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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 验 室 简 介 

1.1  实验室基本情况 

1.1.1  实验室基本信息 

名    称 
中文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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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实验室组织机构 

实验室行政： 

实验室主任：夏  军 

副主任：杨金忠(常务)、杨建东、陈  立、邵东国、谢  平、吴运卿 

实验室五个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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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灾方法研究室 主任：陈  立(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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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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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六个实验大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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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水工模型实验大厅      主任：贺昌海 

水工结构实验大厅      主任：王均星 

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实验大厅  主任：杨建东(兼)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序

号 姓 名 学术委员

会职务 
出生 
年月 职  称 专  业 工 作 单 位 

1 刘昌明 主任 1934.05 教授、院士 水资源、地理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 

2 郑守仁 副主任 1940.01 教授、院士 水  工 长江水利委员会 

3 张勇传 副主任 1935.03 教授、院士 水资源、水电 华中科技大学 

4 李德仁 委员 1939.12 教授、院士 遥感 武汉大学 

5 韩其为 委员 1933.11. 教授、院士 泥沙、防洪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6 王光谦 委员 1962.02 教授、博导 水沙科学 清华大学 

7 王  浩 委员 1953.08 教授、博导 水资源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8 夏  军 委员 1954.01 教授、博导 水资源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武汉大学 

9 薛松贵 委员 1963.03 教授级高工 水资源 黄河水利委员会 

10 胡四一 委员 1954.11. 教授、博导 水资源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11 胡  斌 委员 1966.10 教授级高工 水  工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 
勘测设计研究院 

12 冯树荣 委员 1966.09 教授级高工 水  工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 
勘测设计研究院 

13 郭生练 委员 1957.07 教授、博导 水资源 武汉大学 

14 周创兵 委员 1962.11. 教授、博导 水工、岩土 武汉大学 

15 杨金忠 委员 1953.01 教授、博导 地下水资源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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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验室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 近期主要研究内容（100 字以内） 

1. 水资源时空变化

规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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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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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洪水灾害形成机

理与减灾方法 

流域水沙产输规律、灾害成因与致灾机理，洪水演进计算，溃坝洪

水模拟方法；水利工程对河床及洪水的影响，江湖关系及其变化趋

势预测分析；洪水预警分析方法及调度决策理论；洪涝灾害快速评

估及减灾方法。 

4. 水电工程结构与

施工过程仿真 

高坝结构优化设计的计算仿真理论；坝基边坡稳定性分析与反馈设

计方法；“3S”技术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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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水电站过渡过程

与控制 

水机电联合过渡过程机理试验和数值仿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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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和数值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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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学科支撑 

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及博、硕士点 

类  别 名  称 学科代码 备  注 
博士后流动站 水利工程 0815  

博士点 
(8 个) 

水文学及水资源 081501 

水利工程一级

学科博士点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081502 
水工结构工程 081503 
水利水电工程 081504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081505 
系统工程 081103  
岩土工程 081401  
流体力学 080103  

硕士点 
(11 个) 

水文学及水资源 081501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081502  
水工结构工程 081503  
水利水电工程 081504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081505  
系统工程 081103  
流体机械与工程 080704  
流体力学 080103  
防灾减灾与防护工程 081405  
环境工程 083002  
岩土工程 081401  

1.4  队伍与规模 

2005 年，实验室现有人员 73 人，其中固定研究人员 35 人，流动研究人员

34 人，技术与管理人员 4 人。在固定研究人员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3 人，教授

26 人(均为博士生导师)，其中“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1 人，中国科学院“百人

计划”1 人，有 2 人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津贴；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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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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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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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成果与进展 

2005 年，实验室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973）、国家“863”计

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国际合作等科研项目 258 项，

到款科研经费达 3400 万元以上。其中，承担国家“973”项目 5 项（含子项），

经费近 400万元，以李义天教授为首席承担的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973)—“长

江流域水沙产输及其与环境变化耦合机理”顺利通过中期检查；承担国家“863”

等科技计划项目 6 项（含子项），经费 80 余万元；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6 项，经费 300 余万元，其中 2003 年的“土壤水动力参数的尺度效应和空间

变异性”等 9 项基金课题圆满结题，2005 年新承担基金课题“裂隙岩体的渗流

与力学特性研究（50239070）”等 13 项，本年度基金的数量和经费额度较以前

有较大增加；承担“十五”、“十一五”等前期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7 项，这些

基础研究工作为国家的基础研究和学科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国际合作项目 5

项；承担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研究项目 14 项，省部

级重要项目 31 项，其它项目 160 余项，为三峡、溪落渡等巨型水电站的设计提

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2005 年，实验室获国家和省部级自然科学奖与科技进步奖 12 项，其中“节

水农业技术研究与示范”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单位排名第 5，本室研究人

员排名第 6 和第 10），“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理论及工程应用”获教育部提名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水利水电工程水流的精细模拟和反问题研究”获湖北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申请专利 7 项；出版学术著作 6 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

上做特邀报告 11 次。发表论文 220 多篇，其中三大检索论文 113 篇（SCI 论文

30 篇，EI 论文 69 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简称 CSCD）核心期刊论文 109

篇。这些成果能够很好地服务于科学技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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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成果 

2.1.1  获省部级以上奖项 

2005 年实验室获国家及省部级以上奖项共计 12 项。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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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水农业技术研究与示范 二等 国家科技 
进步奖 (5)王长德(6)黄介生(10) 

2 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理论

及工程应用 一等 教育部提名国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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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冠(8) 

3 水利水电工程水流的精细模

拟和反问题研究 一等 湖北省科技进步奖 (1)戴会超(1)槐文信(2)杨中

华(11) 

4 洪灾风险管理理论研究 二等 湖北省自然科学奖 (1)纪昌明(1) 

5 水文水资源系统不确定性分

析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二等 教育部提名国家自然

科学奖 

(1)夏军(1)杨金忠(2) 张 翔
(3)熊立华(4)蔡树英(5) 张

利平(6) 

6 大坝填筑碾压施工质量 GPS
实时监控系统研制与应用 二等 湖北省科技进步奖 

(2)胡志根(6) 
常晓林(8) 

7 水电站地下厂房变顶高尾水

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二等 湖北省科技进步奖 (2)杨建东(3) 

8 灌区灌溉用水实时调配决

策、信息化及管理模式研究 二等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 (3)崔远来(2) 

9 
三峡工程明渠截流施工关键 
技术研究与实践 

一等 湖北省科技进步奖 (5)肖焕雄(3)贺昌海(10) 

10 
龙王山水库群洪水预报 
调度系统研制与开发 

三等 江苏省水利科技优秀 
成果奖 (2)宋星原(2) 

11 湖沼型钉螺的控制 二等 湖北省自然科学优秀 
论文奖 (1)李大美(1) 

12 
河口海域 SDZY 水质预测 
模型的研究及应用 

二等 湖北省自然科学优秀 
论文奖 (1)王祥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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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成果简介 

1. 节水农业技术研究与示范 

本成果是国家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节水农业技术研究与示范”的研究

成果。实验室承担了“节水灌溉与农业综合技术研究”专题的主要研究工作，

主要针对冬小麦、夏玉米和棉花 3 种作物，采用地膜、秸秆、可降解膜和液态

膜等几种覆盖材料，研究分析了各种覆盖材料的覆盖方式、节水增产效果、耗

水规律、配套灌水技术和施肥技术等。主要成果如下： 

(1) 对地膜覆盖条件下的作物耗水规律有了新的科学认识，指出了地膜覆

盖的节水意义在于把无效的棵间蒸发转化为有效的植株蒸腾。理论分析和试验

结果表明：地膜覆盖条件下与无覆盖农田相比，作物蒸腾量平均增加 16.5%，

总腾发量减少幅度 6.4%，水分生产率冬小麦可以达到 1.5～1.6kg/m3，夏玉米达

2.2～2.7kg/m3，较无覆盖农田提高 10%～30%； 

(2) 从经济效益和环境影响的角度，指出了地膜覆盖在大田应用的局限性，

以科学的态度提出了地膜覆盖在试验地区不宜在大田推广的意见；并根据多种

覆盖材料的试验结果，提出了在大田推广秸杆覆盖的建议。试验结果表明：覆

盖量为 4500kg/hm2 的秸秆覆盖条件下，投本仅为 300 元/hm2 左右，秋作物生长

期间即可节水 450～495m3/hm2。秸秆中还含有氮、磷、钾等养分，成本也低廉，

是大田作物理想的覆盖材料； 

(3) 研究开发了秸秆覆盖条件下的灌水技术。采用多孔出流软管灌水，可

以较好地解决地面灌溉时秸秆随水漂移、壅塞阻水、灌水定额大等技术难题。

每次灌水定额可根据作物的需要控制在 750～1050m3/hm2 范围内，较一般地面

灌水少 450 m3/hm2 左右。针对棵间覆膜采用膜间缝灌水方式，操作方便，入渗

的水分也大都在植株根际附近； 

(4) 研究开发了农田覆盖条件下的施肥技术。根据不同间套作物生长期的

长短、需肥特点和土壤的肥力状况，选用不同的缓释可控全营养包复肥料，肥

料中养分的释放期一般为 2～5 个月，可解决覆盖与“一炮轰”施肥的矛盾，使

肥料利用效率提高 5 个百分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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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实验室为主要完成单位。 

2. 复杂岩体多场广义耦合理论及工程应用 

其研究成果为： 

(1) 提出并建立了复杂岩体 3＋X 维广义耦合数值分析模型，形成了较为独

特的岩体多场广义耦合分析体系，以及耦合计算收敛准则和加速迭代收敛的计

算方法； 

(2) 提出了考虑剪胀和剪缩效应的结构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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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导了结构面饱和度与毛细压力的表达式，提

出了基于流体扩散能叠加原理的复杂岩体渗透张量的计算方法； 

(3) 提出了模拟锚索/锚杆锚固力及附加刚度贡献的隐式锚索/锚杆单元模

型，拓展了复杂岩体开裂计算的 ISB 有限元方法； 

(4) 提出了采用形变势能迭加原理或渗流耗散能迭加原理确定岩体REV的

能量迭加法、基于中心极限定理和不连续面统计特征确定岩体 REV 的地质统计

法及其相应的数值模拟方法； 

(5) 提出了基于爆破损伤控制复杂岩体优化开挖顺序及爆破方式。 

研究成果在三峡、龙滩、小湾、溪洛渡及锦屏等 30 多个大型水利水电工程

中得到成功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该研究成果系统、完整，总

体上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在结构面渗流与变形耦合模型、多场广义耦合数值方

法等方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本项成果获教育部科学技术一等奖，实验室为第一完成单位。 

3. 水利水电工程水流的精细模拟和反问题研究 

其研究成果为： 

(1) 对紊流模型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比较和评述，提出或改进水利水

电工程紊流数值模拟中适合多类流动问题的紊流模型及模拟方法。包括三元复

杂边界的数学模型、水气两相流的数学模型、计及浮力效应的紊流模型、大涡

模拟方法、自由面模拟方法等； 

(2) 模拟获得了水垫塘复杂紊流场水力特性和消能机理及孔板泄洪洞、洞

塞泄洪洞、竖井旋流式泄洪洞和龙抬头式泄洪洞的流场细观特征，形成了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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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泄洪洞消能体系的理论；  

(3) 建立了一套复式游荡型河道漫滩水流计算方法及洪水演进数值计算模型； 

(4) 获得了静止环境中单孔负浮力排放及流动环境中单孔、多孔正负浮力

排放近区流场水力特性及稀释机理，从数值模拟角度得出横流中浮力排放过程

中射流的分叉现象和马蹄涡结构； 

(5) 完成了三峡原型水轮机的全流道三维定常和非定常紊流计算；对

三峡原型混流式水轮机进行了三维定常空化紊流计算，分析了空化发生的

规律； 

(6) 完成了减小三峡水轮机压力脉动的研究，包括转轮泄水锥的形状和长

度、尾水管形状的研究。以三维紊流计算为基础，研究了新一代高性能 X 叶片

转轮的现代优化设计方法，并设计了三峡右岸混流式水轮机，比较了传统叶片

和 X 型叶片的混流式水轮机性能； 

(7) 拓宽了反问题的概念，提出了“脉冲谱法、离散优化法、摄动法，控

制论方法”等。在此基础上给出各类方法详细的求解步骤及应用实例。 

成果已应用于多个大中型水电站水垫塘或泄洪洞设计、指导三峡工程两次

截流和施工通航、三峡水轮机方案决策、工程含油废水扩散器的设计，金马河

河道整治及渭河下游河道及洪泛区洪水演进的数值仿真。也应用于其他水利工

程、航天液氧泵和冶金设备的流动模拟中，部分成果已编入计算手册和相关教

材，因此本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水利水电工程理论基础及相关技术，充实

了相关学科的内涵及外延。 

本项成果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实验室为第一完成单位。 

4. 洪灾风险管理理论研究 

以长江流域防洪系统为背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结合我国防洪实践，

把防洪系统作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防洪减

灾新的科学方法，创建洪灾风险管理理论体系，奠定防洪减灾保障体系新的理

论基础，具体而言，即在剖析和描述各类主要洪涝灾害风险因子和作用机理基

础上，以洪涝灾害损失的量化为重点，建立灾害损失模型和普适的洪涝灾害评

价指标体系；研制基于遥感 RS、地理信息系统 GIS 和灾害损失模型的快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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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集成系统；补充和完善快速评估理论；借鉴国内外防洪减灾成功的理论与实

践，建立洪泛区和分蓄洪区洪涝灾害场景模拟模型和风险分析方法，建立用于

指导洪泛区和分蓄洪区和分蓄洪区风险管理体系；针对区域（流域）防洪减灾

体系，探讨综合风险的辨识、演变及转化机理，建立综合风险评估理论和方法，

发展防洪减灾体系风险决策模型与技术。以期形成具有多学科交叉特色的新的

风险管理理论体系。 

本项成果获湖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实验室为第一完成单位。 

5. 水文水资源系统不确定性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由于水文水资源系统的不确定性，导致防洪减灾、水的可持续利用和管理

风险问题十分突出。探索水文水资源系统不确定性，不仅是国际水科学发展前

沿，而且是保障我国水安全的关键技术。 

本研究采用随机理论与统计分析、模糊数学以及灰色系统分析的多种途径，

开展了水文水资源不确定性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取得了方法和理论方面的成果： 

(1) 针对宏观水文学和水资源系统，在气候变化、陆面水文过程和地下水

溶质运移过程进行数学模拟的基础上，分析和揭示水文学水资源系统的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的来源，提出了分析、描述、预测和降低水文水资源系统不确定性

的理论和方法； 

(2) 提出了水文水资源不确定性分析的多途径量化理论与方法，建立了广

义不确定性的灰色系统水文学理论体系。 

本项成果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实验室为第一完成单位。 

6. 大坝填筑碾压施工质量 GPS 实时监控系统研制与应用 

利用全球卫星定位技术、无线数据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数据处理与分

析技术进行集成，结合水布垭水利枢纽工程实际，开发研制出一套适合大坝

填筑碾压施工质量实时监控的系统，即大坝填筑碾压施工质量 GPS 实时监控

系统，系统具备对碾压施工质量进行实时、高精度、连续、自动化监控等基

本功能。 

从系统开发、研制，现场测试到试验，根据水布垭大坝的填筑碾压的施工

要求，取得的主要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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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GPS 监测条件下的堆石料填筑层厚度、碾压遍数与压实度等施工质量

控制参数，并与常规试验方法的成果进行对比，有良好的一致性，满足质量控

制的精度要求，GPS 检测系统的有效性、可靠性和工程适应性。 

现场施工质量控制参数的监测，主要包括：碾压机械的运动轨迹、运行速

度、碾压遍数、大坝填筑料的空间坐标及其试验过程的变化等。并且能以可视

化的界面实现控制参数的检测与查询。 

应用 GPS实时监控系统实现对碾压机械运行轨迹、速度和碾压遍数的实时

监控，具有直观、明了等优点。 

本项成果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实验室为主要完成单位。 

7. 水电站地下厂房变顶高尾水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在山区峡谷河段修建大中型水电站，往往受到地形及消能建筑物布置的影

响，电站输水系统洞线很长，尤其当电站运行水头相对较低，引用流量较大，

为了解决这类水电站的机组运行稳定性及规程、规范要求，一般需要设置尺寸

庞大的调压室，来保证电站的调节品质和供电质量。加之狭谷河段电站下游的

水位变幅较大，使得电站的总体布置十分困难。 

为了实现不设置调压室的条件下，亦能满足电站稳定运行的要求，对“变

顶高尾水系统”进行了不断摸索、研究、发展，并逐步完善，建立了一整套完

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包括设计思想、基本原理、理论基础、体型设计、适用条

件、数值模拟和实验技术等，构成了可供工程推广应用的“变顶高尾水系统”实

用技术。 

“变顶高尾水系统”不仅可以取代尾水调压室，满足电站各种工况下的稳

定运行要求，又能有效地解决水电工程中的实际困难问题，简化地下洞室群的

布置，既有利于洞室的结构稳定、方便施工，又节省工程量、水头损失小、经

济效益好，因而具有重大技术优越性和较大的经济效益。 

这种“变顶高尾水系统”目前已被一些工程所采纳，如乌江彭水水电站、

长江三峡地下电站、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等。 

本项成果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实验室为主要完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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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灌区灌溉用水实时调配决策、信息化及管理模式研究  

围绕灌溉用水实时调配决策、灌区信息化及灌区现代化管理模式三方面的

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包括系统的实时灌溉预报及渠系动态配水原理

与模型研究、灌溉用水实时调配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开发、灌区信息化系统研

究及建设、灌区现代化管理模式研究等。其研究成果为： 

(1) 对与管理节水有关的各项技术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归类、

评述和总结，指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灌溉用水实

时调配决策、灌区信息化及灌区现代化管理的研究体系及研究内容； 

(2) 结合实时灌溉预报的需要，利用遗传算法的全局空间寻优功能和 BP 网

络映射能力强的优点，建立了利用遗传算法确定最优网络结构的进化神经网络

(GA-ANN)模型，据此预测水库来水量；结合月降雨量预报，采用自回归方法

建立了对月来水量进行预报的模型； 

(3) 探讨了参考作物腾发量和实际作物腾发量的实时预报及修正方法，结

合陡山灌区实际资料，分别针对主要旱作物和水稻建立了实时灌溉预报模型；

建立了以遗传算法确定最优网络结构的进化神经网络(GA-ANN)模型，用来预

测参考作物腾发量；在对田间试验资料统计分析与模拟的基础上，提出了灌区

主要农作物的田间水量平衡综合模拟模型； 

(4) 根据实时配水的要求，建立了灌溉用水信息管理系统；建立了根据

灌区渠系分布，作物种植，渠系输水效率、灌区内小型塘堰、河坝等当地的

供水能力，在综合考虑不同区域水的重复利用情况下，预测各渠道应输水量

的模型和方法；探讨了渠系动态配水的原理和方法；对灌溉配水实时调度系

统进行了校核； 

(5) 开发了基于 Windows 的灌溉用水实时调配决策支持系统； 

(6) 研究建立了陡山灌区信息化系统，结合信息化试点建设，开发了水位、

流量、闸门开度等信息的实时监测、传输、存储、及闸门控制、调度软件，开

发了远程视频监视软硬件。对相关硬件设备进行安装、调试、运行； 

(7) 在总结国内外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参与

式灌溉管理模式的概念、要求、实施及其影响等。以陡山灌区为背景，提出的

RIWADSS、新形势下灌区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以及灌区信息化系统，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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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现代化管理模式。 

本项成果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实验室为主要完成单位。 

9. 三峡工程明渠截流施工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 

主要研究了：大江大河截流理论与实践。其内容主要包括： 

(1) 群体抛投混合石渣料截流理论计算方法； 

(2) 抛投串体截流理论与计算方法； 

(3) 双戗堤及宽戗堤截流机理及计算方法； 

(4) 深水截流理论及计算方法； 

(5) 深水截流抛投材料稳定过程及计算方法。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具体研究解决了以下问题： 

(1) 根据立堵截流在流水中抛石稳定的止动观点，推导块石止动稳定及混

凝土立方体等在水底运动的动力平衡微分方程，并由系统的模型实验确定综合

稳定系数，得出实用计算公式；建立群体抛投混合石渣料计算模型，根据止动

流速观点推导出动力平衡方程，得出实用的计算公式；根据止动观点及不同的

抛投部位，推导计算流水中抛投块石串及混凝土串的稳定计算公式； 

(2) 建立截流戗堤堆石体孔隙的微结构模型，用静态分叉论分别论证堆石

应力状态变化、材料浸水湿化是戗堤坍塌的两种主要原因；用突变论推导在应

力状态变化和材料浸水湿化综合作用下，堆石体突然失稳的一般判别式。研究

成果解释了三峡大江截流等深水截流工程的实际坍塌现象以及模型与原型坍塌

差异的原因； 

(3) 对双戗堤截流的三大难题（双戗堤之间的间距、壅水历时、协调进占）

进行研究，提出双戗堤截流应用判别式及水力参数计算方法。 

研究取得的主要创新点在于： 

(1) 首次提出了截流抛石“止动稳定”的新概念与计算方法，以及串体（混

凝土块串或石块串等）截流、群体抛投混合石渣料截流等的计算方法； 

(2) 首次运用突变论及分叉理论，论证了深水截流堤头坍塌的成因、机理、

对策，提出了相应的计算原理及方法； 

(3) 对双戗堤截流的三大难题（双戗堤之间的间距、下戗堤向上戗堤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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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上下戗堤协调进占）进行了研究，提出双戗堤截流适用条件的判别及其

计算方法。 

研究成果已经应用到三峡水利枢纽、溪洛渡、锦屏、龙滩、小湾、水布垭、

向家坝和糯扎渡等工程中，在取得良好成果的同时，也使理论本身得到了验证

和发展。 

本项成果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实验室为主要完成单位。 

10. 龙王山水库群洪水预报调度系统研制与开发 

龙王山水库群由龙王山、桂五和山洪梯级水库以及化农、红旗五座中型

水库组成，是淮河下游支流维桥河、铜龙河和白塔河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对

下游防洪至关重要。本项目研究的成果，为各级防汛指挥决策部门提供出有

力支持，对提高淮安市水库洪水预报调度工作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整体水平具

有重要作用。 

针对淮安市水库工程实际，开发满足本系统要求的数据库支持子系统，洪

水预报子系统和防洪调度子系统。其主要内容包括：(1) 系统结构设计；(2) 系

统功能设计与制作；(3) 信息查询与维护设计与制作；(4) 洪水预报模型研制；

(5) 洪水调度模型研制；(6) 日常事务管理设计与制作；(7) 交互界面设计与制

作；(8) 系统集成；(9) 网络数据库及 WEB 数据查询支持设计与制作。 

本研究涉及的专业面广，科技含量高，采用先进的水库防洪调度系统结

构设计和有关标准化的应用软件，进行系统设计、软件开发、安装调试、直

至运行，保证成果的实用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研制开发完成的系统符合国

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水库洪水调度系统开发原则，水文预报模型精度

较高。该项成果理论性与实用性强，部分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整体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 

本项成果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实验室为主要完成单位。 

11. 湖沼型钉螺的控制 

无螺取水技术是在对钉螺的生态水力学特性进行系统试验研究基础上发明

的。根据钉螺对流场改变的敏感性、选择性和适应性，在取水口人为造出一种

对钉螺生存不利的流场环境，利用钉螺的求生本能，自己从水流中爬出，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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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无螺取水的目的。与诸多阻螺技术相比，其主要优点是： 

(1) 无毒、无害、无环境污染——不需任何灭螺药物； 

(2) 不须拦网，不阻水，不需辅助动力设备； 

(3) 除螺效率高：实验室和野外实际工程验证，除螺率均达 100% 。 

(4) 主工作段为封闭式压力水槽（埋入地下），不占耕地，也不会引起任何

范围的钉螺扩散； 

(5) 沿人为设置的通道爬进收集袋的钉螺，经粉碎加工可作家禽饲料； 

(6) 不受流量条件限制，可用于大、小工程； 

(7) 可与各种灌溉排水工程配套（包括新建和改建）。 

12. 河口海域 SDZY 水质预测模型的研究及应用 

根据弱混合型河口海域的水流条件和边界条件，针对温热排水污染源，从

物理机制入手，提出了三维，多层二维平均综合预测模型，对排污口区域，用

三维模型考虑了垂直方向的流动及流场的梯度变化，同时考虑了垂直方向的热

量交换和温度场的梯度变化，对远离排污口区域，用多层平面二维模型，考虑

各层的流动场和温度场的梯度变化。通过对实际河口海域流场和温度场的模拟

计算，模型具有较高的精度和实用价值。 

2.1.2  在研课题 

2005 年，实验室在研纵向课题 84 项，其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 项（2006 年新增 14 项，其中重点项目专题 2 项），国家“973”项目 4 项（含

子题），国家“863”项目专题 3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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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余项，省部级重要项目 23 项，其它项目 160

余项，2005 年到款科研经费达 3400 万元以上。在研纵向与重大工程课题目录

见附件 1，在研横向课题见附件 2。 

2.1.3  发表论文 

2005 年实验室共发表论文 220 多篇，其中发表于国内外重要刊物（国外刊

物：指在国外正式期刊发表的原始学术论文；国内重要刊物：指中国科学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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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情 报 中 心 建 立 的 中 国 科 学 引 文 数 据 库 ( 简 称 CSCD) 核 心 期 刊

(http://www.las.ac.cn)）学术论文共 109 篇；国际会议论文 48 篇；国内会议论文

42 篇；国内其它刊物发表论文数 120 多篇。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113 篇。发表论

文目录见附件 3、附件 4。 

2.1.4  出版教材、专著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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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变异理论及应用》 科学出版社 2005.01 张仁铎 

2 《设计洪水研究进展与评价》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5.10 郭生练 

3 《高速水流》 科学出版社 2005.07 刘士和 

4 《河道及近海水流的数值模拟》 科学出版社 2005.05 
槐文信  赵明登 

童汉毅 

5 
《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理论、方法

与实践》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07 夏  军 

6 《水利工程施工》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5.05 胡志根 

出版教材、专著简介： 

1. 《空间变异理论及应用》 

作    者：张仁铎 

出 版 社：科学出版社 

时    间：2005 年 1 月 

内容简介：本书较全面的概括了国内外有关空间变异理论及地质统计学

应用方面的知识和新成果，其中也包括了不少作者近年来的研究工作，全书

共包括 9 章，主要介绍随机函数和变异函数，各种不同的克里金估计方法，

协克里金法，拟协克里金法，估值的不确定性和采样策略，随机场产生的方

法以及变量的随机模拟，多孔介质的空间变异性及尺度效应。还提供教学用

计算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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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既可作为水文地质、土壤科学、农田水利、流域管理、农业生态学、

植物学、生物学、采矿业、石油工程、土木工程、环境工程、地理学、地理信

息系统、遥感、气象学、统计学等专业研究生和大学高年级学生的参考书，也

可作为供相关专业科研、教学、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2. 《设计洪水研究进展与评价》 

作    者：郭生练 

出 版 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时    间：2005 年 10 月 

内容简介：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设计洪水分析计算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进

展。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应用实例研究，对设计洪水分析计算的各种理论

和方法进行了比较评价。其主要内容包括中、英、美三国由雨量和流量资料

推求设计洪水的方法，PMP/PMF 估算原理和方法，各国设计洪水的比较和

评价，无偏经验频率公式，P-Ⅲ型分布参数估计方法比较研究，考虑历史洪

水资料和无资料地区频率分析方法，洪水频率区域综合分析，非参数统计试

验和假设检验及估计方法，超定量系列取样和频率分析，以及汛期分期方法

和分期设计洪水估算等。 
本书适合于水利、交通、地理、气象、环保、国土资源等领域内的广大科

技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

的教学参考书。 

3. 《高速水流》 

作    者：刘士和 

出 版 社：科学出版社 

时    间：2005 年 7 月 

内容简介：本书重点阐述高速水流的基本概念、基本特点、主要的水力特

性及分析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并对水利水电工程中的高速水流问题，如消能、

空化空蚀、雾化、流激振动及急流冲击波与滚波进行了系统介绍，其特点在于

力求以紊流理论与多相流理论为基础，较深入地探讨高速水流的紊动结构与掺

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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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可以作为水利、土建类有关学科的研究生教材，也可供从事水利水电

工程设计、施工和科学研究的工作者参考。 

4. 《河道及近海水流的数值模拟》 

作    者：槐文信  赵明登  童汉毅 

出 版 社：科学出版社 

时    间：2005 年 5 月 

内容简介：河道及近海水流的数值模拟是研究河流及近海水域在自然情况

下或修建整治建筑物后河道及近海工程的重要手段之一。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河

道一维、二维、三维水流数学模型及近海三维水流水质数学模型的基本原理、

数值解法及典型的检验算例和工程应用实例。本书内容注重理论结合实际，包

含了作者多年从事河道及近海水流数学模型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的主要最

新成果。 

本书可供水利水电、环境、航运等部门的科研及设计人员阅读，亦可供大

专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参考。 

 

5. 《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理论、方法与实践》 

作    者：夏  军 

出 版 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时    间：2005 年 7 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作者探索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量化理论和方法研究成果

的一次总结，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水资源系统和可持续水资

源管理概念所作的简单介绍；第二部分是对可持续水资源管理量化研究的基础

内容的介绍；第三部分是对可持续水资源管理量化研究方法论内容的介绍；第

四部分介绍了可持续水资源管理量化研究的应用实例。 

本书从一般概念到基础内容、从量化方法论研究到应用实例，内容深入浅

出，既有系统性、创造性又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供从事水文水资源、可持续发

展、资源与环境管理等领域的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供高

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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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利工程施工》 

作    者：胡志根 

出 版 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时    间：2005 年 5 月 

内容简介：本教材是在第三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的，它系统地阐述了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技术与组织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全书除绪论外，共分八章，

包括施工水流控制、爆破工程、基础处理工程、土石坝工程、混凝土坝工程、

地下建筑工程、施工总组织、施工管理。 

本书吸收了国内外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内容

新颖，体系完整。本书除作为高等院校水利学科本科专业教材外，亦可作为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人员的学习参考书。 

2.1.5  发明专利 

2005 年，获准专利 7 项，其中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 4 项。 

2005 年申请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人 专利号 

1 一种防止截流材料冲失的方法 发   明 周力平 ZL 03 1 18764.1  

2 截流材料抗冲失的方法 发   明 周力平 ZL 03 1 18903.2  

3 截流戗堤防坍塌的方法 发   明 周力平 ZL 03 1 19095.2  

4 截流戗堤防护架（四） 实用新型 周力平 ZL 03 2 54853.2  

5 截流戗堤防护架（五） 实用新型 周力平 ZL 03 2 54854.0  

6 截流戗堤防护架 实用新型 周力平 ZL 2004 2 0076060.3 

7 一种戗堤防护架 实用新型 周力平 ZL 2004 2 0076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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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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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实验室各

研究方向取得的主要研究进展概述如下： 

2.2.1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方向 

在水文水资源基础理论方面，主要研究了基于 GIS 的有物理基础的分布式

降水径流模型、无资料地区水文信息挖掘与水文预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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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水库洪水调度模型、水电站群径流调节优

化数学模型、二维水沙数学模型、复杂河网的洪水调度模型。研究了进化博弈中基

于粒子群优化与拟生灭过程的智能体有限理性进化与合作机制、电力市场中不完全

信息多人多目标对策模型与交易规则、突变情况下水沙输移的数值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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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弥散参数的统计结构和污染物运移预测模型；地下水

污染条件模拟方法和风险分析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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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了劣质水灌溉技术与环境控制措施。 
在地下水及土壤水分运动理论方面，研究了地下水和非饱和土壤水非稳定

渗流理论，农田土壤水汽热运移传输理论的研究，大气水－地表水－土壤水－

作物水－地下水转化理论，深厚非饱和土层的土壤水分转化运动理论。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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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水稻、旱作物在水分亏缺条件的需水规

律、逆境条件下土壤－作物－大气连续体系的水分传输规律、不同节水灌溉方

式与技术对农作物产量及环境效应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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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喷微灌灌水器出流过程和水流运动进行了模拟，

建立了土壤气阻对灌溉水流入渗的影响机理模型，提出了灌水均匀度计算新方

法以及提高不同灌水方法灌水均匀性途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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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资源优化配置理论方面，研究了基于“3S”技术、人工神经网络等的

水资源协同优化复杂性分析方法与技术，建立了洪水资源化利用及其风险分析

模型；研究了跨流域水资源规划管理与社会经济发展、节水水平、生态环境保

护之间的互动机制，建立了面向生态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量化模型体系。 
研究了不同条件下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井渠结合方式，建立了地下水、

地表水联合利用和优化理论模型；研究了涝渍兼治情况下农田水分运动规律

及相应的排水标准；不同受渍程度下作物水分生产函数，提出了控制排水条

件下的田间水管理方法。 

劣质水与在再生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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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灾方法方向 

研究泥沙输移、洪水过程、江湖关系之间的互动影响及其对洪水位及湖泊

调蓄作用的影响。分析了长江中游各种类型典型洪水，对长江中游河湖互动条

件下泥沙输移规律及对洪灾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洞庭湖调蓄能力的

变化。采用试验与数学模型相结合方法，研究了滑坡体作用下强非恒定流运动

及其对河床冲淤变化作用。 
系统研究了比降、河床组成、流量等因素对河型变化的影响，初步揭示了

河流的不同历程以及沙波、边滩等形成与发展对最终河型的影响，发现了天然

河流再造床过程中具有较典型的时空演替现象，提出了河流造床熵的概念、最

佳弯道形态的概念，引入元胞自动机，发展了水系形成与发展的数学模型和辨

状、弯曲河型数学模型。 
发展了复杂情形的河流水沙输移模拟方法，建立了普遍适用于强、弱冲积

河流过程的全耦合数学模型，扩展了河流数学模型的适用性；并初步集成了流

域水沙输移数学模型。研究建立了灾害损失模型和普适的洪涝灾害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了洪泛区和分蓄洪区洪涝灾害场景模拟模型和风险分析方法。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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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块体单元法研究方面，建立了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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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复杂三维块体结构系统的基本方法；把渗流视为裂隙网络流，建立了相应的

不连续岩体渗流分析方法；建立了拱坝拱梁分载法与弹粘塑性块体元的耦合分

析方法；发展出一种广义弹粘塑性块体元方法，并且实现了 p 型自适应升阶控

制。对复合单元法的研究，建立了砂浆固结锚杆、空心锚杆分析模型和不连续

岩体的三维复合单元模型与相应算法，提出渗流场分析中的‘复合单元’概念，

建立了不连续岩体渗流分析的三维复合单元模型和相应算法。 
结合裂隙岩体渗流与应力耦合问题，提出并建立了复杂岩体 3＋X 维广义

耦合数值分析模型，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岩体多场广义耦合分析体系，以及耦合

计算收敛准则和加速迭代收敛的计算方法。 
在地下洞室结构研究方面，将损伤理论和应变耗散理论引入地下厂房、洞

室围岩稳定性分析；在型式的选择方面，通过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采用

仿真材料模型试验和大量的三维非线性有限元分析，建立了新的蜗壳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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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导流、截流、围堰作为一个

系统，提出了综合考虑水文、水力、施工等不确定因素风险计算方法和基于多

目标决策理论与仿真技术相结合的风险决策方法。 

2.2.5  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方向 

结合三峡、向家坝、锦屏一级，二级、构皮滩、官地等大型水电站引水发

电系统关键技术的科研任务，进一步推动水电站过渡过程理论的发展和工程实

际应用。完善了水电站水机电联合过渡过程数值模拟技术，相应开发的水电站

过渡过程可视化计算软件已经通过鉴定并在行业内推广，为水电站过渡过程的

研究走向标准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完善了水电站带模型机组整体模型试验

技术，包括模型水道系统、模型水轮发电机组、调速器、励磁调节器、同期装

置、模拟电网系统等组成的硬件平台，开展了大量的基础性和应用性试验研究。

引进 CFD 三维流场模拟技术，在引水发电系统流道体型的优化布置以及心血管

血液流动等诸多方面得到应用。 
在高水头超长输水系统的稳定性、调压室体型优化和底部衔接型式优

化、变顶高尾水系统的优化等方面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并在实际工程

中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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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放合作与国际交流 

2005 年，实验室学术交流活动取得更大进展，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进一步提

高，为实验室科研人员在国内外从事学术科技活动创造更好的环境。2005 年度，

实验室主办、承办、协办“第八届国际大坝数值分析专题会议”等国际学术研

讨会 3 次，国内学术会议 1 次，有 23 人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进行合作研

究，国内外来室参观访问活动 25 批，国内学术报告 9 次，国际学术报告 22 次，

有 40 余人次国际著名学者、专家到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和参观访问。 

12 月，实验室对 2003 年设立的 15 项开放基金课题，进行了结题验收，11

项课题顺利通过验收，1 人因出国取消课题资助，3 人因未完成实验延期半年结

题，共发表了公开学术论文 42 篇，其中 SCI 论文 7 篇，出版专著 1 部；对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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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课题共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出版专著 1 部。2005 年，实验室加

大开放基金的宣传工作，对来自武汉大学等 10 多个单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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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设立了 10 项基金

课题，总经费 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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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学术活动 

3.1.1  举办学术会议 

(1) 2005 年 5 月 8－13 日，实验室承办了“稻灌区可持续发展的水管理技

术国际研讨会”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共 70 多人。 

(2) 2005 年 10 月 23-30 日，实验室承办了“第八届国际大坝数值分析专题

研讨会”，到会代表 100 多人。 

(3) 2005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1 日，实验室承办“国际水文研究方法学术研

讨会”，到会代表 200 多人。 

(4) 2005 年 12 月 16 日－18 日，实验室承办“中国水问题论坛第三届学术

研讨会”，到会代表 100 多人。 

举办学术会议情况简介： 

1. 水稻灌区可持续发展的水管理技术国际研讨会 

时    间：2005 年 5 月 8-13 日 

地    点：武汉大学明珠园 

会议主席：茆 智  教授 

会议概况：2005 年 5 月 8 日－13 日，“水稻灌区可持续发展的水管理技术

国际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国际水管理研究院、武汉大学和湖

北省水利厅组织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茆智主持会议。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创兵

教授到会并致欢迎词，湖北省水利厅陈斌总工程师、国际水管理研究院巴克博

士等作了发言，国内外专家 70 多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2. 第八届国际大坝数值分析专题研讨会 

时    间：2005 年 10 月 23－30 日 

地    点：武汉大学明珠园 

会议主席：陈胜宏  教授 

会议概况：2005 年 10 月 24 日上午 8:30，第八届国际大坝数值分析专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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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会在我校开幕。会议开幕式由我校知名学者、大会主席陈胜宏教授主持，副

校长周创兵教授、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杨金忠教

授、国际大坝委员会主席 A.Carrere 博士到会并分别致辞。我校科技部部长蒋昌

忠、水利水电学院院长谈广鸣、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院长兰

春杰、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安盛勋、法国里尔科技大

学副校长 Isam SHAHROUR 等来自法国、意大利、瑞典、俄罗斯、中国等国家

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及我校水利水电学院教师、研究生代表 100 余人出席了开

幕式。 

3. 国际水文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 

时    间：2005 年 10 月 30-11 月 1 日 

地    点：河海大学 

会议概况：由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

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水利部水文局、南京水利科学研

究院主办，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世界气象组织水文委员会(WMO-CHy)、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UNESCO-IHP)中

国国家委员会、IAHS 中国国家委员会等单位协办，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水资源环境学院承办的“国际水文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

10 月 30 日－11 月 1 日在河海大学隆重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日本、澳大利亚、波兰、韩国、泰国、尼伯尔、中国香港等 10 多个国家及地区

的近 200 名专家学者相聚河海大学，探索数字时代水文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重

要学术问题，研讨水文科学的机遇、挑战和水文研究方法的未来，交流水文研

究方法的经验、成果和最新动态。 

4. 中国水问题论坛第三届学术研讨会 

时    间：2005 年 12 月 16－18 日 

地    点：西安理工大学 

会议概况：中国水问题论坛第三届学术研讨会于 12 月 16-18 日在西安理工

大学隆重举办。本届水问题论坛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水与社会经济发展的

相互影响及作用”，本次论坛为期 3 天，与会专家、代表及论文作者围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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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及作用”的主题分“全球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分

析、水旱灾害预测与防治”、“水资源与经济发展、调度管理与节水、其它

水问题”、“生态水、城市水、水污染防治”进行论文研讨，共有 50 多位

专家教授、博士做了专题发言。来自全国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近 100 名教授、

专家参加了会议。 

3.1.2  实验室内部学术报告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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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志先 强冲积河流水沙动力学 2005-03-26 

2 李  兰 数字水量水质统一管理方面的研究进展 2005-04-02 

3 李远华 农村水利形势与“十一五”重点任务 2005-04-02 

4 卢文波 超长隧洞 TDM 施工中的关键技术 2005-04-09 

5 常晓林 高坝复杂坝基稳定分析及加固处理 2005-04-16 

6 谢  平 变化环境下非一致性序列的水文频率计算理论与方法研究 2005-04-23 

7 杨金忠 农田水利工程学科发展战略研究 2005-05-14 

8 周宜红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水电工程施工过程可视化仿真 2005-05-21 

9 陈晓宏 珠江三角洲网河区水文与地貌特征变异及其成因 2005-05-25 

10 槐文信 河道水库水流的精细数值模拟 2005-06-18 

11 黄社华 紊动空化水流数值模拟的研究进展 2005-06-25 

12 杨国录 高精度长预见期洪水预报框架及展望 2005-09-25 

13 雒文生 厌氧-磁化生态复合系统处理城镇污水的研究 2005-11-27 

14 罗金耀 节水灌溉技术研究与进展 2005-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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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实验室学术出访 

2005 年国际学术出访活动 

序号 姓  名 
出访国家地

区、单位 
交流课题/会议名称 交流方式 交流时间 

1 陈胜宏 
俄罗斯彼得

堡理工学院 
岩土工程结构的数值分析 特邀讲学 2005.12.06~09 

2 陈胜宏 
法国里尔科

技大学 
岩土工程结构的数值分析 特邀讲学 2005.06~08 

3 夏  军 德国波恩 国际气候变化与水资源大会 国际会议 2005.02 

4 郭生练 巴西 

Proceedings of symposium S6 
held during the Seventh IAHS 
Scientific Assembly at Foz do 
Iguacu 

国际会议 2005.04 

5 杨金忠 北京 
饱和－非饱和土壤中迁移规律

与数学模型国际研讨会 
国际会议 2005.07 

6 谈广鸣 印度 迈索尔大学 合作访问 2005.08 

7 熊立华 
爱尔兰国立

大学 
流域水文模型和洪水预报 合作研究 2005.07~08 

8 杨金忠 北京 
第 19 届国际灌排大会（ICID）

暨第 56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 
国际会议 2005.09 

9 

10 

11 

槐文信 

冯小香* 

袁  晶* 

韩国 第 31 届国际水力学大会 国际会议 2005.09.15. 

12 夏  军 
瑞典斯德哥

尔摩 
“世界水周”学术大会 国际会议 2005.08.24-27 

13 夏  军 巴西 国际水文科学（IAHS）大会 国际会议 2005.04.03~09 

14 夏  军 德国 全球水系统计划（GWSP） 国际会议 2005.02.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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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出访国家地

区、单位 
交流课题/会议名称 交流方式 交流时间 

15 王  康 日本鸟取 第 16 界日本沙漠学会大学 国际会议 2005.04 

16 

17 

18 

邵东国 

夏  军 

张  翔 

印度新德里 

XII World Water 

Congress-Wa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wards innovative 

solutions 

国际会议 2005.11. 

19 李典庆 罗马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ructural Safety and Reliability

（ICOSSAR05） 

国际会议 2005.06. 

20 李典庆 希腊 

2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ffshore Mechanics and Artic 

Engineering（OMAE04） 

国际会议 2005.06. 

21 李典庆 
美国佛罗 

里达 

4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Life Cycle Cost Analysis and 

Design of Civil Infrastructures 

Systems 

国际会议 2005.05. 

22 周发潮* 澳大利亚 土壤中水盐运动规律研究 合作研究 2005.07-08 

23 伍靖伟 法国 
遥感技术在水盐运动监测中的

应用研究 
合作研究 2005.07-12 

24 

25 

王修贵 
茆  智 

Seoul, Korea 
INWEPF 2nd Steering Meeting 

& Symposium on the Water and 

Environment in Paddy Fields 

国际会议 2005.11 

注：带*号为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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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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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中水分运移的随机 
理论 杨金忠 饱和－非饱和土壤中迁移规律

与数学模型国际研讨会 
2005.07 北  京 

2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large dam in China 陈胜宏 

Hydropower and Dam 
Construction-New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2005.12 俄罗斯 

3 
General Transfer Function 
Model in Chemical 
Transport 

张仁铎 

Sino-Israel-USA Workshop: Water 
Flow and Chemical Transport in 

Saturated and Unsaturated Media, 
Beijing, China 

2005.07 北  京 

4 

Modeling Groundwater 
Contamination Sensitivity 
Using GIS and Numerical 
Models 

张仁铎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Chinese Groundwater Science 

2005.07 北  京 

5 我国农村水利的几点思考 黄介生 首届安徽科技论坛 2005.10 合  肥 

6 

Hydrological Scienc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China: 
Discussions on observation, 
process & uncertainty 

夏  军 国际环境信息学大会 2005.08 北  京 

7 

Water Security Problem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in North 
China 

夏  军 全球水系统计划 2005.02 德  国 

8 
变化环境下流域水循环及

地表过程面临的主要问题

与挑战 
夏  军 陆地表层系统地理过程 2005.01 北  京 

9 决策理论与方法的若干研

究进展 王先甲 广东省系统工程学会学术年会 2005.07 广  州 

10 水权市场水环境管理 王先甲 深圳市水利学会 
2005 年学术论坛 

2005.12 深  圳 

11 
Fertilizer Management of 
Paddy Rice under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王修贵 
INWEPF 2nd Steering Meeting 
& Symposium on the Water and 

Environment in Paddy Fields 
2005.11 Seoul, 

Korea 

12 
Water Efficient Irrigation for 
Rice and Its Environmental 
Effect 

茆 智 
INWEPF 2nd Steering Meeting 
& Symposium on the Water and 

Environment in Paddy Fields 
2005.11 Seoul,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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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国内专家来室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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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陆河流域水-生态-
经济系统综合研究 

冯  起 教  授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

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2005.03.21. 梅亚东 

2 
水工钢结构可靠性

分析研究进展 
李典庆 博  士 

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

土木工程系 
2005.04.18. 黄介生 

3 

珠江三角洲网河区

水文与地貌特征变

异及其成因 
陈晓宏 教  授 

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

境系 
2005.05.25. 张  翔 

4 
1. 湿地与生态需水 

2. 大区域地下水 
张祥伟 教 授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 2005.10.15. 张利平 

5 

《中国海洋工程》杂

志的投稿、撰写要求

及稿源质量要求 
吴永宁 高 工 

中国海洋工程 
（英文版）编辑部 

2005.11.01. 槐文信 

6 异重流研究进展 许少华 教 授 台湾 Feng Chia 大学 2005.11.02. 李义天 

7 

卵砾石粗化层形成

与破坏水流特征、山

区河流泥沙研究 
王协康 副教授 四川大学 2005.12.19 陈  立 

8 

城乡发展与水资源

管理模型及信息系

统研究 
陶  涛 副教授 同济大学 2005.12.19 付  湘 

9 
不同遥感数据在洪

水监测应用中的比

较研究 
张成才 副教授 郑州大学 2005.12.21 谢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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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国外专家来室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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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理工大学的教学及科研

进展 Tay  Joo Hwa 教 授 
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 2005.01.06 谈广鸣 

2 
Use of stone as counter 
measure of scour 

Chiew YM 教 授 
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 
2005.01.06 张小峰 

3 
Turbulent effects on Bedload 
Transport:A Probabilitic View 

程年生 教 授 
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 2005.01.06 曹志先 

4 
Environmental Fluid 
Mechanics of Vertical Force 
Plumes 

罗永强 教 授 
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 2005.01.06 槐文信 

5 
Analyzing Austrilian Rainfall 
Variasility:A Wavelots 
approovl 

Mr. Seth 
Westro  

博 士 

New  South  
Wales(NSW)  

Uniu,  
Austrialia 

2005.01.13 熊立华 

6 水文预报先进技术 Vieux, Baxter E. 教 授 

美国俄克拉

荷马大学土

木工程与环

境工程系 

2005.05.23 李  兰 

7 

农业水管理系统中地下水位

管理与湿地建设集成技术

Integrating Water Table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ed 
Wetlands into an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System 

布  朗 教 授 
美国俄亥俄

州科学院 2005.06.13 茆  智 

8 
农业水管理系统中地下水位

管理与湿地建设集成技术 
布  朗 教 授 

美国俄亥俄

州科学院 
2005.06.15 茆  智 

9 
水文模型的研究进展和存在

的若干问题 
许崇育 教 授 

挪威奥斯陆

大学 2005.07.14. 郭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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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职 称 报告人单位 报告时间 邀请人 

10 
IT Applications in the 
U.S.Construction Industry 

史精生 副教授 
伊利诺理工

学院土木及

建筑工程系 
2005.08.04 胡志根 

11 流域模拟 Pierre Julien 教  授 
美国科罗拉

多州立大学 
2005.09.19 曹志先 

12 河流工程 Pierre Julien 教  授 
美国科罗拉

多州立大学 2005.09.20 曹志先 

13 河流恢复与重归自然化 Pierre Julien 教  授 
美国科罗拉

多州立大学 
2005.09.21 曹志先 

14 
如何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

论文 Pierre Julien 教  授 
美国科罗拉

多州立大学 2005.09.21 曹志先 

15 浅水流动的 Godunov 型模拟 Alistair 
Borthwick 

教  授 
英国牛津 
大学 

2005.09.23 曹志先 

16 浅水湖泊中的混沌对流 
Alistair 

Borthwick 
教  授 

英国牛津 
大学 2005.09.24 曹志先 

17 
海岸极值水波的 Boussinesq 
模拟 

Alistair 
Borthwick 

教  授 
英国牛津 
大学 

2005.09.25 曹志先 

18 
对实现中国能源和环境可持

续发展的审视和建议 
邵雪民 教  授 

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 2005.11.11 茆  智 

19 腾发量的计算与监测 Isabel Alves 博士 
葡萄牙里 
斯本大学 

2005.11.15 杨金忠 

20 土壤中溶质运移 
Maria do 
Rosario 
Carerira 

博士 
葡萄牙里 
斯本大学 

2005.11.15 杨金忠 

21 
Streambank Stabilization 
Analysis and Design 

胡海明 博士 
WEST 

Consultants 
Corporation 

2005.11.28 李义天 

22 

Miltiple-Dimensional 
Modeling of Hydrodynamics, 
Sedimentation Transport and 
Water Qulity 

胡海明 博士 
WEST 

Consultants 
Corporation 

2005.11.28 李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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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开放基金 

3.2.1 开放课题进展 

12 月，实验室对 2003 年设立的 15 项开放基金课题，进行了结题验收，11

项课题顺利通过验收，1 人因出国取消课题资助，3 人因未完成实验延期半年结

题，共发表了公开学术论文 42 篇，其中 SCI 论文 7 篇，出版专著 1 部；对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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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课题共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出版专著 1 部。2005 年，实验室加

大开放基金的宣传工作，对来自武汉大学等 10 多个单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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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设立了 10 项基金

课题，总经费 40 万元。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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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A001 周  健 高坝结构研究 同济大学 结题 

2003A002 李久生 
作物滴灌施肥灌溉条件下水氮精确

调控 
国际节水灌溉北京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结题 

2003A003 Peter. 
EGGER 岩土体空心锚杆的锚固机理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结题 

2003B001 任  理 考虑流场、残留氮影响和氮素转化

作用的传递函数的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结题 

2003B002 傅  春 
鄱阳湖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及

奉风险分析 南昌大学 结题 

2003B003 周济福 波流边界层中的湍流与泥沙运动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

究所 结题 

2003B004 夏星辉 
水体颗粒物对几种烃类污染物降解

过程的影响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结题 

2003B005 张  健 变顶高尾水洞明满混合流流态分析 河海大学 结题 

2003B006 杜  耘 清江流域生态环境本底数据库建设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 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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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负责人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结题情况 

2003B007 左其亭 基于 RS 和 GIS 的流域水资源评价 郑州大学 结题 

2003C001 罗  强 基于人工智能的水资源优化配置 武汉大学 结题 

2003C002 熊立华 基于 DEM 的流域等流时线的推求 武汉大学 结题 

2003C003 曹志芳 
洪泛区灾害经济损失快速评估的复

合型模型 
武汉大学 停止资助 

2003C004 姜清辉 节理岩体三维流形元研究 武汉大学 结题 

2003C005 周龙才 多级调水泵站优化运行数学模型研究 武汉大学 延期半年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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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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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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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2004B011 郑  源 
水轮机组过渡过程尾水管流态试

验研究 
河海大学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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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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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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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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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2004C006 钱忠东 
水轮机全流道固液两相湍流数值

模拟 
武汉大学 良好 

2004C007 曹志先 复合明渠非恒定流实验研究 武汉大学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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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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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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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开放基金资助课题  (起止时间 2005.12-2007.12)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负责人 经费(万元) 

2005B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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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  明 4.0 

2005B017 生态环境数值实验模拟槽 天津大学 尤学一 4.0 

whu2005
B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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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继清 4.0 

2005B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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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国如 4.0 

2005B020 
土壤大孔隙结构对坡地产汇

流的影响研究 河海大学 冯  杰 4.0 

2005B021 
水文模型参数识别理论与方

法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杨晓华 4.0 

2005C010 
复杂网络模型及其水利科学

中的某些应用 武汉大学 陆君安 4.0 

2005C011 
静止环境中热水负浮力射流

的近区特性 武汉大学 杨中华 4.0 

2005C012 
水文水资源时间序列数据挖

掘及应用研究 武汉大学 李订芳 4.0 

2005C013 水资源安全评价研究 武汉大学 梅亚东 4.0 

3.2.2  开放课题及成果 

2003 开放课题成果 

序号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 作  者 

1 气垫调压室内气体动态特性研究 
水力发电学报, 第 23 卷第 4 期

2004 年 8 月 P97-101 张  健 

2 
双机共尾水管路系统水力干扰计算

研究 
河海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32 卷第 6 期 2004 年 11 月  张  健 

3 
双机共尾水管路系统小波动稳定性

研究 
水利水电技术，第 35 卷第 12 期

2004 年 12 月 P64-67 张  健 

4 VOF 方法理论与应用综述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2005 年 第
25 卷第 2 期 P67-70 张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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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 作  者 

5 
参数对输水管道水流冲击气团压力

的影响 
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2
卷第 6 期 2004 年 11 月 P656-660 张  健 

6 多次透射边界在 ANSYS 软件中应用 
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2005 年第

2 期，67-70 页 周  健 

7 
云龙水库心墙堆石坝三维地震反应

分析 岩土力学 周  健 

8 江西生态城市建设及效益 城市生态与城市环境 付  春 

9 
鄱阳湖区治穷与治虫相结合的生态

农业模式及效益 
鄱阳湖区域生态与经济发展高层

论坛 付  春 

10 
赣南山区小流域开发治理模式及其

效益 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 付  春 

11 
鄱阳湖区大水面综合开发模式及其

效益 江西农业科学 付  春 

12 水体中有机污染物自然降解研究进展 环境科学与技术 夏星辉 

13 
黄河水体颗粒物对多环芳烃生物降

解过程的影响 
环境科学学报，2005， 

25(9): 1226-1231 
夏星辉 

14 
黄河耗氧性有机物污染特征及泥沙

对其参数测定的影响 
环境科学学报，2004， 

24(6): 969-974 
夏星辉 

15 河口泥沙研究进展 泥沙研究, 2003, 6: 75-81 周济福 

16 
鱼咀及丁坝对长江口航道分流分沙

的影响 
应用数学与力学, 2004， 

25(2): 141-149 
周济福 

17 

Influences of the fish-mouth project 
and the groins on the flow and 
sediment ratio of the Yangtze River 
Waterway.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2004, 25(2): 158－167 周济福 

18 
基于数字高程模型的等流时线推求

与应用 
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 

2003，36(3):1-3 熊立华 

19 基于 DEM 的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 水科学进展 熊立华 

20 
两变量极值分布在洪水频率分析中

的应用研究 
长江科学院院报，2004，

21(2):35-37 
熊立华 

21 

Trend test and change-point detection 
of the annual discharge ser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t the Yichang 
hydrological station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2004, 49(1):99-112 

熊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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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 作  者 

22 
水文时间序列变点分析的贝叶斯 
方法 水电能源科学，2003，21(4): 39-41 熊立华 

23 
丹江口库周区人工神经网络洪水预

报模型研究 人民长江，2004，35(4)：30-31 熊立华 

24 MODIS 在水资源中的应用与展望 水科学进展，2004, 15(5)：683-688 熊立华  

25 
博斯腾湖水体矿化度变化趋势及调

控研究 
《水科学进展》，2004，15(3)：

307-311 
左其亭 

26 城市化建设带来的水问题及解决措施 
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2004，

15(1)：56-58 左其亭 

27 
Application of RS and GIS in the 
calculation of ecological water use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左其亭 

28 
基于“3S”技术的生态环境调查及生

态用水量计算 
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2004，15

（2）：1-4 左其亭 

29 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 水科学进展，2005，16（1）：
103-108 

左其亭 

30 
水环境承载能力预测模型及其郑州

市的应用 水资源保护，2004，20（4）：22-24 左其亭 

31 
博斯腾湖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可持

续性风险分析计算方法 
干旱区地理，2004，27（3）：

361-366 
左其亭 

32 
四面体有限单元覆盖的三维数值流

形方法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Vol.24
（24）：4455-4460，2005 

姜清辉 

33 锚固岩体的三维数值流形方法模拟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Vol.25（3）：
528-532，2006 姜清辉 

34 
A model of point-to-face contact for 
three-dimensional discontinuous 
deformation analysis.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37(2): 95-116，2004 

姜清辉 

35 三维离散块体边-边接触模拟 岩土力学，Vol.27（8），2006 姜清辉 

36 三维数值流形方法的点-面接触模型 计算力学学报，Vol.23，2006 姜清辉 

37 高阶三维数值流形方法研究 岩土力学, Vol.27（9），2006 姜清辉 

38 
三维 DDA 与有限元的耦合分析方法

及其应用 岩土工程学报, Vol.28，2006 姜清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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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 作  者 

39 
复杂灌区最优规划的递阶网络流规

划法 
灌溉排水学报，Vol.23(2)： 

13～16，2004 罗  强 

40 
灌区渠道水库群优化调度的自优化

模拟技术 
灌溉排水学报，Vol.24(5)： 

32～35，2005 罗  强 

41 
基于遗传算法的非充分灌溉下最优

灌溉制度设计 
灌溉排水学报，Vol.24(6)： 

45～48，2005 罗  强 

42 协同进化在水资源领域的应用前景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Vol.25(4)：
19～21，2005 罗  强 

3.3  国际合作 

2005 年在研国际合作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目类别 
经费 

(万元) 

1 

Scale dependency and 
spatial variability of soil 
hydraulic properties on 
transport processes.  
United States - Israel 
Bi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und 

张仁铎 2002-2005 BARD 23.2 

2 

Detailed hydraulic 
assessment using a 
high-resolution 
piezocone  

张仁铎 2004-2007 

Environmental 
Security 

Technology 
Certification 

Program, DoD 

36 

3 
越南 AnKhe 水电站引

水系统水力分析 
程永光 2005.8-2005.10 越南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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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5 
提高水稻灌区水分生

产率的研究 
崔远来 2001.1－2005.6. 

澳大利亚国际

农业基金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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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留学生 

2005 年留学生名单 

姓名 攻读学位 国籍/学校 学习内容 入学时间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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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水电工程 2003.09 方坤河 

  

3.5  到访与参观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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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1.06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一行 谈广鸣  黄介生 

2 2005.05.08 
水稻灌区可持续发展的水管理技术国际研讨会会议

代表(澳大利亚、美国、瑞士、越南、荷兰、菲律宾) 
黄介生 

3 2005.05.17 伊朗能源部电力与水工业应用科学培训学院 谈广鸣  梅俊祥 

4 2005.05.21 
俄克拉荷马大学土木工程与环境工程系国家防灾减

灾中心主任 Dr.Vieux, Baxter E. 
李  兰 

5 2005.05.30 

俄亥俄州立大学（校长 Dr. Karen Holbrook、常务副

校长 Barbara Snyder 、科研副校长 Dr. Robert 

Mcgrath） 

黄介生  茆  智 

6 2005.06.14 俄亥俄州科学院 Dr. Larry C. Brown 茆  智 

7 2005.08.04 伊利诺理工学院土木及建筑工程系史精生副教授 胡志根 

8 2005.08.12 加州大学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茆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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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  间 主要来访人员及单位 邀请人/接待人 

9 2005.09.19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Dr. Pierre Y. Julien 曹志先 

10 2005.09.23 牛津大学教授 Dr. Alistair Borthwick 曹志先 

11 2005.10.12 荷兰 Larenstein University Prof. Jos Wintermans 黄介生  熊立华 

12 2005.10.26 第八届国际大坝数值分析专题研讨会会议代表 陈胜宏 

13 2005.11.15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教授 杨金忠 

14 2005.11.20 德国 Duisburg-Essen 大学、荷兰 Redboud 大学 李  兰 

15 2005.03.02 长江水利委员会蔡其华主任一行 8 人访问实验室 谈广鸣 

16 2005.04.18 水利报社社长等 谈广鸣 

17 2005.04.27 清华大学水电系一行 邵东国 

18 2005.04.28 水利部、湖北省水利厅领导 谈广鸣 

19 2005.05.24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社长一行 谈广鸣 

20 2005.05.26 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吴运卿 

21 2005.06.18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邵东国 

22 2005.07.06 华南理工大学  

23 2005.07.08 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24 2005.09.21 水利部索立生副部长一行视察实验室并作学术报告 谈广鸣 

25 2005.11.08 广州市水利科学研究所所长一行访问实验室 邵东国 

26 2005.12.28 广东省水利厅厅长一行 13 人访问实验室 杨金忠 



 

 

 

 

4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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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2005 年，实验室通过加强条件改善和人才引进措施，在队伍建设与人才培

养方面成果丰硕。在固定研究人员中产生 3 名学术骨干（博士生导师），有 3

名优秀学者到实验室工作，其中 1 名教授，1 名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后)

和 1 名博士毕业生。2 名青年研究人员工作稳定，积极发挥了科学研究的主力

军作用；当年在站博士后 6 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178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358

人，在读其它学历研究生 145 人；出站博士后 3 人，毕业博士生 36 人，毕业硕

士生 136 人，毕业其它学历研究生 84 人。 

 

4.1  队伍建设 

4.1.1  特聘教授 

张仁铎教授： 

1950 年出生，1990 年获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博士学位，美国怀俄明大学教授，

2001 年受聘为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农田水利工程“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土

壤物理学领域中的杰出科学家。研究方向主要为：农田水利工程、持续性农业

发展；农业和自然资源的最佳管理；自然资源的保护及环境的治理；地下水的

监测、保护及污染的治理；流体在多孔介质中的运移；计算机数值模拟和地质

统计方法在农业和环境问题中的运用。“美国土壤学会杂志"(SSSAJ)和国际“环

境质量杂志”(JEQ)编委，获 SSSA Fellow 奖和 ASA Fellow 奖。共发表学术论

文 100 多篇，其中 SCI 收录 90 余篇，EI 收录 2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3 部。 

特聘教授总结报告： 

张仁铎教授，受聘武汉大学农田水利学科，受聘日期为 2001. 9，填报日期

为 2004. 1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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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聘教授简况 

姓 名 张仁铎 性别 男 国籍 美国 出生年月 1956.10 

设置特聘教授

岗位学科 
农田水利 

受聘特聘

教授时间 
2001.9 最后学位 博士 

 

二．特聘教授受聘三年期间科研教学基本情况 

发表

论文 

共计：          33 篇 

国外学术刊物 21 篇 国内学术刊物 12 篇 
SCI、EI、ISTP(特邀)收录：

24  篇 

获奖

项目

(项) 

国际

学术

奖 

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 
国家自然科

学奖 
国家发明奖 国家科学进步奖 

省部 
级奖 

2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1 
       

出版学术专著     4      部 

已完成或目前正承担科研项目 6 项（国内），总经费 105 万元（本人支配经费额） 

获得专利

情况 
国际发明专利：             项 国内发明专利：            项 

指导 
博士生 

毕业人数： 
指导硕士生 

毕业人数：2 

在读人数：5 在读人数：3 

讲授核心

课程 

课  程  名  称 授课对象 课时数 

1. 地质统计学 

2. 溶质运移的数值模拟 

3. 专业外语 

研究生 

研究生 

大学生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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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聘教授受聘三年期间主要学术成就 

1. 承担主要科研项目及获奖、获得专利情况 

(1) 土壤水动力参数的尺度效应和空间变异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优

秀创新项目)(主持人)。36 万，2002-2005。 

(2) 宁蒙河套灌区水平衡机制及耗水量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主持人之一)。140 万（武汉大学经费：43 万），2002-2006 

(3) 劣质水资源化与灌溉利用技术，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项

目 (主要研究人员)。50 万，（张仁铎支配经费：8 万），2002-2006。 

(4) 负压渗灌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要研究人员)。8 万（张仁铎

支配经费：2 万），2002-2003。 

(5) 生态型山区防洪规划与洪水管理技术(主要研究人员)。“948”项目

$100,000（张仁铎支配经费：$20,000,合 16 万），2004-2006。 

(6) Zhang, R, and D. Russo.  Scale dependency and spatial variability of soil 

hydraulic properties on transport processes.  United States - Israel Bi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und,$290,000, 2001-2004. 

(7) Vance, G., L. Munn, R. Zhang, J. Hamerlinck, B. Schladweiler. Evaluation 

of effects of land application of coal bed methane produced water on 

Powder River Basin soils. Powder River Basin, Wyoming and Montana.  

BLM/DOE,$147,500, 2002-2005.  

(8) Drew, J, R. Zhang, and G. Vance.  Subsurface drip irrigation system: 

Assessment and development of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U.S. Geological 

Survey through Wyoming Water Resources Center.  $305,310, 2003-2006. 

(9) Ji, S., R. Zhang, and T.H. Brown. Bioremediation of petroleum hydrocarbon 

in heterogeneous soils. Department of Energy. $60,000, 2003-2004. 

(10) Kram, M., S. H. Lieberman, D.Y. Eng, J. Butler, R. Zhang, and G. Robbins. 

Detailed hydraulic assessment using a high-resolution piezocone coupled to 

the GeoVIS. Environmental Security Technology Certification Program, 

DoD. $450,000, 200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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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术成就 

在学术成就上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 解决灌溉（漫灌、滴灌和交替灌溉）中水、肥效益和产量问题及其它

的理论问题 

(2) 系统地研究了土壤中根系吸水问题，提出了小麦根系分布的一般性模型 

(3) 研究具有高度空间变异性和各向异性的土壤中的污染物（重油、氮）

的运移规律和治理方法 

(4) 研究温度对饱和及非饱和土壤中的各种水流过程的影响 

(5) 用分形理论来表征土壤水分特性 

(6) 改进了模拟饱和及非饱和土壤中的水流过程的数值方法 

 

3. 发表论文与论著 

分别在 Soil Science, J. of Envir. Qual.等发表了相关论文 21 篇，被 SCI、EI

收录 20 余篇。出版专著 4 部。 

论文（共 21 篇） 

(1) Cassel Sharmasarkar, F., S. Sharmasarkar, S.D. Miller, G.F. Vance, and R. 

Zhang. 2001. Assessment of drip and flood irrigation on water and fertilizer 

use efficiencies for sugarbeets.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46:241-251. 

(2) Cassel Sharmasarkar, F., S. Sharmasarkar, L.J. Held, S.D. Miller, G.F. Vance, 

and R. Zhang. 2001. Agroeconomic analysis of drip irrigation for sugarbeet 

production.  Agronomy Journal 93:517-523. 

(3) Gui, S., R. Zhang, J.P. Turner, and X. Xue, 2001. Closure of "Probability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with Stochastic Soil Hydraulic Conductivity". ASC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27(3): 293-295. 

(4) Pozdnyakova, L., A. Pozdnyakov, and R. Zhang. 2001. Application of 

geophysical methods to evaluate hydrology and soil properties in urban 

areas. Urban Water 3:205-216.  

(5) Hao, X., and R. Zhang. 2001. Water Flow and Chemical Transport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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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Furrow Irrigation. Proceedings of 2001 International Irrigation Show. 

pp. 5-12. Austin, TX.  

(6) Zuo, Q. and R. Zhang. 2002. Estimating root-water-uptake using an inverse 

method. Soil Science 167:561-571.  

(7) Zhang, R., 2002. Book review "Soil Physics Compan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2125. 

(8) Zhang, R., A. L Wood, C G. Enfield. 2003. Stochastical analysis of surfactant 

enhanced remediation of DNAPL contaminated soil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32:957-965. 

(9) Huang, G. and R. Zhang. 2003. Stochastic analysis of unsaturated flow with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of soil hydraulic conductivity.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6:1-15. 

(10) Ren, L., M. Mao, and R. Zhang. 2003. Estimating nitrate leaching with a 

transfer function model incorporating net-mineralization and uptake of 

nitrogen. Journal of Environment Quality 32:1455-1463.   

(11) Zhang, R., 2003. Book review "Water Pollution: VI. Modeling, Measuring, 

and Predic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1571 

(12) Zhang, F., R. Zhang, and S. Kang. 2003. Estimating temperature effects on 

water flow in variably saturated soils using activation energy.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 67:1327-1333.  

(13) Zuo, Q., L. Meng, and R. Zhang. 2004. Simulating soil water flow with 

root-water-uptake applying an inverse method.  Soil Science 169: 13-24. 

(14) Zuo, Q., J. Feng, R. Zhang and L. Meng. 2004. A generalized function of 

wheat's root length density distributions. Vadose Zone Journal 3: 271-277. 

(15) Xue, X., R. Zhang, S. Gui. 2004. An improved disc infiltrometer method for 

calculating soil hydraulic properties. Canadian Journal of Soil Science, 

84:265-273. 

(16) Zhang, F., S. Kang, J. Zhang, R. Zhang, and F. Li. 2004. Nitrogen fertilization 

on uptake of soil inorganic phosphorus fractions in the wheat root zone.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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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 68:1890-1895. 

(17) Hao, X., R. Zhang, and A. Kravchenko. 2004. Effects of Root Density 

Distribution Models on Root Water Uptake and Water Flow under Irrigation. 

Soil Science (in press).  

(18) Huang, G., and R. Zhang. 2004. Evaluation of Soil Water Retention Curve 

with the Pore-Solid Fractal Model. Geoderma (in press).  

(19) Hao, X., R. Zhang, and A. Kravchenko. 2004. A Mass-conservative Switching 

Method for Simulating Saturated-unsaturated Flow. Journal of Hydrology (in 

press).  

(20) Wang, K., and R. Zhang. 2004. Testing the Pore-Solid Fractal Model for the 

Soil Water Retention Function.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 (in 

press). 

(21) Hao, X. and R. Zhang. 2004. A hybrid mass-conservative scheme for 

simulating variably saturated flow in soils with large outflow flux. 

Proceedings of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Water Resources 2004 

Conference. UNC-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专著（共 4 部） 

1. 张仁铎 译, 2004, 研究性学习(国外教育精品译丛), 江苏教育出版社。 

2. 张仁铎, 杨金忠 编著, 2004, 国际学术会议交流技巧,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3. 张仁铎, 2004, 空间变异理论及应用, 科学出版社, 2005.1 

4. Zhang, R., 2004. Applied Geostatistic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Science 

Press USA Inc, 2005.1.  

四．代表性成果 

1. Stochastical Analysis of Surfactant-Enhanced Remediation of Denser- 

than- Water Nonaqueous Phase Liquid (DNAPL)–Contaminated Soils 

用表面活化剂治理重油污染土壤的随机分析 

发表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Vol. 32, 3003, Page. 957-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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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用表面活化剂加强污染物治理的条件下,应用随机分析方法评估土

壤的空间变异性和各向异性对重油恢复的影响。UTCHEM 是一个可以模拟三维

的、多相的、多种污染物的模型，这一模型用来模拟水和化学物质在非均匀土

壤中的运移过程。为了考虑土壤的空间变异性和各向异性，将土壤水力传导度

处理为一个空间随机变量，并用地质统计方法来产生土壤水力传导度的随机分

布。将所产生的土壤水力传导度的随机分布场与 UTCHEM 结合，模拟重油在

非均匀多孔介质中的运移过程，然后，根据模拟结果进行随机分析。根据分析，

我们建立起了重油恢复程度同土壤非均匀性的定量关系。非均匀土壤中三相

（水、重油和乳浊液）的相对浓度的时空分布与均匀土壤中三相的相对浓度的

时空分布进行了比较，然后建立起相对浓度的时空分布与土壤非均匀性的关系。

同时量化了非均匀土壤中清理重油所需的时间以及重油分布的不确定性。这一

研究为表征和治理具有高度空间变异性和各向异性的土壤中的非溶水污染物提

供了有用的信息。 

Abstract：Stocha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soil spatial 

variability and heterogeneity on the recovery of denser-than water non aqueous 

phase liquids (DNAPL) during the process of surfactant-enhanced remediation. 

UTCHEM, a three-dimensional, multi component, multiphase, compositional model, 

was used to simulate water flow and chemical transport processes in heterogeneous 

soils. Soil spatial variability and heterogeneity were accounted for by considering 

the soil permeability as a spatial random variable and a geo-statistical method was 

used to generate random distributions of the permeability. The randomly generated 

permeability field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UTCHEM to simulate DNAPL transport 

in heterogeneous media and stocha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simulated results. From the analysis, an expon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verage 

DNAPL recovery and soil heterogeneity (defined a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log of 

permeability) was established with a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 of 0.991, 

which indicated that DNAPL recovery decreased exponentially with increasing soil 

heterogeneity.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relative saturations in the water 

phase, DNAPL, and microemulsion in heterogeneous soils were compar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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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in homogeneous soils and related to soil heterogeneity. Cleanup time and 

uncertainty to determine DNAPL distributions in heterogeneous soils were also 

quantified. The study would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to design strategies for the 

characterization and remediation of nonaqueous phase liquid–contaminated soils 

with spatial variability and heterogeneity. 

 

2. Estimating Temperature Effects on Water Flow in Variably Saturated 

Soils using Activation Energy 

用活化能的方法估算温度对饱和-非饱和土壤水流的影响 

发表在《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Vol. 167, Sept-Oct.，2003, Page. 

1327-1333 

提要：为了从总体上考虑土壤中各种因素并定量其温度影响，这一研究的

第一个目标是应用活化能的概念并计算土壤中的各种水流过程的活化能，包括

稳定流、水平和垂直渗流过程。第二个目标是预测不同温度下的水流过程。用

了 4 种土壤，每种土壤用 4 种温度进行了土柱实验，测量了饱和稳定流和渗流

的流量过程。我们将对应的水流方程中的参数与温度和表观活化能联系起来，

根据这些关系和实验数据，计算了土壤中的各种水流过程的表观活化能。结果

显示，温度对稳定流和渗流参数的影响敏感度与活化能成正比，与绝对温度成

反比。一般地说，温度对水流过程的影响在细质土壤中或高含水量情况下更显

著。应用在两种温度下测量的水流过程，我们预测其它温度下的水流过程，在

所有情况下，预测结果都很好，预测结果与实测结果高度相关，决定系数 (r2)

高于 0.990，预测结果的相对误差在 12%以内。 

Abstract: Temperature effects on soil water flow are attributable to various 

factors in the soil water system, such as fluid viscosity, soil water content, and other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To account for the factors as a whole and 

quantify the temperature effects, the first objective was to apply the concept of 

activation energy and to estimate apparent activation energies of steady-state 

saturated flow and horizontal as well as vertical infiltration. The second objective 

was to predict the water flow processes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Soil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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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measure discharge of steady-state saturated flow and 

processes of cumulative infiltration using four soils at four temperatures. The 

parameters of the flow equations were related to temperature and apparent activation 

energie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s, apparent activation energies of the water flow 

processes were estimated using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e sensitivities of 

temperature effects on the steady-state saturated flow and infiltration parameters 

were linearly related to the activation energy and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absolute temperature. In general, temperature effects on the water flow processes 

were larger in the fine-textured soils and/or with higher soil water saturation. Using 

the parameters estimated from measured water flow processes, at two temperatures, 

we predicted the processes at other temperatures and compared the predicted results 

with the measured data. The predicted results we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measured data with coefficients of determination (r2) larger than 0.990 and the 

relative errors of the predicted processes were within 12%. 

 

3. ESTIMATING ROOT-WATER-UPTAKE USING AN INVERSE METHOD 

用反演法推求作物根系吸水函数 
发表在《Soil Science 》Vol. 167, No.9，2002, Page. 561-571 

提要：为了估计土壤中根的密度和根系吸水分布规律，本文发展了一种反求法。

在这种方法中，在具有根系吸水的土壤剖面中测量的土壤水分资料用作输入信

息，土壤水分的测量相对简单和结果也比较准确。然后，求解含有源汇项的水

流方程，这一源汇项表征根系的吸水分布规律。反求所得的根系的吸水分布规

律用来计算相对根长密度的标准化分布，从而建立起根系的吸水模型。根据这

一模型，我们成功地模拟了具有根系的土壤中的水流运动。各种数值实验用来

检验所提出的方法的精度和稳定性，其中考虑到了输入土壤水分分布连续测量

的不同时段、测量点的空间距离及模拟深度等。还设计算例证明这种方法的适

用性，与理论值相比，这种反求法估计根系吸水分布规律的结果可靠。 

Abstract: To estimate root-water-uptake distribution in soils,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developed an inverse method, whereby measured values of water content in 

soil profiles with root-water-uptake were used as input information, which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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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red relatively easily and accurately. Then a soil water flow equation 

incorporating an unknown sink term was solved inversely for the sink term, which 

characterizes the root-water uptake distribution in the root zone. The estimated 

distribution of root water-uptake rate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normalized 

distribution of relative root density, from which the root-water-uptake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model, soil water flow with root-water-uptake was 

simulated successfully. Examples of numerical experiments were designed to 

examine the accuracy and stability of the proposed approach for estimating the 

average root-water-uptake rate, considering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between 

successive measurements of the input distributions of soil water content, spatial 

intervals of the measurement points along the soil profile, simulating depth, different 

soils, variation of the saturated hydraulic conductivity, and the stochastic nature of 

the measured soil water content. Examples were also used to demonstrate 

applications of the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verse method is reliable 

for estimation of distribution of the root-water-uptake rate, compared with the 

theoretical values. The proposed method is useful for estimation of the normalized 

distribution of the relative root density, from which the root-water-uptake model can 

be determined and the soil water flow with root-water-uptake can be simulated 

continuously. 

五、工作总结 

2001 年开始上岗以来，就忠实地履行特聘教授岗位职责。积极组建了科研

梯队，梯队中包括张仁铎在内的我校教师 5 人，另有在读博士后、博士及硕士

研究人员 8 人。张仁铎教授认真指导梯队成员进行课题研究，关心梯队成员的

成长。课题组制定了定期学术交流制度及梯队的个人研究发展计划。在认真完

成已有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科研梯队积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863

计划、国际合作项目及地方科技项目的申请工作。3 年来科研梯队成员共主持

和参加科研项目 10 多项，公开发表（含已录用）论文 50 多篇，专著 4 部。获

得国际学术奖 2 项，省级奖励项目 5 项。 



·51· 

张仁铎教授还积极参加学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除了科研，张仁铎

教授十分重视教学工 工作，为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开设课程，教学中采用

启发性教学、双语教学等，比如他开设的 新的研究生课程《地质统计学》，吸

引了来自水电学院，遥感学院，计算机学院约 50 名同学及青年 年教师，其生

动的教学效果，充实的教学内容得到了学生的广泛好评。 

张仁铎教授主要从事土壤科学和水资源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方面的研究工

作对于持续农业和环境的发展，对于自然资源（土壤资源和水资源）的保护、

开发和利用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 3 

年中，张仁铎教授就有 20 多篇学术论文被 SCI、EI 收录，这充分说明他的

研究工作的学术价值。由于在国际上杰出的贡献，两个著名的国际科学协会（“美

国农业科学协会”和“美国土壤科学协会”）同时授予他“Fellow”奖，这是国

际科学协会颁发的最高奖。正如美国怀俄明大学的报纸报道这则新闻时指出：

“一个科学家能获得一项‘Fellow’奖，就足以说明他的学术成就；一生中能

获得两项‘Fellow’奖，那就是非常的卓越；一次就能获得两项‘Fellow’奖，

那就非常稀少了，而张仁铎教授就属于这类佼佼者。” 

4.1.2  流动研究人员聘任 

2005 年实验室聘任流动研究人员  

姓  名 受聘人单位 专  业 推荐人 聘 期 编 号 

冯  起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

与工程研究所 水资源 谈广鸣 2005~2008 2005007 

李万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水利工程 杨金忠 2005~2008 2005008 

蔡其华 长江水利委员会 水利工程 谈广鸣 2005~2008 2005003 

钮新强 长江勘测设计研究院 水利工程 谈广鸣 2005~2008 2005004 

Vieux, Baxter E.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土木

工程与环境工程系 水文水资源 李  兰 2005~2008 2005009 

陈晓宏 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系 水资源 张  翔 2005~2008 2005010 

布 朗 美国俄亥俄州科学院 水生态与环境 茆  智 2005~2008 2005011 

张祥伟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 水资源 宋星源 2005~2008 200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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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青年研究人员培养 

1. 熊立华教授，获该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基金资助，资助经费 50 万元。  

熊立华，男，汉族，1972 年 10 月生，湖北荆门人，博士，博士后，教授，

博士生指导教师。1994 年获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工学学士学位；1996 年和 2000

年于爱尔兰国立大学分别获得理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2001 年 7 月至 2003

年 5 月在武汉大学水利工程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2003 年 6 月被聘为武汉大

学水利水电学院副教授，2005 年 6 月被聘为博士生指导教师，2005 年 10 月被

聘为教授。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纽约科学院（NYAS）等国际学术组织

的会员，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委员。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已经发

表论文 60 余篇。其中 11 篇被 SCI 数据库检索，共被引用 35 次，其中单篇最

高引用次数 14 次；15 篇被 EI 数据库检索；3 篇被 ISTP 数据库检索；14 篇被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检索，共被引用 30 次。为水文学及水资源研究

领域的多个国际权威杂志审稿人。主持了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前期专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湖北省青年杰出人才基金、留学回国人员

科研启动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湖北省创新群体研究基金、水资源与水电工

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武汉大学青年博士基金以及其他项目的

科研工作。2004 年获得“中国水利学会先进青年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2005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05 年 7 月 10 日至 8 月 25 日，受爱尔兰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Galway) O’Connor 教授邀请，参加了“流域水文模型和洪水预报”项目

合作研究，合作研究经费全部由爱尔兰国立大学提供。 

2. 赖旭教授，2005 年 7 月被选派到挪威科技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

究方向为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研究。 

3. 王康博士，2005 年 9 月，在日本鸟取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到

实验室工作。2003 年 10 月~2005 年 9 月在日本鸟取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博

士后研究工作，合作教授为安養寺久男（Anyoji Hisao）先生和安田裕（Yas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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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oshi）先生。研究方向为非均匀土壤水流运动特性研究。其间参加日本文

部科学省 COE 项目“黄土高原沙漠化防治综合治理项目”和中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土壤水动力参数的空间变异性和尺度特性的研究”两项研究

课题。期间用英文，日文和中文三种文字提交和发表文章 10 余篇，其中多

篇文章为三大检索收录。 

4.1.4  实验室人才引进 

李典庆博士，1975 年 2 月生，2004 年 1 月至 2005 年 6 月在香港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以优秀青年学术骨干层次引进。现任国际土力学

与岩土工程学会(ISSMGE) TC40 技术委员会委员(2006-2009)、国际土力学与岩

土工程学会(ISSMGE)会员及香港岩土工程学会（HKGES）会员。同时任加拿

大岩土工程学会(CGS) 的 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al 审稿人。目前主要从事

水工建筑物老化、健康诊断及寿命预测理论、大坝安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分析、

岩土工程可靠性及风险分析方面的研究。在国际学术期刊如美国土木工程学会

（ASCE）的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加拿大

岩土工程学会(CGS) 的 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al、日本岩土工程学会(JGS)

的 Soils and Foundations 等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其中 7 篇被 SCI 检索、24 篇

被 EI 检索、1 篇被 ISTP 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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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博士后培养 

2005 年，实验室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共计 9 人。其中，胡安焱等于 2005

年进站，汪卫明、李俊平、杨建明于 2005 年相继出站。 

 

4.2.1  在站博士后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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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卫明 2002.11 2005.03. 陈胜宏 岩石高边坡稳定问题研究 

李俊平 2003.07 2005.03. 周创兵 
缓倾斜采空场处理方法及水力耦合下

的岩石(体)声发射特性研究 

杨建明 2002.03 2005.03. 杨建东 水轮机三维导叶研究与实践 

王喜春 2004.03  杨金忠 地下水、土壤水运动理论 

罗小峰 2004.07  谈广鸣 水沙的数值模拟 

杨建辉 2004.11  方坤河 混凝土疲劳 

胡安焱 2005.01  郭生练 水文水资源模型 

曹生荣 2005.11  卢文波 大型水电工程施工组织管理与优化 

董晓华 2005.09  郭生练 水资源管理与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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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博士后研究成果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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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爆破局部切槽放顶技术的

基本参数研究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EI 核心 2004.2 李俊平 

2 岩体的声发射特征试验研究 岩土力学 EI 核心 2004.3 李俊平 

3 
控制爆破局部切槽放顶的三维

渗流有限元分析 
矿冶学报 中文核心 2004.4 李俊平 

4 木架山采空区处理方案研究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EI 核心 2004.11 李俊平 

5 渗流对采空场处理的影响 岩土力学 EI 源刊 2005.1 李俊平 

6 
矿柱崩落法处理采空区的数值

模拟 
矿冶学报 中文核心 2004.12 李俊平 

7 
下凹地形下采空区处理方案的

相似模拟研究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EI 源刊 2005.2 李俊平 

8 

Numerical Analysis and Acoustic 
Emiss -ion Evaluation of Roof 
Mechanical Character —When 
Disisposing Abandoned Sto -pe 
by Locally Cutting 

国际学术会议 EI 2004.10 李俊平 

9 

ANSYS Analysis of Roof Mech 
-anical Character When Local 
Cutting roof with Controlled 
Explosion 

国际学术会议 EI 2004.10 李俊平 

10 
ESTIMATION OF SLOPE 
STABILITY BY v－SVR 
ALGORITHM 

国际学术会议 EI 2004.10 李俊平 

11 
小湾高拱坝坝踵开裂的有限单

元法分析 
水利学报 核心 2003.1 汪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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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表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刊物类别 
发表 
时间 

作 者 

12 
岩体的三维弹粘塑性阶谱块体

单元法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EI 核心 2003.2 汪卫明 

13 

Analysis of gravity dam on a 
complicated rock foundation 
using an adaptive block element 
method 

NSCE J. of 
Geotechnical & Geoenv. 

Eng. 
SCI 核心 2004.4 汪卫明 

14 
三维刚体极限平衡法中荷载的

计算方法及工程应用 
岩土力学 EI 核心 2004.5 汪卫明 

15 
小湾拱坝右岸缆机基础开挖边

坡的优化分析 
岩土力学 EI 核心 2004.9 汪卫明 

16 
岩体 p 型自适应块体单元法研

究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EI 核心 2005.2 汪卫明 

17 
一种新的岩体力学数值计算方

法—叠单元法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EI 核心 2005.3 汪卫明 

18 
小湾拱坝坝肩抗力岩体加固分

析研究 
武汉大学学报 
（工学版） 

核  心 2005.4 汪卫明 

19 
应用空间导叶的混流式水轮机

三维湍流计算和试验分析 
国际会议  2004.5 杨建明 

20 
混流式水轮机三维非定常湍流

计算 
水力发电学报 核  心 2004.4 杨建明 

21 
应用空间导叶的混流式水轮机

三维湍流计算和试验分析 
工程热物理学 
学术年会 

 2004.8 杨建明 

22 

TURUBLENCE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N NEW 3D WICKET GATE 
OF FRANCIS TURBINE 

ASME FEI Meeting  2005.6  杨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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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博士后研究进展 

1. 李俊平 

A.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第一篇在本人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结合东桐峪金矿和木架山的具体条

件，经过室内岩石力学试验，借助 ANSYS 和 EPSCA3D 软件，分析了顶板力

学特性，并用相似模拟试验研究了地表移动角和地表沉陷，据此发展了控制爆

破局部切槽放顶技术，提出了切顶与矿柱崩落法。 

第二篇在单轴压缩条件下，应用 B & K 磁带记录仪记录声发射（AE）信号，

分别讨论了四种天然岩石的 AE 特征，又应用 AE21C 声发射仪记录 AE 信号，

分别讨论了四种岩石加渗流和不加渗流的声发射特征。 

B. 研究成果 

第一篇的主要研究成果有：(1) 用 ANSYS 软件和 EPSCA3D 软件研究采空

区的顶板力学特性，是合理、可行的；(2) 在东桐峪金矿，除了沿空场走向全

长实施控制爆破局部切槽放顶以控制整体地压外，沿倾向还必须类似地局部切

槽放顶。这样不仅可以控制局部地压，而且可以减小地表岩体移动量；(3) 借

助控制爆破局部切槽放顶方法，可以经济、有效地实现采空场的小型化及其与

深部开采系统的隔离，消除冲击地压隐患，并引起顶板应力向有利于安全生产

的方向重分布，但是，不能有效防止非法采矿；(4) 根据综述和理论分析，提

出用切顶与矿柱崩落法处理木架山采空区。应用 110m 的顶板极限跨度或 76.5m

的顶板悬臂极限跨度和 8～11m 的切顶垂直深度，可确保白云岩顶板自然塌落，

从而有效防止非法采矿。采空区处理不会影响后续安全生产；(5) 渗流将会引

起采空场处理后的岩体移动量减小，顶板应力的变化取决于渗透性和流向。渗

透性和流向受赋存的隔水层控制；(6) 地下水对软岩的影响较对硬岩的影响明

显；(7) 有限元法适用于弹塑性介质，它不能确定顶板动态破坏过程的垮落角

和移动角。本文借助相似模拟试验，确定木架山的垮落角为 78°与 65°，地表移

动角为 64.4°。 

第二篇的主要研究成果有：(1) 在低应力阶段岩石几乎没有声发射活动，

渗流对声发射活动无影响,一般在达到其强度的 60%～80%左右、临近破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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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发射活动才显著增加；(2) 加渗流和卸渗流的瞬间均产生较大的声发射事

件，从稳定渗流到卸渗流一般接收不到明显的声发射信号；(3) 岩石破坏的

声发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初始区(I)、剧烈区(II)、下降区(III)和沉寂区(IV)；

(4) 在破坏时，声发射信号的主频分布较宽，其中不加渗流时低频成分所占

的比例超过了 50%，坚硬岩石主频的最大值较破坏前、后急剧增大；(5) 加

渗流或长期浸泡（130h 左右）时低频成分所占的比例超过了 60%～80%，软

化岩石主频的最大值较破坏前、后变化不大；(6) 用低频探头能满足岩体稳

定性评价和冒落预报的要求；(7) 岩石的声发射主频与岩石的强度有关，强

度越高，主频也越宽；(8) 随着应力的增加，有些岩石的声发射主频最大值

有增大的趋势；(9) 平均能量和平均形变分析表明，岩石 AE 特征变化与岩

石变形破裂有关。 

第一篇发展了控制爆破局部切槽放顶方法，提出用切顶与矿柱崩落法既

可以消除冲击地压隐患，又可以有效防止非法采矿。研究中发现渗流将会

引起采空场处理后的岩体移动量减小，顶板应力的变化取决于渗透性和流

向，渗透性和流向受赋存的隔水层控制；地下水对软岩的影响较对硬岩的

影响明显。 

第二篇发现加渗流和卸渗流的瞬间均产生较大的声发射事件，从稳定

渗流到卸渗流一般接收不到明显的声发射信号；在破坏时，声发射信号的

主频分布较宽，其中不加渗流时低频成分所占的比例超过了 50%，坚硬岩

石主频的最大值较破坏前、后急剧增大；加渗流或长期浸泡（130h 左右）

时低频成分所占的比例超过了 60%～80%，软化岩石主频的最大值较破坏

前、后变化不大；随着应力的增加，有些岩石的声发射主频最大值有增大

的趋势；平均能量和平均形变分析表明，岩石 AE 特征变化与岩石变形破

裂有关。 

C. 研究意义 

留下的采空区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导致大规模顶板冲击地压灾害。

根据不同矿山的具体条件，选择经济合理、简便实用的空场处理方法，是

我国实际生产中急需解决的安全生产课题。采空区处理是我国实际生产中

普遍存在的采矿生产技术难题。通过在站期间的工作，基本解决了我国的



·59· 

缓倾斜采空区处理问题。其中控制爆破局部切槽放顶方法已经在陕西东桐

峪金矿得到了成功应用，并获得了陕西省科学技术三等奖；切顶与矿柱崩

落法正在湖北荆襄磷化集团木架山被应用于处理特大型缓倾斜采空区。上

述研究成果可以在其他缓倾斜矿山被推广应用。 

“坚硬岩石声发射主频的最大值较破坏前、后急剧增大，软化岩石主频的

最大值较破坏前、后变化不大”这一发现，有助于将声发射主频变化应用于硬

岩失稳的声发射预测预报；“岩石声发射信号中低频成分不少于 50%”这一发

现，回答了“用 1kHz 的声发射探头监测一般岩体失稳是否合适”的疑问；加

渗流瞬间之后到卸渗流之前一般接受不到 AE 信号，证明渗流可以引起裂纹尖

端的应力集中程度降低。 

2. 汪卫明 

A.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对岩体变形与稳定分析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研

究。(1) 研究了三维刚体极限平衡法中的块体系统自动识别方法和渗流荷

载计算方法，并应用于小湾水电站进水口边坡的稳定分析；(2) 研究了岩

石边坡开挖及加固分析的三维弹粘塑性块体单元法，以及阶谱块体单元法

和 p 型自适应技术，并应用于龙滩水电站右岸坝肩边坡的稳定分析；(3) 研

究了三维弹粘塑性有限单元法中的锚杆与预应力锚索的模拟方法，并应用

于小湾水电站右岸缆机基础边坡的变形与稳定分析；(4) 初步研究了一种

新的岩体力学数值计算方法—叠单元法，并通过算例分析验证其可行性和

准确性。 

B. 研究成果 

对刚体极限平衡法、块体单元法、有限单元法和叠单元法等岩体变形与稳

定分析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并应用于小湾、龙滩等大型水电站的

坝肩和边坡岩体工程。 

(1) 提出了岩石边坡稳定分析的三维刚体极限平衡法中的渗流荷载计算方

法，并结合三维岩石块体系统的自动识别方法，编制了岩石边坡稳定的三维刚

体极限平衡分析软件。应用所提方法分析小湾水电站进水口边坡的稳定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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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边坡的开挖及支护措施优化设计提供了依据； 

(2) 建立了岩石边坡开挖及加固分析的三维弹粘塑性块体单元法体

系，并考虑岩石块体本身的变形和弹粘塑性性质，提出了三维弹粘塑性阶

谱块体单元法，以及 p 型自适应技术。将所提方法应用于龙滩水电站右岸

坝肩边坡的变形与稳定分析，为边坡处理工程的设计提供了依据； 

(3) 提出了三维弹粘塑性有限单元法中的预应力锚索的模拟方法，并应用

于小湾水电站右岸缆机基础边坡的变形与稳定分析，模拟了该边坡的开挖及加

固过程，为边坡加固措施的优化设计提供了依据； 

(4) 提出了一种新的岩体力学数值计算方法—叠单元法，并通过算例分析，

对叠单元法的可行性和准确性进行了验证。 

C. 研究意义 

研究成果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岩体变形与稳定分析的方法体系，

在实际工程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并可以推广到其它类似工程，经济和社会

效益明显。 

(1) 提出的三维刚体极限平衡法中的渗流荷载计算方法和所编制的软件已

经成功应用于小湾工程，研究成果被设计单位； 

(2) 提出的三维弹粘塑性阶谱块体单元法和 p 型自适应技术进一步完善了

块体单元法的理论体系，该方法体系已成功应用于龙滩工程，研究成果被设计

单位采用； 

(3) 提出的三维弹粘塑性有限单元法中的预应力锚索的模拟方法已成功应

用于小湾工程，研究成果被设计单位采用； 

(4) 提出的叠单元法为岩体变形与稳定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具有很

强的开发潜力和应用价值。 

3. 杨建明 

A.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针对大型水电机组在参与电网调峰所暴露的在部分负荷工况低效率、振动

大的问题所开展的将水轮机导叶由二维扭曲成三维的研究。 

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对水轮机运行在振动区的最优水力学分布的分析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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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将导叶二维导叶扭曲成可以形成最优流态的形状。为了探索扭曲对水轮机

性能的影响，分两阶段开展了扭曲规律及扭曲程度的研究。第一阶段的研究主

要针对扭曲规律，设计了突变与渐变两种变化规律的导叶。第二阶段的研究主

要开展扭曲程度的研究。针对渐变规律的导叶，设计了扭曲到 10º及 15º两个方

案。在此基础上对两轮设计均进行了相应的试验，试验中重点观察了能量、空

蚀、振动及叶道涡初生的变化情况。 

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得到了扭曲三维导叶的主要特性，发现了在传统二维

导叶没有的一些现象。 

B. 研究成果 

第一阶段的研究，是对扭曲三维导叶变化规律的研究，获得了渐变与突变

两组导叶下水轮机的性能。发现：在部分负荷工况，扭曲而成的三维导叶的性

能好于传统导叶；渐变的扭曲规律好于突变规律；5°的扭曲还未达到性能变化

的拐点。 

第二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对扭曲的程度进行的研究。获得了 10°及 15°两组

扭曲导叶下水轮机的性能。发现加大扭曲程度到 10°及 15°后，三维导叶的能量

性能在部分负荷工况下发生了较大的下降，能量性能差于传统导叶，但空蚀性

能与压力脉动性能均没有大的变化。所关心的叶道涡初生的位置，有 3°～6°左

右的推迟，且具有扭角越大、叶道涡初生推迟的程度越大的趋势，这是获得的

重要成果。 

本工作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理论上提出了在部分负荷下将进入水轮机转轮

下部的水流调剂到上部，改善该部位流态，达到减小振动的设想，并采用三维

扭曲技术实现了上述理论设想。 

C. 研究意义 

本研究及成果的科学意义在于首次提出并证实了水轮机在部分负荷工况下

叶道涡初生推迟与导叶扭曲的关系，为开展研究解决水轮机在部分负荷下过低

的效率及较强的振动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同时，为开展全流道的水轮机三维设

计提供了一定的试验资料。本研究成果仍属于应用基础的程度，距离转化为应

用技术仍存在较大的距离，从水电机组在电网中调峰保安全的作用和潜在的改

革需求来看，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商业及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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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生培养 

4.3.1  研究生培养 

2005 年，实验室研究生培养力度进一步增强。新招收博士研究生 62 人，

新招收硕士研究生 169 人；毕业博士研究生 36 人，毕业硕士研究生 136 人。新

招研究生名单和毕业生名单见附件 7. 

4.3.2  优秀研究生名单 

(1) 2005 年武汉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名单 

林凯荣  何则干  赵  丹  高  鹏  黄荣敏  胡  晗  陈鹏飞 

阎  军 邹  沐  秦小华  赵艳亮 

(2) 2005 年武汉大学优秀研究生名单 

张  巍  柴晓玲  蔡振华  李丹颖  付建彬  王志国  余列强 

李志军  高  峰  叶群山  黄程鹏  闫慧玉  柳  杨  刘珊珊 

殷  红  强  晟 张洪刚  刘  丹  刘丙军  刘  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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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验室运行与建设 

5.1  实验室运行管理 

5.1.1  日常运行管理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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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实验室的设备是提高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培养

高层次人才的重要物资基础。实验室实验设备实行对外开放，凡是与实验室

研究方向一致的研究人员，均可向实验室提出申请，由管理人员统一安排。

对设备管理进行合理的管理，是发挥设备效益，降低维护费用，延长使用寿

命，提高使用率，节约设备投资的重要保证。为了进一步加强实验室的设备

管理，实现管理出效益，本实验室设备管理采取了“分级管理，责任到人”

的管理体制。 

实验室荣获 2005 年度武汉大学“消防与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5.1.2  人员聘用及流动 

(1) 按照“按需设岗、按岗聘任、竞争上岗和实行合同管理”的岗位聘任

原则，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实行下聘一级的人事制度。 

(2) 实验室实行年度考核、动态管理，建立流动机制；实验室为研究人员

提供宽松的研究环境。 

(3) 实验室流动人员由实验室主任和各研究室主任根据学科发展需要提出

名单，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设定校内流动人员岗位和校外流动人员

岗位。校内流动研究人员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相关学科（如数学、计算机、

土木、法学、经济学、资源环境、测绘、遥感信息等）来实验室从事水资源与



·64· 

水电工程科学问题研究的科研人员；二是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近期承担国家

及省部级重大项目的科研人员。校外流动人员主要是从事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

学研究的国内外研究人员来实验室开展研究。上述研究人员来室工作均签订协

议或合同，履行岗位职责。 

5.2  实验室主任招聘 

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管理规定，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应通过各有关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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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上发布了面向国内外招聘主任的信息。同时实验室研究人员通过参加国际

会议及通讯交流等方式向内外学者传达了实验室主任招聘信息，招聘期内及前

后均没有合适的专家学者应聘。 

其招聘公告见附件 5。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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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会议，于 2005

年 10 月 17 日在武汉大学召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昌明院士主持了会议，武汉

大学副校长周创兵教授到会并讲话，实验室主任夏军教授汇报了一年来建设计

划实施与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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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学术委员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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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的创新性及应

用性研究成果，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2. 实验室积极组织和主持召开国内外学术会议，聘请国内外专家来本实验

室讲学和交流，提高了实验室研究水平，扩大了影响。 

3. 结合所承担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和国家重点工程课题，实验室研究

人员得到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研究水平进一步提高；高水平人才的引进，为承

担更多更高水平的研究课题奠定了基础。 

4. 学术委员会审定了 2005 年度实验室拟定的开放研究基金共 11 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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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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实验室根据建设规划，在基础设施、研究条件和实验室管理方面取得了

很好的成绩，为实验室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6. 建议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发挥学术带头人作用，试行方向首席

科学家负责制；适当调整研究方向与内容。 

5.4  实验室建设计划 

本年度建设项目为学校 2004 年度财务计划，由实验室基地建设计划和

“985”国家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计划两部分构成，总投入建设经费 647 万元，

主要用于队伍建设、人才引进、仪器设备的购置、学术交流和开放课题基金

等项目。  

2005 年实验室建设经费计划 

项目名称 
经费 

(万元) 
备注 

一、人才建设费 147  

1 引进人才 23 2004 执行 

2 珞珈特聘教授 100 2004 执行 

3 选留博士安家费 24 2004 执行 

二、实验设备系统建设 353  

4 水电工程岩石渗流与应力耦合实验系统 150 仪器设备 

5 灾害形成机理与防洪减灾研究系统 110 仪器设备 

6 水文水资源基础实验系统 38 仪器设备 

7 灌区管理数字化研究平台 30 仪器设备 

8 水电站压力管道测试自动控制系统 25 仪器设备 

三、实验室扩建改造 18  

9 实验室环境整治 6 新实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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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经费 

(万元) 
备注 

10 会议室改造 12 农水楼四楼 

四、开放课题基金、访问学者基金 40  

11 
干旱和盐分胁迫对胡杨、灰叶胡杨的水分利

用影响等基金课题 17 项 
40 基金课题 

五、主任基金 43  

12 学术会议与学术交流 11  

13 实验室验收检查 20  

14 其它 8  

六、水问题研究中心建设 50  

15 水问题研究中心建设 50  

合  计 647  

5.5  大型仪器设备运行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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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实验室新建了两个大型仪器设备系统，

以下给予介绍。 

(1) 新式称重蒸发入渗仪。该仪器是我国领先的可以开展精细理论研究和

实验分析地下水、土壤水及大气之间水量转换、环境质量控制和污染防治的综

合试验场，深入开展不同节水条件下土壤—水—植物—空气系统、水量平衡、

溶质运移、水盐运动、节水灌溉、水环境以及水管理等方面的试验研究。原灌

溉排水综合试验场的仪器、设备和设施将为先进和大型的大型新式称重蒸发入

渗仪提供配套的支持，形成完善的开展高水平研究的综合系统。 

(2) 灌溉水环境与土壤水质监测分析系统。试验系统由不同直径的 10 个有

机玻璃柱构成，高度 4 米，与灌溉排水试验场的试验系统相配套，可以精细

的控制系统内各种物理和化学因素的变化过程，系统通用，可调节，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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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参数测量，开展饱和－非饱和水分及溶质的实验研究，可以形成各种不同

的上下边界条件。在不同高度上测量土壤负压、土壤含水量、土壤温度、土

壤溶液得化学性质的测量，主要应用于土壤水有效利用、污水处理、土壤水

蒸发和排水方面的研究。基础设备包括含水量测量、地下水水位测量、土壤

负压测量等，部分测量可自动化控制，研制其中波导探头，含水量测量的测

试管道材料和系统。 

主要引进和开发土壤无机盐分、主要养分、主要重金属污染物、作物的主

要有机污染含量、地表水水质的常规有害元素含量的仪器和设备，完善已有的

土壤水分和土壤化学分析设备。为污水的灌溉利用、盐碱地的改良和治理、污

水的土地处理、地表水污染的防治及治理和理论研究提供基本的设施。 

为解决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和农业节水过程中的水—土壤—作物—环境的耦

合关系、水土资源优化配置、水-肥-作物-环境的耦合效应等科学问题提供完善

的实验手段。 

2005 年度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研制和改装 

仪器名称 完成人 
自制或

改装 
开发的功能和用途 

（限 100 字以内） 

大型称重式蒸

渗仪系统 
王富庆

黄汉生 
自制 

主要由蒸渗测箱、称重、地下自动供排水装置、地下

建筑基础、防雨棚等五部分组成。可开展农田土壤水

汽热运移传输、大气水—地表水－土壤水－作物水－

地下水转化、污染物在饱和—非饱和土体中运移、劣

质水灌溉技术、作物蒸发蒸腾量、土壤墒情预测预报

等相关试验研究。 

土壤水环境综

合实验系统 
杨金忠

王富庆 
自制 

可测定土壤剖面含水率、负压、温度、水压，能提取

饱和（非饱和）土壤水样。用于土壤水蒸发、入渗、

循环、水量平衡、溶质运移、水盐运动、节水灌溉、

水环境、土壤物理特性等方面的综合试验研究。 

ZLEX 智能控

制阀 
李旺兴 

姚晓明 
集成 

ZLEX 智能控制阀门是一种机电一体化设备，由蝶阀和

智能执行机构两部分集成而成，和电磁流量计配合，用

于管道流量控制，也可和 LH 系列或 ALM 系列自动水

位仪配合，用于水槽尾水位、堰顶水位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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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验室大事记 

1．2005 年 3 月 2 日，长江水利委员会蔡其华主任、长江勘测设计研究院

钮新强院长被聘任为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刘经南校长出席并颁发聘书。 

2．2005 年 4 月 16-17 日，承担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973 计

划项目）“长江流域水沙产输及其与环境变化耦合机理研究”顺利通过中期评估。 

3．2005 年 5 月 9 日－13 日，实验室承办的“水稻灌区可持续发展的水管

理技术国际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 

4．2005 年 6 月，《中国水利报》“现代水利人物”专栏报道了实验室“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李义天教授，题目为“但求讲清一两句话”。中国水利报为水利

类报刊中全国发行量第二大报刊。 

5．2005 年 8 月 24 日，第 10 届国际都市水大会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水

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夏军教授，作为国际水文科学协会

（IAHS）副主席和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副主席以及学者身份参加了本次

大会。在会议上，夏军教授被邀请成为国际“都市水杂志（Urban Water Journal ）”

编委，这是中国在该系统唯一的编委。 

6．2005 年 8 月，实验室在网站上发布了面向国内外招聘实验室主任的

信息。 

7．2005 年 9 月 21 日，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教授到重点实验室视察并作了

“水利水电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报告。 

8．2005 年 10 月 23 日－30 日，实验室承办的“第八届国际大坝数值分析

专题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 

9．2005 年 11 月 17 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一届三次会议顺利召开。 

10．2005 年 12 月 16 日－18 日，实验室作为主办之一的“中国水问题论坛

第三届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11．实验室荣获 2005 年度武汉大学“消防与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12．实验室作为主要完成单位的“节水农业技术研究与示范”研究成果，

获 2005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http://973.waterla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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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  件 

附件 1  在研纵向与重大工程课题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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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流域水沙产输及与环境变化

耦合机理（2003CB4152001） 
李义天 2003.11-2008.12 国家“973”项目 

2 
汉江流域水资源动态监测和优化

配置模型研究（2003CCA00200） 
熊立华 2004.1-2005.12 国家“973”预研项目 

3 
黄河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研究

（198） 
夏  军 2003.5-2005.12 国家“973”项目子题 

4 
可溶碱对高性能水泥-减水剂兼容

性影响（290） 
何  真 2003.6-2005.12 国家“973”项目子题 

5 
微咸水与再生水高效安全利用技

术研究 
杨金忠 2002.7-2005.12 国家“863”计划项目 

6 
渠道输水系统防渗抗冻胀新材料

新设备与水量监控产品研制及产

业化开发   
王长德 2002.6-2006.6 国家“863”计划项目 

7 
水动式“全自动反冲洗过滤器”的

研制(2002-AA6Z3091-01-02) 
罗金耀 2004.3-2005.12 国家“863”计划项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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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项目专题 

9 
基于GIS的有物理基础的分布式降

水径流模型研究（50279034） 
李  兰 2003.1-2005.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黄

河联合研究基金子题 

10 
水沙变异条件下黄河下游河道再

造 床 机 理 及 调 空 对 策 研 究

（50239040） 
韦直林 2003.1-2005.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黄

河联合研究基金子题 

11 
宁蒙河套灌区水平衡机制及耗水

量研究(50239090) 
张仁铎 2003.1--2005.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黄

河联合研究基金子题 

12 
大体积混凝土输移及应力叠加效

应的开裂机理研究(50539010  ) 
何  真 2005.12-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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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项目时间 项目类型 

13 
高坝窄缝消能与碰撞消能雾化流

研究（50279033） 
刘士和 2003.1-2005.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4 蓄滞洪区洪水研究（50209011） 付  湘 2003.1-2005.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5 
突变情况下水沙输移的数值同化

（50209012） 
余明辉 2003.1-2005.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6 
河道冲淤变形神经网络预测方法

研究（50279035） 
谈广鸣 2003.1-2005.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7 
负浮力射流特性的试验与数值模

拟研究（50279037） 
槐文信 2003.1-2005.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8 
土壤水动力参数的尺度效应和空

间变异性（50279038） 
张仁铎 2003.1-2005.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9 
污水灌溉中污染物转化运移规律

的基础研究（50279039） 
杨金忠 2003.1-2005.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 
水稻水分生产函数及其时空变异

理论与应用（50224001） 
茆  智 2004.1-2005.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出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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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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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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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24 
湖泊富营养化的生态流场控制机

理研究（50379041） 
李大美 2004.1-2005.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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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26 
断续节理岩体的三维数值流形方

法研究（50309010） 
姜清辉 2004.1-2005.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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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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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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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项目时间 项目类型 

29 
横流中浮力射流旋涡结构研究

（50479035） 
李  炜* 2005.1-2007.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30 
无资料地区水文信息挖掘与水文

预报（50409008） 
熊立华 2005.1-2007.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青年科学基金） 

31 
污染物作用下泥沙运动基本规律

的研究（50479036） 
陈  立 2005.1-2007.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32 
中华鲟的生态水力学特性及生态

流场耦合模型（50479037） 
李大美 2005.1-2007.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33 
复式断面河道污染扩散规律的研

究（50479038） 
槐文信 2005.1-2007.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34 
高坝大库滑坡体诱发水沙灾害的

机 理与 全耦 合数 学模型 研究

（50459001） 
曹志先 2005.1--2007.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主任基金）（专

项基金）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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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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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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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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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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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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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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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水稻灌区节水灌溉对灌区尺度水

平 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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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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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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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项目时间 项目类型 

44 
进化博弈中基于粒子群优化与拟

生灭过程的智能体有限理性进化

与合作机制（60574071） 
王先甲 2006.1-2008.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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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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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

学部主任基金 

47 
西南地区复杂高陡边坡变形与稳

定分析方法研究（50539100） 
周创兵 2006.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雅砻

江联合研究基金专项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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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联合基金项目专项 

49 
洪水资源化利用风险管理理论与

技术研究  2005-Z-29 
邵东国 2005.6-2005.12 国家“十五”攻关项目 

50 
中华鲟自然繁殖的关键水文水动

力条件研究（37） 
李大美 2004.1-2006.12 国家“十五”攻关项目 

51 
水利部 948计划技术创新与转化项

目（2005-108） 
茆  智 2005.3-2007.3 水利部“948”项目 

52 
国内外水库设计洪水理论和防洪

调度方法评价 2003EC000267 
郭生练 2002.6-2005.12 国家防总 

53 
水稻灌区高效节水持续高产的灌

排技术 
茆  智 2005.3-2007.3 水利部“948”项目 

54 
水利水电工程资源利用与防灾减

灾方法(2003ABA195)       

熊立华  
郭生练  
周创兵 
陈  立 
邵东国 

2004.1-2006.12 
湖北省科技厅“创新

群体”基金 

55 
江汉水循环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104204）有批文（教技司[2004]3
号）Z-16 

郭生练 2004.10-2006.10 
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

重点项目 

56 
水电站水机电联合过渡过程研究 
（104120）（教技司[2004]3 号）Z-14 

赖  旭 2004.10-2006.10 
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

重点项目 

57 
可持续利用的水资源优化配置理

论与方法研究 （104121）（教技司

[2004]3 号）Z-15 
陈森林 2004.10-2006.10 

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

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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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项目时间 项目类型 

58 
复 杂岩 体数 值仿 真方法 研究  
(106157)（有批文） 

陈益峰 2006.1-2007.12 
 教育部科学技术研

究重点项目 

59 
高层建筑物拆除爆破中的安全控

制关键技术研究（2003AA399B01） 
卢文波 2003.9-2005.9 湖北省科技攻关项目 

60 
河流再造床过程变化机理的研究

（20020486017） 
陈  立 2002.7-2005.7 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 

61 
水库淤后冲刷机理研究

（20050486007） 
谈广鸣 2005.12-2008.12 

教育部博士学科点专

向科研基金 

62 
基于GIS的三维滑坡分析与设计系

统研制(2004AA306B04) 姜清辉 2004 .1-2005.12 湖北省科技攻关项目 

63 
环境变化下的流域水循环机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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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科研基金 

64 
长引水式大型水电站调节系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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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科研基金 

65 
节水灌溉条件下灌区水量转换的

尺度放大理论及模型研究

（20050486002）  
崔远来 2005.12-2008.12 

教育部博士学科点专

向科研基金 

66 
火电站厂前水沙运动三维数值模

拟研究（20030486030） 张小峰 2003.11-2005.11 
教育部博士学科点专

项基金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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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2006.7 湖北省杰出青年基金 

68 

水污染控制及水环境保护（项目）  
生物-磁化复合系统处理有机污水

技术及污水资源化研究（课题）

2005AA306B03  

王祥三 2005.8-2007.3 湖北省科技攻关项目 

69 
基于 3S 技术的塔里木河三源流流

计算系统开发(913) 
夏  军 2004.12-2005.10 中国科学院 

70 
湖北省平原湖区水灾害综合控制

标准与治理研究（2005-176） 
王修贵 2005.4-2009.12 湖北省水利厅 

71 
涝渍综合防御排水标准及排水工

程设计新方法（642） 
王修贵 2003.12-2006.7 湖北省水利厅 

72 
湖北平原湖区水灾害综合治理标

准 Z-28 
王修贵 2004.12-2005.12 湖北省水利厅 

73 
湖北省平原湖区水灾害综合控制

标准与治理措施研究 2005-Z-23 
王修贵 2004.12-2006.1 湖北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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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项目时间 项目类型 

74 
大型渡槽结构优化设计及动力分

析 2005-Z-30 
王长德 2005.12.-2006.12 南水北调工程项目 

75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北汝河渠

倒虹河工模型试验  2005-Z-25 
刘士和 2005.5-2005.12 南水北调工程项目 

76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七里河渠

道 倒虹 吸河 工模 型试验 研究

（2006-110） 
刘士和 2006.1-2006.9 南水北调工程项目 

77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运行控

制方式研究（2005-621） 
王长德 2005.10--2007.9 南水北调工程项目 

78 
洪水资源化利用风险管理理论与

技术研究  2005-Z-29 
邵东国 2005.6-2005.12 南水北调工程项目 

79 
南水北调中线经香溪河调水器线

研究（2005-494） 
王长德 2005.8-2005.12 南水北调工程项目 

80 
汉江流域丹江口水库上游水资源

演变情势研究 （487） 
郭生练 2004.8-2005.12 南水北调工程项目 

81 江口镇上下浅滩演变与整治研究    陈  立 2001.6-2005.6 三峡工程项目 

82 
三峡水库拦沙泄水对下游河道冲

淤影响及对策研究  105-4-02 
陈  立 2001.6-2005.6 三峡工程项目 

83 
三峡水库汛后提前蓄水调度方案

研究（145） 
李义天 2004.3-2005.6 三峡工程项目 

84 

三峡水利水电工程水流的精细模

拟及反问题研究-废水排放工程中

近 区污 染及 水流 的精细 模拟

（2005-68） 

槐文信 2005.2-2006.1 三峡工程项目 

85 
湖北葛洲坝枢纽下游河库护底试

验工程二维模型研究（2005-724） 
张小峰 2005.11-2005.12 三峡工程项目 

86 三峡工程科技总结（2005-607） 卢文波 2005.1-2005.12 三峡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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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在研横向课题 

2005 年在研横向课题（合同经费 10 万元以上）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1 
四川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大型地下洞室群施工

期快速监测与反馈分析 
陈胜宏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

测院 

2 汉江流域丹江口水库上游水资源演变情势研究 郭生练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3 
田湾河梯级水电站地下高压管道及岔管结构计

算分析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勘院 

4 潮水对深圳市布吉河流域洪水作用规律研究 王先甲 深圳市防洪设施管理处 

5 水电工程设计过程自动化信息管理系统 王先甲 中南电力设计院委托项目 

6 
深圳市布吉河流域防洪排涝优化调度决策支持

系统 
王先甲 深圳市水务局委托项目： 

7 武汉市水资源综合规划 梅亚东 武汉市水利规划研究院 

8 温岭市水利现代化规划 梅亚东 浙江省温岭市水利局 

9 武汉市大中型水库安全评价 梅亚东 武汉市水务局 

10 白鹤滩地下厂房洞室群围岩稳定研究 肖  明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11 
观音岩水电站施工导截流风险决策及可视化

系统 
胡志根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院 

12 
仁宗海水库电站堆石坝坝体、坝基应力、变形

及渗流等计算分析 
汪卫明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勘院 

13 
瀑布沟水电站大型钢蜗壳—钢筋混凝土联合承

载结构三维非线性有限元分析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勘院 

14 
江苏溧阳抽水蓄能电站施工动态三维仿真及

优化 
周宜红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

测设计院 

15 广州市洪奇沥水道污染控制方案研究 张  翔 中山大学 

16 湖南祁阳县语溪水电站工程水工模型试验 刘士和 湖南水电勘测设计院 

17 郑东新区 CBD 地区水资源高效利用 邵东国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公司 

18 洪水调度研究 李义天 湖南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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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武汉过江隧道河床冲刷研究 李义天 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 

20 航道设计水位 李义天 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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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白山红石水文计算预报应用软件开发 郭生练 吉林省白山发电厂 

23 
水电站月牙肋岔管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

（CrbpCAD)开发研究 
伍鹤皋 成都勘测设计院 

24 漫湾水电站二期工程水力机械过渡过程数值分析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

测设计院 

25 瑞丽江水电站水力机械过渡过程数值分析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

测设计院 

26 金安桥水电站水力机械过渡过程数值分析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

测设计院 

27 金元水电站水力-机械过渡过程计算研究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院 

28 小湾水电站导流水力学专项研究模型试验 胡志根 
云南华能谰沧江水电有限

公司小湾建设公司 

29 
汉江丹江口水库坝下径流调节河段航运整治关

键技术研究 
陈  立 

湖北省汉江二期航道整治

工程领导小组 

30 
基于 3S 技术的塔里木河三源流流 
计算系统开发 

夏  军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

究所 

31 
汉江崔家营航电枢纽浸没区排水治理工程初步

设计 
杨金忠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32 河套水资源规划 杨金忠 内蒙古河套管理总局 

33 江西油罗口水库洪水调度系统 郭生练 赣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34 白山发电厂洪水调度软件改造 郭生练 白山发电厂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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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汉江水资源优化配置专题——汉江流域丹江口

水库上游水资源演变情势研究 
郭生练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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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坪头水电站地下厂房洞室群围岩 
整体稳定研究 

陈胜宏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

测设计研究院 

38 
光照水电站调压井底部洞室群围岩稳定三维有

限元分析 
汪卫明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贵阳勘

测设计研究院 

39 
筱溪水电站溢流坝段变形稳定 
仿真分析研究 

陈胜宏 
湖南新邵筱溪水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40 大发水电站地下厂房洞室群稳定研究 陈胜宏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

测设计研究院 

41 
色尔古水电站地下厂房洞室群围岩稳定分析和

支护参数研究 
汪卫明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

测设计研究院 

42 澜沧江梯级电站建设水温预测 胡铁松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

测设计研究院 

43 金安桥施工仿真 周宜红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

测设计研究院 

44 构皮滩施工仿真 周宜红 乌江水电开发公司 

45 沙沱导流试验 周宜红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贵阳勘

测设计研究院 

46 龙开口模型试验 胡志根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

测设计研究院 

47 滩坑模型试验 胡志根 北海水力公司 

48 白鹤滩施工仿真 胡志根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

测设计研究院 

49 泄洪雾化对电站及电网运行安全的影响 刘士和 
华中电网有限公司科技攻

关项目 

50 玛纳斯河闸门监控工程 刘士和 北京超科通讯技术开发公司 

51 雾化对电气设备运行影响 刘士和 山东彼岸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52 梁平试验站规划 崔远来 梁平县水管中心 

53 放水洞三维渗流计算 佘成学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

测设计研究院 

54 云龙河三级水工模型试验验研究 余明辉 长委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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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长江流域水文预报-4 曹志先 长江水利委员会 

56 
襄樊电厂扩建工程大件运输码头及取排水工程

防洪评价 
陈  立 湖北华电襄樊发电有限公司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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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白沙洲汊道治理工程定床模型试验研究 陈  立 武汉市水务局 

59 天兴洲公铁两用桥 2#、3#施工局部冲刷 陈  立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有限

公司 

60 武汉市汉口燃机发电供热项目取水工程防洪评价 陈  立 
武汉市燃气热力集团有限

公司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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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西塞山电厂二期扩建工程取排水建筑物防洪评价 陈  立 湖北西塞山发电有限公司 

63 国电织金发电厂水资源论证 陈森林 国电织金发电厂筹备处 

64 武汉市汉口燃机发电供热项目取水水资源论证 陈森林 
武汉市燃气热力集团有限

公司 

65 水库群联合供水优化调度 陈森林 广西玉林市水利电力局 

66 黄河上游梯级水电厂优化调度 梅亚东 国电西北电力分公司 

67 隔河岩大坝在超常规水位条件下的安全度研究 周创兵 清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68 江坪河动力坝坝基稳定研究 周创兵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

测设计研究院 

69 瀑布沟地下厂房松动圈检测 卢文波 
国电大渡河公司瀑布沟分

公司 

70 湖南省益阳至芦林潭航道整治二维数模计算 谈广鸣 湖南省航务局 

71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工程前后港区冲淤变化 谈广鸣 长江中游水文水资源局 

72 龙桥水电站泄洪建筑物水工模型试验 槐文信 郁江流域开发公司 

73 柳洪水电站蜗壳结构研究 伍鹤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74 田湾河埋管和分岔管研究 伍鹤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75 巴贡导流洞堵头计算 伍鹤皋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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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瀑布沟水电站导流洞 伍鹤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77 石堤酉酬水电站压力管道 伍鹤皋 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78 乌龙山抽水蓄能电站岔管研究 伍鹤皋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79 积石峡水电站压力管道 伍鹤皋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80 宝兴河水电站厂房计算 伍鹤皋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81 汉江兴隆厂房与地基计算 伍鹤皋 长委会勘测设计研究院 

82 江坪河水电站导流洞计算 伍鹤皋 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83 柘溪水电站厂房计算 伍鹤皋 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84 漫湾二期地下厂房稳定分析 肖  明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85 街面地下厂房稳定分析 肖  明 尤溪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86 街面地下厂房振动稳定分析 肖  明 
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研究院 

87 宜兴地下厂房反分析 肖  明 华东宜兴抽水蓄能公司 

88 仙居地下厂房稳定分析 肖  明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89 瀑布沟地下厂房稳定分析 肖  明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90 柳洪地下厂房稳定分析 肖  明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91 水资源可利用量计算及在汉江流域的应用研究 张  翔 长江水利委员会 

92 武汉至荆门段高速公路防洪评价 张小峰 湖北一方科技发展公司 

93 安庆马窝港区一期工程二维数学模型 张小峰 安庆市港口物流园区 

94 三峡荆州～益阳输电线路计算 张小峰 湖北一方科技发展公司 

95 葛洲坝枢纽下游河库护底试验工程二维模型研 张小峰 长江委三峡水文局 

96 观音岩电站溃坝洪水计算 张小峰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

测设计院 

97 滩坑电站水温计算分析 张小峰 浙江北海水力发电公司 

98 滩坑电站溃堰洪水计算 张小峰 浙江北海水力发电公司 

99 观音岩电站溃坝洪水计算 张小峰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

测设计院 

100 武汉河段二维泥沙数模开发 张小峰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101 武汉城市高速出口公路水河二维数模计算 张小峰 湖北一方科技发展公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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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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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宜昌市东风渠灌区二干渠节水改造 黄介生 武汉大学设计研究总院 

104 
江苏省龙王山水库群防洪调度 
自动化系统研制 

宋星原 江苏省防办 

105 佛山市饮用水源地突发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谢  平 中山大学 

106 色尔古水电站首部枢纽水工模型试验研究 黄社华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107 
柳坪水电站首部枢纽水工泥沙 
整体模型试验 

黄社华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108 桃曲坡水库防洪调度系统 李  兰 西安博通公司 

109 数字增江流域洪水预报系统 李  兰 广州水文局 

110 广州市水利信息化技术标准 邵东国 广州市水利局 

111 龙子湖水资源高效利用 邵东国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公司 

112 
金安桥水电站重力坝静动力分析和坝基深浅层

抗滑稳定及加固方案研究 
常晓林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113 
金安桥水电站坝体碾压混凝土温控仿真计算、

水库水温分析研究 
常晓林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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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美姑河牛牛坝水电站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结构安

全分析 
常晓林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116 大岗山水电站双曲拱坝温度徐变应力分析 常晓林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117 草街主厂房坝段及冲砂闸底板温控研究 周  伟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118 龙滩底孔弧形闸门流激振动模型试验研究 王均星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

测设计院 

119 湖南镇水电站泄洪冲刷水工模型试验研究 王均星 
浙江华电乌溪江水 
力发电厂 

120 龙开口水工整体模型试验 王均星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

测设计院华东院 

121 黑龙江省依兰松花江大桥整体水工模型试验研究 王均星 
黑龙江省博通道桥经营管

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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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CSCD 期刊论文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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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t liability analysis 
method for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region water 
resources 

刘丙军  邵东国 水科学进展 
2005,v16(2),p250-

254/6000 字 

2 
无螺取水技术中压力水槽

内流场分析 
李大美 水科学进展 Vol.(16(3),2005, 

3 
基于 KL-Galerkin 解法的

地下水流动随机分析 
史良胜  杨金忠 

李少龙  林  琳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37(5):31-35,2005 

4 
面向对象的 GIS 水文数

据模型设计与实现 

陈  华  郭生练 
熊立华  徐高洪 

李订芳 
水科学进展 2005,16(4),P78-85. 

5 
岩体 p-型自适应块体单

元法研究 
汪卫明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4(4):559-564 

6 
一种新的岩体力学数值

计算方法-叠单元法 
汪卫明  陈胜宏 石力学与工程学报岩 24(7):1093-1198 

7 
滑坡稳定分析剩余推力法

的改进研究 
徐  青  陈士军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6(3):465-470 

8 
固结问题有限元法时步

自适应研究 
阮光雄  傅少君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6(4):591-595 

9 
边坡加固中预应力锚索

方向角的优化设计 
熊文林  何则干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4(13):2260-2265 

10 
模拟排水孔的复合单元

法研究 
许桂生  陈胜宏 水动力研究与进展 20(2):213-220 

11 无压渗流分析的复合单元法 许桂生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6(5):745-749 

12 
边坡稳定分析中应变局

部化的简化计算 
刘金龙  汪卫明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6(5):799-802 

13 
非规则区域中拉普拉斯方

程的有限分析五点格式 
槐文信  杨中华  

沈毅一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Vol.22, No.3, 
28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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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圆形垂直浮力射流的稳

定性与混合特性研究 
曾玉红  槐文信 应用数学和力学 26(1),P92-100 

15 
横流中三维圆形垂直浮

力射流特性数值分析 
曾玉红  槐文信 

应用基础与工程科

学学报 
13(2),120-128 

16 
静止环境中水平圆形浮

力射流流动特性研究 
曾玉红  槐文信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33(11),P90-92 

17 
水平圆形浮力射流稳定

性及混合特性研究 
曾玉红  槐文信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33(11),P93-95 

18 
基于进化神经网络的参

考作物腾发量预测 
崔远来  马承新  

沈细中 
水科学进展 2005年1期，76-82 

19 
河渠渗漏量计算方法研

究综述 
罗玉峰  崔远来 水科学进展 

2005 年 3 期，

444-450 

20 
水稻灌区节水灌溉的尺

度效应 
董  斌  崔远来  

李远华 
水科学进展 

2005 年 6 期，

833-839 

21 
水库多目标供水调度规

则研究 
尹正杰  胡铁松  

崔远来 
水科学进展 

2005 年 6 期，

875-880 

22 

Nitrogen mov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with 
different water supply for 
paddy rice 

崔远来  李远华  
吕国安 

水科学进展 2005 年 

23 
考虑孔隙水压力的土坡稳

定性的有限元下限分析 
王均星  李  泽 岩土力学 2005.08 

24 
对“土坡稳定的有限元塑

性极限分析上限法研究”

的讨论的答复 
王均星  王汉辉 

岩石力学 

与工程学报 
2005.05 

25 
导叶开启时间对水电站

过渡过程的影响 
王  丹  杨建东 水利学报 2005 年 01 期 

26 
水电站进水口漂浮式拦污

排张力计算 
徐远杰  杨建东 水利学报 200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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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periments on the effect 
of Sediment 
Concentration on Flow 
Structure 

陈  立  吴门伍  
邓晓丽  黄荣敏 

四川大学学报 
（工学版） 

Vol 37, 
2005pp41-45 

28 

EXPERIMENTS ON 
DEVELOPMENT OF 
CHANNEL PATTERN IN 
THE PROCESS OF RIVER 
REFORMATION 

张俊勇  陈  立  
刘玉成 丁志良 

四川大学学报 
（工学版） 

Vol.37, 
2005pp128-132 

29 
基于 v-SVR 算法的边坡

稳定性预测 
余志雄  周创兵等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5, 24(14): 

2468~2475 

30 
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坝

肩 边 坡 岩 体 质 量

CSMR 分类 
张文杰  周创兵等 岩土力学 

2005, 26(增
2):95~97 

31 
库水位变化对边坡稳定

性的影响 
郭志华  周创兵等 岩土力学 

2005, 26(增
2):29-32 

32 
裂隙岩体渗流特性物模试

验研究进展 
张文杰  周创兵等 岩土力学 

2005, 26(9): 
2517-1724 

33 
改进的边坡岩体稳定性预

测模型研究  
刘先珊  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5,24(19) 
3492-3498 

34 
采空场覆岩变形数值模

拟与相似模拟比较研究 
李向阳  李俊平 

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05, 26(12) 

35 
基于模拟退火的 Gauss- 
Newton 算法的神经网络

在渗流反分析中的应用.  
刘先珊  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05, 26(3): 
404-408 

36 
采样方案对反演岩体渗透

参数的影响 
盛永清  周创兵等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5,24(7):1145~1

149 

37 
下凹地形下采空区处理

方案的相似模拟研究 
李俊平  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5, 24(4): 

581~586 

38 渗流对采空场处理的影响 李俊平  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05, 26(1): 22~26 

39 
用三维计算流体力学方

法计算调压室阻抗系数 
程永光  杨建东 水利学报 2005 (7): 787-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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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块状结岩体在一般水压分布

模式下的不连续变形分析 
姜清辉  周创兵 
罗先启  郑  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4(3)401-405 

41 
四面体有限单元覆盖的

三维数值流形方法 
姜清辉  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4(24)1-6 

42 
船体结构腐蚀检测及

维修规划的成本－效

益分析. 

李典庆  唐文勇 
张圣坤.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5, 39(5): 

665-669 

43 
非规则区域中拉普拉

斯方程的有限分析 5
点格式 

槐文信  杨中华 

赵明登  沈毅一 
计算力学学报,  
2005 年 03 期 

2005/03 

44 

浅水横流中底部水平

热水射流近区的初始

稀释—— (I)数学模型

及其验证 

槐文信  梁爱国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05/03 

45 
浅水横流中底部水平热

水射流近区的初始稀释

——(Ⅱ)特性分析 
梁爱国  槐文信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05/04 

46 
求解二维扩散方程的有

限近似解法 
赵明登  槐文信 

水动力学研究 
与进展 A 辑 

2005/5 

47 
刘家峡水电站扩机工程

调压井结构研究 
张  伟  吴海林  

伍鹤皋 
岩土力学 2005 年第 7 期 

48 
水工隧洞钢筋混凝土衬

砌非线性有限元分析 
苏  凯  伍鹤皋 岩土力学 2005 年第 9 期 

49 
地下厂房渗流断层数值

模拟的隐式复合材料单

元法研究 
张  巍  肖  明 岩土工程学报 

2005 年

Vol.27(10)1203~1
206 

50 
干旱期水安全 
及风险评价研究 

张  翔  夏  军 水利学报 
Vol.36，No.9，

1138-1142，2005 

51 
基于净效益最大的水资

源优化配置模型与方法 
邵东国 贺新春等 水利学报 

2005，36（9），
p.1050-1056/1000

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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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季节性缺水河流生态环

境需水量计算研究 
阳书敏  邵东国  

沈新平 
水利学报 2005,11/5000 字 

53 
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资

产负债分析方法 
刘丙军  邵东国 水科学进展 2005，2，250-254 

54 
供水企业产权重组模式

研究 
孟  戈 王先甲 水利学报 

2005,36（4）： 
461－466 

55 

Wang Xian Jia. Incentive 
mechanism design for 
public goods provision: 
price cap regulation and 
optimal regulation. 

ZHENG Junjun  
YIN Hong 

Wang Xian Jia 

武汉大学学报 
（理学版） 

2005 年第 5 期 

56 

Pricing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generation 
companies in electricity 
market  

Fang Debin， 
Wang Xianjia 

Engineering Sciences 2005，3(1)：69-73 

57 
对重力坝设计规范中

双斜面抗滑稳定的补

充讨论 

周  伟  常晓林 
袁林娟 

水力发电学报 
2005 年 02 期， 

p 95-99 

58 
泥沙影响流速分布规律

的试验研究 

周家俞  陈  立 
叶小云  吴门伍 

黄荣敏 
水科学进展   

2005.07 
Vol.16,No.4 

pp506-510 

59 
水库下游河流再造床过

程中的河岸侵蚀 
张春燕  陈  立 

张俊勇  王志国 
水科学进展 Vol.16,No.3 2005

年 5 月 

60 河型研究综述 
张俊勇  陈  立 

王家生 
泥沙研究 

2005 年第四期

pp76-80 

61 
泥沙浓度变化对絮凝沉

降影响实验研究 
王家生  陈  立 
刘  林  邓晓丽 

水科学进展 
Vol.16,No.2 
2005 年 3 月 

62 
长江干流与洞庭湖出流

不同遭遇对城陵矶水位

影响的实验研究 

陈  立  邓晓丽 
张俊勇  刘  林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Vol. 14, No.4 

2005.07pp496-500 

63 
黄河水体颗粒物对几种

多环芳烃生物降解过程

的影响 

夏星辉  余  晖 
陈  立 

环境科学学报 
2005 年 9 月 

Vol. 25, N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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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黄河下游河道悬移质泥

沙与床沙交换计算研究 
赵连军  谈广鸣 水科学进展 2005/02 

65 
黄河下游河床边界条

件变化对河道冲淤影

响计算研究 

赵连军  韦直林  
谈广鸣 

泥沙研究 2005/03 

66 海河口平面二维数值潮

流水沙数学模型研究 
谈广鸣  赵连军 

韦直林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2005/09 

67 
船体结构腐蚀模型不

确定性对检测及维修

规划的影响 

李典庆  张圣坤  
唐文勇 中国造船 2005,46(1):80-90 

68 
ABAQUS 在大体积钢

筋混凝土非线性有限元

分析中的应用评述 
张  伟  伍鹤皋 水力发电学报 2005 年第 5 期 

69 
水安全定义及其评价指

数的应用 
张  翔  夏  军 

贾绍凤 
资源科学 2005，Vol.27，

No.3，145-149 

70 长江沙市河段曲线二维

动床模型研究 
谢作涛  张小峰  

袁  晶 
泥沙研究 2005 年第 6 期 

71 
分洪区内修建高速公路

的防洪安全影响分析 
冯小香  张小峰  

徐德龙 
中国公路学报 2005 年第 4 期 

72 
基于熵值法的 BP 网络

输入变量加权分层方法

研究 
张小峰  袁  晶 水科学进展 2005 年第 2 期 

73 
一维非恒定水动力学模

型的实时洪水预报 
张小峰  穆锦斌  

袁  晶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2005 年第 3 期 

74 
基于分布式参数模型的 
地下水数值模拟 

鲍卫锋  黄介生  
闫  华  谢  华 

农业工程学报 21（5），25-28 

75 
湖北漳河灌区财务 
生存能力分析 黄介生  陈祖梅等 水利学报 2005 年增刊 

76 
区域生态需水量计算方

法研究 
鲍卫锋  黄介生  

于福亮 
水土保持学报 2005 年第 5 期，

139-142 

77 
南水北调中线不同调水

方案下的汉江水华发生

概率分析 

谢  平  窦  明 
夏  军 

环境科学学报 
2005 年 10 月，第

25 卷第 10 期，

1343～1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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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乌鲁木齐市无资料地

区山洪泥石流临界雨

量推求 

李  德  陈广才  
谢  平  陈  曦  

干旱区地理 
2005年8月，第28
卷第4期，442～

445/5 

79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不同

调水方案下的汉江水华

发生概率计算模型 

谢  平  窦  明 

夏  军 
水利学报 

2005年6月，第36
卷第6期，727~732/6 

80 
基于贝叶斯公式的湖泊

富营养化随机评价方法

及其验证 

谢  平  李  德  
陈广才  叶爱中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5年3月，第14
卷第2期，224～

227/5 

81 
东台沟实验流域降水氧

同位素特征与水汽来源 
夏  军  于静洁 
杨  聪  李发东 

地理研究 
2005，24（2）：

2-11 

82 
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影

响下的潮白河月水量平

衡模拟 

王纲胜  夏  军 

万东晖  叶爱中 
自然资源学报 2006，21（1） 

83 
东台沟实验流域降水氧

同位素特征与水汽来源  
夏  军  于静洁 
杨  聪  李发东 

地理研究  2005 年 02 期 

84 
非点源污染研究中土壤

溶解性无机氮的提取方

法选择 

王红萍  梁  涛 

张秀梅  夏  军 
地理研究 2005 年 02 期 

85 
基于数字高程模型的河

网提取及子流域生成  
叶爱中  夏  军 
王纲胜  王晓妮 

水利学报 2005 年 05 期 

86 
洞庭湖区洪涝灾害的 
形成机制分析 

毛德华  夏  军 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 2005 年 02 期 

87 
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

化的驱动因子分析——
以三工河流域为例 

刘  蕾  夏  军  
丰华丽  尹雄锐 

干旱区地理 2005 年 03 期 

88 
颗粒态氮磷负荷模型

研究  
夏  军  

梁  涛  张秀梅 
水科学进展 2005 年 03 期 

89 
土壤—植物—大气系统

水热传输的研究 
孟春红  夏军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

展 A 辑 
2005 年 03 期 

90 
洞庭湖洪涝高风险区土

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研究 
毛德华  夏  军 
王立辉  唐忠旺 

农业工程学报 2005 年 07 期 

http://dlyj.chinajournal.net.cn/
http://202.114.65.149/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DLYJ&year=2005&num=02
http://dlyj.chinajournal.net.cn/
http://202.114.65.149/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DLYJ&year=2005&num=02
http://slxb.chinajournal.net.cn/
http://202.114.65.149/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SLXB&year=2005&num=05
http://whdy.chinajournal.net.cn/
http://202.114.65.149/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WHDY&year=2005&num=02
http://ghdl.chinajournal.net.cn/
http://202.114.65.149/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GHDL&year=2005&num=03
http://skxj.chinajournal.net.cn/
http://202.114.65.149/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SKXJ&year=2005&num=03
http://sdlj.chinajournal.net.cn/
http://sdlj.chinajournal.net.cn/
http://202.114.65.149/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SDLJ&year=2005&num=03
http://nygu.chinajournal.net.cn/
http://202.114.65.149/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NYGU&year=2005&num=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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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R/S 分析法在南水北调

西线一期工程调水河流

径流趋势预测中的应用 

夏  军  刘苏峡 
林忠辉 

冰川冻土  2005 年 04 期 

92 
海河流域与水相关的生

态环境承载力研究 

夏  军  丰华丽 

黄  浩 

兰州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5 年 04 期 

93 
华北地区降水变化的多

时间尺度分析 
张利平  夏  军 干旱区地理 2004.12 

94 
基于信息熵原理的作物

需水尺度转换研究 
刘丙军  邵东国  

沈新平 
水利学报 2005（12） 

95 灌溉渠系分形特征分析  
刘丙军  邵东国  

沈新平 
农业工程学报  2005（12） 

96 
基于灰关联熵的汉江

中下游地区水资源分

配研究 

刘丙军  邵东国  
阳书敏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5.11 

97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与汉

江中下游地区相互影响

分析 
刘丙军  邵东国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5.1.P66-70 

98 
多渠段鲁棒控制器的线

性矩阵不等式解法 
管光华  王长德 
崔  巍  范  杰 

水利学报 2005.11 

99 
渠道运行管理自动化的

多渠段模型预测控制 

崔  巍  王长德 

管光华  范  杰 
水利学报 2005. 8  

100 
微灌用叠片式砂过滤器

性能试验研究 
肖新棉  董文楚 
杨金忠  罗金耀 

农业工程学报 2005.05、91～94 

101 
单喷头水量分布的三角

形组合均匀度叠加计算 
李小平  罗金耀 水利学报 2005.02、110~114 

102 
维持通航建筑物口门水

深的护底加糙措施研究 
黄  颖  李义天 水利学报 2005.2 

103 
淮河中游行蓄洪区洪水

调度水动力学模型研究 
何  用  李义天  
要  威  孙昭华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

展 A 辑 2005.3 

http://bcdt.chinajournal.net.cn/
http://202.114.65.149/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BCDT&year=2005&num=04
http://202.114.65.149/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LDZK&year=2005&num=04
http://slxb.chinajournal.net.cn/
http://202.114.65.149/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SLXB&year=2005&num=02
http://sdlj.chinajournal.net.cn/
http://sdlj.chinajournal.net.cn/
http://202.114.65.149/KNS50/jourNavi/search.aspx?pykm=SDLJ&year=2005&num=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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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透水结构促淤试验研究 
张  为  李义天  
王秀英  孙昭华 

四川大学学报 2005.12 

105 
STUDY ON THE 
LOWEST NAVIGABLE 
WATER LEVEL 

王秀英  李义天 四川大学学报 2005.6 

106 
长江中下游整治线宽度

确定方法研究 
王秀英  李义天  

孙昭华 
泥沙研究 2005.12 

107 
长江中下游整治线宽度

确定方法应用实例 
王秀英  李义天  

孙昭华 
泥沙研究 2005.12 

108 
干旱流域灌区分水配水

管理信息系统 
王先甲  唐金鹏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5 年 12 期 

109 
基于熵评价的供应链

系统信息共享的分析

与设计 

楚扬杰  王先甲  
吴秀君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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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2005 年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序号 题  目 作  者 源  刊 SCI/EI/ISTP 

1 

A semi-distributed 
monthly water balance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limate change impact 
study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Yellow River basin 

Shenglian Guo, Hua 
Chen, Honggang 

Zhang, Lihua Xiong, 
Pan Liu, Bo Pang, 

Water International 

2005.VOL:30,No.2,P225-260 
SCI 

2 

Study of Dongting Lake 
area vari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water level 
using MODIS data. 

Peng Dingzhi, Xiong 
Lihua, Guo 

Shenglian, Shu Ning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2005.2.VOL.50(1). 

P31-44. 
SCI 

3 
A modified Xinanjiang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northern China 

Shenglian Guo, 
Lihua Xiong and 

Dingzhi Peng 

Nordic Hydrology 

2005.5.36(2), 175-192. 
SCI 

4 

Influence of alkali on 
restrained shrinkage 
behavior of cement-based 
materials 

Zhen HE and 
Zongjin LI 

Cement and Concrete 
Research 

2005, Vol.35, 457-463 
SCI 

5 
A modified neural network 
for improving river flow 
prediction 

T.S.Hu, K.C. Lam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2005, 50(2) : 

299-318 
SCI 

6 
Testing the pore-solid 
fractal model for the soil 
water retention function 

Kang Wang, Renduo 
Zhang,  Fuqin Wang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 2005, 

69:776–782 
SCI 

7 
Can irrigation be 
sustainable? 

Shahbaz, 崔远来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SCI 

8 

Nitrogen transformations 
and movement under 
different water supply 
regimes for paddy rice 

崔远来  李远华  
吕国安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2005 年 

SCIE 

http://www.extenza-eps.com/extenza/loadHTML?objectIDValue=61794&type=abstract
http://www.extenza-eps.com/extenza/loadHTML?objectIDValue=61794&type=abstract
http://www.extenza-eps.com/extenza/loadHTML?objectIDValue=61794&type=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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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Yields, evapotranspiration 
and eco-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for paddy rice 
under water stress 
conditions 

崔远来  李远华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2005 年 

SCIE 

10 

Real-time irrigation 
forecas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Dou Shan Irrigation 
District 

马吉刚  蔡学良  
崔远来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2005 年 

SCIE 

11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real-time allocation of 
irrigation water 

马吉刚  蔡学良  
崔远来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2005 年 

SCIE 

12 

Effects of Root Density 
Distribution Models on 
Root Water Uptake and 
Water Flow under 
Irrigation. 

Hao, X., R. Zhang, 
and A. Kravchenko 

Soil Science. 170：254-26 SCI 

13 

A Mass-conservative 
Switching Method for 
Simulating 
Saturated-unsaturated 
Flow 

Hao, X., R. Zhang, 
and A. Kravchenko 

Journal of Hydrology 

 311：254-265 
SCI 

14 
Evaluation of Soil Water 
Retention Curve with the 
Pore-Solid Fractal Model. 

Huang, G., and R. 
Zhang 

Geoderma 127：52-61 SCI 

15 
Further perspectives on the 
evolution of bed material 
waves in alluvial rivers 

Cao Z, Carling P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 John Wiley 
30(1), 115-120. 

SCI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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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o Z, Pender G, 
Carling P 

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Elsevier available 
online 07/09/2005, 12 pages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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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daptive control for 
anti-synchronization of 
Chua’ chaotic system 

Jia Hu,Shihua 
Chen,Li Chen 

PHYSICS LETTERS 
339(2005)pp455~460 

SCI 

18 

Fluid-structure coupled 
CFD simulation of the left 
ventricular flow during 
filling phase 

Yongguang 
Cheng,Oertel 

Annals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2005,33(5):567-

576 
SCI 

19 
Reliability evaluation of 
cross-hole sonic logging 
for bored pile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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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ing) 

2005, 131(9): 1130-1138 

SCI 

20 

Reliability evaluation of 
pile foundation 
considering different 
failure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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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al 2005,42(4): 

1086-1093. 
SCI 

21 

A Distributed Monthly 
Water Balance Model for 
Analyzing Impacts of 
Land Cover Change on 
Flow Regimes 

Xia Jun, Wang 
Gangsheng, Ye 

Aizhong and Niu 
Cunwen 

Pedosphere 2005，15（6）: 
761-767 

SCI 

22 
Groundwater Usage in 
Arid West China: 
Problems and Remedies 

Xia Jun, Zhu 
Yonghua and Wang 

Xinhao 

Water International, 2005，
30(4): 

SCI 

23 
Towards Better Water 
Security in North China 

Xia Jun, Lu Zhang , 
Changming Liu, 

Journal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2005 

SCI 

24 
Water security problem in 
North China: Research and 
perspective. 

Xia, J., Liu, M. Y. 
and Jia, S. F 

Pedosphere 
2005.15(5):563-575 

SCI 

25 

Determination of a 
reasonable percentage for 
ecological water-use in the 
Haihe River basin, China 

Xia Jun, Feng 
Hua-Li, Zhan 
Che-Sheng 

Pedosphere 2005.15(5)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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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Seasonal Variation of 
δ13C of Four Tree 
Species: a Biological 
Integrator of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Haitao Li, Jun Xia, 
Le Xiang, Tao Liang 

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 2005，47(11). 

SCI 

27 

Dynamic archive 
evolution strategy for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阳书敏  邵东国等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Springer-Verlag 2005,v3410, 
p.135-149/8000 words 

SCI 

28 

Numerical study on the 
stability and mixing of 
vertical round buoyant jet 
in shallow water 

曾玉红  槐文信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26（1），P83-91 SCIE 

29 

Cost-benefit assessment of 
inspection and repair 
planning for ship 
structures considering 
corrosion model 
uncertainty 

Li, D. Q., Tang, W. 
Y., and Zhang, S. K 

China Ocean Engineering  
2005, 19(3), 409-420. 

SCIE 

30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residual circulation due to 
bottom roughness 
variability under tidal 
flows a semi-enclosed bay 

槐文信  小松利光 
曾小辉 

China Ocean Engineering 
2005/12 

SCIE 

31 

A stud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using 
environmental isotope in 
Huaisha river basin 

Song Xianfang, Liu 
Xiangchao, Xia Jun, 

Yu Jingjie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2 SCI 

32 

Analysis of pore structures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strength of hardened 
cement paste. 

Zhang wensheng,          
Li Beixing 

J.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Mater.Sci.Edt. 

2005，20(1):114~116 
SCI 



·96· 

序号 题  目 作  者 源  刊 SCI/EI/ISTP 

33 

Risk Based Ranking of 
Nondestructive Inspection 
Performance for Ship 
Structures. 

Li, D. Q., Zhang, S. 
K., and Tang, W. Y. 

Journal of Ship Mechanics 
2005,9(6) 

EI 

34 
Climate change and water 
resources security in North 
China 

Xia Jun and Zhang 
Liping 

IAHS Press 2005, Publ.295 EI 

35 
Virtual water, a new 
strategy of agricultural 
security for China 

Huang Hao & Xia 
Jun 

IAHS Press 2005, Publ.293 EI 

36 

A study of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using 
isotope in Huaishahe 
Basin in Beijing, China 

LIU Xiangchao, 
XIA Jun 

IAHS Press, 2005, Publ.293 EI 

37 
Climate Change and Water 
Resources Security in 
North China 

Zhang liping xia jun 

Regional Hydrological 
Impacts of Climatic 

Change-Impact Assessment 
and Decision Making,IAHS 

Publ. 2005.4 

EI 

38 

A novel evolution strategy 
for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problem: 
Design for adaptive 
balance between proximity 
and diversity. 

阳书敏  邵东国等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Elsevier Inc 
2005,v170(2),p.850-873 

/7000 words 

EI 

39 

Analysis of ecological 
flow field in an 
oncomelania free water 
intakes device, 

李大美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Ser.B,Vol.17(3),2005 
EI 

40 

Stochastic analysis of 
water flow in 
heterogeneous media, 
2005, 

Yang Jinzhong, 
Wang Weiping, Cai 

Shuying and Li 
Shaolong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Ser. B 17(3):313-322, 2005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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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into hot water slot jets with 
negatively buoyancy in 
cross flow 

Yang Zhong-hua 
Huai Wen-xin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Ser. B Vol.17, No.4, 

418-428. 
EI 

42 
Effect of Water Saving and 
Production increment by 
Drip Irrigation Schedules 

Qiu yuan-feng，Luo 
jin-yao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Natural Sicences 
V9,n4,493-497 

EI 

43 

SIMULATION OF THE 
ATOMIZED FLOW BY 
SLIT TYPE BUCKET 
ENERGY DISSIPATOR 

Liu Shihe，Duan 
Hongdong 

J. Hydrodynamics Ser.B, 
Vol.17,No.6 

EI 

44 

Macro mechanical 
parameters' size effect of 
surrounding rock of 
shuibuya project's 
underground power 

Guo Zhi-hua，Zhou 
Chuang-bing 

JOURNAL OF COAL 
SCIENCE & 

ENGINEERING 2005,vol. 
11,pp9-12 

EI 

45 

Asset liability analysis 
method for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region 
water resources 

刘丙军  邵东国 
水科学进展

2005,v16(2),p250-254 

 
EI 

46 
无螺取水技术中压力水

槽内流场分析 
李大美 水科学进展 Vol.(16(3),2005 EI 

47 
基于 KL-Galerkin 解法的

地下水流动随机分析 
史良胜  杨金忠  
李少龙  林  琳 

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

版)37(5):31-35，2005 EI 

48 
面向对象的 GIS 水文数

据模型设计与实现 
陈  华  郭生练 

熊立华  徐高洪   
水科学进展 2005，16（4），

P78-85. 
EI 

49 
岩体 p-型自适应块体单

元法研究 
汪卫明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4(4): 559-564 
EI 

50 
一种新的岩体力学数值

计算方法-叠单元法 
汪卫明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4(7): 1093-1198 
EI 

51 
滑坡稳定分析剩余推力

法的改进研究 
徐  青  陈士军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6(3): 465-470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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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固结问题有限元法时步

自适应研究 
阮光雄  傅少君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6(4):591-595 EI 

53 
边坡加固中预应力锚索

方向角的优化设计 
熊文林  何则干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4(13): 2260-2265 
EI 

54 
模拟排水孔的复合单元

法研究 
许桂生  陈胜宏 

水动力研究与进展 20(2): 
213-220 

EI 

55 
无压渗流分析的复合单

元法 
许桂生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6(5): 745-749 EI 

56 
边坡稳定分析中应变局

部化的简化计算 
刘金龙  汪卫明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6(5):799-802 EI 

57 
非规则区域中拉普拉

斯方程的有限分析五

点格式 

槐文信  杨中华 
沈毅一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Vol.22, No.3, 287-291 EI 

58 
圆形垂直浮力射流的稳

定性与混合特性研究 
曾玉红  槐文信 

应用数学和力学 

26（1），P92-100 
EI 

59 
横流中三维圆形垂直浮

力射流特性数值分析 
曾玉红  槐文信 

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 

13（2），120-128 
EI 

60 
静止环境中水平圆形浮

力射流流动特性研究 
曾玉红  槐文信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 33（11），P90-92 
EI 

61 
水平圆形浮力射流稳定

性及混合特性研究 
曾玉红  槐文信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 33（11），P93-95 EI 

62 
基于进化神经网络的参

考作物腾发量预测 
崔远来  马承新 

沈细中 
水科学进展 2005 年 1 期，

76-82 
EI 

63 
河渠渗漏量计算方法研

究综述 
罗玉峰  崔远来 

水科学进展 2005 年 3 期，

444-450 
EI 

64 
水稻灌区节水灌溉的尺

度效应 
董  斌  崔远来  

李远华 
水科学进展 2005 年 6 期，

833-839 
EI 

65 
水库多目标供水调度规

则研究 
尹正杰  胡铁松  

崔远来 
水科学进展 2005 年 6 期，

875-880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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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Nitrogen mov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with 
different water supply for 
paddy rice 

崔远来  李远华 
吕国安 

水科学进展 2005 年 EI 

67 
考虑孔隙水压力的土

坡稳定性的有限元下

限分析 
王均星  李  泽 岩土力学 2005.08 EI 

68 
对“土坡稳定的有限元塑

性极限分析上限法研究”

的讨论的答复 
王均星  王汉辉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5.05 
EI 

69 
导叶开启时间对水电站

过渡过程的影响 
王  丹  杨建东 水利学报 2005 年 01 期 EI 

70 
水电站进水口漂浮式拦

污排张力计算 
徐远杰  杨建东 水利学报 2005 年 03 期 EI 

71 
Experiments on the effect 
of Sediment Concentration 
on Flow Structure 

陈  立  吴门伍 
邓晓丽  黄荣敏 

四川大学学报（工学版） 

Vol 37, 2005pp41-45 
EI 

72 

EXPERIMENTS ON 
DEVELOPMENT OF 
CHANNEL PATTERN IN 
THE PROCESS OF 
RIVER REFORMATION 

张俊勇  陈  立  
刘玉成  丁志良 

四川大学学报（工学版） 

Vol.37, 2005pp128-132 
EI 

73 
基于ν-SVR 算法的边坡

稳定性预测 
余志雄  周创兵等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5,24(14): 2468－2475 EI 

74 
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坝肩

边坡岩体质量 CSMR 分

类 
张文杰  周创兵等 

岩土力学 

2005，26(增 2): 95－97 
EI 

75 
库水位变化对边坡稳定

性的影响 
郭志华  周创兵等 

岩土力学 

2005，26(增 2): 29-32 
EI 

76 
裂隙岩体渗流特性物模

试验研究进展 
张文杰  周创兵等 

岩土力学 2005,26(9): 
2517-1724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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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改进的边坡岩体稳定性

预测模型研究 
刘先珊  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5, 
24(19) 3492-3498 

EI 

78 
采空场覆岩变形数值模

拟与相似模拟比较研究 
李向阳  李俊平  

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05,26(12) EI 

79 
基于模拟退火的 Gauss- 
Newton 算法的神经网络

在渗流反分析中的应用. 
刘先珊  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05,26（3）:404-408 
EI 

80 
采样方案对反演岩体渗

透参数的影响 
盛永清  周创兵等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5，24(7):1145－1149 
EI 

81 
下凹地形下采空区处理

方案的相似模拟研究 
李俊平  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5，24(4):581~586 
EI 

82 渗流对采空场处理的影响 李俊平  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05，26(1): 

22~26 
EI 

83 
用三维计算流体力学方

法计算调压室阻抗系数 
程永光  杨建东 水利学报 2005 (7):787~792 EI 

84 
块状结岩体在一般水压

分布模式下的不连续变

形分析 

姜清辉  周创兵 

罗先启  郑  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4（3）401~405 
EI 

85 
四面体有限单元覆盖的

三维数值流形方法 
姜清辉 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4（24）1~6 
EI 

86 
船体结构腐蚀检测及维修

规划的成本－效益分析. 
李典庆  唐文勇 

张圣坤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5, 39(5): 665~669 
EI 

87 
非规则区域中拉普拉斯

方程的有限分析5点格式 
槐文信  杨中华 

赵明登  沈毅一 
计算力学学报 2005/03 EI 

88 
浅水横流中底部水平热水

射流近区的初始稀释——

(I)数学模型及其验证 
槐文信  梁爱国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05/03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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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浅水横流中底部水平热

水射流近区的初始稀释

——(Ⅱ)特性分析 
梁爱国  槐文信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05/04 

EI 

90 
求解二维扩散方程的有

限近似解法 
赵明登  槐文信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A 辑

2005/5 
EI 

91 
刘家峡水电站扩机工程

调压井结构研究 
张  伟  吴海林  

伍鹤皋 
岩土力学 2005 年第 7 期 EI 

92 
水工隧洞钢筋混凝土衬

砌非线性有限元分析 
苏  凯 伍鹤皋 岩土力学 2005 年第 9 期 EI 

93 
地下厂房渗流断层数值

模拟的隐式复合材料单

元法研究 
张  巍  肖  明 

岩土工程学报 2005 年

Vol.27(10)1203~1206 
EI 

94 
干旱期水安全及风险评

价研究 
张  翔  夏  军 

贾绍凤 

水利学报 

Vol.36，No.9，1138-1142，
2005 

EI 

95 
基于净效益最大的水资

源优化配置模型与方法 
邵东国  贺新春等 

水利学报 2005，36（9），
p.1050-1056 

EI 

96 
季节性缺水河流生态环

境需水量计算研究 
阳书敏  邵东国 

沈新平 
水利学报 2005,11 EI 

97 
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资

产负债分析方法 
刘丙军  邵东国 

水科学进展 2005，2，
250-254 

EI 

98 
供水企业产权重组模式

研究 
孟  戈  王先甲 

水利学报 

2005, 36(4): 461－466 
EI 

99 

Incentive mechanism 
design for public goods 
provision: price cap 
regulation and optimal 
regulation. 

ZHENG Junjun  
YIN Hong  Wang 

Xian Jia 

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 
2005 年第 5 期 

EI 

100 
ABAQUS 在大体积钢筋

混凝土非线性有限元分

析中的应用评述 
张  伟  伍鹤皋 

水力发电学报，2005 年 
第 5 期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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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Impacts of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 on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englian Guo, Pan 
Liu, Dingzhi Peng, 

Honggang Zhang, Bo 
Pang, 

Proceedings of symposium 
S6 held during the Seventh 

IAHS Scientific Assembly at 
Foz do Iguacu, Brazil, April 
2005 IAHS Publication 295, 

2005.P157-166. 

ISTP 

102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vertical,turbulent, planar 
buoyant jets with rigid 
horizontal bottom 
boundary 

槐文信  杨中华 31届国际水力学大会论文集

2005年 9月 ISTP 

103 

Application of grey 
relation method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irrigation scheme 

朱秀珍  崔远来 

LAND AND WATER 
MANAGEMENT: 

DECISION TOOLS AND 
PRACTICES, VOLS 1 AND 

2 CT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Water2005 

ISTP 

104 

Effect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on aerobic rice 
growth and yield in 
lowland condition 

李亚龙  崔远来 

LAND AND WATER 
MANAGEMENT: 

DECISION TOOLS AND 
PRACTICES, VOLS 1 AND 2  

CT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Water2005 

ISTP 

105 

A groundwater flow model 
for sustainable and 
economical irrigation 
water management 

罗玉峰  崔远来 

LAND AND WATER 
MANAGEMENT: DECISION 
TOOLS AND PRACTICES, 

VOLS 1 AND 2  
CT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Water2005 

ISTP 

106 
Water productivity over 
scales in Zhanghe 
irrigation system 

董  斌  崔远来 
李远华 

LAND AND WATER 
MANAGEMENT: DECISION 
TOOLS AND PRACTICES, 

VOLS 1 AND 2  
CT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Water2005 

IS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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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Determination of number 
of piles for integrity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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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ructural Safety and 

Reliability（ICOSSAR05）
NO 141 

ISTP 

108 

Ouyang Fangrui A 
Research of Deposit 
Insurance Mechanism 
Overcoming Moral 
Hazard 

Wang Xian-jia 
 Zhu Zhong-yun 

Proceedings from the Fourth 
Wuh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2005 

ISTP 

109 

A Research of Deposit 
Insurance Mechanism 
Overcoming Adverse 
Selection 

Wang Xian-jia  
Zhu Zhong-yun  

Yin Hong 

Proceedings from the Fourth 
Wuh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2005 

ISTP 

110 
Research on Supply Chain 
Model based o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Wang Xianjia, 
Chun Ye,  

Debin Fang 

Proceedings from the Fourth 
Wuh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2005 

ISTP 

111 

Game analysis for large 
customer direct purchase 
electricity under open 
electricity market 

Fang Debin, 
Xianjia Wang 

Proceedings from the Fourth 
Wuh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2005 

ISTP 

112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evolution and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of electric 
supply chain 

Ye Chun, Xianjia 
Wang, Debin Fang 

Proceedings from the Fourth 
Wuh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2005 

ISTP 

113 

Game analysis for large 
customer direct purchase 
electricity under open 
electricity market 

Fang Debin 
Wang Xianjia 

The Fourth Wuh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2005,1044-1049 

ISTP 



·104· 

附件 5  实验室主任招聘公告 

 

武汉大学面向海内外招聘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启事 

武汉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位于湖北省武汉

市风景秀丽的东湖之滨、珞珈山麓，在海内外久负盛名。学校学科门类齐全，

是首批列入国家“211”重点建设计划、首批列入国家“985”重点建设学校，

具有很强的综合实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为进一步加快武汉大学的发展，现面

向海内外公开招聘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主任。

热诚欢迎海内外中青年学者前来应聘！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成立于 2003 年，

是在武汉大学水利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的基

础上发展建设的。实验室现有 5 个研究方向：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水资

源高效利用与优化配置、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灾方法、水电工程结构与

施工过程仿真、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建有水利工程一级学科博士授权

点、水利工程博士后流动站，4 个学科设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岗位，

其水文学与水资源、水利水电工程是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水资源与水电

工程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实验室拥有一支较高水平的研究队

伍，在岗教授近 30 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3 名。实验室承担着多项国家

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在非线性水文系统、水资源可持续管理、节水灌溉、

地下水土壤水运动、跨流域调水、河流泥沙、水工结构设计优化、水电工

程施工过程优化、水电站过渡过程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高水平成果，其中有

些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并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实验室总建

筑面积达 23，000 平方米，仪器设备资产 1 亿多元，可以开展水资源与水

电工程科学领域各种复杂、综合性的研究实验，实验室的规模化、先进性

及综合性均位居国内外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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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聘条件 

(1) 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 

(2) 应聘者，要求具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教授职称，近年来从事水资

源与水电工程科学主流学科或新兴、交叉学科科研工作，研究水平处于国

际前列，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以通讯作者发表系列论文，在本领域有重

要的学术影响；（曾在国外著名大学的系、研究所、实验室兼任重要管理职

务者优先） 

(3) 熟悉科学研究规律，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4) 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岁； 

(5) 实验室主任在校工作原则上要求全职工作。 

2. 实验室主任工作目标（具体的目标事项以签署的协议为准） 

(1) 组织开展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提升实验室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使学术

水平有明显提高； 

(2) 促进国际交流，与国外著名大学、国际学术组织、科研基地或企业建

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3) 引进国内外杰出人才，培养中青年学术骨干，建设一支高水平科研队伍； 

(4) 建立国际先进的实验室管理模式，促进实验室跨越式发展； 

(5) 经国家科技部组织的实验室建设、评估，应达到良好或优秀。 

3. 聘任期限与待遇 

(1) 聘期：聘任期为五年，聘用期满后，根据工作业绩，经双方协商后可

以续聘； 

(2) 薪金根据受聘人的条件而定，优才优待，原则上年薪 30-80 万元人民币，

同时提供优良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4. 应聘者需提供材料 

(1) 应聘申请及个人简历（需本人亲笔签名并承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2) 近 5 年成果清单和 3-5 项代表性成果（包括论文）复印件； 

(3) 本人最高学位和学历证书复印件及任现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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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工作设想和目标； 

(5) 2 名教授的推荐信和推荐人联系方式。 

5. 招聘程序 

(1) 应聘者在 2005 年 9 月 30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信件或传真报名，并提

交有关材料； 

(2) 学校经初审、面试及综合考核，确定人选，签订聘任协议书，报教育

部审批科持部备案后正式聘任。 

6.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  武汉大学组织、人事部 

联 系 人：彭女士  周女士 邮编：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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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zzbgbb@whu.edu.cn  

 

 

 

武汉大学 

2005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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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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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添置 
时间 

目前

状况 
性能 

(限 100 字以内) 
用  途 

(100 字以内) 

1 

卫星

云图

数据

处理

系统 

35.0 1999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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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

报中，静止气象卫星云图

是十分重要的工具。随着

数据处理手段的提高，静

止气象卫星云图发挥了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2 
GPS 
软件 45.0 1999 良好 

GPS 以其全球性、全

天候、准确、可靠和

效率高等优点广泛应

用于测量领域。具有

野外多窗口导航测量

功能。定位水深、数

据自动采集，自动区

域布线和航道布线，

能自动保留测量轨

迹，采用任意坐标系，

可对多达20个站的自

动水位改正。 

目前 GPS 已经成为全球

最普及的定位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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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库

调度 
仿真

系统 

126.0 2000 
良 
好 

AlphaServer1 台 ，

Alpha 图形工作站 2
台，Sybase 数据库 

本系统可构成水库调度

自动化软、硬件开发平

台，形成由数据库服务器

层、应用服务器层及客户

组成的三层结构，实现仿

真环境下，水库调度自动

化及决策支持系统开发。

可满足水利系统、电力系

统调度自动化科研开发

需要，为专业应用软件开

发提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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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

名称 
价格 

(¥或＄) 
添置 
时间 

目前

状况 
性能 

(限 100 字以内) 
用  途 

(100 字以内) 

4 

紊流

流速

采集 
处理

系统 

36.0 1997.7 
良 
好 

采集周期：200Hz 准

确度：3% 
对高含沙水流的紊动流

速进行自动采集、分析。 

5 

粒子

图像 
测速

仪 

33.0 1998.10 
良 
好 

12 个 CCD、5%准确

度 
对物理模型大区域表面

流场进行自动测量 

6 
大型

CT 系

统 
97.0 2002.1 

良 
好 

500MHz 天线、

1000MHz、25 MHz
天线、50MHz 天线、

100MHz 天线、

200MHz 天线 

可用于基岩探测、第四系

地层划分、滑坡预测、堤

坝隐患探测、溶洞和裂隙

探测、遂道开挖撑子面前

的地质灾害预测、高速公

路和机场跑道的地基及

质量检测、水底沉积和埋

藏物探测、地下埋藏物

（金物和非金属管线、洞

穴、容器、桩基）探测及

污染探测。 

7 

33 米

活动 
玻璃

水槽 

44.0 1997.9 
良 
好 

流量控制精度 2%，

水位控制精度 0.5% 

对 33m 变坡水槽进行坡

降、进口流量、尾水位进

行自动控制。 

8 

80 米

波浪 
实验

水槽 

79.0 1959.12 
良 
好 

1.2m 宽、0.5m 高、

流量 200l/s 坡降 1‰ 
用于波浪、径流作用下泥

沙运动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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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

名称 
价格 

(¥或＄) 
添置 
时间 

目前

状况 
性能 

(限 100 字以内) 
用  途 

(100 字以内) 

9 

PIV 激

光光

源粒

子测

速仪 

101.1 2000 
良 
好 

脉冲激光器（YAG）

功 率 为 120 m 
J/Pulse( 脉 冲 频 率

30Hz)；平均扫描速

度为 3.75 次/秒；数

码摄像机（CCD）分

辨 率 12801024 像

素；测量面积一般为

20×20cm2 左右，最

大可达 60×60cm2；
测速范围 0-100m/s。 

粒子图像测速技术对流

场是非接触式测量，不

会对流场产生干扰，不

仅可以定性显示流畅图

像，而且测得的定量结

果也具有较高的空间分

辨率和精度，是了解流

动空间结构和进行瞬时

流动测量的理想技术。 

10 

水泵

性能

实验

台 

120.2 1998 
良 
好 

实验台系统精度综合

指标达 B 级 

为教学、科研、生产服

务。对泵、泵装置及泵

站的运行参数进行性能

测试、标定测试及研究

性实验。 

11 

灌溉

排水

综合

试验

与测

量系

统 

443.0 1999 
良 
好 

20 个大型多功能蒸

渗仪：蒸渗仪控制系

统—供水平水装置

及数据传输系统、活

动防雨棚、自动气象

站等：SPAC 水、热、

溶质测试系统—温

度剖面、土壤含水率

剖面、土壤溶液取样

剖面、土壤基质势剖

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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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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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

名称 
价格 

(¥或＄) 
添置 
时间 

目前

状况 
性能 

(限 100 字以内) 
用  途 

(100 字以内) 

12 

水电

站计

算机 
监控

系统 

71.0 2000.7 
良 
好 

该系统能适应水电站

的特殊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尘埃、振

动、冲击、噪音及电

磁干扰等指标均满足

《水电厂计算机监探

设备基本技术规范》

的要求。 

对水电站设备进行控制

测量、事故处理、数据处

理，实现水电站设备运行

可靠性，提高水电站发电

质量，保证电网运行稳定

性。另外，在加快水电站

控制调节过程，实现水电

站优化运行，减轻运行人

员劳动强度等方面也有

重要作用。 

13 
清水

循环

系统 
95.0 2000 

良 
好 

4 台 75kW 离心式水

泵、1000m2 平水箱以

及操作控制系统。 

可完成整个大厅室内外

试验供水任务。 

14 

水工

模型

实验

测量

与控

制系

统 

112.0 2000 
良 
好 

可实现对物理模型的

仿真计算，试验模型

的数据采集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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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浑水

循环

系统 
75.0 2002.12 

良 
好 最大流量 160/s 

为模型实验大厅供给清、

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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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

名称 
价格 

(¥或＄) 
添置 
时间 

目前

状况 
性能 

(限 100 字以内) 
用  途 

(100 字以内) 

16 
FLUE
NT 软

件 
42.5 2003.03 良好 

FLUENT 软件采用

基于完全非结构化

网格的有限体积法，

而且具有基于网格

节点和网格单元的

梯度算法； 

定常 /非定常流动模

拟，而且新增快速非

定常模拟功能； 

FLUENT 软件中的

动 /变形网格技术主

要解决边界运动的

问题； 

FLUENT软件具有强

大的网格支持能力，

支持界面不连续的

网格、混合网格、动

/变形网格以及滑动

网格等。 

FLUENT 通用 CFD 软件

包，用来模拟从不可压缩

到高度可压缩范围内的

复杂流动。由于采用了多

种求解方法和多重网格

加速收敛技术，因而

FLUENT 能达到最佳的

收敛速度和求解精度。灵

活的非结构化网格和基

于解的自适应网格技术

及成熟的物理模型，使

FLUENT 在转捩与湍流、

传热与相变、化学反应与

燃烧、多相流、旋转机械、

动/变形网格、噪声、材

料加工、燃料电池等方面

有广泛应用。 

17 

AD 超

声流

速 
测量

系统 

39.1 2003.12 良好 

传感器发射频率：

10MHz、16MHz 

采样频率：0.1~50 点

/秒 (16MHz) 

0.1~25 点/秒 
(10MHz) 

分辨率：0.01cm/s 

流速量程：3cm/s  
10cm/s30cm/s 
100cm/s 250cm/s 

精度：1% 

根据超声波多谱勒效应

测量水流的流速，其测量

结果与水质、含沙量无

关。主要用于高含沙水流

三维脉动流速测量、河工

模型或水式模型三维流

速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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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

名称 
价格 

(¥或＄) 
添置 
时间 

目前

状况 
性能 

(限 100 字以内) 
用  途 

(100 字以内) 

18 

远程

控制

闭路

监控

及风

波系

统 

49.42 2001.12 良好 

CCD 数量：13 个 

分辨率：480 线 

光学变焦：16 倍 

风 速 测 量 范 围 ：

80~6900ft/min 

反应时间：0.5s 

分辨率：1ft/min 

远程监控系统用于同时

实时监视、监控多个实验

的现场，并能录下实验状

况，事后回放分析。风波

系统用于小型风洞实验

单点或多点风速测量和

风量测量。 

19 

YLZK
-Ⅰ型

气压

自动

加载

系统 

30.6 2001.11 良好 

该系统由计算机，可

编程序控制器、触摸

屏、压力传感器，电/
气转换器等组成。压

力测量与控制精度为

0.5％、1%。 

在结构模型试验中，常采

用气压加载方式来模拟

线性变化的单位面力强

度。YLZK-Ⅰ型气压自动

加载采用人机对话的方

式作为气压加载的控制

系统，达到利用现代化科

技测试手段来提高量测

和控制精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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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05 研究生新生和毕业生名单 

2005 年招收博士研究生名单 

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512060001 彭  凯 男 系统工程 

200512060002 刘伟兵 男 系统工程 

200512060003 殷志平 女 系统工程 

200512060004 吕一兵 男 系统工程 

200512060005 黄显峰 男 系统工程 

200512060006 俞  淞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12060007 魏小华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12060008 张永勇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12060009 万东辉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12060010 方  彬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12060011 向  波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12060012 冯文琦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12060013 王志国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12060014 王  欣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12060015 武  见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12060016 李安强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12060017 李  娜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12060018 刘万利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12060019 赵明登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12060020 甘富万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12060021 江  凌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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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512060022 王  敏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12060023 梅军亚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12060024 何  娟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12060025 陈  珺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12060026 陆俊卿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12060027 刘  云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12060028 李  奔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12060029 金国裕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12060030 李春生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12060031 薛娈鸾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512060032 刘杏红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512060033 陈  勇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12060034 田东方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12060035 陈秀铜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12060036 戈雪良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12060037 孙金山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12060038 严  鹏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12060039 罗  丹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12060040 刘  杰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12060041 徐建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12060042 郭永成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12060043 彭云枫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12060044 李洋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12060045 赵春菊 女 水工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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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060046 黄建文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12060047 朱  磊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12060048 鄂丽华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512060049 史良胜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12060050 周发超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12060051 姚  雄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12060052 袁  梅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512060053 周韶伟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12060054 唐  明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12060055 刘武艺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12060056 吴从林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12060057 赵  微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12060058 郭凌云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12060059 谢先红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12060060 仇锦先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12060061 杨  琳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512060062 姜治兵 男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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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名单 

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522060005 尹书冉 男 流体力学 

200522060006 杨辉辉 男 系统工程 

200522060007 张艳敏 女 系统工程 

200522060008 吴玉婷 女 系统工程 

200522060009 郭  凯 男 系统工程 

200522060010 阮新正 男 系统工程 

200522060011 黄芬霞 女 系统工程 

200522060012 代  宇 男 系统工程 

200522060013 黄华金 男 系统工程 

200522060014 周  涛 男 系统工程 

200522060015 钱爱国 男 岩土工程 

200522060016 李韩笑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17 李媛媛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18 李  璐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19 王  蕊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20 唐荣林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21 代荣霞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22 陈晓丹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23 闫宝伟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24 郭大军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25 朱凤霞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26 武方圆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27 张国栋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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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2060028 黄  俊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29 翟丽妮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30 刘彩云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31 肖  华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32 刘小莽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33 郭富强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34 唐海华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35 段文辉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36 郭  靖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37 柯志波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38 温耀华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39 韩淑敏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40 程进强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41 邢  龙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42 邝新豪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43 王  彬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522060044 钱  锐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22060045 张  炯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22060046 李  明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22060047 葛  华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22060048 林  江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22060049 许文盛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22060050 张  强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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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2060051 黄长伟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22060052 王  鑫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22060053 沈  洁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22060054 庄  佳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522060055 彭文怀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56 吴家冠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57 李  婷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58 徐国章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59 田  甜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60 鞠  琳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61 周冬妮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62 龙  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63 王  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64 李云辉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65 张怀芝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66 王小阁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67 孙  田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68 张利真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69 任玉敦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70 秦  云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71 严  敏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72 张  权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73 陶  雄 男 水工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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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2060074 江建国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75 王志刚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76 张  亮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77 韦  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78 何  吉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79 魏治文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80 李泳冰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81 张亦斌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82 陈加兴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83 王  锋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84 肖  钰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85 黄  胜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86 文  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87 祝启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88 余  雷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89 周  晶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90 朱开翔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91 胡  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92 王焰驹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93 徐  伟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94 徐涛全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95 周  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96 朱俞仿 男 水工结构工程 



·120· 

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522060097 鲁小兵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98 尹  鹏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099 张美丽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100 郑  民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101 黄志强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102 杨  萌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103 蔡  勇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104 龚  静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105 陈武谨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106 陈晓勇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107 王  龙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108 唐顺成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109 陈鹄志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110 郭  杰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111 雷  茜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112 潘祝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113 程智秀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114 殷德胜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115 尹  浩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522060116 王艳芳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17 丁景焕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18 王  矿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19 杨朝晖 女 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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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2060120 曾艳梅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21 蒋  琪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22 付  颖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23 田  华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24 鲍海艳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25 汪正春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26 张启灵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27 王秀娟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28 哈  欢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29 李向阳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30 单真莹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31 霍军力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32 隋学明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33 付  强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34 石祥增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35 王新乐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36 杨静安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37 江  炜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38 陈金松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39 何  平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40 田海平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41 刘  灿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42 刘晓峰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43 阮  帆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44 付学锋 男 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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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2060145 李明罡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46 孙  俊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47 倪绍虎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48 熊平华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49 张湘隆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50 董亚楠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51 韩军伟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52 李  峰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53 杨  艳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54 杨晓箐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55 杨丽娜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56 蔡  富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57 马风有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58 李何平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59 万  锐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60 李  俊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61 彭  珂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62 徐  干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522060163 肖庆华 男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200522060164 郑主平 男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200522060165 王党伟 男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200522060166 张  悦 男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200522060167 岳志远 男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200522060168 周  华 女 环境工程 

200522060169 王雅洁 女 环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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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姓  名 性别 专  业 就 业 单 位 

200212060008  殷  红 女 系统工程 华东师范大学 

200212060012  向文飞 男 岩土工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212060014  刘  攀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武汉大学 

200222060015  张洪刚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200212060018 刘  丹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200212060022 李莉红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重庆交通学院人事处 

200212060026 王家生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200212060028 何  用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科学 
研究所 

200212060029 黄  颖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长江航道局 

200212060038 强  晟 男 水工结构工程 河海大学 

200212060040 郭向勇 男 水工结构工程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人事处 

200212060045 易长平 男 水工结构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人事部 

200212060048 李小平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 

200212060049 朱秀珍 女 水利水电工程 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212060050 马承新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山东省水利厅 

200212060051 张治川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河南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200212060053 刘丙军 男 水利水电工程 中山大学 

200212060061 方神光 男 
港口海岸 
及近海工程 

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200212060063 赵连军 男 
港口海岸 
及治河工程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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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姓  名 性别 专  业 单  位 

200222060023  余  维 男 系统工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24  张海英 女 系统工程 昆明勘测设计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25  代  涛 男 系统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26  李  玮 男 系统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27  曾志炫 男  系统工程 北京派得伟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0222060028  吴一冯 男 系统工程 中国水利水电建筑集团公司 

200222060029  袁红梅 女 系统工程  

200222060030  李向阳 男 岩土工程 广州市番禺区磨碟头工程管理所 

200222060032  林凯荣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33  李  娟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广东省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00222060034  卢  冰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广西电力工业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36  刘  蕾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200222060037  李建华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38  董前进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39  张保生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222060040  朱芮芮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200222060041  李丹颖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利部 

200222060042  倪雅倩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珠江水利委员会 

200222060043  蓝家万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深圳市深水水务监理有限公司 

200222060044  黄程鹏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200222060045  刘画眉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00222060048  操建峰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人事劳动部 

200222060050  叶爱中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51  刘东英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200222060052  邓彩琼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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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姓  名 性别 专  业 单  位 

200222060053  王丽娟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昆明理工大学 

200222060054  郜会彩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所 

200222060055  要  威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56  刘  云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57  周家俞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重庆交通学院 

200222060058  张  芹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200222060059  穆锦斌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60  陈  建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61  吴  腾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清华大学攻博 

200222060062  王志国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64  王  煌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湖北省水利厅 

200222060065  蓝霄峰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珠江水利委员会科学研究所 

200222060066  薛小华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67  张春燕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 

200222060068  向  波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69  刘珊珊 女 水工结构工程 广州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70  朱双林 女 水工结构工程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71  张优秀 女 水工结构工程 称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72  蒋春艳 女 水工结构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73  史  超 男 岩土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74  黄建红 女 水工结构工程 江苏科兴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00222060075 郑惠峰  水工结构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76 王瑞贵  水工结构工程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77 桂惠中  水工结构工程 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 

200222060078 黄祥志  水工结构工程 宁波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79  孙金辉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华东勘察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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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2060080  张吉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广西电力工业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81  潘  超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四川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200222060082  乐治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83  祝  雯 女 水工结构工程 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200222060084  李志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 

200222060085  杨正保 男 水工结构工程 鹤山市人事局 

200222060086  程  严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87  陈立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88  范锡峨 男 水工结构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89  吴  亮 男 水工结构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90  盛永清 男 岩土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091  张辉辉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广西电力工业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92  余列强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94  丁世来 男 水工结构工程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95  李堰洲 男 水工结构工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96  尹习双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国电公司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97  甄育才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广东惠州市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0222060098  唐  浩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广西电力工业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099  杨安林 男 水工结构工程 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0222060100  王  莎 女 水工结构工程 广东省惠州市水利局 

200222060101  陈  锐 男 水工结构工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02  陶铁铃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03  焦修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华东天荒坪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200222060104  周文芳 女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武汉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00222060105  罗  军 男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200222060106  蒋媛媛 女 水工结构工程 国电公司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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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2060107  汪海平 男 水工结构工程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222060109  唐  敏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广西电力工业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10  位  敏 男 水工结构工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11  王秀杰 男 水工结构工程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200222060112  李永心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广西电力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13  万  娜 女 水工结构工程 广东惠州市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0222060114  朱晓玲 女 水工结构工程 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200222060115  姚惠芹 女 水工结构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120  葛立福 男 水工结构工程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200222060121  杨志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广东爆破工程公司 

200222060122  廖文来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00222060123  孙永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200222060124  肖群香 女 水工结构工程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25  石教豪 男 水工结构工程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200222060126  张  建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27  张鹏飞 男 水工结构工程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28  胡春霞 女 水工结构工程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29  张有才 男 水工结构工程 东莞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200222060130  刘文潮 男 水工结构工程 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0222060131  闫慧玉 女 水工结构工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32  柳  杨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33  张  锐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 

200222060134  方锦秀 女 水工结构工程 广西电力工业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35  李建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中煤国际工程集团武汉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36  张子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审计署驻武汉特派员办事处 

200222060137  李  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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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2060138  李  红 女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139  王丽影 女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140  郭  华 女 水利水电工程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 

200222060141  闫军南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 

200222060142  蒋逵超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143  蔡学良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144  王海亚 女 水利水电工程 宁波市水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0222060145  杨  扬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46  柴丽娜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47  陈  浩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148  李铁光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49  邹朝望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150  宋书鲫 男 水利水电工程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51  喻玉清 女 水利水电工程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200222060152  郑永兰 女 水利水电工程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220222060153  杨  琳 女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154  郑向阳 男 水利水电工程 中国水电海外建设有限公司 

200222060155  罗金龙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昆明勘测设计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56  韩前龙 男 水利水电工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57  傅志浩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158  石金堂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市新洲水利局 

200222060159  辜晓原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60  卢继红 女 水利水电工程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 

200222060161  孟  鹏 男 水利水电工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62  陈运梅 女 水利水电工程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 

200222060163  任  翔 男 水利水电工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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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2060164  黄站峰 男 水利水电工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66  高  峰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广州市番禺区磨碟头工程管理所 

200222060169 庞立新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科学研究所 

200222060171 辛  沛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200222060172 刘和兵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惠州市水利局 

200222060173 杨如华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广西电力工业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222060174 申  艳 女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博 

200222060175 戴哲转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工业学院 

200222060176 刘洁颖 女 水利水电工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 

200222060177 陈  娓 女 水利水电工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 

200222060178 钟名军 男 环境工程 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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