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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室简介 

1.1  基本信息 

名    称 
中文：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 

英文：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Resources &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cience 

代    码 2003DA105047 网    址 www.waterlab.cn 

电    话 027－68772275 传    真 027－68772275 

联 系 人 王  放 E-mail wrhes@whu.edu.cn 

邮政编码 430072 详细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南路 8# 

依托单位 武汉大学 性    质 高等院校 

1.2  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 近期主要研究内容 学术带头人

1 
水资源时空 

演变规律 

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及评估；变化环境下水资

源系统动力学机制演变规律；变化环境下流域水文模

拟和不确定性分析；变化环境下流域生态环境安全研

究；地下水资源污染过程的模拟与预测等。 

郭生练 

2 
水资源高效利用 

及环境效应 

农业面源污染物的转化运移理论和模型；不同节水灌

溉方式与技术的环境效应；农田灌溉水肥耦合理论；

区域土壤盐碱化的演化理论和调控模式；农田水分运

动规律及作物水分生产函数。 

杨金忠 

3 
河流水沙运动 

与调控 

泥沙运动特性与状态转化机理研究；崩岸与河床演变

规律研究；梯级水库群水沙相互作用机制与调控方法

研究；溃决洪水及其调控方法研究。 
李义天 

4 
高坝大库系统 

风险与安全 

岩体开挖效应控制与仿真分析；坝体－坝基－库水相

互作用与安全评价；高坝结构的系统特性演化与寿命

预测；高坝施工过程仿真与风险分析。 
陈胜宏 

5 
水电站安全 

运行与控制 

可逆式水泵水轮机能量特性、转轮叶片随比转速的变

化规律研究；可逆式机组振动与工况切换研究；非恒

定吸气旋涡产生机理研究。 
杨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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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支撑学科 

实验室拥有完整的“水利工程”一级学科，且为一级学科博士点，2007 年评为国

家一级重点学科。在 2012 年国家新一轮学科评估中，“水利工程”一级学科保持了

全国第三的地位。 

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及博、硕士点 

类  别 名  称 学科代码 备    注 

博士后流动站 水利工程 0815  

水文学及水资源 081501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081502 

水工结构工程 081503 

水利水电工程 081504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081505 

“水利工程” 

系统工程 081103  

岩土工程 081401  

流体力学 080103  

博士点 

（9 个）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081405  

水文学及水资源 081501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081502  

水工结构工程 081503  

水利水电工程 081504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081505  

系统工程 081103  

流体机械与工程 080704  

流体力学 080103  

防灾减灾工程与防护工程 081405  

环境工程 083002  

硕士点 

（11 个） 

岩土工程 081401  

1.4  组织机构 

1.4.1  实验室领导 

主      任：谈广鸣 

副  主  任：邵东国、卢文波、熊立华、任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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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研究室设置 

水资源基础研究室     主任：刘  攀 

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室    主任：王  康 

防洪减灾研究室     主任：孙昭华 

水工结构与施工研究室    主任：陈益峰 

水电站安全运行研究室    主任：赖  旭 

1.4.3  实验大厅（中心） 

水文水资源仿真中心    主任：张  翔 

地下水土壤水环境实验大厅  主任：王  康 

灌溉排水综合实验场    主任：王富庆 

泥沙与防洪实验大厅    主任：舒彩文 

水工结构实验大厅     主任：王均星 

水工模型实验大厅     主任：贺昌海 

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实验大厅 主任：李进平 

1.5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实验室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名单（2013－2017）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职  称 学委会职务 专业 工作单位 

1 王  浩 男 1953.08 工程院院士 主  任 水资源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 王光谦 男 1962.04 科学院院士 副主任 泥  沙 清华大学/青海大学 

3 钮新强 男 1962.07 工程院院士 副主任 水  工 长江水利委员会 

4 李晓红 男 1959.06 工程院院士 委  员 水力机械 武汉大学 

5 王  超 男 1958.07 工程院院士 委  员 水环境 河海大学 

6 康绍忠 男 1962.11 工程院院士 委  员 农业水利 中国农业大学 

7 胡春宏 男 1962.04 工程院院士 委  员 泥  沙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8 吴普特 男 1963.06. 教授、博导 委  员 农业水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9 冯夏庭 男 1964.09 研究员 委  员 岩石力学 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 

10 罗兴锜 男 1962.12 教授、博导 委  员 水电机组 西安理工大学 

11 夏  军 男 1954.09 教授、博导 委  员 水  文 武汉大学 

12 郭生练 男 1957.07 教授、博导 委  员 水  文 武汉大学 

13 周创兵 男 1962.11 教授、博导 委  员 水工/岩土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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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学研究与成果 

2.1  各研究方向代表性成果 

2.1.1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序 

号 
成果名称 完成人 

刊物、出版社或

授权单位名称

年、卷、期、

页或专利号
类型 类别 研究方向

1 
Water and the Future of Hu-
manity：Revisiting Water 

Security 

Benedito Braga, 
Colin Chartres, 
et al.,Jun Xia

Springer 2013 专著 
非第一 
完成人 

水资源时空

演变规律

2 

Incorporating ecological re-
quirement into multipurpose 

reservoir operating rule 
curves for adaptation to cli-

mate change 

Zhou Yanlai*, 
Guo Shenglian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3, 498, 
153-164 

SCI 论文

（一区）

非第一 
完成人 

水资源时空

演变规律

 
代表性研究工作简要介绍： 

成果 1：该专著是全方位分析人、水、能源、城市化、农业以及环境等多元驱动

下的水安全战略著作。专著由联合国秘书长水战略咨询委员会主席作序，英文报告已

提交联合国秘书长水战略咨询委员会以及特邀在 2013 年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2013

年布达佩斯世界水峰会报告和报道，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该全球水战略智库由

国际知名的水组织主席以及获得国际水奖的 11 位资深专家组成。国际水资源协会

(IWRA)主席夏军教授是参与该项目工作唯一的中国学者。该专著出版后，全球水战略

智库(GTT)主席专门来函称赞我室夏军教授在该项工作中的杰出贡献。 

成果 2：郭生练教授及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周研来，以丹江口水库为研究对象，

构建了考虑生态需求多目标调度图优化模型来指导水库调度运行。采用天气发生器模

拟未来气候变化，输入到 VIC 水文模型中，进行水库调度图的模拟优化。结果表明：

多目标优化调度方式与常规调度方式相比，在不增加防洪风险的前提下，生态供水保

证率、多年平均生态供水量和多年平均发电量均得到了提高，且对下游供水量、南水

北调工程调水量影响不大，三个生态需水方案的保证率均达到 98%以上。将 GCM 模

式的输出作为分布式 VIC 水文模型输入，预测了未来 90 年三个时期汉江流域的径流

变化，并验证多目标优化调度图能很好适应未来气候情景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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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序 

号 

成果 

名称 
完成人 

刊物、出版社或授

权单位名称 

年、卷、期、

页或专利号
类型 类别 研究方向

1 

Drainage-Process Analyses 

for Agricultural 

Non-Point-Source Pollution 

from Irrigated Paddy Systems 

Kang Wang*; 

Renduo Zhang; 

Hui Chen 

Journal of Irriga-

tion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2014.140 

(1),0401300.

SCI 

论文 

第一 

完成人 

水资源高

效利用及

环境效应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行业标

准：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

（SL4-2013） 

黄介生 
中国水利水电

出版社 
第一版 

行业 

标准 

第一 

完成人 

水资源高

效利用及

环境效应

 
代表性研究工作简要介绍： 

成果 1：研究了水稻灌区农业生产影响条件下的水文过程和面源污染物迁移转化

流失特性，揭示了灌区中面源污染物的产生机理，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水稻灌区面源

污染物理模型，解决了水稻灌区水文过程和污染物迁移转化入河过程物理描述问题，

提出了农业面源污染“田间～排水沟渠～末端湿地”一体化水质水量调控技术。相关

成果已经呈报国家水专项办公室，作为合作单位，申请了 2014 年水利部大禹科技一

等奖。在国际上，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主动要求与我们合作，申请并获批“鄱阳湖流

域农业面源污染生态修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 

成果 2：由水利部灌排中心主持，以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为主编单位编制的《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SL4-2013）》，经审查于 2013 年批

准为水利行业标准。内容包括总则、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覆盖了农田排水工

程技术的各个主要方面。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农田排水工程的规划、设计、施

工和管理等方面。该项规范的编制为行业工程建设以及宏观指导农田水利事业的良性

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2013年报 

− 7 − 

2.1.3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 

序 

号 

成果 

名称 
完成人 

刊物、出版社或

授权单位名称 

年、卷、期、

页或专利号
类型 类别 研究方向

1 
Mechanism and predic-

tion of bank failure 

李义天 

汪  飞 

唐金武 

朱玲玲 

Advance in River 
Sediment Research, 
Proceeding of the 
12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iver 
sedimentation, 

Kyoto, Japan, 2-5 
September 2013 

21-34 
大会特

邀报告 

独立 

完成 

河流水沙

运动与 

调控 

2 
A double layer-averaged

model for dam-break 

flows over mobile bed

Li J, Cao ZX*, 

Pender G, Liu QQ

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h, IAHR 

2013,51(5), 

518-534 

SCI 

论文 

非第一

完成人 

河流水沙运

动与调控

 

代表性研究工作简要介绍： 

成果 1：崩岸是冲积河流横向调整的主要方式之一。目前，土体稳定性分析模型

通常需要大量的实测资料来率定模型中参数，局限性较大，无法对天然长河段的崩岸

进行模拟预测。李义天教授提出了临界稳定岸坡的概念，并建立基于稳定岸坡的河岸

稳定性分析模型，该模型对土体水文地质参数的依赖性较低，可对大尺度、土体特性

变化较大的天然河段进行崩岸预测。将此崩岸模型结合一、二维水动力学模型对长江

中下游的崩岸进行的模拟预测表明，模型能够对大范围内崩岸位置和小范围内崩岸宽

度、长度等同时进行模拟，具有良好应用前景。该成果是世界泥沙协会举办的第 12

届国际泥沙会议（2013 年 9 月，日本京都）仅有的两个大会特邀报告之一。 

成果 2：适当条件下，冲积河流沿水深显现强分层结构，完整的三维数学模型计

算量过大而难以应用于实际工程，而传统的浅水动力学数学模型则无法模拟这样的强

分层流动。曹志先教授及其指导的研究生建立了具有健全物理基础的明渠挟沙水流双

层积分模式，基于现代计算流体力学有限体积思想，提出了用于求解可动、不规则边

界上双层双曲型方程系的高性能数值计算技术。该系列研究除了用于溃坝水沙演进模

拟（如上述论文）之外，还用于水库异重流生成、演化和消退全过程的数学模拟，能

够反映出水库调度方式影响异重流与河床冲淤的行为、机制与规律，对黄河小浪底水

库异重流的实例研究显示，该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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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序 

号 
成果名称 完成人 

刊物、出版社或

授权单位名称

年、卷、期、页

或专利号 
类型 类别 研究方向

1 

Simulation and feedback 
analysis of the tempera-

ture field in massive con-
crete structures contain-

ing cooling pipes 

Ding J X, 
Chen S H*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2013，61（2）：
554-562 

SCI 
论文 

非第一

完成人 

高坝大库

系统风险与

安全 

2 
一种节理岩体开挖瞬态

卸荷松动模拟系统 

卢文波，罗  忆

陈  明，严  鹏

周创兵，李典庆

陈益峰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3.12：ZL 

201110259826.6

发明 

专利 

第一完

成人 

高坝大库

系统风险与

安全 

 

代表性研究工作简要介绍： 

成果 1：温度场仿真与反馈分析是大体积混凝土结构的关键问题和难题之一。陈

胜宏教授及其指导的研究生基于复合单元法建立了相应的分析方法。首先，在温度场

分析中冷却水管的处理上，通过将水管单元置于混凝土单元内部，实现了对多水管分

期通水冷却效果的离散模拟，并且不需要加密或者变动网格，减轻了前处理的工作量。

然后，对多层混凝土浇筑模型进行了通水效果的模拟，对其计算精度进行了验证。结

合人工智能的分析方法，建立温度场动态跟踪仿真与反馈分析方法。 后将该方法应

用于小湾 22#坝段施工期温度场仿真与反馈分析中，验证了所提方法在复杂温度场动

态仿真分析中的实用性。 

成果 2：在高地应力条件下，开挖扰动将引起岩体的强卸荷和应力重分布，导致

节理岩体松动。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节理岩体开挖瞬态卸荷松动模拟系统，系统由反力

墩、节理岩体模型、设置有位移刻度标记的实验台、过渡块垫盒、置于过渡块垫盒上

的过渡块、液压站、加载装置、加载装置支撑台和监测系统等单元组成。本发明可模

拟节理岩体模型上荷载的快速卸除过程，实现节理岩体松动过程的全过程监控，为深

部岩体工程的瞬态开挖卸荷效应研究提供模拟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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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水电站安全运行与控制 

序 

号 
成果名称 完成人 

刊物、出版社或

授权单位名称

年、卷、期、页

或专利号 
类型 类别 研究方向

1 

Influence of dynamic 
seals on silt abrasion of 
the impeller ring in a 

centrifugal pump 

Qian ZD,  
Gao YY, Zhang K, 
Huai WX, Wu YL

Proc. IMechE, 
Part A: J. Power 

and Energy 

2013，Vol. 227
（5），557-566

SCI 
论文 

第一完

成人 
水电站安全

运行与控制

2 

Two-layer model for 

open channel flow with 

submerged flexible 

vegetation 

Wenxin Huai, 

Weijie Wang, 

Yuhong Zeng 

Journal of Hy-

draulic Research

2013，51（6）：

708-718 

SCI 

论文 

第一完

成人 

水电站安全

运行与控制

 

代表性研究工作简要介绍： 

成果 1：以双吸式离心泵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泥沙磨损的机理。双吸式离心泵是

引黄灌区广泛使用的泵型，由于黄河的含沙量大，水泵过流部件磨损非常严重，其中

口环是耐磨寿命 短的部件，仅有叶片寿命的三分之一。工程上缺少延长口环耐磨寿

命的有效手段。作者从离心泵内部流态出发，从泥沙的运动轨迹、浓度分布、冲击角

等方面分析了口环快速磨损的机理，提出了副叶片、楔形槽等动态密封技术，有效延

长了口环的耐磨寿命，为双吸式离心泵的研发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相关成果已被授

权 2 项发明专利。 

成果 2：生态植被水流特性研究是环境生态水力学中重要的研究课题，其成果对

生态河道水流过流能力，河道演变分析和河流环境评价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该成果

在大量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河道柔性植被明渠水流的两层分析解模型，考虑了

植被与水流的相互作用。通过悬臂梁的弹性变形理论建立了柔性植被与水流的耦合作

用。对非植被层水流，采用混合长度理论建立了水流纵向流速的分析解理论。该成果

发表在 IAHR 会刊 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h 上，当年点击量 450 多次，是该期点

击率 高的论文。 

2.2  科研项目 

本年度，实验室在研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和水电工程项目等共 278

项，到款经费 7155 万元，其中国家任务 85 项，经费 2952 万元，占总经费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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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研究项目和经费比上年度有所增长。新获批国家科技重大水专项 1 项——三峡

库区重庆辖区水环境风险预警及示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旱涝急转

发生机理与减灾方法研究、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 项——水工结构静

动力性能分析与控制、国家自然科学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2 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17 项，青年项目 1 项。主持的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农

业综合节水技术集成”本年度顺利通过结题验收，在研的 2 项“973”课题与 2 项杰

出青年基金项目进展顺利。 

在科学研究成果方面，参与完成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主持的

研究成果获高等学校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湖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和科技进步二

等奖 1 项；出版学术著作 5 部；发表学术论文 180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87 篇，CSCD

收录论文 85 篇；在本学科领域 1 区发表的论文 6 篇（其中 4 篇为实验室署名第一作

者单位），占总论文数的 3.4%；授权发明专利 9 项，软件著作登记权 5 项。 

表 2-1  2013 年获批研究课题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编号 负责人 研究期限 项目类型 

1 
三峡库区重庆辖区水环境风险预警

及示范（2013ZX07503-001） 
张万顺 2013.01-2015.12 

国家科技重大 

水专项 

2 
旱涝急转发生机理与减灾方法研究

（51339004） 
谈广鸣 2014.01-2018.12 

国家自然基金 

（重点项目） 

3 
水工结构静动力性能分析与控制

（51322905） 
周  伟 2014.01-2016.12 

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4 
降雨诱发滑坡机理与风险决策方法

研究（51329901） 
方国光 2014.01-2017.12 

海外及港澳学者

合作研究基金 

5 
农田土壤氮素反应溶质过程筛选和

参数识别研究（51328902） 
叶  明 2014.01-2015.12 

海外及港澳学者

合作研究基金 

6 
植被斑作用下生态河道水流结构及

纵向混合机理研究（11372232） 
槐文信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 

土地利用/覆被与气候变化下土壤特

性动态改变对水文过程的影响

（51379148） 

刘德地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8 
城市化对暴雨洪涝的放大效应及城

市雨洪模型研究（51379149） 
宋星原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9 
灌区水资源高效利用临界特性及其

调控机制研究（51379150） 
邵东国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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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编号 负责人 研究期限 项目类型 

10 
基于作物生长模拟的盐渍农田水肥

生产函数研究（51379151） 
黄介生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1 

水稻灌区土壤及地表排水连续流动

机理及统一物理描述方法

（51379152） 

王  康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2 
水旱胁迫条件下作物水分生产函数

的统一模型（51379153） 
王修贵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3 
浮水植被水流水力及纵向混合特性

研究（51379154） 
曾玉红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4 
顺直型河道成型淤积体与水沙运动

相互作用研究（51379155） 
张小峰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5 
黄河下游滩区水沙演进与洪水风险

评估综合模型研究（51379156） 
夏军强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6 

基于伴随方程的河渠污染源反演模

型及水污染优化控制研究

（51379157） 

杨中华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7 

基于超长引水隧洞水电站巨大水流

惯性的平压措施与机组运行控制策

略的研究（51379158） 

杨建东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8 

三机式抽水蓄能电站与风电场联合

运行暂态特性及控制策略

（51379159） 

赖  旭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9 
岩体细观-宏观失效机制与连续-离散

耦合全过程数值模拟（51379161）
常晓林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20 
顾及监测信息不确定性的高拱坝健

康诊断模型研究（51379162） 
何金平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21 
水工混凝土纳米粒子结构参数多样

性研究及性能调控（51379163） 
何  真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22 
水利工程再开发的多目标导流风险

演化机理及调控理论（51379164）
刘  全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23 
城市洪水中人车失稳机理研究

（51309180） 
舒彩文 2014.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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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重点项目介绍 

2.3.1  新批重点课题 

1．国家科技重大水专项：三峡库区重庆辖区水环境风险预警及示范 

项目编号：2013ZX07503-001 

研究期限：2013.01～2015.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项目主持：张万顺 

项目概述：为充分保障三峡库区及上游流域水环境安全，结合国家在三峡库区水环

境管理方面的重大转变和建设需求，“十二五”期间，国家水专项办设置了“三峡库区

及上游流域水环境风险评估与预警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重点研究库区及上游水环境

累积性风险评估与预警技术。 

本课题在“十一五”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三峡库区及上游流域的突发性风险与

累积型风险监控与预警技术体系，突破基于遥感技术、物联网、地理信息系统等信息

采集与监控技术，构建全库区流域尺度的水环境监控与预警平台，实现“一张图、一

张网、一张表、一个体系、一个流程”五个“一”工程的业务化运行，制定三峡库区

水环境风险减缓技术及风险管理对策，保证三峡库区水环境安全，为全国水环境管理

平台和风险管理机制转变提供科技支撑。依据本课题研究任务分为 6 个子课题：三峡

库区水环境风险评估与预警技术及水环境风险减缓措施研究；三峡库区上游入库污染

物通量监控预警技术研究及示范；三峡水库重庆辖区累积型风险评估与预警技术研究

及示范；三峡库区湖北辖区水环境监测预警信息平台构建；三峡水库运行调度安全评

估与预警平台建设；三峡库区及上游流域水环境风险评估与预警综合平台集成技术研

究。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旱涝急转发生机理与减灾方法研究 

项目编号：51339004 

研究期限：2014.01～2018.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项目主持：谈广鸣 

项目概述：受全球气候变化、下垫面改变和剧烈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我国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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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旱涝极端事件交替发生的现象频繁出现，并呈明显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我国的

水安全和粮食安全，成为我国水灾害的一种新趋势。但现有的旱、涝灾害研究基本是将

旱、涝作为独立灾害过程来开展的，它与我国短时间、区域性旱涝极端事件交替发生以

及部分地区“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现象极不吻合，它在理论上难以解释旱

涝交替过程中的致灾因子、孕灾环境的演变规律以及承灾体的响应规律，在实践上不能

满足旱涝急转灾害治理的客观需求，迫切需要提出新的面向旱涝全过程、全周期的灾害

治理理论体系。项目以旱涝交替过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分析旱涝交

替胁迫对作物水分生理与 终产量形成的影响机制，研究旱涝急转过程中积水入渗与非

积水入渗交替出现、水流方向变化的条件下的灌区水文模型，建立具有天气气候学意义

和动力学机制的非线性动力统计旱涝灾害预报模式，预测未来不同气候情景下旱涝急转

长期变化情势。项目的开展将揭示旱涝交替过程的发生、发展、演变规律与调控规律，

将填补旱涝全过程、全周期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空白，同时开辟旱涝灾害治理的新途径。 

3．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水工结构静动力性能分析与控制 

项目编号：51322905 

研究期限：2014.01～2016.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项目主持：周  伟 

项目概述：通过开展堆石体细观变形机理、宏细观多尺度数值模拟和高堆石坝变形

控制方法研究，提出基于 FEM-DEM 耦合方法的堆石体宏-细观变尺度数值分析方法，建

立一个基于多尺度力学模型的高堆石坝宏观变形调控分析平台。 

（1）考虑真实组构和复杂应力路径的堆石体细观变形机理研究 

在细观尺度上，研究堆石体颗粒形状和组构的精细化描述方法，揭示复杂应力路径

对堆石体颗粒破碎机制的影响；研究复杂形状堆石颗粒间的接触行为，揭示细观结构特

征与堆石体宏观力学性能的内联机制。堆石体细观变形机理研究可为变尺度数值模拟提

供力学基础。 

（2）基于堆石体细观结构特征的三维 SGDD 数值模拟方法研究 

研究高效的堆石颗粒体接触判断算法，建立反映复杂颗粒形状效应的接触本构模型；

基于超大规模并行计算技术，研究三维 SGDD 数值分析方法的并行算法；考虑孔隙率、

级配以及颗粒形状等因素对细观参数的影响，研究 SGDD 模型的参数取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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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堆石体宏细观变尺度的 FEM-DEM 耦合建模方法研究 

研究基于 FEM-DEM 耦合方法的堆石体宏-细观变尺度力学模型的建模思路；详细分

析和推导均匀化方案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包括表征元 RVE 边界条件的给定和转换、

离散颗粒集合体 RVE 刚度矩阵的分块与凝聚、宏观率形式应力和曲率表达式及其一致性

切线模量张量的推导，以及宏观积分点处切线模量矩阵的组集和形成。 

（4）基于多尺度力学模型的高堆石坝变形分析与动态调控方法研究 

基于堆石体的变尺度力学模型，建立高堆石坝应力变形的数值仿真平台，并通过复

杂应力路径下的堆石体大型三轴剪切试验验证。通过数值模拟揭示高围压和高应力水平

条件下的堆石体宏观坝工特性和变形基本规律；提出高堆石坝变形的时空优化调控方法，

以及相应的高堆石坝设计理念和工程措施。 

4．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降雨诱发滑坡机理与风险决策方法研究 

项目编号：51329901 

研究期限：2014.01～2017.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项目主持：方国光 

项目概述：本项目通过开展暴雨诱发滑坡的机理、暴雨诱发滑坡演化过程的数值模

拟、暴雨滑坡风险评估方法以及滑坡灾害的减灾方法研究，揭示降雨入渗及水岩耦合机

理，提出考虑坡面径流、降雨入渗及水岩耦合作用效应的暴雨型滑坡变形破坏数值模拟

方法、暴雨型滑坡灾害的风险评估方法以及防灾减灾方法，从而为暴雨型滑坡的防治提

供计算分析理论和数值模拟平台。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有：（1）描述降雨循环水岩耦合作

用效应的降雨滑坡机理及降雨诱发临界条件；（2）坡面径流、降雨入渗及水岩耦合作用

的斜坡演化多场耦合数值模拟方法；（3）复杂条件下滑坡动态风险评估模型。 

2.3.2  在研重点课题 

1．国家“973”项目：大型水电工程高陡边坡全生命周期性能演化与安全控制 

项目编号：2011CB013500 

研究期限：2011.11～2016.08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参加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大连理工大学、河海大学、中国科学院武

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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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科学家：周创兵 

（1）课题编号：2011CB013501 

研究课题：高地应力区河谷边坡岩体开挖扰动机制 

课题主持：卢文波 

研究进展：围绕课题拟解决的深切河谷边坡及坡体结构的形成与演化机制、高

陡边坡开挖扰动区的形成机理与演化机制这两个关键科学问题，重点开展了深切河

谷演化模式、高陡边坡深部裂缝的分布规律与形成机制、边坡岩体开挖扰动区的形

成机制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研究包括：研究了西南典型深切河谷演化模式，

提出了白鹤滩和锦屏坝址左岸深部破裂的地质成因，揭示了白鹤滩水电站深卸荷的

变形类型、分布模式、地质力学模式以及与岸坡演化之间的相关性；建立了考虑压

剪损伤的拉压爆破损伤模型，于 LS-DYNA 二次开发的累积损伤仿真分析方法，分

析了不同开挖方式与开挖程序对保留岩体的损伤的影响；建立了基于岩体应变能释

放的高地应力区边坡岩体松动计算模型，提出了基于岩体声波速度与岩块强度的开

挖扰动区岩体强度及变形参数的预测方法。 

（2）课题编号：2011CB013506 

研究课题：高陡边坡全生命周期性能评估与安全控制 

课题主持：周创兵 

研究进展：研制了高陡边坡案例数据库，提出了与边坡不同演化阶段相适应的、

变形与稳定性并重的综合评价指标；以锦屏一级水电工程为依托，建立了边坡微地震

监测系统，研制了高陡边坡监测信息演化分析系统，提出了边坡多源性息集成与融合

分析方法；提出了边坡性能演化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评价方法；基于以上研究成果，

成功解决了锦屏一级水电站边坡施工中遇到的一系列关键工程技术难题，主要包括： 

1）采用边坡性能演化的确定性评价方法，对边坡在施工期开挖到不同高程拉裂

变形体的整体稳定性进行了跟踪分析，确定了有利的加固支护时机，为三层抗剪洞

（1883m 高程、1860m 高程、1834m 高程）未完成全部回填的情况下进行 CIII 标开挖

提供了技术支撑； 

2）针对 1960m 高程以上倾倒变形体的卸荷强烈、开挖变形较大问题，提出了预

灌浆加固后再进行开挖的施工程序，确保了高高程倾倒变形体对稳定； 

3）针对边坡施工期出现在不同台阶坡面关键块体的局部稳定性进行了跟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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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相应的加固建议方案，为设计采纳并得到现场实施，确保了开挖边坡的局部稳

定性。 

4）针对左岸边坡抗剪洞施工和锚索支护发生冲突，通过边坡变形与稳定性评价

分析，提出了采用采用锚筋束替代锚索方案，为设计所采纳。 

5）论证了左岸边坡施工期变形演化过程和深部裂缝的变形机制，提出了无需对

深部裂缝进行专门处理的合理化建议。 

6）提出了开挖边坡在施工期的变形与稳定性控制标准，成功应用于锦屏一级水

电工程左岸坝肩边坡施工期预警分析，确保了开挖边坡的安全。 

2．国家“973”项目课题：重大水利工程影响下河口水沙和地貌变化过程 

课题编号：2010CB429002 

研究期限：2010.01～2014.12 

课题主持：李义天 

研究进展：本年度，课题组围绕着流域水利工程对水沙过程调节作用、入海水沙

通量变化、河口水沙输移特征、河口水沙数学模型以及河口地貌演变特征等方面开展

了大量探索性的研究工作，并得到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包括：揭示了长江上游单库和

梯级水库联合调蓄作用对入海水量、沙量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及三峡水库蓄水后，长

江中下游江湖关系逐渐调整对入海水沙通量的间接影响；以长江口 大浑浊带为主要

研究对象，揭示了悬沙浓度变化趋势及成因，以邻近陆架区域的砂-泥分界线为对象，

得到了沉积物分布规律及变化趋势；综合考虑入海水量、入海沙量与河口水体含沙量

三者的影响作用，建立了各因素与长江河口冲淤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到了长江河口区

域地貌发生调整的一些临界水沙条件。 

3．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岩体开挖瞬态卸荷的作用机制与动力效应 

项目编号：51125037 

研究期限：2012.01～2015.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项目主持：卢文波 

研究进展：重点研究了深部岩体应力瞬态释放诱发微地震的识别和预报方法：针

对深埋圆形隧洞的钻孔爆破开挖，分析了岩体开挖过程围岩应变能瞬态调整力学过

程，基于能量守恒定律，建立了围岩应变能、动能、径向应力做功三者之间的能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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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方程，揭示了深部岩体开挖诱发微地震的机制，提出了基于时能密度和幅值谱分析

的地应力瞬态释放诱发微地震识别方法，建立了体现围岩初始应力和传播距离影响的

地应力瞬态释放诱发微地震预报公式。研究并建立了开挖卸荷与爆炸应力波下耦合作

用下岩体裂纹扩展的计算模型，研究了围岩地应力瞬态释放动力效应。研究表明，岩

体应力瞬态释放在围岩中产生了附加动应力，导致围岩径向卸载和环向加载效应放

大，加剧了深埋洞室围岩开裂效应，导致开裂范围增大；开挖卸载速率越快，围岩中

产生的附加动应力幅值越大，围岩的开裂效应越显著。结合项目研究授权和受理发明

专利 7 项，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 12 篇。 

4．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 

项目编号：51225903 

研究期限：2013.01～2016.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项目主持：李典庆 

研究进展：（1）提出了有限数据条件下的边坡可靠度分析方法 

该成果主要创新点在于建立了基于Gaussian Copula函数的相关非正态岩土体参数联

合概率分布模型，提出了基于Pearson线性相关系数和基于Kendall秩相关系数的Gaussian 

Copula 函数构造方法，为不完备概率信息条件下相关非正态岩土体参数联合分布函数的

构造及随机模拟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该成果克服了可靠度分析长期依赖于抗剪强度

参数二维正态分布模型的局限，解决了有限数据条件下岩土体参数多维分布模型建模问

题。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不同抗剪强度参数二维布分布模型对边坡可靠度的影响规律， 揭

示了抗剪强度参数二维正态分布模型可靠度结果的失真机制及有限数据条件下边坡可靠

度不唯一的根本原因，从而为有限数据条件下边坡可靠度分析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论文得到国际结构可靠度理论创始人之一、美国工程院院士 Ang AHS 教授的高度评价，

认为提出的方法为有限数据条件下边坡可靠度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This study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geotechnical reliability under incomplete probability） 

（2）提出了复杂边坡可靠度分析的非侵入式随机有限元法 

复杂岩土结构物可靠度分析问题，结构随机响应量与输入变量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

性函数关系，难以显式表达，建立岩土结构物系统输出随机响应量与输入随机变量的关

系是准确掌握大型复杂岩土结构物可靠度的瓶颈。为此，将随机响应面法和常规有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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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机结合，提出了复杂边坡可靠度分析的非侵入式随机有限元法，该方法使得随机分

析与确定性有限元分析过程不耦合，随机分析 效率高，实现了确定性有限元分析与随机

分析一体化。同时开发了 SRSM 与有限元软件 GEOSLOPE、FLAC3D、ABAQUS 等接

口程序。非侵入式随机有限元法突破了传统的侵入式随机有限元分析框架，使得大型复

杂岩土结构物变形与稳定可靠度分析成为可能。相关论文获得“第三届汪闻韶院士青年优

秀论文奖”全国仅 3 篇） 

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26 篇，其中 SCI 检索论文 12 篇，EI 检索论文 10 篇，

国际会议论文 3 篇。有 3 篇论文分别在国际期刊 Structure and Infrastructure Engineering 

（IF=2.8）、Journal of Risk and Reliability、Structura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 首篇论文

予以优先发表。1 篇论文入选《岩土工程学报》高被引论文列表第 2 名。发表于 Computers 

and Geotechnics 论文连续 6 个月被列为该期刊 25 篇 热门的论文（Science Direct TOP25 

Hottest Articles: January to March 2013, April to June 2013）。 

此外，鉴于李典庆教授在工程随机力学领域的突出贡献，经江苏省力学学会推荐并

终荣获 2013 年徐芝纶力学奖（全国仅 3 人）。 

5．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岩土体多场耦合效应与渗流控制 

项目编号：51222903 

研究期限：2013.01～2016.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项目主持：陈益峰  

研究进展：2013 年度，本项目重点针对土体多场耦合特性、岩石的热-水-力-损伤耦

合特性以及地下洞室群开挖扰动区的渗透特性演化与渗流控制效应开展研究，发表学术

论文 11 篇，其中 SCI 收录 4 篇，EI 收录 9 篇；申请发明专利 2 项，取得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 2 项，并受邀于 2013 年 11 月在广州举行的第 12 届全国青年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大

会上做大会报告“岩石热-水-力-损伤耦合模型与应用”。主要研究进展如下： 

（1）建立了考虑土体孔隙结构演化并反映滞回效应的土水特征曲线模型、考虑变形

效应的非饱和土相对渗透系数的修正 Mualem 统计模型、以及 THM 耦合作用条件下非饱

和土热传导系数演化模型，研究成果发表在《Géotechniqu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等期刊上，为非饱和土以及工程缓冲材料的热-水-力耦合机理与数值

模拟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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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了热-水-力耦合条件下岩石的各向异性损伤模型以及损伤诱发的渗透特性

演化模型，揭示了岩石渗透性演化的细观机制并克服了下限估计模型的局限性，研究成

果发表在《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等期刊上，

为岩石热-水-力-损伤耦合机理研究提供了有效手段。 

（3）以我国西南地区大型水电工程为背景，研究了地下洞室群围岩开挖扰动区渗透

特性的演化特征，揭示了岩体结构面空间发育特征及滑移剪胀特性对扰动区渗透特性演

化的影响，评估了开挖扰动区渗透特性演化对地下洞室群围岩渗流场分布特征的显著影

响。研究成果发表在《Computers & Geotechnics》，为大型地下洞室群渗流控制系统优化

设计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支持。 

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变化环境下非一致性水文概率分布估计理论和方法 

项目编号：51190094 

研究期限：2012.01～2016.12 

课题主持：熊立华 

研究进展：（1）提出了考虑空间非一致性的区域洪水频率分析方法。针对实际

中不同地方的洪水系列的均值和变差系数都有可能不一样的情况，提出了一种新的区

域洪水频率分析方法。在区域洪水频率分析中， 经典的方法是“指标洪水法”，其

中的关键是假设区域内不同站点除了洪水尺度系数不同之外洪水频率分布的线型和

参数是完全一样的，这些站点就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均匀水文分区”。但是，实际上

不同站点的洪水系列不仅均值不一样，而且变差系数相差很大。因此，应用指标洪水

法的前提条件是不存在的。新方法的核心是，在假设日径流序列服从一定的母分布

（Lognormal 或者 Gamma 分布）的前提下，建立了流量历时曲线和年 大序列的矩

与日径流序列的变差系数 VQ 之间的理论函数关系。 

（2）提出了基于 Copula 函数的二维非连续序列洪水频率分析。现行洪水频率分

析采用单变量分布曲线，应用 Copula 函数构造洪水联合分布时又未考虑历史洪水资

料。将一维非连续序列的极大似然法扩展应用到二维联合分布的参数估计，建立了基

于 Copula 函数的非连续序列洪水频率分析模型，提出了考虑历史洪水信息的联合分

布参数估计方法以及考虑历史洪水信息的联合经验频率计算方法。 

（3）构建了极小值径流的理论分布推导框架。该框架基于极值分布的渐进理论

来分析母分布的尾部特征，并采用考虑参数物理意义的理论推导方法来推求枯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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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建立了 Weibull 分布参数与三种母分布（Lognormal 分布，Gamma 分布和 Power law

分布）统计特征的函数关系，主要是与母样本变差系数的函数关系。针对采用阈值方

法选取极小值样本的低定量取样（PUT）方法，定义缺差均值函数（mean deficit 

function）用来分析母样本尾部特征，并推导出了针对 PUT 样本的 Generalized Pareto

分布。另外，根据水文理论推导了基于线性和非线性退水曲线的枯水分布。其中基于

线性退水曲线的枯水分布与基于缺差均值函数的 Generalized Pareto 分布线型相同，但

前者的参数具有一定的物理意义。 

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空间曲面的水泵水轮机全特性及过渡过程的研究 

项目编号：51039005 

研究期限：2011.01～2014.12 

主持单位：武汉大学 

参加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项目主持：杨建东 

研究进展：结合差分进化算法提出了一般化的曲面延伸方法，并将该方法应用于

对广蓄、马山和白莲河水轮水泵机小开度和大开度全特性曲面的预测。研究了特征点

单位参数与比转速的相关性，得出了比转速与工作水头或扬程的统计公式；推导了单

位参数为零的四条特征交线相关表达式，对不同空间曲线特征交线进行了数值拟合及

相关性分析，获得了任意比转速的特征交线表达式；提出了全特性曲线分区变换的方

法，并将变换后的特性曲线转化为八个区间矩形网格域上的特性曲面。按照比转速大

小排序合并为立方体网格域上的四维数组，采用高维插值构造了八个区间的四维超曲

面，实现了对任意比转速全特性曲线的构造。从水泵水轮机组的过流特性出发，对导

叶直线关闭的流量变化过程进行了模拟，得出了流量有效减小时间的解析表达式。从

理论上推导了尾水系统树状布置和环状布置对尾水管真空度的差异，具体探讨了尾水

岔管位置与主洞面积对其差异的变化规律，并且针对抽水蓄能电站相继甩负荷工况，

推导了蜗壳压力和尾水管真空度的表达式。针对过渡过程中的机组边界条件，提出了

新的求解方法。由水机电耦合的数学模型推导了水电站过渡过程模型试验相似律，构

建了抽水蓄能电站引水发电系统整体模型实验平台，开展了部分探索性实验，得到了

能揭示水泵水轮机反 S 特性、驼峰特性的初步实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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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三峡水库运用后江湖关系变化及其影响研究 

课题编号：2012BAB04B04 

研究期限：2012.01～2015.12 

课题主持：李义天 

研究进展：课题组运用原型观测资料统计分析、数值模拟等综合研究手段，对长

江干流河道、三口分流河道的冲淤幅度及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圆满完成了年度研究工

作。取得进展包括：建立了三口分流的经验关系，明确了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口分流的

变化及成因，分析了三峡水库不同运行方式对三口分流的影响，量化了三峡水库蓄水

对洞庭湖湖内水量的影响，阐明了洞庭湖出口城陵矶水位的影响因素及河势变化的影

响。上述成果在重点研究江湖分（三口分流）、汇（城陵矶水位）基础上，重点分析

了三峡水库运行的影响，基本阐明了三峡水库对洞庭湖的影响，为下一步继续深入研

究江湖关系演变规律奠定了基础。 

9．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农业综合节水技术集成 

课题编号：2011BAD25B07 

研究期限：2011.01～2013.12 

课题主持：黄介生 

结题概述：本研究以大幅度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和经济效益为重点，研究农业综合

节水技术的集成模式，并在内蒙古河套灌区和高邮灌区开展农业综合节水技术集成与

示范。在内蒙古河套灌区，以华北地区农业综合节水技术集成与示范为主要研究内容，

具体包括：（1）农田水肥盐交互作用及其调控；（2）干排水控盐机制及其工程模式；

（3）华北农业综合节水技术集成模式。在高邮灌区以南方地区农业综合节水技术集

成与示范为主要研究内容，具体包括：（1）水稻水肥精确控制及节水策略；（2）灌

区输配水工程新技术集成；（3）灌区农田湿地生态系统构建及其修复技术；（4）南

方灌区现代化灌区的管理模式。 

针对北方灌区水资源紧缺和盐渍化威胁并存情况，通过大量的多尺度、多方法研

究，揭示了向日葵水肥盐耦合规律、机理，提出了针对河套灌区的水肥盐综合调控模

式；论证了干排水在北方灌区控制盐渍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提出了干排水系统的设

计理论和方法；遴选了华北地区节水集成的指标体系，并结合地区特点进行了农业节

水分区，给出了以地级市为单元的农业节水发展方向和节水集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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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水稻灌区水资源紧缺、农村水环境保护形势严重，以大田试验和区域监测为

基础，研究了不同灌排条件下稻田和排水明沟排水过程、氮磷流失规律以及稻田生态

多样性，探究了沟塘湿地以及蒋马河对稻田排水的净化降解效果和机理。控制灌溉技

术可以在减少灌溉用水量的同时保证水稻产量，降低排水浓度，控制稻田氮磷流失；

通过水塘湿地联合作用们可以实现稻田排水氮磷的降解作用，此外控制灌溉技术可以

有效减少稻田病虫害，保持节肢动物群落的稳定性，减少田间优势种杂草并降低杂草

密度，发挥积极的生态效益。通过引入市场化和社会化机制，改革灌区工程管理模式

和运行机制，有助于提高灌区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实现南方灌区健康持续发展。 

本年度顺利通过结题验收。 

2.4  自主研究课题 

2.4.1  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和经济运行与洪水资源化研究应用 

负  责  人：郭生练 

主要研究人员：刘  攀、陈  华、付  湘 

建立了梯级水库汛限水位实时动态控制模型。该模型主要包括聚合模块、库容分

解模块和模拟调度模块，在不降低防洪标准的前提下，寻求综合利用效益 大的梯级

水库汛限水位联合运用动态控制方案。开展了气候变化环境下的生态调度研究，得出

了适应未来气候变化的水库生态调度规则。进一步开展了 Copula 应用研究。探讨了

有历史洪水条件下的多元设计洪水分析计算问题；开展了梯级水库设计洪水计算方法

研究；分析了干支流洪水遭遇风险，探究了干支流洪水地区组成的基本规律。开展了

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水资源演变规律与趋势研究。 

2.4.2  变化环境下水资源时空分布模拟及预测 

负  责  人：熊立华 

主要研究人员：谢  平、张  翔、胡铁松 

提出了一种新的区域洪水频率分析方法，建立了流量历时曲线和年 大序列的矩

与日径流序列的变差系数 VQ 之间的理论函数关系。构建了一个枯水分析的理论框架。

根据水文理论推导了基于线性和非线性退水曲线的枯水分布。提出了一种新的调水启

动标准，该标准是由一组对水源水库与受水水库的蓄水状态综合判断条件构成。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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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风险 小为目标函数，构建水库群供水优化调度模型，提出了探讨水库群供水能力

与风险分析的一框架。结合湖泊系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和改进的层次分析

法，建立湖泊功能分析评价模型。 

2.4.3  排水农田物质运移理论及应用基础研究 

负  责  人：王修贵 

主要研究人员：杨金忠、黄介生、王  康、史良胜 

建立的拟三维水流运动模型，在非饱和带仅考虑水流的垂向运动，饱和带水流则

考虑为完全三维运动，通过垂向流量将二者进行耦合，从而建立拟三维饱和—非饱和

水流耦合数值模型。利用示踪剂实验结果，验证和分析了区域地下水补给模型 Infil3

的相应参数和模型的适用性。针对饱和-非饱和地下水流动，评估了初始样本估计对各

类同化方法的影响；分析了不同类型观测数据的数据同化效果；讨论了非饱和同化中

状态向量的选择；系统的完成了农业面源污染实验与监测；首次提出了完全意义上的

水稻灌区农业面源污染全路径迁移过程描述的物理模型。研究了添加不同比例及不同

粒径的生物碳对酸性水稻土中镉的吸附及水分运移能力的影响。提出了 10 个农业节

水分区及相应的农业节水发展方向和节水技术集成模式。 

2.4.4  水肥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负  责  人：邵东国 

主要研究人员：茆  智、崔远来、伍靖伟 

揭示旱稻不同生长阶段水分胁迫对茎蘖数、有效分蘖数、穗长及产量造成的影响，

初步得到了土水势与作物生长以及氮素运移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了考虑回归水重复

利用的用水效率评价新指标，利用水量平衡对其计算公式进行了推导，并对各变量进

行了系统说明。提出了考虑回归水利用的农业综合节水潜力计算方法，研究发展了盐

荒地干排水模式和适度发展盐土农业的水土资源管理理念。开展了盐渍化土壤冻融过

程中水热盐耦合运移规律的室内和野外观测和机理性试验。开展了盐渍化土壤冻融过

程中水热盐耦合运移规律的室内和野外观测和机理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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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非恒定流输沙动力学 

负  责  人：曹志先 

主要研究人员：陈  立、余明辉、张小峰 

提出了一种新的河床组分演化模式，应用国际上典型非均匀沙推移质水槽实验和

野外观测数据对所建立的耦合数学模型进行了检验。水槽实验研究揭示明槽湍流非均

匀推移质泥沙输移的促进与抑制效应。在浅水动力学积分模式框架下，建立了坡面上

浅水流动数值模型。首次揭示了陡峭坡面上浅水流动中湍流、弥散效应对滚波形成及

其演化的作用。初步建立了泥石流生成与演化积分模式，初步研究了可冲积坡面上泥

石流的能量关系。首次建立了水库异重流双层积分耦合模式。发展了我们近年建立的

暴雨山洪水动力学数值模型。提出了基于实时降雨观测数据的暴雨山洪灾害预警方

案，为防灾减灾提供了新的技术。 

2.4.6  大型水利工程作用下冲积河流调整机理及模拟方法 

负  责  人：夏军强 

主要研究人员：李义天、谈广鸣、邓金运、孙昭华 

研究了长江上游单库和梯级水库联合调蓄作用，对入海水量、沙量产生的直接影

响，以及三峡水库蓄水后，长江中下游江湖关系逐渐调整的间接影响。通过蓄水前后

实测资料深入分析，揭示了长江入海泥沙通量的变化特征，建立了长江河口地貌变化

过程与入海水沙通量关系，开展了荆江段河岸粘性土体起动条件和冲刷特性的水槽试

验研究，综合反映了粘性土起动条件与其物理性质指标之间的关系，获得了土体侵蚀

系数随起动切应力的变化规律。 

2.4.7  水电工程高边坡稳定性演化与风险调控理论 

负  责  人：李典庆 

主要研究人员：周创兵、陈益峰、方国光 

提出了有限数据条件下的岩土结构物可靠度分析方法。建立了考虑土体变形并反

映滞回效应的土水特征曲线模型。以变形土土水特征曲线模型为基础，建立了考虑变

形效应的非饱和土相对渗透系数的修正 Mualem 统计模型。提出了基于裂隙网络的边

坡有压/无压渗流分析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完整岩石破坏准则并将其和 Hoek-Brown

准则对岩石三轴实验进行拟合。针对地下厂房混凝土结构与围岩的相互作用特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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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种考虑接触面粘结滑移特性的动接触力算法。 

2.4.8  高坝结构安全与优化理论及施工仿真 

负  责  人：常晓林 

主要研究人员：胡志根、伍鹤皋、周  伟 

采用考虑颗粒破碎效应的随机颗粒不连续变形方法，研究了堆石料缩尺效应的

细观机理、压实度控制标准和颗粒自身性质对缩尺效应的影响，以解释试验成果出

现差异的原因。建立以不同粒径范围内颗粒数为测量数的分形模型，研究了颗粒级

配分布的分形特性，分析了加锚散粒体材料的宏观与细观力学性能，研究了加锚密

度及其与颗粒粒径的关系对散粒体力学性质的影响。结合混凝土细观力学随机骨料

模型，模拟了混凝土的开裂过程。依据混凝土的热力学参数随龄期变化特性和混凝

土水管冷却温度场分布规律，开发了一整套热-流耦合精细计算的前、后处理程序。

提出了基于混凝土损伤塑性模型和粘弹性人工边界的动力子模型综合分析方法。在

前期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制备了 9 种 SSC，测试和分析其水化机理。大型水电站厂

房结构研究方面，提出了采用一种软接触方法模拟蜗壳与外包混凝土之间的接触滑

移行为，研究了其接触面传力机制及影响规律。 

2.4.9  水电工程岩体开挖、锚固设计理论及施工技术 

负  责  人：卢文波 

主要研究人员：陈胜宏、汪卫明、陈  明 

基于复合单元法的渗流/应力应变耦合数值试验及数值建模。在对复合单元法多年

研究的基础上，将复合单元法应用于碾压混凝土坝温度场温度应力仿真计算中。进行

了坝基岩体质量动态特性研究；混凝土材料动态特性研究；温度场时空演化机理与分

析；应力场时空演化机理与分析等。分析了开挖面上岩体应力瞬态释放和邻近的围岩

应力瞬态调整对围岩开裂过程的影响，并研究了深埋洞室岩体开挖过程中围岩应变能

的聚集和释放对洞室发生灾变破坏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研究深埋地下隧

洞开挖卸荷引起的围岩开裂，并分别对准静态和瞬态开挖缷荷引起的围岩开裂机制与

开裂特征进行分析。 



                                                       2013年报 

− 26 − 

2.4.10  复杂边界耦合作用下水流数值模拟理论及方法研究 

负  责  人：槐文信 

主要研究人员：钱忠东、曾玉红、杨中华 

采用 Transition SST 湍流模型对灯泡贯流式水轮机全流道非定常湍流进行模拟。

分析了小流量工况下涡带的运动规律及其对低频压力脉动的影响；阐明了空化对压力

脉动幅值的影响规律。建立了淹没柔性植被明渠水流的两层分析解模型，该模型可有

效预报此种流动的纵向流速的垂向分布。通过分析典型断面上框架后方的流速、紊动

强度，雷诺应力及总切应力垂向分布和减速率，揭示了透水框架的防冲促淤机理，并

对比了两种布置形式的减速效果。 

2.4.11  水泵水轮机全特性及抽水蓄能电站过渡过程 

负  责  人：赖  旭 

主要研究人员：杨建东、程永光 

结合差分进化算法提出了一般化的曲面延伸方法，并将该方法应用于对广蓄、马

山和白莲河水轮水泵机小开度和大开度全特性曲面的预测。提出了全特性曲线分区变

换的方法，并将变换后的特性曲线转化为八个区间矩形网格域上的特性曲面。推导出

抽水蓄能电站上、下游调压室的设置准则。从理论上推导了尾水系统树状布置和环状

布置对尾水管真空度的差异。针对过渡过程中的机组边界条件，提出了新的求解方法。

基于水轮机的三种调节模式：频率调节、功率调节和开度调节，建立了具有调节模式

转换功能的水轮机调速器模型。构建了抽水蓄能电站引水发电系统整体模型实验平

台。开展了部分探索性实验，得到了能揭示水泵水轮机反 S 特性、驼峰特性的初步实

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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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2013 年 11 个研究团队建设成果汇总表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建  设  成  果 

1 WH2009C001 
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和经济

运行与洪水资源化研究应用 
郭生练

省部级以上奖励 2 项，SCI 论文 10
篇，专著 1 部，发明专利 1 项，学

术会议特邀报告 2 次。 

2 WH2009C002 
变化环境下水资源时空分布

模拟及预测 
熊立华 SCI 论文 9 篇，专著 1 部。 

3 WH2009C003 
排水农田物质运移理论及应

用基础研究 
王修贵

省部级以上奖励 1 项，国家自然基

金 3 项，SCI 论文 6 篇，专著 1 部。

4 WH2009C004 
水肥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

应 
邵东国

国家自然基金 2 项，SCI 论文 10 篇，

专著 2 部，软件著作权 2 项。 

5 WH2009C005 非恒定流输沙动力学 曹志先
SCI 论文 2 篇。国际会议特邀报告 2
次。 

6 WH2009C006 
水利工程作用下河流调整机

理及模拟方法研究 
夏军强

省部级以上奖励 1 项，国家自然基金

重点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1 项，SCI
论文 8 篇，国际会议主题报告 1 次。

7 WH2009C007 
水电工程岩体开挖、锚固设

计理论及施工技术 
卢文波

省级部级以上奖励 1 项，SCI 论文 5
篇，EI 论文 6 篇，申请发明专利 2
项；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6 人次，

做 2 次特邀报告，4 次大会报告。

8 WH2009C008 
高坝结构安全与优化理论及

施工仿真 
常晓林

国家奖1项，省级部级以上奖励1项，

国家基金项目 3 项，SCI 论文 6 篇。

9 WH2009C009 
水电工程高边坡稳定性演化

与风险调控理论 
李典庆

发表论文 7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26 篇，EI 论文 31 篇。实用新型 3
项，软件著作权 2 项。李典庆获第

五届“徐芝纶力学奖”和第三届汪

闻韶院士青年优秀论文奖。 

10 WH2009C010 
复杂边界耦合作用下水流数

值模拟理论及方法研究 
槐文信

国家自然基金 3 项，省部级以上奖

励 1 项，SCI 论文 8 篇。 

11 WH2009C011 
水泵水轮机全特性及抽水蓄

能电站过渡过程的研究 
赖  旭 国家自然基金 2 项，SCI 论文 2 篇。

 

2.5  学术论文 

2013 年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80 篇，其中发表在 Journal 

of Hydrology、Water Resources Research、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ASCE、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等国际期刊 SCI 论文 87 篇，发表在水利学报、水科学进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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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简称 CSCD）核心期刊论文 85 篇。发表论文目录见附件 7.4。

以下是在五个研究方向中选取的 10 篇重要论文的摘要。 
1. Incorporating ecological requirement into multipurpose reservoir operating rule 

curves for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Yanlai Zhou, Shenglian Guo《Journal of Hydrology》2013,498:153-164 

Abstract: Operating rule curves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to reservoir operation, due 

to their ease of implementation. However, these curves excluding ecological requirement 

are generally derived from observed or synthetic flows and have rarely been determined by 

future flows under climate change. This paper develops an integrated adaptive optimization 

model（IAOM）for derivation of multipurpose reservoir operating rule curves including 

ecological operating rule curve under future climate change. Steps in the proposed IAOM 

include: （1）weather generator module to generate feasible future climate conditions, （2）

VIC model as the hydrological simulation module to generate streamflows from those fu-

ture weather conditions, and（3）multipurpose reservoir optimization module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reservoir operations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China’s Danjiangkou reservoir 

in Han River basin is selected for a case study.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IAOM pro-

vides optimal multipurpose reservoir operating rule curves that reflect the hydrologic char-

acteristics of future climate change. Ecological supply water operation will alleviate nega-

tive effect of dam on river ecosystem without reducing conservation benefits and flood 

control standard. Therefore, they can consult with reservoir administrators if it is useful re-

sults for operations. 

2. Statistics of low flow: Theoretical deriv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minimum 

streamflow series 

Lars Gottschalk, Kun-xia Yu, Etienne Leblois, Lihua Xiong《Journal of Hydrology》

2013, 481, 204-219. 

Abstra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minimum streamflow is developed. It grasps 

over the whole spectrum of the problem from the tail-behaviour of the parent distribution 

via the asymptotic theory of extreme value distributions to the derived distribution ap-

proach allowing a physical interpretation of its parameters. It is shown how the power pa-

rameter and also the moments of the Weibull distribution depend on the statistical proper-

ties of the parent and especially its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reshold method – Pit Under Threshold （PUT）– a mean deficit function is defined. It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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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ful tool to analyse the tail towards minima and directs to the formulation of a general-

ised Pareto distribution for minima. A derived distribution function approach based on a 

linear recession leads to the same principal distribution but with a physical interpretation of 

its parameters. It is further generalised to include also a non-linear recession. The theoreti-

cal findings are tested in an exploratory manner against streamflow data from 35 sites in the 

Moselle drainage basin, France. Parameters estimated from PUT data describing distribu-

tion type and form show very stable behaviour with an appropriate determination of the 

threshold. Parameters estimated from annual minima show larger uncertainty due to exis-

tence of high outliers. Location parameters, the mean minimum streamflow and the thresh-

old value, vary significantly between series. Only for large downstream basins common 

values appear. For small and medium sized basins low flow statistic are controlled by very 

local factors. In lack of very detailed information the link to parent statistics can be used for 

regionalisation purposes. The developed distributions are parsimonious with only one or 

two parameters besides the threshold value. Anyhow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regional sam-

ple follows these distributions cannot be rejected. The distributions can be kept simple and 

give good results due to the good foundation in theory and process understanding. 

3.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on-farm irrigation tanks on agricultural drainage water 

reuse and treatment 

Dongguo Shao, Xuezhi Tan, Huanhuan Liu, Haidong Yang, Chun Xiao, Fengshun 

Yang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2013, 75, 1-13. 

Abstract: Water reuse and pollutant removal efficiency analysis of the on-farm irriga-

tion tanks（OFTs）was carried out in rice paddy field region of Zhanghe Irrigation District, 

Southern China through field experiments during the rice growing season of 2009-2011. 

Water flow measurements indicate that 20.6-68.9% of drainage water captured by OFTs 

was reused for supplemental irrigation. Rainfall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deter-

mines the water reuse efficiency（WRR）of OFTs, since higher rainfall resulted in higher 

surplus irrigation water draining out of OFTs without reuse, and thus decreased WRR. Fully 

using the storage capacity for storing return flow, and releasing totally for supplemental ir-

rigation also enhanced WRR of OFTs. Water quality analysis shows that OFTs removed 

47.2% of total phosphorous（TP）and 60.8% of total nitrogen（TN）of inflow and have a 

great effect on increasing sedimentation for return flow as the mean of removal efficiency 

of pollutant load（REL）for suspended solids（SS）amounted to 68.4%. For wat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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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of OFTs, high hydraulic retention time（HRT）is most beneficial to increase 

REL of TN whereas REL of TP is not sensitive to HRT. These results confirm that OFTs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agricultural return flow reuse and remove pollutants. As the cas-

cade OFTs irrigation system recycle return flow for several times, the irrigation water de-

mand from outside of region was reduced significantly for rice production. Coupling with 

the effect of cyclic irrigation on the nutrients recycling by paddy fields, OFTs irrigation 

system also considerably mitigate the N and P off-site emission. Therefore, it is advisable to 

integrate the role of OFTs on water reuse and treatment for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and eco-

logical management of paddy fields landscape. 

4. Coupling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a fully integrated model for contaminant 

transport in the subsurface system 

Yan Zhu, Liangsheng Shi, Jinzhong Yang, Jingwei Wu, Deqiang Mao《Journal of 

Hydrology》2013, 501, 56-72. 

Abstract:. An efficient integrated modeling approach is developed to simulate the 

contaminant transport in the subsurface system. The unsaturated zone is divided into a 

number of horizontal sub-areas according to the atmospheric boundary conditions, land use 

types and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Solute migration through the unsaturated zone of each 

sub-area is assumed to be vertical and can be represented by the onedimensional advec-

tion–dispersion equation, which is then coupled to the three-dimensional advec-

tion–dispersion equation representing the subsequent groundwater transport.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is adopted to discretize the vertical solute equation, while the hybrid finite 

element and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is used to discretize the three-dimensional saturated 

solute transport equation, which is split into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equation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horizontal/vertical splitting. The unsaturated and saturated solute trans-

port equations are combined into a unified matrix by the mass balance analysis for the ad-

jacent nodes located at the one-dimensional soil column and at the water table. Two hypo-

thetical cases and two field cases are simulated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l with the re-

sults compared with those from HYDRUS-1D, SWMS2D and the measured data. The limi-

tations of the model are discussed as well. The analysis of the four cases demonstrates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can calculate the water flow and solute transport reasonably even with 

complex boundary and variable topography conditions. It also shows that the model is effi-

cient to simulate the water flow and solute transport in regional-scale areas with small 

computational costs. However, the model will lose accuracy when the lateral dispersion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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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t is dominant in the unsaturated zone. 

5. Fourier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Momentum Interpolation on the SIMPLE Series 

Formulated on a Collocated Grid 

Fei Wang, Wei Zhang, Yitian Li《Numerical Heat Transfer, Part B》2013, 64（1）: 48-70. 

Abstract: The error amplification matrices of three SIMPLE series formulated on a 

staggered grid and a collocated grid using three momentum interpolation methods are de-

rived. The effects of grid layout and momentum interpolation methods on convergence 

properties of SIMPLE series are check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nvergence condi-

tions are available by damping out the highest and lowest errors. The SIMPLE series show 

almost identical convergence rates under a wide range of useful velocity relaxation factors, 

regardless of grid layout and interpolation method. However, the high-frequency reduction 

shows significant variation with grid layout and interpolation method, which maybe re-

ferred to in multigrid application. 

6. A double layer-averaged model for dam-break flows over mobile bed 

Li J, Cao ZX, Pender G, Liu QQ《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h, IAHR》2013, 51（5）, 

518-534. 

Abstract: Dam-break flows over mobile bed are often sharply stratified, comprising a 

bedload sediment-laden layer and an upper clear-water layer. Double layer-averaged（DL）

models are attractive for modelling such flows due to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computing 

cost and the ability to represent stratification. However, existing DL models are oversimpli-

fied as sediment concentration in the sediment-laden layer is presumed constant, which is 

not generally justified. Here a new DL model is presented, explicitly incorporating the 

sediment mass conservation law in lieu of the assumption of constant sediment concentra-

tion. The two hyperbolic systems of the governing equations for the two layers are solved 

separately and simultaneously. The new model is demonstrated to agree with the experi-

mental measurements of instant and progressive dam-break floods better than a simplified 

double layer-averaged model and a single layer-averaged model. It shows promise for ap-

plications to sharply stratified sediment-laden flows over mobile bed. 

7. Effect of spatially variable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with linearly increasing mean 

trend on reliability of infinite slopes 

Dian-Qing Li, Xiao-Hui Qi, Kok-Kwang Phoon, Li-Min Zhang, Chuang-Bing Zhou 

《Structural Safety》2013.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iability of infinite slopes in the presence of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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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lly variable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that increase linearly with depth. The mean trend 

of the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increasing with depth is highlighted. The spatial variability 

in the undrained shear strength and the friction angle is modeled using random field theory. 

Infinite slope examples are presen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patial variability on the 

depth of critical slip line and the probability of failur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ean 

trend of the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lay slope reliability. 

The probability of failure will be overestimated if a linearly increasing trend underlying the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is ignored. The possibility of critical slip lines occurring at the 

bottom of the slope decreases considerably when the mean trend of undrained shear 

strength is considered. The linearly increasing mean trend of the friction angle has a con-

siderable effec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ritical failure depths of sandy slopes. The most 

likely critical slip line only lies at the bottom of the sandy slope under the special case of a 

constant mean trend. 

8. Influence of Particle Shape on Behavior of Rockfill Using a Three-Dimensional De-

formable DEM 

Wei Zhou, Gang Ma, Xiaolin Chang, Chuangbing Zhou《Journal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ASCE》2013,139（12）:1868-1873. 

Abstract: The deformable discrete-element method（DEM）was employe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article shape on the macroscopic mechanical behavior of rockfill materials. Rela-

tionships among the micromechanical parameters and macroscopic response of rockfill 

materials were identified by simulating triaxial compression tests on numerical samples. 

The numerical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article shap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acroscopic response of rockfill. For instance, the peak strength and residual strength 

of the numerical sample and the axial strain corresponding to the peak strength increased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aspect ratio of the particle. 

9. Predicting apparent shear stress in prismatic compound open channels using artifi-

cial neural networks 

Wenxin Huai, Gang Chen, Yuhong Zeng 《 Journal of Hydroinformatics 》

2013,15:1,138-146. 

Abstract: The apparent shear stress acting on the vertical interface between main 

channel andfloodplain（with and without vegetation）in prismatic compound open channels 

was studied using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ANNs）. Apparent shear stress is comm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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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to quantify the transverse momentum exchange between sub-areas of the cross sec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e channel geometry, boundary roughness conditions and 

hydraulic properties offlow. In particular, if vegetations exist, the eco-characteristics of 

vegetation can be crucial. To mathematically describe the effect of channel symmetry, we 

present a new expression of width ratio through which the symmetrical and asymmetrical 

cross section can be distinguished. The effect of vegetation is considered using degree of 

submersion and the porosity（volume ratio occupied by water）. Dimension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mathematical formula of apparent shear stress, and seven 

non-dimensional parameters were selected a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otal, 260 sets of 

data（including our new experimental series conducted in a compound channel with vege-

tated floodplain）were used for training and testing a three-layer, feed-forward neural net-

work with Levenberg- Marquardt（LM）as the selected training algorithm. Also, the effects 

of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apparent shear stress were investigated. 

10. Influence of dynamic seals on silt abrasion of the impeller ring in a centrifugal 

pump 

Zhongdong Qian, Yuanyong Gao, Kai Zhang, Wenxin Huai, Yulin Wu《Journal of 

Hydroinformatics》2013,15:1,138-146. 

Abstract: The water flow and movement of silt in a prototype double suction cen-

trifugal pump was simulated using an Euler–Lagrange multiphase flow model. Back-blade 

and J-groove configurations were adopted to protect the impeller ring from silt abrasion. 

Four back-blades and four J-grooves were conside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ve 

velocity of water around the impeller ring is too low to move silt out of the spacing between 

the impeller and the casing, which results in a high silt concentration around the impeller 

ring. The high silt concentration around the impeller ring is the major contributor to silt 

abrasion of the ring. Back-blade and J-groove configurations are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silt concentration around the ring but extra friction loss is also introduced and the pump ef-

ficiency is decreased. Optimization of the length, position and number of back-blades, and 

the shape and number of J-grooves, decreases losses in pump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ly 

protects the impeller ring. Case 4 for the back-blade and Case 8 for the J-groove were the 

most effective configurations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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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学术著作 

2.6.1  出版学术著作 

表 2-3  2013 年实验室出版学术著作情况 

序号 著作名称 作  者 出版社 字数 

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文水资源演

变规律研究 
谭国良，郭生练，王  俊， 
吕孙云 

中国水利水电

出版社 
427千字

2  
水资源数量与质量联合评价方法

及其应用 
夏  军，刘克岩，谢  平 科学出版社 350千字

3  
海河流域农田水循环过程与农业

高效用水机制 
康绍忠，杨金忠，裴源生 科学出版社 500千字

4  水资源系统规划模拟与优化配置 顾世祥，崔远来 科学出版社 611 千字

5  
Water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Revisiting Water Security 

Benedito Braga, Colin Chartres, 
et al.,Jun Xia 

Springer  

2.6.2  学术著作摘要 

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文水资源演变规律研究》 

本书以鄱阳湖区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鄱阳湖水利枢纽规划设计等生产

与科研任务为基础，围绕鄱阳湖区水文水生态动态监测、水量平衡及水资源配置、洪

水预报及防洪安全、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研究。本书资料

翔实，分析科学合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权威性，对流域水利规划、设计、

工程建设、防洪减灾、水资源管理等具有较高的研究、分析、参考和使用价值。 

2．《水资源数量与质量联合评价方法及其应用》 

本书系统论述了水资源数量与质量联合评价及管理的理论体系，提出了联合评价

方法与技术途径，尤其是针对地表来用水状况和针对河流水功能区划水质目标的水资

源数量与质量联合评价、地下水资源数量与质量联合评价，以及基于流域水循环系统

和模拟多闸坝人工调控河流的水质水量联合评价多个应用实例。 

3．《海河流域农田水循环过程与农业高效用水机制》 

海河流域水资源匮乏，而且与人口和耕地分布、生产力布局极不匹配，该地区水

量供需情况及变化趋势历来受人关注。农业是该流域用水大户，发展节水高效农业是

必然选择。全书共分 6 章，包括概述、农田土壤水分运移转化规律与作物——水分响

应机理研究、用水竞争型缺水地区作物高效用水理论与技术研究、水分利用效率的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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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效应与计算方法、“作物生理—农田—农业”节水潜力计算方法与海河流域农业节

水潜力评价、海河流域农业高效用水标准与模式。 

4．《水资源系统规划模拟与优化配置》 

本书在对国内外有关水资源优化配置技术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的前提下，以“全国

水资源综合规划”项目中云南省部分调查评价、分析预测得到的基础数据为背景，以

MIKE BASIN 为辅助工具，在 Arc View 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上建立了省级水资源综合

规划的水资源模拟系统，完成现状年、2020 年及 2030 年不同水平年的水资源配置方

案模拟。综合应用或改进了水资源系统动态规划、系统动力学、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大系统分解协调与自优化模拟、地质统计学等方法途径，较系统地研究了低纬度高原、

季风气候、纵向岭谷等交叉作用下的滇中高原经济区的水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并将水

资源配置管理工具软件 MIKE BASIN 成功地应用于区域/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建设

项目水资源论证、大型引调水工程调水规模论证、河流水量分配等领域的水资源利用

规划与管理实践中。 

5．《Water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Revisiting Water Security》 

Improved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contributes to human dignity, health,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m. It is also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children and adults suffering 

from diarrhea, as a result of unsafe water and lack of sanitation facilities, cannot fully ab-

sorb the nutrients they consume, a condition often referred to as environmental enteropathy. 

Water has no substitute and the demands for it are increasing. Food and energy production 

along with industrial activity increasingly compete for thesamewater to meet the needs of a 

growing world pop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now seeing the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o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2.7  成果获奖 

2.7.1  成果获奖情况 

2013 年实验室研究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7 项，参与完成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1 项；主持的研究成果获高等学校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湖北省自然科学

二等奖和科技进步二等奖各 1 项，见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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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2013 年获国家、省、部科研成果奖情况 

序号 获奖成果名称 奖项名称 实验室名次/获奖人/名次 

1  巨型机组水电站建筑结构关键技术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3）伍鹤皋（3） 

2  巨型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优化运

行关键技术及应用 高等学校科技进步二等奖

（1）刘  攀（1）郭生练（2）
熊立华（3）陈  华（5）
刘德地（6）梅亚东（8）

3  大尺度高精度河道水流模拟的理论

与方法 湖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1）槐文信（1）李义天（2）

曾玉红（3）钱忠东（5）

4  高堆石坝变形宏细观机制与全过程

控制及其工程应用 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周  伟（1）常晓林（2）

5  梯级水电工程水温水文累积效应及

生态调控的关键技术与应用 大禹水利科学三等奖 （1）李  兰（1）梅亚东（2）

6  三峡水库汛末提前蓄水水文关键技

术与应用 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郭生练（2）刘  攀（5）

7  海河流域农田水循环过程与农业高

效用水模式 大禹水利科学一等奖 
（2）杨金忠（2）黄介生（7）

伍靖伟（12） 

2.7.2  获奖成果简介 

1．参与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巨型机组水电站建筑结构关键技术 

项目以 700MW 级巨型机组水电站为研究对象，对影响电站建筑结构安全和机组

稳定运行的关键技术进行了长达 17 年系统研究，主要科技创新有： 

（1）解决了巨型水力发电机组蜗壳埋设的关键技术难题 

研发了巨型机组蜗壳组合埋设新技术；对巨型机组蜗壳采用保温保压、垫层及组

合埋设技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实践，首次提出了巨型机组蜗壳埋设技术控制标准。 

（2）解决了单薄山体中大型地下电站洞室稳定控制关键技术难题 

提出大型地下电站主洞室“单洞型布置”新型式及“稳定拱”设计理论，解决了

单薄山体洞室群及浅埋大跨度洞室稳定难题；研发了地下厂房“倒悬边墙”结构、

“结构面真实应力法”块体加固、全程可调重载岩锚吊车梁等新技术。 

（3）解决了坝后电站高 HD 值压力管道的关键技术难题 

研发了坝后浅埋钢衬钢筋混凝土新型压力管道；提出了钢衬钢筋混凝土压力管道

完全联合承载的结构设计方法。 

（4）解决了裂隙性岩体地质勘察和隐蔽工程施工质量物探检测监控的关键技术 

研发多项专利技术，提高了钻孔彩电的清晰度和物探检测的可靠度，为裂隙性岩

体的勘察、块体快速识别和有效控制三峡电站施工质量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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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在三峡应用，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在其它工程得到了广泛应用与推广，

产生经济效益已超过 20 亿元，推广前景广阔，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主持的高等学校科技进步二等奖——巨型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优化运行关键 

技术及应用  

（1）在巨型水库群累积水文效应规律方面，发展了气象—水文耦合模式的洪水

概率区间预报技术，建立了匹配水文频率分析计算理论的洪水随机模拟模型，提出了

不降低防洪标准的分期设计洪水理论，提高了洪水预报精度 10%以上，实现了巨型水

库群复杂水文情势的精确模拟与准确预报。 

（2）在巨型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方面，提出了水库汛限水位分期优化控制技术，

创新了风险可控的水库群汛限水位联合动态控制方法，彻底解决了水库群洪水资源调

控的风险识别和风险控制的难题，实现了巨型水库群洪水资源的安全利用。 

（3）在巨型水库群优化运行方面，提出了巨型水库群调度的近似 优解和调度

域的柔性决策理论，发展了聚合分解方法和动态规划并行技术，提高了巨型水库群联

合调度的协同性，实现了巨型水库群水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 

3．主持的湖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大尺度高精度河道水流模拟的理论与方法 

（1）构建了考虑植被、水体、边壁交互作用的植被明渠水流的分层分析解模型，

形成了淹没植被、非淹没植被和漂浮植被明渠水流的分析解体系。 

（2）改进了非线性方程迭代解法中二阶导数的计算方法，在保证计算精度的同

时提高了计算效率。 

（3）首次将非线性模型分析理论拓展应用于河网水沙运动模拟，实现了对大尺

度河网系统水流、泥沙输运过程的高效、准确的实时预报。 

（4）构建了考虑旋转效应、剪切效应和气体可压缩性的多相流模型，实现了对

水轮机补气条件下的压力脉动规律的准确描述。 

4．主持的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高堆石坝变形宏细观机制与全过程控制及其 

工程应用 

（1）提出了堆石体材料细观结构特征的精细化描述方法，发展了细观变形演化

过程的组构分析方法，建立了考虑细观劣化效应的堆石体材料宏观演化模型。 

（2）首次提出了堆石体细观随机颗粒不连续变形分析方法，研发了堆石颗粒体

破碎和细观流变数值模拟技术，提出了基于流固耦合效应的心墙堆石料细观变形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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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建立了高堆石坝结构变形分析的大型 FEM/DEM 耦合数值分析平台。 

（3）采用大型三轴试验和宏细观数值仿真手段，依托水布垭、洪家渡等高堆石

坝工程，从堆石体材料的结构特征、力学性能和工程特性等多角度提出了高堆石坝全

过程动态预测与反馈分析相结合的变形预测和控制方法。 

2.8  发明专利 

2013 年，实验室在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的获批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共获批发

明专利 9 项，软件著作权 5 项，见表 2-5。 

表 2-5  2013 年获批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授权号 完成人 类  型 

1 
一种反推水库入库流量过程的测算方

法 
ZL201110086388.8 刘  攀  郭生练 发明专利 

2 冲积河流崩岸预警方法 ZL201110286600.5 李义天  邓金运 发明专利 

3 一种污水除油装置 ZL2013100940135 

彭  虹  岳佳佳 

刘国庆  周  星 

何文学  陈夏彬 

发明专利 

4 一种加固大变形岩体的恒阻吸能锚杆 ZL201110187361.8 
姜清辉  孙金山 

周创兵 
发明专利 

5 一种摩擦型树脂锚杆及其安装方法 ZL201110317577.1 
姜清辉  孙金山 

周创兵 
发明专利 

6 一种黄河泥水快速分离剂及分离方法 ZL201210259782.1 杨国录 发明专利 

7 
一种节理岩体开挖瞬态卸荷松动模拟

系统 
ZL201110259826.6 卢文波 发明专利 

8 内掺于水泥基材料疏水剂的选择方法 ZL200910060598.2 
何  真  王  宽 

陈  衍  梁文泉 
发明专利 

9 
黄河上游梯级水电站运行设计与优化

调度方法及设备 
ZL200910272785.7 

黄社华  高仕春 

薛金淮  乔秋文 

艾  泽  冉本银 

发明专利 

10 岩土介质多场多相耦合分析软件 2013SR014202 
陈益峰  胡  冉 

周创兵 
软件著作权

11 
葡萄需水量实时预报及灌溉用水决策

支持系统 
2013SR028390 

崔远来  谭君位 

刘路广  蔡学良 
软件著作权

12 
基于DP和SOS的水资源大系统优化配

置软件 
2013SR045058 

崔远来  顾世祥 

张自宽  谭君位 
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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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授权号 完成人 类  型 

13 
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空间曲面构建软件

与数据库系统 
2013SR028352 

杨建东  邹秀芬 

解为成  余  伟 

杨桀彬 

软件著作权

14 大岗山拱坝施工期温控决策支持系统 2013SR094930 

周  伟  常晓林 

段  寅  张  超 

井向阳 

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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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队伍与人才 

实验室在编固定研究人员 52 人，流动研究人员 32 人，技术与管理人员 8 人。在固

定研究人员中，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杰青 3 人，优青 2 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获得者 2 人；“973”首席家 3 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2 人，千人计划 3 人，国家青

年拔尖人才 1 人，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 人，教育部高层次人才计划 1 人，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 13 人。有 27 人在国际/国内学术机构中任职。 

实验室注重学术梯队和优秀中青年队伍建设，稳定高水平技术队伍，加强研究生培

养。本年度在不同方向研究团队间的合作、交叉和整合，组建和形成了“水工岩石力学

与库坝安全”创新群个体培育团队。 

本年度，实验室引进了千人计划-新加坡国立大学方国光教授（长期）和挪威奥斯陆

大学许崇育教授（短期），两位千人已到岗。根据研究方向拓展和学科交叉需要，另外引

进了杨国录、张万顺、曹子君、姜清辉、荣冠、康勇和刘小燕等 7 位研究人员充实实验

室队伍。 

实验室继续扶持青年学术骨干，为他们的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工作和发展条件。周

伟教授获得国家自然基金优秀青年基金的项目支持。青年研究人员陈明赴英国帝国理工

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荣冠、顾文权、苏凯则分别在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

验室、美国华盛顿大学和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完成一年的学术访问后回到实验室工作。 

本年度，实验室新进站博士后 5 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133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277

人；出站博士后 3 人，毕业博士生 53 人，毕业硕士生 201 人。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

议 73 人次，作相关学术报告 43 人次。 

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 

茆  智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 人： 

周创兵、卢文波、李典庆 

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3 人： 

李义天、夏  军、周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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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计划 3 人： 

孙庆平（长期）、方国光（长期）、许崇育（短期） 

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 1 人： 

史良胜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2 人： 

陈益峰、周  伟 

教育部高层次人才计划 1 人： 

周创兵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 人： 

夏  军、槐文信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2 人： 

李典庆、史良胜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3 人： 

崔远来、熊立华、程永光、卢文波、李典庆、陈益峰、夏军强、周  伟、钱忠东 

曾玉红、刘  攀、陈  明 

教育部创新研究团队 1 个，其中固定研究人员 5 人： 

周创兵、卢文波、常晓林、李典庆、周  伟 

国际学术组织任职 11 人： 

夏  军、郭生练、黄介生、崔远来、李义天、曹志先、夏军强、陈胜宏、李典庆、 

槐文信、曾玉红 

国内学术组织任职 23 人： 

夏  军、郭生练、谢  平、张  翔、付  湘、杨金忠、黄介生、邵东国、崔远来、 

王修贵、李义天、谈广鸣、曹志先、夏军强、周创兵、常晓林、卢文波、伍鹤皋、 

李典庆、周  伟、陈益峰、槐文信、曾玉红 

国际学术期刊任职 10 人： 

夏  军、郭生练、刘  攀、杨金忠、黄介生、曹志先、夏军强、陈胜宏、李典庆、 

钱忠东 

国内学术期刊任职 18 人： 

夏  军、郭生练、谢  平、胡铁松、熊立华、刘  攀、杨金忠、黄介生、邵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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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远来、李义天、谈广鸣、周创兵、卢文波、伍鹤皋、李典庆、周  伟、槐文信 

3.1  学术任职 

3.1.1  固定研究人员学术组织任职 

表 3-1  固定研究人员国际学术组织任职情况 

序号 姓  名 学 术 组 织 名 称 职  务 

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 主  席 

国际科学院理事会（IAC）水计划 主  席 

世界水理事会（WWC） 法人代表 

全球水计划（GWSP）中国委员会 常务副主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UNESCO-IHP）专

委会（TABs） 
委  员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中国国家委员会 副主席 

1 夏  军 

中国-澳大利亚水资源研究中心 主  任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 副主席 
2 郭生练 

联合国教科书组织国际水文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 委  员 

国际灌排委员会灌溉服务现代化工作组 委  员 
3 黄介生 

国际灌排委员会技术与研发工作组 委  员 

4 崔远来 美国农业与生物工程学会（ASABE） 会  员 

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顾问委员会 委  员 
5 李义天 

世界泥沙研究学会 会  员 

6 曹志先 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堤坝溃决专门委员会 委  员 

7 夏军强 国际水力学会（IAHR） 会  员 

8 陈胜宏 国际大坝委员会水工专委会 执  委 

国际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学会（ISSMGE）技术委员会

TC304 
委  员 

9 李典庆 

美国 ASCE 岩土工程风险评估与管理委员会 理  事 

10 槐文信 国际水利工程研究协会中国（大陆）分会 执行委员 

11 曾玉红 国际水利工程研究协会中国（大陆）分会 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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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固定研究人员国内学术组织任职情况 

序号 姓  名 学 术 组 织 名 称 职  务 

1 夏  军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主  任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中国水利学会 委  员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委  员 
2 郭生练 

湖北省科协 主  席 

3 谢  平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文泥沙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理  事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委  员 4 张  翔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水问题委员会 委  员 

5 付  湘 中国水利学会水灾害委员会 委  员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方地区高效灌排与农业网水土环

境”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委  员 

山东省“水资源与水环境”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委  员 
6 杨金忠 

旱区作物高效用水国家工程实验室技术委员会委员 委  员 

中国水利学会 理  事 

中国水利学会农村水利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理  事 
7 黄介生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中国水利学会调水专委会 委  员 

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 理  事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专委会 委  员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 特邀研究员

湖北省水安全协同创新中心 理  事 

8 邵东国 

湖北省海洋湖沼学会 理  事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程专业委员会 委  员 

9 崔远来 
湖北省农业工程学会 理  事 

10 王修贵 湖北省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专业分会 主任委员 
11 李义天 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水利教育协会 副会长 

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中国水利教育学会 副会长 

湖北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 

12 谈广鸣 

湖北省水利学会 副理事长 

13 曹志先 中国力学学会环境力学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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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术 组 织 名 称 职  务 

14 夏军强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海洋能专业委员会 理  事 
湖北省水利学会 副理事长 

湖北省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理  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水利学科评审委员会 评审专家 

15 周创兵 

水力学与山区河流开发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四川大学）学术委员会 
委  员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理  事 

中国大坝协会 理  事 

湖北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 

国家能源行业水电勘测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委  员 

16 常晓林 

国家能源水电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技术委员会 委  员 

公安部工程爆破技术人员安全技术考核专家组 成  员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岩石动力学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工程爆破协会 常务理事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理  事 

中国水利学会工程爆破专委会 委  员 

中国力学学会工程爆破专委会 委  员 

17 卢文波 

湖北省爆破学会 副理事长 

湖北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工及水电站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8 伍鹤皋 

全国水电站压力管道信息网 主任委员 

19 李典庆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工程风险与保险研究分会 理  事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理  事 
20 周  伟 

湖北省水利学会、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专委会委员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 

湖北省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渗流专委会 副主任 

中国水利学会岩土力学专委会 委  员 
21 陈益峰 

武汉岩土工程学会 理  事 

国家教育部高等院校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  员 

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专业委员会环境与生态水力学组 副组长 

湖北省暨武汉力学学会 常务理事 
22 槐文信 

湖北省暨武汉力学学会流体力学专委会 主任委员 

23 曾玉红 湖北省暨武汉力学学会 理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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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固定研究人员学术期刊任职 

表 3-3  固定研究人员国际学术期刊任职情况 

序号 姓  名 学术期刊名称 职  务 

Jornal of Hydrologic Engineering,ASCE（美国） 副主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英国） 编  委 1 夏  军 

Urban Water Jornal（英国） 编  委 

Journal of Hydrology（荷兰） 编  委 
2 郭生练 

Water International（美国） 编  委 

3 刘  攀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 and Protection 编  委 

Wa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编  委 
4 杨金忠 

Irrigation and Drainage（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 编  委 

5 黄介生 Paddy Field and Water Environment（日本） 编  委 

The Open Geography Journal, Bentham Science Publishers, USA 编  委 
6 曹志先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Computational Fluid Mechanics, 

Hong Kong 
编  委 

7 夏军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iver Basin Management 副主编 

8 陈胜宏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physics 编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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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委 

10 钱忠东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luid Machinery and Systems 编  委 
 

表 3-4  固定研究人员国内学术期刊任职情况 

序号 姓  名 学术期刊名称 职  务 

地球科学进展 编  委 

资源科学 编  委 

自然科学进展 编  委 

气候变化进展 编  委 

水文 编  委 

地理研究 编  委 

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 编  委 

1 夏  军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编  委 

水文 编  委 

水资源研究 主  编 2 郭生练 

水科学进展 编  委 

干旱区地理 特约编委 
3 谢  平 

人民长江 特约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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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术期刊名称 职  务 

4 胡铁松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编  委 

5 熊立华 水资源研究 副主编 

6 刘  攀 水资源研究 副主编 

水利学报 编  委 

地下水 编  委 7 杨金忠 

灌溉排水学报 编  委 

灌溉排水学报 编  委 

农业工程学报 编  委 8 黄介生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副主编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编  委 
9 邵东国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编  委 

农业工程学报 编  委 
10 崔远来 

节水灌溉 编  委 

11 李义天 泥沙研究 编  委 

节水灌溉 编委会副主任

水道港口 编委会副主任

水电能源科学 编  委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编  委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编  委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编委会副主任

泥沙研究 编  委 

12 谈广鸣 

黑龙江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编  委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编  委 

岩土力学 编  委 

岩土工程学报 编  委 
13 周创兵 

Rock mechanical.&geotechenical engineering 副主编 

爆破 编委会副主任
14 卢文波 

Rock mechanical.&geotechenical engineering 编  委 

三峡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编  委 
15 伍鹤皋 

水电与新能源 编  委 

16 李典庆 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 编  委 

水电与新能源 编  委 
17 周  伟 

岩土力学 编  委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执行编委 
18 槐文信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执行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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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才培养与引进 

3.2.1  到岗千人计划（A 类）——方国光 

方国光，1995 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他是岩土工程方面的专家，在科研

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编及参编了 16 本专著和论文集，参编了 3 项美国土木工程

师学会（ASCE）标准，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Geotechnique、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ASCE、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al 等以及国际学术会

议发表了论文 2000 余篇，其中 100 余篇被 SCI 检索，SCI 引用 1000 余次，单篇文章

高被引用 185 次，ISI 数据库 H 指数为 17。 

主办及协办了 44 次国际学术会议，其中 18 次担任国际会议主席或副主席，应邀

做过 33 次大会或特邀报告。主要国际学术荣誉有 ASCE Fellow、2005 年获 ASCE 历

史 悠久、级别 高的科技类奖励－诺曼奖章（Norman Medal）、2007 年获美国材料

试验学会（ASTM）的 Hogentogler 奖、2008 年获国际岩土力学计算方法与进展协会

（IACMAG）地区杰出贡献奖。担任国际期刊 Georisk 主编及 11 个岩土工程领域国际

主流学术期刊编委。在 16 个国际学术组织担任主席或核心成员。 

3.2.2  到岗千人计划（B 类）——许崇育 

许崇育，1961 年生，教授。1982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陆地水文学士学位，分别

于 1988 年和 1992 年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获水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

任武汉大学千人计划“B”类入选者、挪威奥斯陆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和瑞典乌普萨

拉大学兼职教授。长期从事全球气候变化与水资源响应，不同气候区域不同时间和空

间尺度水文模拟研究。1993 年获得世界气象组织杰出青年科学家奖，成为首位获此项

荣誉的中国科学家。2000 年应邀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二批海外评审专家、IPCC 第五次

评估报告第一和第二工作组报告评审专家、中国科学院第二批海外评审专家。于 2002

年获中国科学院海外杰出学者基金。 

担任国际水文权威刊物：《Hydrology Research》主编（Editor in Chief）、《Journal of 

Hydrology》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Hydrological Science Journal》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近年在 SCI 检索杂志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被 SCI 检索杂志他引 1000 余次，其

中超过 15 篇论文被包括《Journal of Hydrology》在内的期刊评为排名前 25 位热门论文

（TOP 25 Hottest Articles）和前 10 位引用 多的论文（TOP 10 Most Cited Articles）等。 



                                                       2013年报 

− 49 − 

3.2.3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周伟 

周伟，1975 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 年 6 月获武汉大学水工结构专业博

士学位。2006 年 12 月晋升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9 年 12 月破格晋升教授、博士

生导师。2010.8～2011.8 赴加拿大 University of Alberta 访问交流一年。2010 年被聘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1 年被聘为首批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 

主要研究领域为水工结构工程，主要研究方向为：（1）高堆石坝的细观变形机理、

流变模型与数值仿真方法；（2）高混凝土坝的大型有限元温度应力仿真分析理论与温

度控制；（3）高混凝土坝与复杂地基的抗滑稳定分析理论与数值仿真方法。 

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重大水电工程课题 30 余项。其中：2005 年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流变模型理论与应用研究”；2006

年主持湖北省自然科学面上基金“基于全有限元的拱坝体形多目标优化理论研究”；

2007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堆石坝流变的细观组构理论机理研究”；2009

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考虑流变和 HM 耦合效应的高土石坝心墙细观破坏

机理研究”，同时作为项目主要成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暴雨诱发滑坡

致灾机理、风险评估与减灾方法研究”。发表论文 8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8 篇、 

EI 收录论文 72 篇。授权国家专利 2 项、软件著作权 2 项；研究成果 2008 获湖北省科

技进步特等奖（KJ 排名第 25）、2009 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 2）、2010 年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 4），2013 年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 1）。 

3.2.4  引进青年教师——曹子君 

曹子君，1987 年生，副教授。2009 年 8 月至 2012 年 8 月香港城市大学攻读博士

学位。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8 月香港城市大学博士后助理研究员，2013 年 9 月至今

任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水利水电岩土工程可靠度分析与风险评估，土工参数不确定性的量化分

析，工程可靠度设计方法等方面的科学研究。目前共发表学术论文 25 篇，包括 SCI

收录 10 篇，EI 收录 6 篇，另外国际会议论文 9 篇，并担任多个国际权威期刊审稿人，

包括 Structure Safety（SCI,EI）, ASC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SCI,EI）, Engineering Geology（SCI,EI）,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

gineering, Struc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SCI,EI）, Geo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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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兼职教授聘任 

表 3-5  2013 年在聘兼职教授情况 

序号 姓 名 受聘人单位/职称职务 专 业 聘职 聘  期 编 号 

1  胡振鹏 南昌大学/教授 
水文 

水资源
教  授 2008.01-2013.01 200801

2  马洪琪 
澜沧江水电开发公司

/院士 
水工结构 兼职教授 2010.04-2013.04 2010018

3  张建云 
南京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院士 
水资源 讲座教授 2010.06-2014.06 0210614

4  吴振斌 
中国科学院水生物  

研究所/研究员 
湿地研究 兼职教授 2010.09-2013.09 2010025

5  
Gareth  

Pender 

英国 

Heriot-Watt 大学/院士
水力学 客座教授 2010.09-2013.09  

6  段青云 
美国加州劳伦斯·利佛

莫国家实验室/研究员
水文学 兼职教授 2010.09-2013.09 2010035

7  宋献方 

中国科学院陆地水 

循环及地表过程重点

实验室/教授 

水文学 兼职教授 2010.12-2013.12 2010036

8  库拉.雷克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教授 
岩土工程 客座教授 2010.09-2013.09  

9  陈  飞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公司/总经理 
水电施工 兼职教授 2010.12-2013.12 2010059

10  何  涛 
北京中科辅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计算机 教  授 2011.05-2013.05 2011043

11  秦文凯 
美国加州 

水利设计公司/教授 
水力学 教  授 2011.12-2013.12 2011044

12  Tang-Tat Ng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  

土木工程系/教授 
土木工程 客座教授 2011.10-2014.10  

13  蔡其华 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 水利工程 兼职教授 2011.10-2014.09 2010054

14  方芳欣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 & Engineer-

ing, Imperial College 

London/教授 

土木工程 兼职教授 2011.12-2013.12 201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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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受聘人单位/职称职务 专 业 聘职 聘  期 编 号 

15  相建生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 & Engineer-

ing, Imperial College 

London/教授 

土木工程 兼职教授 2011.12-2013.12 2011038

16  张宗宪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土木工程 兼职教授 2012.07-2015.06 2012031

17  陈小江 
水利部黄河水利  

委员会  

电力系统

及自动化
兼职教授 2012.10-2015.09 2012036

18  郑守仁 长江水利委员会/院士 水工 讲座教授 2012.01-2014.12  

19  张勇传 华中科技大学/院士 水资源 讲座教授 2012.01-2014.12  

20  刘怀汉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 

研究院/教授 
泥沙 教  授 2013.01-2015.12 2013045

21  庄长贤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 

/教授 
岩土工程 客座教授 2013.05  

22  曹广晶 
中国三峡建设总公司

/董事长 
水  工 兼职教授 2013.06-2016.06 2013015

23  
Vijay P. 

Singh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教授 
水文学 客座教授 2013.06-2016.06  

24  
Larry 

C.Brown 

美国俄亥俄州科学院

/院士 
水管理 客座教授 2013.10-2016.10  

25  
André  

Niemann 

德国杜伊斯堡- 

埃森大学/教授 
水资源

管理 
客座教授 2013.10-2016.10  

26  王  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院士 
水文 

水资源
讲座教授 2013.06-2016.05  

27  王忠法 湖北省水利厅/厅长 农田水利 兼职教授 2012.03-2015.03  

28  陈学云 中国水电九局/局长 土木工程 兼职教授 2013.11-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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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博士后培养 

表 3-6  2013 年在站博士后情况 

序号 姓  名 进站时间 出站时间 合作导师 研  究  课  题 

1  周志东 2009  周创兵 施工地质信息系统研究 

2  张振华 2009  周创兵 
水库运行期高陡边坡长期稳定性评价与监

测预警研究 

3  雷  鹏  2010.06 2013.03 常晓林 碾压混凝土拱坝结构特性研究 

4  夏  帆 2010.09  谈广鸣 国际界河洲滩演变对边界的影响研究 

5  蔡新华 2010.08 2013.01 何  真 
复杂工况下混凝土抗冲耐磨的关键问题研

究 

6  刘德地 2010.12  郭生练 梯级水库群联合防洪标准确定与应用研究

7  何  吉 2010.12 2013.06 陈胜宏 
裂隙岩体中渗流/应力应变耦合分析及其

应用 

8  司马军 2011.06  周创兵 
软土地基上堤坝填土开裂机理、治裂技术

研究 

9  徐维生 2011.06  周创兵 
考虑多场广义耦合作用的高坝工程渗流非

线性问题研究 

10  李凌云 2012.07  郭生练 冲积河流的水沙条件与河床塑造关系研究

11  
David Rhein-

heimer 
2012.05  郭生练 水库生态调度研究 

12  谈云志 2013.03  李典庆 
应力与温度作用下压实红黏土的持水性能

研究 

13  佘敦先 2013.08  夏  军 
气候变化对中三角地区区域水旱灾害和水

生态的影响研究 

14  郑珊 2013.11  谈广鸣 
非平衡态河床演变过程的机理及计算方法

研究 

15  毛海涛 2013.11  邵东国 
无限深透水地基上土石坝及坝基渗流非线

性问题建模理论研究 

16  张志国 2013.11  陈胜宏 
大型地下核电站厂房洞室群围岩稳定及水

力弥散防控 
 



 

 

 
 
 
 
 
 
 
 
 
 

4 学术交流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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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术交流与开放 

4.1  学术交流 

2013 年实验室承办了生态水文与水安全国际学术研讨会、水库泥沙调度专题研讨

会。研究人员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作特邀报告或大会报告 24 人次。来访外国专家

78 人次，包括国际水资源研究所（IWMI）的 Aditya Sood 等 29 名国内外学者做学术

报告。 

国际著名水文学专家、挪威科学院院士、挪威奥斯陆大学 Lars Gottschalk 教授与

熊立华教授继续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变化环境下非一致性水文概

率分布估计理论和方法”的合作研究；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AMCG 研究组 C. C. PAIN

教授等一行 6人与周创兵教授团队就高拱坝雾化区岩体稳定与变形多场耦合分析方法

等研究热点开展研讨，并落实实质性的合作；澳大利亚河流研究所、格里菲斯大学高

级研究员、河流系统有限公司主任 C. J. Gippel 博士与夏军教授团队开展了为期两个月

的“高端外国专家项目”合作研究。 

实验室一批知名学者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扩大了我国水利学科在国际学术届

的影响，促进了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如国际水资源协会前主席夏军教授参加国际大

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会议、生态水文、生物工艺学工程学术研讨会，同时赴瑞

士联邦水产科学与技术研究所访问，并作特邀报告；史良胜教授访问美国佛罗里达州

立大学计算科学系，并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叶明教授、佛罗里达环保部 Brian G. Katz

研究员展开了学术讨论和交流；应英国Cardiff大学Roger A. Falconer教授及Cambridge

大学 Dongfang Liang 博士的邀请，夏军强教授访问了上述两所大学，并合作撰写了相

应的学术论文；实验室周创兵、卢文波和李典庆教授应邀参加了由香港科技大学

（HKUST）承办，实验室协办的第四届国际岩土工程安全与风险会议，周创兵教授担

任大会主题报告主席，卢文波和李典庆教授共同担任分会场主席并作学术报告。 

对外开放是国家重点实验室一贯坚持的运行方针，“重视科学普及，向社会公众

特别是学生开放”已经成为实验室的优良作风。2013 年实验室接待大、中学生 512

人次，通过实验室技术人员的生动讲解和实地参观互动活动，积极支持了 2013 年全

国科技周活动、2013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和武汉大学 2013 年优秀大学生暑期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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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营等各类科普性的活动。 

作为本领域的公共研究平台，2013 年实验室加大了平台的开放力度，并根据实际

情况自行开发制作了实验室仪器设备网上预约系统，接受各种实验预约。2013 年已有

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 20 多人次前来进行科研实验，并按照有关规定和

要求实施了数据共享，实现了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产出。实验室所有仪器设备的运行状

态良好，并且全部对外开放。 

实验室一批研究生在实验室和导师的支持下，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参

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73 人次，作相关学术报告 43 人次。研究生活跃的学术行为提升了

他们的学术能力，扩展了他们的视野，同时也体现了实验室的研究水平。研究生参加学

术会议情况见附件 7.5。 

表 4-1  2013 年实验室研究人员学术会议报告情况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报告类型 时  间 地 点 

1 

Operation and Manage-

ment of Multi-purpose 

and Cascade Reservoirs 

System 

郭生练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Ecohydrology and Water  

Security 

特邀 

报告 
2013.10.18-22 

武汉 

宜昌 

2 
梯级水库设计洪水计算

方法研究与应用 
郭生练 第十一届中国水论坛 

特邀 

报告 
2013.11.15-17 广州 

3 
气候变化影响与中国的

水资源脆弱性 
夏  军 

第二次中国科学院和澳大利亚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联合

学术研讨会 

特邀 

报告 
2013.3.6-17 

澳大利亚

堪培拉

4 

Climate Change Impact 

and Adaptive Water 

Management for Major 

River Basins in China 

夏  军 

Water in the Anthropocene: 

Challenges for Science and 

Governance. Indicators, 

Thresholds and Uncertainties 

of the Global Water System 

特邀 

报告 
2013.5.21-24 

德国 

波恩 

5 

Water resources  

vulnerability & adaptive  

management to climate 

change impact: case study 

in china 

夏  军 

2013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ater Sustainability in 

Arid Regions 

特邀 

报告 
2013.8.12-14 

甘肃 

兰州 

6 

国际水系统科学前沿与

流域水质-水量联合调控

技术：淮河实例研究 

夏  军 
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

会 2013 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特邀 

报告 
2013.9.6-8 

宁夏 

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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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报告类型 时  间 地 点 

7 

Systemic solutions and 
modeling on eco-water 

and its allocation applied 
to urban river restoration: 

Case Study in Beijing, 
China 

夏  军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Ecohydrology, Bio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特邀 
报告 

2013.9.16-23 
波兰 
罗茨 

8 

Key challenges for water 
security and conflicts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water 

needs in China 

夏  军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Ecohydrology and Water  
Security 

特邀 
报告 

2013.10.18-22 
武汉 
宜昌 

9 
Extreme floods and sedi-

ment transport 
曹志先 

IUTAM Symposium on the 
Dynamics of Extreme Events 

Influenced by Climate Change

特邀 
报告 

2013.09.22-24 兰州 

10 

Well-balanced numerical 
modelling of non-uniform 

sediment transport in  
alluvial rivers 

曹志先 
Sino-French Forum in Water 

Sciences 
特邀 
报告 

2013.09.17-18 上海 

11 

Power Series Solution for 
Velocity Distribution in 

Open Channel Flow with 
Submerged Vegetation 

槐文信 35th IAHR 大会 
特邀 
报告 

2013.09.08-13 成都 

12 
淹没柔性植被水流数学

模型研究 
槐文信 

第六届全国水力学与水利 

信息学大会 

特邀 

报告 
2013.06.08-09 北京 

13 
Mechanism and Predic-

tion of Bank Failure 
李义天 

The 12th International Sympo-

sium on River Sedimentation

特邀 

报告 
2013.09.02-06 

日本 

京都 

14 
岩石热-水-力损伤耦合

模型与应用研究 
陈益峰 

第 12 届全国青年岩石 

力学与工程学术会议 

特邀 

报告 
2013.11.22-25 广州 

15 
抽水蓄能系统暂态过程

三维瞬变流机理研究 
程永光 

水力机械学科发展战略 

研讨会 

特邀 

报告 
2013.10.22-25 

浙江 

杭州 

16 
岩石动力学与爆破技术

的融合发展 
卢文波 第二届宏大爆破论坛 

特邀 

报告 
2013.10.14 广州 

17 
爆破振动频率的衰减规

律研究 
卢文波 

第十三届全国岩石 

动力学学术会议 

特邀 

报告 
2013.10.14-16 重庆 

18 
农业面源污染灌排综合

调控技术及应用 
邵东国 

第三届中国湖泊论坛 

“湖泊水文生态修复与重建”

分论坛 

特邀 

报告 
2013.10.24-25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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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报告类型 时  间 地 点 

19 
边坡可靠度分析非侵入

式随机有限元法 
李典庆 

十一届全国岩土力学 

数值模拟会议 

特邀 

报告 
2013.10.25-27 南京 

20 
考虑空间变异性的边坡

系统可靠度分析 
李典庆 十二届全国青年岩石力学会议

特邀 

报告 
2013.11.23-26 广州 

21 

深部岩体开挖瞬态卸荷

诱发振动的力学机制及

其预测模型 

卢文波 
第三届中俄矿山深部 

开采岩石动力学高层论坛 

大会 

报告 
2013.6.19-20 南京 

22 
爆破振动频率的衰减机

制和衰减规律 
卢文波 

中国力学学会工程爆破专业

委员会 2013 年度学术会议 

大会 

报告 
2013.8.25-27 贵阳 

23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blasting induced damage 

of high rock slope 
卢文波 

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
sium on Geotechnical Safety 

and Risk（ISGSR2013） 

大会 
报告 

2013.12.4-6 香港 

24 非一致性水文频率分析 熊立华 
变化环境下的水问题学术 

研讨会 

大会 

报告 
2013.6.14-15 杭州 

 

表 4-2  国内外专家受邀讲学报告情况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职称 报告人单位 报告时间 邀请人

1 
Field methods for determining 

point and diffuse source  
pollution impacts in streams 

Ursula S. 
McKnight

博士 

Department of Envi-
ronmental Engineer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 

2013.03.18 张  翔

2 
我国水电工程建设技术的 

发展与创新 
马洪琪 院士 

云南澜沧江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 
2013.04.03 常晓林

3 
研究生课程 

《Stochastic Hydrology》 
Lars 

Gottschalk
院士 挪威奥斯陆大学 

2013.04.03-
05.02 

熊立华

4 
湿地小流域地下水、泉水以及

河水中氮和磷的分布特点 
唐常源 教授 日本千叶大学 2013.04.25 张  翔

5 
变化环境下水文研究和水文模

拟的几个关键问题 
许崇育 教授 

挪威奥斯陆大学 
地学系 

2013.04.27 熊立华

6 
Probabilistic back analysis of 
slope failure-A case study in 

Taiwan 
庄长贤 教授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 2013.05.13 李典庆

7 
International Waters: Less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aron T. 

Wolf 
教授 

College of Earth, 
Ocean, and Atmos-

pheric Sciences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2013.05.15 李  奔

8 冲积河流演变模拟研究 林斌良 教授 
清华大学水利水电 

工程系 
2013.05.24 李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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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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类活动等对河流下游物质 

通量的作用与对策 
周建军 教授 

清华大学水利水电 
工程系 

2013.05.24 李义天

10 
德国水资源综合管理- 
以鲁尔河流域为例 

Andre  
Niemann 

教授 
德国杜伊斯堡 
——埃森大学 

2013.05.30 张  翔

11 
我二十年的科研经历—与武汉

大学水利水电学院青年朋友的

对话 
方国光 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13.06.05 李典庆

1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张斐章 教授 

台湾大学生物环境 
工程系 

2013.06.07 郭生练

13 
Discrete Element Simulations of 
Granular Soils-Shaft Interaction 

of Smooth Drilled Shafts 
吴腾达 教授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 
土木工程系 

2013.06.18 周  伟

14 

Uniqueness, Scale, Resolution, 
Uncertainty, Stochastic  

Hydrogeology, and Tomographic 
Surveys 

Tian-Chyi 
Jim Yeh 

教授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2013.06.19 史良胜

15 
Stochastic Analysis of Pumping 

Tests in Unconfined Aquifers 
毛德强 博士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2013.06.19 史良胜

16 
Application of entropy theory in 

hydrologic modeling 
Vijay P. 
Singh 

教授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2013.06.19 郭生练

17 三峡水库调度的探索与创新 曹广晶 教授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2013.06.22 谈广鸣

18 
向中国贫困挑战—— 

一个社会公益基金会的实践 
李  青 主任 

香港嘉里集团 
郭氏基金会 

2013.06.27 谈广鸣

19 溶岩地下水动力学研究进展 胡晓农 教授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2013.08.09 杨金忠

20 
THMC（温度/渗流/力/化学）多

场耦合机理及数值模型 
贾  赟 副教授 法国里尔一大 2013.08.23 陈胜宏

21 
Hydropower development in 

Norway 
Nils 

Sælthun 
教授 挪威奥斯陆大学 2013.09.16 熊立华

22 
Making the most of water:  
Australia’s experience with  

water trading 

David 
Lewis 

主任 

The Water Trading  
Division in the state of 
Victoria’s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ustralia 

2013.09.24 邵东国

23 
Global and Regional Issues: 

Water and Food 
Aditya Sood 研究员 国际水资源研究所 

2013.10.14-
10.31 

夏  军

24 
Recent Progresses in Earth  
Observation of Water Cycle 

Z.（Bob）
Su 

教授 University of Twente 2013.10.16 夏  军

25 
从河南沁阳五龙口之水利建设

看台湾曹公圳水利设施之开发 
杨  磊 教授 

台湾中山大学 
水资源研究中心 

201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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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Probabilistic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by random fields 

Jinsong 
Huang 

教授 
澳大利亚 

纽卡斯尔大学 
2013.11.27 李典庆

27 
水力过渡过程中的 
若干问题探讨 

张  健 教授 河海大学 2013.12.16 程永光

28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 
Sciences: Trend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USA 

TIAN C. 
ZHANG 

教授 
Dept. of Civil Eng., 

Univ. of  
Nebraska-Lincoln 

2013.12.17 槐文信

29 
水力机械及系统过渡过程 

三维数值模拟研究 
周大庆 副教授 河海大学 2013.12.20 程永光

 

表 4-3  国内外专家参观访问和实验室对外开放情况 

序号 访问时间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位及人数 

1 2013.04.17 Robert W. Gillham 执行主任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2 人 

2 2013.04.25 唐常源 教  授 日本千叶大学 

3 2013.04.27 许崇育 教  授 挪威奥斯陆大学地学系 

4 2013.05.13 Aaron T. Wolf 教  授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地球、海洋与大气学

院一行 6 人 

5 2013.05.24 EJAZ KHURAM 教  授 
巴基斯坦等 12 个国家农业部门主要负责

人 18 人 

6 2013.09.16 Nils Sælthun 教  授 挪威奥斯陆大学一行 5 人 

7 2013.10.11 Schroeder 教  授 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一行 4 人 

8 2013.11.22 Christopher Charles PAIN 教  授 英国帝国理工大学一行 6 人 

9 2013.11.27 Jinsong Huang 教  授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10 2013.01.22 张贵金 教授/副院长 长沙理工大学水利工程学院一行 7 人 

11 2013.05.24 林斌良 教  授 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一行 4 人 

12 2013.06.05 李  杰 副主任 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管理委员会一行 3 人

13 2013.06.18 唐洪武 副主任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一行 5 人 

14 2013.10.06 樊启祥 副总经理 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一行 12 人 

15 2013.10.17 王永祥 董事长 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一行 6 人  

16 2013.11.07 高士佩 院  长 江苏水科院一行 3 人 

17 2013.05.09 
第十一届“珞珈之春” 

科技文化节 
—— 共计 35 人 

18 2013.07.13 
2013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武汉大学分营 
—— 共计 327 人 

19 2013.07.16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2013 年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 共计 1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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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学术会议 

2013 年主办/承办/协办学术会议 3 次，分别是“生态水文与水安全国际学术研讨

会”、“水库泥沙调度专题研讨会”和“全国第三届中国湖泊论坛暨第七届湖北科技

论坛湖泊流域统筹管理与资源保护分论坛”，会议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4.2.1  生态水文与水安全国际学术研讨会 

时    间：2013 年 10 月 18-22 日 

地    点：武  汉 

会议主席：夏  军   教授 

会议概况：作为武汉大学 120 周年校庆的学术活动之一，“生态水文与水安全国

际学术研讨会”于 2013 年 10 月 18-22 日在武汉和宜昌两地成功举办。本次学术研讨

会由武汉大学和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全球水系

统计划（GWSP）等多家国际知名水组织联合主办，武汉大学水安全研究院、水资源

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三峡大学等单位共同承办。

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主席、武汉大学水安全研究院院长

夏军教授主持了开幕式。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冯友梅教授、中国科学院刘昌明院士、

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教授、全球水系统计划（GWSP）执行委员会共同主席 Claudia 

Pahl-Wostl 教授、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副主席 James E. Nickum 教授、国际水文

科学协会（IAHS）副主席任立良教授、水利部水文局刘志雨副总工程师出席会议并致

辞。研讨会设置了变化环境下流域水循环与生态水文过程、水旱灾害形成机理与生态

系统的响应、水环境与水污染控制、水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和治理等四个主题，分为“生

态水文学理论与实践”、“水系统科学理论与实践”、“水安全理论与实践”以及

“大型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四个专场。 

4.2.2  水库泥沙调度专题研讨会 

时    间：2013 年 12 月 7-8 日 

地    点：武  汉 

会议主席：曹文洪   教授 

会议概况：2013 年 12 月 7-8 日，由实验室承办的“水库泥沙调度专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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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大学成功举行。研讨会由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主办，会议旨在推动水

库泥沙调度研究发展，增进兄弟单位交流与合作，促进泥沙学科发展。会议由泥沙专

业委员会秘书长曹文洪主持，武汉大学副校长谈广鸣教授、中国工程院韩其为院士、

中国水利学会综合组织部张文雷主任、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春宏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研讨会设置了水库泥沙运动基本

理论、水库泥沙数值模拟及实体模拟技术、水库泥沙调度、水库泥沙监测与量测技术、

水库下游河道演变及整治等 5 个主题 12 个报告。 

4.2.3  全国第三届中国湖泊论坛暨第七届湖北科技论坛湖泊流域统筹管

理与资源保护分论坛 

时    间：2014 年 10 月 24 日 

地    点：武  汉 

会议主席：李义天   教授 

会议概况：10 月 24 日，由实验室协办的全国第三届中国湖泊论坛暨第七届湖北

科技论坛湖泊流域统筹管理与资源保护分论坛在武汉大学新图书馆报告厅举行。中国

工程院院士茆智教授，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机关党委书记朱瑛

教授，武汉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平湘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农业与环

境科学学院 Larry C. Brown 教授，湖北省水文水资源局副总工程师朱志龙教授，中国

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所长常剑波教授，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院长黄介生教授等

出席；来自全国的在湖泊研究、治理领域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研究

生等 150 多名代表参加了学术论坛。陈立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李平湘教授致欢迎辞，

国家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李义天教授主持了学术报告会。会上，Larry C. Brown 教

授、朱志龙教授、常剑波教授、杨国录教授等分别作了“Water Quality Issues and 

Proposed Solutions for the Western Lake Erie Basin, USA”、“湖北省湖泊开发利用问题综

述”、“三峡后续工作的生态与环境保护”、“流域湖泊生态资源保护技术新进展”专题

学术报告。 

4.3  开放基金 

本年度，实验室受理开放基金申请 20 项，经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讨论，同意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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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项，批准基金课题见表 4-6。2011 年批准的 16 项开放基金课题中有 9 项顺利结题，

6 项申请延期结题，1 项不符合结题要求，不与结题。2012 年批准的 17 项基金课题均

顺利通过中期检查。基金结题和进展情况分别见表 4-4、表 4-5。 

在开放课题成果方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孙金山博士利用开放课题“爆破

开挖扰动下地下工程围岩累积损伤演化机制研究”与实验室姜清辉和周创兵教授合

作，完成了两项发明专利。英国剑桥大学梁东方博士通过开放课题：“城市暴雨洪水

的水动力学模拟”的研究，在 SCI 期刊 Coastal Engineering Journal 上发表了学术论文 

“On the refinement of a boundary-fitted shallow water model”。 

表 4-4  2011 年批准开放基金结题情况 

序号 课题编号 负责人 课  题  名  称 课题承担单位 结题情况

1 2011A005 梁东方 城市暴雨洪水的水动力学模拟 英国剑桥大学 结题 

2 2011A006 卞汉兵 
基于 XFEM 的土石坝心墙水力裂缝数

值模拟 
法国梅兹大学 延期 

3 2011A007 吴腾达 
DEM simulations on behavior of  
Rockfill material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 
土木工程系 

延期 

4 2011B078 张永勇 
多闸坝调控流域水量水质耦合模拟—

以淮河流域为例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结题 

5 2011B079 张增信 
长江流域极端干旱事件的时空演变特

征及其大气环流背景分析 
南京林业大学 延期 

6 2011B080 闫宝伟 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风险评估 华中科技大学 结题 

7 2011B081 卢小慧 
污水灌溉条件下辣椒根系分布特征及

吸水模型的氮素运移研究 
河海大学 结题 

8 2011B082 陈  祯 
不同灌溉模式下水稻土孔隙结构演化

的图像分析 
武汉理工大学 结题 

9 2011B083 崔晨风 基于遥感技术的蒸发量尺度效应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延期 

10 2011B084 周学飞 
受纸厂污染水体和沉积物中有机氯化

物的分布迁移规律及生态风险评价 
昆明理工大学 延期 

11 2011B085 吴  腾 
水库水沙自适应控制运用及下游河道

输沙响应 
河海大学 结题 

12 2011B086 薛娈鸾 
裂隙岩体渗流-应力-温度耦合及其数

值试验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结题 

13 2011B087 付成华 
中小型水库土坝渗透稳定及其防渗加

固措施研究 
西华大学 延期 

14 2011B088 孙金山 
爆破开挖扰动下地下工程围岩累积损

伤演化机制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结题 

15 2011B089 鲍海艳 
基于水电站动态品质的调压室设置条

件研究 
长沙理工大学 结题 

16 2011B090 徐梦华 流固耦合问题的二维半计算理论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未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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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2012 年度开放基金课题进展情况 

序号 课题编号 负责人 课  题  名  称 课题承担单位 进展情况

1 2012A008 叶  明 
土壤及地下水中氮素反应溶质运移的模

型拟合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良好 

2 2012A009 
Andrew 
Simon 

Analysis of bank-erosion mechanisms and 
prediction of bank stability for typical 
streambanks in the Jingjiang Reach of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Cardno 
ENTRIX,USA 

良好 

3 2012A010 贾  赟  多场耦合条件下岩体力学特性研究 里尔一大工程师学院 良好 

4 2012B091 雍  斌 
多卫星遥感降水联合反演在流域洪涝灾

害模拟与预测中的应用 
河海大学 良好 

5 2012B092 陈  璐 
Copula 函数在多变量水文分析计算中的

应用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良好 

6 2012B093 李传哲 变化环境下产流演变机理研究 
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 
良好 

7 2012B094 吴晓玲 流域洪水预报及产汇流耦合校正方法研究 河海大学 良好 

8 2012B095 张智韬 基于 3S 技术的灌区种植结构优化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良好 

9 2012B096 陈皓锐 
灌区尺度作物受涝风险的综合评价及应

对措施 
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 

良好 

10 2012B097 盛  丰 
微生物生长繁殖条件下非饱和土壤中污

染物迁移转化规律和模型研究 
长沙理工大学 良好 

11 2012B098 刘海飞 
格子 Boltzmann 模型中浅水流的干湿边

界处理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 良好 

12 2012B099 王志国 
城市河道治理对水沙输移及溶解氧分布

的影响研究 
河北工程大学 良好 

13 2012B100 刘先珊 深部岩体渗透性演化的宏细观机制研究 重庆大学 良好 

14 2012B101 殷德胜 随机裂隙岩体渗流模型及并行算法研究 三峡大学 良好 

15 2012B102 王怀亮 
坝体混凝土与基岩接触面动态抗剪特性

研究 
大连大学建工学院 良好 

16 2012B103 程  井 
高混凝土坝早期温度应力特性及智能温

控方法研究 
河海大学 良好 

17 2012B104 王明斌 
富水区锚喷支护水工压力隧洞结构耐久

性基础研究 
鲁东大学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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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2013 年开放基金资助课题（研究期限 2014.01~2015.12）情况 

序号 课  题  名  称 课题编号 负责人 工作单位 
实验室

合作人

1 
河流二维数值计算中的高效数值计

算方法研究 
2013A011 景何仿 北方民族大学 李义天 

2 
Transitional Channel States in the 
Yellow River 

2013A012
Paul A 
Carling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UK 

夏军强 

3 
太湖流域平原区实验小流域产流过

程研究 
2013B105 向小华 河海大学 熊立华 

4 
东江流域非点源污染负荷对土地利

用变化响应规律研究 
2013B106 谢毅文 东莞理工学院 陈  攀 

5 
基于分形理论和云模型的干旱预测

方法及应用研究 
2013B107 龚艳冰 河海大学 谢  平 

6 
积水-径流-排水条件下土壤溶质的

迁移规律研究 
2013B108 童菊秀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史良胜 

7 
基于作物生理电特性的精量灌溉用

水机理研究 
2013B109 张  兵 江苏常州工学院 邵东国 

8 
水稻灌区农业面源氮磷污染的产污

机制和模型研究 
2013B110 何  军 三峡大学 崔远来 

9 
余震诱导水岩环境变化下水库高边

坡非线性失稳机制 
2013B111 汪亦显 合肥工业大学 周创兵 

10 
裂隙土变形-渗流耦合分析及试验

研究 
2013B112 李锦辉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李典庆 

11 
冻融环境下水工砼在复杂应力状态

下的破坏准则及本构关系研究 
2013B113 商怀帅 青岛理工大学 常晓林 

12 
基于可靠性和风险评价理论的滑坡

灾害防治方案优化研究 
2013B114 谭冬梅 武汉理工大学 陈胜宏 

13 
长江中游不同类型湖泊沉积物中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分布格局与风险

评价 
2013B115 杨玉义 

中国科学院 
武汉植物园 

曾玉红 

14 
尾水隧洞通气孔进排气及局部气液

两相流研究 
2013B116 俞晓东 河海大学 杨建东 



 
 
 
 
 
 
 
 
 
 

5 运行管理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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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管理与建设 

2013 年 3 月 2 日，受国家科学技术部委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

学部对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了现场评估。2013 年 12 月 7 日，

学术委员会三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通过了第三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

任推荐人选。继续完善土地堂抽水蓄能电站实验基地建设，按照工程建设要求，启动

屈家岭中国农谷研究基地建设。 

5.1  实验室评估 

2013 年 3 月 2-3 日，受国家科学技术部委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

材料学部对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了现场评估。现场评估分为

成果汇报和现场考察两部分。实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就五年来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及

取得的成果、队伍建设及运行管理等作了汇报，郭生练、史良胜、夏军强、卢文波

和程永光五位教授分别代表实验室五个研究方向作了代表性研究成果汇报，并接受

了评估专家组的提问和质疑。5 月 16 日实验室参加工程与材料科学领域国家重点实

验室复评，成绩良好。 

通过评估，专家们认为实验室存在的问题如下：在科研一线的杰出领军人才培

养和引进力度尚显不足；固定专职技术支撑人员的数量略显不足。专家们提出了实

验室进一步发展的建议：①充分利用国家相关人才政策，进一步加强科研一线杰出

领军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加强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协同和相同研究方向内部的

深度融合，在实验室的主要特色研究方向，培育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和国

际竞争能力的一流科研创新团队。②进一步创新实验室管理机制，加快大型试验系

统的更新改造，逐步增加水工结构、水环境等研究方向的实验场地，建设更高水平

的应用基础研究公共试验平台。③进一步处理好实验室和学院、系（所）之间的关

系，使实验室逐步过渡到人财物相对独立的研究实体。 

5.2  学术委员会活动 

根据国家科技部的规定，实验室评估结束后需要对学术委员会进行调整，新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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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由 13 位委员组成，其中有 7 位两院院士。 

2013 年 12 月 7 日，学术委员会三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通过了第三

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推荐人选，选举王浩院士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光谦院

士、钮新强院士任副主任。李晓红校长为委员们颁发聘书，王浩院士主持了会议，实

验室主任谈广鸣教授作了实验室工作报告。学术委员会审议了 2013－2017 年实验室

五年工作规划，审定了申请资助的实验室开放课题。经学术委员会讨论，一致认为： 

1．实验室在上一评估期，紧密围绕五个研究方向，结合学科前沿和国家重大需

求，取得了多项创新性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了一批高水平学术论文，在杰

出人才培养和人才梯队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提升了国际影响力，2013 年通过了

国家科技部的评估。  

2．实验室依据研究基础和长期积累提出的未来五年主要研究方向、创新研究团

队建设和实验平台建设等规划是可行的，符合实验室发展目标。 

3．建议实验室进一步突出研究特色、创新管理机制，根据国家需求和学科前沿

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做好研究方向之间的交叉融合，适当扩大固定研究人员队伍，注

重研究成果产出，加强学术领军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争取在下一轮评估中取得好成绩。 

表 5-1  第三届第一次学术委员会参会委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职称 学委会职务 专业 工作单位 

1 王  浩 男 1953.08 工程院院士 主  任 水资源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 钮新强 男 1962.07 工程院院士 副主任 水工 长江水利委员会 

3 李晓红 男 1959.06 工程院院士 委  员 水力机械 武汉大学 

4 王  超 男 1958.07 工程院院士 委  员 水环境 河海大学 

5 康绍忠 男 1962.11 工程院院士 委  员 农业水利 中国农业大学 

6 胡春宏 男 1962.04 工程院院士 委  员 泥沙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7 冯夏庭 男 1964.09 研究员 委  员 岩石力学 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 

8 罗兴锜 男 1962.12 教授、博导 委  员 水电机组 西安理工大学 

9 夏  军 男 1954.09 教授、博导 委  员 水文 武汉大学 

10 周创兵 男 1962.11 教授、博导 委  员 水工/岩土 武汉大学 

5.3  日常管理 

1．为了迎接评估，对各实验大厅（场）进行了必要的环境整治。将农水楼外墙、

水机电实验室内外墙、结构楼和 16 楼楼道进行了粉刷，并对所有的实验大厅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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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洁整治，改造了 16 楼卫生间、重点实验室的会议室、办公室、

农水楼楼梯间的开水房及卫生间等。 

2．对实验室网站中文版进行了改版，将实验室批准建设以来的平台建设、人才

队伍、学术交流和科研成果情况进行完整展示。 

3．新一轮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仪器设备的申报准备工作。为了顺利地完成新一

轮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仪器设备的申报，实验室已在研究人员中开展了仪器设备的需

求摸底工作，并将设备的购置信息集中汇总，以便进行统一申报。 

4．经费管理到位，按照预算顺利执行。2013 年国家拨付的开放运行费 380 万元，

基本业务费 380 万元均按照预算顺利执行完毕。 

5.4  研究条件 

5.4.1  实验中心/大厅/野外基地介绍 

1．水文水资源实验研究中心 

水文水资源实验研究中心始建于二十世纪 50 年代。目前，中心设有水文气象室、

水循环室和水环境室，水文气象方面拥有声学多普勒流速仪、测深仪、自动气象站、

气象卫星云图接收系统等设备；水循环方面拥有人工降雨径流实验场、MAT253 同位

素质谱仪等实验场地和分析设备；水环境方面拥有多参数水质分析仪、分光光度计、

A/O 接触氧化污水处理和 A2/O 城市污水处理模拟系统等；中心广泛开展合作研究，

与湖北省水文水资源局合作共建湖泊生态水文实验基地。中心能够为水文气象监测、

变化环境下水循环与物质迁移规律、水污染治理和水环境保护、生态水文等方面的科

学研究提供模拟、分析等实验的基础设施，并为中心开发的数字流域与水库调度自动

化系统提供水文基础理论、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面源污染、防洪抗旱减灾、水资源

利用与管理的模拟、仿真和应用研究平台。 

2．地下水土壤水环境实验大厅 

实验大厅始建于 1954 年，2005 年扩建后试验大厅建筑面积达 800m2。拥有 8m 和

16m 多功能渗流槽，一维饱和、非饱和土壤水及溶质迁移实验系统，渠道缝隙渗流实验

系统等大型试验装置。2000 年以来相继引进了 Mini Trase 土壤水分仪、TDR 时域反射仪、

茎流计、探地雷达系统等仪器设备。拥有 Visual ModFlow, Hydrus 2D/3D, GMS, Fe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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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下水、土壤水盐动态模拟及分析软件。 

实验大厅能够开展人工控制及模拟气象条件下的地下水、土壤水和溶质迁移实验，

局部尺度的土壤水、地下水运动参数反演实验，渠道渗流实验，节水技术及方法实验等

科研实验研究。  

3．灌溉排水与水资源实验场 

灌溉排水与水环境实验场始建于 1999 年，经过两次扩建，占地面积约 8000 平方

米。实验场主要设备有：灌溉排水综合蒸渗仪系统、设施农业大棚实验系统、地下水

与水环境综合试验系统、人工湿地综合实验区、灌溉渠系综合实验系统、水资源径流

场、气象站、园林景观喷灌实验区、泵及泵站测试实验室等。 

灌溉排水综合蒸渗仪系统可进行土壤剖面含水率、张力、温度、地下水位、地下

水补给量、排水量、植物生长过程、气象等参数随机或定时自动采集和数据分析处理。

具有在灌溉排水和土壤作物大气连续体方面的研究条件，可开展不同条件下的溶质运

移、再生水灌溉、节水灌溉、水量平衡、作物耗水量、植物生长过程监测、土壤水分

运动参数测定、灌溉新技术等方面的基础和应用实验研究。 

设施农业大棚实验系统内设 8 个蒸渗测坑，建有墒情自动监测和灌溉系统，大棚

设有可控温度、光照系统、气候调节系统、水肥调控系统、作物生长监测系统，实现

各类自然气候的模拟，以进行各类设施栽培作物的全天候研究，可开展设施农业、高

效农业、反季节农作物栽培及作物水肥消耗、高产优质品种培育、开发研究。 

地下水与水环境综合试验系统、人工湿地综合实验系统针对灌区水文过程和农业

面源污染为研究对象，能够开展模拟灌区水循环以及农药、化肥、劣质水多介质条件

下迁移转化机理实验研究。 

灌溉渠系综合实验系统为渠系量水技术研究、河道污染物迁移衰减动力学过程研

究以及生态护坡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基础条件。 

水资源径流实验区可开展小流域降雨、入渗、蒸发、地表及地下径流等全要素流

域水循环实验，可以进行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水资源响应、面源污染、生态水文、

物质迁移的流域尺度水资源综合实验。 

园林景观喷灌实验区可开展景观作物喷灌模式、喷灌系统水量分布、作物冠层截

留、喷灌均匀度测试的实验研究。泵及泵站测试实验室可开展水泵装置及系统性能测

试、优化设计、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以及优化运行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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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泥沙与防洪实验大厅 

泥沙与防洪实验大厅始建于 1958 年，建筑面积 6000 多 m2，包括河工模型实验

大厅、水槽实验大厅、污淤泥实验厅等。河工模型实验大厅和水槽大厅均具有完备的

浑水、清水循环供水系统。河工模型实验大厅建设有水下地形以及流速、表面流场、

水位自动测量系统以及进、出口流量自动控制系统等，可以进行水电工程、防洪工程、

航道整治工程、桥渡工程、取排水工程有关的河床演变及泥沙问题的研究；水槽实验

大厅拥有浑水变坡玻璃水槽、河型实验槽等系列水槽共十座以及 MicroADV 三维超声

流速仪、离心式粒度分析仪等，可以进行泥沙基本特性、泥沙运动与河道演变基本规

律、山洪泥石流和坝堤溃决等水沙灾害形成机理与致灾过程、水库异重流、城市洪水

等方面的研究；污淤泥实验厅配备了多参数水质分析仪、自动电位滴定仪等仪器设备，

可进行污淤泥基本特性、污淤泥运移以及污淤泥处理方法等方面的研究。 

5．水工结构实验大厅 

水工结构实验大厅始建于 1978 年，新实验大厅于 2005 年建成，总建筑面积

4355m2，实验大厅面积 880m2（净空高度 12m），建设有水工混凝土结构老化与寿命

预测实验研究平台、大坝渐进破坏系统、水工结构渗透耐久性物理试验系统、THM

耦合试验仪、电磁测地系统、水工结构流激振动测试系统、微机控制动静三轴试验机、

岩石三轴伺服多场耦合实验系统等设备，可在室内平台进行多个结构模型试验。可承

担大坝及坝基、岩体、压力管道、厂房、大型渡槽以及闸门等各种水工建筑物的结构

模型试验，可进行大坝、路桥、隧洞及基础的现场无损检测，同时可进行土石料、软

岩与混凝土材料在单向和多向静动力作用下的性能测定，以及水泥基材料微结构样品

制备与测试、岩相分析、破损状态三维成像、热重分析、水化热分析，混凝土抗冲磨

性能、抗冻、盐冻、碳化及收缩性能测试等试验研究。 

6．水工模型实验大厅 

水工模型实验大厅始建于 1985 年，室内面积 2800m2（40m×70m），室外面积

1000m2，供水采用重力式循环系统，主要包括离心式水泵、平水箱、回水渠、沉砂池、

地下水库等设施，具有水泵的自动化开启、关闭及实时监控功能，总供水能力 1.5m3/s。

大厅配备了先进的实验仪器设备，满足高精度的模型放样与制作要求，能进行水位、

流速、压力、流量等参数的观测及流态、水下地形的监测，可开展以下多种科学实验

研究工作：水工常规模型实验、施工导截流模型实验、河工模型实验、水工建筑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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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压力脉动和流激振动模型实验、闸门水力模型实验、航道水力模型实验、船闸水力

模型实验、溃坝模型实验、滑坡涌浪模型实验、水流空化模型实验等。 

7．水电站过渡过程实验大厅 

水电站过渡过程实验大厅始建于二十世纪 50 年代，1996 年扩建，现建筑面积约

3000m2，固定设备资产 800 多万元。主要固定设备包括开敞式循环水系统，模型机组

系统，控制系统，模拟电气系统，量测系统，监控系统和水道系统。上述七大系统可

以完整的模拟实际水电站的各种运行工况。 

实验大厅主要开展水电站水力、机械和电气联合过渡过程、调压室水位波动稳定

性、变顶高尾水系统水力特性的研究；开展流体输送管道系统的空穴流、塞状流、液

柱分离、气体释放等机理研究和水电站反水锤过渡过程研究。 

8．土地堂抽水蓄能电站实验基地 

始建于 2011 年，占地面积 120×30m，大厅高 15～18m，位于武汉市江夏区土地

堂。主要固定设备由循环水、模型水道、模型机组、励磁同期保护、调速控制、变频

换相、监控、负荷、量测等九个子系统组成。该系统可以完整的模拟实际抽水蓄能水

电站的各种运行工况。 

研究基地主要开展抽水蓄能电站水泵水轮机水力特性、运行中的水力激振、运行

工况转换与过渡过程等方面的研究，解决抽水蓄能电站发展中的科技前沿问题。 

9．屈家岭中国农谷研究基地 

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 核心区面积 108 亩，规划建设包括作物需水量、

节水灌水技术、控制排水、面源污染控制、池塘湿地、温室大棚等在内的 13 个试验

区以及 1 栋 2 层实验办公区，2013 年开始建设。 

研究基地旨在探索我国南方地区农业水循环和水环境演变规律，研发现代农业水

利技术和管理模式，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作物耗水机理及计算理论方法、南方农田水

土环境演变和修复、设施农业土壤环境演变和修复、水利现代化理论技术、小流域生

态学水文过程。 

5.4.2  实验条件建设 

2013 年继续完善土地堂抽水蓄能电站实验基地建设，已基本具备开展科学研究的

条件。 

屈家岭实验基地按照工程项目建设的相关规定，已经完成如下工作：整体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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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一期建设经费、用水用电和监理单位的落实，办公用房设计与建设单位落实。 

截止 2013 年底，实验室共有大型仪器设备（30 万元以上）33 台套，运行良好。

大型仪器设备情况一览表（表 5-2）。购置的同位素质谱仪、激光粒子图像速度场仪、

岩石/混凝土变形-渗流耦合实验机、连续流动元素分析仪、数字网络生态监测系统、

数字天气雷达等大型仪器设备（系统）已投入使用；“水工混凝土结构老化与寿命预

测实验研究平台”等正在进行相关设备和实验功能的完善，部分设备已投入使用。 

表 5-2  大型仪器设备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设备名称 

价格 

（万元） 
添置时间 联系人 用途（限 100 字以内） 

1  
NGD-70GPS

测量系统 
45 

1999 

2004 升级 
许建明

广泛应用于水深测量，江河航道测量、

工程勘探定位，地形地籍测量等方面，

包括编绘水深图、水下地形图、地形

图及特殊用图等， 多可达 20 个站的

自动水位改正，自动快速生成等深线

和等高线，进行土方计算和库容计算。

2  
大坝渐近破坏 

实验系统 
307 

2002CT 系统 

2006 测控系统

2007 加载系统

王均星

可用于基岩探测、第四系地层划分、

滑坡预测、堤坝隐患探测、溶洞和裂

隙探测、隧道开挖撑子面前的地质灾

害预测、高速公路和机场跑道的地基

及质量检测、水底沉积和埋藏物探测、

地下埋藏物（金属和非金属管线、洞

穴、容器、桩基）探测及污染探测。

3  
33 米活动玻

璃水槽 
44 

1997 建 

2007 改造 
李旺兴

进行悬移质泥沙、推移质泥沙输移规

律 的 研 究 。 含 沙 浓 度 高 可 达

700kg/m3。 

4  
80 波浪试验

水槽 
79 

1995 建 

2005 改造 
李旺兴

用于波浪、径流作用下泥沙运动规律

研究；溃坝过程水沙耦合规律的研究。

5  

灌溉排水综合

试验与测量 

系统 

667 

1999 建 

2005 增加蒸渗

仪 2 台 

2011 数据采集

系统升级改造

王富庆

进行不同条件农田灌排技术措施下，

土—植—气系统水份及溶质运移基本

规律的探索和理论验证；可进行农田

生态环境及其保护等方面的试验研

究，能够自动进行数据采集、传输、

分析、处理设备，全天候进行作物蒸

腾蒸发、作物合理灌排的测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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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名称 

价格 

（万元） 
添置时间 联系人 用途（限 100 字以内） 

6  
水电站过渡过

程实验系统 
161 

2000 建 

2005 改造 
李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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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水工模型实验

量测与控制 

系统 

238 

2000 建 

2004 改造 

2011 升级 

雷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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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三轴室 160 2008.06 佘成学

采用于圆柱标准试件，测试岩石变形

性能、强度参数、蠕变特性以及应力-

渗流耦合特性。 

9  
力学高性能 

计算集群 
82.6 2010.07 吴  琳 

固体力学仿真计算、流体力学计算、

并行有限元计算、高坝结构的力学分

析、拱坝及地下洞群三维有限元计算

等。 

10  
MAT253 同位

素质谱仪 
312 2010.11 许建明

提供 D/H、13C/12C、15N/14N、180/160

等环境稳定同位素比的高精度测定，

可应用于地表水与地下水关系、径流

分割、包气带水分运移及补给、生态

水文等研究领域。 

11  

ENVIS 数字

网络生态 

监测系统 

170.53 2010.05 黄汉生

1．农田系统中土壤热通量、空气温

湿度、总辐射、光合有效辐射、气压、

风速、风向、雨量、蒸发、茎流大气

中 CO2 浓度的自动采集记录和无线

传输数据。 

2．可自动测量土壤含水量、水势。 

3．测量溶液中温度、电导率、pH 值、

Na+氧化物等含量。 

4．实时测量辐射、照度、辐射量光谱。

12  

激光粒子图像

速度场仪

（PIV） 

90 2010.12 李  琼 

可进行三维激光粒子图像流场测量

（3D PIV）和二维激光粒子图像流场

测量（2D PIV）；能进行激光诱导荧光

流场测量（PL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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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名称 

价格 

（万元） 
添置时间 联系人 用途（限 100 字以内） 

13  
闭式水泵模型

装置试验台 
56 2010.12 王志远

本试验台属于轴流泵多功能卧式试验

台，用于轴流水泵能量特性曲线、全

性能曲线以及压力脉动特性的测试。

14  
连续流动元素

分析仪 
57 2011.08 黄  爽

主机：分析水样和土样中指标：TP 总

磷，TN总氮，Ammonia氨氮，Phosphate
磷酸盐，Nitrate 硝酸盐，Nitrite 亚硝

酸盐，Sulfide 硫化物。附件：土壤水

分特征曲线快速测定。 

15  
土壤氮循环 
监测系统 

62 2011.08 黄  爽
主机：定量分析原状土样的总硝化速

率和总反硝化速率；附件：测定土壤

质地。 

16  
EasyChem 化

学成分分析仪 
48 2011.08 黄  爽

主机：分析水样和土样中指标：氨氮，

硝酸盐，亚硝酸盐，磷酸盐，硫酸盐，

硫化物，碱度，氯化物，硅酸盐，六

价铬。附件：流速测定，原状样土壤

水分特征曲线及非饱和导水率测定。

17  

OPEC 开路涡

度相关测量 
系统 

32 2011.07 崔远来

OPEC 开路涡度相关测量系统提供了

温室气体测量的完整解决方案，特别

是用于有供电限制的偏远地区。该系

统可联系测定并记录大气中的 CO2 和

H2O 浓度以及三维风速，进而可得到

作物冠层的碳通量和水热通量。 

18  
WinScanopy
植物冠层分析

系统 
35 2011.05 崔远来

可实现植物叶面积指数 LAI 的无损、

快速、精确测量。 

19  

BHCTV 数字

式全景钻孔 
摄像系统 

31 2011.09 严  鹏

该系统实现了钻孔的三维图像化描述

和信息的数字化分析，解决了深部岩体

结构特征探测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问题，

开创了岩体结构精细描述的新领域 

20  
LB-6 钻孔弹

模仪 
23 2011.09 严  鹏

现场岩体钻孔弹性模量及变形模量测

试 

21  

岩石/混凝土

变形-渗流耦

合实验机 
88 2011.12 荣  冠

1．进行常法向应力、常法向位移、常

法向刚度三种情况下的伺服控制节理

剪切试验；2．在不同渗流压力下的渗

透试验；3．在不同渗流压力下的闭合

应力－渗透耦合试验；4．在不同渗流

压力下的剪切应力－渗透耦合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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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名称 

价格 

（万元） 
添置时间 联系人 用途（限 100 字以内） 

22  数字天气雷达 80 2012.12 史良胜

主要用于探测晴空大气的风、大气湍

流和大气稳定度（见大气静力稳定度）

等大气动力学参数的铅直分布。 

23  
土壤通量自动

监测站 
44 2013.04 史良胜

1．高产农业和碳循环规律；2．水稻田

温室气体释放和水田管理模型之间的

联系；3．全球升温条件下的温室气体

释放规律及其土壤结构长期演变规律 

24  

水工混凝土结

构老化与寿命

预测实验研究

平台 

436 在建 何  真
可开展水工混凝土结构老化与寿命预

测的相关实验研究 

25  

水资源高效利

用综合实验研

究平台 

330 2011.01 罗金耀

本试验研究平台包括温控大棚、温室

内的作物蒸渗系统、提水与输配水循

环利用系统、湿地处理系统，是一个

现代灌区的微缩试验系统。可开展灌

水技术、渠道输配水与量水、大棚条

件下的节水灌溉与作物耗水、作物生

长试验，以及湿地修复农业面源污染

试验。 

26  
作物耗水测量

实验研究平台 
85 在建 王修贵

本实验平台是在国内首次自主研发的

作物在不同生长条件下的模拟装置，

系统建成后，可开展不同条件下土壤

——水——植物——空气系统、水量

平衡、溶质运移、水盐运动、水环境、

节水、精准灌溉、作物生长、水管理

等方面试验研究。 

27  
结构随机分析及

寿命预测软件 
24 2012.07 李典庆 水工结构随机分析、风险评估等研究

28  
手持式三维扫

描仪系统 
26 2013.04 王志远

能够较好的扫描出水泵各部件的三维

模型 

29  
溃坝实验研究

平台 
89 在建 陈 立 

溃坝试验系统包括流量控制系统、水

位快速检测系统、供水系统、溃口动

态监测系统、回水系统、水库概化模

型等。可以进行堤、坝、堰塞坝溃决

过程水动力学、溃口发展水沙耦合、

溃坝水流演进过程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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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名称 

价格 

（万元） 
添置时间 联系人 用途（限 100 字以内） 

30  
粘性沙冲淤试

验平台 
68 在建 陈 立 

粘性沙冲淤试验系统包括水槽系统、

管道系统。水槽系统包括并列水槽、

流量控制系统、尾门控制系统、供水

系统、河床变化动态监测系统等；管

道系统包括循环管路系统、管道流量

控制系统、淤积物试块上升控制装置

等。粘性沙冲淤试验系统可以进行粘

性沙淤积后冲刷机理与规律研究。 

31  
地形流速测量

仪 
61 在建 陈 立 

通过研制建立三维地形流速自动测量

系统，包括：（1）一套共四台地形流

速综合测量仪，实现对断面地形及断

面流速分布进行自动测量。（2）研制

一套共四台自动定位车，实现模型断

面自动定位。（3）研制一套轨道系统，

可适应弯曲河道模型。（4） 研制一套

测量控制软件。（5）计算机一套。完

成后地形流速综合测量仪、自动定位

车、轨道三者配合，在测量控制软件

控制下实现全模型地形、流速全自动

测量。 

32  
水工结构流激

振动测试平台 
34.8 2011.11 王均星

1．测量泄水建筑物各部位水流的脉动

压力；2．测量闸门启闭力；3．测流

高速水流的掺气浓度；测量振动体的

自振特性；运行中的静态应力；动态

应力和动态响应加速度。 

33  

水力模型实验

地形断面板自

动化制作平台 

41 2011.01 雷川华

1．开发水力模型地形处理软件，利用

它控制机械行走及切割装置完成模型

地形断面板的制作；2．智能控制器设

计与开发，采用简单易行的方式，实

现主控计算机与智能控制器之间的数

据交换，并能自动完成对机械行走及

切割装置的精确控制；3．机械系统设

计与实现；4．系统集成及实验调试；

5．调整参数，优化程序，进一步提高

模型制作精度。 
 



 

 
 
 
 
 
 
 
 
 
 

6 年度工作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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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度工作纪事 

◆ 2013 年 3 月 2 日，国家科技部委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专家对实验室

2008-2012 年建设成果进行了评估， 终实验室以良好的成绩通过了评估。 

◆ 2013 年 12 月 7 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进行了换届，推选王浩院士为新一届学

术委员会主任，并召开了学术委员会三届一次会议。新一届学术委员会 13 位委员中，

有 7 人为两院院士（包括 2013 年新增选的 2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与会委员们一致认

为实验室结合学科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取得了多项创新性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期

刊发表了一批高水平学术论文，在杰出人才培养和人才梯队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进

展，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 千人计划 2 人到岗，方国光（长期）、许崇育（短期）。另根据实验室研究方

向拓展和学科交叉需要，新引进了杨国录、张万顺、曹子君、姜清辉、荣冠、康勇和

刘小燕等 7 位研究人员充实实验室队伍。 

◆ 针对评估专家组提出的“实验室固定专职技术支撑人员的数量略显不足”的

意见，增加下列技术人员为实验室固定人员：潘国艳、王志远、徐青、李玲。上述 4

人中 3 人为博士后出站人员，1 人博士在读，大大提升了实验室试验技术人员整体素

质。 

◆ 2013 年，实验室有 2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通过评审，资助总金额共计

2017 万元。其中获批重点项目 1 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1 项，面上基金 17 项，青年

基金 1 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2 项。 

◆ 实验室刘攀教授主持完成的研究成果“巨型水库群洪水资源调控与优化运行

关键技术及应用”获高等学校科技进步二等奖。 

◆ 实验室周伟教授主持完成的研究成果“高堆石坝变形宏细观机制与全过程控

制及其工程应用”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 槐文信教授主持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尺度高精度河道水流模拟的理论与方法”

获湖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 实验室周创兵教授、卢文波教授分别入选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 

◆ 实验室研究人员钱忠东、周伟两位教授入选 2013 年度珞珈特聘教授，陈华、

杨中华两位博士入选珞珈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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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王浩院士受聘为武汉大学讲座教授，聘期三年。 

◆ 美国俄亥俄州科学院 Larry C. Brown 院士续聘为武汉大学客座教授，聘期三

年。 

◆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 André Niemann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受聘为武汉大学

客座教授，聘期三年 

◆ 《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编委顺利换届，李典庆教授应邀担任该期刊编

委，任期 3 年。李典庆教授是其中 年轻的编委之一。 

◆ 2013 年 4 月 3 日，应常晓林教授邀请，云南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马洪琪

院士访问实验室，并作了题为“我国水电工程建设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学术报告。 

◆ 2013 年 5 月 24 日，来自马来西亚、尼泊尔等 12 个发展中国家的 18 位农业部

门主要负责人到灌溉排水与水环境综合实验场参观学习。 

◆ 2013 年 6 月 22 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曹广晶教授访问实验室，并

作了题为“三峡水库调度的探索与创新”的学术报告。曹广晶教授同时被聘为武汉大

学兼职教授。 

◆ 2013 年 5 月 9 日，由武汉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武汉大学科协、共青团

武汉大学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一届“珞珈之春”科技文化节走进实验室，武汉大学

在校大学生 30 余人参观了灌溉排水与水环境综合试验场。 

◆ 2013 年 7 月 13 日，来自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的 2013 年青少年高校

科学营武汉大学分营 327 名营员参观实验室。 

◆ 2013 年 7 月 16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2013 年优秀大学

生暑期夏令营 150 名营员参观实验室。 

◆ 2013 年 10 月 18-22 日，作为武汉大学 120 周年校庆的学术活动之一，“生态

水文与水安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和宜昌两地成功举办。 

◆ 2013 年 12 月 8 日，由实验室承办的“水库泥沙调度专题研讨会”在武汉大学

成功举行。 

◆ 国际著名水文学专家、挪威科学院院士、挪威奥斯陆大学 Lars Gottschalk 教

授来实验室与熊立华教授开展“变化环境下非一致性水文概率分布估计理论和方

法”的合作研究。 

◆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AMCG 研究组 C C PAIN 教授团队与周创兵教授团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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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坝雾化区岩体稳定与变形多场耦合分析方法联合研究。 

◆ 澳大利亚河流研究所格里菲斯大学高级研究员、河流系统有限公司主任 C 

JGippel 博士与夏军教授团队开展为期两个月的“高端外国专家项目”合作研究。 

◆ 试验基地建设稳步推进，土地堂抽水蓄能电站实验基地已经具备机组运转实

验条件，该试验系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可进行机组实验的抽水蓄能电站试验系统。成

立了“屈家岭中国农谷研究基地”筹备建设领导小组、专家指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多

方筹措建设资金，严格按照工程项目建设的相关规定，2013 年完成了如下工作：整体

方案的论证、一期建设经费、用水用电和监理单位的落实、办公用房设计与建设单位

落实。 

◆ 前期购置的 MAT253 同位素质谱仪 2013 年全年满负荷运行，共检测 700 个样

品，除服务于武汉大学各相关学科师生外，还为中国地质大学、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昆明理工大学等单位提供样品检测。 

◆ 新添置的数字天气雷达系统和 LB-6 钻孔弹模仪两套仪器设备已投入使用，利

用此设备可以争取更多的研究项目，提升实验室的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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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  件 

7.1  固定人员名单 

2013 年固定人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最后学位 职 称 所 学 专 业 备    注 

1  夏  军 男 1954.09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中科院百人计划 

“973”首席科学家 

2  郭生练 男 1957.07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3  胡铁松 男 1964.07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4  谢  平 男 1963.10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5  张万顺 男 1965.11 博士 教授 环境水力学  

6  熊立华 男 1972.10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7  张  翔 男 1969.02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8  付  湘 女 1971.04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9  刘  攀 男 1978.09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10  陈  华 男 1977.04 博士 副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 

11  茆  智 男 1932.05 本科 教授 农田水利工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 

12  杨金忠 男 1953.01 博士 教授 农田水利工程  

13  邵东国 男 1964.11 博士 教授 农田水利工程  

14  黄介生 男 1962.09 博士 教授 灌排工程  

15  崔远来 男 1966.02 博士 教授 农田水利工程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16  王修贵 男 1962.08 博士 教授 农田水利工程  

17  王  康 男 1975.01 博士 教授 水利水电工程  

18  伍靖伟 男 1974.09 博士 副教授 水利水电工程  

19  史良胜 男 1982.03 博士 副教授 农田水利工程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中组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 

20  李义天 男 1957.08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973”首席科学家 

21  杨国录 男 1955.01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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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最后学位 职 称 所 学 专 业 备    注 

22  谈广鸣 男 1958.05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3  曹志先 男 1963.10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 

24  张小峰 男 1962.09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5  陈  立 男 1966.01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6  余明辉 女 1969.11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7  夏军强 男 1974.02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湖北省“楚天学者”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28  邓金运 男 1975.09 博士 副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29  孙昭华 男 1976.10 博士 副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30  陈胜宏 男 1957.09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31  孙庆平 男 1961.02 博士 教授 固体力学 千人计划 

32  周创兵 男 1962.11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973”首席科学家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国家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

33  常晓林 男 1963.04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34  方国光 男 1963.05 博士 教授 岩土工程 千人计划 

35  胡志根 男 1964.04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36  伍鹤皋 男 1964.11 博士 教授 岩土工程  

37  卢文波 男 1968.08 博士 教授 岩土工程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38  姜清辉 男 1972.12 博士 教授 岩土工程  

39  李典庆 男 1975.02 博士 教授 工程力学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40  陈益峰 男 1974.06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41  周  伟 男 1975.11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 

42  荣  冠 男 1971.11 博士 副教授 岩土工程  

43  刘小燕 女 1975.03 博士 副教授 固体地球物理学  

44  康  勇 男 1978.10 博士 副教授 矿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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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最后学位 职 称 所 学 专 业 备    注 

45  曹子君 男 1987.12 博士 副教授 岩土工程  

46  杨建东 男 1956.12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47  槐文信 男 1963.06 博士 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48  赖  旭 男 1964.06 博士 教授 水力发电  

49  程永光 男 1968.02 博士 教授 水工结构工程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50  钱忠东 男 1976.12 博士 教授 热能工程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 

51  杨中华 男 1977.02 博士 副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 

52  曾玉红 女 1976.10 博士 副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53  王富庆 男 1957.05 本科 
高级 

工程师
自动控制工程 

54  徐  青 女 1965.09 博士 
高级 

工程师
水工结构工程 

55  王志远 男 1984.08 硕士 
助理 

实验师
给水排水工程 

56  潘国艳 女 1981.09 博士 
助理 

研究员
生态学 

57  李  玲 女 1984.12 博士 讲师 水利水电工程 

实验技术人员 

58  任春秀 女 1974.01 博士 职员 水利水电工程 

59  王  放 女 1971.05 本科 职员 计算机应用 

60  吴  琳 女 1986.07 硕士 
助理 

实验师
水利水电工程 

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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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流动人员名单 

2013 年流动人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最后

学位
职称 所学专业 

在实验室从事的 

研究方向 

1 许崇育 男 1961.03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2 彭  虹 女 1966.09 博士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3 张利平 男 1971.10 博士 教授 天气动力学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4 刘德地 男 1980.01 博士 副教授 地理学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5 林  琳 女 1981.10 博士 副教授 水利水电工程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6 卢小慧 女 1983.06 博士 讲师 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7 闫宝伟 男 1981.05 博士 讲师 水文及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8 
David  

Rheinheimer 
男 1976.09 博士  哲  学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9 周志东 男 1969.10 博士
高级 

工程师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10 夏  帆 女 1982.06 博士 讲师 土地资源管理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11 张永勇 男 1980.12 博士
助理 

研究员
水文及水资源 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 

12 董  斌 男 1969.07 博士 教授 农水 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13 管光华 男 1979.10 博士 副教授 水利水电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14 顾文权 男 1982.01 博士 讲师 水利水电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15 陈  祯 男 1973.05 博士 讲师 农田水利工程 水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效应

16 张  为 男 1979.06 博士 副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 

17 舒彩文 男 1980.06 博士 副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 

18 李  奔 男 1980.10 博士 副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 

19 梁东方 男 1977.08 博士 讲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 

20 吴  腾 男 1980.12 博士 讲师 水利水电工程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 

21 李凌云 男 1982.08 博士 工程师 河流动力学 河流水沙运动与调控 

22 程勇刚 男 1977.06 博士 副教授 岩土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23 苏  凯 男 1977.11 博士 副教授 水利水电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24 陈  明 男 1977.02 博士 副教授 水工结构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25 严  鹏 男 1981.08 博士 副研究员 水工结构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26 薛娈鸾 女 1982.03 博士 讲师 水利水电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2013年报 

 − 85 −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最后

学位
职称 所学专业 

在实验室从事的 

研究方向 

27 周学飞 男 1965.11 博士 教授 制浆造纸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28 孙金山 男 1980.04 博士 讲师 水工结构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29 张振华  男 1977.01 博士 副教授 土木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30 雷  鹏  男 1979.08 博士 讲师 水工结构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31 何  吉 男 1982.01 博士 讲师 土木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32 司马军 男 1972.08 博士 副教授 岩土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33 徐维生 男 1982.12 博士 讲师 岩土工程 高坝大库系统风险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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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在研科研项目 

2013 年在研纵向项目（课题）清单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1  高地应力区河谷边坡岩体开挖扰动机制 卢文波 2011.11-2016.8 “973”项目课题 

2  高陡边坡全生命周期性能评估与安全控制 周创兵 2011.11-2016.8 “973”项目课题 

3  塌岸淤床过程与河道冲淤演变规律 吴保生 2011.1-2014.12 
“973”项目课题 

（余明辉 参加） 

4  区域浅层地下水补给演变机制 杨金忠 2010.01-2013.12 “973”项目课题 

5  
重大水利工程影响下河口水沙和地貌变化

过程  
李义天 2010.01-2014.12 “973”项目课题 

6  深部岩体强卸荷大变形演化与致灾机理 邓建辉 2010.01-2014.12

“973”项目课题 

（姜清辉、李典庆、荣冠 

参加） 

7  深部围岩分区破裂机理及其时间效应 王明洋 2010.01-2014.12
“973”项目课题 

（卢文波、陈明 参加）

8  
气候变化对南方典型洪涝灾害高风险区防

洪安全的影响 
章四龙 2012.01-2013.12

“973”项目课题 

（陈华 参加） 

9  
高碾压混凝土坝全寿命周期性能演变机理

与安全控制 
周  伟 2013.01-2017.12 “973”项目子课题 

10  
三峡水库运用后江湖关系变化及其影响研

究 
李义天 2012.01-2015.12

国家科技部 

十二五支撑计划课题 

11  
灌溉用水综合管理与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

技术集成及应用 
董  斌 2013.01-2017.12

国家科技部 

十二五支撑计划课题 

12  
大型灌区节水技术集成与示范-南方河网

灌区生态水利技术示范区 
邵东国 2012.01-2016.12

国家科技部 

十二五支撑计划课题 

13  
农田除涝减灾工程综合控制技术及工程模

式研究 
王修贵 2012.01-2016.12

国家科技部 

十二五支撑计划课题 

14  泵站运行调控与节能技术研究 钱忠东 2012.01-2016.12
国家科技部 

十二五支撑计划课题 

15  农业综合节水技术集成 黄介生 2011.01-2013.12
国家科技部 

十二五支撑计划课题 

16  
农业综合节水效益评价与环境响应评估方

法-农业节水临界标准及节水潜力评价 
崔远来 2011.01-2013.12

国家科技部 

十二五支撑计划课题 

17  
淮河-沙颍河水质水量联合调度改善水质

关键技术 
夏  军 2009.1-2013.12 国家科技重大水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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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18  
水污染事件水质水量快速预测及追踪溯源

技术 
邵东国 2012.01-2014.12 国家科技重大水专项 

19  三峡库区重庆辖区水环境风险预警及示范 张万顺 2013.01-2015.12 国家科技重大水专项 

20  岩体开挖瞬态卸荷的作用机制与动力效应 卢文波 2012.01-2015.12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21  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 李典庆 2013.01-2016.12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22  
水动力作用下土体结构破坏和致灾机理研

究 
李家春 2010.01-2013.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陈立 参加）

23  
基于空间曲面的水泵水轮机全特性及过渡

过程的研究 
杨建东 2011.01-2014.12

国家自然基金 

（重点项目） 

24  
斜坡上土体抗冲性与岸滩稳定衰变机理研

究 
余明辉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25  
水库引起的流域下垫面变化下的水文预报

和不确定性分析 
熊立华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26  
Copula 函数理论在多变量水文分析计算

中的应用研究 
郭生练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27  
土地利用、灌溉模式和非饱和带增厚对区

域地下水补给影响的机理 
杨金忠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28  
不同植被作用的多级断面河道水流结构与

污染物输移机理研究 
赵明登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29  冲积河流形成过程中河型演替规律研究 张小峰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30  
具有二元结构河岸的弯道崩岸机理与数值

模拟研究 
夏军强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31  水轮机补气条件下的压力脉动机理研究 钱忠东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32  
THM 耦合过程中裂隙岩体渗透性演化机

理及渗控优化方法 
陈益峰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33  
裂隙岩体渗流/应力应变耦合特性的数值

试验与建模 
陈胜宏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34  
基于随机响应面法的边坡可靠度分析及风

险调控方法研究 
李典庆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35  
基于 H-M 耦合效应的高重力坝坝基细观

失效机理研究 
常晓林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36  
水电站梯级建设条件下的施工导流系统风

险估计及其调控方法研究 
胡志根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37  
人类活动影响下河流水环境的可恢复性评

价与可持续利用研究 
张  翔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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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38  
水体紊动混合在水库富营养化中的作用机

理研究 
杨中华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39  地下水污染的风险评价模型研究 史良胜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青年项目） 

40  
冲积河岸崩塌动态临界岸坡形成机制及预

测研究 
张  为 2011.01-2013.12

国家自然基金 

（青年项目） 

41  降雨诱发滑坡机理与风险决策方法研究 方国光 2011.01-2013.12
海外及港澳学者 

合作研究基金 

42  
变化环境下非一致性水文概率分布估计理

论和方法 
熊立华 2012.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重大项目课题） 

43  
不同防洪标准水库群实时洪水的风险调控

模型研究 
付  湘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4  
变化环境下非一致性干旱频率计算方法研

究 
谢  平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5  
地下水和污染物运移的多源多尺度数据同

化方法 
史良胜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6  
考虑多场耦合效应的核废料深地质处置库

围岩传输特性演化机制 
陈益峰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7  
强震环境下高重力坝坝基失稳过程的多尺

度模拟及安全评价 
常晓林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8  
水力发电机组蜗壳不同埋入方式时的接触

力学行为和传力机制研究 
伍鹤皋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49  
有一定物理基础的神经网络及其泛化技术

研究 
胡铁松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0  
明槽湍流非均匀推移质泥沙输运机制与积

分模式 
曹志先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1  
废水排放扩散器近区稀释机理及污染场分

析方法研究 
槐文信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2  
柔性结构流固耦合生物湍流的浸没边界模

拟方法及应用研究 
程永光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3  
基于 HM 耦合效应的高渗透水压水工隧洞

承载机理研究 
苏  凯 2012.01-2015.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4  
基于博弈论的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方法研

究 
李  奔 2012.01-2014.12

国家自然基金 

（青年项目） 

55  
生物碳施加后酸性土壤稻田中镉的迁移转

化及环境效应 
黄  爽 2012.01-2014.12

国家自然基金 

（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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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56  岩土体多场耦合效应与渗流控制 陈益峰 2013.01-2015.12
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57  
均质土堤漫溢溃决冲蚀过程及力学机制研

究 
余明辉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8  泥石流能量传递机制与耦合数学模拟 曹志先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59  
深埋洞室开挖过程应力瞬态调整诱发的围

岩开裂机制 
卢文波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60  
基于 Multi-Agent 协商的高堆石坝施工度

汛风险演化机理及其控制 
胡志根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61  
区域非饱和水分运动宏观方程、参数结构

及与地下水耦合模型 
杨金忠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62  基于数据同化的灌区土壤盐渍化预测 伍靖伟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63  
基于概率预报的中尺度 WRF 模式与洪水

预报模型耦合研究 
陈  华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64  
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河流域水资源脆弱性与

适应性管理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 
夏  军 2013.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65  
基于生径比的水生态安全与水环境可持续

利用研究 
张  翔 2013.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66  旱涝急转发生机理与减灾方法研究 谈广鸣 2014.01-2018.12
国家自然基金 

（重点项目） 

67  水工结构静动力性能分析与控制 周  伟 2014.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优秀青年基金） 

68  降雨诱发滑坡机理与风险决策方法研究 方国光 2014.01-2017.12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 

研究基金 

69  
农田土壤氮素反应溶质过程筛选和参数识

别研究 
叶 明 2014.01-2015.12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 

研究基金 

70  
植被斑作用下生态河道水流结构及纵向混

合机理研究 
槐文信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1  
灌区水资源高效利用临界特性及其调控机

制研究 
邵东国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2  
基于作物生长模拟的盐渍农田水肥生产函

数研究 
黄介生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3  
水稻灌区土壤及地表排水连续流动机理及

统一物理描述方法 
王  康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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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74  
水旱胁迫条件下作物水分生产函数的统一

模型 
王修贵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5  浮水植被水流水力及纵向混合特性研究 曾玉红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6  
顺直型河道成型淤积体与水沙运动相互作

用研究 
张小峰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7  
黄河下游滩区水沙演进与洪水风险评估综

合模型研究 
夏军强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8  
基于伴随方程的河渠污染源反演模型及水

污染优化控制研究 
杨中华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79  
基于超长引水隧洞水电站巨大水流惯性的

平压措施与机组运行控制策略的研究 
杨建东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80  
三机式抽水蓄能电站与风电场联合运行暂

态特性及控制策略 
赖  旭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81  
岩体细观-宏观失效机制与连续-离散耦合

全过程数值模拟 
常晓林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82  
水工混凝土纳米粒子结构参数多样性研究

及性能调控 
何  真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83  
土地利用/覆被与气候变化下土壤特性动

态改变对水文过程的影响 
刘德地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84  
城市化对暴雨洪涝的放大效应及城市雨洪

模型研究 
宋星原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85  
顾及监测信息不确定性的高拱坝健康诊断

模型研究 
何金平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86  
水利工程再开发的多目标导流风险演化机

理及调控理论 
刘  全 2014.01-2017.12

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87  城市洪水中人车失稳机理研究 舒彩文 2014.01-2016.12
国家自然基金 

（青年项目） 

88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技术标准体系研究 张  翔 2012.12-2016.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子课题 

89  水利工程 史良胜 2014.01-2016.12
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 

专项经费 

90  省高端人才培养计划 B 卢文波 2013.01-2017.12 湖北省科技厅 

91  湖北省湖泊功能调查研究 谢  平 2012.09-2013.01

湖北省政府重大科研项目

“湖北省湖泊资源环境调

查与保护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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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92  
武汉汤逊湖水体富营养化监测与水华预警

系统研究 
谢  平 2013.10-2014.08 湖北省水利专项 

93  广东省主要河流枯水径流演变情势分析 谢  平 2013.10-2015.04
广东省水利 

科技创新项目 

94  广东省河道生态基流定值方法与应用研究 邵东国 2011.08-2014.07
广东省水利 

科技创新项目 

95  
干旱条件下南昌市水资源合理分配方案研

究 
邵东国 2011.07-2013.08

江西省水利 

科技重点项目 

96  长江中游水沙特性及运动规律研究 陈  立 2012.01-2013.12 交通部重大专项 

97  
湖北省三峡库区取排水现状调查与管理对

策 
邵东国 2012.09-2013.06 湖北省水利厅 

98  风电场短期风功率预测方法研究 赖  旭 2011.01-2013.12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99  
南方水稻灌区农业面源污染生态治理模式

及示范 
崔远来 2012.01-2014.12 水利部“948”项目 

100 

丹江口及主要控制性水库洪水资源化初步

研究——安康水库洪水资源调控关键技术

及风险效益分析 

郭生练 2010.10-2013.08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经费 

101 入河湖污染物控制方法与湿地修复技术 邵东国 2011.01-2013.08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经费 

102 
水库大坝安全监测与水雨情测报子系统软

件开发 
李典庆 2012.01-2014.12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经费 

103 变化环境下七里山水域高洪水位研究 李义天 2013.01-2015.12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经费 

104 
农业活动区土壤-地下水农药迁移转化模

型的构建与优化 
杨金忠 2011.01-2013.12

环保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经费重大项目 

105 鄱阳湖流域节水减污生态农业灌溉研究 崔远来 2010.01-2013.12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经费 

106 南方稻田节水增效减污灌溉技术研究 崔远来 2010.01-2013.12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经费 

107 
区域农田土壤水肥过程数据同化技术的研

究与应用 
史良胜 2013.01-2015.12 教育部 

108 
复杂条件下堆石体细观变形机理及宏观变

形调控方法研究 
周  伟 2011.01-2013.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 

109 大型水轮机组补气减振的机理研究 钱忠东 2011.01-2013.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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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项 目 类 型 

110 水库（群）调度规则的型式及合成研究 刘  攀 2012.01-2014.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 

111 
低雷诺数植被水流的流动特性及污染物混

合特性 
曾玉红 2012.01-2014.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 

112 
有漂浮植物河道水流结构及污染物输移机

理研究 
槐文信 2011.01-2013.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113 
复杂地质条件下钢筋混凝土岔管应力-水

力耦合机理研究 
伍鹤皋 2011.01-2013.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114 
水稻种植面积与种植制度变化的水文效应

分析 
胡铁松 2011.01-2013.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115 多闸坝河流水量水质联合调度风险分析研究 张  翔 2011.01-2013.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116 漫滩洪水中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评估及模拟 夏军强 2013.01-2015.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117 
堆石体宏细观变形演化过程的多尺度力学

模型及数值模拟 
周  伟 2013.01-2015.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118 
服役水工钢闸门结构系统可靠度分析方法

研究 
李典庆 2013.01-2015.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119 水稻灌区农田氮磷迁移转化的尺度效应 崔远来 2014.01-2016.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120 
沉水植物与挺水植物丛联合作用下河道水

流特性研究 
槐文信 2014.01-2016.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121 
基于格子 Boltzmann 方法的水库水温水质

三维预测方法研究 
程永光 2014.01-2016.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122 
风电场与抽水蓄能电站联合运行系统建模

及控制策略研究 
赖  旭 2014.01-2016.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123 
三峡库区典型流域坡面大尺度暴雨洪水侵

蚀泥沙研究 
付  湘 2012.10-2013.12

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 

科研启动基金 

124 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技术集成与示范 王修贵 2012.06-2014.0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 

费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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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在研主要横向项目（课题）情况 

序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委 托 单 位 

1  
受梯级水库影响的设计洪水计算方法研究及在

典型流域的应用 
郭生练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2  丹江口水库汛限水位设计与运用研究 郭生练 汉江水利水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广东省飞来峡水利枢纽中长期水文预报研究开

发项目  
刘  攀 广东省飞来峡水利枢纽管理处 

4  基于分布式水文模型梁子湖流域水文预报研究 刘  攀 湖北水文水资源局 

5  流域水资源管理制度资料收集和调研 刘  攀 长江科学院 

6  清水海水质管理系统 彭  虹 昆明市供水公司 

7  长江流域古洪水分析 彭  虹 河海大学 

8  
河套灌区井渠结合膜下滴灌灌溉模式及节水潜

力研究 
杨金忠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 

9  湄洲湾某环评项目三维地下水水质模拟 杨金忠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0  不同条件下土壤水分分布布特征实验研究 杨金忠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1  不同类别土壤水力参数实验研究 杨金忠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2  湖北省旱涝急转发生规律及其影响与对策研究 胡铁松 湖北省水利厅 

13  三峡调度与荆南四河防洪关系研究 胡铁松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14  黄柏河流域梯级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方案研究 胡铁松 宜昌市黄柏河流域管理局 

15  供水二期（配套）工程水库群联合调度研究 胡铁松 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16  当代仙桃满庭春 MOMA 项目一期水资源论证 胡铁松 湖北万星置业有限公司 

17  番禺区水务局发展十二五规划编制 黄介生 广州市番禺区水务局 

18  番禺水利规划 黄介生 广州市番禺区水务局 

19  
长江流域（湖北省）农业用水水平调查及用水

效率分析 
邵东国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局 

20  自然水资源微循环灌溉系统试验研究 崔远来 浙江省富阳市水电局 

21  云南水科院节水基地初设 崔远来 云南省水科院 

22  金塔解放村水库除险加固大坝安全监测初设 崔远来 金塔灌区管理局 

23  
禹门口灌区续建配套 2010 年度第三批信息化设

计 
崔远来 禹门口灌区 

24  雨洪涝区（典型区）农田渍害成因分析 王修贵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 

25  水平衡测试与用水定额修订补助 王修贵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6  湖北省工业及生活用水定额修编 王修贵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7  
新疆伊犁喀什河下游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研究 
王修贵 中工武大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28  
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工可研究阶段

枝江~江口河段二维数学模型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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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委 托 单 位 

29  
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工可研究阶段

杨家厂至塔市驿河段二维数学模型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30  
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工可研究阶段

窑监大河段二维数学模型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31  
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工可研究阶段

藕碾河段二维数学模型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32  
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工可研究阶段

莱家铺水道二维数学模型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33  
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工可研究阶段

太平口水道二维数学模型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34  
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工可研究阶段

塔市驿至城陵矶河段二维数学模型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35  
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工可研究阶段

周天河段二维数学模型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36  引江济汉工程对荆江河段航道条件影响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37  
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工可研究阶段

铁铺～熊家洲河段二维数学模型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38  
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工可研究阶段

大布街至杨家厂段二维数学模型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39  
长江干线（宜昌～南京）电子航道图水位检测

站布设方案研究 
李义天 长江航道局 

40  城市河湖清淤工程的污染防治研究 杨国录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  
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藕池口水道单

边侧蚀心滩守护工程局部冲刷研究 
陈  立 长江航道局 

42  汉江潜江大桥河工模型试验研究 陈  立 长江委水文局 

43  白石水库牤牛河汇流段泥沙淤积模拟研究 陈  立 辽宁白石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44  
迎流顶冲复杂流态条件下江心洲洲头低滩稳定

性研究 
陈  立 长江航道局 

45  省工业及生活用水定额修编 陈  立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46  黄石山南地方铁路新港货运支线工程防洪评价 陈  立 黄石市铁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7  雅安-武汉特高压输变电工程跨越沮漳河防洪评价 陈  立 东北电力设计院 

48  中交红钢城项目基坑工程防洪评价 陈  立 中交地产武汉开发有限公司 

49  绿地国际金融城 A01 地块基坑工程防洪评价 陈  立 武汉绿地滨江置业有限公司 

50  武汉市年丰码头防洪评价报告 陈  立 武汉市年丰仓储有限公司 

51  汉南船舶工业园翻堤道路防洪评价 陈  立 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道办事处 

52  
宜昌至杨家垴不同类型河段冲淤调整及其对水

位的影响 
陈  立 三峡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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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宜昌至杨家垴河床冲刷与水位变化 陈  立 三峡总公司 

54  长江航运中心基坑防洪评价 陈  立 长江航运中心实业有限公司 

55  
冲积河流非均匀推移质泥沙输移与河床演变研

究及应用 
曹志先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56  山西省典型小流域山洪灾害预警指标研究 曹志先 山西省水利厅 

57  沟道泥石流计算与分析 曹志先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 

58  山西省中小河流治理模式研究 曹志先 山西省水利厅 

59  吕梁北川河防洪评价计算 余明辉 河南黄河勘测设计研究院北京分院 

60  荆江藕池口航道水力计算 余明辉 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61  荆江天星洲航道水力计算 余明辉 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62  永定新河闸群调度软件开发 余明辉 天津市永定河管理处 

63  大亚湾积水深度计算 余明辉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 

64  大亚湾溃堤计算 余明辉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 

65  长江中游宜昌至螺山河段洪水演进方法研究  张小峰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66  长江荆江分洪区运用方法研究  张小峰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67  荆江河段河道崩岸模拟方法研究 夏军强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68  
基于一维水沙耦合解法的水库溯源冲刷模拟技

术研究 
夏军强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69  
新水沙条件下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系统治理

整治参数研究 
邓金运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70  
三峡蓄水运用后荆江河段枯水预测预报水沙边

界条件研究 
邓金运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71  
三峡水库蓄水后长江中游武汉-湖口段设计水位

专题研究 
邓金运 长江航道局 

72  三峡水库蓄水后长江中游洲滩崩退研究 邓金运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73  武汉海伦堡君临天下一二期工程防洪影响评价 邓金运 武汉澳兴置业有限公司 

74  宜昌至沙市河段二维数学模型研究 孙昭华 长江航道局 

75  
长江中游天兴洲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平面二维水

沙数值模拟研究 
孙昭华 长江航道局 

76  四面六边透水框架（群）定床水槽 PIV 试验 杨中华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77  
《桃苑 220kV 变电站出口段 220kV 线路改入地

电缆工程》穿越赣江河堤防洪评价 
杨中华 南昌锦兴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78  
江苏沙洲电厂二期 2×1000MW 机组温排水三维

数学模型计算研究 
杨中华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79  经开大道延伸段道路工程防洪评价报告编制 杨中华 南昌锦兴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013年报 

 − 96 −

序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委 托 单 位 

80  
宜昌港秭归港区茅坪作业区佳鑫散货码头工程

防洪评价 
杨中华 秭归县佳鑫港口装卸运输有限公司 

81  
贵州省夹岩水利枢纽工程库尾伏流分洪隧洞仿

真计算研究 
杨中华 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82  龙达港务营运有限公司码头工程防洪评价 杨中华 中工武大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83  
黄登水电站工程施工详图阶段边坡工程处理措

施及变形监测方案研究  
陈胜宏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84  
老挝南俄 5 水电站工程大坝施工和蓄水全过程

三维整体仿真研究 
陈胜宏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85  黄登水电站水力机械过渡过程计算与分析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86  
金安桥水电站扩机工程水轮机过渡过程及调速

系统稳定分析计算研究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87  
锦屏二级水电站引水发电系统水力过渡过程计

算分析及电站机组运行方式研究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88  
木里河立洲水电站水力机械过渡过程数值计算

研究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

89  
金沙江鲁地拉水电站工程圆形明满流尾水洞数

值计算及模型试验技术研究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90  
湖北白莲河抽水蓄能电站机组甩负荷导叶关闭

规律优化研究 
杨建东 湖北白莲河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91  水电站调压室设计规范专题研究 杨建东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92  
大渡河丹巴水电站可行性研究阶段施工导截流

模型试验研究 
胡志根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93  
柬埔寨桑河二级水电站可行性研究阶段施工导

截流模型试验研究 
胡志根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94  
浙江省瓯江滩坑水电站库区绿草码头滑坡稳定

性分析及失稳后果评估研究 
陈益峰 浙江浙能北海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95  
丹巴水电站可研阶段长引水系统三维渗流计算

分析研究 
陈益峰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96  中国南方小流域治理 谈广鸣 香港嘉里集团郭氏集团基金会 

97  藏木水电站厂房整体静、动力分析研究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98  桐子林水电站厂房结构动静力计算分析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99  江西洪屏抽水蓄能电站地下厂房结构动力分析 伍鹤皋 江西洪屏蓄能公司 

100 
梨园水电站厂房机墩蜗壳及下游挡水结构三维

有限元分析计算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101 
梨园水电站厂房机墩蜗壳及下游挡水结构三维

有限元分析补充计算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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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委 托 单 位 

102 
金沙江鲁地拉水电站工程厂房结构振动及蜗壳

不平衡水推力研究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103 
黄河羊曲水电站工程泄洪洞出口边坡稳定计算

分析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104 
金沙江鲁地拉水电站导流洞结构安全复核计算

分析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105 天池抽水蓄能电站引水岔管三维有限元计算分析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106 
蟠龙抽水蓄能电站引水钢岔管三维有限元计算

分析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107 
琼中抽水蓄能电站可行性研究阶段高压岔洞衬

砌型式选择及结构计算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108 古学水电站钢岔管结构研究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109 四川省古城水电站压力钢管和钢岔管计算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110 
四川省古城水电站引水隧洞围岩稳定与支护结

构优化设计研究 
伍鹤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111 
溧阳抽水蓄能电站地下厂房内部结构动静力分

析研究 
伍鹤皋 江苏溧阳蓄能公司 

112 
CCS 水电站首部取水口及沉砂池水力学数学模

拟计算分析 
程永光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113 蓄集峡水电站水力过渡过程计算分析 程永光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114 
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干线水力过渡过程数

值研究 
程永光 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 

115 
长洲水利枢纽水库水位波动（浪涌）成因分析

及对策研究——数学建模 
程永光 广西长洲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16 Naltar V 水电站水力过渡过程计算分析  程永光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117 水轮机 CFD 分析方法及应用研究 程永光 湖南省电力公司科学研究院 

118 
白鹤滩、乌东德水电站降低尾水高程增加发电

效益专项研究 
槐文信 三峡开发总公司 

119 
贵州省夹岩水利枢纽工程库尾伏流分洪隧洞仿

真计算研究  
杨中华 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120 羊曲水电站水力机械过渡过程计算 赖  旭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121 陕西镇安抽水蓄能电站水力过渡过程计算 赖  旭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122 
雅砻江大河湾岩溶发育规律与深埋长隧洞开挖

效应及工程灾害控制研究 
荣  冠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123 龙兴镇排花洞风景区生态旅游可行性研究 荣  冠 长江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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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学术论文 

2013 年发表的 SCI 论文情况  

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1  
Risk Assessment of Lake Flooding Considering Propagation of 

Uncertainty from Rainfall 
Fu xiang* 

Journal of hydrologic engineering 

2013, 18:8, 1041-1047 

2  
Joint operation and dynamic control of flood limited water 

levels for cascade reservoirs 
陈炯宏，郭生练*，李  雨，刘  攀，周研来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2013,27: 3,749-763 

3  
Bivariate Flood Frequency Analysis with Historical Informa-

tion Based on Copula 
李天元，郭生练*，陈  璐，郭家力 

Journal of Hydrologic Engineering 

2013,18:8,1018-1030 

4  
Incorporating ecological requirement into multipurpose reser-

voir operating rule curves for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周研来*，郭生练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3,498:153-164 

5  Drought Analysis Using Copulas 陈  璐*，VP Singh，郭生练，AK Mishra，郭  靖
Journal of Hydrologic Engineering 

2013,18:7,97-808 

6  
Measur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River Flows Using the Cop-

ula-Entropy Method 
陈  璐*，VP Singh，郭生练 

Journal of Hydrologic Engineering 

2013,18:12,1591-1606 

7  
Estimation of reservoir flood control operation risks with con-

sidering inflow forecasting errors 
Baowei Yan*，Shenglian Guo，Lu Chen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 2013,28:359-368 

8  
Separating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on runoff over different time scales in the Zhang River basin 
Sidong Zeng*，Jun Xia*，Hong Du 

Stoch Environ Res Risk Assess 

2013 DOI 10.1007/s00477-013-0760-8 

9  
Regional frequency analysis of extreme precipitation and its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Huai River Basin, China
Hong Du *，Jun Xia*，Sidong Zeng 

Nat Hazards 

2013 DOI 10.1007/s11069-013-0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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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10  

Regional extreme-dry-spell frequency analysis using the 

L-moments method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hina 

佘敦先，夏  军，张  丹 Hydrological Processes published online 

11  

Evaluation of groundwater depletion in North China using the 

Gravity Recovery and Climate Experiment （GRACE） data 

and ground-based measurements 

魏  峰，钟  敏，Jean-Michel Lemoine， 

Richard Biancale，Hou-Tse Hsu，夏  军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2013 年，第 49 卷，1-9 

12  
Uncertainty analysis of multiple hydrologic models using the 

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method 
董磊华，熊立华*，于坤霞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2013,DOI: 10.1155/2013/346045 

13  

Impacts of Three Gorges Reservoir on the hydrological 

droughts at the downstream Yichang st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3-2011 

李  帅，熊立华*，董磊华，张  俊 
Hydrological Processes 

2013,27（26）, 3981-3993. 

14  
Annual runoff change in the headstream of Yangtze River and 

its relation to precipitation and air temperature 
熊立华*，于坤霞，张洪刚，张利平 

Hydrology Research 

2013, 44（5）, 850-874. 

15  
Uncertainty analysis of coupling multiple hydrologic models 

and multiple objective functions in Han River, China 
董磊华*，熊立华，郑言峰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68（3）, 506-513. 

16  
Statistics of low flow: Theoretical derivation of the distribu-

tion of minimum streamflow series 
Gottschalk L，于坤霞，Leblois E，熊立华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3, 481, 204-219. 

17  Joint mapping of streamflow descriptors.  
Gottschalk L，Krasovskaia I，于坤霞， 

Leblois E，熊立华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3, 478:15-28. 

18  
Infiltration properties of paddy fields under intermittent irriga-

tion 

林  琳*，张中彬，Manon Janssen， 

Bernd Lennartz 

Paddy and Water Environment 

2013 年 2 月，DOI 

10.1007/s10333-013-0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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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19  
A double layer-averaged model for dam-break flows over mo-

bile bed 
Li J，Cao ZX *，Pender G，Liu QQ  

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h, IAHR 

2013, 51（5）, 518-534 

20  Even more destructive: cascade dam break floods Cao ZX*，Huang W，Pender G，Liu X 
Journal of Flood Risk Management 

2013, DOI: 10.1111/jfr3.12051 

21  
Analytical solution for vertical profile of streamwise velocity 

in open-channel flow with submerged vegetation 
胡  阳，槐文信*，韩  杰 

Environ Fluid Mech 

2013, 13: 4,389-402 

22  
Predicting apparent shear stress in prismatic compound open 

channels using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槐文信*，陈  刚，曾玉红 

Journal of Hydroinformatics 

2013,15:1,138-146 

23  
Two-layer model for open channel flow with submerged flexi-

ble vegetation 
槐文信*，王伟杰，曾玉红 

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h 

2013,51: 6,708-718 

24  
Physical based numerical schemes for the discretization of the 

sediment settling term 

Xinhua Lu，Xiaofeng Zhang*，Bingjiang Dong，

Huaihan Liu，Bing Mao  

Comptes Rendus Mecanique 

2013,341:7,581-591 

25  
Fourier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Momentum Interpolation 

on the SIMPLE Series Formulated on a Collocated Grid 
汪  飞，张  为*，李义天 

Numerical Heat Transfer, Part B 

2013, 64（1）: 48-70 

26  
Treating urban dredged silt with ethanol improves settling and 

solidification properties 
Chai Zhaohui，Yang Guolu*，Chen Meng 

Korean. J.Chem. Eng 

2013,30（1）:105-110 

27  
New criterion for the stability of a human body in floodwaters. 

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h 
Xia JQ*，Falconer RA，Wang YJ，Xiao XW 

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 

doi.org/10.1080/00221686.2013.875073. 

28  
Recent variation in reach-scale bankfull discharge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Xia JQ*，Li XJ，Zhang XL，Li T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 

DOI: 10.1002/esp.3474 

29  
Criterion of vehicle stability in floodwaters based on theoreti-

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Natural Hazards.  
Xia JQ*，Falconer RA，Xiao XW，Wang YJ 

Natural Hazards 

DOI: 10.1007/s11069-013-0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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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30  On the Refinement of a Boundary-Fitted Shallow Water Model Liang DF，Xia JQ，Falconer RA，Zhang JX  
Coastal Engineering Journal. 

DOI: 10.1142/S0578563414500016. 

31  
Study on Tidal Resonance in Severn Estuary and Bristol 

Channel  
Liang DF，Xia JQ，Falconer RA，Zhang JX 

Coastal Engineering Journal. DOI: 

10.1142/S0578563414500028. 

32  
Influence of Particle Shape on Behavior of Rockfill Using a 

Three-Dimensional Deformable DEM 

Wei Zhou*，Gang Ma， 

Xiaolin Chang，Chuangbing Zhou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ASCE 

2013,139（12）:1868-1873 

33  
Modeling the Piped Water Cooling of a Concrete Dam Using 

the Heat-Fluid Coupling Method 

Xing-hong Liu，Yin Duan，Wei Zhou， 

Xiaolin Chang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ASCE 

2013,139（9）:1278-1289 

34  
Numerical estimation and prediction of stress-dependent per-

meability tensor for fractured rock masses  
Ji He*，Sheng-hong Chen*，Isam Shahrou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 

2013,59（1）:70-79 

35  
Simulation and feedback analysis of the temperature field in 

massive concrete structures containing cooling pipes  
Ding JX，Chen SH*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2013，61（2，3）: 554-562 

36  

A water retention curve and unsaturated hydraulic conductivity 

model for deformable soils: consideration of the change in 

pore-size distribution 

R.Hu*,Y.-F.Chen*，H.-H.Liu，C.B. Zhou* 
Géotechnique 

2013,doi: 10.1680/geot.12.P.182 

37  
Micromechanical modeling of anisotropic damage-induced 

permeability variation in crystalline rocks 

Yifeng Chen*，Shaohua Hu,  

ChuangbingZhou*，Lanru Jing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2013,doi: 10.1007/s00603-013-0485-5 

38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seepage control 

system: a numerical case study for Kala underground power-

house 

Yi Li，Yifeng Chen*，Qinghui Jiang， 

Ran Hu，Chuangbing Zhou  

Computers and Geotechnics 

2014,55: 30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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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39  

Effect of seepage control on stability of a tailings dam during 

its staged construction with a stepwise coupled hy-

dro-mechanical model 

胡少华，陈益峰*，刘 武，周  嵩，胡  冉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ning, Reclamation 

and Environment 

2013,doi: 10.1080/17480930.2013.870693 

40  

Kinetic Energy Dissipation and Convergence Criterion of 

Discontinuous Deformations Analysis （DDA）  for Geo-

technical Engineering 

Qinghui Jiang *，Yifeng Chen*， 

Chuangbing Zhou，*Man-chu Ronald Yeung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2013, 46:1443-1460 

41  
Improving temporal extrapolation for daily evapotranspira-

tion using radiation measurements 

Xiaochun Zhang#，Jingwei Wu*， 

Huayi Wu，Haorui Chen，Tong Zhang 

Journal of applied remote sensing 

2013,7:1-20 

42  
Permeability tensor and representative elementary volume of 

fractured rock masses 
Rong, G*；Peng, J；Wang, XJ；Liu, G；Hou, D 

Hydrogeology Journal 

2013,21（7）: 1655-1671 

43  
Influence of Water Pressure on Crack Propagation of Sand-

stone under Compression 
Rong, G*；Peng, J；Zhou, CB  

Disaster Advances 

2013,6（6）:28-36 

44  
Formation Mechanism of Deep Cracks in the Left Bank Slope 

of Jinping-I Hydropower Station 
Rong, G*；Peng, J；Wang, XJ；Liu, G；Hou, D 

Disaster Advances 

2013,6（3）:4-11 

45  
Effect of Particle Shape on Mechanical Behaviors of Rocks: A 

Numerical Study Using Clumped Particle Model 
Rong, G*；Liu, G；Hou, D；Zhou, CB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2013,DOI: 10.1155/2013/589215 

4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xcavation induced damage zone of 

high rock slope 

Lu, WenBo*；Hu, YinGuo；Yang, JianHua； 

Chen, Ming；Yan, Pe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 

2013,64（12）: 181-191 

47  
Comparison of blast induced damage between presplit and 

smooth blasting of high rock slope 

Hu Yingguo，Lu Wenbo*，Chen Ming，Yan Peng，

Yang Jianhua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2013,DOI 10.1007/s00603-013-0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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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48  
Using softened contact relationship describing compressible 

membrane in FEA of spiral case structure 
Q.-L. Zhang*；H.-G.Wu 

Archives Of Civil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13,13（4）:506-517 

49  
Bayesian model comparison and selection of spatial correla-

tion functions for soil parameters 
Cao Zijun，Wang Yu* 

Structural Safety 

2014 

50  
Expanded reliability-based design of piles in spatially variable 

soil using efficient monte carlo simulations 
Wang Yu，Cao Zijun* 

Soils and Foundations 

2013, 53（6）:820-834 

51  Bayesian identification of soil strata in London clay Wang Yu，Huang Kai，Cao Zijun 
Geotechnique 

2014 

52  

Integrated Modeling of Conjunctive Water Use in a Ca-

nal-Well Irrigation District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Basin, 

China.  

Liu, L*., Cui, Y., and Luo, Y 
J. Irrig. Drain Eng. 

2013,139（9）:775-784. 

53  
Transition mode of long distance water delivery project before 

freezing in winter 
Guoqiang Liu，Guanghua Guan*，Changde Wang

Journal of Hydroinformatics 

2013,15（2）:306-320 

54  

CFD based study of heterogeneous microclimate in a typical 

Chinese greenhouse in central China.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Wang Xiaowei，Luo Jinyao*，Li Xiaoping.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13,12（5）:914-923 

55  
Extension of Parametric Rule with the Hedging Rule for 

Managing Multireservoir System during Droughts 

Xuning Guo，Tiesong Hu*，Xiang Zeng， 

Xinjie Li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2013, 139（2）:139-148 

56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of the Proposed Multi-Reservoir 

Operating Policy Using Improved NSPSO 

Xuning Guo，Tiesong Hu*，ConglinWu， 

Tao Zhang，Yibing Lv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2013, 27 （7）: 2137-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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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57  

Solving high dimensional bilevel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problem using a hybri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with crossover operator 

Tao Zhang*，Tiesong Hu，Xuning Guo， 

Zhong Chen，Yue Zheng 

Knowledge-Based System 

2013,53:13-19 

58  
Bivariate distribution models using copulas for reliability 

analysis 

Tang, X. S., Li, D. Q*., Zhou, C. B.,  

Zhang, L. M 

Journal of Risk and Reliability 

2013,227（5）: 499-512 

59  
Modeling multivariate distribution using Monte Carlo simula-

tion for reliability analysis with complex performance function

Li, D. Q*., Jiang, S. H., Wu, S. B., Zhou, C. B., 

Zhang , L. M 

Journal of Risk and Reliability 

2013,227（2）: 109-118 

60  
Impact of copulas for modeling bivariate distributions on sys-

tem reliability 

Tang, X. S., Li, D. Q*., Zhou C. B, Phoon, K. K., 

Zhang, L. M 

Structural Safety 

2013,44: 80-90 

6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collocation point methods for 

odd order stochastic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Li, D. Q*., Jiang, S. H., Chen, Y. G., Zhou C. B.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 

2013,45（5）: 595-611 

62  
Impact of copula selection on geotechnical reliability under 

incomplete probability information 

Tang, X. S., Li, D. Q*., Rong, G., Phoon, K. K., 

Zhou C B 

Computers and Geotechnics 

2013,49: 264-278 

63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erviceability performance of under-

ground cavern using stochastic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Li, D. Q*., Jiang, S. H., Chen, Y. G., Zhou C. B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3 DOI: 10.1007/s12665-013-2521-x 

64  
Effect of spatially variable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with 

linearly increasing mean trend on reliability of infinite slopes 

Dian-Qing Li，Xiao-Hui Qi，Kok-Kwang Phoon，

Li-Min Zhang，Chuang-Bing Zhou* 
Structural Safety 2013 

65  
Extension of Hassan andWolff method for system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oil slopes 
J. Zhang *，H.W. Huang，C.H. Juang，D.Q. Li Engineering Geology 2013,160:81-88 

66  
Influence of dynamic seals on silt abrasion of the impeller ring 

in a centrifugal pump 

Zhongdong Qian*，Yuanyong Gao， 

Kai Zhang，Wenxin Huai，Yulin Wu 

Journal of Power and Energy 

2013, 227（5）: 55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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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67  
Simulating one-dimensional unsaturated flow in heterogene-

ous soils with water content-based Richards equation 

Yuanyuan Zha，Jinzhong Yang*， 

Liangsheng Shi，Xuehang Song 

Vadose Zone Journal 

2013,12（2）:1-13 

68  
A Generalized Ross Method for Two- and Three-dimensional 

Variably Saturated Flow 
Yuanyuan Zha，Liangsheng Shi，Jinzhong Yang*

Advance in water Resources 

2013,54:67-77 

69  
Application of a data assimilation method via an ensemble 

Kalman filter to reactive urea hydrolysis transport modeling 

Juxiu Tong，Bill X. Hu*，Hai Huang， 

Luanjin Guo，Jinzhong Yang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 

2013,DOI 10.1007/s00477-013-0786-y 

70  
Coupling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a fully integrated 

model for contaminant transport in the subsurface system 

Yan Zhu，Liangsheng Shi，Jinzhong Yang， 

Jingwei Wu*，Deqiang Mao 

Journal of Hydrology 

501 （2013）56-72 

71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 of contaminant transport and risk 

assessment with conditional stochastic collocation method 

Shi Liangsheng，Zeng Lingzao*，Tang Yunqing，

Chen Cheng，Yang Jinzhong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 

2013,27（6）: 1453-1464 

72  
Characteristics of Groundwater Recharge on the North China 

Plain. Groundwater 

Xiu-Cui Tan，Jing-Wei Wu，Shu-Ying Cai1， 

Jin-Zhong Yang* 

Ground water 

2013. doi: 10.1111/gwat.12114 

73  Effect of Salinity on Soil Respiration and Nitrogen Dynamics 
Wen-Zhi ZENG，Chi XU，Jing-Wei WU*，  

Jie-Sheng HUANG，Tao MA 

Ecological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S-Chemia I Inzynieria Ekologiczna S 

2013,20（3）:519-530 

74  
Effects of alternate wetting and drying irrigation on percola-

tion and nitrogen leaching in paddy fields 

Xuezhi Tan*，Dongguo Shao，Huanhuan Liu，

Fengshun Yang，Chun Xiao，Haidong Yang 

Paddy and Water Environment 

2013,11:381-395 

75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on-farm irrigation tanks on agricul-

tural drainage water reuse and treatment 

Dongguo Shao，Xuezhi Tan*，Huanhuan Liu，

Haidong Yang，Chun Xiao，Fengshun Yang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75（201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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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76  

Water quality model parmameters identification of open chan-

nel in long distance water transfer project based on finite dif-

ference, difference evolution and Monte Carlo  

Dongguo Shao，Haidong Yang*，Yi Xiao， 

Biyu Liu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第 6 卷，1165-1167doi: 

10.2166/wst.2013.753 

77  
Simulating soil water regime in lowland paddy fields under 

different water managements using HYDEUS-1D 
Xuezhi Tana，Dongguo Shao*，Huanhuan Liua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2014,132:69-78 

78  
Drainage process analyses for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from irrigated paddy systems 
Kang Wang*，Renduo Zhang，Hui Chen 

Journal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2014.140（1）10.1061/（ASCE）

IR.1943-4774.0000662 

79  
Characterizing heterogeneous processes of water flow and sol-

ute transport in soils using multiple tracer experiments 
Kang Wang，Renduo Zhang*，Feng Sheng 

Vadose Zone Journal 

2013.12（3）:doi:10.2136/vzj2012.0125 

80  

Investigation into preferential flow in natural unsaturated soils 

with field multiple-tracer infiltration experiments and the ac-

tive region model 

Feng Sheng*，Huihai Liu，Kang Wang， 

Renduo Zhang，Zehua Tang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4，Volume 508, 16 137-146 

81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scouring funnel in front of bottom 

orifice 

薛万云，槐文信*，李志伟，曾玉红，钱忠东，

杨中华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2013, 25（3）:471-480 

82  Large eddy simulation of a round jet into a counterflow 李志伟，槐文信*，钱忠东 
SCIENCE CHINA Technological Sciences 

2013, 56（2）:484-491 

83  
Suspended sediment load in the turbidity maximum zone at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The trends and causes 
杨云平，李义天*，孙昭华 

Journal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地理学报英文版）2014, 1:129-142 

84  
Investigation of non-cohesive levee breach by overtopping 

flow 
YU Ming-hui*，WEI Hong-yan，LIANG Yan-jie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2013,25（4）:572-579 



                                                                                                       2013年报 

 − 107 −

序号 论文名称 作  者 源   刊 

85  
Effect of waste glass powder on properties and microstructure 

of ultrahigh performance cement based materials  

S. Liu（刘数华），G. Xie（谢国帅）， 

M. Rao（饶美娟） 

Materials Research Innovations 

VOL 17（2013）. S1: 210-214 

86  
Parametric Modeling on Spatial Effect of Excavation Dam-

aged Zone of Underground Cavern 
刘会波，肖  明*，陈俊涛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Tech-

nology 

2013,20:1085-1093 

87  

3-D simulation of transient flow patterns in a corridor-shaped 

air-cushion surge chamber based on computational fluid dy-

namics 

Linsheng Xia，Yongguang Cheng*，Daqing Zhou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 

2013, 25（2）:249-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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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  文  名  称 作    者 刊物名称 卷.期（或章节）页 

1 风沙与水沙运动多重时间尺度与深度积分模式 
李志晶，曹志先*，胡  鹏， 

Gareth Pender 
力学学报 2013,45（2）,158-163 

2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stage 

compound channel with vegetation on its floodpains 
王  雯，槐文信*，曾玉红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 年 10 月，第 41 卷

第 10 期，128-132 

3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slurry jets using mixture model 槐文信，薛万云，钱忠东 
Wa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3 年 01 月，第 6 卷

第 1 期，78-90 

4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iver 

channel with water flow and sediment transport in initial plain 
刘  飞，张小峰，罗平安 水利学报 2013,44（4）:379-387 

5 
A two-dimensional numerical modeling of dike failure with 

movable grids 
袁  晶，张  为，张小峰 水科学进展 2013,24（3） 

6 
Study on river confluence sediment deposition characteristics 

in Reservoir area 

陈  立*，段  涛，闫  涛，刘同宦，

朱晓凯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13,45（3）:57-62 

7 
Critical features of flow dynamics at the entrance of 

multi-branched channels 
韩剑桥，孙昭华*，冯秋芬 水科学进展 2013,24（6）:842-848 

8 淤泥质河口水沙运动数学模型相关问题 雷文韬，夏军强，谈广鸣 水科学进展 2013,24（2）:197-204 

9 
experimental stud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bank collapse and 

river bed evolution 
余明辉*，申  康，吴松柏，魏红艳 水科学进展 2013,24（5）:675-682 

10 非黏性岸坡崩塌与河床冲淤的交互影响初步试验研究 
冯  雨，余明辉*，侯龙潭，申  康，

魏红艳 
水力发电学报 2013,32（4）:120-125 

11 下荆江二元结构河岸土体特性及崩岸机理的定量分析 夏军强*，宗全利，许全喜，邓春艳 水科学进展. 2013,24（6）:1-11. 

12 基于 BSTEM 模型的上荆江河岸崩塌过程模拟 宗全利，夏军强*，邓春艳 四川大学学报（工学版） 2013,45（3）: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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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patial-Temporal Dynamic Control Framework of Temperature 

Control and Crack Prevention in Construction of Concrete 

Arch Dams and Its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井向阳，常晓林*，周  伟，刘杏红，

段  寅 

天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与工程版） 
2013,46（8）:705-712 

14 
A relativ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model for unsaturated de-

formable soils 
胡  冉，陈益峰*，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3, 32（6）: 1279-1287 

15 
An effective thermal conductivity model for bentonite based on 

meso homogenization techniques 

张  勤，周  嵩，陈益峰*，周创兵，

潘少华 
岩土力学 2013, 34（7）: 1905-1912 

16 
Analysis of deformation stability on Longbeiwan low diversion 

tunnel entrance slope and reinforcement 
李  毅，陈益峰*，周  嵩，周创兵 中南大学学报 2013, 44（7）: 2958-2964 

17 
A water retention curve model for deformable soils based on 

pore size distribution 
胡  冉，陈益峰*，周创兵 岩土工程学报 2013, 35（8）: 1451-1462 

18 
A permeability variation model for crystalline rocks subjected 
to coupled thermo-hydro-mechanical loading 

陈益峰*，胡  冉，周创兵，井兰如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3,32（11）: 185-2195 

19 基于风险规避度不确定性的水电工程施工安全行为决策  陈  述，胡志根*，刘  全，郭  洁 水力发电学报 2013,32（1）:307-313 

20 
Risk compensation of construction diversion based on up-
stream flow control 

刘  潋，胡志根*，崔金铁，王福运 水利学报 2013,44（2）;243-249 

21 
Gray Target Evaluating Model of Concrete Dam Pouring 
Schemes Based on Risk Preference of Decision Makers 

卞小草，胡志根*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2013,45（4）:21-26 

22 
Construction progress risk of hydropower engineering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arth-rock overtop cofferdam 
陈  述，胡志根*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3,33（6）:1622-1627 

23 水电工程施工安全目标考核方案决策研究  陈  述，胡志根*，郑霞忠，刘  洋 安全与环境学报 2013,13（2）:243-248 

24 
Comprehensive Risk Analysis of Rock-Fill Cofferdam Slope 

Stability Considering Multiple Random Factors 
罗立哲，胡志根*，刘  全，皮凌华

天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版）
2013,46（7）:61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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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梯级电站预泄条件下施工导流方案风险决策  薛进平，胡志根*，刘  全 水力发电学报 2013,32（5）:64-69 

26 时变条件下高堆石坝施工度汛协商决策的演化分析模型 刘  潋，胡志根*  水利学报 2013,44（11）:1359-1365 

27 不对称引水系统双调压井稳定断面研究 
刘文彬*，游秋森，钟全胜，赖  旭，

李婷婷 
水力发电学报 2013 年 06 期 

28 冲击式水轮机 大水锤压力控制工况研究 游秋森*，赖  旭，李婷婷，梁  斌 水力发电学报 2013 年 06 期 

29 
Coring induced undloading damage to rock samples under high 

stress condition and its impaction on rock strength 

严  鹏*，卢文波，陈  明，李  涛，

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3,32（4）:681-688 

30 
Properties of excavation induced damage zone under blasting 

load in deep tunnels 

严  鹏*，李  涛，卢文波，陈  明，

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13,34:451-457 

31 An Empirical Failure Criterion for Intact Rocks 
Peng, Jun；Rong, Guan*；Cai, Ming；

Wang, Xiaojiang；Zhou, Chuangbing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2013,1-10 

32 
Mechanical behaviors of rock affected by mineral particle 
shapes 

Liu, Guang；Rong, Guan*；Peng, 
Jun；Hou, Di；Zhou, Chuang-Bing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2013,35（3）：540-550 

33 
Experimental study of effect of water pressure on progressive 

failure process of rocks under compression 

Peng, Jun；Rong, Guan*； 

Zhou, Chuang-Bing；  

Wang，Xiao-Jiang；Hou, Di  

Yantu Lixue/Rock and 

Soil Mechanics 

2013,34 

（4）：941-946+954 

34 

Comparison of damage 

evolution process of high rock slope excavated by different 

methods 

Hu, Yingguo；Lu, Wenbo*； 

Chen Ming；Yan Peng； 

Zhou, Chuangbing 

Journal of Rock Mechan-

ics and Engineering 
2013，32（6）：1222-1228 

35 
Crac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surrounding 

rocks induced by excavation unloading in deep tunnel 

Zhang,Wen-Ju；Lu, Wen-Bo*； 

Yang, Jian-Hua；Yan, Peng； 

Chen Ming 

Yantu Lixue/Rock and 

Soil Mechanics 
2013,34（9）: 2690-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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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Cracking mechanism of surrounding rock induced by release of 

excavation load in deep tunnel 

Yang, Jianhua；Zhang, Wenju； 

Lu, Wenbo*；Chen, Ming；Yan, Peng

Journal of Rock Mechan-

ics and Engineering 
2013,32（6）:1222-1228 

37 岩体裂隙网络非稳定渗流分析与数值模拟 叶祖洋，姜清辉，姚  池，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13,34（4）:1171-1178 

38 基于空间曲面的水泵水轮机机组数学模型及仿真 杨桀彬*，杨建东，王  超 水力发电学报 2013,32（5）:244-250 

39 混凝土试件温度裂缝的颗粒流数值模拟 
周  伟*，李水荣，刘杏红，常晓林，

井向阳 
水力发电学报 2013,32（3）:187-193 

40 
Soil wet expansion and dry shrinkage characteristic curve and 

hysteresis effectunder different irrigation and fertilization mode
陈  祯*，崔远来，刘方平 农业工程学报 2013,29（11）:78-84. 

41 

Structure of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of water use effi-

ciency for distinguishing engineering conditions and manage-

ment level of canal-system 

郑世宗*，贾宏伟，崔远来 农业工程学报 2013,29（18）:1-7. 

42 
Water reuse assessment indic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turn 

flows in irrigation district 
刘路广*，崔远来 水科学进展 2013,24（4）:522-528 

43 
Triggering mechanism for inter-basin water transfer-supply in 

multi-reservoir system  
曾  祥，胡铁松*，郭旭宁，李新杰 水利学报 2013, 44（3）:253-261 

44 Chaos analysis of runoff time series at different timescales  李新杰，胡铁松*，郭旭宁，曾  祥 水利学报 2013,44（5）:515-520 

45 
The maximum water-supply yield of the multi-reservoir system 
under the operating policy control with risk analysis  

郭旭宁，胡铁松*，曾  祥、杜永鑫 水利学报 2013,44（6）:664-672 

46 石津灌区冬小麦水分生产率的尺度效应 
陈皓锐，伍靖伟，黄介生，杨金忠，

王少丽 
水科学进展 2013,24（1）: 49-55 

47 溶质势对地表蒸发速率的影响 
彭振阳，郭  会，伍靖伟，黄介生，

阿不都艾尼·阿不里 
水科学进展 2013,24（2）:23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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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土壤冻融过程中水流迁移特性及通量模拟 吴谋松，王 康，谭 霄，黄介生 水科学进展 2013,24（4）:543-550 

49 考虑参数空间变异性的无限长边坡稳定性概率分析 李典庆*，祁小辉，周创兵，方国光 岩土工程学报 
2013,35（10）: 

1799-1806 

50 考虑前期降雨过程的边坡稳定性分析 唐  栋，李典庆*，周创兵，方国光 岩土力学 
2013,34（11）: 

3239-3248 

51 
考虑参数空间变异性的边坡可靠度分析非侵入式随机有限

元法 
李典庆*，蒋水华，周创兵，方国光 岩土工程学报 2013,35（8）: 1413-1422 

52 不完备概率信息条件下边坡可靠度分析方法 唐小松，李典庆*，周创兵，方国光 岩土工程学报 2013,35（6）: 1027-1034 

53 考虑土体空间变异性的边坡 危险滑动面随机分析方法 祁小辉，李典庆*，周创兵，方国光 岩土工程学报 2013,35（4）: 745-753 

54 边坡可靠度分析的非侵入式随机有限元法 蒋水华，冯晓波，李典庆*，周创兵 岩土力学 2013,34（8）: 2347-2354 

55 考虑时效特性的锚固岩质边坡变形可靠度分析 
蒋水华，彭  铭，李典庆*，张利民，

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3,32（6）: 1270-1278 

56 考虑锚杆腐蚀作用的岩质边坡系统可靠度分析 李典庆*，蒋水华，张利民，周创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3,32（6）: 1137-1144 

57 二维联合概率密度函数构造方法及结构系统可靠度分析 李典庆*，吴帅兵，周创兵，方国光 工程力学 2013,30（3）: 37-45 

58 
基于拉丁超立方抽样的边坡可靠度分析非侵入式随机有限

元法 
蒋水花，李典庆*，周创兵 岩土工程学报 2013,35（S2）: 70-76 

59 华北平原地下水补给量计算分析 谭秀翠，杨金忠*，宋雪航，查元源 水科学进展 2013,24（1）, 73-81 

60 生物碳促进水稻土镉吸附并阻滞水分运移 
逄雅萍*，黄  爽，杨金忠，彭紫赟，

王亚卿，赵  迪 
农业工程学报 2013,29（11）:107-114 

61 
Comparison of two methods for calculating farmland drainage 
modulus 

罗文兵，王修贵*，罗  强 农业工程学报 2013,29（11）:85-91 

62 
Experimental study on Morgan model under waterlogging 
stress 

钱  龙，王修贵* 农业工程学报 2013,29（3）:9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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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基于多变量联合分布推求设计洪水过程线的新方法 李天元，郭生练*，闫宝伟，陈  璐 水力发电学报 
2013 年 6 月，第 32 卷

第 3 期，10-14 

64 三峡梯级与清江梯级水库群中小洪水实时动态调度 
周研来，郭生练*，刘德地，陈炯宏，

李  雨 
水力发电学报 

2013 年 6 月，第 32 卷

第 3 期，20-26 

65 混联水库群的双量调度函数研究  周研来，郭生练，刘德地 水力发电学报 
2013 年 6 月，第 32 卷

第 3 期，55-61 

66 基于 Copula 函数的水库防洪安全设计 李天元，郭生练，陈  璐，李  雨 水力发电学报 
2013 年 12 月，第 32 卷

第 6 期，50-56 

67 考虑发电风险率的水库优化调度图编制 刘  攀*，张文选，李天元 水力发电学报 2013，32（4）: 252-259 

68 
基于希尔伯特-黄变换的非一致性洪水频率计算方法-以西

江大湟江口站为例 
谢  平，李析男，许  斌，谭莹莹，

刘  宇 
自然灾害学报 

2013 年 2 月，第 22 卷

第 1 期，85-93 

69 变化环境下基于希尔伯特-黄变换的水资源评价方法 
谢  平，许  斌，陈广才，刘  媛，

刘静君 
水力发电学报 

2013 年 6 月，第 32 卷

第 3 期，27-33 

70 
气候变化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极端降水事件的特征

分析 
张利平*，杨艳蓉，秦琳琳，段尧彬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13，9（1）：29-34 

71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永定河流域径流变化影响定量研究 
张利平*，于松延，段尧彬，闪丽洁，

陈心池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13，9（6）：391-397 

72 分组沙输运对长江河口三角洲演变的影响研究 杨云平，李义天*，樊咏阳 水力发电学报 2013,32（4）:95-100 

73 长江河口动量系数时、空变化规律研究 杨云平，李义天*，韩剑桥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3,5: 9-17 

74 长江口 大浑浊带悬沙浓度变化趋势及成因 杨云平，李义天*，孙昭华 地理学报 2013, 68（9）: 1240-1250 

75 长江口潮区和潮流界面变化及对工程响应 杨云平，李义天*，韩剑桥 泥沙研究 2013,6: 46-51 

76 
水沙过程对道人矶-杨林岩顺直分汊河段洲滩演变影响初步

研究 
赵  琳，李义天*，孙昭华 泥沙研究 2013,4: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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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长江中游陆溪口水道河床演变机理研究 陈尚坡，李义天*，朱玲玲 泥沙研究 2013,4: 74-80 

78 长江口近口段水流挟沙力与径潮动力关系 
杨云平，李义天*，孙昭华，樊永阳，

邓金运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a辑 2013,28（3）:274-282 

79 分层环境中水库密度流运动特性研究 任  实，张小峰*，陆俊卿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a辑 2013,28（1）:17-22 

80 洪水中汽车稳定性的理论分析及试验研究 肖宣炜，夏军强，舒彩文，陈一明 泥沙研究 2013,1:53-59 

81 三峡水库蓄水运用后汛期洪水排沙比初步研究 黄仁勇，谈广鸣，范北林 水力发电学报 2013,32（5）:129-133 

82 粘性泥沙冲刷源项公式的改进 雷文韬，夏军强，谈广鸣 泥沙研究 2013,5:35-40 

83 二次流对微弯河段水沙输移影响的数值模拟 邓春艳，夏军强*，宗全利，许全喜 泥沙研究 2013,5: 27-34. 

84 基于集对分析的供水水库群联合调度规则研究 郭旭宁，胡铁松*，张  涛，吕一兵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3,33（1）:1-7 

85 
二维联合概率分布函数构造方法对结构串联系统可靠度影

响分析 
李典庆*，蒋水华，周创兵，方国光 计算力学学报 2013,30（6）: 77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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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类别 会 议 名 称 类型 报告／文章题目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是否会议报告 导师 

1  李  杨 硕士
3rd International FLAC/DEM 

Symposium 
国际

Fluid flow simulation of the overhauling of 
a high pressure headrace tunnel using 

FLAC3D 
2013.10 杭州 是 王  涛 

2  周炜波 硕士
3rd International FLAC/DEM 

Symposium 
国际

Particle flow-based study on factors influ-
encing hydraulic fracturing of a coal seam

2013.10 杭州 是 王  涛 

3  杨华美 博士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lphoaluminate Cement: Ma-
terials and Engineering Technol-

ogy 

国际
Study on hydration mechanism of sulphate 

aluminium cement 
2013.10 

武汉 
理工大学

是 何  真 

4  陈晓润 博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s-
tainable Construction Materials & 

Technologies（SCMT3） 
国际

Research on the Abrasion Resistance of 
Concrete with Nano-SiO2, Super-Fine Slag 

and Rubber Powder 
2013.8 

日本 
京都 

无 何  真 

5  刘  潋 博士

The 2013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IEEE SMC 2013）

国际

Benefit compensation of construction di-
version in upstream flood discharge control 

based on improved Shapley method 
2013.10 

英国 
曼彻斯特

是 胡志根 

6  查元源 博士 2013AGU fall meeting 国际

usefulness of flux measurements during 
hydraulic tomographic survey for mapping 

fractures 
2013.12 旧金山 是 杨金忠 

7  陈  珊 博士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Engineering,Architecture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国际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Factors In-
fluencing Stable Slope Angle of Granular 

Accumulation 
2013.07 郑州 否 陈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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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  珊 博士 35th IAHR WORLD CONGRESS 国际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Stable Slope 
Angle of Granular Accumulation Affected 

by Moisture Content 
2013.09 成都 否 陈  立 

9  闫  涛 博士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Engineering,Architecture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国际
Effect of Confluence Ratio Change on Hy-
drodynamic Character in Reservoir Area 

2013.07 郑州 否 陈  立 

10  刘佳明 博士 35th IAHR World Congress 国际

Retrieving Water Quality from High Reso-
lution IKONOS Multispectral Imagery by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in Lake Cihu, Huangshi 

2013.09 成都 否 宋星原 

11  袁  迪 博士 35th IAHR World Congress 国际

Application of Landsat Remote Sensing 
Data for Flood Simulation of Small Water-

shed 
2013.09 成都 否 宋星原 

12  陈  攀 博士 35th IAHR World Congress 国际

The Relationship of Climate, Culture, and 
Water Resources from a Holocene Rainfall 
Record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China

2013.09 成都 是 李  兰 

13  杨云平 博士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iver 
Science: 3rd Biennial Symposi-

ume 
国际

Study of Variation trend of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under Human Ac-

tivity in the Yangtze Estuary 
2013.08 北京 是 李义天 

14  杨云平 博士
第十二届河流泥沙国际学术会

议（ISRS） 
国际

Relation between Sediment Conditions of 
River Basin and Evolution of Front Sand 

Islands in Yangtze Estuary 
2013.09 日本 是 李义天 

15  杨云平 博士
第十二届河流泥沙国际学术会

议（ISRS） 
国际

Study of Stagnation Point Water and Sedi-
ment in North Passage of Yangtze Estuary

2013.09 日本 是 李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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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  冬 博士
第十二届河流泥沙国际学术会

议（ISRS） 
国际

Influence of water level change of Yangtze 
River on storage process of Dongting Lake

2013.09 日本 是 李义天 

17  杨云平 博士

3rd/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Materials 
（CEABM 2013） 

国际

Relation between Sediment Conditions of 
River Basin and Evolution of Front Sand 

Islands in Yangtze Estuary 
2013.05 济南 是 李义天 

18  杨云平 博士

3rd/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Materials 
（CEABM 2013） 

国际
Recent Evolution and Future Prediction of 

the Delta at the Yangtze River Mouth 
2013.05 济南 否 李义天 

19  王  冬 博士

3rd/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Materials 
（CEABM 2013） 

国际

Study on the impounding process optimi-
zation of cascade reservoirs in upper 

Changjiang river 
2013.05 济南 是 李义天 

20  王  冬 博士

3rd/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Materials 
（CEABM 2013） 

国际

Study on water and sediment diversion 
variations in Songzikou after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storage 
2013.05 济南 否 李义天 

21  杨云平 博士
第三十五届国际水利学大会

（IAHR） 
国际

Study on how water and sediment dis-
charge is related to the deltaic evolution of 

Changjiang River estuary 
2013.09 成都 否 李义天 

22  魏红艳 博士
第十二届河流泥沙国际学术会

议（ISRS） 
国际

1-D numerical model of steady flow and 
sediment transport for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 
2013.09 日本 是 余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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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王乾佑 博士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iver 

Science: 3rd Biennial Symposium
国际

Discussion on the general plan of compre-
hensive management on water environment 

in river lake connection 
2013.08 北京 是 杨国录 

24  倪丁凡 硕士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iver 

Science: 3rd Biennial Symposium
国际

Discussion on the general plan of compre-
hensive management on water environment 

in river lake connection 
2013.08 北京 否 陆  晶 

25  刘亚威 硕士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iver 

Science: 3rd Biennial Symposium
国际

Discussion on the general plan of compre-
hensive management on water environment 

in river lake connection 
2013.08 北京 否 陆  晶 

26  宗全利 博士 The 35th IAHR World Congress 国际
Modeling of the bank erosion process in 

the Upper Jingjiang Reach using BSTEM 
2013.9.8 成都 是 夏军强 

27  李  涛 博士 ICCAHE 2013 国际 Calcula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two sands 2013.7.27 珠海 是 夏军强 

28  蒋水华 博士

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eotechnical Safety and Risk 

（ISGSR2013） 
国际

Slope reliability analysis using a 
non-intrusive stochastic finite element 

method 
2013.12 香港 是 李典庆 

29  祁小辉 博士
18th Southeast Asian Geotechnical 

Conference （18SEAGC） 
国际

Effect of spatially variable friction angle that 
increases linearly with depth on reliability of 

infinite slopes 
2013.05 新加坡 是 李典庆 

30  周彦辰 博士 35th IAHR World Congress 国际

Simulation of Radionuclide Diffusion of an 

Inland Nuclear Power Plant under Accident 

Condition Based on Fluent 

2013.09 成都 否 胡铁松 

31  李成光 博士
35TH IAHR WORLD 

CONGRESS 
国际

Curved Open Channel Flow with Vegeta-

tion Roughened Outer Bank 
2013.09 成都 否 槐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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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隋  斌 博士
35TH IAHR WORLD 

CONGRESS 
国际

Effect of Entering Tributary on Secondary 

Flow in Confluent Main Bend Channel 
2013.09 成都 否 黄社华 

33  吴谋松 博士

The 35th IAH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y-

dro-Environment Engineering and 

Research） World Congress 

国际
Soil Freezing with Shallow Water Table 

Depth: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2013.9.8-13 成都 是 黄介生 

34  谭  霄 硕士

The 35th IAH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y-

dro-Environment Engineering and 

Research） World Congress 

国际
Soil Freezing with Shallow Water Table 

Depth: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2013.9.8-13 成都 是 黄介生 

35  杨海东 博士

The 35th IAH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y-

dro-Environment Engineering and 

Research）World Congress 

国际

A New Traceability Method of Accidental 

Water Pollution Events Based on Differen-

tial Evolution and Monte Carlo 

2013.9.8-13 成都 是 邵东国 

36  刘  飞 博士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Architectura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国际

Experimental study on river channel’s for-

mation and change process of on the sur-

face of delta deposition 

2013.7.23-25 珠海 否 张小峰 

37  元  媛 博士

The 3rd Biennial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iver 

Science 
国际

Modifying the channel erosion and deposi-
tion amount of Yichang-Jianli reach calcu-

lated by sediment discharge method 
2013.8.5-9 北京 否 张小峰 

38  望思强 硕士

The 3rd Biennial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iver 

Science 
国际

Modifying the channel erosion and deposi-
tion amount of Yichang-Jianli reach calcu-

lated by sediment discharge method 
2013.8.5-9 北京 否 张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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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元  媛 博士
The 12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iver sedimentation 
国际

Numerical Modeling of Sediment Erosion 
and Deposition in the Lower Approach 

Channel on Pak Beng Hydropower Station
2013.9.2-5 

日本 
京都 

是 张小峰 

40  元  媛 博士

The 35th IAH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y-

dro-Environment Engineering and 
Research） World Congress 

国际
Bank Collapse Prediction Using BP Artifi-

cial Neural Networks 
2013.9.8-13 成都 否 张小峰 

41  黄  卫 博士

The 35th IAHR（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y-

dro-Environment Engineering and 
Research）World Congress 

国际

Full 2D Modelling Of Megaflood Due To 
Glacier Dam-Break In Altai Mountains, 

Southern Siberia 
2013.9.8-13 成都 是 曹志先 

42  李志晶 博士

The 35th IAHR（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y-

dro-Environment Engineering and 
Research） World Congress 

国际
Adaptation-To-Capacity Length For Flu-

vial Sediment Transport 
2013.9.8-13 成都 是 曹志先 

43  胡鹏辉 硕士

The 35th IAHR（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y-

dro-Environment Engineering and 
Research）World Congress 

国际
A Well-Balanced Numerical Model For 

Flows Over Steep Slopes 
2013.9.8-13 成都 是 曹志先 

44  邓志民 博士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Architectura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国际

Intelligent Simulation of Land Use Change 
and its Hydrological Effects A Case of 

Hanjiang Basin 
2013.09 成都 否 张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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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邓志民 博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o-Informatics in 

Resource Management & Sus-
tainable Ecosystem 

国际
The evolution of Poyang Lake wetland hy-

droecology 
2013.11 武汉 否 张  翔 

46  肖  洋 硕士 35th IAHR World Congress 国际
Evalua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al Resil-

ience in River 
2013.09 成都 否 肖  洋 

47  李析男 博士
第二届土木、建筑与水利工程 

国际学术会 
国际

A Zonal Watershed Hydrological Model 
Considering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And Its Application 
2013.07 珠海 否 谢  平 

48  李析男 博士
地球科学与环境保护 

国际会议论 
国际

Hydrological Frequency Calculation Prin-
ciple of Inconsistent Flood Series Based on 

Nonlinear Trend Analysis 
2013.10 昆明 否 谢  平 

49  段  凯 博士

2013 International Specialty Con-
ference -Water for Mega Citie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on Civil, Architectural and Hy-

draulic Engineering 

国际

Comparison of meteorological, hydrologi-
cal and agricultural drought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using three hydrological 

models 

2013.09 北京 是 梅亚东 

50  彭  俊 博士
47th US Rock Mechanics/  
Geomechanics Symposium 

国际
Simulating brittle failure of rocks by a new 

strain-softening model 
2013.6.23-26

San Fran-
cisco, Cali-
fornia, USA

是 
周创兵 
荣  冠 

51  尹鹏海 硕士
35th IAHR World Congress 

（第三十五届国际水利学大会）
国际

The Working Report Of IAHR-WHUSC 

for IAHR Student Forum 
2013.09 成都 否 周创兵 

52  张文举 博士
第十三届全国岩石动力学 

学术会议 
国内

深埋隧洞开挖卸荷引起的围岩开裂特征及

影响因素 
2013.10 重庆 是 荣  冠 



                                                                                                      2013年报 

 − 122 −

序号 姓  名 类别 会 议 名 称 类型 报告／文章题目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是否会议报告 导师 

53  窦大林 硕士
第三届中国湖泊论坛暨第七届 

湖北科技论坛 
国内 健康湖泊与美丽中国 2013.10 武汉 是 卢文波 

54  谢良涛 硕士
第三届中国湖泊论坛暨第七届 

湖北科技论坛 
国内 健康湖泊与美丽中国 2013.10 武汉 是 严  鹏 

55  薛  娇 硕士

第二十五届全国水动力学研讨

会暨第二十五届全国水动力学 

学术会议 

国内
物理模型几何变态对复式明渠水流 

水力要素相似性的影响 
2013.09 舟山 是 严  鹏 

56  范  敏 博士
第六届全国水力学与水利    

信息学大会 
国内 雾流降雨潜在危害程度综合评价研究 2013.06 北京 是 刘士和 

57  邹  霞 硕士 第 11 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王英水库生态环境需水量计算 2013.11 广州 否 刘士和 

58  杨云平 博士
第六届水力学及水利      

信息学会议 
国内 长江河口三角洲近期演变及趋势预估 2013.06 北京 否 宋星原 

59  王冬 博士
第六届水力学及水利      

信息学会议 
国内

三峡水库蓄水后松滋口分流分沙 

变化分析 
2013.06 日本 是 李义天 

60  蒋水华 博士
第十一届全国岩土力学数值分

析与解析方法研讨会 
国内

基于非侵入式随机有限元法的边坡可靠度

分析 
2013.10 南京 是 李义天 

61  方洪斌 博士

第三届全国水资源合理配置与

优化调度及水环境综合治理技

术交流研讨会  

国内 基于目标蓄水量的限制供水规则研究 2013.07 南宁 是 李典庆 

62  曾  祥 博士 第十一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并联水库群调度规则研究 2013.11 广州 是 胡铁松 

63  王伟杰 博士
第二十五届全国水动力学研讨会暨

第十二届全国水动力学学术会议
国内 植被水流的糙率系数研究 2013.09 舟山 是 胡铁松 



                                                                                                      2013年报 

 − 123 −

序号 姓  名 类别 会 议 名 称 类型 报告／文章题目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是否会议报告 导师 

64  王振双 硕士
2013 年全国大坝安全监测技术

与应用学术交流会 
国内

基于周期外延法的监测效应量灰色时序

组合预测模型 
2013.11.7-9 江苏扬州 否 槐文信 

65  徐昆振 硕士

2013 年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大坝安全监测专委会年会暨大

坝安全评价技术交流会  

国内
基于粗糙集与条件信息熵的大坝 

安全融合评价模型 
2013.8.20-23 辽宁丹东 否 何金平 

66  邓  超 硕士 第十一届水论坛 国内 水库水位预报模型研究 2013.11 广州 是 何金平 

67  刘  玥 硕士 第十一届水论坛 国内
中长期水文预报的 优组合 

模型研究 
2013.11 广州 是 刘  攀 

68  陶新娥 硕士 第十一届水论坛 国内
不同类型的作物参照蒸发量经验公式在

湿润地区适用性的比较研究 
2013.11 广州 是 刘  攀 

69  侯雨坤 硕士 第十一届水论坛 国内 基于 ls-svm 的统计降尺度算法研究 2013.11 广州 是 陈  华 

70  邓志民 博士 第十一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丰水期鄱阳湖国家自然保护区的 

水化学特征初探 
2013.11 广州 否 陈  华 

71  吴绍飞 博士 第十一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流域水污染防治体系的构建及其可靠性

评价初步研究 
2013.11 广州 是 张  翔 

72  李彬彬 博士 第十一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水文序列的方差变异诊断与识别 2013.11 广州 否 张  翔 

73  张  波 硕士 第十一届中国水论坛 国内
近 50 年来东江流域水资源 

年际变化规律研究 
2013.11 广州 否 谢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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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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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评估专家综合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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