非连续变形分析方法模拟千

家坪滑坡启动与滑坡全过程 

邬爱清 丁秀丽 
李会中 陈胜宏 

石根华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6.25(7):1297-1303 
EI 

41 
万安水库发电调度函数 
的研制 

许新发 梅亚东 
陈启平 

水力发电学报 
2006,25(4),20-24 

EI 

42 
三峡梯级与清江梯级水电站

群联合调度研究 

高仕春 万 飚 
梅亚东 张雪桂 

张文选 
水利学报 2006(3)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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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 作  者 源  刊 
SCI/EI/

ISTP 

43 
土性高斯-马尔可夫随机场在渗流

随机分析中的应用 
林 琳 史良胜 
杨金忠 蔡树英 

岩土力学 
2006､ 27､ 10､ 1777～1780 

EI 

44 
农田排水资源化利用的研究

进展与展望 
贺新春 邵东国 
刘武艺 代 涛 

农业工程学报

2006,22(3):176-179 
EI 

45 渠道非恒定流水力学响应 
范 杰 王长德 
管光华 崔 巍 

水科学进展 2006 年 01 期 EI 

46 
水分生产率指标随空间尺度

变化规律 
崔远来 董 斌 

李远华 
水利学报 2006(1)45-51 EI 

47 作物水氮生产函数研究进展 
李亚龙 崔远来 

李远华 
水利学报 2006(6)704-710 EI 

48 
不同林草系统对集水区水量

平衡的影响研究 
代俊峰 陈家宙 

崔远来 
水科学进展 

2006(4)435-443 
EI 

49 
灌区运行状况综合评价的方

法研究 

李慧伶 王修贵 
崔远来 李凯 

方 彬 

水科学进展 
2006(4)543-548 

EI 

50 
灌区田间灌溉蓄水工程的规

模优选 

尹正杰 王小林 
胡铁松 陈鲁莉 

武夏宁 

农业工程学报 
2006,22(1):53-57 

EI 

51 
应变敏感的裂隙及裂隙岩体

水力传导特性研究 
陈益峰 周创兵 

盛永清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6, 25(12) 
EI 

52 
边坡块状结构岩体模糊随机

可靠性分析 
杨 坤 周创兵 

张 昕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6, 25(2): 407-413 

EI 

53 
响应面法在结构体系可靠度

分析中的应用 
熊铁华 常晓林 

工程力学 
2006 年 04 期 ,58-61 

EI 

54 
用于重力坝抗滑稳定分析的

分项系数有限元方法[J] 
蒋春艳 常晓林 

周 伟 
水力发电学报 
2006.4,16-20 

EI 

55 
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多折面建

基面稳定安全分析 
蒋春艳 常晓林 
周 伟 朱双林 

岩土力学 
2006.9,1480-1484 

EI 

56 
土钉抗拔试验对粘结强度估

计的影响 
李典庆 常晓林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06 年 03 期,17-23 
EI 

57 
打入桩承载力确定方法对安

全系数的影响 
李典庆 

岩土力学 
2006, 27(10): 1733－1738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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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 作  者 源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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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考虑时间效应的滑坡风险评

估和管理 
李典庆 吴帅兵 

岩土力学 
2006, 27(12): 2239－2245 

EI 

59 
用 OpenGL 开发地下结构工程

三维有限元图形系统 
陈俊涛 肖  明 

郑永兰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6 年 Vol.25(5) 

1015－1020 
EI 

60 
大型地下洞室复杂地质断层

数值模拟分析方法 
肖  明 陈俊涛 

岩土力学 2006 年 Vol.27(6) 
880－885 

EI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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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27(增) 
443－448 

EI 

62 
四种湍流模型对空化流动模

拟的比较 
钱忠东 黄社华 

水科学进展 
2006，Vol.17(2),pp203-209 

EI 

63 
流动环境中热水负浮力射流

的近区数值模拟 
槐文信 杨中华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 Vol.34 No.2 
EI 

64 
流动环境中热水负浮力射流

的近区特性分析 
杨中华 槐文信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 Vol.34 No.2 
EI 

65 
一维和二维溃坝波的混合有

限分析解 
槐文信 曾小辉 

杨中华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 Vol.34 No.9 p48-50 
EI 

66 
线性波中二维射流的大涡模

拟 
戴会超 王玲玲 
魏文礼 槐文信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 Vol.34 No.9 p46-47 
EI 

67 
葛洲坝下游中华鲟产卵河段

的流场计算与分析 
李大美 付小莉 

水科学进展

2006.9.Vol.17(5)700-704 
EI 

68 
葛洲坝下游中华鲟产卵场的

计算与分析 
李大美 付小莉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9.Vol.34(9)111-113 
EI 

69 
三峡水库运行初期蓄水调度

函数的神经网络模型研究及

改进 

刘 攀 郭生练 
庞 博 王才君 

张洪刚 
水力发电学报 2006, (2) EI 

70 
剖面二维水沙数学模型及其

初步应用 
余明辉 吴 腾 

水力发电学报 
第 25 卷第 4 期， 

2006 年 8 月，P66-P69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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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Simulation and Dynamic 
Visualization of Flow and 
Sediment Motion Downstream 
of Cuijiaying Dam 

余明辉 徐进军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v18, n4, Aug. 2006, 
P 492-P 498 

EI 

72 
Effects of alkalinity on early 
age shrinkage characteristic of 
cement-based materials 

He, Zhen；(何
真)Liang, Wenquan；

Chen, Meizhu；Li, 
Zongjin；Ma, Baoguo

硅酸盐学报 2006 EI 

73 
锚固岩体的三维数值流形方

法模拟 
姜清辉 王书法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6,Vol.25(3):528-532 

EI 

74 三维高阶数值流形方法研究 
姜清辉 邓书申 

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06, Vol.27(9):1471-1474 
EI 

75 三维离散块体边-边接触模拟 姜清辉 张煜 
岩土力学 

2006, Vol.27(8):1369-1373 
EI 

76 
三维数值流形方法的点-面接

触模型 
姜清辉 周创兵 

张 煜 
计算力学学报 

2006, Vol.23(5):569-572 
EI 

77 
三维 DDA 与有限元的耦合分

析方法及其应用 
姜清辉 周创兵 

罗先启 
岩土工程学报 

2006, Vol.28(8):998-1001 
EI 

78 
千将坪滑坡动力学过程仿真

模拟 
姜清辉 周小恒 

张 煜 
岩土力学 

2006, Vol.27(supp):657-660 
EI 

79 
千将坪滑坡三维极限平衡分

析 
姜清辉 张煜 

罗先启 
岩土力学 2006, Vol.27(supp) EI 

80 
Rain intensity distribution in the 
splash region of atomized flow 

Duan hong-dong Liu 
shi-he，Luo Qiu-shi 

Huang Wei 

J. Hydrodynamics 
Ser.B,18(3):362-366,2006 

EI 

81 

Proper orthogonal 
decomposition and 
low-dimensional approximation 
of wall pressure fluctuation 

Liu, Shi-He Duan, 
Hong-Dong 

Lu, Jing 

J. Hydrodynamics 
Ser.B, 16(6):669-674 

EI 

82 
岩石中柱状装药爆炸能量分

布 
吴 亮 卢文波 

岩土力学 

2006,27(5):735-739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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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廊道和库水对三峡围堰爆破拆

除效果影响的数值模拟 
李本平 卢文波 

爆炸与冲击 

2006,26(2):183-185 
EI 

84 
大型地下厂房岩锚梁爆破安

全控制标准研究 
陈 明 

卢文波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6,25(3):499-504 

EI 

85 
堆石体流变对分期浇筑的面

板影响研究 
周 伟 常晓林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6.25(5):1043-1048 
EI 

86 
高混凝土面板坝堆石体流变

的有限元数值模拟 
周 伟 常晓林 

岩土力学 

2006.27(8):1389-1394 
EI 

87 
基于温度应力仿真分析的碾

压混凝土重力坝诱导缝开裂

研究 
周 伟 常晓林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6.25(1):122-127 
EI 

88 
不对称信息下输配电市场的

管制研究 
王先甲 韩 东 

王广民 方德斌 

电网技术 

2006,30(20):77-82 
EI 

89 
区域配电服务特许经营权竞

标机制设计 
王先甲 韩 东 

殷 红 方德斌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06,26(20):39-44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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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大型仪器设备运行状况 

30 万元以上仪器设备及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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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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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 45 1999 许建明 

可广泛应用于海洋水深测量，江河航道测量、工程勘探定位，地
形地籍测量等方面。其软件功能可编绘水深图，水下地形图，地
形图，可自动生成断面图，可旋转观看立体图，它还可以将生成
的图输出到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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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2002年大坝CT系统

2006 年测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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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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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旺兴 用于波浪、径流作用下泥沙运动规律研究 

7 PIV 粒子图像流速
场仪 10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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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成 
2005 年增加 2 台蒸

渗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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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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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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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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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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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feng Bao 博士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

科学与水资源管理 国际

Analysis on water-sediment evolvement in 
river basin hydrological cycle in 
multi-time scales——A case study in 
QingJian river basin 

2006.6 广州 黄介生 ／ 

2 Aizhong Ye 博士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

科学与水资源管理 国际
Water cycle mechanism on the loess 
plateau: a Case of Chabagou Catchment 2006.6 广州 夏  军 ／ 

3 Hai Jiang 博士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

科学与水资源管理 国际
Effect of DEM Data resolution on 
extracted landscape parameters and runoff 
simulation in SWAT Model 

2006.6 广州 黄介生 ／ 

4 Wuyi Liu  博士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

科学与水资源管理 国际
Theory and Assessment of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Based on Health of 
Urban Water Ecosystem 

2006.6 广州 邵东国 是 

5 Xianfeng 
Huang 博士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

科学与水资源管理 
国际

A potentiality evaluation model of city 
rainwater utilization based on 
semi-distributed water balance 

2006.6 广 州 邵东国 是 

6 Jin Guo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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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Oncemelania Diffusion 

2006.6 广州 李大美 ／ 

7 Na Li 博士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

科学与水资源管理 国际
Application of the hybrid accelerating 
generic algorithm in parameter 
optimization of hydrology model 

2006.6 广州 梅亚东 ／ 

8 Qianjin Dong 博士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

科学与水资源管理 
国际

Fuzzy pattern recognition model for water 
quality evaluation based on principle of 
maximum entropy  

2006.6 广州 王先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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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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ghui Wan 博士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

科学 
与水资源管理 

国际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o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2006.6 广州 夏  军 ／ 

10 Xiaohua Wei 博士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

科学与水资源管理 
国际

Study on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jet in 
Coflowing Ambient 2006.6 广州 雒文生 ／ 

11 Yi Xiao 博士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

科学与水资源管理 
国际

A New Design Flood Hydrograph Method 
Based on Bivariate Joint Distribution 2006.6 广州 郭生练 是 

12 Ban X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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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er the Gezhou-Dam 

2006.6 广州 李大美 是 

13 Ban Xuan 博士 水电 2006 国际研讨会 国际
The Ecological Hydrological influence of 
the Gezhou-Dam on the Spawn-site of 
Acipenser Sinensis 

2006.10 昆明 李大美 是 

14 童菊秀 博士 中国水论坛 
第四届学术研讨会 国内

冻结期与融解期潜水蒸发系数模拟—以

某大型灌区为例 
2006.9 郑州 杨金忠 ／ 

15 程进强 硕士 中国水论坛 
第四届学术研讨会 国内

数字流域水系中湖泊和水库的提取办法

研究 
2006.9 郑州 熊立华 ／ 

16 郭富强 硕士 中国水论坛 
第四届学术研讨会 

国内 水库汛期分期的有序聚类法研究与应用 2006.9 郑州 郭生练 ／ 

17 郭  靖 硕士 中国水论坛 
第四届学术研讨会 

国内
SCE-UA 法在水文模型参数优选中的应

用比较 
2006.9 郑州 郭生练 ／ 

18 邹朝望 博士 中国水论坛 
第四届学术研讨会 

国内 负水头灌溉技术研究进展 2006.9 郑州 张仁铎 ／ 

19 翟丽妮 硕士 中国水论坛 
第四届学术研讨会 国内

武汉市用水水平评价与节水型社会的建

设 
2006.9 郑州 梅亚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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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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闫宝伟 硕士 中国水论坛 
第四届学术研讨会 国内

汉江流域及丹江口入库径流量变化趋势

分析 2006.9 郑州 郭生练 ／ 

21 刘彩云 硕士 中国水论坛 
第四届学术研讨会 国内 汉江流域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计算 2006.9 郑州 张  翔 ／ 

22 陈晓丹 硕士 中国水论坛 
第四届学术研讨会 国内 SIMHYD 模型在中国南北方流域的应用 2006.9. 郑州 张 翔 ／ 

23 余新明 博士 第二届河口海岸 
国际研讨会 国际

research on a two-dimensional horizontal 
flow and sediment numerical modeling of 
braided reach 

2006.11 广州 谈广鸣  

24 陈  建 博士 第二届河口海岸 
国际研讨会 国际

study of the influence factor on flood 
control caused by retreating the flood 
storage 

2006.11 广州 李义天  

25 郭小虎 博士 第二届河口海岸 
国际研讨会 国际

Analysis of siltation/erosion on the 
Yangtze Estuary Subaqueous Delta 2006.11 广州 李义天  

26 要  威 博士 第二届河口海岸 
国际研讨会 国际

Study on Flow Resistance Transverse 
Distribution in Braided River 2006.11 广州 李义天  

27 Y un LIU 博士 

River Flow 200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luvial 
Hydraulics 

国际
Impacts of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on 
flood in the middle reach of Yangtze River 2006 葡萄牙 李义天  

28 王  军 博士 第二届河口海岸 
国际研讨会 国际

Research on the Scour Characteristics of 
Fine Sediment in Estuary 2006.11 广州 谈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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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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赖永辉 博士 
第二届河口海岸 

国际研讨会 
国际

Study on the Impact to Current and 
Sediment Circumstance Caused by 
Constructing Channel  
in Sea Area 

2006.11 广 州 谈广鸣  

30 Yao Xiong 博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soil & water 
resources and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and 

the 4th annual academic 
conference of Chinese 

31Society of agricultural 
soil and water 
engineering 

国际
Study of Canal System Operation based on 
PID Neural Network 2006.8. 南京 王长德 是 

31 Tang Ming 博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soil & water 
resources and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and 

the 4th annual academic 
conference of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soil and water 
engineering 

国际
Optimal Selection of the Pump in Parallel 
or Series Based on the Extreme Condition 2006.8. 南京 邵东国 是 

32 杨芳丽 博士 第七届全国环境水力

学学术讨论会议 
国内 滩坑水电站水温数值模拟 2006.9 宜昌 张小峰 是 

33 Xueliang Cai 博士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Global 

Irrigated Area Mapping
国际

An irrigated area map of the world (1999) 
derived from remote sensing 2006.9

Colombo
Sri Lanka

崔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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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Xueliang Cai 博士 Geoinformatics 2006 国际
A global map of rainfed cropland areas of 
the end of last millennium using remote 
sensing and geospatial techniques 

2006.10 武 汉 崔远来 是 

35 石祥增 硕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Soil & 

Water Resources and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ICEUSW
E) 

国际
An Optimization Model for Canal 
rotational scheduling 2006.08 南 京 崔远来 是 

36 谢先红 博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Soil & 

Water Resources and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ICEUSW
E) 

国际
Spatial Variability of Regional Water 
Requirement and Water Deficient Ratio 2006.08 南京 崔远来 是 

37 代俊峰 博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Soil & 

Water Resources and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ICEUSW
E) 

国际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Balance in Rice-based Cropping System 
Based on the Distributed Model － 
Model Development 

2006.08 南京 崔远来 是 

38 詹佳佳 博士 第一届水力发电国际

会议 国内
Deducing and Applied Conditions of 
Formulae for Relative Rising of Rotating 
Speed  

2006.10 北京 杨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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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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蒋  琪 硕士 第一届水力发电国际

会议 国内
Deducing and Applied Conditions of 
Formulae for Relative Rising of Rotating 
Speed  

2006.10 北京 杨建东  

40 黄显峰 博士 水利部水利技术标准体

系建设研讨会 
国内 水利信息化技术标准体系建设与实践 2006.04 北京 邵东国 是 

41 WU Yu-ting 硕士 

3rd 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APHW) 

Conference 

国际

Stochastically Optimal Operation of 
Danjiangkou Reservoir——A Case Study 
in the Middle Route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in China 

2006.10 Bangkok, 
Thailand. 邵东国 是 

42 Li Juan 硕士 

第四届学术年会暨农

业水土资源高效利用

与生态环境保护国际

学术研讨会 

国际
Present situation of pumping station in 
China andmission of reno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n 11th Five-Year Plan 

2006.08 南京 陈  坚 是 

43 Li Juan 硕士 中国水利学会 06 学术

年会 国内
新型节能型自由侧翻式拍门结构和 
水力特性研究 

2006.11 合肥 陈  坚  

44 Bai Hai-rui 硕士 全国大型泵站更新改

造管理技术研讨会 国内 水泵流量的几种测定方法 2006.11 湘潭 陈  坚 是 

45 郭永成  博士 

4th Asian Joint 
Symposium on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国际
Study on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Unloading Rock Mass. 2006.11 大 连 李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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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会议 
地点 导师 是否会

议报告

46 刘  杰 博士 

4th Asian Joint 
Symposium on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国际
Simplified Analytical Metheod of Fracture 
and Damage Mechanics on 
Non-transfixion Jointed Rock Mass. 

2006.11 大连 李建林  

47 刘  杰 博士 

4th Asian Joint 
Symposium on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国际
Further Study on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 
of Jointed Unloading Rock Mass. 2006.11 大连 李建林  

48 郭永成 博士 第九届全国岩石力学

与工程学术大会 国内 卸荷岩体渗流模型研究及其应用 2006.9 沈阳 李建林
 

49 王乐华 博士 第九届全国岩石力学

与工程学术大会 国内
岩体质量评价及其在锦屏电站工程中的

应用 
2006.9 沈阳 李建林  

50 刘  杰 博士 第九届全国岩石力学

与工程学术大会 国内
裂纹沿局部空间等概率开展时岩石 
断裂韧度的推导 

2006.9 沈阳 李建林  

51 蒋春艳 博士 

2006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af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1 

国际
Stability Safety Analysis of Wuhan 
Section of Changjiang Dike under 
Drawdown Conditions 

2006.11 长沙 常晓林  

52 王  辉 博士 
“地面和地下工程中

岩石和岩土力学热点

问题”研讨会 
国内

流变效应对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 
应力变形的影响 2006.8 济南 常晓林  

53 王先军 博士 第一届水利水电岩土

力学工程会议 
国内 用变形分析研究重力坝的深层抗滑稳定 2006.11 昆明 常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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