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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实验室基本情况 

表 1  实验室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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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名  称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代码 2003DA105047 

联系人 吴运卿 电话 （027）68772275 传真 （027）68772275 

E-mail Wrhes@whu.edu.cn 网址 http://www.waterlab.cn 

所在地区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邮政编码 430072 

详细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南路 8#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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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点 

学  科 

1.水文学及水资源（081501） 2.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081502） 

3.水工结构工程（081503） 4.水利水电工程（081504） 

5.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081505） 6.系统工程（081103） 

硕士点数 11个 博士后站数 1个 

实验室 

主  任 
夏  军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刘昌明 

主管
部门 

教育部 

依托
单位 

名  称 武汉大学 

性  质 A.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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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学科支撑 

表 2  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及博、硕士点 

类  别 名  称 指导教师配备 备  注 

博士后流动站 水利工程 院士、博导  

博士点 

水文学及水资源 博士生导师  11 人 

水利工程一级学科 
博士点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博士生导师  8 人 

水工结构工程 博士生导师  11 人 

水利水电工程 博士生导师  13 人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博士生导师  2 人 

系统工程 博士生导师  2 人  

岩土工程 博士生导师  1 人  

硕士点 

水文学及水资源 硕士生导师  6 人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硕士生导师  12 人  

水工结构工程 硕士生导师  10 人  

水利水电工程 硕士生导师  9 人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硕士生导师  3 人  

系统工程 硕士生导师  4 人  

流体机械与工程 硕士生导师  2 人  

流体力学 硕士生导师  2 人  

防灾减灾与防护工程 硕士生导师  2 人  

环境工程 硕士生导师  2 人  

岩土工程 硕士生导师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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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成果 
 
2.1.1  获省部级以上奖项 

2004 年，本实验室获国家及省部级以上奖项共计 16 项 

表 3  2004 年获省、部级以上奖科研成果奖 

序

号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时

间 等  级 奖项名称 获奖人姓

名 

1 全国水库防洪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工程 2004 二等 国家科技进步奖 郭生练(3) 
陈森林(9) 

2 施工导截流理论、关键技术 
及风险分析 

2004 一等 湖北省科技进步奖 
肖焕雄(1) 
胡志根(2) 
周宜红(3) 

3 三峡水电站厂房充水保压蜗壳 
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2004 二等 湖北省科技进步奖 秦继章(5) 
马善定(10) 

4 易涝易渍农田排水改良技术研究 2004 二等 湖北省科技进步奖 王修贵(3) 

5 南水北调中线引江济汉工程规模 
优选研究 

2004 三等 湖北省科技进步奖 邵东国(1) 

6 长江三峡工程明渠提前截流关键技术

及措施研究 
2004 一等 湖北省科技进步奖 郭生练(7) 

7 水文系统非线性理论与方法研究 2004 一等 湖北省自然科学奖 

夏  军(1) 
胡铁松(2) 
张  翔(3) 
张利平(4) 

8 建筑消防安全人员疏散性能化 
评估理论及方法研究 

2004 三等 湖北省自然科学奖 陈大宏(2) 

9 无螺取水技术 2004 二等 湖北省技术发明奖 
李大美(1) 
王祥三(2) 
詹才华(3) 

10 东桐峪金矿采区空场处理 
及采场地压控制 

2004 三等 陕西省科学技术奖 李俊平(1) 

11 淮北平原大沟蓄水与农田 
水资源调空技术 

2004 二等 安徽省科技进步奖 王修贵(5) 

12 钢衬钢筋混凝土岔管的研究与应用 2004 三等 贵州省科技进步奖 伍鹤皋(4) 

13 白山发电厂水库调度综合自动化系统 2004 三等 吉林省科技进步奖 郭生练(2) 

14 节水农业技术研究与示范 2004 一等 大禹水利科技进步奖 王长德(6) 
黄介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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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时

间 等  级 奖项名称 获奖人姓

名 

15 水库安全评价和加固设计可视化 
计算系统 

2004 二等 教育部科技进步奖 刘川顺(1) 
夏富洲(7) 

16 农田节水灌溉增产与环境 
影响效应的应用基础研究 

2004 二等 教育部 沈荣开(2) 

获奖成果简介 

1. 全国水库防洪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工程 

(1) 组织制订了《水库洪水调度系统设计与开发规则》，并于 1999 年 10 月印

发各省市防汛部门以及水库管理部门，作为全国水库洪水调度系统开发建设的依

据； 

(2) 编制了《水库洪水调度系统总体设计报告》，作为全国水库洪水调度系统

开发建设的技术文件； 

(3) 将水雨情信息采集、洪水预报、洪水调度、数据库维护与管理、数据上传

等子模块标准化，研制了水库洪水调度系统应用软件标准化“开发模板”； 

(4) 研究了与“水库洪水调度系统设计与开发”有关的信息采集查询、实时预

报、决策方案优选、数据库和模型库建立与维护等关键性技术和理论。主要有：

①洪水预报自适应修正技术及交互综合修正技术研究；②水库洪水调度系统的智

能化及经验结合的决策技术研究；③数据库管理等模块标准化及集成技术研究；

④网络数据库管理和信息服务的快速、高效和标准化技术研究；⑤交互式洪水预

报和调度系统集成技术；⑥数据采集传输的稳定性、可靠性和标准化技术。 

(5) 利用研制开发的标准化软件，为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30 余座

水库或水库群开发了洪水调度系统应用软件，并经过 1998、1999、2000 和 2001

年汛期的运行检验。 

2. 施工导截流理论、关键技术与风险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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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确定因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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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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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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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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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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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

上下戗堤协调进占）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及计算方法。 

(5) 系统分析了土石过水围堰下游护坡稳定性条件及特性，建立了溢流工况的

设计风险模型。并对土石过水围堰下游混凝土板反滤层进行了可靠度分析，提出

了可靠度计算模型。 

(6) 对施工水力学模型试验，在动床模型试验的模型率及模拟技术等提出了半

经验公式。 

上述成果已广泛应用于三峡、溪洛渡、龙滩、小湾、水布垭、向家坝、锦屏

等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及工程效益。 

3. 三峡水电站厂房充水保压蜗壳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三峡水电站装机 26 台，单机容量 700MW，总装机容量 18200MW。是一座超

巨型水电站，也是我国目前在建的容量最大的水电站，参数属世界前列。三峡工

程采用“一次建成，分期运行”的建设方针，蜗壳运行水头变幅大：初期蜗壳最

小水头为 78m，后期最大静水头为 118m；运行期如此大的水位变幅在同类电站中

是少见的。由于厂房布置的原因，蜗壳外围二期混凝土相对较薄。合理选择蜗壳

结构形式和钢蜗壳外围混凝土配筋方式，不仅是个重大的技术经济问题，而且也

关系到电站是否能长期安全运行。 

为确保电站的安全运行，三峡总公司将蜗壳结构形式的选择作为电站设计中

的重大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研究内容及特点为： 

(1) 采用大型的物理仿真模型，模拟三峡水电站 700MW 机组段座环、钢蜗壳

及外围混凝土整体结构，研究结构的受力特性、超载能力和破坏形态。模型规模、

重复加载次数（1200 次）和内水压力的超载试验，在同类型结构模型试验中居于

国内外领先水平。 

(2) 在研究论证中进行了大量的三维有限元计算，为设计采用充水保压方案和

保压水头提供了科学依据。在确定保压水头 70m 以后，利用三维有限元仿真分析，

模拟混凝土浇筑过程，研究提出了保压保温控制标准和措施，以降低高水位运行

期外围混凝土承担的荷载，减小低水位运行期钢蜗壳与外围混凝土交界面的缝隙。 

(3) 考虑温度、徐变、自重、水压等荷载和缝面接触问题，同时又模拟结构、

材料参数和边界条件随混凝土龄期和施工过程变化进行三维有限元仿真计算，在

蜗壳结构计算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采用资料收集、有限元计算、仿真整体结构模型试验和原型监测分析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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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技术路线进行研究工作，技术路线完备、研究思路正确，使研究成果具有完整

性、系统性、可信性和实用性。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已直接应用于三峡水电站的方案决策中，取消了原垫层蜗

壳结构型式而采用“充水保压”蜗壳结构型式。研究结果对正在准备兴建的溪落

渡和小湾水电站蜗壳结构型式的设计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4. 易涝易渍农田排水改良技术研究 

湖北省江汉平原存在大量易涝易渍农田，影响本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多湖泊、

多洼地的地貌特征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使本区涝渍发生频繁，76 万 hm2 易涝

易渍农田（占耕地面积的 40.6%）生产潜力未得到应有挖掘，并且土壤潜育化、湖

泊沼泽化的过程仍在继续，严重影响本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现代农业和

生态农业的发展要求，因地制宜地采取适应性措施进行治理开发；建立易涝易渍

农田排水改良与农业综合开发模式之间的有机联系，改变重视排水改良工程建设

而忽视农业开发利用模式的现象。本项目：1）研究了涝渍相随型灾害农田的排水

指标模式，建立了越冬作物（油菜）产量与地下水连续动态指标、夏秋作物产量

与涝渍综合排水指标的关系模型，提出了以涝渍综合超标水位累计值和以时间为

尺度的累计值两种模式作为易涝易渍农田排水控制指标的新方法；2）给出了油菜、

大豆、棉花 3 种作物对涝渍胁迫最敏感的阶段，提出了 3 种作物关键生育期以地

下水连续动态作控制的新型排渍指标和棉花花铃期涝渍兼治的综合排水指标；3）

提出了四湖流域各排区农地排水设计雨量，开发和引进了适用于农田涝渍防御的

排水规划分析技术，在消化吸收日本土地改良事业技术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建立

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涝渍地排水改良工程技术体系，进行了两个各具特色的排水改

良示范区建设。 

5. 南水北调中线引江济汉工程规模优选研究 

主要内容：(1) 分析了现状、近期、远景三种水平年汉江中下游用水需求，建

立了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长系列模拟模型，分析了不同水平年中线调水与不调水、

调水 95 亿 m3 和 130 亿 m3 对汉江中下游水资源的影响。(2) 预测了汉江中下游污

染现状及发展趋势，建立了综合考虑点源和面源污染条件下基于 Tennant 法和

Thomas 法的河道环境需水量预测模型，提出了河道分段最小生态环境需水量。(3) 

提出了面向环境的引江济汉水资源多目标优化配置方法。(4) 提出了同频率控制流

量优化法和不同频率控制流量边际指标优化法大型渠道工程规模优选方法，对不

同水平年不同中线调水规模下引江济汉工程规模进行了多情景优化和灵敏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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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提出了引江济汉工程规模建议，为引江济汉工程规划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项目特点在于首次提出了综合考虑点源和面源污染下河道分段最小环境需水

量定值方法，面向环境的引江济汉水资源多目标优化配置方法，基于频率控制流

量边际指标法的大型渠道工程规模优选方法，以及引江济汉工程规模建议。 

上述成果已被湖北省南水北调建设管理局、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湖北省

环境科学研究院、湖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等单位在《引江济汉工程可行性研

究》规划设计中采用，使灌区农业损失多年平均减少 8 亿元以上，遇特大干旱年，

其减免损失达 15 亿元以上，渠道自身达到Ⅲ级航道，改善汉江中下游水质环境，

效益显著。 

6. 长江三峡工程明渠提前截流关键技术及措施研究 

(1) 该成果具有截流流量大（设计流量 Q=12200m3/s～10300m3/s）、截流水深

大(20-25m)、落差大(相应设计流量落差 5.77m～4.11m)、龙口流速大（最大垂线平

均流速 7.47m/s～6.68m/s，最大点流速达 8.47m/s）、截流总功率大，达 69.0～41.5

万 kW，进行了多年的一系列关键技术攻关研究。 

(2) 既有关键技术的理论研究，又有物理模型试验与数学模型计算分析的结

合；既有截流模型的跟踪预演又有施工现场的水文监测与水力要素的分析预报。 

(3) 在交叉学科的应用方面，既有截流的数字仿真系统的研制，又进行了截流

水文及施工风险分析。在截流工程关键技术研究、保障明渠高质量提前截流的信

息跟踪及动态决策的措施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 

(4) 根据研究成果，三峡工程三期明渠在 11 月 6 日截流合龙。 

7. 水文系统非线性理论与方法研究 

水是支撑地球生命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洪涝灾害、水资源

短缺和水环境问题都与变化环境下流域水循环系统的过程、空间变化与响应机理

联系，有内在的复杂性。为了研究水文现象的复杂性和流域水文规律，水文非线

性系统方法论得到了发展。水文系统非线性是地学系统水文学中的世界性难题，

项目组自 1981 年以来，在国家和部委基础创新研究课题的支持下，二十多年长期

坚持流域系统水文非线性的科学研究与探索，从理论上，发现了一种“复杂关系

中的简单关系”科学方法论，找到了能够模拟复杂非线性过程的简单时变增益系

统理论与模型，革新水文非线性模型方法，研究成果处在国内外同类研究前列；

提出了流域分布式时变增益水文模型，发展了系统水文学非线性模拟的理论与方

法，为半湿润半干旱地区定量分析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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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水文非线性系统理论体系，出版国内第一部《水文非线性系统理论与方法》

论著。 

该项目研究成果促进了地学中系统水文学发展，并应用到黄河“973”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长江三峡前期专项研究、以及华北和西部等典型流

域国际合作项目，为国家需求和国际前沿研究计划做出贡献。 

8. 建筑消防安全人员疏散性能化评估理论及方法研究 

建筑物的火灾与人民财产的安全密切相关。建筑物内部的不同布置对紧急情

况下人员安全疏散有关键性的影响。另外，现代的建筑物正在朝功能多样化、构

造复杂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建筑火灾安全设计和评估方法表现出明显的不足，

需要在设计和评估理念上有所突破。本课题探讨不通过规定具体建筑的结构形式

和尺寸，而是以达到建筑所要求的安全为目标的途径，并形成了相应的一些理论

和方法。 

9. 无螺取水技术 

血吸虫病流行于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 12 个省、市、自治区，危害人

类健康已有 2000 多年历史。钉螺是血吸虫唯一的中间宿主，钉螺扩散会引起血吸

虫病流行。钉螺属水陆两栖淡水螺，其自身爬行能力很弱，钉螺扩散、尤其是大

量钉螺的远距离扩散，主要是借助水流完成的。因此控制钉螺随水流扩散，可从

根本上控制血吸虫病在灌区流行。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9479022、59779020、

50079019）的支持下，项目完成人在对钉螺的生态水力学特性进行系统试验研究

的基础上，根据钉螺对流速场、压力场、涡量场改变的敏感性、选择性和适应性，

以及相应的临界流速和临界压力（水深），采用流场控制理论，在取水口设计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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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无螺取水的目的。从水流中爬出的钉螺，沿人为设计通道，到达收集袋，然后经

粉碎加工，可作家禽饲料。该技术不需拦网，不需辅助动力设备，也不需任何灭

螺药物，是一种无污染、无公害、不占耕地、阻螺效率高（实验室和野外实际应

用研究结果表明，阻螺率均达 100%），易于推广应用的高新技术。可与各种灌溉、

排水工程配套（包括新建和改建）。 

10. 淮北平原大沟蓄水与农田水资源调空技术 

水旱灾害一直是安徽省淮北平原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障碍，上世纪 80 年代开

始以大沟为单元的除涝配套建设，使洪涝渍害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干旱问题依

然十分严重，尤其是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水资源短缺问题更为突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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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项研究在借鉴国外“控制排水”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生产实践经验，

总结提出了以充分利用当地降雨径流和排水再利用为主要内容的大沟蓄水技术。

采用大田原型观测、理论模拟计算和区域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针对目前淮北

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农田水利工程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论述了大沟蓄水的必

要性与迫切性，并对该项技术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系统地研究了大沟控制蓄

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参数，大沟蓄水的不同控制方式对降雨径流及地下水资源的调

控作用、地下水的动态过程及其对大沟排水效果的影响等关键技术问题。依据这

些研究成果，进一步论证了该地区大沟控制蓄水的技术、经济和现实的可行性，

并提出了分区大沟蓄水调控和运行管理模式。该项技术具有拦蓄降雨径流、调控

地下水位、增加作物对地下水的利用、改善农田生态环境、调节水资源时空分配

等作用，基本上不影响大沟对洪涝渍害的有效控制，是目前淮北地区农田水利发

展的方向性措施。本项目历时 5 年，所取得的成果已在试验示范区得到了初步应

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课题的研究及应用表明，大沟控制蓄水技术是解决淮

北平原及类似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有效手段，对于提高降雨利用率、排水再利

用、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1. 钢衬钢筋混凝土岔管的研究与应用 

结合贵州省大七孔水电站钢衬钢筋混凝土分岔管的具体情况，采用数值计算

和物理模型试验相结合的方法，对钢岔管和外包钢筋混凝土联合工作的机理进行

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包括钢岔管体形和管壳厚度的合理选用，钢筋的最优配置，

钢衬、钢筋和混凝土的应力状态，开裂特征以及结构承载力等。 

研究结果标明，钢岔管变形受外包钢筋混凝土的约束，管壳应力和加强梁的

应力明显降低，相贯线附近的局部应力集中现象也大为缓解，可以大大减小钢岔

管管壳厚度和加强梁尺寸，从而达到节省工程投资、简化施工工艺的目的。 

12. 白山发电厂水库调度综合自动化系统  

(1) 编制了《东北电网水库调度自动化系统总体规划兼可行性研究报告》，于

1996 年 5 月通过由国家电力调度中心组织的专家论证； 

(2) 建立了白山流域水情自动测报子系统，气象信息接收处理与预报子系统，

研究了数据采集处理、信息传输和管理的关键性技术和方法； 

(3) 研究了白山流域洪水预报和水库调度系统的关键性技术和理论，建立了交

互式洪水预报调度子系统，为快速、准确的防洪发电调度提供科学依据； 

(4) 建立了计算机广域网，采用了先进的 B/S 和 C/S 等新技术，把水情自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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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系统，气象信息服务系统和白山、红石电厂 MIS 系统等有效地集成起来； 

(5) 编制梯级电站优化调度和经济运行软件，提高水电厂的经济效益； 

(6) 1998 年投入使用，运行检验，实现了白山水库调度综合自动化。 

13. 水库安全评价和加固设计可视化计算系统 

“水库安全评价和加固设计可视化计算系统”主要用于水库防洪安全评估、

土石坝安全评估和加固设计。这套计算系统能够，进行各种泄洪设施及各种组合

泄洪方案的水库调洪演算，进行各种复杂坝体结构、复杂地基条件和各种运行工

况下的土石坝渗流计算及边坡稳定计算。采用国际商业软件通用的可视化操作界

面及前、后处理手段，应用简便，工作效率高。 

在湖北省科技厅组织的技术鉴定会上，软件测试组的专家用欧洲几所大学联

合开发的 PLXIS 软件和该计算系统进行了多个问题的对比计算，得出结论：“水库

安全评价和加固设计可视化计算系统”在计算一般问题时，得出与现行国内外软

件相一致的结果；在计算复杂问题时，得出的结果更合理，适用范围更广。该计

算系统被鉴定为“国际先进水平”。 

“水库安全评价和加固设计可视化计算系统”先后转让给：国电公司中南勘

测设计研究院、水利部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和多家省级水利水电设计院、研究院，

得到用户的广泛认可。 

14. 农田节水灌溉增产与环境影响效应的应用基础研究 

本研究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为中心，通过试验、机理分析

和数学模拟，研究农田节水、增产及环境的相互关系及其定量规律，为面向 21 世

纪的节水灌溉技术提供应用基础。 

主要成果： 

(1) 建立了土壤水分胁迫条件下 SPAC 水热迁移模型，改进了土壤水热迁移的

数值计算方法；探讨了塑膜覆盖条件下 SPAC 水、热规律和模拟方法，研究了塑膜

覆盖下作物耗水规律的变化及其估算方法；分析了节水灌溉条件下水肥耦合迁移

转化规律，建立了 SPAC 水热迁移、氮素运移转化的模型并进行了模拟分析；建立

了以土壤氮素损失为环境评价指标的概念模型；初步实现了 SPAC 水热迁移与作物

生长的耦合模型。 

(2) 提出了作物缺氮敏感指数 CNSI 的概念；在 Jensen、Feddes（机理型）和

Morgan（函数型）作物水分生产函数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作物水、氮生产函数

模型，并进行了人工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相结合的作物水氮生产函数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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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田间试验结果，对作物生长模型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3) 应用人工神经网络（BP 网络）描述土壤水分消退与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关

系，并用于田间墒情预报。 

该项目的部分成果已在山东省位山灌区应用，对灌区的节水改造和用水管理

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该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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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成

果，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农科院农田灌溉研究所、河海大学和武汉

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的。本人承担了“节水灌溉与农业综合技术研究”专题的部

分研究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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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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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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在研课题 

2004 年，实验室在研纵向课题 73 项，其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8

项，国家“973”项目 5 项，国家“863”项目专题 6 项；国际合作项目 4 项；在

研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研究项目 70 余项，省部级重要项目 24 项，

其它项目 100 余项，2004 年到款科研经费达 28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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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2004 年在研纵向课题(合同经费：万元) 

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

人 项目来源 经费 

1 长江流域水沙产输及其与环境变化耦合机理 李义

天 国家“973”项目 2900 

2 数字流域关键技术及其在水文水资源中的 
应用研究 

郭生

练 国家“973”项目预研 30 

3 分布式模型在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变中的应用 李  
兰 国家“973”项目预研 30 

4 黄河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研究 夏  
军 

中国科学院 
（973 课题 1，二期） 

25 

5 可溶碱对高性能水泥-减水剂兼容性影响 何  
真 

武汉理工大学 
（973 项目） 

18 

6 微咸水与再生水高效安全利用技术研究 杨金

忠 国家“863”项目预研 100 

7 渠道输水系统防渗抗冻胀新材料新设备及水量

监控产品研制及产业化开发 
王长

德 国家“863”项目预研 40 

8 现代灌溉系统水量监控与调配技术及新产品 王长

德 国家“863”项目预研 45 

9 劣质水资源化与灌溉技术 杨金

忠 国家“863”项目预研 66 

10 南方季节性缺水灌区节水农业综合技术 
体系集成与示范 

黄介

生 国家“863”项目预研 50 

11 现代灌溉条件下水肥耦合与高效利用技术 崔远

来 国家“863”项目预研 6 

12 洪水预报与调度方法研究 杨国

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10 

13 洪灾风险管理理论研究 纪昌

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90 

14 裂隙岩体的渗流与力学特性研究 周创

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40 

15 宁蒙河套灌区水平衡机制及耗水量研究 张仁

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0 

16 基于 GIS 的有物理基础的分布式降水径流 
模型研究 

李  
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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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直

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 

18 不同取水方式及取水流量对钉螺扩散规律的影

响 
李大

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8 

19 河流水体耗氧复氧机理及动态模拟系统研究 王祥

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 

20 基于 GIS 和遥感的水文水资源模拟仿真系统 郭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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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

人 项目来源 经费 

及应用研究 练 

21 负浮力射流特性的试验与数值模拟研究 槐文

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3 

22 西北干旱区盐碱地改良排水多准则优化设计模

型 
邵东

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1 

23 水稻灌区节水灌溉技术的不同尺度影响 崔远

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 

24 土壤水动力参数的尺度效应和空间变异性 张仁

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6 

25 污水灌溉中污染物转化运移规律的基础研究 杨金

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3 

26 高坝窄缝消能与碰撞消能雾化流研究 刘士

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2 

27 近底区水流紊动与泥沙运动 陈  
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 

28 蓄滞洪区洪水研究 付  
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2 

29 突变情况下水沙输移的数值同化 余明

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2 

30 河道冲淤变形神经网络预测方法研究 谈广

鸣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3 

31 土石过水围堰溢洪工况判别及其可靠性研究 胡志

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8 

32 基于格子玻尔曼方法的水电站高维流场 
数据模拟的研究 

程永

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9 

33 电力市场中不完全信息多人多目标对策模型 
与交易规则 

王先

甲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4 

34 高坝开裂过程的三维 P-型自适应复合单元 
方法研究 

陈胜

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5  

35 基于暴雨数值模拟的流域洪水预报模型 
与方法研究 

宋星

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4  

36 湖泊富营养化的生态流场控制机理研究 李大

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  

37 断续节理岩体的三维数值流形方法研究 姜清

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  

38 黄河游荡型河段水沙数学模型研究 李义

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黄河研究联合基

金 
34  

39 水稻水分生产函数及其时空变异理论与应用 茆  
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出版基金 
7 

40 海河流域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效益及风险分析研 邵东 国家科技部“十、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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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

人 项目来源 经费 

究 国 科技攻关子题 

41 汉江流域水资源动态监测和优化配置模型研究 

熊立

华  
郭生

练 

国家科技部重大基础

研究前期研究专项 
100 

42 高速挑射水流扩散机理及有效冲刷能量研究 刘士和 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 5 

43 河流再造床过程型化机理的研究 陈  立 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 7 

44 分布式流域物理模型的应用与实践 熊立华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4 

45 岩石高边坡开挖中的爆破损伤控制研究 卢文波 国家教委外事司 2.5 

46 鄂西北山丘区农业干旱问题研究 胡铁松 国家教委外事司 3.5 

47 新浇筑混凝土爆破震动影响安全控制标准研究 卢文波 教育部科技司 8 

48 河道崩岸神经网络预测方法研究 谈广鸣 教育部科技司 10 

49 水电站水机电联合过渡过程研究 赖  旭 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 
重点项目 

10 

50 可持续利用的水资源优化配置理论与方法研究 陈森林 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 
重点项目 

10 

51 江汉水循环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郭生练 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 
重点项目 

18 

52 火电站厂前水沙运动三维数值模拟研究 张小峰 教育部博士学科点专项

基金 
5.4 

53 环境变化下的流域水循环机理与模拟研究 夏  军 教育部博士学科点专项

基金 
6 

54 长引水式大型水电站调节系统调节品质研究 赖  旭 教育部博士学科点专项

基金 
6 

55 农田排水工程设计新方法研究 王修贵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

研启动基金 
2 

56 风险管理在区域防洪减灾中的应用研究 付  湘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2 

57 电力市场交易协商模型与电网运行的合作 
分析机制 王先甲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2 

58 新浇筑混凝土爆破震动影响安全控制标准研究 卢文波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2 

59 时变设计洪水在水库调度运行中的应用研究 熊立华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2 

60 水工混凝土结构病险的无损探测研究 王均星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2 

61 鄂北地区水资源承载能力与合理配置研究 胡铁松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2 

62 汉江流域无资料地区水文预报与水资源优化配置 熊立华 湖北省杰出人才基金 5 

63 基于 GIS 的三维滑坡分析与设计系统研制 姜清辉 湖北省科技攻关项目 7 

64 高层建筑物拆除爆破中的安全控制关键技术研究 卢文波 湖北省科技攻关项目 8 

65 水利水电工程资源利用与防灾减灾方法 熊立华  
郭生练  

湖北省科技厅“创新群

体”基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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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

人 项目来源 经费 

周创兵 
陈  立 
邵东国 

66 边界层水流紊动与泥沙浓度 陈  立 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 1.2 万美

元 

67 水资源规划及管理的神经网络理论及应用 胡铁松 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 1.57 万

美元 

68 复杂流动状态下洪泛区快速水沙调度模型研究 曹志芳 武汉大学青年博士基金 5 

69 新一代数字水文模型的应用与研究 熊立华 武汉大学青年博士基金 5 

70 城市防洪的风险管理理论与应用研究 付  湘 武汉大学青年博士基金 4 

71 基于遗传算法的水资源配置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罗  强 武汉大学青年博士基金 3 

72 水灾预报预防信息系统研究 张小峰 武汉大学预研基金 8 

73 电力市场的激励交易机制与模拟决策支持系统 王先甲 武汉大学预研基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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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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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费 

1 江口镇上下浅滩演变与整治研究 陈  立 三峡工程 225 

2 三峡水库拦沙泄水对下游河道冲淤影响 
及对策研究 陈  立 三峡工程 135 

3 三峡永久船闸南五阀门井 F1096 断层 
复合灌浆应变跟踪监测协议 卢文波 三峡工程 88 

4 三峡梯级水库调度计算方法研究 陈森林 三峡总公司 29.5 

5 三峡水库汛后提前蓄水调度方案研究 李义天 三峡开发总公司 92.96 

6 三峡右岩地下水电站过渡过程数值计算与分析 杨建东 中国长江三峡 
开发总公司 

36 

7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引江济汉补偿工程规模 
优选研究 邵东国 南水北调 15 

8 水电站过渡过程软件研制 杨建东 重大水电工程 60 

9 水布垭流动仿真(CFD)中心高性能(变速恒频 
空间导叶) 杨建东 重大水电工程 100 

10 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装机 600 万 KW)尾水 
系统模型试验整模分析和技术研究 杨建东 重大水电工程 229 

11 龙滩水电站左岸高边坡仿真反馈分析研究 陈胜宏 重大水电工程 19.8 

12 陆气水循环与水资源风险研究 张利平 
张  翔 中国科学院 40 

13 变化环境水循环模拟与影响分析研究 张  翔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31 

14 水灾分析和决策支持的数据融合 张小峰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 
研究所 

60 

15 国内外水库设计洪水理论和防洪调度方法评价 郭生练 国家防总 46 

16 黄河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研究 夏  军 中国科学院 25 

17 水资源评价及水文频率计算方法研究 谢  平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30 

18 乌鲁木齐市山洪灾害防治规划 谢  平 中科院新疆生态所 25 

19 中华鲟自然繁殖的关键水文水动力条件研究 李大美 中科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15 

20 水动式“全自动反冲洗过滤器”的研制 罗金耀 中国农科院农田 
灌溉所 

15 

21 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地下洞室群施工过程控制 
反馈设计与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胡志根 成都理工大学 21 

22 构皮滩水电站双曲拱坝施工过程动态仿真 
及其可视化研究 周宜红 长江水利委员会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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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经费 

23 彭水水电站过渡过程计算与变顶高尾水洞 
体型优化 杨建东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

江勘测院 
13 

24 河床抗冲整治建筑物结构型式及施工工艺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规划 
设计院 

27 

25 乌江彭水水电站带模机组变顶高尾水洞物理 
模型试验 杨建东 长江勘测规划 

设计院 
135 

26 广州和北京 GPS 导航数据实地核验 张小峰 长委会水文局 10 

27 长江中下游设计水位及航道整治参数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35 

28 长江航道治理河段划分研究 邓金运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25 

29 马家咀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对河势及行洪影响分

析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20 

30 小湾水电站高陡边坡及龙滩地下厂房 
爆破力的分析 卢文波 长江水利委员会 

水科院 
24 

31 武桥水道航道整治数学模型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18 

32 武桥水道航道整治沙工模型试验研究 陈  立      
崔承章 长江航道局 135 

33 乌江彭水水电站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坝体温度 
及应力信息分析 常晓林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

江勘测规划 
设计研究院 

27 

34 汉江兴隆枢纽工程对两岸侵没影响分析 
及对策措施研究 杨金忠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

江勘测规划设计研

究院 
20 

35 三峡建库后长江中下游河床冲刷过程中 
设计水位变化分析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15 

36 三峡地下厂房稳定分析 肖  明 长委勘测设计院 1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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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38 向家坝水电站尾水系统模型试验整模 
分析和技术研究 杨建东 中国水电中南勘测 

设计研究院 
229 

39 龙滩水电站截流模型试验 胡志根 中国水电中南勘测 
设计院 

35 

40 向家坝水电站大坝施工动态三维可视化仿真研

究 申明亮 
中国水电中南勘测 
设计院 

26 

41 三板溪水电站截流水力学模型试验 胡志根 中国水电中南勘测 
设计院 

28 

42 向家坝水电站施工导流(动床)模型试验 胡志根 中国水电中南勘测 
设计院 

42 

43 向家坝水电站大坝深浅层三维抗滑稳定 
加固方案研究 常晓林 中国水电中南勘测 

设计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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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经费 

44 三板溪水电站尾水管及调压室三维 
有限元计算分析 肖  明 中国水电中南勘测 

设计院 
10 

45 向家坝水电站施工导流截流标准风险决策研究 胡志根 中国水电中南勘测 
设计院 

15 

46 向家坝水电站截流水力学模型试验 胡志根 中国水电中南勘测 
设计院 

32 

47 向家坝水电站爆破振动试验测试及分析研究 卢文波 
中国水电中南勘测 
设计院 

15 

48 龙滩水电站右岸坝肩边坡三维块体元计算研究 陈胜宏 中南勘测设计研究

院 
13 

49 柘溪水电站扩机工程爆破影响及其控制措施研

究 
姜清辉 
卢文波 

中国水电中南勘测 
设计院 

25 

50 柘溪水电站水力-机械过渡过程数值计算与分析 杨建东 中国水电中南勘测 
设计院 

10 

51 抽水蓄能电站水力-机械过渡过程数值计算 杨建东 中国水电中南勘测 
设计院 

11 

52 抽水蓄能电站引水三维有限元计算 伍鹤皋 中国水电中南院 11.5 

53 龙滩水电站底孔弧形工作门静动力分析和 
激流振动模型  王均星 中国水电中南勘测 

设计院 
33.38 

54 四川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大型地下洞室分析 陈胜宏 中国水电成都 
勘测院 

36 

55 柳洪水电站蜗壳—联合承载结构二维有限元分

析 伍鹤皋 中国水电成都勘测 
设计院 

13.5 

56 小湾水电站拱坝横缝开度三维有限元仿真研究 常晓林 中国水电昆明勘测 
设计院 

40 

57 金安桥水电站碾压混凝土层面处理及坝体 
施工工艺仿真研究 周宜红 中国水电昆明勘测 

设计院 
22 

58 金安桥水电站地下厂房围岩稳定计算研究 肖  明 中国水电昆明勘测 
设计院 

15.5 

59 金安桥水电站重力坝静动力分析和坝基深浅层

检滑稳定及加固方案研究 常晓林 昆明勘测设计 
研究院 

39 

60 滇中水资源系统优化配置专题研究 崔远来 云南省水利水电 
勘测设计院 

36 

61 云南小湾水电站施工截流模型 胡志根 云南小湾水电站 32.4 

62 光照水电站调压井模型试验  赖  旭 中国水电贵阳 
勘测设计院 

15 

63 黄河公伯峡水电站泄洪洞稳定研究 肖  明 中国水电西北勘测 
设计院 

18 



 20 

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经费 

64 刘家峡水电站节水增发电考核系统 梅亚东 中国水电西北 
勘测设计院 

10 

65 巴贡水电工程导流隧洞封堵堵头混凝土 
及围岩三维应力计算合同 伍鹤皋 中国水电西北 

勘测设计院 
15 

66 混凝土拱坝施工动态可视化仿真及方案优选研

究 胡志根 中国水电华东 
勘测设计院 

18.5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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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68 锦屏二级地下厂房稳定分析 肖  明 华东勘测设计 
研究院 

22 

69 锦屏二级调压井和高压道研究 肖  明 华东勘测设计 
研究院 

20 

70 巴山水电站溢洪道和排沙洞水工模型试验研究  王均星   华东勘测设计 
研究院 

58 

71 巴山水电站施工导流水力学模型试验 胡志根 中国水电华东勘测

设计研究院 
12 

72 双曲拱坝混凝土浇筑技术专题研究 周宜红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110 

73 河南宝泉抽水蓄能电站水库泥沙物理模型试验 
詹义正 
韦直林 

黄委会勘测规划 
设计院 

38 

74 水布垭面板堆石坝变形控制研究 常晓林 湖北清江水布垭工

程建设公司 
66.8 

75 湖北省灌溉试验资料管理和整编系统 董  斌 湖北省水利厅 
水库处 

10 

76 湖北省王英水库洪水调度系统 宋星原 湖北省王英水库 
管理局 

18.5 

77 供电公司需求侧管理与运营成本结构分析计算 王先甲 湖北咸宁市 
供电局 

15 

78 漳河水库汛限水位设计与运用研究 
雒文生 
王祥三 

湖北省漳河 
工程管理局 

18 

79 宜昌市黄柏河流域及东风渠灌区水资源管理系

统 黄介生 湖北宜昌市 
水电局 

72 

80 江垭水库大坝工作性态分析研究 纪昌明 武汉长达工程技术 
咨询有限公司 

28 

81 湖北省白果坪周家垸水电站水资源论证 肖益民 
胡铁松 

武汉宏林集团 
公司 

12 

82 武汉市梅店水库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开发 张劲松 武汉市梅店水库 
管理处 

50 

83 武汉市水资源综合规划 梅亚东 武汉市水利规划 
研究院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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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经费 

84 汉阳四湖连通水利调度研究 李义天 武汉市城市防洪勘

测设计院 
35 

85 湖南桃江修水水电站水工模型试验 王均星 湖南广水桃江 
开发公司 

32 

86 德商高速公路（范县段）防洪影响评价 韦直林 河南路桥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 

30 

87 城陵矶河段水位抬升机理及解决措施研究 
杨国录 
陈  立 

湖南省洞庭湖 
水利工程局 

110 

88 江苏省南京市金牛山水库群防洪调度自动化 
系统研制 宋星原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29 

89 江苏省盱眙县龙王山水库群防洪调度自动化系

统软件研制 宋星原 江苏省淮安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 

28 

90 清丰山流域水调度系统 郭生练 江西省宜春市水电局 100 

91 南昌电厂扩建取水河段动床模型试验 陈  立 江西南昌发电厂 38 

92 万安水库分期洪水优化调度方案及实时调度软

件 梅亚东 江西省水利科研所 16 

93 江西丰城电厂二期工程取水口河段泥沙 
模型试验研究 陈  立 江西丰城发电有限

公司 
44 

94 江西章江流域油罗口水库洪水调度系统 郭生练 江西赣州市水利局 36 

95 江西丰城电厂二期扩建工程取排水口 
河段补充泥沙研究 陈  立 

江西丰城发电有限

公司二期工程筹建

处 
34 

96 万安水库分期洪水优化调度方案及实时调度软

件 梅亚东 江西省水利科研所 16 

97 钱塘江河口动床模型水下地形适时测量系统 陈  立 
李旺兴 

浙江省水利 
河口研究所 

12.85 

98 动床模型适实测量系统 ABF2-2 研制 李旺兴 
陈  立 浙江河口水科院 12.85 

99 增江流域洪水预报方案 李  兰 广东省水文局 
广州分局 

25 

100 广州市白云区岭南围闸泵站群联合优化调度方

案 罗金耀 广州市白云区水利

局 
45 

101 广州市水资源综合规划供需分析与合理配置 胡铁松 广州珠江水资源保

护科研所 
40 

102 枫树坝水库汛限水位复核论证和洪水预报 
方案研制 

雒文生 
王祥三 

广东省枫树坝水电

厂 
33 

103 
广东省水利项目水环境效益评估准则与量化 
分析方法研究 

邵东国 广东省水电建设管

理中心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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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经费 

104 内蒙古赤峰市三座店水库优化运行方式研究 董  斌 辽宁省水利勘测 
设计院 

12 

105 农田水利实验室建设 王富庆 黑龙江水利专科学校 36.5 

106 周宁水电站地下厂房洞室稳定和施工期 
位移反分析 肖  明 福建水电设计研究

院 
24 

107 
周宁水电站地下厂房蜗壳和机墩结构动力 
分析研究 

肖  明 福建省水利水电勘

测设计院 
12 

108 街面电站地下厂房洞房围岩稳定研究 肖  明 福建省水利水电勘

测设计院 
24 

109 陈村水电站水库调度自动化系统开发系列 郭生练 安徽陈村水电站 26 

110 小浪底水库拦沙后期下游河道方案计算与分析 韦直林 水利部黄河 
水利委员会 

22 

111 三门峡小浪底水库浑水调洪模式开发 韦直林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

员会勘测设计院 
46 

112 MPS-1 仪器定位及地形测量系统 韦直林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27 

113 地形测量系统 
韦直林 
李旺兴 
陈  立 

黄河水科院 20.3 

114 MPS-S 仪器定位系统 
韦直林 
李旺兴 
陈  立 

黄河水科院 68.76 

115 广西北海重点水库群应急调度 王祥三 广东北海水利局 35 

116 剑潭水利枢纽工程整体模型试验 王长德 广东惠州粤华 
电力公司 

39 

117 合水水库加固扩建工程排沙方案水沙数学 
模型研究 赵明登 广东水电科学院 18 

118 编制广东省水利工程信息化专题设计指引案例 邵东国 广东省水利水电建

设管理中心 
10 

119 阳江核电站厂区 PMP 排洪计算  赵明登 广东电力设计院 11.5 

120 河南施工技术服务协议 罗金耀 河南信阳水利工程局 13 

121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工程防洪排涝优化 
与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  邵东国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20 

122 山东黄河河道整治过程适应性分析 刘士和 山东黄河河务局 10 

123 深圳市布吉河流域防洪排涝优化调度决策系统 王先甲 深圳市防洪 
设施管理处 

40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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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25 新疆喀浪古尔水库水文预报及防洪调度系统 李  兰 
新疆塔城地区喀浪

古尔水库工程建设 
管理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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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经费 

126 玛纳斯河流域水资源安全与可持续利用模式研

究 王先甲 新疆石河子大学 20 

127 高面板堆石坝施工计算机模拟仿真 
及其可视化系统研究 周宜红 

四川省成都万立华软

件 
开发有限公司 

15 

128 梁平县灌溉试验站初步设计 崔远来 重庆市梁平县水利

工程管理站 
15 

129 西龙池地下厂房洞室围堰稳定分析及施工水力

学问题研究 肖  明 北京水利水电勘测 
设计院 

15 

130 巴彦卓尔市水资源综合规划 杨金忠 内蒙巴彦卓尔市 
水务局 

50 

131 海河口综合开发利用数学模型计算研究 谈广鸣 天津港务局 25 

2.1.3  发表论文 

2004 年实验室共发表论文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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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 心 建 立 的 中 国 科 学 引 文 数 据 库 ( 简 称 CSCD) 核 心 库 来 源 期 刊 

(http://www.las.ac.cn)）学术论文共 77 篇；国际会议论文 17 篇；国内会议论文 55

篇；国内其它刊物发表论文数 100 多篇。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96 篇。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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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rm level practicesand water 
productivity in Zhanghe irrigation 
system 

董  斌 Paddy and Water 
Environment  

2 
Application of Grey Relation 
Method for Compre. Evaluation of 
Irrigation Schemes 

崔远来 

Sponsored by 
CIGR, CSAM and 

CSAE. Beijing, 
China 

11- 14 October 2004 

3 

Effect of irrigation method and 
N-fertilizer mana on rice yield, WP 
and nutrient-use effi. in typical 
lowland rice s in China 

崔远来 Paddy and Water 
Environment Vol.2.2004 

4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water 
supply system in HCI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hina 

崔远来 

CIGR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rch, 2004 

5 Can Irrigation Be Sustainable? 崔远来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 Crop 
Science Congress 

26 Sep – 1 Oct 2004 

http://www.l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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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期（或章节）页 
Brisbane, 
Australi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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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士和 J.Hydrodynamics, Ser.B 2004(16)6) 

7 泥沙输移变化与长江中游水患 李义天 
孙昭华等  泥沙研究 2004 年第 2 期 

8 河网非恒定水沙数学模型研究 
孙昭华 
李义天 
曹志芳 

水科学进展 2004 年第 2 期 

9 重金属迁移转化模型研究 何  用 
李义天 水科学进展 2004 年第 5 期 

10 水库水沙联合调度多目标决策模

型 
彭  杨 
李义天 水利学报 2004 年第 4 期 

11 控制爆破局部切槽放顶技术的基

本参数研究 
李俊平 
周创兵 

岩石力学 
与工程学报 

2004,23(4): 
650-656 

12 岩体的声发射特征试验研究 李俊平 
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04,25(3): 
374-378 

13 木架山采空区处理方案研究 李俊平 
周创兵 

岩石力学 
与工程学报 2004,23（22） 

14 水电站调压室涌浪最不利叠加时

刻的研究 

程永光 
陈鉴治 
杨建东 

水利学报 2004 年 7 期 

15 静止环境中垂直平面浮力射流稳

定性与混合特性数值研究 
曾玉红 
槐文信 水利学报 2004.No9.p:56-62 

16 三维刚体极限平衡法中荷载的计

算方法及工程应用 

徐明毅 
汪卫明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4,25(5): 

755-758 

17 三峡水库动态汛限水位洪水调度

风险指标及综合评价模型 

王才君 
郭生练 
刘  攀等  

水科学进展 2004 年第 3 期 P376-381 

18 MODIS 在水文水资源中的 
应用与展望 

彭定志 
熊立华 
郭生练等 

水科学进展 
2004,15(5) 
P683-688   

19 三峡水库动态汛限水位与蓄水时

机选定的优化设计 
刘  攀 
郭生练等 水利学报 2004, （7）: 86-91  

20 污水灌溉系统中氮磷转化运移的

试验研究 
杨金忠 
陆垂裕 水利学报 2004 年 4 期 72－79 

21 污水灌溉系统中氮素转化运移的

数值模拟分析 
陆垂裕 
杨金忠 水利学报 2004 年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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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期（或章节）页 

22 入渗条件下地表积水问题的分析

方法 
陆垂裕 
杨金忠 

水动力学研究 
与进展 2004 年 1 期第 19 卷 

23 基于连续分形理论的土壤非饱和

水力传导度的研究 

王  康 
张仁铎 
王富庆 

水科学进展 2004 年, 第 2 期, 206-210 

24 基于不完全分形理论的土壤水分

特征曲线模型 

王  康 
张仁铎 
王富庆 

水利学报 2004 年, 第 5 期, 1-6 

25 引黄灌区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运

用模型及应用 
鲍卫锋 
黄介生 农业工程学报 2004 

26 湖北宜昌东风渠灌区抗旱预案编

制研究 

赵  微 
黄介生 
鲍卫锋 

沈阳农业大学 
学  报 

Vol.35,2004 

27 堤防盖重压渗可视化计算系统 刘川顺 水利学报 2004 年第 7 期 

28 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法及应用 
赵  丹 
邵东国 
刘丙军 

农业工程学报 2004.vol.20(4):69-74 

29 灌溉明渠自动控制设计方法研究 
阮新建 
袁宏源 
王长德 

水利学报 2004 年 8 期 

30 不同水肥条件下水稻氮素运移与

转化规律 崔远来 水科学进展 2004 年 3 期 

31 豫西黄土丘陵区植被恢复与重建

的理论基础及技术体系 崔远来 山地学报 2004 年 4 期 

32 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与最优灌溉

制度研究 崔远来 农业工程学报 2004 年 4 期 

33 Effect of Groundwat. Tab. Contr. 
on irr. Strategies 王修贵 水动力学进展 2004 年 

34 河套灌区咸水灌溉试验研究 王卫光 
王修贵等 农业工程学报 2004 年 

35 复杂地下洞室群三维有限元网格

剖分在 CAD 中的实现 肖  明 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报 
2004 年, Vol.23（增）

4988~4992 

36 堆石坝施工的实时动态仿真系统

研究 
刘  全 
周宜红 系统仿真学报 2004 年 11 期 

37 碱对水泥基材料早期收缩性能的

影响 
何  真 
梁文泉等 

硅酸盐学报 Vol.32No.10(2004) 

38 邻近爆破对坝基灌浆帷幕的影响

机理研究 卢文波 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报 2004, 23（8） 

39 仙岭水库土坝渗流稳定分析及除

险加固措施 佘成学 岩土力学 2004 年 

40 阶谱块体单元法在复杂岩基变形 李永明 岩石力学与工程 2004, 23(1): 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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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期（或章节）页 
与稳定分析中的应用 李桂荣等 学报 

41 有限元软件与通用图形软件间无

缝连接的研究 

秦卫星 
吴  俊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4.5(1):614-618 

42 不连续岩体的三维弹粘塑性复合

单元模型研究 
强  晟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报 
2004.3(20):390-3396 

43 岩体结构拉裂的块体单元法模拟 
李永明 
陈胜宏 
王均星 

岩土力学 2004.25(2):203-206 

44 遗传模拟退火算法在边坡稳定分

析中的应用 
何则干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4.5(2):316-319 

45 复杂区域四边形网格生成的一种

改进方法 

冯道雨 
陈  尚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4.25(6):917-921 

46 人工神经网络在岩体初始应力场

反演中的应用 

易  达 
徐明毅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4.25(6):943-946 

47 粘弹性桩打桩过程中的 
应力波分析 舒大强 岩土力学 2004.5. 

48 基于 starfield 迭加法的条形花包

爆破应力场分析 舒大强 爆破与冲击 2004.5. 

49 
A Contact Model On Basis of the 
Augmented Lagrange Method an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常晓林 
周  伟 

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报 
2004, Vol 23（9）: 

p1568～1573 

50 采用RNG紊流模型计算静止环境

中圆形负浮力射流 
杨中华 
槐文信 水科学进展 Vol.15, No.6 

51 
静止环境中有阻力圆盘浮力射流

特性的研究数学模型及计算方法

的验证(I) 

槐文信 
方神光 水科学进展 Vol.15, No.5 

52 静止环境中有阻力圆盘浮力射流

特性的研究流场特性分析(II) 
方神光 
槐文信  水科学进展 Vol.15, No.5 

53 流动环境中铅垂圆形负浮力排放

的三维数值模拟 
杨中华 
槐文信 水科学进展 Vol.15, No.3 

54 静水中正方形孔口浮力射流特性

的研究 
方神光 
槐文信 

应用基础与工程

科学学报 
2004,No.4: 361-369. 

55 小浪底水库 2002年调水调沙下游

河道洪水演变跟踪模拟计算 

赵连军 
韦直林 
谈广鸣 

水动力学研究与

进展 
2004.5. 

56 贝叶斯方法在洪水保险费 
调整中的应用 

付  湘 
刘  宁等 水科学进展 2004.15(5):675-678 

57 华北地区水资源及水安全问题的 夏  军等 自然资源学报 Vol19(5):55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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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期（或章节）页 
思考及研究 

58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

水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I)－汉江

水华发生的关键因子分析 

谢  平 
夏  军等  自然资源学报 2004 年 7 月, 第 19 卷 

第 4 期 

59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下游水

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II）－汉江

水华发生的概率分析与防治 
对策 

谢  平 
夏  军等  自然资源学报 Vol19(5):545-549 

60 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及其在

海河流域的应用研究 
夏  军 
王中根 自然资源学报 2004 年第六期 

61 水文非线性系统与分布式时变 
增益模型 

夏  军 
王刚盛 中国科学 D 辑 2004, 34（11）: 1062-1071 

62 基于图形的发电商最优报价决策

方法 

殷  红 
王先甲 
曹生荣 

电网技术  2004 年 11 期 

63 基于 DEM 的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 
熊立华 
郭生练 
田向荣 

水科学进展 2004,15(4): 517-520 

64 国外区域洪水频率分析方法研究

进展 

熊立华 
郭生练 
王才君 

水科学进展 2004,15(2): 261-267 

65 基于经验频率曲线的湖泊富营养

化随机评价方法及其验证 

谢  平 
黎红秋 
叶爱中 

湖泊科学 2004 年 12 月, 第 16 卷 
第 4 期 

66 防洪体系超标洪水综合风险分析 
汪新宇 
张  翔 
赖国伟 

水利学报 2004 年第 2 期: 83－87 

67 华北地区降水变化的多时间尺度

分析 

张利平 
牛存稳 
夏  军 

干旱区地理 2004 年第 1 期 

68 华北地区降水量的小波分析 
牛存稳 
张利平 
夏  军 

干旱区地理 2004 年第 4 期 

69 重力坝的塑性极限分析法 王均星 水利学报 2004 年第 8 期 

70 土坡稳定的有限元塑性极限分析

上限法研究 王均星 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报 2004 年第 1 期 

71 溢洪道弯道前陡槽内水流的消能

研究 王均星 水力发电学报 2004 年第 6 期 

72 非均质土坡的有限元塑性极限 
分析 王均星 岩土力学 200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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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期（或章节）页 

73 三维塑性极限分析下限法原理及

应用 王均星 岩土力学 2004 年第 10 期 

74 水电站引水发电系统过渡过程整

体物理模型试验探讨 
杨建东 
李进平 水力发电学报  2004 年 1 期 

75 水电站过渡过程计算中的反击式

水轮机边界条件及迭代收敛条件 

阮文山 
杨建东 
李进平 

水利学报 2004 年 9 期 

76 Suppl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Holly-Preissmann Scheme 

张小峰 
谈广鸣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Ser.B.2004.16(4) :468-473 

77 基于遗忘因子的 BP 神经网络水

文实时预报方法 
袁  晶 
张小峰 水科学进展 2004 年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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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04 年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序号 题   目 作  者 源  刊 SCI/EI/ISTP 

1 
Simulating soil water flow 

with root-water-uptake 
applying an inverse method.  

Zuo, Q., L. Meng, 
and R. Zhang. 

Soil Science 2004. 169: 
13-24. SCI 

2 
A generalized function of 
wheat's root length density 

distributions.  

Zuo, Q., J. Feng, R. 
Zhang 

and L. Meng. 

Vadose Zone Journa l2004.3: 
271-277. SCI 

3 

 Nitrogen fertilization on 
uptake of soil inorganic 

phosphorus fractions in the 
wheat root zone.  

Zhang, F., S. Kang, 
J.  

Zhang, R. Zhang, 
and F. Li.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 2004. 

68:1890-1895. 
SCI 

4 

Comment on “Stand,a 
dynamoic model for sediment 
transport and water quality” 

by W.Zeng and 
M.Beck,2003.  

曹志先 Journal of Hydrology 2004. 
277,125-133 SCI 

5 
Computational dam-break 
hydraulics over erodible 

sediment bed. 
曹志先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2004.130(7), 

689-703 
SCI 

6 

Numerical modelling of 
alluvial rivers subject to 

interactive sediment mining 
and feeding. 

曹志先 Advance in Water Resources 
2004.27(5), 533-546 SCI 

7 A Reservoir flood forecasting 
and control system in China 

Shenglian Guo,  
Honggang Zhang, 

etc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2004,49(6) SCI 

8 

A model of point-to-face 
contact for three-dimensional 

discontinuous deformation 
analysis 

Q.H. Jiang & M. R. 
Yeung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2004,37(2): 

95-116 
SCI 

9 
Feedback analysis of the 
intake slope of Longtan 

Hydropower Project 

傅少君 
陈胜宏 

. Int. J. Rock Mech. Min. Sci. 
& Geomech. Abstr. 2004，

41(3):518 
SCI 

10 

Composite element method 
for jointed rock masses 

reinforced by hollow friction 
bolt 

何则干 
强  晟 
陈胜宏 

. Int. J. Rock Mech. Min. Sci. 
& Geomech. Abstr. 2004，

41(3):464 
SCI 

11 

Analysis of gravity dam   
on a complicated rock 

foundation using an adaptive 
block element method 

陈胜宏 
李永明 
汪卫明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mental Engineering 
(ASCE) 2004，(7):759-763 

SCI 

12 Composite element model for 
discontinuous rock masses 

陈胜宏 
强  晟 

Int. J. Rock Mech. Min. Sci. 
& Geomech. Abstr. 2004，

41(7):865-870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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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作  者 源  刊 SCI/EI/ISTP 

13 Compos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fully grouted rock bolt 

陈胜宏 
强  晟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2004，

37(3):193-212 
SCI 

14 

New Experimental Method 
for Studying Early-Age 

Cracking of Cement-Based 
Materials 

HE Zhen,  
ZHOU Xiang-ming,  

LI Zong-jin 

ACI Materials Journal 
Vol.101No.1(2004) SCI/EI 

15 

Non-Contact Resistivity 
Measurement for 

Characterisation of the 
Hydration Process of Cement 

paste with excess alkali 

HE Zhen,  
LI Zong-jin 

Advances in Cement 
Research Vol.16No.1(2004) SCI/EI 

16 

Comparison of three 
updatingschemes using 

artificial newral network in 
flow forecasting 

Lihua-xiong Hydrology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s 8(2),247-255 (2004) SCI 

17 

Trend test and change-point 
detection for the annual 
discharge ser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t the Yichang 
hydrological station 

Lihua-xiong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2004,49(1): 99-112  SCI/EI 

18 

Effects of the catchment 
runoff coefficient on the 

Performance of TOMODEL 
in rainfall-runoff modelling 

Lihua-xiong Hydrological Processes 
18,1823-1836(2004) SCI/EI 

19 

Large eddy simulation of 
turbulent flow with the effect 

of DC magnetic field and 
vortex brake application in 

continuous casting  

钱忠东 
ZSIJ Znternational 

Vol.44(2004), 
No.1,pp.100-107 

SCI 

20 连铸结晶器内钢液涡流现

象的大涡模拟 钱忠东 金属学报 Vol.40 No.1 
Jan.2004 pp88-93 SCI 

21 
Improved subgrid scale 

model of dense turbulent 
solid-liquid two-phase flow 

钱忠东 
ACTA  MECHANICA 

SINZCA Vol.20,No.4, August 
2004 

SCI 

22 

Effect of Field Groundwat. 
Tab. Contr. on Water and 

Salinity Balance and Crop 
Yield 

XIUGUI Wang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53:263-275 2004 SCI 

23 

Stochastic analysis of 
Saturated-unsaturated flow in 

heterogeneous media by 
combining Karhunen-Loeve 
expansion and perturbation 

method 

JinZhong Yang Journal of Hydrology 
294(2004)11-38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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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作  者 源  刊 SCI/EI/ISTP 

24 

Deformation and stability of 
the right arch dam abutment 
of the Danjiang hydro-power 

project 

C.X. She International J.rock mech.and 
min.sci. Vol.41,No.3,2004. SCI/ISTP 

25 

Synchronizing 
strict-feedback chaotic 

system via a scalar driving 
signal 

Li Chen Journal of Chaos 2004.9. SCI 

26 

Pre—processing rainfall data 
from multiple gauges to 
improve TOPMODEL 

simulation results in a large 
semi-arid region 

Jun Xia 
Hydrological  Processes18, 

2313-2325 
(2004) 

SCI 

27 

Effects of velocity head and 
momentum exchange on 

critical stable sectional area 
of downstream throttled 

surge tank 

赖  旭 
杨建东 
陈鉴治 

Journal of Energy 
Engineering, ASCE, 2003.11 

SCI（2004
年检索） 

28 

Composite element method 
for seepage analysis of 

geotechnical structures with 
drainage hole array 

陈胜宏 
徐  青 
胡  静 

J. of Hydrodynamics (Ser. B) 
2004，16(3):260-266 EI 

29 阶谱块体单元法在复杂岩基

变形与稳定分析中的应用 

李永明 
李桂荣 
汪卫明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4，
23(1)：58-63 

EI 

30 有限元软件与通用图形软

件间无缝连接的研究 

秦卫星 
吴  俊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4，
25(1):614-618 EI 

31 不连续岩体的三维弹粘塑

性复合单元模型研究 
强  晟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4,23(20)：3390-3396 
EI 

32 岩体结构拉裂的块体单元

法模拟 

李永明 
陈胜宏 
王均星 

岩土力学 2004, 
25(2):203-206 EI 

33 遗传模拟退火算法在边坡

稳定分析中的应用 
何则干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4, 
25(2):316-319 EI 

34 复杂区域四边形网格生成

的一种改进方法 

冯道雨 
陈尚法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4, 
25(6):917-921 EI 

35 人工神经网络在岩体初始

应力场反演中的应用 

易  达 
徐明毅 
陈胜宏等 

岩土力学 2004, 
25(6):943-946 EI 

36 三峡水库动态汛限水位与

蓄水时机选定的优化设计 
刘  攀 
郭生练等 水利学报 2004，（7）：86-91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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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作  者 源  刊 SCI/EI/ISTP 

37 

三峡水库动态汛限水位洪

水调度风险指标及综合评

价 
模型 

王才君 
郭生练等 

水科学进展 2004 年第 3 期，
P376-381 EI 

38 基于连续分形理论的土壤

非饱和水力传导度的研究 

王  康 
张仁铎 
王富庆 

水科学进展 2004 年，第 2
期，206-210 

EI 

39 基于不完全分形理论的土

壤水分特征曲线模型  

王  康 
张仁铎 
王富庆 

水利学报 2004 年，第 5 期，
1-6 EI 

40 
Effects and evaluation on 

cracking behavior of concrete 
incorporating fly ash 

Peng,Wei-Bing; 
He,Zhen; 

Liang,Wen-Quan 

Jianzhu Cailiao 
Xuebao/Journal of Building 

Materials 7(3):317 September 
2004 

EI 

41 
Study on temperature 

self-control in concrete with 
phase change materials 

Chen, Mei-zhu; 
He, Zhen; 

Vhen, Shen-hong 

Jianzhu Cailiao 
Xuebao/Journal of Building 

Materials 6(4):386 December 
2003 

EI 

42 控制爆破局部切槽放顶技

术的基本参数研究 
李俊平 
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4，
23（4）：650-656 

EI 

43 岩体的声发射特征试验 
研究 

李俊平 
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04，25 （3）：
374-378 EI 

44 对轴流泵前置导轮设计的 
探导 

李同卓 
陈  坚 

核动力工程 2004 ,25（3）
P.370—374，283 

EI 

45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or Decision 
Making of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罗金耀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 Vol.8 No.3A 

Sept.2003 
EI 

46 邻近爆破对坝基灌浆帷幕

的影响机理研究 卢文波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4，
23（8） 

EI 

47 内嵌式开裂模型在类混凝

土材料中的三维计算分析 佘成学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EI 

48 粘弹性桩打桩过程中的 
应力波分析 舒大强 岩土力学 2004.5. EI 

49 重力坝的塑性极限分析法 王均星 水利学报 2004 年第 8 期 EI 

50 土坡稳定的有限元塑性极

限分析上限法研究 王均星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4
年第 1 期 

EI 

51 非均质土坡的有限元塑性 
极限分析 王均星 岩土力学 2004 年第 3 期 EI 

52 边坡稳定的有限元塑性 
极限分析 王均星 岩土力学 2003 年第 10 期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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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作  者 源  刊 SCI/EI/ISTP 

53 云龙水库泄洪洞空蚀及体

形优化研究 王均星 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2003
年第 2 期 

EI 

54 陡弯束窄型溢洪道内水流

的流态控制研究 王均星 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2003
年第 8 期 

EI 

55 
水电站引水发电系统过渡

过程整体物理模型试验探

讨 

杨建东 
李进平 水力发电学报 2004 年 1 期 EI 

56 水电站调压室涌浪最不利

叠加时刻的研究 

程永光 
陈鉴治 
杨建东 

水利学报 2004 年 7 期 EI 

57 
水电站过渡过程计算中的

反击式水轮机边界条件及

迭代收敛条件 

阮文山 
杨建东 
李进平 

水利学报 2004 年 9 期 EI 

58 
Critical stable sectional area 

of downstream throttled 
surge tank 

赖  旭 
杨建东 
陈鉴治 

4TH ASME-JSME Joint 
Fluids Engineering 

Conference，2003.7.6-10 
EI 

59 
Phisical simulation of 

transient process in conduits 
of hydropower stations 

杨建东 
李进平 
唐岳灏 

4th ASME_JSME Joint 
Fluids Engineering 

Conference，2003.7.6-10 
EI 

60 research on the condition to 
set a tailrace surge tank 

赵桂连 
杨建东 
李进平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2004.8 EI 

61 
基于 LabVIEW 和 PXI 技术

的水电机组在线振动监测 
系统 

瞿  曌 
赖  旭 水力发电 2004 年 3 期 EI 

62 
CFD 技术在气轮机定子线

圈冷却水流量测量中的应

用 

肖惠民 
杨建东 热能动力工程2004年 6期 EI 

63 Effect of Groundwat. Tab. 
Contr. on irr. Strategies 

王修贵 
H.J.Peter 

水动力学研究进展(B) 2004
年 

EI 

64 堤防盖重压渗可视化计算 
系统 刘川顺 水利学报 2004 年第 7 期 EI 

65 二阶双系数动态亚格子应

力模型 钱忠东 水科学进展2004年第 1期 EI 

66 An improved dynamic 
sbugrid scale stress model 钱忠东 水动力学研究进展 2004 年

第 3 期 
EI 

67 

A numerieal analysis of 
free-surface flow in curved 

open channel with 
velocity-pressure-free-surface 

correction 

w.z.lu, 
w.s.zhang, 

c.z.cui, 
A.Y.T.leung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33(2004)215-224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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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作  者 源  刊 SCI/EI/ISTP 

68 穿黄隧洞束窄河道对河段

水沙特性的影响分析 余明辉 水科学进展 2003 年 12 月 EI 

69 

Research on the Vartical 
Distriblotion of the Average 

Grain-Size of Suspended 
Cood 

谈广鸣 

Proc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on on 

river sedimentation 
Oct.18-21,2004.china 

EI 

70 
Suppl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Holly-Preissmann Scheme 

张小峰 
谈广鸣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英文

版）2004 年 4 期 
EI 

71 Investigation on the splash 
length of the aerated jet 

刘士和 
曲  波 

J.Hydrodynamics 
Ser.B,2003(15)6) EI 

72 
泄洪雾化溅水区长度深化 

研究 
刘士和 
曲  波 

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
2003(36)5) EI 

73 贝叶斯方法在洪水保险费

调整中的应用 
付  湘 
刘  宁等 

水科学进展
2004.15(5):675-678 EI 

74 一种激励相容的电力市场

双边拍卖机制 
王先甲 
殷  红 

电力系统自动化 2004 年 18
期 

EI 

75 关于输配电企业对多类型

用户的定价管制模型 
王先甲 
梁  劲等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EI 

76 基于图形的发电商最优报

价决策方法 

殷  红 
王先甲 
曹生荣 

电网技术 2004 年 11 期 EI 

77 Multi-agent based supply 
chain modeling and bidding 

殷  红 
郑  君 
王先甲 

WCICA 2004 EI 

78 

A novel Double Auction 
Mechanism for Electronic 

commerce: theory and 
implementation 

殷  红 
王先甲 

ICLMC 2004 EI 

79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bidding strategies for 
generation companies 

方德斌 
王先甲 

Proceedings of the 2004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ic Utility Deregulation 

2004 

EI 

80 Rough Set based features 
ensemble learning 

王泉德 
王先甲 

Fifth World Congress on 
Intelligent Control and 

Automation, Conference 
Proceedings 2004, 

p1890-1894 

EI 

81 不确定市场下的一种二层

规划最优竟价模型 
万仲平  
王先甲等 

电力系统自动化  
2004 年 19 期 

EI 

82 
Geomorphic instantaneous 

unit hydrograph model based 
on linear dynamic wave  

Xie Ping,Sun Zhi 
Engineering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V36,n1,February,2003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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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作  者 源  刊 SCI/EI/ISTP 

83 静水中正方形孔口浮力射

流特性的研究 
方神光 
槐文信 

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

2004,No.4：361-369. 
EI 

84 
Experiments on the effect of 

cations on the sediment 
settling velocity 

陈  立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iver 
sedimentation 2004.10 

ISTP 

85 

Research on the Vartical 
Distriblotion of the Average 

Grain-Size of Suspended 
Cood 

赵连军 
谈广鸣 

Proc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on on 

river sedimentation 
Oct.18-21,2004.china 

ISTP 

86 

Diversion Model of flow and 
Sediment Transport with 

Erosion and Deposition in 
River 

谈广鸣 
Proc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on on 
river sedimentation 2004.10 

ISTP 

87 

Study on the Behavior of Jets 
Discharged Vertically 
Downward in Flowing 

Environment 

Wenxin Huai & 
Zhonghua Yang 

国际会议 4th ISEH & 14th 
IAHR-APD, 15-18 December 

2004, Hong Kong. 
ISTP 

88 
Assessment of water 

resources carry capacity of 
Northwest China 

Xia Jun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ydroinformatics Ling,Phoon 
and Babovic, 
1269-1276 

ISTP 

89 

The WEBGIS-based 
hydr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and secondary 
development 

Zhan C.s,Xia J.and 
Liu B.L.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ydroinformatics Ling,Phoon 
and Babovic, 
1971-1978 

ISTP 

90 Bank-runs and deposit 
insurance 

Wang XJ, Zhu ZY, 
Yin H 

SERVICE SYSTEMS AND 
SERVICE MANAGEMENT- 

PROCEEDINGS OF 
ICSSSM '04 VOLS 1 AND 

2 : 945-950, 2004 

ISTP 

91 An effective mechanism of 
flood insurance 

吴秀君 
王先甲 
付  湘 

ISRS2004 ISTP 

92 
Optimum multiobjective risk 

decision model in flood 
control and hazard mitigation 

付 湘 ISRS2004 ISTP 

93 The problematic mechanism 
of flood insurance 

吴秀君 
肖  文 
王先甲 

ASMH2004 ISTP 

94 
A Cost-Estimating Method of 
Civil Engineering by Using 
Fuzzy Mathematics and Ann 

王建平 
王先甲 

ASMH2004 IS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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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作  者 源  刊 SCI/EI/ISTP 

95 
Oncomelania’s 

Environmental Property and 
Its Control 

Da-Mei LI and 
Xiao-Li FU 

Proc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on on 
river sedimentation 2004 

ISTP 

96 

Characteristic of Ecological 
Flow Field in an 

Oncomelania-free Water 
Intakes Device 

Fu Xiaoli & 
Lidamei 

Proc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on on 
river sedimentation 2004 

ISTP 

2.1.4  出版教材、专著 

表 8  2004 年出版教材、专著 

序号 教材／著作名称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主  编 

1 Applied Geostatistic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Book) 科学出版社 2005.1 Zhang, R. 

2 广东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建设指引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4.10 邵东国等 

3 广东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建设理念图

集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4.10 邵东国等 

4 广东省水利工程信息管理系统设计指引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4.10 邵东国 

5 水工建筑物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4.2 陈胜宏  等 

6 河流水沙灾害及其防治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3 李义天 

7 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4.6 熊立华 
郭生练 

出版教材、专著内容简介： 

(1) 《水工建筑物》 

主    编：陈胜宏 

出 版 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时    间：2004 年 2 月 

内容简介：本书为高等学校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水工建筑物课程的教学用

书。全书共分 17 章，包括：绪论，水利水电枢纽工程设计方法，水工建筑物的作

用及作用效应组合，水工建筑物上作用效应分析，水工建筑物的设计准则与设计

方法，重力坝，拱坝，土石坝，堆石坝，水闸，岸边溢洪道，水工隧洞，水利水

电工程岩石边坡，水工闸门，灌排工程建筑物，其它水工建筑物，水工建筑物的

管理与老化病害防治。 

本书注重基本概念，反映坝工设计最新进展，有助于拓宽读者的工程知识面，

并提高综合设计的能力。本书除可作为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的教材使用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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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其他水利类专业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2) 《河流水沙灾害及其防治》 

主    编：李义天 

出 版 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时    间：2004 年 3 月 

内容简介：由于我国水土流失严重，近年来因泥沙输移变化引起江河水沙灾

害加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开展水沙灾害形成机理、预测及防治的研究，无论在

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水沙灾害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涉及到水文学、水力学、河流动力学、地理地貌学及社会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交叉

问题。本书重点介绍了作者近年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资助下有关河

流水沙灾害机理及防治方面的研究成果。全书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小水大灾现象，

以河流水沙灾害为对象，以泥沙冲淤造成的江河洪水灾害为重点，系统介绍泥沙

运动与江河湖泊洪水灾害的相互关系。主要内容包括：河流水沙灾害的形成机理、

模拟预测、评估防治等。本书可供水文学、水利学、地理地貌学和自然灾害学等

学科的科技工作者及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3) 《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 

主    编：熊立华  郭生练 

出 版 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时    间：2004 年 6 月 

内容简介：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的理论、方法和实例。包

括：水文循环中各个物理过程的数学模拟；数字高程模型；流域地貌指数的提取

与分析；数字河网的提取；基于数字高程模型的流域等流时线的推求；TOPMODEL；

半分布式月水量平衡模型；TOPKAPI 模型；MIKE SHE 模型；SHETRAN 模型；

DHSVM 模型；ARC/EGMO 模型。 
本书适合于水利、地理、气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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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发明专利 

2004 年，获准专利共 5 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 3 项。 
表 9  2004年发明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设计人 专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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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位漂堵截流法 发  明 
周力平 
周宜红 
贺昌海 

ZL 01 1 33668.4 

2 一种江河漂堵截流法 发  明 周力平 ZL 02 1 47708.6 

3 截流戗堤防护架（三） 实用新型 周力平 ZL 03 2 54852.4 

4 截流戗堤防护架（二） 实用新型 周力平 ZL 03 2 54187.2 

5 截流戗堤防护架（一） 实用新型 周力平 ZL 03 2 54188.0 

 

2.2  研究进展 

2004 年，实验室各研究方向均取得较大进展，研究领域、研究水平均能与国际

前沿保持一致，面向科技基础研究、国家经济社会需要而开展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

工作。 

2.2.1  水资源时空变化规律方向 

针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资源时空分布的影响，开展了变化环境下的流

域水循环机理与水文分析模拟、流域水循环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区域水资源数

量和质量联合评价、区域水土资源合理配置与生态环境建设、水资源利用价值、

水权、水市场理论与应用等研究，提出和建立了数字水文、水资源及水环境模拟

模型，进行了水文水资源及水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研究，先后承担了中国科

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子题“陆气水循环与水资源风险研究

（KZCX2-SW-317）”和“变化环境水循环模拟与影响分析研究（CX10G-E01-08）”、

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专题“水量水质联合评价方法研究”、“973”前期汉江水资源

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黄河联合基金等多项课题，取得了创新性研究成果。 

开展了海河流域多年持续干旱的重现期研究：将海河流域分为四个水系，应

用长系列径流和降雨数据，建立随机模拟模型，生成长系列的径流和降雨序列，

计算了海河流域多年持续干旱的重现期，并应用径流和降雨数据进行对比，两者

计算的重现期基本一致，说明了计算结果的可靠性。 

基于风险分析的水安全评价：研究水安全的定义，基于多年持续干旱的重现

期和海河流域水资源的风险指标计算结果，并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因素，

研究了水安全评价指数和风险指标；应用 WPI 指数，提出了水安全评价指数；提

出了基于风险分析的水安全评价方法。 

评价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水资源影响的水文模型研究：研究了土地利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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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对水文过程的影响，分别建立了考虑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神经网络模型和概

念性流域水文模型 

提出了针对地表来水状况，以摸清水资源调查评价中的数量与质量为主要目

标的水量水质联合评价方法。该方法从集总系统和分布系统的水量水质过程对应

关系以及空间分布对应关系入手，评价水资源总量中不同类别水体质量的分布情

况。该方法简单实用，便于推广。 

创新地提出了针对水功能区水质目标的“可利用水资源”的水量水质联合评价

方法，其中包括流域单元系统水量水质联合评价的方法和流域多河段系统水量水

质联合评价方法。 

深入研究了水文系列的一致性问题，提出了变化环境下非一致性序列的水文

频率计算方法。 

2.2.2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优化配置方向 

根据我国水资源短缺的现实，研究了水资源高效利用与优化配置，对于不同

条件下的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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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节水的信息化技术等研究领域，开展了大量

的野外试验和理论研究工作，对于我国节水灌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室内实验、野外试验和理论分析，提出了劣质水利用的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

研究了劣质水与再生水资源灌溉利用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灌溉水资源的高

效利用方面具有特色。研究了不同尺度(灌区、城市、流域、跨流域)生态需水量，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原理与调控措施。研究了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与受水区面向生

态的水资源优化配置理论、海河流域洪水资源化管理及风险分析理论，所提南水

北调中线引江济汉工程规模为引江济汉工程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开展了污染物在饱和-非饱和土体中运移的随机理论研究，得到宏观弥散参数

的统计结构和污染物运移预测模型，建立了研究地下水和土壤水分运动的随机模

拟数值方法。开展农田化肥特别是氮素的转化运移机理及其对地下水环境影响的

研究，通过室内和野外实验研究，得到不同水分条件和不同施肥水平下的水肥耦

合效应，减少氮肥对地下水的污染，提高水肥利用效率。 

研究了供水渠道下游控制模式及数学模型，开展基于模糊控制和智能控制控

制器的研究，解决长距离输水工程缺乏调蓄工程的难题，实现实时、适量供水，

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开展灌区量水新技术与设备的研究，研究水头损失小、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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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抗泥沙淤积等干扰性能好的渠道及取水口量水技术与设备。 

结合灌区节水改造和续建配套中的关键技术难题，研究不同条件下水资源的合

理利用、井渠结合方式，节水改造后灌溉水用量的减少对灌区水环境的影响，灌区

的持续发展理论和灌溉水利用的尺度效应，为我国节水改造和灌溉水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提供理论依据。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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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排水条件下的田间水管理等。 

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水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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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水分生产函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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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节水灌溉相配合的合理施肥技

术。 

研究南水北调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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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面向生态的汉江中下游地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量化

模型体系，提出基于“3S”技术、多目标演化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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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结合南水北调等跨流域调水工程，研究特大型渡槽、倒虹吸在巨大流量及荷

载作用下的新型结构形式及其计算理论方法。开展渠系建筑物温度荷载研究，探

讨灌排建筑物温度场分布理论、计算方法及其影响的防治措施。研究水利工程渗

透破坏机理、渗流计算理论和渗流控制方法，建立了实用的计算模型和通用模拟

软件，具有简单、实用和高效的特点。 

大部分研究得到国家高科技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际合作研究的

资助，属于国内和国际的领先研究领域。 

2.2.3  洪水灾害形成机理与减灾方法方向 

结合所承担的 973 项目“长江流域水沙产输及其与环境变化的耦合机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泥沙淤积对江河洪水调节能力影响”、“洪水预报

与调度方法研究”、“洪灾风险管理理论研究”以及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

项目、青年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进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工作： 

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小水大灾现象，抓住泥沙输移沉积与洪水灾害之间的内在

联系，从水沙输移微观规律和流域的产流产沙、泥沙输移的宏观过程出发，研究

水沙两相流的运动规律、基于湍流相干结构的床面泥沙上扬定量化模式、泥沙淤

积对洪水位及湖泊调蓄作用的影响；复杂情形的河流水沙输移模拟方法，将数值



 41 

模拟与实体模型相结合，研究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后的再造床过程，江湖关系变化

趋势；以三峡工程为背景，探讨大型水电工程对水沙灾害的影响。 

利用多学科交叉方式深入研究洪水预报方法，以提高其预见期和精度；建立

一个能增加预报内容及局部地区精度和预演模拟防洪调度效果的复杂情况下的洪

水过程数学模型；对包括水库群和分蓄洪区联合调度的流域防洪调度系统实时优

化调度方法进行研究，考虑其多目标不确定性、风险性、实时性等特征，使实时

洪水预报调度方法更科学、效果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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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集成系

统，补充和完善快速评估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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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工作将泥沙起动、悬浮的微观结构与泥沙输移的宏观过程相结合，将水

力学、水文学、河流动力学与数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地理地貌学、社会经济学

等学科进行交叉，研究的着眼点从河道逐渐提高到流域，在复合明渠的浅水动力

学方法、提高洪水预见期和预报精度、复杂河网洪水预报方法以及洪泛区二维水

流流场数值模拟、复杂大型流域防洪系统调度决策的新方法洪水灾害损失快速评

估的指标体系和方法、洪泛区和分蓄洪区的洪涝灾害风险分析和管理体系、防洪

减灾体系综合风险评估理论”方面已经取得了创新性研究成果。 

2.2.4  水电工程结构与施工过程仿真方向 

围绕一批国家重点水电工程的结构设计和施工过程仿真关键技术问题，开展

了复杂坝基与岩石边坡的设计理论研究，在自适应有限单元法、块体单元法、复

合单元法、裂隙岩体渗流与应力耦合分析方法的理论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另外，

在岩石高边坡爆破开挖过程的施工控制和大型岩体结构变形分析的DDA方法等方

面也取得了许多高水平的成果。 

以室内试验成果和现场监测资料为基础提出了一套符合工程实际的高土石坝

的流变模型理论，研制开发了高土石坝流变分析专用软件；提出了重力坝复杂坝

基分析的分项系数有限元方法和相应的控制标准；研制了大型三维温度应力仿真

有限元分析软件拱坝的应力变形仿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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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裂隙岩体渗流与力学特性研究”，对裂隙岩体

多场广义耦合理论、数值计算方法、裂隙岩体表征单元体及参数取值等问题进行

了深入理论研究，并与中科院岩土所合作开展了裂隙岩体水力耦合条件下的声发

射实验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 

与设计单位合作开发了水电站钢岔管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大大地提高了工程

设计水平和效率，受到了工程设计单位的好评。在大型水轮机钢衬钢筋混凝土蜗壳

的数值仿真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目前正在进行我国第一个、也是规模最大的

钢衬钢筋混凝土蜗壳物理模型试验研究工作。采用岩石损伤理论和应变能理论，对

国内许多大型地下厂房围岩稳定进行了分析，为我国的水电工程建设提供了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 

在施工过程仿真方面，成功地将施工动态仿真理论和人工智能理论应用于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中，配合施工仿真，施工三维可视化技术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在真实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上都有了很大的进展。另外，将动床模型试验理

论应用于小湾水电站等特大型工程试验中，在理论和应用上均有很大发展。 

2.2.5  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方向 

结合本研究方向承担的三峡、龙滩、向家坝、锦屏一级，二级等大型水电站

引水发电系统的关键技术的科研任务，深入开展了水电站过渡过程理论与工程应

用的研究。建立了包含水力瞬变过程、机械运动过程和电气过渡过程的完整的非

线性数学模型和相应的数值计算方法。探讨了励磁调节、发电机三阶模型、电网

负荷自调节的机理和作用。开发了水电站过渡过程计算软件，建立了科学研究与

工程应用的数值仿真平台。进一步完善了由水电站模型水道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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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

行一定基础性和应用性的试验研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工程应用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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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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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度，实验

室主办、承办、协办学术会议 6次，国内外来室参观访问活动 47批，国内学术报

告 15次，国际学术报告 16次。 

3.1  学术会议 

2004 年举办学术会议： 

① 2004 年 11 月 1－4 日，实验室承办了“全国水力学基础研究学术研讨会”，

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共 120 多人。 

② 2004 年 11 月 19-21 日，实验室承办了“农业节水及农业化学物质污染与控

制研究前沿研讨会”，到会代表 40 多人。 

③ 2004 年 12 月 4-5 日，实验室承办“长江流域水沙产输及其环境变化耦合机

理学术交流暨 2004 年会”，到会代表 70 多人。 

④ 2004 年 12 月 17-19 日，实验室主办“中国水问题论坛第二届学术研讨会”，

到会代表 120 多人。 

举办学术会议情况简介： 

(1) 全国水力学基础研究学术研讨

会 

时    间：2004 年 11 月 1-4 日 

地    点：武汉大学民明珠园 

会议主席：刘树坤教授 

会议概况：“2004 年全国水力学基

础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水利学会水

力学专业委员会年会”于 2004 年 11 月

1 日至 4 日在武汉大学召开。11 月 2 日在

武汉大学 

 

图 14  全国水力学基础研究学术研讨会现场 

工学部明珠圆招待所第四会议室举行了隆重的大会开幕式。大会由武汉大学水利水电

学院黄社华教授主持，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专委会主任刘树坤教授和武汉大学李清泉

副校长出席会议，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谈广鸣院长代表会议组织单位致辞，向来自

全国各地的专家和代表们表示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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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会由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中国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长江水利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天津大

学、四川大学高速水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安理工大学、中南水电勘测设计研

究院、广州珠江水利委员会科研所、西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大学等 20 多个单位的代表 80 余人。大会特邀报告和会议论文共 50 余篇。 

 

(2) 农业节水及农业化学物质污

染与控制研究前沿研讨会 

时    间：2004 年 11 月 19－21 日 

地    点：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

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会议厅 

会议主席：杨金忠 教授 

会议概况：2004 年 11 月 20 日，在

武汉大学工学部一教十六楼学术报告

厅召开了“农业节水及农业化学物质污

染与控制 

 

图 15  农业节水及农业化学物质污染与控制 

研究前沿研讨会现场 

研究前沿研讨会”，本次会议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主办，

实验室承办。会议主席：杨金忠教授。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所、

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十多个单位 4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议题： 

1. 对农业节水、农业化学物质污染与控制研究前沿进行研讨； 

2. 对相关研究领域的重点发展和优先资助方向进行研讨。 

 

(3) 长江流域水沙产输及其环境变化耦

合机理学术交流暨 2004年会 

时    间：2004 年 12 月 4-5 日 

地    点：武汉大学明珠园 

大会主席：李义天  教授 

会议概况：2004 年 12 月 4 日-5 日，在武汉大

学召开了“‘长江流域水沙产输及其环境变化

耦合机理’学术交流暨 2004 年会”。本次会议 
 

图 16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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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长江 973 项目办公室主办、实验室承办。会议主席：李义天教授。武汉大学周创

兵副校长、包括文伏波院士、殷鸿福院士两名院士在内的项目专家组、国家科技部

咨询专家组、各课题负责人等 70 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议题：1. 对农业节水、

农业化学物质污染与控制研究前沿进行研讨；2. 对相关研究领域的重点发展和优先

资助方向进行研讨等。 

 

(4) 中国水问题论坛第二届学术

研讨会 

时    间：2004 年 12 月 17-19

日 

地    点：北京 

大会主席：夏  军 教授 

会议概况：2004 年 12 月 17 日-19

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水问题论坛

2004 年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本次会

议实验室为主办单位之一。大会主席：

夏军教授。 

 

图 17  中国水问题论坛第二届学术研讨会现场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河海大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西安

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单位的院士、领导和代表共 12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

议主要议题：探索水问题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3.2  学术报告 

表 10   2004 年实验室内部学术报告 

序号 报告人 报  告  题  目 报告时间 

1 张 健 变顶高尾水洞明满混合流流态分析 2004.06.07. 

2 李久生 作物滴灌施肥灌溉条件下水氮精确调控 2004.06.11. 

3 周  健 土石坝动力分析方法与环境岩土工程 2004.06.23. 

4 周济福 河口泥沙运动研究 2004.06.24. 

5 左其亭 基于 RS 和 GIS 的流域水资源评价系统研究 2004.06.25. 

6 傅  春 鄱阳湖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及风险分析 2004.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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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报告人 报  告  题  目 报告时间 

7 夏星辉 黄河水体颗粒物对多环芳烴生物降解过程的影响 2004.06.29. 

8 姜清辉 断续节理岩体三维数值流形方法研究 2004.11.05. 

9 周龙才 多级调水泵站优化运行数学模型研究 2004.11.05. 

10 罗  强 基于人工智能的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2004.11.05. 

11 杜  耘 清江流域生态环境本底数据库建设 2004.11.09. 

12 熊立华 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 2004.11.09. 

13 郭生练 全国水库防洪调度决策支持系统 2004.02.15. 

14 张小峰 计算水力学中的高精度数值格式 2004.02.22. 

15 李  兰 数字水资源与水资源规划 2004.02.29. 

16 谢  平 适应变化环境的水文频率计算方法研究 2004.03.14. 

17 李大美 鱼类的生态水力学特性及其保护对策 2004.03.21. 

18 卢文波 岩石爆破中的动态卸荷及其效应 2004.03.28. 

19 王长德 灌排工程自动化的现状与技术发展 2004.04.25. 

20 杨国录 挟沙水流挟沙力研究状况及展望 2004.04.18. 

21 伍鹤皋 坝下游面钢衬钢历混凝土管道设计 2004.04.18. 

22 黄介生 灌区管理与信息化 2004.05.16. 

23 梅亚东 水资源综合规化介绍 2004.05.23. 

24 杨金忠 多孔介质中水分及溶质运移的随机理论 2004.05.30. 

26 肖  明 地下洞室结构和稳定分析计算慨况和方法 2004.06.06. 

27 谈广鸣 21 世纪长江黄河治理开发中的若干战略思考 2004.09.05. 

28 邵东国 南水北调系统规划与管理 2004.09.05. 

29 胡志根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过程仿真与可视化 2004.09.19. 

30 崔远来 节水灌溉及其尺度效应 2004.09.26. 

32 杨建东 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的前沿研究 2004.11.14. 

33 王先甲 电力市场中的博奕模型与方法 2004.11.07. 

35 常晓林 高拱坝坝体体形优化与结构仿真分析 2004.11.05. 

36 宋星原 基于暴雨数值模拟的流域洪水预报方法进展 2004.11.28. 

38 槐文信 环境水力学研究的若干进展 200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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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报告人 报  告  题  目 报告时间 

39 李义天 水沙科学研究进展 200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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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国内讲学专家报告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职  称 报告人单位 报告时间 邀请人 

1 设计洪水分析与计算 王国安 教授级 
高  工 黄河水利委员会 2004.6.12 郭生练 

2 PMP/PMF 估算 
研究进展 王国安 教授级 

高  工 黄河水利委员会 2004.6.13 郭生练 

3 
提高洪水预报预见期

和预报精度的新方法

研究 
葛守西 教授级 

高  工 
长江水利委员会 

水文局 
2004.7.9 张  翔 

4 建设中的三峡工程 张超然 院  士 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 2004.9.13 谈广鸣 

5 治河杂谈-中国水沙问

题之分析 戴定忠 教  授 
国务院三建委 
泥沙专家组 

2004.10.24 陈  立 

6 复杂动力网络研究 陆君安 教  授 
武汉大学数学与 

统计学院 
2004.10.17 吴运卿 

7 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 廉慧珍 教  授 清华大学 2004.10.28 何  真 

8 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 陈肇元 院  士 清华大学 2004.10.28 何  真 

9 混凝土结构施工指南

的若干问题 廉慧珍 教  授 清华大学 2004.10.29 何  真 

10 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

设计 陈肇元 院  士 清华大学 2004.10.29 何  真 

11 湍流相干结构及流动

不稳定性研究 罗纪生 教  授 天津大学力学系 2004.11.26 刘士和 

12 泥沙科学、河流演变学 
进展 王光谦 教  授 清华大学 2004.11.29 李义天 

13 水利科技发展方向 
及创新 王兆印 教  授 清华大学 2004.12.3 陈  立 

14 大坝工程安全 
防护研究 霍永基 教  授 

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 
2004.12.9 卢文波 

15 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

研制及应用 徐宗学 教  授 北京师范大学 2004.12.9 梅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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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实验室学者特邀报告 

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时  间 地  
点 

1 作物非充分灌溉试验研

究 茆  智 全国灌溉试验会议 2004.01 桂  
林 

2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ange ＆ Flood and 

Sedimentation Disaster in 
Yangtze River Basin 

李义天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CS 

2004.08 宜  
昌 

3 

Sediment Transport 
Processe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李义天 
Proceeding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iver Sedimentation 

2004.10 宜  
昌 

4 Study on the Lowest 
Navigable Water Level 李义天 

Sino-German Workshop on 
Unsteady Sediment 

Transport 
2004.12 成  

都 

5 

Influence of Daily 
Regulation Reservoir on 

the Downstream 
Waterway 

李义天 
Proceeding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iver Sedimentation 

2004.10 宜  
昌 

6 计算岩体力学与工程 陈胜宏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2004.06 瑞  
士 

7 计算岩体力学与工程 陈胜宏 法国里尔科技大学 2004.08 法  
国 

8 无资料地区水文分析计

算研究 郭生练 中国水问题论坛第二届 
学术研讨会 

2004.12 北  
京 

9 
21 世纪水科学不确定性

与复杂性问题研究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 
夏  军 中国水问题论坛第二届 

学术研讨会 
2004.12 北  

京 

10 冲积河流水沙数学模型

的不确定性 曹志先 中国水问题论坛第二届 
学术研讨会 

2004.12 北  
京 

11 河流水库水流的精细数

值模拟 槐文信 长江科学院学术研讨会 2004.12 武  
汉 

12 节水灌溉条件下溶质的

运移理论及分析方法 杨金忠 农业节水及农业化学 
物质污染与控制学术前 

2004.11.20~22 武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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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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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观访问 

表 13  国内参观访问 

序号 时  间 主要来访单位 

1 2004.02.25. 水利部国科司 

2 2004.03.07. 湖南省水利厅 

3 2004.03.07. 洞庭湖管理局 

4 2004.03.12. 广东水电学院 

5 2004.04.16. 长春工程学院 

6 2004.04.23. 新疆水利厅 

7 2004.05.14. 石家庄工程学院 

8 2004.05.16. ITCSCA 

9 2004.05.19. 武汉市排水泵站管理处 

10 2004.05.19. 中国水利灌排发展中心 

11 2004.05.26. 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 

12 2004.06.11. 黄河水资源保护所 

13 2004.06.16. 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14 200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15 2004.09.09 黑龙江大学 

16 2004.09.13. 中国工程院土木工程学部常委会 

17 2004.10.25. 中科院地理科学研究所及国力环境研究所 

18 2004.10.29. 清华学院土木工程学会 

19 2004.11.03. 全国水力学基础年会代表 

20 2004.11.03. 中国地质大学 

21 2004.11.16. 中国水电华东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 

22 2004.11.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3 2004.11.23. 中国水电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3.4  开放基金 

2004 年 5 月~6 月，重点实验室以项目报告会的形式，组织专家评审组对 2003

年度立项的基金项目进行了中期考核，14 位基金项目负责人来室作了项目汇报，

一位项目负责人因在国外无法回国汇报。专家评审组认为 14 个项目都能按要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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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度计划，2005 年可以继续资助。 

2004 年元月，实验室通过各种形式向外发布了申请开放基金项目的有关通知，

截止 2004 年 4 月，实验室共收到项目申请 18 项，其中校外申请 10 项，校内申请

8 项。 

2004 年 5 月，实验室组织了有关专家及相关方面的学术带头人对所申请的项

目进行了初评，专家组结合基金管理办法、实验室研究方向的发展要求及对外开

放程度等因素，初步评审出了 12 项基金，并准备提交学术委员会评审。 

2004 年 11 月，实验室召开了第一届全体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学术委员会

委员对基金初评结果进行了最终评审。 

2004 年度批准开放基金申请报告见表 13。 

表 14  2004 年度开放基金资助课题  

课题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负责人 经费

(万元) 起止时间 

2004B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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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军 4.0 2005.01-2006.12. 

2004B009 基于遥感技术的洪水

灾害监测方法研究 郑州大学 张成才 4.0 2005.01-2006.12. 

2004B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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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中根 4.0 2005.01-2006.12. 

2004B011 水轮机组过渡过程尾

水管流态试验研究 河海大学 郑  源 4.0 2005.01-2006.12. 

2004B012 城乡发展与水资源管

理模型信息系统研究 同济大学 陶  涛 4.0 2005.01-2006.12. 

2004B013 卵砾石粗化层形成与

破坏水流特征研究 四川大学 王协康 4.0 2005.01-2006.12. 

2004B014 灌水器微小流场的数

值模拟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史玉升 4.0 2005.01-2006.12. 

2004B015 长江口生态环境需水

动力学机理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孙  涛 4.0 2005.01-2006.12. 

2004C006 水轮机全流道固液两

相湍流数值模拟 武汉大学 钱忠东 4.0 2005.01-2006.12. 

2004C007 复合明渠非恒定流实

验研究 武汉大学 曹志先 4.0 2005.01-2006.12. 

2004C008 基于 3S 的环保及水

利工程的研究 武汉大学 王喜春 4.0 2005.01-2006.12. 

2004C009 拱坝坝肩抗震稳定分 武汉大学 汪卫明 4.0 2005.01-2006.12. 



 53 

析的块体元法研究 

3.5  高访学者 

2004 年国内高级访问学者 1 人。 

访问学者：肖新棉，女，副教授，华中农业大学 

指导教师：杨金忠教授 

访问期限：2004 年 2 月－2005 年 2 月 

访问目的与要求：参加导师的科研课题，学习水资源利用，设施，农业，节

水灌溉理论，协助指导研究生，旁听部分研究生的相关课程，提高科研能力，了

解相近学科的最近动态，建立长期合作科研关系，以利长期科研合作。 

研究课题：劣质水资源化和灌溉利用技术 

研究计划：参加课题 1：劣质水资源化和灌溉利用技术。具体实施步骤：（1）

实验站灌溉实验；（2）取样分析；（3）建立水质模型。 

参加课题 2：节水灌溉技术研究。研究内容：（1）大棚（温室）作物灌溉制度；

（2）大棚（温室）条件下作物耗水量。  

教学计划：协助指导研究生的“污水利用实验”研究 

学习计划：（1）旁听部分研究生课程；（2）学习“节水灌溉理论”；（3）环境水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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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人才建设 

4.1.1  实验室聘任专家 

表 15  实验室聘任的专家、教授一览表 

姓  名 受聘人单位 专  业 推荐人 聘 职 聘 期 编 号 

王昕皓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USA 

Environment-al 
planning 李义天 教    

授 2004~2007 2004001 

郭俊克 新加坡国立大学 水力学及流体

力学 槐文信 兼职教

授 
2004~2007 2004002 

黄国和 University of Regina 
Canada 

modeling of air 
/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systems 

李义天 教    
授 2004~2007 2004003 

许崇育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 
地学院 

水文、水资源 
与环境 郭生练 兼职教

授 
2004~2007 2004004 

陈  志 加拿大 水文、水资源 
与环境 夏  军 兼职教

授 2004~2007 2004005 

Paitoon 
ontiwachwuthikul 

Dean of Engineering 
aculty of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Regina 

CANADA 

Process 
systems 

engineering 
李义天 兼职教

授 
2004~2007 2004006 

Christine Chan 

Faculty of 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Regina,Regina, 
Saskatchewan, anada 

信息管理 李义天 兼职教

授 
2004~2007 2004007 

戴会超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

发总公司 
水力学及河流

动力学 谈广鸣 教    
授 

2004~2007 2004008 

4.1.2  实验室人才引进 

表 16  2004 年引进与选留人才情况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学 历 来 源 专业类别 研究方向 

曹志先 1963.10 博 士 英 国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河流水力学与泥沙运

动 

钱忠东 1976.12 博 士 清华大学 流体机械及工程 流体机械 

周  伟 1975.11 博 士 武汉大学 水工结构工程 高坝结构设计理论 

孙昭华 1976.10 博 士 武汉大学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水沙灾害防治 

杨中华 1977.2 博 士 武汉大学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环境水力学 
 

引进人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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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志先教授  1991 年获武汉大学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专业博士学位；1996 年

破格晋升教授；1998 年至 2004 年在英国和日本作高级研究员和访问教授，从事合

作学术研究；2003 年荣获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Telford 奖。现任武汉大学水资源与

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国际水力工程与研究学会 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h, 国际沉积学家学会 Sedimentology, 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以及世界泥沙研究学会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diment Research 等国际

主流学术杂志评审人(reviewer)。 

曹志先教授主要从事河流泥沙运动基本理论与数学模型研究。建立了基於湍

流猝发特性的床面泥沙上扬定量化方法。发展了普遍适用于强、弱冲积河流过程

的全耦合数学模型，解决了现有非耦合数学模型不适用于强冲积河流过程这一复

杂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明渠水流动量通量与阻力计算方法，修正了 Saint-Venant 

方程，从而解决了其应用于复合明渠非恒定流计算时河漫滩小水深所引起的理论

问题。 

其代表性论文 10 篇(全部被 SCI 检索)： 

① Cao Z, Pender G, Wallis S, Carling P (2004).“Computational dam-break 

hydraulics over erodible sediment bed.”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130(7), 689-703.  
② Cao Z, Pender G (2004).“Numerical modelling of alluvial rivers subject to 

interactive sediment mining and feeding.” Advance in Water Resources, Elsevier, 27(5), 

533-546. 
③ Cao Z, Carling P, Oakey R (2003). “Flow reversal over a natural pool-riffle 

sequence: a computational study.”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 John Wiley, 

28(7), 689-705. 
④ Cao Z, Egashira S, Carling P (2003). “Role of suspended-sediment particle 

size in modifying velocity profiles in open channel flows.”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39(2), art. no. 1029. (15 pages) 
⑤ Cao Z, Carling P (2002a). “Mathematical modelling of alluvial rivers: reality 

and myth. Part I: general overview.” Water & Maritime Engineering, UK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 154(3), 207-219. 
⑥ Cao Z, Carling P (2002b). “Mathematical modelling of alluvial rivers: reality 

and myth. Part II: special issues.” Water & Maritime Engineering, UK Institu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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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Engineers, 154(4), 297-307. 
⑦ Cao Z, Day R, Egashira S (2002). “Coupled and decoupled numerical 

modelling of flow and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in alluvial rivers.”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128(3), 306-321. 
⑧ Cao Z (1999). “Equilibrium near-bed concentration of suspended sediment.”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125(12), 

1270-1278. 
⑨ Cao Z (1997). “Turbulent bursting-based sediment entrainment function.”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123(3), 

233-236. 
⑩ Cao Z, Wei L, Xie J (1995). “Sediment-laden flow in open channels from 

two-phase flow viewpoint.”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121(10), 725-735. 

钱忠东博士 1976 出生，副教授，清华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流体机械，

计算流体力学（CFD），电磁流体力学（MHD）。发表学术论文 8 篇，其中 SCI 收

录 5 篇，EI 收录 3 篇。 

4.1.3  青年研究人员培养 

2004 年，选派王康到日本鸟取大学作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壤水、

土壤溶质的运移规律。 

2004 年，选派伍靖伟到法国巴黎农业工程研究院（CEMAGREF）学习进修，

学习进修利用遥感及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国河套地区盐碱地的盐化过程。 

2004.09.~12，实验室选派王涛到美国 TASCA Consulting Group、美国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加拿大 ITASCA Canada Consulting Company 等单位，就“国际岩石

力学和岩土工程”领域的问题进行学习与交流。与著名岩石力学专家及 ITASCA 软

件开发创始人 Peter A. Cundall 一起讨论了有关学术问题。 

实验室对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提高了青年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增强了实验室的人才群体的研究实力和与国际机构、学术前沿领域的交流。 

4.2  博士后培养 

2004 年，实验室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共计 8 人。其中，王喜春于 2004 年进站，

王旭升、李义连于 2004 年相继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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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在站博士后 

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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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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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卫明 2002.11. / 陈胜宏 岩石高边坡稳定问题研究 

李俊平 200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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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0. / 杨建东 水轮机三维导叶研究与实践 

王旭升 2002.07. 2004.06. 杨金忠 灌溉的可持续发展与 GSPAC 水循

环模型研究 

李义连 2002.07. 2004.12. 张仁铎 地下水资源与地下水环境 

4.2.2  博士后研究成果 

表 18  2004 年博士后研究成果一览表 

序号 发表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刊物 
类别 

发表 
时间 作 者 

1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Rare Earth 

Elements in Karst  Water of 
Niangziguan Springs 

Proceedings of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odern 
hydrogeochemistry 

一级 2004 李义连 

2 

 Temporal-Spatial Variation of 
Isotopic Compositions as 

Indicators of Hydrodynamic 
Conditions of a Large Karst Water 

System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ater resource 

and the unbar envirement  
一级 2003 李义连 

3 水岩相互作用模拟的研究进展 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一级 2003.6 李义连 

4 斜坡地下水 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核心 2003.3 王旭升 

5 承压含水层井流-盖层弯曲 
效应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核心 2003.10 王旭生 

6 The role of Ground-water under a 
Large Irrigation-drainage syste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ater Resource and Unbar 

Enviro 
国际会议 2003.11 王旭生 

7 沙井地基固结三维有限元模型 
及应用 岩土力学 核心 2004.1 王旭生 

8 内蒙古河套灌区 GSPAC 水分通

量 灌溉排水学报 核心 2004.3 王旭生 

9 滑坡稳定性变化与地下水 地质科技情报 核心 2004.6 王旭生 

10 ArcGIS 水文数据模型在区域水  第六届 ArcGIS 暨 ERDAS 中国际会议 2004.10 王喜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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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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分析中的应 国用户大会 

4.2.3  博士后研究进展 

1) 王喜春 

课题进展情况：(包括进度及所遇到的问题) 

截至目前已经完成 的内容： 

(1). 软件系统总体设计和界面开发 

(2). 初步完成数据库开发。 

(3). 完成用水预报模型、水库日径流预报模型、洪水预报与调度模型、发电调

度模型及联合调度模型以及软件的雏形开发。 

2) 李义连 

A.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研究工作内容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下水稀土元素分配迁移模式及

水动力信息指示研究》（40172086）的研究范畴，并受其支助。旨在研究岩溶地下

水中稀土元素的含量、分布分配模式、迁移演化机制，从而揭示内在岩溶水系统

的水文地质条件和地下水化学条件的改变，以及水动信息。 

研究的技术路线是：在详尽查明研究区地下水运动特征和赋存条件的基础上，

采用原位测试技术，精细刻画和定量模拟地下水中稀土元素分配模式及沿水流方

向上发生的地球化学作用与稀土元素迁移、转化规律。 

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手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水文地质调查：在充分搜集前人资料基础上，对地下赋存条件及含水层的

三维变化特征、地下水位、水温和电导率变化进行详尽观测；利用某些已有井孔

进行抽水试验，利用正在进行的钻孔进行岩石样品的采集。 

(2) 现场取样、实测：①定深取样，采集指定含水层或某一深度范围内的地下

水样品；②现场原位实测，该技术尚未在地下水化学测试中应用：温度、pH（精

度达到 0.01±）、电导率、溶解氧、游离 CO2、碱度、水位；③典型岩石样品采集。 

(3) 室内分析测试：稀土元素及微量元素使用 ICP—MS 测定；常规阴阳离子

使用美国 Dionex 离子色谱分析。 

(4) 模拟计算：水—岩石反应的稀土元素地球化学模拟，以 PHREEQC 为模型

基础，通过模拟计算确定稀土元素的离子配分模型、络合作用，以及溶解—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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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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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研究成果 

对娘子关泉域岩溶地下水稀土元素的分布与分布模式的研究发现，地下水稀

土元素经页岩标准化，其分布模式在不同的地下水和水动力条件下的地下水中具

有明显的差异，可分为 6 类：第四系平坦型、矿坑水 U 型、补给区对称 M 型和拖

尾型、排泄区 MREE 弱突起型。该差异可用作地下水条件的判识依据。地下水稀

土背景标准化分配模式有 5 种类型，分别是“U 形”型、左倾斜型、MREE 突起型、

右倾型、“浅 U 形”型。该 5 种类型分别揭示地下水化学成分演进成因。因此，地

下稀土元素具有类似同位素效果，可作为来源示踪和成因提取的指示剂。研究创

新之处是： 

(1) 建立了一套典型（岩溶）水—岩作用的稀土赋存、分配模式、填补稀土元

素在地下水赋存、分配模式研究的不足；建立稀土元素水溶液相的离子配分、络

合作用模型。 

(2) 获取地下水运移过程中地球化学条件改变而导致的稀土元素迁移、转化与

富集的规律。首次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水—岩作用信息的稀土元素分布分配模式，

这些模式具有在其他类似研究地区的可应用性。 

(3) 初次提出，利用地下水稀土背景进行标准化，其稀土分配模式能更准确在

反映地下水流动过程中所经历的地球化学作用和地下水动力信息。 

C. 研究意义 

国内外对地下水—岩作用结果下的水液相稀土元素虽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

迄今尚无典型水—岩作用下典型水液相稀土分配模式，以及存在形式、迁移演化

规律的水化学控制条件并不十分清楚。 

本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解决上述基础理论性研究难题，丰富水—岩相互作

用的地球化学理论，而且可以为反映地下水动力信息、地下深层地层岩性、构造

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有助于充分发挥地下水的利用价值，为人民生活、农业生产、

以及生态系统寻找优质的水源。因此，本项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广阔的应

用前景。 

3）王旭升 

A.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在武汉大学水利工程博士后流动站（2002 年 7 月~2004 年 6 月）期间，在合

作导师杨金忠教授指导下参与了国家自然基金和黄河基金联合资助项目

（50239090）“宁蒙河套灌区水平衡机制及耗水量研究”，研究实例是内蒙古河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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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该灌区为中国最大的三个灌区之一，是黄河流域一个典型的内陆干旱半干

旱平原型灌区。 

采用区域水盐的系统均衡法分析了河套灌区现在和将来区域水循环通量强度

和盐分输运强度。 

综合目前水文模型和陆面过程参数化方案的成果，采用参数化模型方法建立

了大型灌区陆地水循环模式的参数化方案（LWCMPS_ID），编制了有关的计算程

序。利用所研制的模型分析了河套灌区过去 20 年和未来 20 年的水循环及盐分动

态过程。 

B. 研究成果 

综合吸收前人在水循环模型和灌区水文方面的研究成果，建立了大型灌区陆

地水循环模式的一个参数化方案 LWCMPS_ID，并发展了内嵌的盐分输运参数化

模型。从而，建立了一个综合模拟灌区地表水、地下水和 SPAC 水文循环的模型框

架、解决若干关键技术问题和开发一个可运行的模拟平台。LWCMPS_ID 的特色

主要为： 

(1) 采用半分布式参数模型，灌区划分为灌域，灌域内又包括若干土壤区块； 

(2) 灌溉-排水系统的径流采用分块集中参数模拟计算； 

(3) 参考 LAPS 的处理方法把土壤分为 3 层（表层、浅层和深层），但是深层

土壤包气带具有可变厚度，土壤水渗流采用一维分格式的 Richard 的方程计算，考

虑根系吸水和根系分布的变化； 

(4) 潜水流动采用分块一维差分格式的 Boussinesq 方程计算； 

(5) 在土壤水渗流与潜水流动的耦合技术方面，提出了转化补给量的计算方

法，对土壤水渗流方程和潜水流动方程进行了水均衡处理； 

(6) 在土壤水冻结融化模拟技术方面，提出了一个充分可观测量而不必计算热

传导的简化模拟，对灌区分析具有实用性； 

(7) 饱和-非饱和带的盐分输运采用迎风格式的对流-弥散方程计算，但没有考虑

吸附-溶解作用； 

(8) 潜水的盐分输运只考虑与灌区有关的盐分动态层，其厚度小于实际含水层

的厚度； 

(9) 利用特征参数和特征曲线建立各个层次的水文模拟，具有模拟水循环和盐

分输运日动态的功能； 

(10) 程序设计中使各个水循环子系统可以相对独立的运行，建立数据共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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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迭代机制实现耦合模拟，便于完善和生升级。 

C. 研究意义 

大型灌区的陆地水循环模式与普通天然流域存在重要的区别，受到农业活动

的强烈干预。认识大型灌区的陆地水循环和盐分输运特征，对于内陆干旱半干旱

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开发利用具有实际意义。 

研制大型灌区陆地水循环模式的参数化方案，为通过模拟的方法全面了解灌

区地表水系统、地下水系统和农业土地利用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合理的途径。

LWCMPS_ID 综合交叉了地表水模型、地下水模型和 SPAC 模型等多种不同专业领

域的模拟方法，模型框架简明，参数指标具有代表性，适合在当前国内灌区的研

究水平基础上进行大尺度水循环模拟，能够在我国西北、华北等干旱半干旱平原

型灌区推广应用。 

4.3  研究生培养 

4.3.1  研究生培养 

2004 年，实验室研究生培养力度进一步增强。新招收博士生 45 人，新招收硕

士生 135 人；毕业博士生 22 人，毕业硕士生 86 人。 

4.3.2  优秀研究生名单 

(1) 2004年武汉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名单 

吴泽斌  李  鹏  罗  伟  张金强  何  娟  赵  微  盛永清  肖伟华  

黄显峰  张洪刚  管光华  强  晟  赵  微 

(2) 2004年武汉大学优秀研究生名单 

陈  华  黄站峰  殷  红  刘数华  闫惠玉  秦小华  黄显峰  叶群山  

刘武艺  孙金山  何  娟  朱芮芮  李志军  盛永清  葛立福  李  鹏 

刘  杰  武  见  方  彬  王丽娟  傅建彬  方神光  强  晟  张  鹏 

赵  微  罗  伟  白呈富  任  翔  辛  沛  阳书敏  赵  丹  黄仁勇 

钟名军  叶爱中  孙永波  张鹏飞  陈  明  何则干  吴泽斌  柳  杨 

李  泽  李建波  王晓林  查  锐  王  娟  俞  淞  柴晓玲  李  娜 

申  艳  蒋逵超  石  妍  何  用  刘  丹  周发超  张金强  付  甦 

郭鸿俊  游龙飞  熊  政  高  峰  王海亚  陈运梅  管光华  王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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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凌  周志贞  戴  颖  赵  宁  陈  建  卢  冰  余列强  尹习双 

黄建红  秦卫星  冯学敏  谢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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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2004 年研究生名单 

表 19  2004 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名单 

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412060001 董前进 男 系统工程 

200412060002 韩 东 男 系统工程 

200412060003 王广民 男 系统工程 

200412060004 江 燕 女 系统工程 

200412060005 桂发亮 男 系统工程 

200412060006 刘 涛 男 系统工程 

200412060007 史 超 女 岩土工程 

200412060008 盛永清 男 岩土工程 

200412060009 郭志华 男 岩土工程 

200412060010 杨 坤 女 岩土工程 

200412060011 叶爱中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12060012 尹雄锐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12060013 林凯荣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12060014 肖 义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12060015 李 玮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12060016 李文武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12060017 陈立华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12060018 寇继生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12060019 要 威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12060020 陈 建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12060021 宁 磊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12060022 熊小元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12060023 穆锦斌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12060024 屈文谦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12060025 张艳霞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12060026 王 军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12060027 余新明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12060028 郑惠峰 男 水工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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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412060029 付成华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412060030 周 刚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12060031 崔建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12060032 蒋春艳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412060033 朱双林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412060034 陈 浩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12060035 袁锦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12060036 张 萍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412060037 彭 辉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12060038 石 妍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412060039 姚惠芹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412060040 吴 亮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12060041 朱红兵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12060042 李洪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12060043 范锡峨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12060044 王乐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12060045 王丽影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412060046 岳卫峰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12060047 申 艳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412060048 蒋逵超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12060049 吴晓玲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412060050 代 涛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12060051 邹朝望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12060052 吴 瑕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412060053 傅志浩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12060054 蔡学良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12060055 代俊峰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12060056 胡吉敏 女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200412060057 赖永辉 男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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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2004 年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名单 

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422060005 罗秋实 男 流体力学 

200422060006 黄 伟 女 流体力学 

200422060007 梅龙喜 男 材料学 

200422060008 杨婷婷 女 材料学 

200422060009 杨惠芬 女 材料学 

200422060010 陈 霞 女 材料学 

200422060011 宋军伟 男 材料学 

200422060012 易俊新 男 材料学 

200422060013 顾文权 男 系统工程 

200422060014 刘 洁 女 系统工程 

200422060015 邓宇杰 男 系统工程 

200422060016 黄 兵 男 系统工程 

200422060017 周 琼 女 系统工程 

200422060018 严学勇 男 系统工程 

200422060019 陶自成 男 系统工程 

200422060020 李兆增 男 系统工程 

200422060021 林忠兵 男 系统工程 

200422060022 袁 平 男 岩土工程 

200422060023 张海泉 男 岩土工程 

200422060025 何 姗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26 叶凌云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27 李允军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28 喻 婷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29 熊 莹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30 余海艳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31 李超群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32 刘 星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33 王 万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34 陈广才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35 唐金鹏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36 鲍正风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37 滕 燕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38 王小飞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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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422060039 陈燕飞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40 李 丹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41 吴 奕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42 贺丽媛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43 朱 勇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44 张 俊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45 张艳军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46 王晓妮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47 朱 灿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48 李艳平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49 殷志远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50 胡士辉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51 李 匡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52 范 源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53 董 红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54 黄 卡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55 胡贤群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56 李兰涛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57 张 涛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58 李崇勇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59 刘战友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422060060 丁志良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22060061 许 慧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22060062 闫金波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22060063 黄荣敏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22060064 刘 林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22060065 胡晓张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22060066 何小花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22060067 郭小虎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22060068 冯 雨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22060069 何永生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22060070 陈 飞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22060071 李 涛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22060072 吴 飞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22060073 杨芳丽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68 

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422060074 双学珍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75 闫 军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422060076 陈培培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77 万志鸿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78 郑 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79 何小梅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80 周小恒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81 程 井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82 金 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83 钟 俊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84 杨 梅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85 何艳军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86 赵艳亮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87 杨 辉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88 伍晓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89 罗 岚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90 白留星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91 徐光彬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92 张 勇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93 熊春发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94 毛 谦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95 杨国利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96 卢建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97 陈 浩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98 樊 亮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099 冯克义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00 徐家奇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01 周 龙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02 苗永光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03 岑晋峰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04 王 辉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05 高 炼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06 文胜良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07 高 鹏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08 吴少松 男 水工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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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422060109 邹大江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10 韩 健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11 徐 亮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12 马跃刚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13 吕 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14 顾晓东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15 孙晓勇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16 余志超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17 代礼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18 张 微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19 李勋峰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20 刘先江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21 谢心恒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22 张水锋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23 王小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24 曹 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25 陈代良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26 刘向富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27 程 丽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28 顾靖超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29 王宜将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30 陈 炜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31 潘  云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32 宋根才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33 张松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34 陈 靖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35 邱亚锋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36 李勇泉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37 邓书申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38 童菊秀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39 刘玲玲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40 叶 超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41 乔淑娟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42 邰纯洁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43 刘文彬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44 王建伟 男 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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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422060145 向志梁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46 付 亮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47 周桂林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48 贺翠华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49 王小梅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50 李 洁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422060151 张 栋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52 郑春风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53 黄 凯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54 胡 晗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55 张自宽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56 魏 敏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57 陈鹏飞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58 许光义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59 任 祎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60 孙宁宁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61 袁寅涛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62 冯 靖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422060163 曾小辉 男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200422060164 窦身堂 男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200422060165 李 军 男 环境工程 

200422060166 盛 丰 男 环境工程 

200422060167 班 璇 女 环境工程 

200422060168 卢炜娟 女 环境工程 

200422060169 邱 兰 女 环境工程 

200422060170 何书琴 女 环境工程 

200422060171 邓 灿 男 环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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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04 年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名单 

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212060001 刘  萍 女 系统工程 

200212060002 贾  武 男 系统工程 

200212060003 郑君君 女 系统工程 

200212060004 艾学山 男 系统工程 

200212060005 尹正杰 男 系统工程 

200212060006 程鸿群 女 系统工程 

200212060007 方  强 男 系统工程 

200212060008 殷  红 女 系统工程 

200212060009 楚扬杰 男 系统工程 

200212060010 吴秀君 女 系统工程 

200212060011 叶  春 男 系统工程 

200212060012 向文飞 男 岩土工程 

200212060013 金业权 男 岩土工程 

200212060014 刘  攀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12060015 张洪刚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12060016 何新林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12060017 徐高洪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12060018 刘  丹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12060019 万  飚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12060020 成  洁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12060021 张  青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12060022 李莉红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12060023 孟春红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12060024 严  冬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12060025 毛德华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12060026 王家生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12060027 齐鄂荣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12060028 何  用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12060029 黄  颖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12060030 段红东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12060031 雷  艳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12060032 李占松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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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212060033 刘  永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12060034 柳咏心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12060035 许全喜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12060036 靳  萍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12060037 许桂生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12060038 强  晟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12060039 邬爱清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12060040 郭向勇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12060041 吴定燕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12060042 程晓燕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12060043 杨海红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12060044 张孝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12060045 易长平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12060046 任春秀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12060047 陈劲蕾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12060048 李小平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12060049 朱秀珍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212060050 马承新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12060051 张治川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12060053 刘丙军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12060054 吴运卿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12060055 肖  宜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212060056 唐岳灏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12060057 黄善明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12060058 伍靖伟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12060059 邱元锋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12060060 黄  爽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212060061 方神光 男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200212060062 曾玉红 女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200212060063 赵连军 男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200312060001 余  谦 男 系统工程 

200312060002 黄  超 男 系统工程 

200312060003 欧阳芳锐 女 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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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312060004 王建平 男 系统工程 

200312060005 孟  戈 女 系统工程 

200312060006 陈亚林 女 系统工程 

200312060007 李长杰 男 系统工程 

200312060008 朱晓波 男 系统工程 

200312060009 游文霞 女 系统工程 

200312060010 周  毅 男 系统工程 

200312060011 王小林 男 系统工程 

200312060012 李修树 男 系统工程 

200312060013 武夏宁 男 系统工程 

200312060014 吴凤燕 女 系统工程 

200312060015 庞  博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12060016 陈  华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12060017 袁立宏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12060018 李崇浩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12060019 缪益平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12060020 玄英姬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12060021 许新发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12060022 李学海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12060023 吴  剑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12060024 王秀英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12060025 张  为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12060026 赵世来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12060027 孙笑非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12060028 张俊勇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12060029 吴门伍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12060030 崔占峰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12060031 冯小香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12060032 袁  晶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12060033 付小莉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12060034 蔡书鹏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12060035 周艳国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36 秦卫星 男 水工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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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060037 冯学敏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38 何则干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39 彭成佳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40 王先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41 肖 黎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42 喻胜春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43 解凌飞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44 王从锋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45 肖诗荣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46 刘数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47 程圣国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48 刘冬梅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49 晏思聪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50 俞进萍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51 苏利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52 许红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53 陈  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54 金旭浩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55 李本平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56 万富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57 刘  全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58 杨学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59 李家正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60 康迎宾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61 刘  昕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62 黄宜胜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12060063 韩丙芳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64 陈秀红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65 胡浩云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66 林  琳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67 李少龙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68 管光华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69 范  杰 男 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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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060070 崔  巍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71 李亚龙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72 徐占国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73 顾世祥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74 郭爱文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75 詹佳佳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76 陈俊涛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77 何  勇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78 苏  凯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79 张  伟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80 吴海林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81 赵  丹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82 阳书敏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83 沈新平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84 贺新春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85 罗玉峰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86 王卫光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87 谢  华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88 姜  海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89 鲍卫锋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90 陈  玲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91 孔祥元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12060092 梁爱国 男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200312060093 谢作涛 男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200312060094 刘先珊 女 岩土工程 

200312060095 余志雄 男 岩土工程 

200312060096 张文杰 男 岩土工程 

200312060097 杨晓亭 男 水利水电工程 

 
表 22  2004 年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名单 

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222060009 罗  景 女 流体力学 

200222060010 肖延亮 男 材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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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2060011 石  妍 女 材料学 

200222060012 陈  娟 女 材料学 

200222060013 骆翔宇 男 材料学 

200222060014 金雪莉 女 材料学 

200222060015 傅建彬 男 材料学 

200222060016 赵  伟 男 材料学 

200222060017 高钟伟 男 材料学 

200222060018 叶群山 男 材料学 

200222060019 刘庆红 男 系统工程 

200222060020 郑玉胜 男 系统工程 

200222060021 范连志 男 系统工程 

200222060022 邓  锐 男 系统工程 

200222060023 余  维 男 系统工程 

200222060024 张海英 女 系统工程 

200222060025 代  涛 男 系统工程 

200222060026 李  玮 男 系统工程 

200222060027 曾志炫 男 系统工程 

200222060028 吴一冯 男 系统工程 

200222060029 袁红梅 女 系统工程 

200222060030 李向阳 男 岩土工程 

200222060031 段金曦 男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200222060032 林凯荣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33 李  娟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34 卢  冰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35 周  芬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36 刘  蕾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37 李建华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38 董前进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39 张保生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40 朱芮芮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41 李丹颖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42 倪雅茜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43 蓝家万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44 黄程鹏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45 刘画眉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46 邹冰玉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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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2060047 方崇惠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48 操建峰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50 叶爱中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51 刘冬英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52 邓彩琼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53 王丽娟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222060054 郜会彩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22060055 要  威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22060056 刘  云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22060057 周家俞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22060058 张  芹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22060059 穆锦斌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22060060 陈  建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22060061 吴  腾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22060062 王志国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22060063 郭红亮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22060064 王  煌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22060065 蓝霄峰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22060066 薛小华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22060067 张春燕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22060068 向  波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222060069 刘姗姗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70 朱双林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71 张优秀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72 蒋春艳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73 史  超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74 黄建红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75 郑惠峰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76 王瑞贵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77 桂惠中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78 黄祥志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79 孙金辉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80 张吉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81 潘  超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82 乐治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83 祝  雯 女 水工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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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222060084 李志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85 杨正保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86 程  严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87 陈立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88 范锡峨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89 吴  亮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90 盛永清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91 张辉辉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92 余列强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93 柳志新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94 丁世来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95 李堰洲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96 尹习双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97 甄育才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98 唐  浩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099 杨安林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00 王  莎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01 陈  锐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02 陶铁铃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03 焦修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04 周文芳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05 罗  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06 蒋媛媛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07 汪海平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08 李  泽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09 唐  敏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10 位  敏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11 王秀杰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12 李永新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13 万  娜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14 朱晓玲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15 姚惠芹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16 刘定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17 李声平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18 文  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19 李志刚 男 水工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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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2060120 葛立福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21 杨志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22 廖文来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23 孙永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24 肖群香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25 石教豪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26 张  建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27 张鹏飞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28 胡春霞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29 张有才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30 刘文潮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31 闫慧玉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32 柳  杨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33 张  锐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34 方锦秀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35 李建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36 张子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37 李  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38 李  红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39 王丽影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40 郭  华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41 闫军南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42 蒋逵超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43 蔡学良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44 王海亚 女 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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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22060148 李铁光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49 邹朝望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50 宋书鲫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51 喻玉清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52 郑永兰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53 杨  琳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54 郑向阳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55 罗京龙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56 韩前龙 男 水利水电工程 



 80 

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222060157 傅志浩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58 石金堂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59 辜晓原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60 卢继红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61 孟  鹏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62 陈运梅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63 任  翔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64 黄站峰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65 徐  松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66 高  峰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67 张  雷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68 赵晓波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69 庞立新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70 赵得军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71 辛  沛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72 刘和兵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73 杨如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222060174 申  艳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75 戴哲转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76 刘洁颖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222060177 陈  娓 女 环境工程 
200222060178 钟名军 男 环境工程 
200322060011 黄显峰 男 系统工程 

200322060012 王  庆 女 系统工程 

200322060013 万年华 女 系统工程 

200322060014 蔡淑兵 男 系统工程 

200322060015 郑振浩 男 系统工程 

200322060016 王建军 男 系统工程 

200322060017 李慧伶 女 系统工程 

200322060018 谌  芸 女 系统工程 

200322060019 王  鲜 男 系统工程 

200322060020 吉  海 男 系统工程 

200322060021 孟  刚 男 岩土工程 

200322060022 戴跃华 男 岩土工程 

200322060023 江进辉 男 岩土工程 

200322060024 柴晓玲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25 张  俐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26 万东辉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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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2060027 周玉琴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28 冯文琦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29 方  彬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30 黄小锋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31 王  欣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32 武  见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33 李  娜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34 蔡振华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35 张元波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36 李有为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37 潘红忠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38 李安强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39 叶  琰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40 肖伟华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41 俞  淞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42 李  德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43 陈  敏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44 丁杰华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45 万  伟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46 易松松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322060047 江  凌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22060048 刘玉成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22060049 黄卫东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22060050 甘富万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22060051 程文龙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22060052 邓晓丽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22060053 黄仁勇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22060054 何  娟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22060055 王  敏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22060056 金国裕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22060057 舒彩文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22060058 杜华珠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22060059 陈  珺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322060060 葛晓春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61 易  志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62 吴余生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63 黄玉锋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64 严 鹏 男 水工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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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322060065 冉红玉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66 王  娟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67 薛娈鸾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68 刘杏红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69 张小艳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70 刘  杰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71 李  鹏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72 陈  翔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73 杨兴义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74 靳  鹏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75 查  锐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76 许  美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77 王晓林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78 孙冠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79 秦小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80 陈  正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81 姚若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82 陈维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83 定  兰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84 熊碧露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85 刘新刚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86 孙金山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87 陈占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88 黄 源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89 杜桂林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90 盛晓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91 罗  丹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92 王  强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93 游龙飞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94 李  黎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95 罗  伟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96 熊  政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97 郑华伟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98 付  甦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099 程晓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00 白呈富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01 邱  云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02 邹  沐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03 程  睿 女 水工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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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322060104 卢  薇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05 杨碧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06 杨永平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07 郭鸿俊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08 曹怀志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09 曹艳辉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10 张地继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11 汪  强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12 赵春菊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13 周立宏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14 张春燕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15 夏传星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16 尹  华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17 谭红强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322060118 周韶伟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19 罗明清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20 莫  剑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21 高志芹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22 张  艳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23 姚  雄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24 赵  微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25 史良胜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26 张  巍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27 王从保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28 刘武艺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29 张  鹏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30 彭云枫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31 谢先红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32 郭凌云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33 饶柏京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34 李长菁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35 周发超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36 陈  涛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37 万  珍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38 吴泽斌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39 张金强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40 陈昌盛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41 王海波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42 郑祖金 男 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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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200322060143 龚少红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44 陈鲁莉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45 张  新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322060146 严佳庆 男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200322060147 董炳江 男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200322060148 张永勇 男 环境工程 
200322060149 魏小华 女 环境工程 
200322060150 陆俊卿 男 环境工程 
200322060151 张光义 男 环境工程 
200322060152 杨  丽 女 环境工程 
200322060153 郭新蕾 男 环境工程 

 

表 23  2004 年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名单 

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单 位 

2000112060001 王世梅 女 岩土工程 三峡大学 

2000112060002 荣 冠 男 岩土工程 武汉大学 

2000112060003 胡 明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0112060004 易赛莉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清华大学 

2000112060005 王红萍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武汉大学 

2000112060006 张利平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武汉大学 

2000112060007 阮 燕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武汉大学 

2000112060008 田向荣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利部 

2000112060009 王才君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利部 

2000112060010 彭定志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0112060011 乔云峰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0112060012 李继清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东北电力大学 

2000112060013 张玉山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委员会办公室 

2000112060014 周念来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0112060015 代 君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武汉大学 

2000112060016 曹生荣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武汉大学 

2000112060017 方德斌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武汉大学 

2000112060018 梁 劲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北京电力公司 

2000112060019 李湘姣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0112060020 朱中云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国家开发银行兰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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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单 位 

2000112060021 王泉德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0112060022 孙昭华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武汉大学 

2000112060023 吴卫民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武汉大学 

2000112060024 王禄超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0112060025 张海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江汉大学 

2000112060026 王若林 女 水工结构工程 武汉大学 

2000112060027 王传玺 男 水工结构工程 武汉大学 

2000112060029 陈美祝 女 水工结构工程  

2000112060030 孙乃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0112060031 刘金龙 男 水工结构工程  

2000112060032 周 伟 男 水工结构工程 武汉大学 

2000112060033 闫生存 男 水工结构工程 湖北省清江水电开发公司 

2000112060034 杨海云 女 水工结构工程 福建省电力试验研究院 

2000112060035 王晓红 女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 

2000112060036 马吉刚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山东省水利厅小清河管理局 

2000112060037 陆垂裙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0112060038 王维平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2000112060039 张礼卫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深圳市水务局 

2000112060040 冯晓波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 

2000112060041 田兴参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 

2000112060042 刘增进 男 水利水电工程 东北水利水电学院 

2000112060043 赵桂连 女 水利水电工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0112060044 彭正洪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 

2000112060045 肖惠民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 

2000112060046 杨中华 男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

程 武汉大学 

 
 
 
 

表 24  2004 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名单 

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单 位 

200122060014 彭作为 男 岩土工程 中国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 

200122060015 孔 建 男 
防灾减灾工程及 

防护工程 
长江水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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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单 位 

200122060017 喻令宝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122060018 张伟东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

院 

200122060020 牛存稳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200122060021 肖 义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武汉大学 

200122060022 尹雄锐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武汉大学 

200122060023 张 铭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华中科技大学 

200122060024 朱 奎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中国矿业大学 

200122060025 赵梁明 女 水文学及水资源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管理局 

200122060026 徐德龙 男 水文学及水资源 长江水利委员会 

200122060027 徐林春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00122060030 张先平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长江水利委员会 

200122060031 王秀英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00122060033 袁雄燕 女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长江水利委员会 

200122060034 刘万利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交通部天津水运科研所 

200122060035 余新明 男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武汉大学 

200122060039 冯道雨 男 水工结构工程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200122060040 徐森泉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广东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200122060041 赵本基 男 水工结构工程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管理局 

200122060044 周科志 男 水工结构工程 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0122060045 钟长红 女 水工结构工程 重庆水利工程质量监督中心 

200122060046 黄 河 男 水工结构工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122060047 林 军 男 水工结构工程 深圳市水务局 

200122060048 牟志银 男 水工结构工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122060049 王尚勇 男 水工结构工程 湖南省水利厅 

200122060050 苏玉杰 男 水工结构工程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所 

200122060051 周洪波 男 水工结构工程 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0122060052 吴雅峰 男 水工结构工程 浙江钱塘江管理局设计院 

200122060054 张忠伟 男 水工结构工程 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0122060056 郭晓娜 女 水工结构工程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管理局 

200122060057 李瑞青 女 水工结构工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122060058 潘燕芳 女 水工结构工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122060059 颜晓梅 女 水工结构工程 广东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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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单 位 

200122060060 邹鹏飞 女 水工结构工程 宁波市水电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122060066 冯 江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心 

200122060067 何子杰 男 水利水电工程 长江水利委员会 

200122060068 胡 钢 男 水利水电工程 长江水利委员会 

200122060069 黄会勇 男 水利水电工程 长江水利委员会 

200122060070 李道西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河海大学 

200122060071 彭幼平 男 水利水电工程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 

200122060072 王 涛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深圳市南山区人事局 

200122060073 武夏宁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 

200122060075 岳卫锋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122060076 陈 丹 女 水利水电工程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00122060077 王 丹 女 水利水电工程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200122060078 陈 玲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122060080 吴凤燕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0122060081 阳 芳 女 水利水电工程 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 

200122060082 叶季平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广东省惠州市水利局 

200122060083 舒卫萍 女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 

200122060084 姜 海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0122060085 王桂平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 

200122060086 朱丽楠 女 水利水电工程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122060088 詹佳佳 女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 

200122060089 李国亚 男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中国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 

200122060126 张 建  水工结构工程 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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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学术委员会活动 

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 2004

年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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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欢迎辞，实验室主任夏军教授代表实验室汇报了一

年来实验室在基础建设、基础研究、学术交流和发展方向的汇报，到会学术委员

会委员还有郑守仁、王光谦、冯树荣、郭生练、杨金忠等，实验室全体领导、学

术带头人及部分教师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委员们听取了实验室的工作汇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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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认

为： 

1. 实验室根据总体研究方向，围绕水文水资源基础理论和应用、水资源的高

效利用、防灾减灾的理论和方法、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重大科技问题开展科学试

验、基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理论研究，注重与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和国家重点工程问

题相结合，为国家的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服务，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2. 实验室建设一年多来，根据实验室建设和学科建设的规划，在基础设施和

研究条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基本形成了开展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平台。 

3. 实验室积极组织和主持召开国内外学术会议，聘请外国专家来本实验室讲

学和交流，对提高实验室研究水平和扩大实验室的知名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实验

室已具备对国内外学者开放的良好学术环境和实验条件，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和国际接轨。 

4. 实验室注重发挥水利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充分利用武汉大学的资源，依

靠学科交叉寻求学科发展，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5. 实验室要结合高等学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特点，充分发挥和利用学校的资

源优势，发展和创新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形成资源共享的研究平台和

基础理论的研究基地。 

6. 实验室的各主要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和主要研究人员年富力强，在研究

生培养方面具有优势。应进一步加强年轻杰出学术人才的培养，提出切实可行的

培养措施，列入实验室的发展计划，以确保实验室的发展后劲。 

7. 实验室应进一步加强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工作，拓展研究方向，结合所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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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国家重大研究课题和重大工程项目，在优势研究领域取得标志性研究成果和高

水平的学术论文。 

8. 审议通过实验室拟定的开放研究基金共十七项，基金课题的研究内容与实

验室研究方向紧密结合，同时体现出交叉融合，分布合理。 

9. 希望依托单位根据重点实验室建设的论证意见，尽快实施“水资源与水电

工程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体研究基地”的建设计划，形成武汉大学水利科学研究的

中心。 

5.2  建设投入经费 

至 2004 年 12 月底，建设投入经费共计为 1,196 万元，其中基地建设经费 500

万元（其中，水问题研究中心 50 万元），“十五”“211”水资源与水电工程重点学

科建设经费 320 万元，水文水资源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经费 131 万元，水利水电工

程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经费 245 万元。 

5.3  基础设施建设 

(1) “农田水利科学实验楼”和“水工结构实验楼”顺利完工，并于 2004 年 9

月投入使用。两栋楼经过实验室网络建设、办公条件配置等，实验室每个副高职

以上研究人员可以拥有一间研究用房。实验室科研人员学术科研环境有了较大改

善。 

(3) 完成实验室网上合作研究中心的校内实验局域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实验

室的各组成部分的信息网络互传功能。 

(4) 完成水工模型实验大厅的水循环系统基础设施改造建设，大大提升了水工

模型试实验大厅的科研服务能力，实验大厅承担科研经费由 2003 年的 75 万元上

升到 2004 年的 300 万元。 

(5) 学校原计划在 2004 年底开工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水资源与水电工程

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体研究基地，由于学校建设经费投入不足，目前仍在积极筹划

之中。 

5.4  仪器设备建设 

 (1) 开发大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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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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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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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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5  购置小型仪器设备一览表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数量 经费 (千元)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数量 经费 (千元) 

1 计算机 49 28.404 21 紫外可风分光光度计 1 1.29 

2 笔记本电脑 7 12.9938 22 超低温冰箱 2 2.0 

3 服务器 5 10.845 23 测汞仪 1 0.48 

4 扫描仪 2 1.865 24 去湿机 2 0.6 

5 电机 1 0.86 25 原子吸收氢化物发生

器 
1 0.628 

6 
数字总线远程 

采集仪 
1 0.225 26 离子色谱仪 1 9.98 

7 水泵 1 0.592 27 数据采集器 1 4.0375 

8 清水泵 1 0.38 28 土壤采样器 1 1.9745 

9 干燥箱 4 1.18 29 BOD 测定仪 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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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数量 经费 (千元)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数量 经费 (千元) 

10 门禁系统 1 5.1 30 数码成像仪 1 0.5 

11 土壤水分测定仪 1 23.6402 31 土壤入渗仪 2 1.7 

12 数据采集系统 1 5.9500 32 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1 3.4 

13 DO 溶解氧仪 1 1.155 33 缝隙槽 4 5.2 

14 化学耗氧量分析仪 1 1.595 34 管道 1 9.825 

15 恒温恒湿培养箱 1 0.781 35 垂线流速分布传感器 1 0.432 

16 无线网桥 4 2.92 36 电脑流速仪 4 3.81 

17 功率放大器 1 0.58 37 空调 6 4.734 

18 搅拌机 2 0.492 38 电磁流量计 5 7.651 

19 骨干交换机 1 14.78 39 软件 8 17.62 

20 声发射检测系统 1 8.7     
 

表 26  仪器设备的研制和改装 

仪器

设备

名称 
完成人 自制或

改装 
开发的功能和用途 
（限 100 字以内） 

研究成果 
（限 100 字以内） 

流量

自动

控制

系统 

贺昌海

雷川华 改 装 

功能：由当地控制单元和远程控制单

元组成。利用当地控制单元的输入面板或

远程控制单元的输入界面，设定需要的流

量，电动调节阀自动开启，电磁流量计读

取流量，利用无线通信方式，系统将开度

和流量制值返回控制软件，电动阀不断调

节开度，直到满足要求。调节时间 60 秒，

误差＜1%。 

利用通信技术

和控制技术，进行系

统集成，开发了适用

于水工模型试验的

流量自动控制系统，

提高了试验的自动

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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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设备运行 

表 27  30 万元以上仪器设备及运行情况 
 

序号 设备 
名称 

价格 
(¥或＄) 

研究工作 
总机时 D 
（小时） 

服务工作 
总机时 E
（小时） 

添置 
时间 

目前
状况 

机时率
（%）

(D+E)/K 

性能 
（限 100 字以内） 

用途 
（限 100 字以内） 

是否
开放 

共享率
（%） 

1 
卫星云图
数据处理
系统 

35.0 300 150 1999 良好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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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50 

2 GPS 软件 45.0 500 200 1999 良好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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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50 

3 水库调度
仿真系统 126.0 900 200 2000 良好 0.61 AlphaSer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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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紊流流速
采集处理
系统 

36.0 1000 1300 1997.7 良好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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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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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 
名称 

价格 
(¥或＄) 

研究工作 
总机时 D 
（小时） 

服务工作 
总机时 E
（小时） 

添置 
时间 

目前
状况 

机时率
（%）

(D+E)/K 

性能 
（限 100 字以内） 

用途 
（限 100 字以内） 

是否
开放 

共享率
（%） 

5 粒子图像
测速仪 33.0 1075 1250 1998.10 良好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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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50 

6 大型 CT
系统 97.0 1700 1500 2002.1 良好 1.78 

500MHz 天线、1000MHz、
25 MHz 天线、50 MHz 天线、100 
MHz 天线、20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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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50 

7 33 米活动
玻璃水槽 44.0 1000 1300 1997.9 良好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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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50 

8 80 波浪试
验水槽 79.0 500 550 1959.12 良好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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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50 

9 
PIV 激光
光源粒子
测速仪 

101.1 800 700 2000 良好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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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50 

10 水泵性能
实验台 120.2 200 150 1998 良好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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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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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 
名称 

价格 
(¥或＄) 

研究工作 
总机时 D 
（小时） 

服务工作 
总机时 E
（小时） 

添置 
时间 

目前
状况 

机时率
（%）

(D+E)/K 

性能 
（限 100 字以内） 

用途 
（限 100 字以内） 

是否
开放 

共享率
（%） 

11 

灌溉排水
综合试验
与测量系

统 

443.0 2000 1500 1999 良好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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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水电站计
算机监控
系统 

71.0 600 400 2000.7 良好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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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50 

13 清水循环
系统 95.0 700 500 2000 良好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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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50 

14 

水工模型
实验测量
与控制系

统 

112.0 600 450 2000 良好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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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50 

15 浑水循环
系统 75.0 1100 1300 2002.12 良好 1.33 最大流量 160/s 为模型实验大厅供给清、浑

水。 是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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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国外专家报告 

表 28  国外专家报告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职 称 报告人单位 报告时间 邀请人 

1 灌区管理数字化 John Blackwell 教 授 

澳大利亚， 
CSIRO LAND and WATER 

C.S.  
Christian Laboratory 

2004.5.17. 杨金忠 

2 污水灌溉研究 Nihal S 
Jaywardane 教 授 

澳大利亚 
CSIRO Land and Water, 

Griffith Laboratory 
2004.5.17. 杨金忠 

3 
数据挖掘技术与供应

链及其在水电工程中

的应用 
Dolun Oksoy 教 授 Alfred University 2004.6.6 胡铁松 

4 Data  Mining Wilfred V. 
Huang 教 授 Alfred University 2004.6.6 胡铁松 

5 

On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watershed 

envrr on mental 
processes 

M.L.Kavvas 教 授 美国加州大学 2004.7.16. 郭生练 

6 

Numerical 
atmospheric 

model-based flood 
forecasting 

M.L.Kavvas 教 授 美国加州大学 2004.7.17. 郭生练 

7 长江流域的蒸发时空

分布和敏感性研究 许崇育 教 授 瑞典乌普萨拉 
大学地学院 

2004.8.2. 熊立华 

8 水文气象模型研究进

展—过去、现在和未来 许崇育 教 授 瑞典乌普萨拉 
大学地学院 

2004.8.3. 熊立华 

9 
对数耦合法及其在计

算水力学、泥沙输移

及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郭俊克 副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土木工程系 
2004.10.13. 槐文信 

10 ASCE 水利工程学报

稿件要求及写作技巧 郭俊克  副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土木工程系 

2004.10.14. 槐文信 

11 水深平均流动的数值

模拟 金也昌 教  授 University of Regina，
Canada, 2004.10.25. 曹志先 

12 利用遥感分析土壤盐

碱化的研究 
Vence 研究员 法国科学院 2004.11.5. 杨金忠 

13 中小型水坝的恢复与

更新 

阿瑟 M.布雷特 
（Arthur M. 

Brate） 

高  级 
工程师 

美国农业部自然资源保护

与利用局 
2004.11.8. 茆  智 

14 美国的农业排水 
管理 

阿瑟 M.布雷特 
（Arthur M. 

Brate） 

高  级 
工程师 

美国农业部自然资源保护

与利用局 
2004.11.8. 茆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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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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Knowledge-Based 
Systems Technologies 

to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Christine W. 
Chan 教 授 

Faculty of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Regina, 

Regina, Saskatchewan, 
Canada 

2004.12.13. 李义天 

16 

Energy, CO2 and the 
Environm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Engineering 
Profession 

Paitoon 
Tontiwachwuthi

kul 
教 授 

Dean of Engineering Faculty 
of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Regina 
CANADA 

2004.12.13. 李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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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到访参观 

表 29  国外参观访问一览表 

序  号 时  间 主要来访单位 

1 2004.02.25.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 

2 2004.02.26. 越南河内水利大学 

3 2004.03.22.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 

4 2004.04.11. 加拿大官员汤姆 

5 2004.05.16. ITASCA 

6 2004.07.02. 越南大使一行 

7 2004.09.08. 苏丹、德国专家一行 

8 2004.09.12. 越南河内大学一行 

9 2004.09.13. 法国前农业部长一行 

10 2004.10.13. 新加坡国立大学一行 

11 2004.10.20. 亚非拉地区 20 个国家官员和专家 

12 2004.10.22. 澳大利亚合作项目组 

13 2004.10.25. University of Regina Canada 

14 2004.11.05. 法国科学院专家 

15 2004.11.05. 法国领事馆 

16 2004.11.08. 美国农业部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局 

17 2004.11.29. 美国渥太华专家 

18 2004.11.29. 越南水利专家团 
 

 

2004.3.22.，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右三）一行来实验室参观访问， 

刘经南（右四）校长陪同，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杨金忠教授（右二）介绍实验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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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7.2.，越南驻华大使一行来实验室参观考察 

 

2004.9.13 日，法国前农业部长一行 

 

2004 年 10 月亚、欧、非、拉等地区 24 国大使来实验室参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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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国际合作项目 

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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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灌溉水费政策研究 茆  智 2000.1－2004.12 美中学术交流委

员会 
12 

2 流域防洪、生态及可持续

发展研究 李义天 1999.1－2004.12 加拿大政府

CIDA 项目 
75 万 
加元 

3 中国灌溉系统管理 黄介生 2002.7－2004.6 澳大利亚国际农

业研究基金 
22 

4 提高水稻灌区水分生产

率的研究 崔远来 2001.1－2004.12 澳大利亚国际农

业基金 
125 

6.4  国际学术活动 

表 31  国际学术活动一览表 

姓  名 出访地区、单位 交流课题/会议名称 交流方式 交流时间 

陈胜宏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计算岩体力学与工程 特邀讲学 2004.6－8 

陈胜宏 法国里尔科技大学 计算岩体力学与工程 特邀讲学 2004.6－8 

李义天 

Faculty of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Regina, 

Regina, Saskatchewan, 
Canada 

水沙与环境科学 合作访问 2004.7－8 

李  兰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 分布式水循环研究 合作访问研究 2004.12－2005.02. 

黄介生 美国俄亥俄州大学 中国灌溉水费 
政策研究 合作访问研究 2004.10 

杨金忠 俄罗斯 国际灌排委员会 
第 55 届年会 国际会议 2004.09 

黄介生 俄罗斯 国际灌排委员会 
第 55 届年会 国际会议 2004.09 

槐文信 香  港 
第四届国际环境水力

学会议暨第 14 届亚太

地区国际水力学会议 
国际会议 2004.12. 

杨中华 香  港 
第四届国际环境水力

学会议暨第 14 届亚太

地区国际水力学会议 
国际会议 2004.12. 

陈胜宏 韩  国 国际大坝委员会 2004
学术年会 国际会议 2004.06. 

夏  军 西班牙马德里 国际水大会 国际会议 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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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军 Tsukuba, Japan 

Symposium on the 
Water Resource and Its 
Variability in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 

国际会议 2004.3 

夏  军 Bonn,德国 国际气候变化与水资

源大会 国际会议 2005.2 

6.5 留学生 

表 32  留学生名单 

姓名 在读

学位 国籍/学校 学习内容 时间 指导   
教师 

Rene 
Koop 硕士 the University of 

Twente, Netherlands 

防洪中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防洪现状及三峡

工程的作用 
2004. 5-2004.8 郭生练  

熊立华 

Johan 
Oost 硕士 the University of 

Twente, Netherlands 
三峡工程—中国与西方

观念的比较 
2004.5-2004.8 郭生练  

熊立华 

Seth 
Westra 博士 

School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Sydney, 
NSW 2052, 

AUSTRALIA 

Analyzing Australian 
Rainfall Variability—A 

Wavelets Approach 
2004.12-2005.1 熊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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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4 年 3 月 22 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一行，在武汉大学刘经南校长陪同

下来实验室参观访问，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杨金忠教授介绍了实验室情况。 

2. 2004 年 6 月，水工结构实验楼和农水学科综合实验楼建成交付使用，较大改善

了研究人员的科学研究环境条件。 

3. 2004 年 7 月 2 日，越南驻华大使一行来实验室参观访问。 

4. 2004 年 9 月 13 日，法国前农业部长一行 20 多人来实验室参观访问，并进行了

交流。 

5. 2004 年 11 月，实验室承办的“农业节水及农业化学物质污染与控制研究前沿

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 

6. 2004 年 11 月，实验室承办的“全国水力学基础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

召开。 

7. 2004 年 11 月 29 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8. 2004 年，崔远来被评为武汉大学“杰出青年”光荣称号。 

9. 2004 年 12 月，实验室主办的第二届水问题论坛在北京召开。 

10. 2004 年 12 月，实验室主办的“长江流域水沙产输及其环境变化耦合机理学术

交流暨 2004 年会”在武汉大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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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英文文章 

1. Application of Grey Relation Method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Irrigation Schemes 
ZHU Xiu-zhen  CUI Yuan-lai  LI Yuan-hua   
Sponsored by CIGR, CSAM and CSAE. Beijing, China 
Abstract：It is important to evaluate irrigation schemes objectively and accurately. This paper 

adopts the conjunctive use of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nd information entropy method to identify 
indicator weight, and using grey relation analysis to evaluate irrigation schemes.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large-sized irrigation schemes in Hubei Province, basing on grey relation degree of irrigation schemes, 
the irrigation schemes are ranked and classified into better, moderate and worse type; meanwhile, 
according to grey relation degree of different indicators, the importance of indicator for the evaluation of 
irrigation schemes is inverstigated. In the end, comparison shown evaluation results are consistent 
betweent grey 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Grey 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for the evaluation of irrigation schemes is a kind of simple and 
effective method. 

Keyword：Irrigation scheme; Weight; Information entropy; Identification coefficient; Grey relation 

metho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2. Effect of irrigation method and N-fertilizer management on rice yield, water roductivity and 
nutrient-use efficiencies in typical lowland rice conditions in China 

CUI Yuan-lai 
《Paddy and Water Environment》 2004.Vol.2. 
Abstract：Alternate wetting and drying irrigation (AWD) has been reported to save water compared 

with continuous flooding (CF) in rice cultivation. However, the reported effects on yield varied greatly 
and detailed agrohydr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is often lacking so that generalizations are difficult to 
make. Furthermore, it is not known how AWD modifies nutrient use efficiencies and if it requires 
different N-fertilizer management compared with CF. This study quantified the agro-hydr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commonly practiced AWD and compared the impact of AWD and CF irrigations at 
different N-fertilizer management regimes on rice growth and yield, water productivity, and 
fertilizer-use efficiencies in five crop seasons in 1999 and 2000 at two typical lowland rice sites in China 
(Jinhua, Zheijang Province and Tuanlin, Hubei Province), with shallow groundwater tables. 

Grain yields varied from 3.2 to 4.5 t ha–1 with 0 kg N ha–1 to 5.3–8.9 t ha–1 with farmers’ N-rates 
(150 kg N ha–1 in Jinhua and 180 in Tuanlin). In both sites, no significant water by nitrogen interaction 
on grain yields, biomass, water productivity, nutrient uptakes and N-use efficiency were observed. Yield 
and biomass did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 (P >0.05) between AWD and CF and among N timings. The 
productivity of irrigation water in AWD was about 5–35% higher than in CF, but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P <0.05) only when the rainfall was low and evaporation was high.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splits to 4–6 times increase the total N uptake, but not total P-uptake, and total K-uptake compared with 
farmers’ practices of two splits. Apparent Nitrogen recovery (ANR) increased as the number of splits 
increased,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NR between AWD and CF. During the d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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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es of AWD irrigation, the perched water table depths seldom went deeper 
than – 20 cm and the soil in the root zone remained moist most of the tim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in typical irrigated lowlands in China, AWD can reduce water input 
Without affecting rice yields and does not require N-fertilizer management differently from 

continuous flooding. The results can be applied to many other irrigated lowland rice areas in Asia which 
have a shallow groundwater table. 

Keywords ：Alternate wetting and drying irrigation ·Paddy rice · Water balance · Water 

management ·Nutrient uptake · Water by nitrogen interaction 

3.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WATER SUPPLY SYSTEM IN HCI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HINA 

Yuanlai Cui  Yuanhua Li  Zhi Mao  Jean-Marc Lance  and Andre Musy 
《CIGR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rch,2004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rrigation water supply system in Huinong Canal Irrigation 

District(HCID), Yellow River basin, China, evaluates the conveyance efficiency (seepage loss) in the 
main canal, investigates a method for seepage calculation, and develops a water supply framework and a 
conveyance—allocation simul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s and modeling results,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water supply system are suggested. 

Keywords: Water supply, Efficiency, Irrigation, Canal, Yellow River 

4. Can Irrigation Be Sustainable? 
Shahbaz Khan  Rana Tariq   Cui Yuanlai  J. Blackwell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Crop Science Congress Brisbane, Australia 
Abstract：Globally about 10 Mha of agricultural land are lost annually due to salinisation of which 

about 1.5 Mha is in irrigated areas. While some climate and management aspects are common to 
semi-arid regions the detailed mechanisms and options to secure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and economic 
viability may vary considerably from case to case. This paper applies a whole of system water balance to 
compare irrigation in three semi-arid regions suffering from similar sustainability issues: Rechna Doab 
(RD) - Pakistan, the Liuyuankou Irrigation System (LIS) – China and Murrumbidgee Irrigation Area 
(MIA)-Australia. Soil salinity, lack of adequate water resources and groundwater management are major 
issues in these areas. The MIA and LIS irrigation systems also suffer from soil salinity and low water use 
efficiency issues. These similarities occur in spite of very different climatic and underlying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s. The key data used to compare these different regions are climate and soils, 
available water resources and their use, as well as components of the water balance. In addition, the 
history of water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these areas is examined to understand how salinity problems 
emerge in semi- arid regions and the consequences for production. Based on the efficiency parameters 
and the definitions of sustainability, approaches are explored to solve commo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hile maintaining economic vi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for irrig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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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ulti-objective Risk Decision Model of Overfall Standards of Construction Diversion for Earth 
Rock-fill Cofferdam 

Hu Zhigen  Liu Quan  Fang Debin 
《AMSE》Periodicals  2004,Vol.25n.4 
Abstract：For a hydropower project, river diversion planning directly decides the dam construction 

and has a bearing on the diversion standard.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lection of diversion standard and 
investment, duration, construction risk and its diversion loss should be coordinate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key factors of choosing diversion standard for earth rock-fill cofferdam, puts 
forward an analytical quantitative method, establishes a risk model of construction diversion standard by 
means of multi-objectives decision theory. A case study illustrates that the method and the model are 
effective, and easily handl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diversion standard and the duration, investment 
during project construction. 

Keywords：Construction diversion; river diversion standard; multi-objective planning; risk 
decision-making. 

6. Farm level practices and Water Productivity in Zhanghe Irrigation System 
B. Dong  D. Molden  R. Loeve  Y.H. Li  C.D. Chen  J.Z. Wang 
《Paddy and Water Environment》 
Abstract：China, as the biggest rice produc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put considerable effort into 

finding ways to conserve water in rice cultivation. One very promising practice, Intermittent Submerged 
Irrigation (ISI) was reported to be applied on farmers’ fields over a large area in Zhanghe Irrigation 
System (ZIS), which serves about 160,000 ha of irrigated land, intensively cultivated with rice. To better 
understand actual farmer practices, the degree to which farmers adopt ISI, the resulting water 
productivity, and implications for farm and system water management, a water accounting methodology 
developed by IWMI was applied at farm and a larger meso scale.  

Two areas were observed, Tuanlin where ISI was reported to be widespread (with ISI), and 
Wenjiaxiang where farmers were reportedly not adopting ISI (without ISI). The field water level 
measurements demonstrate that farmers at the “with ISI” site follow a practice similar to the theoretical 
ISI techniques by letting ponding levels drop to the soil surface several times during the cropping season. 
At the “without” site farmers keep higher water levels ponded, and do not let water levels drop to the soil 
surface as often as the “with” site. A major determinant of practice is ease of access to water. At the 
“with” site farmers have access to a variety of sources such as ponds and drains. At the “without” site 
access to water was primarily from canal water, without the degree of flexibility as areas that had a water 
source near the field. The process fraction of gross inflow at field scale (rice evapotranspiration divided 
by irrigation plus rain) ranged between 0.66 and 0.93, remarkably high values showing how effective 
farmers are in converting water sources to productive evapotranspiration. The on-farm water accounting 
results show that with ISI, the average values of irrigation water applied over two years 1999-2000 are 
22% less than without ISI, and the yields approximately the same. The resulting water productivity 
values per unit of irrigation water (WPirrigation) are 20% higher under ISI practices, but per unit of 
evapotranspiration water productivity results are similar.  

The meso site study yielded surprising insights into overall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area. In the 
years 1999 and 2000, at the meso sites, the irrigation duty in Tuanlin (with ISI) was 29% and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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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than in Wenjiaxiang (without ISI), respectively, resulting in WPirrigation values of 24% and 26% 
higher at Tuanlin than Wenjiaxiang. But values of process fraction of gross inflow were considerably 
reduced at the meso scale ranging between 0.12 and 0.29, with considerable drainage outflow 
observed. Different land uses, trees, roads, villages, and ponds, begin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verall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at this scale. Drainage water from fields plus runoff served as 
supplies to ponds within the meso area as well as downstream reservoirs. Pond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as an additional source of water, and in fact facilitate the uptake of ISI practices. This 
demonstrates that there are multiple strategies at play influencing water savings and productivity 
beyond ISI in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within the area. 

Keywords：Water productivity, water saving, on-farm water management, irrigation, rice 

7. The impact of on-farm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techniques on rice productivity and profitability 
in Zhanghe Irrigation System, Hubei, China 

Piedad Moya   Lin Hong    David Dawe    Chen Chongde  
《Paddy and Water Environment》  2004 年10月，P207 - 215  
Abstract：To optimize the use of limited water resources, surface irrigation systems in parts of 

China have introduced a new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method for rice termed alternate wetting and drying 
(AWD). The basic feature of this method is to irrigate so that the soil alternates between periods of 
standing water and damp or dry soil conditions from 30 days after crop establishment up to harvesting. 
However, many Chinese rice farmers still practice the continuous irrigation method with late- season 
drying of the soil.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these two methods of on-farm water management for rice 
was conducted at two sites within the Zhanghe Irrigation System (ZIS) in Hubei province of China for 
the 1999 and 2000 rice crops. The objective was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AWD on crop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the profitability of rice produc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irrigation district officials, two sites 
within ZIS were selected for study, one where AWD was supposed to be widely practiced (Tuanlin, TL) 
and one where it had not been introduced (Lengshui, LS). It was found that farmers at both sites do not 
practice a pure form of either AWD or continuous flooding. However, farmers in TL did tend to let the 
soil dry more frequently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LS.Because most farmers practice neither pure AWD 
nor pure continuous flooding, an AWD score was developed that measures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farmers allow their soil to dry. This AWD score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yield after 
controlling for site and year effects and input use. AWD scores were also not correlated with input use. 
We conclude that AWD saves water at the farm level without adversely affecting yields or farm 
profitability.  

Keywords: AWD score, Yield, Input use, Costs, Returns  

8. Long-term trends in intersectoral water allocation and crop water productivity in Zhanghe and 
Kaifeng, China 

R. Loeve  L. Hong   B. Dong   Guo Mao  C. D. Chen   D. Dawe   R. Barker  
《Paddy and Water Environment》  2004 年12月，P237 - 245  
Abstract：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ends in water allocation among sectors, water use by source, 

cropped area, crop production and water productivity. The study was undertaken at two sites in China: 
the Zhanghe Irrigation District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pproximately 200km west of Wuhan and 
Kaifeng City Prefecture located just south of the Yellow River in Henan Province. In both areas,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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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for purposes other than irrigation has grown. In the Zhanghe Irrigation District this resulted in a 
sharp reduction of water availability for irrigation. The decline of water availability for irrigation 
resulted in adoption of water saving practices and policies that led to a significant gain in water 
productivity per unit of irrigation water. In the Kaifeng City Prefecture the increased demand from other 
uses was met by an increase in groundwater extraction without the dramatic cuts in supplies for 
agriculture as in the Zhanghe Irrigation District. Gains in water productivity were due almost exclusively 
to higher crop yields. There will be continuing pressure to further reduce diversions to agriculture from 
the Zhanghe main reservoir in the Zhanghe Irrigation District and from the Yellow River in Kaifeng. 
Research continues on testing practices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for further increasing water productivity, 
some of the results of which are reported in other papers in this volume.  

Keywords: Trend analysis, Crop production,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Water allocation, Water 
productivity, Hubei, Henan  

 

7.2 中文文章 

9. 泥沙输移变化与长江中游水患 

李义天  孙昭华  邓金运  张  为 

《泥沙研究》 2004 年第 2 期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历史和近期长江中游的泥沙输移变化，深入剖析了该区域洪灾形势愈

演愈烈的原因。长江中游泥沙输移变化主要表现为泥沙淤积向干流螺山~汉口河段的转移，累积性

的泥沙淤积引起了干流和湖区全局性水患加剧。随着中上游人类活动加剧，区域水沙灾害发展趋

势恶劣。根治长江中游水沙灾害的主要途径是将沙量减少 1.8 亿 t，远期措施是通过上游水保和水

库拦沙减少来沙，近期措施主要是处理好中游泥沙的淤积部位。三峡建库后出库沙量过程和对应

的下游冲刷回淤过程也说明减少 1.8 亿 t 沙量是必要的。 
关键词：长江中游  泥沙输移变化  洪灾加剧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historical and recently variation of sediment transport and deposition 
in the middle reach of Yangtze is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based on which, the causes of flood disaster 
deterioration in this area is concluded. The typical feature of sediment transport in this area is the 
sediment deposition in the main river channel, which triggers the accelerating of flood disaster 
deterioration not only in the main river channel but also in DongTing Lake.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human activities in upper and middle stream, the situation will be more serious. The key measure to 
prevent disasters is try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sediment by 1.8×108t, aimed at this goal, the long term 
strategy is to recover natural vegetation and construct reservoirs in upper reach, and properly allocating 
the sediment deposition location can be the measure to take in the near future. Sediment discharge from 
the Three Gorge Project after its opera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river bed erosion course in the 
downstream reach reflects the legitimacy of the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which suggest to reduce the 
sediment by 1.8×108t. 

Keyword: middle reach of Yangtze River, sediment transport, flood disaster deteri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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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河网非恒定水沙数学模型研究 
孙昭华  李义天  曹志芳 
《水科学进展》2004 年第 2 期  
摘  要：本文建立了能够适用于多种情况的河网非恒定流水沙数学模型。推导提出了河网泥

沙方程组的分级解法，提出了适用于河网计算的汊点分沙模式，分析和对比了多种分沙模式的适

用性，对河网区域中可蓄水汊点也提出了相应的处理办法。最后，用汉江杜家台分蓄洪区的资料

模型作了模型的验证和应用。 

关键词：河网不恒定流  水沙数学模型  汊点分沙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a numerical model to simulate sediment transportation and river-bed 

variation in river networks is presented. Flow simulation is based on commonly used gradation method, 
in which the matrix formed junction equations divided by sub-area groups. For simulation of sediment 
transportation process, several methods are compared to describe sediment diversion at junction nodes, 
together with analysis of their advantage and suitable situation in application. With the sediment 
diversion methods, sediment transport equations can also be solved by gradation method with junctions 
group divided. Technique to handle junction nodes in which water and sediment deposition can be stored 
is also discussed for applying to flood retarding basin. Finally, using the data of Dujiatai retarding basin 
in HanJiang River, validity of the model is check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model can be applied in 
wide practice and worth being recommended.  

Keyword: unsteady flow in river networks, numerical model of sediment transport, sediment 
diversion at junction nodes 

11. 重金属迁移转化模型研究 

何  用  李义天 

《水科学进展》 2004 年第 5 期 

摘  要：大量重金属污染物迁移转化的现象和研究成果都表明重金属以泥沙颗粒为载体迁移

转化，描述重金属在天然水体中的迁移转化必须紧紧抓住泥沙运颗粒运动及重金属与泥沙之间的

转化关系进行。为此本文在对现有的重金属迁移转化数学模型进行概括分类的基础上，根据水沙

运动与污染物相互作用关系，分析了泥沙颗粒运动及重金属吸附解吸不平衡过程，并结合水沙数

学模型，建立了重金属迁移转化的耦合模型。同时在模型合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了计

算分析，分析表明模型能够合理地反映重金属污染物在水体中的迁移转化过程。 
Abstract：Many phenomenon and finding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heavy mental pollutants 

transport through the carrier of sediment. So, to describe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firmly grasp two important factors: sediment mo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heavy metal pollutants 
transport. In this article, present existing models on heavy metal pollutants transport are generalized and 
classified. Base on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ediment and pollutants, a coupling 
model on heavy metal pollutants transport is obtained by combing environment chemistry and 
mechanics of sediment motion. The sediment motion and the dynamic process of heavy metal’s 
adsorption and release are considered in the model. To show the model’s rationality,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omputational comparison are also conduct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model can describe the 
complicated procession properly.  

Key words: heavy metal, adsorption, sediment, coupl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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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库水沙联合调度多目标决策模型 

彭  杨  李义天  张红武 

《水利学报》  2004 年第 4 期 

摘  要：针对水库运用过程中蓄水与排沙之间的矛盾，本文首先建立了水库防洪、发电及航

运调度子模型；然后，以水库防洪、发电及航运效益为基本目标，应用多目标决策方法，建立了

水沙联合调度多目标决策模型；为减少水沙联合调度计算的工作量和难度，以子模型计算结果为

基础，建立水库运行参数与目标之间的函数关系，将各目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据此合理进行水

沙联合调度；最后，将该模型应用到三峡水库汛末蓄水的研究中，得到一个兼顾各目标要求的蓄

水方案。 

关键词：水沙联合调度；防洪调度；发电调度；航运调度；多目标决策；子模型耦合； 

Abstract: The maximum benefits of flood control, electricity and navigation of reservoir are set as 

the target functions and corresponding sub-models for reservoir operation are established respectively. 

On the basis of these sub-models a multi-objective decision-making model for coordinative dispatch of 

water and sediment in reservoir is established.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y of calculation the func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servoir operation parameters and targets are deduced and all targets can be 

linked together accordingly. Thereby, the reasonable scheme for dispatching water and sediment is 

formulated. The model is applied to formulate the impounding scheme of the reservoir in Three Gorges 

Project in the flood recession period. In the scheme the require ments of all targets are being considered. 

Key words: coordinative dispatch of water and sediment; flood contrd; electricity; navigation; 

target function; multi-objective decision-making 

13. 控制爆破局部切槽放顶技术的基本参数研究（EI 检索） 

李俊平  冯长根  周创兵  郑兆强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4，23（4）：650－656 

摘  要：坚硬顶板下特大型采空场的处理是我国普遍存在的、特有的一类采矿技术难题。提

出了一种简便实用、经济可行的联合采空场处理方法——控制爆破局部切槽放顶技术。介绍了该

方法的特点，研究了切槽位置、宽度和深度的理论计算方法及松石垫层厚度，进行了二维有限元

分析验证，并应用声发射技术和摄影技术评价了实施效果。在东桐峪金矿实践结果表明，切槽宽

度和深度的理论计算方法正确、可靠；理论计算的切槽位置仅适用于连续、规则的采空场，否则，

会产生偏差；对复杂的采空场，须借助有限元计算补充完善；实施控制爆破局部切槽放顶技术，

能实现空场的小型化及其与深部开采系统的隔离，消除大规模顶板冲击地压隐患，并使顶板应力

向有利于安全生产的方向重分布。 

关键词：爆破工程，空场处理，切槽放顶，控制爆破，有限元，声发射，监测 

Abstract：A new united method，local grooving top-caving，is proposed by controlled explosion in 

disposing abandoned stop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thods，location，width and depth of grooving，

and thickness of looserock cushion are studied，and the calculated grooving location is validated by 

two-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analysis，meanwhile the effective cutting roof is evaluated by acoustic 

emission technique and photography at Dongtongyu Gold Mine.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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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is fulfilled at Dongtongyu Gold Mine. The calculation of width and depth of grooving obtained 

by theory are dependable，and the calculated grooving location is basically reasonable for the continuous 

and regular abandoned stope. However，for the complicated abandoned stope，the theoretical location is 

deviates from actual case and two-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calculation should be taken to correct the 

result. Application of the united methods can not only subtract continuous area of mining abandoned 

stope，and separate it with mining system on deep level，but also eliminate the hidden danger of large 

scale roof sudden falling，and make roof stress redistributed to keep safe production.  

Key words：explosion engineering，abandoned stope disposal，dilapidate roof by cutting grooves，

controlled explosion，finite element，acoustic emission (AE)，monitoring 

14. 岩体的声发射特征试验研究（EI 检索） 

李俊平  周创兵 

《岩土力学》2004，25（3）：374－378 

摘  要：在单轴压缩条件下，讨论了 4 种岩石的声发射特征；在静态胀裂剂作用下，讨论了

岩体的声发射特征。研究表明，在低应力阶段，岩石几乎没有声发射活动，一般当强度达到 80 %

以上，即临近破坏时，声发射活动才显著增加；岩体破坏的声发射过程分为 4 个阶段，即初始区

(I)、剧烈区(II)、下降区(III)和沉寂区(IV)；有的岩石的凯瑟效应不明显；岩石的声发射主频与岩

石的强度有关，强度越高，主频也越高；随着应力的增加，岩石的声发射主频不会平移；应用 1 kHz 

的探头，能满足工程岩体的稳定性分析和冒落预报的要求。 

关键词：声发射；单轴压缩；静态涨裂；频谱分析 
Abstract：The four kinds of rock’s acoustic emission(AE) characteristics are tested and analyzed 

under uniaxial compression. Andunder crushed statically by gesso and cement mixture, AE 
characteristics of rock－mass are studied. As results, at lower stress the rock seems to has no AE. In 
general, when stress arrives at 80 % of rock strength, and rock draws near breach, its AE just increases 
remarkably. And AE progress of rock breakage is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viz., beginning phase (I), 
tempestuousness phase (II), drop phase (III) and dreariness phase (IV). And that Kaiser Effect of some 
rock is unobvious. Also dominant frequency of rock AE is 

related to its strength. The more its strength is big, the more the dominant frequency is big. And 
when the stress increases, the dominant frequency is not budged. In addition, the 1 kHz sensor is suitable 
to analyze stability of rock－mass and forecast its fall. 

Key words：acoustic emission (AE)；uniaxial compression；static crushability；spectrum analysis 

15. 水电站调压室涌浪最不利叠加时刻的研究（EI 检索） 

程永光  陈鉴治  杨建东 

《水利学报》  2004 年 7 期 

摘  要：在计算长引水隧洞水电站和抽水蓄能电站的调压室涌浪水位时须考虑叠加工况已是

共识，但最不利叠加时刻应如何确定，一直没人作过认真探讨。本文从调压室基本方程出发，根

据能量转换的观点，分析论证了最不利叠加的物理实质和发生位置，指出最不利叠加时刻应选在

初始工况和叠加工况的调压室水位 2 隧洞流量关系曲线的相切点。通过调压室基本方程的数值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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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具体抽水蓄能电站涌浪叠架的计算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 

关键词：调压室; 涌波; 叠加工况 
Abstract：Based on the basic equation of wave motion for surge tank and from the viewpiont of 

energy exchange , the moment for occurrence of the worst superposition of surge wave is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worst moment can be determined by the water level2tunnel flow relationship curve. It 
happens at the point at which the water level-tunnel flow relationship curve for original operation 
situation tangent to the curve for superposed operation situation. This conclusion is verified by the 
calculation for an example of pump-storage project . 

Key words：surge tank ; surge wave ; operation situation ; superposition ; worst moment 

16. 基于 GPS 技术的大坝位移监测系统 

何金平  施玉群  廖文来  唐  敏 

《仪器仪表学报》  2004 年第 4 期增刊 

摘  要：讨论了利用 GPS 技术监测大坝位移的基本原理，分析了建立 GPS 大坝位移监测系统的

关键技术问题，介绍了隔河岩大坝位移 GPS 自动化监测系统和三峡库区滑坡变形 GPS 监测系统。 

关键词：大坝  位移监测  GPS  集成 
Abstract：The basic principle of establishing the dam deformation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GPS technique is described and the key technique of establishing this system are analyzed. As examples, 
the deformation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GPS of Geheyan Dam and the landslide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Region are given. 

Key words：Large dam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GPS  Integration  

17. 静止环境中垂直平面浮力射流稳定性与混合特性数值研究 

曾玉红  槐文信 

《水利学报》  2004.NO9.P:56－62 

摘  要：采用混合有限分析方法对静止环境中有限深平面垂直浮力射流进行了数值模拟。针

对不同的射流和环境流体参数，对两种不同的流动形态：近区的混合流体以浮力表面层的形式向

下游扩散的稳定排放；近区产生漩涡，对混合流体产生二次吸附的非稳定排放的流速场和温度场

进行了数值预报，在此基础上对平面浮力射流排放稳定性的判据进行了验证，最后对两种不同流

动结构下的远区的混合特性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同 Jirka 和 Harleman 的试验结果和理论预报均

十分吻合。 

关键词：混合有限分析法，平面浮力射流，稳定性，混合特性 
Abstract:  A plane turbulent buoyant jet discharging vertically into confined depth is studied 

using the HFAM (Hybrid Finite Analytic Method). The numerical predictions demonstrate two generic 
flow patterns for different jet discharge and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i) a stable buoyant flow 
discharge with the mixed fluid leaving the near－field in a surface warm water layer; (ii) an unstable 
buoyant flow discharge with recirculation and re-entrainment of warm water. A stratified counter flow 
region always appears in the far-field for both stable and unstable buoyant discharge. Numerical 
predictions of stability categories and bulk dilutions are in excellent agreement with Jirka’s experiments. 

Key words: HFAM; plan buoyant jet; stability; mi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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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三维刚体极限平衡法中荷载的计算方法及工程应用 
徐明毅  汪卫明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4，25（5）：755－758 
摘  要：本文在三维刚体极限平衡矢量分析法的基础上，探讨了一些常用荷载的计算方法，

特别给出了渗流荷载在不同假定下的算法实现，包括地下水位的结点设定法和滑块高度折减法。

该法应用于小湾电站进水口边坡的稳定分析，得到了一些有实用价值的结果。 
关键词：边坡，稳定分析，极限平衡，块体，渗流 
Abstract: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the 3D rigid body limit equilibrium analysis with vector numeric 

method, the calculations of several common loads are discussed. Especially the algorithms of various 
assumptions in seepage load calculation are implemented, including node setting method and block height 
decreasing method in groundwater level definition. It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of 
Xiaowan power station water entrance and some results with practical value have been obtained. 

Key words: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limit equilibrium, block, seepage 

19. 三峡水库动态汛限水位洪水调度风险指标及综合评价模型研究（EI检索） 

王才君  郭生练  刘  攀  周  芬  熊立华 

《水科学进展》2004 年第 3 期 376-381 
摘  要：汛限水位是综合利用水库运行和调度的重要参数之一, 也是协调防洪和兴利矛盾的

焦点所在。现行的汛限水位过多地考虑了小概率洪水事件, 不能充分挖掘水库汛期的兴利效益, 因
此, 采用动态汛限水位进行调度, 对综合利用水库的运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根据三

峡水库围堰发电期的调度规程, 建立预报预泄调度模型,采用宜昌站1882 - 2001 年汛期实测日流

量资料, 实现了考虑预报信息的动态汛限水位洪水调度模拟; 提出了多目标风险指标体系; 计算

了9 种动态汛限水位方案下的风险指标值, 通过综合评价模型对各方案进行比较和优选, 得到了

相对合理的动态汛限水位方案。 
关键词：三峡水库; 动态汛限水位; 洪水调度; 风险分析; 综合评价模型 
Abstract : As a key parameter of multi-purpose reservoir operation , flood limit water level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achieving the balance between flood control and economic benefit such as hydro-power 
generation and navigation improvement etc1 The currently adopted flood limit water level pays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floods of low probability , thus reducing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the reservoir 
during the flood period1 It is theoretically and applicably essential to adopt a dynamic flood limit water 
level in the operation1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operation rules of Three Gorges Reservoir (TGR) , a 
real-time model under dynamic flood limit water level is developed and used to simulate the TGR 
operation by using the daily river flow series of the Yichang gauging station about 40 km downstream to 
the dam site of the TGR during the period of 1882 – 2001. The multi2objective criteria an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are proposed and developed to measure and assess the TGR operation 
risks. The optimum scheme is obtained by comparing nine alternatives of dynamic flood limit water 
level schemes. 

Key words : Three Gorges reservoir ; dynamic flood limit water level ; flood peration ; risk 

analysis ;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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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三峡水库动态汛限水位与蓄水时机选定的优化设计（EI检索） 

刘攀  郭生练  王才君  周芬 

《水利学报》  2004，（7）：86-91 

摘  要：阐述了三峡水库运行初期的调度规则，建立了实时调度模型。提出了防洪、发电和

航运等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 建立了用于动态汛限水位和蓄水时机优化的混合规划数学模型，

并设计了一种混合编码方式，运用遗传算法对该模型进行优化求解。利用宜昌站1882～2001 年实

测日流量资料进行模拟优化，生成了一系列非劣解；然后运用模糊决策的方法，得到了相对合理

的动态汛限水位与蓄水时机方案。结果表明，优化设计能权衡防洪与兴利之间的关系，充分挖掘

汛初与汛末的潜力，提高三峡水库运行初期的综合效益。 

关键词：三峡水库; 动态汛限水位; 多目标规划; 遗传算法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spatching rules of the Project a mixed integer2programming model is 

developed to determine the dynamic limited water level in flood season and optimize the impounding 
scheme of the reservoir in the early stage of operation. The genetic algorithm based on mixed encoding 
technique is applied to solve the model . According to the daily discharge records in the past 120 years , 
a series of Pareto scheme is obtained. Then the fuzzy decision making method is adopted to determine 
the relative optimal schem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is model can effectively coordinate the benefits of 
flood control , power gener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of the Project in the process of impounding. 

Key words ：Three Gorges Project ; reservoir ; dynamic limited water level in flood season ; 
multi2objective programming ; genetic algorithm 

21. 黄河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初步研究与进展 

刘昌明  夏  军  郭生练  郑红星  王中根  吴险峰  郝芳华 

《水科学进展》2004 年第 4 期 495－500 

摘  要：结合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项目“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化规律与可再生性维持机理”

的研究，综述了黄河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研究的主要进展，包括分布式水文模型的特点和基本结

构、分布式水文模型中的数字高程模型(DEM) 和水文学基础、地理信息系统(GIS) 和遥感(RS) 在

分布式水文模拟中的应用等方面的内容，对未来分布式水文模型的研究提出几点认识。 

关键词：分布式水文模型; 黄河流域; 研究进展 
Abstract : The recent advances in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ing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1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s for the 
Yellow River basin , which is part of the National Key Project“Water Resources Evolution Law and 
Renewability Maintaining Mechanism ”(also simplified as Yellow River“973”project , G19990436). The 
discussion involvs the framework of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s and the related technologicaltools 
such as DEM, GIS and RS1 Furthermore , the advances in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ing are also 
described and some proposals for further study on hydrological modeling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 ; Yellow River basin ; research advances 

22. MODIS 在水文水资源中的应用与展望 

彭定志  熊立华  郭生练  胡彩虹  张 红 

《水科学进展》2004，15（5）68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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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MODIS 是新一代遥感技术，其遥测数据与其他单独的遥感平台(如NOAA 和LandSat) 

所获得的数据相比，具有免费、较高时间分辨率(015 d)、空间分辨率(250 m) 和光谱分辨率(波谱

范围014～14μm , 36 个光谱通道) 等优势和特点。详细介绍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着重对MODIS 

在洪水过程和洪灾范围实时动态监测、冰川和积雪、降水、植被、土壤水分、蒸发、水文模型、

水质等方面的应用和研究进展进行了评述，指出MODIS 在水文水资源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MODIS; 遥感; 水文; 水资源 
Abstract : MODIS (MODerate2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is the newest gener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echniques.Compared with the data obtained from other single remote sensing platforms 
such as NOAA and LandSat , the MODIS data have many advantages , for example , it is free and has 
higher temporal resolution (015 day) , spatial resolution (250 m) and spectral resolution (36 spectral 
channels , ranging between 014 and 14μm) .For the moment , the application of MODIS in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is just at the beginning.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MODIS data 
in different aspects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 such as flood disaster monitoring , glacier or 
snow distribution , precipitation estimation , vegetation changes survey , soil moisture simulation , 
evapotranspiration calculation , hydrological modeling , and water quality control. It is expected that 
MODIS would be a very powerful tool for researches and applications in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1 

Key words : MODIS; remote sensing ; hydrology ; water resources 

23. 污水灌溉系统中氮磷转化运移的试验研究 

杨金忠  N. Jayawardane  J. Blackwell   陆垂裕 

《水利学报》2004 年第 4 期，72－79 

摘  要：本文详细介绍了污水处理和回用相结合系统的野外试验，讨论了试验系统的设计、

安装和资料收集，分析了试验过程中的水分平衡、污水灌溉过程中各种污染物的变化、积累和

运动，为进一步优化利用此类系统提供了基础数据。烟火那结果表明，稳重所提出的污水回用

与污水处理相结合的系统，结合高强度的作物种植，可以处理高负荷的污水，排水中氮磷的浓

度明显减少。 

关键词：污水灌溉 铵态氮 硝态氮 FILTER 系统 

Abstract ：A field experiment of the FILTER (Filtration and Irrigated cropping for Land Treatment 

and Effluent Reuse) technique was presented.  The design of the system and the collection of the data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water balance and the change and removal of the contaminant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data.  It is shown that the FILTER system is capable of handling high 

volumes application of effluent during period of low cropping activity or high rainfall. The concentration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ous in the drainage water reduced dramatically.  

Keywords ：effluent irrigation; ammonium; nitrite; the FILTER systerm 

24. 污水灌溉系统中氮素转化运移的数值模拟分析 

陆垂裕  杨金忠  N. Jayawardane  Y. Tan  T. Biswas 

《水利学报》  2004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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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研究了不同类型氮素在二维饱和－非饱和土壤中运动及转化的数学模型，概化

和简化了氮素集合体的划分，给出了氮素转化和运移的对流、弥散、硝化、反硝化、挥发、作物

吸收、深层渗漏、固持和矿化等转化运移方式和控制方程。利用野外两个灌溉季节的污水灌溉试

验资料，利用大诶灌溉季节的试验数据进行参数求解，利用第二个试验季节的数据对该数值模型

的实际应用进行检验。数值模拟的内容包括地下水位，土壤中铵态氮、硝态氮的浓度变化三个部

分，研究结果表明，模型正确可靠，预测结果可信，可用于实际污水灌溉的模拟分析。 

关键词：数值模型  铵态氮  硝态氮 污水灌溉 

Abstract ：A model is proposed for the nitrogen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port in two-dimensional 

saturated-unsaturated soils. A general and complete model of water flow is given and the nitrogen pools 

of the organic and inorganic form are generalized and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nitrogen transport and 

transformation include convection, dispersion, nitrification, denitrification, volatilization, uptake by 

plants, deep leakage, mineralization and immobilization.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the first sewage 

irrigation season is used for the calibration of the model parameters and then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the 

second sewage irrigation season is used for testing the reliability of the model. It is shown from the 

simulation results, which include the water and mass balance, groundwater table, nitrate and ammonium 

concentration of the out flow in the drain, that the model is reliable and can be used for the prediction of 

the nitrogen distrib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real filed situations. 

Keywords：umerical simulation; Nitrogen Transport; Nitrogen Transformation;  effluent irrigation 

25. 入渗条件下地表积水问题的分析方法 

陆垂裕  杨金忠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摘  要：文对渗流数值模拟中遇到的边界积水问题进行了理论推导，进而在通用的二维有限

元渗流模型 SWMS_2D中实现了该边界的处理，并通过一个典型算例对算法的正确性进行了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积水边界条件在 SWMS_2D 的实现是正确和有效的。 

关键词：积水边界，有限元，质量集中法，数值模拟 
Abstract ：Water-ponding is a usual phenomenon which occurred when conducting  water flow 

simulation in soil with an infiltration at the soil surface, but few simulation model of water flow can well 
deal with this problem. Some theoretical works on water-ponding boundary model was carried out, and 
then the model is used in SWMS_2D, which is a two-dimensional water flow model using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proposed model is tested through an one-dimensional infiltration proble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ater-ponding boundary model is reliable and effective. 

Keywords: Water-ponding boundary, Finite element method, Mass-lumping method, Numerical 
simulation 

26. 灌区干旱风险评估模型研究 

王晓红  乔云峰  沈荣开  尹正杰  胡铁松 

《水利学报》  2004 年第 1 期 

摘  要：根据风险理论，建立了包括农业干旱发生概率、抗旱能力、受灾体种植面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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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因子的灌区农业干旱风险评估模型。并将相对产量作为灌区农业干旱评估指标，能够反

映土壤-作物-大气系统中水分运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利用该指标结合干旱风险评估模型对

灌区农业干旱进行风险评估，分析出灌区各种作物对干旱风险度影响最大的生育阶段和风险

度最高的农作物，以便灌区制定合理的抗旱方案以减小灌区干旱损失。 

关键词：灌区；农业干旱；干旱指标；风险评估模型  
Abstract:：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risk analysis theory, a risk assessment model of agricultural 

drought, which includes the probability of drought occurring, capacity 0f drought prevention, percentage 
of planting area, etc. is developed. The relative yield is introduced as the agricultural drought index, 
which can reflect the impaction of water transport in the SPAC system to yield. Combining the index 
with the model, the agricultural drought risk of irrigation area is evaluated and analyzed the most living 
phase influence on risk degree of crops and the crop of the most risk degree. The results would greatly 
benefit to establish reasonable scheme of drought prevention and alleviate the disaster loss.  

Key words:：Irrigation region; Agricultural drought; Drought index; Risk assessment model 

27. 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法及应用 

邵东国  赵  丹  刘丙军 

《农业工程学报》2004.vol.20（4）：69－74 

摘  要：针对干旱半干旱地区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问题，以系统分析的思想为

基础，建立了面向生态和节水的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序列模型系统，提出了综合考虑节水、水权、

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多目标多情景模拟计算方法，得出了比较合理的南阳渠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方

案，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当地水资源。分析计算出现状年、2010 和 2030 年分别为工农业及城乡生

活提供水资源量为 5641.5、5796.7 和 5657.2 万 m3，缺水量分别为 1544.6、2100.3 和 3627.9 万 m3，

所得结果对灌区规划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水资源优化配置；灌区；节水；生态环境需水；模拟；水权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environment and lacking of water resources in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 Based on the idea of system analysis and constructing regional water resources 

optimal allocation model for environment and water saving, on one hand, a method of water resources 

calculation considering water saving, water right and environment was put forward;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asonable method of water resources optimal allocation was given. At the present, and the year of 

2010 and 2030, the water resources can be supplied is 5.6415×107, 5.7967×107 and 5.6572×107 

m3  ,and the quantity of scarcity is 1.5446×107, 2.1003×107, and 3.6279×107 m3,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planning and designing of the region. 

Key words: water resource optimal allocation；irrigation area；water saving；water of environment；

simulation；water rights  

28. 不同水肥条件下水稻氮素运移与转化规律试验研究（EI 检索） 

崔远来  李远华  吕国安  沙宗尧  

《水科学进展》200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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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不同的水肥处理，采用 15N 示踪的方法，观测分析了氮素在稻田的时空分布及

运移规律、挥发及淋失损失规律、氮素在水稻植株中的分布特征、稻田氮量平衡等。结果表明：

不同灌溉方式下，由于稻田水分状况的差异导致土壤养分时空分布不同，从而影响其对作物的有

效性；由于节水灌溉稻田水分相对较少，基质浓度较高，挥发损失高于淹灌。虽然节水灌溉下稻

田渗漏液氮 NH4
+ 及 NO3

－
浓度较淹灌高，但由于此时总渗漏量显著减少，氮的总淋失较淹灌条件

少；节水灌溉下，适当增加追肥次数，有利于减少各种氮素养分的损失，提高氮肥利用率；节水

灌溉下水稻对氮素的吸收利用率高于淹灌，且有利于氮素养分向稻谷转移。 

关键词：节水灌溉；水稻；氮；运移与转化 

Abstract：With experiment data under different water and nitrogen treatmen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nitrogen mov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losses of ammonia 

volatilization and nitrogen leaching, nitrogen distribution within rice plant, nitrogen balance in paddy 

fields. 

Results shows, Ammonia volatilization was high under WSI compared with continuous flooding 

(CF) because the soil solution concentration was higher. Although concentration of NH4
+ and NO3

－in the 

percolation water was higher under WSI, total nitrogen leaching loss was lower because the total 

percolation loss was much lower than those of CF. Under WSI conditions, properly more nitrogen supply 

splits could decrease nitrogen losses and increase nitrogen use efficiency. WSI practice was propitious to 

nitrogen recovery and to be transferred to grain. The WSI regime produced optimal water and fertilizer 

management for paddy rice when 250~400 kg/ha of urea was applied using three splits. A model is 

suggested for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water and fertilizer. 

KeyWords：Water saving irrigation; Paddy rice; Nitrogen; Mov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29. 豫西黄土丘陵区植被恢复与重建的理论基础及技术体系 

刘增进  李宝萍  李远华  崔远来 

《山地学报》 2004 年第 4 期 

摘  要：通过对豫西黄土丘陵区林草植被现状和治理模式的实地调研，运用大量基础研究资料，

借鉴生态学的基本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开展了林草植被恢复与重建的理论基础及技术体系的研

究；描述了退耕农田的自然演替过程，研究和分析了林草植被恢复与重建的机理；应用最佳平方逼近

的数学方法，提出了林草植被恢复与重建的预测模型和时间表，构造了主要乡土先锋树种的生长预测

模型；制定了林草植被恢复与重建的目标和程序，确定了适合本区的林草农田配置模式，提出了乔灌

树种的配置方案和牧草的种植模式。其成果对整个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林草植被; 恢复与重建; 生长曲线; 乡土树种; 配置模式 

Abstract: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of forest and grass vegetation and small watershed 

comprehensive harness projects of loess hilly area in Yuxi ,theory and technical system of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vegetation are discussed .The natural succession from returning farmland to woodland 

and grassland is escribed.The mechanism of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vegetation is 

analyzed .The predicting model and time table of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re presented .The 



 112 

growing curve of countryside tree is drawn .The aims and programs of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re 

constructed and their distributive model is portrayed.This paper gives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system of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vegetation of loess hilly area in Yuxi，which is important to practice· 

Key words:forest and grass' vegetation，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growing curve，native tree 

species，distributive model.  

30. 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与最优灌溉制度的研究 

刘增进  李宝萍  李远华  崔远来 

《农业工程学报》  2004 年第 4 期 

摘  要：针对不同水分处理对冬小麦产量和耗水特性的影响，在大田生产条件下对冬小麦进

行了非充分灌溉试验，以冬小麦大田试验数据为基础，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了冬小麦水分生产函

数; 通过耗水资料的分析整理，揭示了冬小麦的水分效 

应及耗水规律；依据动态规划原理，建立了冬小麦最优灌溉制度动态模型，提出了两种水文

年型(50% 和75% ) 的冬小麦节水灌溉模式，对北方冬麦区田间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冬小麦; 水分生产函数; 耗水规律; 最优灌溉制度模型 

Abstract: A f ield non2fu ll irrigat ion experim en t w as carried ou t to invest igate the effect s of 

different water supplies on the w in ter w heat yield and w ater con sumpt ion characterist ics at 

differen t grow th stages in winter wheat grow ing season under f ield p roduction condition. Based on 

the experim en tal data of winter wheat in the 

f ields, the w ater p roduct ion funct ion of w in terw heat is f it ted w ith least squarem ethod. Both 

the w ater use effect and the ru le of w ater con sump t ion are disclo sed th rough the analysis of w ater 

con sump t ion data. A cco 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ynam ic p lann ing, the dynam icmodel fo r op t 

im al irrigat ion schedu le is developed. The best irrigation pat tern of two differen t hydro logical 

years (50% and 75% ) is p resen ted, w h ich p rovides references fo r field pract ice in North Cina P 

lain. 

Key words: winter wheat; water production funct ion; rule of water consumption; model for 

optimal irrigation schedule 

31. 地下水位控制对青铜峡灌区节水灌溉策略的影响（EI 检索） 

王修贵  P. H. J. Hollanders 

《水动力学进展》  2004 年 

摘  要：本文主要分析了农田地下水位控制对不同灌溉水量条件下土壤水盐平衡要素及作物

相对产量的影响。在灌区选择了典型田块进行了试验观测并收集了相应的资料，应用农业水文模

型 SWAP 分析了各种方案的水分和盐分运移。同时，也模拟了涝渍田在不灌溉条件下的水分和盐

分运移。结果表明： 

 区域的高地下水位是导致农田有大量排水和作物产量低下的主要原因； 

 减少灌水量而不控制农田地下水位，不仅不会减少排水量的浪费，而且会导致进一步的

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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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地下水位是增加作物产量和实现排水控制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节水灌溉；农田排水；咸水灌溉；水管理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groundwater table control under 

different irrigation water amounts on the water and salinity balance and on crop yield. Two experimental 

areas in QTX irrigation district were selected to collect the required data. The agro-hydrological model 

SWAP was used to analyse the water flow and salt transport for different groundwater level and 

irrigation scenarios. The results show that: high groundwater tables due to the excessive irrigation are the 

main cause of the large amount of drainage water and low crop yield; reducing irrigation water without a 

lower groundwater table will not lead to a large reduction of the drainage water, and will reduce the crop 

yield even more; to lower the groundwater table is a good solution to control the drainage water and 

increase crop yield. 

Key words: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Field drainage; Saline water irrigation; Water management. 

32. 河套灌区咸水灌溉试验研究 

王卫光  王修贵  沈荣开  张仁铎  杨树青 

《农业工程学报》 2004年 

摘  要：以内蒙古河套灌区红卫节水示范园的咸水灌溉试验为基础, 以荷兰Wageningen 农业大

学等单位开发的土壤—水分—大气—作物系统模拟软件SWAP为工具, 应用示范园的土壤、水、盐

分试验资料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了率定和验证。在此基础上设计了示范园不同灌溉水量、不同灌溉方

式、不同灌溉次数的多种灌溉方案, 并应用SWAP 模拟了各种方案的水盐平衡。以作物产量为指标, 

采用正交设计进行直观分析, 提出了适合当地条件的以咸淡水轮灌作为灌溉方式, 灌水3次,灌溉定

额2812.5m3/hm2的咸水灌溉指导方案。研究结果对河套地区的咸水利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水资源; 咸水灌溉; SWAP 模型; 土壤水分; 土壤盐分 

Abstract: Based on field experiments of the saline water irrigation which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he Hongwei Water Saving Demonstration Plot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SWAP 

(Soil-Water-Atmosphere-Plant) model developed by Wageningen Agricultural College was used as an 

analyzing tool. The parameters in the model were calibrated with the data of this saline water irrigation 

experiment. Then, different irrigation schedules of saline water irrigat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t 

irrigation rations, the different irrigation times and the different irrigation types were simulated and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the optimal irrigation schedule was selected. 

Key words: water resources; saline water irrigation; SWAP model; soil moisture; soil salinity 

33. 复杂地下洞室群三维有限元网格剖分在 CAD 中的实现 

郑永兰  肖  明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4 年，VOL.23（增）4988－4992 

摘  要：选择 AutoCAD 软件作为三维有限元前处理平台，以图形交换文件 DXF 为基础，采

用 FORTRAN 或 Visual C++高级语言来读取、分析、处理数据文件，从而快速形成包括有限元网

格、结点数、结点坐标、单元数、单元编码的三维有限元网格图，得到有限元分析的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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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形的三维动态显示和观察，对有限元网格图形进行局部的修改和调整，能够既快速又准确

地实现复杂地下工程洞室群三维有限元网格离散，从而加快有限元分析的进程。 

关键词：数值分析，有限元，网格图，CAD，地下洞室群 

Abstract：AutoCAD is selected for the 3D FEM pre-treatment, Fortran or Visual C++ is adopted in 

data input and analysis, and the figures are analyzed and treated based on picture-exchanged DXF 

document. The 3D FEM relevance meshes can then be formed with all factors provided. The meshes are 

modified and adjusted after 3D dynamic display and observation of the meshes. This method can quickly 

and accurately realize the 3D FEM mesh subdivision. 

Key words：numerical analysis, finite element, meshes diagram, CAD, the group of underground 

cavity group 

 

34. 堆石坝施工的实时动态仿真系统研究 

刘珊珊  周宜红  刘  全  胡志根  贺昌海 

《系统仿真学报》  2004 年第 11 期 

摘  要：在传统的堆石坝全过程施工仿真计算的基础上，建立了施工实时动态仿真模型，通

过数值仿真技术、循环网络仿真技术、数据库动态连接技术等手段，实现了堆石坝施工模拟起点

的任意性。该模型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堆石坝施工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对于施工项目管理和决策

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通过实例验证分析说明，该方法是可靠的、适用的。 

关键词：堆石坝施工；计算机仿真；实时；动态 

Abstract：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overall-process simulation of rock-fill dam construction, a 

real-time dynamic model is set up. It realizes the randomicity of the simulation’s starting point through 

these technologies such as numerical simulation technology、cyclic oper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and 

dynamic-linked database technology. This model can actually reflect the uncertainties of the rock-fill 

dam construction, and it gives important guidance to the project-administrating and decision-making. At 

last, a case illustrates that the method is reliable and applicable. 

Keywords：rock-fill dam construction; computer simulation; real-time; dynamic 

35. 邻近爆破对坝基灌浆帷幕的影响机理研究  

许红涛  卢文波  蔡联鸣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4，23（8） 

摘  要：坝基邻近爆破开挖诱发的爆破振动对灌浆帷幕具有不利的影响，目前普遍采用质点

峰值振动速度这一经验判据对爆破振动进行控制，而理论研究尚开展得不多。设法运用应力波理

论来研究爆炸应力波与灌浆帷幕的相互作用过程，通过灌浆帷幕与岩石界面间结合强度的破坏分

析，从理论上探讨灌浆帷幕处的安全质点峰值振动速度。 

关键词：爆破工程，灌浆帷幕，应力波理论，结构面，安全质点峰值振动速度 

Abstract：The vibration induced by blasting in the vicinity of a dam foundation can induce some adverse 

effecton the curtain grouting. The peak particle velocity(PPV) caused by blasting is always adopt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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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terion in control of the blasting influence and few theoretical study has ever been carried out on 

this problem. The the ory of  stress wave is adopted in this paper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last-induced stress wave and curtain grouting. The safe PPV in the vicinity of the curtain grouting is 

then theoretically derived by analyzing the breakage of the bound between curtain grouting and rock.  

Key words： blasting engineering，curtain grouting，stress wave theory，structural plane，safe peak 

particle velocity 

36. 仙岭水库土坝渗流稳定分析及除险加固处理 

佘成学  李长城  张晓元 

《岩土力学》  2004 年 

摘  要：根据湖南省仙岭水库的地质勘探资料，利用有限元进行计算分析，弄清了大坝的渗

流情况，分析了大坝存在的渗漏和渗透变形问题，然后提出了除险加固的措施，经过计算分析说

明所提出的措施是合理可靠的，所得出的结论可为同类土坝的安全鉴定、加固以及今后土坝设计、

施工和管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土坝；渗流；加固 

Abstract: Based on geological information of the soil dam of the Xianling reservoir, Hunan 

Province, P.R.China, the seepage of the dam is calculated by FEM and the leakage as well as the 

percolation failure problem are discussed firstly, then the measures to reinforce the dam are proposed 

and approved to be reasonable and safety, the methods and conclusions can be valuable for the future 

safety identification, reinforcement as well as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oil dam.  

Keywords: soil dam; seepage; reinforcem 

 

37. 一种基于扩展拉格朗日算法的接触模型及工程应用 

常晓林  周  伟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4, Vol.23(9): 1568－1573. 

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传统库伦摩擦模型的改进接触摩擦模型，并且定义了相应的接触单

元。详细介绍了基于扩展拉格朗日算法的接触算法并成功地应用于复杂的摩擦接触问题。考题和

工程实际算例的计算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接触算法是高效的，结果符合一般工程规律。 

关键词：接触模型  摩擦模型  扩展拉格朗日算法 

Abstract：A kind of improvement contact frictional model on basis of traditional Coulomb 

Friction model is adopted. Corresponding contact element also is given. Detail contact algorithm on 

basis of augmented Lagrange method is introduced and applied on complex contact friction 

problem successfully. The test example and the actual engineering case all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of the model is efficient and computation results meet with general rules. 

Key words：Contact model  Friction model  Augmented Lagrang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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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采用 RNG 紊流模型计算静止环境中圆形负浮力射流 

杨中华  槐文信 

《水科学进展》  2004.Vol.15，No.6 

摘  要：建立静止环境中圆形负浮力射流基于 RNG 方法的 ε−k 湍流模型，运用混合有限

分析算法进行数值模拟。从射流的最大入侵高度、流速矢量图、温度等值线、湍动能等值线、

横断面上的流速和温度分布以及轴线上温度变化的诸多方面与有效的试验资料进行了较为全

面的对比验证。两者的良好吻合表明基于 RNG 方法的紊流模型和混合有限分析法的结合能较

好地模拟变密度流动。 

关键词：射流，紊流，计算机模拟，RNG 紊流模型，混合有限分析法  

Abstract: The RNG based k-ε turbulence model and the hybrid finite analytic method with 

staggered grids is used to calculate negatively buoyant jets in static ambient. The maximum penetration 

depth, velocity vector in the whole field, temperature contours,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contours, and 

velocity an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s in cross sections and axia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were got by 

simulation. The calculated results compared well with available experimental date, it shows that the 

RNG based k-ε turbulence model with the hybrid finite analytic method can be used to simulate the 

variation density flow.  

Key words: jets, turbulence, computer simulation, RNG turbulence model, hybrid finite analytic 

method  

39. 静止环境中有阻力圆盘浮力射流特性的研究数学模型及计算方法的验证（I） 

槐文信  方神光 

《水科学进展》  2004.Vol.15，No.5 

摘  要：建立静止环境中有阻力圆盘浮力射流的 RNG 湍流模型，考虑浮力对射流的影响，采

用混合有限分析数值格式来离散求解数学模型，结合有效的试验资料进行模型和计算方法的检验，

预报给出了阻力盘对圆形浮力射流轴线浓度的影响范围；提出轴线浓度校正系数的概念，从而清

晰直观地证实了阻力盘具有提高射流近区稀释度的作用；确立了H/D为影响轴线浓度的重要参数，

且 H/D=10 为阻力盘是否提高近区稀释度的判别标准；数值模拟发现，当 H/D<1 时，正常绕流发

生的傅氏数的范围会很快缩小，容易出现非正常绕流；并且盘离射流孔口较近时，射流容易被反

射，离孔口较远时，绕流容易出现分叉。并就如何控制射流流态和提高稀释度提出了两点建议。 

关键词：浮力射流，圆形垂直射流，稀释度，数值模拟，正常绕流，非正常绕 

Abstract: The RNG turbulence model, the buoyancy effect is used to establish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obstructed round buoyant vertical jets in static ambient. The hybrid finite analytic method with 

staged grid is used to solve this model. By the concept of concentration correction factor, the effect of 

the disc to improve the near field dilution of buoyant jet was confirmed. Meanwhile, the H/D, H is 

vertical distance of disc from jet exit section, D is disc diameter, primarily affects the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behind the disc. It’s found that the range of Froude number in which normal round flowing 

occurred decreased quickly while H/D<1. When the plate was near the port, jet is easily reverberated by 

the plate and while the plate is far from the port, the round flowing after the plate will bifurcate ou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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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nge of Froude number. We also proposed two steps to control flowing pattern and improve dilution 

on the axial.  

Key words: obstructed buoyant jets round vertical jets, numerical simulation, flow pattern, dilution 

40. 静止环境中有阻力圆盘浮力射流特性的研究流场特性分析（II） 

方神光  槐文信 

《水科学进展》  2004.Vol.15，No.5 

摘  要：在数值计算成果的基础上，对阻力圆盘浮力射流的流场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基于轴

线流速的变化规律将盘后流场分为三个区域：回流区、过渡区和自相似区。得到了回流区的长度

随弗汝德数 0F 、孔口直径 D/d 以及盘离孔口的距离 H/d 的变化规律，并得到了工况为

/ 1, / 2,6H D D d= = 和 / 3, / 2H D D d= =  在不同弗汝德数条件下的横截面上的流速分布图和达到自相似区

的最小长度；结果表明弗汝德数的大小是决定绕流流态的主要因素；同时分析了由正常绕流发展

到非正常绕流的压力场变化，发现由于弗汝德数的增大而导致流场中出现的第三个负压中心的大

小和位置与绕流是否能正常发生存在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浮力射流，回流区，自相似区，轴线流速，压力场 

Abstract：Based on a series of numerical calculations, the behavior of flow field in obstructed 

round buoyant vertical jet was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Based on the axial line velocity distribution, 

the flow after the disc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regions: i.e. recirculation region, transitional region and 

self-similar region. The laws were acquired of the length of recirculation area varying with Froude 
number 0F , port diameter D/d and the distance H/d of the disc from the port. Velocity distribution 

charts in cross sections and the least length from the disc needed for reaching self-similar area in 
different Froude number under three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 1, / 2,6H D D d= = and / 3, / 2H D D d= =  were 

gained in the paper. And it is found Froude number is the key factor of deciding which flowing pattern in 

the field. And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changing in the flow area for three kinds of flow patterns was 

analyzed and the magnitude and location of the third negative pressure center caused by the increasing of 

Froude number were tightly related with flow patterns. 

Key words：buoyant jets, recirculation region, axial velocity, pressure field. 

41. 流动环境中铅垂圆形负浮力排放的三维数值模拟 

杨中华  槐文信 

《水科学进展》  2004.Vol.15，No.3 

摘  要：建立流动环境中圆形负浮力射流的三维 ε−k 湍流模型，考虑浮力对射流的影响，结

合试验资料进行数值计算，给出了不同射流比下的流线图和断面密度等值线图。发现了大射流比

下喷口附近存在一个相对的低密度区以及射流撞击底部后向侧壁分流、密度分布呈现中间低两侧

高的现象。 

关键词：负浮力射流，流动环境，圆形垂直射流，三维数值模拟 

Abstract：The ε−k  turbulence model is used to establish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round 

negative buoyant vertical jets in flowing environment. The model and the method are verified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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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between the calculated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data. Streamlines and density contours in 

different section are given.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re is a low-density region behind the inlet and the jets 

branch off after impinging the boundary and the density near the side is higher than which in the middle 

of the channel. 

Key words：negative buoyant jets, flowing environment, round vertical jets,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42. 静水中正方形孔口浮力射流特性的研究(EI 收录文章) 

方神光  槐文信  

《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  2004 年第 4 期 

摘  要：建立了静止环境中正方形孔口浮力射流的三维湍流模型，考虑浮力对射流的影响，

采用混合有限分析数值格式来离散求解数学模型，给出了其数值模拟结果。为验证该数学模型和

计算方法以及所得到的数值结果的正确性，对静止半无限环境中的正方形孔口的浮射流进行了试

验，测量得到了各工况下轴线上的温度，试验资料与数值模拟结果的良好吻合表明该数学模型和

计算方法能有效的模拟该类流动。将试验结果与已有的圆孔浮射流的轴线浓度比较发现两者符合

良好。同时在离射流孔口一小段距离后，数值模拟得到的不同高度位置处的温度和纵向流速等值

线分布形态与圆孔浮射流的分布形态完全一致，并验证了温度和流速自相似区域的存在。 

关键词：浮力射流，正方形孔口，稀释度，数值模拟，静止环境，试验 
Abstract：The three-dimensional turbulent model considering buoyancy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buoyant flow from square orifice in static ambient. The hybrid finite analytic method with stagged grid is 
used to solve this model. Experiments were made on the buoyant jet from square orifice in half infinite 
static ambient to confirm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l. Concentration on the axi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was obtained. The results from experiments accord with those from the model and it shows that the 
mathematical model can simulate this kind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buoyant flow very well. The 
concentration and longitudinal velocities on axis from square orifice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from 
circular and it found that the two graphs of concentration and velocities respectively accorded well. The 
shapes of temperature and longitudinal velocity distribution on different height cross-sections tallied 
well with those from circular orifice. The existence of self-similar area of temperature and longitudinal 
velocity was confirmed also. 

Key words：buoyant jet, square orifice, dilu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static ambient, experiments 

43. 贝叶斯方法在洪水保险费调整中的应用(EI 收录文章) 

付  湘  刘  宁  王丽萍  纪昌明 

《水科学进展》  2004. 15（5）：675－678 

摘  要：在洪水保险中，获得的样本信息不符合对统计样本的理论要求。因此，本文运用贝

叶斯统计方法，依据先验信息数据确定的保险费，结合新的理赔记录，调整和校正赔款频率和平

均赔款额，从而正确估计保险费。使其符合实际的风险水平。并运用实例分析了贝叶斯方法的可

行性，本文的方法和结论可供开展洪水保险项目研究和业务工作参考。 

关键词：洪灾损失; 贝叶斯方法; 洪水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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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flood insurance，the sample information gotten doesn’t accord with the theory 
request for the statistical sample .So the Bayesian approach is used，namely according to premium 
confirmed by priori information，claim frequency and expected claim size are adjusted and corrected 

combining the new claims settlement record .Thus premium can be estimated correctly and suits actual 
risk level .And an example is used to check the feasibility of Bayesian approach .The method and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can afford reference for project research and business of flood insurance. 

Key words: expected flood damage; Bayesian approach; flood premium 

44. 政府对一类风险回避型垄断企业价格管制的激励机制设计与分析 

欧阳芳锐  王先甲 

《系统工程》  2004 年第 1 期 

摘  要：通过引入有关垄断企业成本的不对称信息，以政府和垄断企业为对象，研究委托代

理框架下政府对风险回避的企业进行价格管制的机制设计问题，分析风险回避对最优机制的影响，

度量风险回避度对于管制价格水平的扭曲。在成本参数服从均匀分布以及逆需求函数为线性的特

定假设下，认为两种极端风险态度下管制价格、生产产量与成本参数的相关性是相同的。 

关键词：委托代理; 非对称信息; 激励机制; 最优机制; 风险回避 
Abstract: ： Optimal mechanism design of regulating a risk-avoidable monopolist with 

principal-agent framework under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bout cost is studied in this paper. We 
analyse the effect of risk avoidance to the optimal mechanism and qualify the impact of the avoidance 
level on pricing distortion. With a certain assumption, we conclud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 
level, quantity produced and cost parameter is same at both extreme levels of risk avoidance. 

Key words:：Principal-agent; A symmetric Inform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Optimal Mechanism; 

Risk Avoidance 

45. 网上双边拍卖机制设计及其实现 

殷  红  王先甲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4 年 

摘  要：本文针对有多个买方和卖方参与的在线拍卖，设计了一个双边拍卖机制，此机制除

了符合网络的特点外，还有如下优点：允许参与人对多单位商品进行报价；在时段末在线拍卖市

场出清；所有参与人都按其对商品的真实估价进行报价；卖方不会发生网上共谋。最后，本文给

出了此拍卖机制实现的具体数据结构和系统框架。 

关键词：在线双边拍卖；归一价格；出清规则；激励相容；4堆 
Abstract：This paper designs the mechanisms for online double auctions that admit multiple buyers 

and sellers to participate in. Such auction mechanism not only accords with the characters of network but 
has some merits as follows: admitting bidding for the multi-unit goods; cleaning online auctions; induce 
truthful revelation of values by buyers and sellers; buyers or sellers no collusion. This paper also gives 
efficient algorithms and concrete system frame for implementation. 

Keywords：online double auctions, cleaning rule, translate-into-one price, incentive compatible, 
4-h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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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一种激励相容的电力市场双边拍卖机制(EI 收录文章) 

王先甲  殷  红 

《电力系统自动化》  2004 年 18 期  

摘  要：电力市场竞价机制设计是目前电力市场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中针对有多

个发电商和多个客户参加的电力市场竞价,设计出一个激励相容的双边拍卖机制。此机制在描述电

力市场竞价规则的基础上,设计出符合电力市场特点的出清和交易规则。该机制不仅能保证电力市

场实时出清,实现电力的经济调度和有效分配,而且能诱导风险规避的发电商申报真实的边际成本

和用户披露真实的用电价值信息。最后,通过算例及其实现方法证实了该机制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关键词：双边拍卖. 电力市场. 激励相容. 交易成本. 归一价格 

Abstract：Presently the mechanism design of competitive bidding in electricity market is an 

important theory and practice problem that needs urgently to be settled in the reform of power system. 

This paper designs an incentive compatible double auction mechanism that admits multiple power 

suppliers and clients. On the base of the description for the rule of competitive bidding, we give the 

clearing rule and transaction rule that accord with the characters of electricity market. This auction 

mechanism not only can ensure real-time clearing of electricity market and realize the most economic 

dispatch of generation but also can induce risk-averse power suppliers to reveal their true marginal cost 

and clients to reveal their true electric values. Numeral results and mechanism implementation 

algorithms show the efficiency and applicability of our mechanism. 

Keywords: double auction, electricity market, incentive compatible, transaction cost, 

translate-into-one price 

47. 基于图形的发电商最优报价决策方法(EI 收录文章) 

殷  红  王先甲  曹生荣. 

《电网技术》   2004 年 11 期  

摘  要：作者基于供求关系建立了发电商优化报价的数学模型。传统上报价问题以基于博弈

论的 Nash 均衡思想利用最优反应函数来求解,这在报价策略为一维时是有效的。但此文中发电商

的行为是报价曲线,策略是其报价曲线的参数矢量,所以传统方法对此已不适用。作者利用图形来模

拟交易中心的决策过程和发电商的竞价行为,通过在图形上运用 Nash 均衡的思想,直观地描述出发

电商最优的报价曲线和收益曲线间的关系,得出了求解合理的 Nash 均衡策略的表达式。与传统方

法相比,这种方法更简单易行。另外,对于不完全信息下的重复报价博弈,当各发电商都采用文中给

出的报价机制时,通过迭代最终收敛于 Nash 均衡点。算例结果表明了此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关键词：图形. Nash 均衡. 报价策略. 无差异曲线. 

Abstract：With the advance of the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reform, the bidding strategies of the 

power suppliers are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Firstly, this paper presents an optimization bidding 

model based on the rel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Traditionally, the bidding problem can be resolved by 

the optimal reactive functions based on the Nash equilibrium idea.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method is 

invalid for this model because the strategies of the power suppliers are parameter vectors of the bidding 

curves that are their competitive behaviors. In virtue of graphics, this paper simulat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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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he bargaining center and the competitive behaviors of the power suppliers. 

By the Nash equilibrium idea applied on those graphs, the relation of the optimal bidding curve and the 

income curve is described and the expressions of the Nash equilibrium strategies are found, which are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This paper also deals with the repetitive bidding problem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iterative operation. The Nash equilibrium has been reached when all 

participants take the bidding mechanism of this paper. Numeral results show the efficienc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proposed approach. 

Keywords: Graphics analyzing，Nash equilibrium, market-clearing price，indistinctive curve 

48. 不确定市场下的一种二层规划最优竟价模型(EI 收录文章) 

万仲平  肖昌育  王先甲  肖克强  黄要桂  彭向阳 

《电力系统自动化》 2004 年 19 期 

摘  要：在不确定的电力现货市场条件下，讨论了发电商和售电商关于长期合约交易与现

货交易之间的最佳选择策略方法，提出一种（随机）二层规划理论模型及其求解算法。根据求

解结果，发电商可确定适当的合约电价及合约电量，使公司获得最大利润；售电商能对签订多

少合约电量和购买多少现货电量做出最佳决策，使公司获得最大效益。最后给出了结论及需进

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电力市场；电力交易；不确定性；二层规划；竞价策略 

Abstract：A stochastic bilevel programming model audits algorithm of optimal bidding strategies, 

between power seller and buyer for contracting arrangements of the long－term contracts and the spot 

markets transactions under uncertain electricity spot market is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model，the power seller can decide an appropriate contract price and capacity so that the maximal profit 

is obtained，the power buyer can select the optimal contract capacity and spot－market capaci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ir maximum utility. Lastly，the conclusion is given and the further research problem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electricity market；power transaction；uncertainty；bilevel programming；bidding 

strategies 

49. 基于DEM的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及应用 

熊立华  郭生练  田向荣 

《水科学进展》  2004，15（4）：517－520 

摘  要：出了一个基于数字高程模型(DEM) 的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主要用来模拟湿润地区

的蓄满产流机制。通过建立土壤蓄水能力和地貌指数的关系来描述蓄水能力的空间分布。坡面流

流向采用多向流法来决定。应用结果表明, 该模型模拟流量过程的精度较高, 与三水源新安江模

型、TOPMODEL 基本相当; 而且模拟的土壤蓄水量的空间分布也基本符合水文规律。 

关键词：分布式水文模型; 数字高程模型; 土壤蓄水量; 空间分布 

Abstract : A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based distributed model is proposed to simulate the 

saturation -excess mechanism of runoff genera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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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il water storage capacity and the topographical index ,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oil water 

storage capacity over the watershed is simulated in the model. The direction of the overland flow is 

determined by using the multiple-direction allocation method rather than the steepest slope method1.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is capable of simulating the observed hydrographs at nearly the same 

efficiency as those of the Xinan-jiang model and TOPMODEL , and the simulate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oil moisture content over the whole watershed is reasonab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ydrological 

reality. 

Key words ：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 ;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 soil moisture content ; 

spatial distribution 

50. 国外区域洪水频率分析方法研究进展 

熊立华  郭生练  王才君 

《水科学进展》2004，15（2）：261－267 

摘  要：总结了国际上区域洪水频率分析方法的最新研究进展。对经典的标度洪水法进行了

评述，阐述了进行区域洪水频率分析时应该遵守的几个原则，总结了关于数据检查、水文分区识

别及水文分区均匀性检验等几个关键问题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区域洪水; 频率分析; 标度洪水法; 水文分区; 均匀性检验  

Abstract : The latest progress in study of the regional flood frequency analysis is reviewed in the 

paper. The classic index-flood method is discussed first , then a number of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observed in the regional flood frequency analysis are analyzed1 The conclusions about some critical 

questions in the regional flood frequency analysis such as data checking ,hydrological region 

identification , and homogeneity testing of the hydrological regions are presented finally1 

Key words : regional flood frequency analysis ; index2flood method ; hydrological region 

identification ; homogeneity testing 

5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水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I)－ 汉江水华发生的关键因子分析 

谢  平  夏  军  窦  明  张万顺 

《自然资源学报》  2004 年 7 月，第 19 卷第 4 期，418～423． 

摘  要：为了评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水华的影响，在广泛现场监测、资料收集、

调查论证工作的基础上，应用水动力学模型和富营养化动力学模型对汉江水华发生的成因和关键

因子进行了分析。汉江水华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汉江中游进入城区的排污量日趋严重，藻类

等生物所需的氮、磷等营养物质严重过量（此乃根本原因）；汉江水枯同时长江水位增高使汉江流

速变缓，产生类似于湖泊的水流特性；春季气温偏高。在已满足藻类生长需求的营养条件下，流

量和流速是制约汉江水华发生的关键（敏感）因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水华的影响

将主要体现在水文因子上。 

关键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水华；影响；对策；关键因子 

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the middle route of China's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mr- snwtp) on the water bloom in the middle-down stream of Hanjiang river,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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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data, collecting information and investigating work, the reasons and key factors of 

Hanjiang’s water bloom are analyzed by applying hydrodynamic model and dynamic model of 

eutrophication. There are three major reasons to generate Hanjiang water bloom. The first and main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olluted drainage from the middle stream to the down stream of 

Hanjiang river and excessive nutrition material needed by algae such as nitrogen and phosphor etc.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the water velocity in Hangjiang river becomes less when Hangjiang river has low 

water level and Changjiang river has high water level, and Hangjiang river has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like lakes. The third reason is higher temperature In spring. Under the nutrition condition of growth 

needed by algae, the discharge and water velocity are the key factors to restrict water bloom in Hanjiang 

river. The effects of mr-snwtp on the water bloom in the middle-down stream of Hanjiang river will 

embody mainly on hydrological factors.  

Key words: the middle route of China's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Hanjiang river ; 

water bloom ; effect; Countermeasure; key factor 

5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水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Ⅱ）汉江水华发生的概率分析与防

治对策 

谢  平  夏  军  窦  明  张万顺 

《自然资源学报》  2004 年 9 月，第 19 卷第 5 期，545～549． 

摘  要：为了评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水华的影响，根据汉江水华发生的成因

和关键因子的分析结果，对汉江水华发生的概率进行了定性分析；应用水动力学模型和富营养

化动力学模型以及随机模拟法对汉江水华发生的概率进行了定量计算，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对

策。结果表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145 亿 m3 方案实施后将增加汉江水华发生的概率，而引江济

汉工程的兴建将极大地减少汉江水华发生的概率。汉江自身的水污染治理是减少水华发生概率

的最根本措施。丹江口水库增加枯水期下泄流量和三峡电站减少枯水期下泄流量的联合调度将

减小汉江水华发生的概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水华；影响；对策；概率 

关键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水华；影响；对策；概率 

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the middle route of China's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MR- SNWTP) on water bloom in the middle-down stream of Hanjiang River,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al results about the reasons and key factors for Hanjiang’s water bloom , the probability of 

Hanjiang’s water bloom are analyzed qualitatively. The probability of Hanjiang’s water bloom are 

calculated quantitatively by applying hydrodynamic model and dynamic model of eutrophication as well 

as stochastic analogy method ,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countermeasures are provid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water bloom in Hanjiang River will increase when the 145×108 

m3 scheme of MR- SNWTP is implemented, but building the diversion work from Yangtze River to 

Hanjiang River will markedly de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water bloom in Hanjiang River. Th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of Hanjiang River itself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measure t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Hanjiang’s water bloom. The joint regulation of increasing discharge from Danjiangkou Reservoi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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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easing discharge from Sanxia Power Station during drought period will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Hanjiang’s water bloom. 

Key words: the middle route of China's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Hanjiang River ; 

water bloom; effect; countermeasure; probability 

53. 基于经验频率曲线的湖泊富营养化随机评价方法及其验证 

谢  平  黎红秋  叶爱中 

《湖泊科学》  2004 年 12 月，第 16 卷第 4 期，371～376． 

摘  要：为了准确评价湖泊所处的营养状态，进而为湖泊富营养化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提出了基于经验频率曲线的湖泊富营养化随机评价方法。该法通过建立湖泊富营养化评

价标准中各项水质指标和评价级别的经验频率曲线，推求实际湖泊各项水质指标的经验频

率，并采用加权平均法推求湖泊富营养化评价级别的经验频率，从而得出湖泊富营养化的评

价级别，具有方法简单、图形直观、计算工作量小的特点。经全国 30 个湖泊实测水质资料

的验证，随机评价方法与模糊评价方法和灰色评价方法相比较，有 29 个湖泊评价结果的差

异小于等于一个级别，其比例为 96.6％，说明这三种富营养化评价方法的计算精度相当。确

定湖泊富营养化评价的水质指标个数和种类的选择具有不确定性，确定湖泊富营养化的评价

级别和各个级别对应的水质标准浓度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湖泊富营养化的评价方法具有不

确定性。应采用多种途径对湖泊富营养化的评价方法进行研究，并取长补短，使评价结果更

趋合理。 

关键词：湖泊富营养化；经验频率曲线；随机评价方法；模糊评价方法；灰色评价方法；

不确定性。 

Abstract：In order to correctly evaluate the trophic state of a lake and then to establish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of lake eutrophication, a lake eutrophication stochastic assessment method 

(LESAM) by using empirical frequency curve (EFC) is proposed. In this method, the EFC of each water 

quality index of an actual lake is firstly derived through establishing the EFCs of each of those water 

quality indices and assessment orders used in the lake eutrophication assessment criteria. Secondly, 

using the weighting average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EFC of assessment order of lake eutrophication 

derives the assessment order of lake eutrophic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SAM are that the method is 

simple, the visual graphs are informative, and the computation work is moderate. LESAM, together with 

other two methods, i.e. the lake eutrophication fuzzy assessment method (LEFAM) and the lake 

eutrophication gray assessment method (LEGAM), has been tested against the measured data of 30 lakes 

all over the country, it is found that the difference of assessment results between those three methods is 

not greater than 1 order in 29 lakes, i.e. 96.6％ of the total lakes. It is concluded that all these three 

methods (LESAM, LEFAM, and LEGAM) have comparable computation precision. For there is a lot of 

uncertainty involved both in determining the number and type of water quality index in lake 

eutrophication assessment and in determining the assessment order and its corresponding standard water 

quality concentration, the lake eutrophication assessment methods also have uncertaint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lake eutrophication assessment should be studied with various approaches in order to over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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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akness of one particular method and to make assessment results more reasonable. 

Key words：lake eutrophication ; empirical frequency curve ; stochastic assessment method ; fuzzy 

assessment method ; grey assessment method ; uncertainty 

54. 防洪体系超标洪水综合风险分析 

汪新宇  张  翔  赖国伟 

《水利学报》  2004 年第 2 期：83－87 

摘  要：采用复合泊松模型和可靠性分析方法分别计算防洪体系超标洪水水文风险率和工程

结构可靠度，将水文风险和工程结构风险视为相容事件，应用选择概率计算综合风险率，并进行

综合风险分析。在澧水流域防洪体系综合风险分析中的应用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实用性，可为江

河防洪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水文风险；工程结构可靠性；综合风险分析 

Abstract: Compound Poisson model and Reliability Theory are respectively used to calculate 

hydrology risk rate and engineering structure reliability. And the hydrology risk and the engineering risk 

are considered as compatible events. The Selective Probability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integrated risk rate 

of compatible events. The case study illustrates that these methods are practical in integrated risk 

analysis of flood control system and the results of integrated risk analysis are useful in decision making 

for flood control planning.  

Keywords: hydrology risk; engineering structure reliability; integrated risk analysis;  

55. 华北地区降水变化的多时间尺度分析 

张利平  牛存稳  夏军 

《干旱区地理》  2004 年第 1 期 

摘  要：利用功率谱、小波分析及突变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华北地区 25 个台站 6~8 月降水量

115 年的变化。结果表明其存在着 2--5a 左右的甚低频振荡，10-20a 和 60a 左右两个主要长周期振荡，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 10 年代、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为多雨时段，20 年代至 40 年代末、80 年代至 90

年代为少雨阶段。由突变分析结果表明，华北地区降水量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在 20 世纪 10 年

代和 20 世纪 60 年代左右发生了两次突变，其旱涝阶段同小波分析的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关键词：华北地区；降水变化；功率谱；小波分析 

Abstract：The inter-annual and inter-decadal variations of precipitation of the past 115 years 

observed data at 25 stations in North China from 1886 to 2000 are analysed by using power spectrum, 

wavelet analysis and abrupt change methods. The climate jumps, variation periods and trends are 

investigated in drought/flood, the main results show that: 

1) In North China, the water resources is more from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to the 1910s and from 

the initial stages of the 1950s to the end of 1970s, less from initial stages of 1920s to the end of 1940s 

and from the 1980s to 1990s. Before the 1950s, the alternation of drought/flood is of high frequency, 

with a relatively big oscillation range of water resources. Since 1965 the water resources in North China 

have obviously decreased and drought trend is obvious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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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water resources has mainly the oscillation of inter-annual scales(quasi-biennial), 

inter-decadal scales (18~20 years) and century scales (quasi-60-yea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oscillation periods is different in the various stages of water resources in North China. 

3) The analysed results show that abrupt jump of water resources in North China occurred in 1910s 

and 1960s. 

4) Two dimensional wavelet coefficient chart an manifest clearly the features of water resources 

variation on different time scales .It can reveal that long periodical variation trend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short and it could also be used to estimate qualitatively the future tendency of  water resources.  

Finally we have a discussion on the important problem when the drought period started from the 

mid-1960s will end and have a prediction for the future water resources tendency in North China. 
Key words：North China; water resources variation, power spectrum, wavelet analysis 

56. 华北地区降水量的小波分析 

牛存稳  张利平  夏军 

《干旱区地理》  2004 年第 4 期 

摘  要：由于华北各地区受气候影响不同，不同地区的降雨变化也有很大差异，因此为全面

分析华北地区的未来水资源量的变化趋势，本文将华北地区划分为 6 个代表区域，利用小波分析

方法研究了华北地区降水分布的特征和年代际变化，在此基础上，对今后几年华北降雨的演变趋

势作一初步的探讨和估计。这对掌握华北地区水资源量的演变规律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华北地区  水资源  降水量   小波分析 

Abstract: Owing to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climate influences on the different regions, the water 

resource content in north China varies greatly. In order to study the future trend of precipitation in north 

China, On the partitioning of the 25 primary experimental stations into 6 representative regions, this 

thesis picked-up the connotative periods in different period and different scale of various regions, then 

put forward and analyzed the evolvement trend of precipitation several years from now on in north 

China. Thus this thesis is an instructive search for mastering the evolvement rule of precipitation in north 

China. 

Key words: North China；water resource；precipitation；wavelet analysis 

57. 非均质土坡的有限元塑性极限分析(EI 收录文章) 

王均星  王汉辉  张优秀  夏传星 

《岩土力学》  2004 年第 3 期 

摘  要：在评价现有边坡稳定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边坡稳定的有限元塑性极限分析方

法。借助有限单元思想和线性规划，建立了边坡稳定的数学规划模型，由此可以求出安全系数的

上下限解，从而，界定了边坡的安全范围，同时，可以给出下限状态下的应力场和上限状态下的

速度场。以一个经典非均质土坡的边坡稳定作为算例，比较了多种方法的分析结果，论证了本方

法的正确性。 

关键词：塑性极限分析；边坡稳定；线性规划；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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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ppraising the existing analytical methods of slope stability, the plastic 

limit analysis using finite elements is putforward to analyze the slope stability. By using the idea of finite 

element method and linear programming, the limit analysis models of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for 

slope stability are established; the model can evaluate the safety factors of lower bound and upper bound, 

andcan give the stress field of lower bound and the velocity field upper bound at the same time. Finally, 

taking a classical heterogeneous soilslope for example of calculating slope stability, the comparisons 

among the analytical results of various methods are made. The results showthe correctness of the method 

and the program. 

Key words: plastic limit analysis；slope stability；linear programming；safety factor 

58. 三维塑性极限分析下限法原理及应用(EI 收录文章) 

王均星  吴雅峰  李  泽 

《岩土力学》  2004 年第 10 期 

摘  要：介绍了三维塑性极限分析下限法的基本原理。将计算区域离散为有限个三维空间单

元，利用极限分析中的下限定理，借助有限元思想建立数学规划模型，并引入非线性规划的数值

方法寻求问题的下限解。以均匀土质边坡的极限荷载作为算例，比较了所得数值解与经典塑性力

学理论解，论证了该方法的正确性。 

关键词：三维有限元；极限分析下限；非线性规划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lower bound theory of 3-D plastic limit analysis. The static 

stress field is established by means of3-D finite element technique. Based on the lower bound principles 

of limit analysis, a mathematical model is established by means of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lower 

bound solution of the model is obtained by nonlinear programming. As an example, the bearingcapacity 

of a homogeneous slope is analyzed,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lower bound limit analysis and 

classical plasticity theoryillustrates the correctness of the method. 

Key words:3-D finite element; lower bound limit analysis; nonlinear programming 

59. 土坡稳定的有限元塑性极限分析上限法研究(EI 收录文章) 

王均星  王汉辉  吴雅峰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4 年第 1 期 

摘  要：系统地介绍了结构塑性极限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借助有限单元法和线性规划，运用

塑性极限分析的上限法可求解土坡的极限承载力和安全系数，同时分析了该法的困难所在。以一

经典土坡的稳定性作为算例，讨论了屈服条件近似对精度的影响和边坡土体容重对极限荷载的影

响，论证了本方法的正确性。算例表明该方法具有较高的精度。 

关键词：土力学，线性规划，塑性极限分析，上限法，安全系数 

Abstract：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the plastic limit analysis are introduced systematically. By 

using the finiteelement method and linear program，the upper limit method can evaluate the bearing 

capacity and the safety factorof soil slope. The influence of yield surface linearization on the degree of 

accuracy and the influence of slope soildensity on the limit load are discussed. A classical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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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case show that the presented method is ofcorrectness and high precision. 

Key words：soil mechanics，linear program，plastic limit analysis，upper limit method，safety factor 

60. 重力坝的塑性极限分析法王均星(EI 收录文章) 

王均星  李永明  李  泽 

《水利学报》  2004 年第 8 期 

摘  要：应用结构塑性极限分析的上、下限定理及相应的有限元法分析重力坝的极限承载能

力，以判断大坝的稳定性。在上限法中，考虑变形相容条件、外荷载做正功和内功功率与外功功

率相等，求得了重力坝超载系数和强度储备系数的上限值及相应的机动容许位移(增量)场。在下

限法中，考虑平衡条件、应力边界条件、屈服条件以及应力间断条件，求得了超载系数和强度储

备系数的下限值及相应的静力容许应力场。文末给出的算例说明，本文在重力坝的抗滑稳定分析

时提出的塑性极限分析法比弹塑性有限元法、摩擦公式和抗剪断强度公式更准确。 

关键词：重力坝; 塑性极限分析; 超载系数; 强度储备系数 

Abstract: The upper bound and lower bound theoremof classical plasticity theory and 

corresponding FEMi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gravity dam for judg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dam. In theapproach of determining the upper bound, the deformation compatibility is considered, 

the work done byexternal load is prescribed on position and the power of the external forces is equal to 

the power ofexternal forces. Consequently, the overload factor and strength safety coefficient of the 

gravity dam as wellas the corresponding kinematically permissble velocity field can be obtained. In the 

approach ofdetermining the lower bound, the conditions of equilibrium, stress boundary, yielding and 

stressdiscontinuity are considered, and the overload factor and strength safety coefficient of the gravity 

dam as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statistical permissible stress field also can be obtained. The comparison 

of thismethod with elastoplastic FEM and slide resistance analysis for a gravity dam is presented. It 

shows thatthis method gives the most reasonable result. 
Key words：gravity dam; plastic limit analysis ; overload factor ; strength safety coefficient 

61. 溢洪道弯道前陡槽内水流的消能研究(EI 收录文章) 

王均星  邹鹏飞  黄先敏 

《水力发电学报》 2004 年第 6 期 

摘  要：陡坡接缓坡转弯段再束窄变陡坡的溢洪道布置在国内外很少见，由此提出了弯前陡

坡段的消能问题。本文通过反复的水工模型试验研究，提出了多级消力池的消能建筑物型式。 

关键词：水力学; 溢洪道; 消能建筑物; 消力池; 辅助消能工中 

Abstract: It is uncommon at home and abroad that the spillway is laid out as chute connecting 

curved conduit withgentle slope ,then diminishing and steepening. Accordingly ,the energy dissipation in 

the chute before the curvedconduit becomes more important . In this paper ,the structural style of energy 

dissipation of multilevel stilling pool wasput forward by repeated hydraulic model experiments. 

Key words: hydraulics, spillway, energy dissipation, structure, stilling pool, auxiliary energy 

dissip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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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基于遗忘因子的BP 神经网络水文实时预报方法 

袁  晶  张小峰 

《水科学进展》  2004 年 6 月 

摘  要：在应用神经网络进行洪水预报时，因洪水系统随着河道上游来流、区间降雨、河床

演变等因素的动态变化，其特性并不总是按照基本相同的规律变化，对这类系统的参数辨识，要

求算法具有较强的实时跟踪能力，以适应模拟或预测洪水运动变化过程的要求。在BP 神经网络

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最小二乘递推算法，引入时变遗忘因子实时跟踪模型中时变参数的变化，建

立了神经网络在非线性系统中动态系统输入、输出数据间的映射关系。计算实例表明: 该法对参

数的快速时变具有较快的跟踪能力和较高的辨识精度，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水文实时预报方法。 

关键词：神经网络; 最小二乘递推算法; 时变遗忘因子; 时变参数; 水文实时预报 

Abstract : Flood system is usually very complex , and always changes with different inflow from 

upstream , local rainfall , river2 bed deformation and other factors1 When the back propagation (BP) 

neural network is applied in such system for flood fore2 casting , the algorithm must have ability for 

real2time tracing of the changes of parameters in the system1 In this paper , a vari2 able weighted 

forgetting factor based on recursive least2squares parameter estimation is introduced into the BP model 

to simulate such time2variant system1 Each weight of the neural network can be real2time modified and 

the transitional invariable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input and output in the non2liner system of 

neural network is improved1 And two examples are given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rovement . The calculated result shows that the time2variable weights can be traced with a fast speed 

and agrees well with the measured data1 

Key words :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 recursive least2squares ; time dependent forgetting factor ; 

time variant parameter ; real2 time hydrological forecasting 

63. SUPPL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HOILLY-PREISSMANN SCHEME 

XIE Zuo-tao, ZHANG Xiao-feng, TAN Guang-ming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Ser.B,2004,16(4);468-473 

Abstract:Using the undermined coefficient method, Holly-Preissmann scheme is improved 

effectively. The scheme with the minus velocity is added, and a new conservative scheme is also 

presented on the basis of original scheme. The simulations of the new scheme accord with the exact 

result, which enhance its applicability in the engineering. 
Keyword：Holly-Preissmann scheme, conservative convection equation, numerical scheme, 

undermined coefficient method 

64. 基于不完全分形理论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模型(EI 收录文章) 

王康  张仁铎  王富庆 

《水利学报》  2004 年第 5 期 1－6 

摘  要：本文将土壤的物理构成分为不具有分形结构的固体颗粒和孔隙以及具有分形结构的

团聚体结构，建立了土壤孔隙和粒径分布的不完全分形模型，并与土壤毛管水运动 Young La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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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相结合推导出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模型。将模型应用于 6 种土壤的结果表明，模型所包括的 3

个参数中分形维数有随土壤黏粒含量的增加而增大的趋势，另 2 个参数分别为基质势作用下的可

释放含水率和特征曲线的形状参数。所提出的水分特征曲线模型能够较好的模拟不同土壤质地和

基质势范围下土壤基质势和含水率的特征关系。 

关键词：不完全分形; 孔隙及粒径分布;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Abstract:The effect of soil- retaining dams on reduction of flood，sediment and erosion in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from Hekouzhen to Longmen，Jinghe River basin，North Luohe River basin 

and Weihe River basin，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observation data .The formulas for calculating the 

flood reduction，sediment reduction and erosion reduction are established accordingly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n the period from 1970 to 1996，the reduction of flood and sediment are 59. 3%and 64. 7%of the 

totals respectively du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The effect of soil-retaining 

dams is re markable .The soil-retaining dams not only reduces the coarse sediment discharged from the 

middle reaches to downstream reaches but also promotes the ecological，social and economical 

advantages of the whole river basin. 
Keywords：soil-retaining dam;flood and sediment reduction;erosion reduction;sediment retaining 

index;middle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65. 基于连续分形理论的土壤非饱和水力传导度的研究(EI 收录文章) 

王  康  张仁铎  王富庆 

《水科学进展》  2004 年第 2 期，206－210 

摘  要：土壤的孔隙是具有连续分形性质的物理结构，根据土壤孔隙分形结构建立了非饱和

水力传导度模型。模型包括综合系数、分形维数和临界体积比 3 个参数，综合系数为不同土壤基

质势对应的非饱和水力传导度与饱和传导度之间的水力联系，与土壤质地有关；分形维数反映土

壤孔隙结构对于非饱和水力传导度的作用，土壤不同尺寸孔隙之间的连通性则通过临界体积加以

描述。模型具有较为明确的物理解释。将模型应用于 5 种不同土壤的结果表明，所提出的非饱和

水力传导度模型具有较好的模拟效果。 

关键词：连续分形理论; 非饱和水力传导度; 土壤; 孔隙结构 

Abstract：A model for the unsaturated soil hydraulic conductivity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an 

assumption that the soil can be represented as a continuum fractal porous medium. The model contains 

three physical parameters: a coefficient λ，the fractal dimension D and the critical volume fraction αc,. 

The saturated and unsaturated hydraulic conductivities are connected by the parameter λ. The fractal 

dimension(D) represents the soil porous structure and the critical volume fraction(αc) which accounts for 

the differential porosity from the smallest pore size for continuous flow to the largest pore size in the soil. 

The unsaturated soil hydraulic conductivity estimated by the model is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various soils. 

Keywords：continuum fractal; unsaturated soil hydraulic conductivity; soil; porous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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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竹料镇滴灌系统节水增产效果分析 

邱元锋  罗金耀  孟  戈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2004 年第 2 期 

摘  要：滴灌具有较高的灌水均匀度，当灌水均匀系数 UC≥70%时，灌水器流量偏差的分布

表现为正态分布，可概化成一线性的累积频率模型。本文利用该模型及灌水量，求出在不同灌溉

条件下受灌水量影响的产量。通过对水的费用、产品价格、灌水均匀度、灌水量对作物的影响程

度、环境污染等要素进行经济分析，从而对竹料镇滴灌系统的节水增产效果进行分析。 

关键词：偏差系数; 均匀系数; 线性累积频率模型; 最优灌溉制度; 节水增产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a linear cumulative frequency model to approximate the normal 

distribution.Using this linear cumulative frequency model and the amount of irrigation，the total yield 

affected by the total water used for different uniformity of it rigation can be determined.An analysis on 

water saving and production increasing can be made by use of the cost of water，price of yield，

uniformity of the drip irrigation system，crop response to water quantity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of 

pollution and contami-nation. 

Key words ：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uniformity coefficient ;linear cumulative frequency 

model ;optimal irri-gation schedule;water saving and production increasing 

67. 小浪底水库 2002 年调水调沙下游河道洪水演进跟踪模拟计算 

赵连军  韦直林  谈广鸣  王严平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2004 年第 5 期 

摘  要：本文采用黄河下游河道洪水演进数学模型，开展了 2002 年汛期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

下游河道洪水演进与河床冲淤演变时实跟踪计算，计算结果与调水调沙后整编的实测资料对比分

析发现，该模型能够较准确复演天然河道的水沙演进与河床冲淤演变过程，可以在黄河下游河道

洪水演进及河床冲淤演变预测中应用。 

关键词：调水调沙；跟踪计算；数学模型；黄河下游 

Abstract:This paper utilizes the flood routing mathematic model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develops a real-time tracking simulation.Contrast with the observed data,the result shows that 

this model can accurately simulat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flow,sediment,riverbed scouring and 

depositing.So it can be applied in forecasting flood routing,riverbed scouring and depositing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Key words:flow and sediment regulation;track simulation;mathematic model;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68. 水文非线性系统与分布式时变增益模型 

夏  军  王纲胜  谈  戈  叶爱中  黄国和 

《中国科学》D 辑  2004.34（11）：1062-1071 

摘  要：论述了以 volterra 泛函级数表达的流域降雨一径流非线性系统理论与概念性模拟方

法。依据流域数值高程模型、遥感信息和单元水文过程，提出了水文非线性系统理论的时变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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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TVGM)和推广应用到流域时空变化模拟的分布式时变增益模型(DTVGM)。研究表明，除了

常用的非线性系统分析方法之外，从复杂水文关系研究中另辟蹊径，提出一种简单关系的非线性

系统分析是完全有可能的。时变增益水文模型的提出及其与一般性水文非线性系统的联系就是一

个例证。水文非线性系统方法与分布式流域水文模拟结合的 DTVGM 模型，能够发挥水文系统方

法与分布式水文模拟方法相结合的优点，探索环境变化下的流域水文模拟问题将 DTVGM 分别应

用到河西走廊干旱地区的黑河流域和华北地区潮白河流域实例研究，模拟了水文时空变化以及陆

面覆被变化与水文影响分析，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说明了其特色和应用价值。 

关键词：水文系统，非线性时变增益模型，分布式水文模拟 

69. 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一种量化方法研究—以海河流域为例 

夏  军  王中根  左其亭 

《自然资源学报》  2004 年第 6 期 

摘  要：在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指导下，基于多因素关联分析理论，提出一种生态环境承载力

的定量分析方法。内容包括：①建立指标体系和多级关联评价模型，量化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的发展质量；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测度函数，量化研究区可持续发展质量；③建立生态环境

承载力量化分析模型。通过模型调整人日数量和 GDP，在保持一定生态环境质量前提下，在满足

水资源量供需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得到适宜研究区生态环境的人日数量和 GDP。将模型

应用到海河流域，以 1998 年为现状年，考虑到南水北调工程、生态环境的修复和用水效率的提高，

设计出 6 种情景方案。结果表明，提高海河流域的可供水能力(如南水北调工程等)和用水效率，

是解决海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 

关键词：生态环境;承载力;水资源;海河流域 

Abstract：Under a new develoPmental idea，i.e.，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modern socie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5 moving steP by steP towards the orbit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with 

eco-environment.In this course，the research on eco-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15 very imPortant.In 

order to quantificationally analyze eco-environment caring capacity，this paper developed a quantitative 

method under the guida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inciPle. The main content includes 3 parts:(l)to 

quantify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society, economy and eco-environment-al subsystem and establish 

the index system and pattem Recognition Approach; (2)to iden-tif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gree(SDD)and to quantify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the study area with it; and(3)to build 

eco-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analysis model.Under the prerequisite of maintaining a certain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using the model to adjust population quantity and economic scale and make 

the“society-economy-eco-environment” system have higher development quality.The corresponding 

population quantity and economic scale are the indicators of eco-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In the 

case study, this model wasapplied to the Haihe Basin.Taking 1998 as the year of the Haihe Basin present 

situation, considering the south to 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the eco-environment rehabilitation 

Projec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water use efficiency, 6 kinds of scenario schemes were designed.Based 

on the above method, quantification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of eco-environment ca ing capacity was 

made.Research result shows to imProve water suPPly ability through the south to north water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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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and to improve water use efficiency by chang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stitute one of the basic 

ways to solve the water eco-environmental crisis in the Haihe Basin.The Present esearch will of 

scientific basis at both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regional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evelopment scale that 15 suitable to local 

natur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situations. 

Key words：eco-nvironment；carrying caPacity；water resource；Haihe Basin 

70. 华北地区水资源及水安全问题的思考与研究 

夏  军  刘孟雨  贾绍凤  宋献方  罗  毅  张士峰 

《自然资源学报》  2004.VOL19（5）：550－560 

摘  要：结合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华北地区水循环与水资源安全”的研究工作，

论述华北地区紧迫的水安全问题与反思，展望国际水科学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介绍中国科学院

在变化环境下的水循环、农业节水和水资源安全研究的阶段成果和近期研究行动计划，提出中国

北方特别是华北地区的水文水资源科学研究与发展的几点建议。目的是研讨未来中国北方特别是

华北地区水资源安全国家需求中的长远发展的前沿性问题。 

关键词：水循环；水资源；水安全；华北地区；变化环境 

Abstract: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emergency water security Prohlems in North China in termsof 

the researches on water cycle and water resources security supported hy the Key InnovationProjec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related towater issue 15 also 

reviewed.Moreover，research program and advances on water cycle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water

一 saving agriculture，and countermeasures of water security in North Chinaare introduced.The key 

issues and suggestions of this research in the future are ProPosed.Theaim 15 to aPProach key issues of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water security in the longterms develoPment of North China. 

Key words:water cycle;water resources;water security;North China;environmental change 

71. 基于非线性系统理论的分布式水文模型(EI 收录文章) 

王纲胜  夏  军  朱一中  牛存稳  谈  戈 

《水科学进展》  2004.15（4）：521－525 

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水文系统理论的分布式水文模拟方法，它将集总的水文非线性系统

模型通过 Gls 平台，结合单元水文模拟，拓展到分布式流域水文模拟。它既具有分布式水文概念

性模拟的特征，同时又具有水文系统分析适应能力强的优点。实例分析表明:在黄河板桥流域，通

过考虑时变增益因子 G 的空间变异性，该模型吸纳了局部高强度降水信息，对分布式空间降水输

入能够产生积极的响应，获得了比集总模型更好的峰值模拟效果;在华北潮白河流域，通过分析不

同森林覆盖率下的 G 值变化曲线，初步揭示了潮白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水文响应趋势，即在相

同的土壤湿度条件下，随着森林覆盖率的增加，G 值呈减小趋势，地表产流能力降低。 

关键词: 分布式水文模拟; 非线性系统理论; 降水空间变异; 土地利用 

Abstract: The distributed rainfall-runoff model has the advantage of being physically-based. 

However, this model is difficult to apply because of the demands on the input data, much of which i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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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ly measurable, and computational time. This fact ha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implified 

distributed models, such as the Distributed Time Variant Gain Model (DTVGM), fact ha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implified distributed models, such as the distributed Time Variant Gain Model 

(DTVGM), by a combination of physical or conceptual processes with a nonlinear system approach. In 

the Banqiao Basin of Yellow River, considering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precipitation, the DTVGM makes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distributed input data and obtains higher precision in stream flow simulation 

than that of the lumped model. In Chaobaihe River basin of North China, by analyz-higher precision in 

stream flow simulation than that of the lumped model. In Chaobaihe River basin of North China, by 

analyzing the variation of the time variant factor G for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the response trend of 

runoff to the 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 is preliminarily showed: in case of the same soil moisture 

condition, the value of G decreases, which means that the surface runoff generation ability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orest cover.  

Key words: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ing; nonlinear system theory; spatial variation of 

precipitation; land use 

72. 西北地区水资源承载力宏观多目标情景分析与评价(EI 收录文章) 

朱一中  夏  军  王纲胜 

《中山大学学报》 2004 年 3 月，43（2）：64－67 

摘  要：采用多目标情景分析方法和综合评判方法，从面域尺度对西北地区 201、202。年不

同情景方案下的水资源承载力进行了预测分析和评价。预测结果表明，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用水将

在现在基础上继续增加，但增加幅度有限，通过提高用水效率、调整产业结构、控制灌溉面积发

展等综合措施，西北地区未来可以实现逐步水资源供需平衡及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目

标。综合评价结果认为，未来西北地区水资源承载力状况将逐步得到改善，但中短期内仍不可能

达到良好可承载的程度，其中以瓜+Bl+c2 发展情景方案为最优方案。 

关键词：水资源承载力; 多目标情景分析;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评判 

Abstract: Taking Northwest China as a  study area, a new way of WRCC is explored study by 

combining the multi-criteria scenario analysis mode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and other scrotal 

models based on the synthetic analysis of the complex system of water-socioeconomy-eccenvitonment. 

The first multi-objective analysis model is applied to estimate WRCC of Nonhwest China in 2010 and 

2020 in different scenarios. Then a comprehensive index of WRCC is designed and calculated to 

assessment of the models indicates that the situation of WRCC in Northwest China will be improved 

evidently in the future and the goals of water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can be achieved by taking such 

countermeasures as renovat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veloping water-saving technology and 

adjusting industrial stuctute etc. the Al+B1+C2 scenario is proved to be a preferred alterative, while 

reducing the rate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water use and controlling 

population growth will be the key factors improving the water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Key words: water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multi-object scenario analysi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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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水电站引水发电系统过渡过程整体物理模型试验探讨 

杨建东  李进平  王  丹  陈鉴治  吴荣樵 

《水力发电学报》  2004年第1期 

摘  要：水电站引水发电系统过渡过程是流体、机械、电气、甚至结构相互耦合的复杂的动

态过程，现有的将水、机、电分开研究的方法及成果无法满足大型长输水道地下式水电站设计和

运行的需要，所以需要开展水电站过渡过程整体性物理模拟。本文作为初步的探讨，着重介绍模

型比尺、水机电整体模拟、控制测试以及大波动、小波动和水力干扰等过渡过程的试验结果，并

与数值仿真计算结果对比。 

关键词：水电站; 过渡过程; 相似律; 模型比尺; 整体模型试验 
Abstract: The transient process in the conduits of hydropower stations is a very complicated 

dynamic procedure coupled with fluid, machines, electricity, and even structure. The current methods 
used to analyze them separately cannot satisfy the design and the operation requirements of those large 
underground stations with long conduits. So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global physical simulation for 
the power station transients. As an initial discus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l scale 
of similarity, integral simulation with fluid, machines and electricity, transients control and measurement, 
and some experimental results about great fluctuation, small fluctuation and hydraulic interference in 
transient process. The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and computational results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hydropower station; transient process; similarity; model scale ratio; integral model test 

74. 水电站过渡过程计算中的反击式水轮机边界条件及迭代收敛条件 

阮文山  杨建东  李进平 

《水利学报》  2004 年第 9 期 

摘  要：探讨了水电站过渡过程数值计算中水轮机边界条件基本方程及其迭代算法稳定性问

题，从理论上推导出两种迭代算法的收敛判别条件。得到反映水流动能(或惯性) 与势能比值的收

敛判别变量T，当水流势能占优势时，即T ≤1，第一迭代算法收敛;当水流惯性占优势时,即T > 1，

第二迭代算法收敛。这两个条件互补，从而证明反击式水轮机边界条件是全范围内可求解的。该

判别条件已经在实际工程计算中得到验证和运用。 

关键词：水电站过渡过程; 边界条件; 迭代算法; 收敛条件; 判别公式 
Abstract:The basic equations for boundary conditions of reactive hydro turbine in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transient process and the stability of iteration are studied theoretically. Two iterative 
methods and corresponding discriminative condition of convergence are proposed. A convergence 
discrimination variable T, which is the ratio of kinetic energy to potential energy of water flow is 
suggested. When the potential energy is prominent, T ≤1, the first iterative method is convergent , and 
when kinetic energy is prominent , T > 1 , the second iterative method is convergent . These two 
conditions are inter-complementary, it illuminates that the boundary condition of reactive turbine can be 
well solved during the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the whole transient process. The proposed discrimination 
condition is applied to practical engineering calculation and its validity is verified. 

Key words：transient process; boundary condition; iterative method; condition of convergence; 

discrimination formula 



 136 

75. 引黄灌区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运用模型及应用 
鲍卫锋  黄介生 
《农业工程学报》  2004 年 
摘  要：将黄河来水、地表径流和地下含水层联合起来考虑，看作一个水源体，研究系统的

消耗补给规律，建立水资源系统优化管理模型，并提出模型有效的求解思路和方法。最后以山东

省平原县引黄灌区为实例对模型加以验证，给出丰、平、枯水年的井渠结合方案，优化结果切合

实际，可操作性较好。 
关键词：引黄灌区；井渠结合；显性指标；单峰函数 
Abstract：Combined Yellow River water, local surface and underground water resources, 

considering them as a whole system .Analysed the law of consume and supply of the large 
system.Presented a optimal management model of surface and underground water utilization，then gave a 

effective method to solve the model. Finally took Yellow River irrigation areas in Pingyuan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as example to validate the model,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optimal result is 
practical and feasible. 

Key words: Yellow River irrigation; combine trench and well; obvious guideline; single apex 
function 

76. 东风渠灌区抗旱预案编制研究 

赵  微  黄介生  鲍卫锋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2004.Vol.35 

摘  要：通过对灌区内需水量、可供水量的分析，计算出在不同频率年份(50%、75%、90％)

下东风渠灌区的总缺水量，并提出了相应的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阐述了水资源的调度原则，

为灌区抗旱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东风渠灌区  抗旱预案  水资源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total water requirement and water supply in Dongfengqu 

Irrigation District,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 all round the irrigation district in 

different frequency years(50%、75%、90％). Accordingly, engineering and non-engineering measures are 

proposed. Finally, the author suggests certain water resource regulation rules. The work can be the 

reference to the fight-against-drought for the management of Dongfengqu Irrigation District. 

Key words：Dongfengqu Irrigation District., Preparative Drought-resistance Scheme,  

water resource 

77. 阶谱块体单元法在复杂岩基上重力坝变形与稳定分析中的应用 

李永明  李桂荣  汪卫明  陈胜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4，23（1）：58－63 

摘  要：介绍了弹粘塑性阶谱块体单元法在某重力坝坝段的变形与稳定分析中的应用情况，

并与模型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两者基本吻合。通过计算和试验，揭示了该重力坝坝段的位移、

应力、应变和点安全系数分布规律，验证了弹粘塑性阶谱块体单元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此外，

还对重力坝坝内压力钢管道和厂坝接缝灌浆的模拟、以及大坝安全度的评价等实际问题作了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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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关键词：块体单元法，弹粘塑性，阶谱，模型试验，重力坝 
Abstract：The application of hierarchical block element method to the deformation and stability 

analysis of gravity dam is briefly introduced. By using elasto-viscoplastic hierarchical block element 
method，the deformation and stability of gravity dam located on complicated rock foundation are 

analyzed 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re in favorable agreement with those obtained from physical model 
tests. The distribution rules of displacement，stress and local safety factor of dam and foundation system 
are revealed. The comparisons of the results between model tests and numerical calculations show the 
correctness and validity of elasto-viscoplastic hierarchical block element method illustrated in this paper. 
Additionally，some practical problems，such as simulations of embedded penstock and seam between 
dam body and power plant，and evaluation of dam safety，are tentatively explored. 

Key words：block element method，elasto-viscoplasticity，hierarchy，model test，gravity dam 

78. 有限元软件与通用图形软件间无缝连接的研究 
秦卫星  吴  俊  陈胜宏  
《岩土力学》  2004，5（1）：614－618 
摘  要：采用面向对象技术，结合已开发的自适应有限元软件 AFEAS，探索并实现了它和 

AutoCAD 软件图形的无缝连接，并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滑坡示例，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优点。 
关键词：面向对象技术；无缝连接；有限元软件；AutoCAD 
Abstract:：Seamless link between the AutoCAD software and the developed adaptive FEM analysis 

software AFEAS, has been explored and realized by using object－oriented technique. A simple example 
of landslide problem is studied to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and advantage of the method. 

Key words:：object－oriented technique; seamless link; FEM software; AutoCAD 

79. 岩体结构拉裂的块体单元法模拟 
李永明  陈胜宏  王均星 
《岩土力学》  2004，25（2）：203－206 
摘  要：基于阶谱块体单元法，提出了二次覆盖的概念和一种分析岩石块体受拉开裂破坏的

方法。该方法将块体及其一次覆盖在概念上细分为许多个积分子域，即二次覆盖。在二次覆盖上

引入模糊裂纹模型，并把裂缝的形成视为一个粘塑性屈服流动过程，将开裂后产生的不平衡力进

行转移，通过迭代使结构重新达到平衡。该方法既能考虑结构本身的不连续性，又能有效地模拟

块体受拉开裂和裂纹扩展的现象。数值算例表明，计算结果基本合理。 
关键词：拉裂；块体单元法；二次覆盖 

Abstract: Based on the hierarchical block element method presented earlier, a new concept of 
subordinate cover and a method to simulate the tension crack in rocky block are proposed. In the new 
method, each block and its covering element are conceptually divided into many cells that are called as 
the subordinate covers. The smeared crack model is introduced to the cracked cell and the cracking is 
regarded as a viscoplastic flow procedure. The out-of-balanced or residual forces arisen in cracking are 
transferred and the structures will get to equilibrium through the iteration. Thus, both the structural 
discontinuities and the tension crack propagation of rocky block can be effectively taken into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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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example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give reasonable results. 

Key words: tension crack; block element method; subordinate cover 

80. 遗传模拟退火算法在边坡稳定分析中的应用 
何则干  陈胜宏 
《岩土力学》2004，5（2）：316－319 
摘  要：利用遗传模拟退火算法结合瑞典圆弧法，寻找最危险滑裂面进行边坡稳定分析。对

构造数学模型、确定计算步骤、选取参数等方面作了一定的研究。通过实例计算，结果令人满意。 
关键词：滑坡稳定分析；安全系数；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 

Abstract: A methodology of most dangerous sliding surface search and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is 
proposed by combining mixed genetic-simulated annealing algorithms with Sweden arc method. Some 
key problems such as the mathematical model building up, the process constituting, the parameters 
selecting etc. are discussed. An engineering example is studi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e valid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Key words: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safety factor; genetic algorithms; simulated annealing algorithm 

81. 复杂区域四边形网格生成的一种改进方法 

冯道雨  陈尚法  陈胜宏 

《岩土力学》2004，25（6）：917－921 
摘  要：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四边形网格生成算法。该法在行波法生成平面三角形网格的基础

上，将一个三角形单元分解为三个四边形单元。经过优化处理，获得优良的计算域四边形网格。

针对岩土工程结构问题，还提出了网格剖分中尖灭不连续面和锚杆及锚索的处理方案。地下洞室

和边坡算例表明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Abstract: A new method of automatic quadrilateral mesh generation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advancing front technique developed for triangular mesin generation, quadrilateral mesh can be 
generated by dividing each triangular element into three quadrilateral elements. After the mesh quality 
enhancement, a refined quadrilateral mesh can be obtained for the whole calculation domain. A scheme 
to treat discontinuities and bolts as well as anchors has been put forward for th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structures, too. The underground cavern and landslide examples show the feasibility and robust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Key words：advancing front technique; finite element method; quadrilateral mesh; gcotechnical 

engineering structure 

82. 人工神经网络在岩体初始应力场反演中的应用 

易  达  徐明毅  陈胜宏  葛修润 

《岩土力学》2004，25（6）：943-946 

摘  要：岩土工程问题的有限元分析一般需要考虑初始地应力场，而可供工程应用的初始应

力值，主要靠少数实测资料，根据少数测点值，采用人工神经网络与有限元相结合的方法求解岩

体初始应力场。通过算例说明：中文所提方法是合理的。 

关键词：神经网络；有限单元法；初始应力场；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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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itial stress field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structure. Unfortunately, in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there are only a few messages of initial 

stresses obtained by the test in situ. A methodology of initialstress back analysis combining the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d finite element ornery is proposed. An example is studi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is reliable and can be applied to engineering practice. 

Key words：neural networks, finite element method; initial stress field; back analysis  

83. 基于 starfield 迭加法的条形药包爆炸应力场分析 

向文飞  舒大强  朱传兵 

《爆炸与冲击》  2004 年 5 月 

摘  要：在分析条形药包的现有理论研究方法与实验成果的基础上，认为爆轰波沿装药方向

传播的时间效应是影响条形药包爆炸应力场特征的主要因素。综合 starfield 迭加法与动力有限元

法,提出了基于 starfield 迭加原理的条形药包爆炸应力场数值分析模型，全面分析了不同起爆方式

下条形药包爆炸应力场发展及形成规律，结论对实际工程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爆炸力学; 爆炸应力场; starfield 迭加法; 条形药包 
Abstract: The analyses of the chief theoretical methods and some important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linear explosive charge show that the time effect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e blast wave through the linear 
explosive charge is the main factor which influences the character of the blast stress field of the linear 
explosive charge. Combining the starfield superposition method with dynamic finite element method, a 
numerical model of blast stress field of linear explosive charge is proposed based on starfield 
superposition fundamen-tal. The evotu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blast stress field of the linear explosive 
charge are analyzed in different detonation modes. Some useful conclusions to direct engineering 
practice are obtained. 

Key words: mechanics of explosion; blast stress field; stress field superposition method; linear 
explosive charge 

84. 粘弹性桩打桩过程中的应力波分析  
舒大强  刘  刚  熊海华 
《岩土力学》  2004 年 5 月 
摘  要：主要讨论了粘弹性桩打进过程中的应力波传播问题。探讨了刚性重锤与桩撞击产生

的冲击荷载及粘弹性桩在刚性锤撞击下的振动方程，给出了桩纵向振动的解析解，并分析了桩的

粘滞系数及桩端土刚度对桩端质点振动速度响应的影响特点。 
关键词：应力波；粘弹性桩；振动响应 

Abstract: The stress wave 's property when piling viscoelastic pile is discussed mainly. And the 
analytic solution of the pile's portrait vibratory velocity is given. The coefficient of viscosity and effects 
of stiffness of pile tip soil on the pile's vibratory velocity response are analyzed. 

Key words: stress wave；viscoelastic pile；vibratory response 

85. 嵌套模型在河口工程中的应用 
郑国栋  黄  东  赵明登  荣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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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学报》  2004 年第 1 期 
摘  要：在圣维南方程组基础上建立了适用于大型复杂河网计算的一维河网数学模型，并在

工程局部嵌套平面二维数学模型。计算中先采用三级联解法求解整个一维河网模型，以一维模型

计算结果作为边界条件代入二维模型计算，对控制方程进行了泊松变换，再运用有限分析九点格

式求解，从而减少了在完全耦合解时必需的迭代次数，缩短了计算时间。最后以珠江三角洲虎门

出海口上的虎门大桥工程河段为例，对模型进行了验证计算。 
关键词：数学模型; 河网; 有限分析法 

Abstract : Based on the Saint2Venant equation the 12D mathematical model for calculating 
complicated river networks is established. The model is coupled with 22D plane mathematical model in 
calculating the flow field in the vicinity of engineering in estuary. The three2steps2solving method is 
applied to solve the model for the whole networks , and then the calculation result is used as the 
boundary condition for the calculation of 22D model . After Poss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trol 
equation , the nine2point2scheme of finite analysis method is applied to solve the 22D model . 
Consequently , the iteration of calculation is sim2 plified and the computation is accelerated. An 
example is given for demonstration. 

Key words : mathematical model ; coupling model ; river networks ; finite analysis method 

86. 渗可视化设计系统 
刘川顺  黄站峰 
《水利学报》  2004 年第 7 期 
摘  要：盖重压渗是深厚型冲积地基堤防的主要渗流控制措施。通过研究地基弱透水表层与

透水层的渗流交换研究渗透扬压力与盖重土层有效重力的平衡关系，建立了普遍适应性的堤防盖

重压渗计算模型，采用VB610 语言编制了可视化操作界面并开发了计算机绘图功能，研制出方便

快捷的堤防盖重压渗设计系统。通过实际应用证明，其渗流计算结果与有限元计算结果十分接近。 
关键词：堤防; 冲积地基; 渗流控制; 盖重土层; 数学模型; VB610; CAD 

Abstract: The weighting soil layer constructed at downstream toe of dike built on thick alluvial 
foundation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for preventing the foundation from blowout failur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equilibrium between seepage uplift and effective overburden pressure of weighting soil 
layer ,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seepage analysis of dike is established.By using this model a CAD 
system for the design of weighting soil layer is developed. In the system the visual operation interface is 
programmed by VB6. 0. 

Key words: dike; alluvial foundation; seepage control; weighting soil layer; mathematical model; 
VB6. 0; CAD system 

87. 基材料早期收缩性能的影响 
何  真  梁文泉  陈美祝  李宗津  马保国 
《硅酸盐学报》  Vol.32No.10(2004) 
摘  要：用椭圆型开裂环自动测试装置和非接触式电阻率测定仪以及JAF 量热计，分别测试不同水

灰比、不同碱度水泥砂浆的初始开裂时间以及水泥浆体早期水化的电阻率与水化放热速率。结果表明:
碱度增加虽然加速水泥的水化，但削弱了水泥基材料抵抗收缩变形的能力，在低水灰比下表现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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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基材料的初始开裂时间与电阻率曲线上的特征点以及最大放热峰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所提出的阻

率步长与热率步长之比值K 与水泥基材料的开裂敏感性及碱含量密切相关。 
关键词：碱; 水泥基材料; 收缩; 水化; 早龄期 

Abstract: Initial cracking time, electrical resistivity and rate of heat evolution of cement-based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alkalinities were measured by an ellipsis-ring cracking apparatus with an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non-contact resistivity instrument and JAF calorimeter, respectively.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kali accelerates the hydration process of portland cement but shortens greatly the 
initial cracking time of mortar, especially at a lower water cement ratio. Moreover, there is an interactive 
effect between the initial cracking time and resistivity inflexion, as well as maximum heat peak. A ratio 
of resistivity step/ heat step (as K value) indicates a relation between early2age deformation and alkali 
content of cement2based materials. 

Key words: alkali; cement2based materials; shrinkage; hydration; early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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