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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三届四次会议顺利召开
2016 年 11 月 11 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三届四次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学术委员会主任
王浩院士主持会议，实验室主任卢文波作年度工作报告和开放基金申请情况汇报。学术委员
会审议了实验室 2016 年度工作报告，审定了 2017 年度开放基金资助项目，并形成了会议纪
要。

 国内著名学者共同研讨城市洪水过程
2016 年 11 月 12 日，城市洪水过程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由实验室主办，清
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水力学与山区河流开发保护国家重点
实验室、河海大学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天津大学水利工程仿真与安全国
家重点实验室、以及中国水科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同协办。参会专家
除了来自以上单位外，还包括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院、武汉市水务局、中国气象局武汉暴雨
研究所、泛华集团湖北设计公司、西安理工大学等高校、科研与企事业单位，共计 80 余名专
家及研究生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开幕式由实验室主任卢文波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副校长谈
广鸣教授致欢迎辞，中国水科院王浩院士、南京水科院张建云院士等专家作了 10 场特邀报告，
围绕城市洪水成灾机理、城市洪水过程模拟方法及城市洪涝调控技术等 3 个主题展开研讨，
以期使与会者对城市洪水过程有更全面的理解，求索思辨，为未来的城市洪水过程研究寻求
新思路，拓展新途径。

 中外学者共话水资源研究未来
2016 年 11 月 16 日，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水文科学十年计划（Panta Rhei）中国
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实验室召开。张建云、夏军、刘昌明三位院士共同揭牌。IAHS 主席胡
伯特.塞文尼杰（Hubert Savenije）、秘书长克里斯托弗.古登尼克（Christophe Cudennec），国际
水资源协会（IWRA）副主席詹姆斯.E.尼昆（James E. Nickum），中国科学院汪集旸院士，湖
北省副省长郭生练，武汉大学副校长李建成院士等出席。国际水文科学协会中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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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HS-CNC）主席张建云院士宣布中国工作委员会成立并宣读了委员会成员名单。夏军院
士任中国工作委员会主席，刘昌明任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成立仪式后，中外学者分别就 IAHS
协会历史、发展、研究领域和未来工作展望等方面做了大会报告。

 实验室举办青年学者学术交流会
2016 年 12 月 23 日，“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年学者学术交流会”在农
水楼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交流会由实验室副主任钱忠东主持，青年教师陈杰、钟华、季斌、
曹子君、严鹏、朱焱和岳遥分别作了学术报告，介绍了各自的研究成果。青年学者学术交流
会是实验室打造的一个旨在为青年学者提供思想碰撞的学习交流平台，拓展青年学者的研究
思路，探索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途径，从而有效提升实验室的科研水平。

 “千人计划”方国光通过中期考核
2016 年 12 月 13 日，“千人计划”A 类专家方国光教授中期考核会议顺利举行。会议由
水利水电学院黄介生院长主持，程连珍书记、重点实验室卢文波主任和相关专业教授参加会
议。由武汉大学考核委员会和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委员会共同组成的考核委员会对照方国光教
授所签订的聘任合同，从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团队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考
核，经过无记名投票，一致认为方国光教授圆满完成了三年聘期的岗位任务和目标，中期考
核等级为优秀。

 面向海内外积极引进多名青年人才
2016 年实验室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面向海内外积极引进多名青年人才。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 5 位申请者，3 位（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王纲胜、澳大利亚
联邦科学与工业组织程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杨志兵）进入面试答辩。
 引进特聘研究员——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钟华教授；
 引进武汉大学 “351 人才计划” 外国专家——韩国首尔大学 Jong Suk Kim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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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李行伟一行来访
2016 年 10 月 27 日，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李行伟教授一行 14 人访问实验室，双方就环
境水力工程领域研究合作开展座谈交流。李行伟教授以“净化海港计划的污水消毒优化研究”
为题介绍了香港科技大学环境水力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实验室曾玉红教授就“武汉大学环境
水力学研究现状”作了详细介绍。座谈会后，李行伟副校长一行参观了水力学与流体力学实
验室、农田水利与水环境综合实验场。

 夏军院士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9 月 29 日-10 月 5 日，夏军院士在俄罗斯莫斯科参加了“金砖五国水论坛”并作大会报告。
会后受邀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与当地的大学、研究所座谈研讨与武汉大学的学术合作前景。
10 月 15-16 日，夏军院士参加了在安徽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16 年学术年
会，并作题为“中国水安全和水电工程开发面临的环境影响问题与对策”的大会主旨报告。
10 月 26-28 日，夏军院士参加了在非洲博茨瓦纳召开的“2016 年第 17 届水资源综合管理
大会”，作题为“中国东部季风区气候变化影响下水旱灾害的适应性管理”的大会报告，并受邀
主持了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特别专场。
11 月 18 日，夏军院士参加了 2016 年湖北省水利学会学术年会（勘测设计论坛）省首届
湖泊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研讨会，并作题为“湖北省水安全战略的再思考”的学术报告。
11 月 22 日，夏军院士赴云南参加了地学部常委会议，汇报了生态水文战略项目，并作
题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水安全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学术报告。
12 月 7 日，夏军院士应邀在北京水利部水文局参与了城市水文座谈会。
12 月 9 日，夏军院士参加了在南昌举行的第六届中国湖泊论坛，并作大会报告。
12 月 18-19 日，夏军院士参加了在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召开的“首届智慧海绵城市论坛暨武
汉大学海绵城市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作题为“探讨海绵城市建设的水文学问题与应用”的大会
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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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3 日，夏军院士受邀前往广东省水利厅作题为“生态水文学的发展与海绵城市建设
的若干水文学问题的思考”的学术报告。

 实验室其他研究人员学术交流活动
2016 年 12 月 1-8 日，实验室黄介生、熊立华、陈益峰、曾玉红一行 4 人赴美国、加拿大
加进行了学术交流与访问。此行访问了美国德州农工学院（TA&M），密西根州立大学（MSU）
以及加拿大滑铁卢大学（WU），双方就双一流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合作办学、
科研合作等领域达成了初步意向。同时还在三校进行了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的宣讲。
2016 年 12 月，史良胜教授结束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地球科学学院为期半年的学术交流与
合作，和 Mathew Williams 教授团队在区域农田水分数据同化和实时预测方面展开了深入的
交流，并就课题合作、互访互派、学生交换等达成了初步共识。
2016 年 10 月 21~22 日，李典庆教授受邀参加全国青年工程风险分析和控制研讨会，并
作特邀报告“基于贝叶斯理论的岩土体参数空间变异性定量分析方法”。
2016 年 10 月 21-23 日，程永光教授受邀参加在河海大学召开的水力机械学科发展战略
研讨会暨第九届全国水力机械及其系统学术会议，并作题为“抽水蓄能电站过渡过程压力脉
动水柱分离及抬机事故机理研究”的大会主题报告。
2016 年 10 月 25-27 日，全国环境力学学术研讨会在江苏苏州召开，曹志先教授参加会
议并作分会场报告“泥石流流固两相耦合数学模型研究”。
2016 年 11 月 6~12 日，黄介生教授等一行 5 人赴泰国清迈参加第二届世界灌溉论坛暨国
际灌溉排水委员会（ICID）会议，会议期间，黄介生教授同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教育学
院（UNESCO-IHE）的 Charlotte de Fraiture 教授兼水科学工程系主任就今后两校院系的合作
进行了会谈。董斌教授应邀作了题为“Real Water Saving or Not – case study from an irrigation
system, China”的学术报告。
2016 年 11 月 11-14 日，由《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编委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造船工
程学会、中国水利学会，中国海洋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水动力学学术会议（CCSH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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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无锡举行，实验室是会议协办单位之一，槐文信教授作为新一届《水动力学研究与进
展》副主编、程永光、曾玉红和杨中华等三位教授作为新一届编委参加了会议。
2016 年 11 月 17-19 日，槐文信、曾玉红和杨中华三位教授参加了在四川省绵阳市召开的
第十二届全国环境与生态水力学学术会议，槐文信教授作了“天然河道纵向离散系数研究”
的主题报告，杨中华和曾玉红分别作了“基于伴随同化法的一维河流水质模型参数反演”“漂
浮植被的阻流特性研究”的分会报告。
2016 年 12 月 12-16 日，受美国地球物理年会（AGU Fall Meeting）的邀请，胡冉博士
赴美参加为期 5 天的学术会议，并作墙板展示与讲解。

 国内外学者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2016 年 11 月 17 日，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美国杜克大学 Marco Marani 教授访问实验室，
受聘为实验室客座教授，夏军院士、实验室主任卢文波教授及相关专业师生出席了聘任仪式。
仪式结束后，Marco Marani 教授为师生作了题为“Recent advances and hydrologic applications of
extreme value theory”的学术报告。
2016 年 10 月 8 日，应荣冠教授邀请，加拿大劳伦森大学工程学院蔡明教授访问实验室，
并作题为“Estimation of Tensile Strength and Hoek-Brown Strength Parameter mi of Brittle Rocks”
的学术报告。
2016 年 10 月 25 日，应谢华教授邀请，英国华威大学李胜才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题为
“三峡迷惑：边界层转捩与空化初生”的学术报告。
2016 年 10 月 26 日，应程永光教授邀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Karney W. Bryan 教授访问
实验室，并作题为 “Reflecting on 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of hydraulic systems”的学术报告。
2016 年 10 月 28 日，应黄介生教授邀请，香港科技大学 Mohamed S. Ghidaoui 教授访问
实验室，并作题为 “Scientific writing and publication”的学术报告。
2016 年 11 月 13 日，应夏军强教授邀请，西安理工大学侯精明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题
为“城市雨洪过程高性能模拟方法及其应用”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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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15 日，应槐文信教授邀请，纽约城市大学汤寒松博士访问实验室，并作题
为“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and instability modeling of viscoplastic fluids subject to wall slip”的学
术报告。
2016 年 11 月 23 日，应黄社华教授邀请，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张成平教授访问实验室，并
作题为“超大型水电站水轮发电机组关键技术”的学术报告。
2016 年 11 月 23 日，应黄社华教授邀请，德国福伊特集团上海水电设备有限公司侯维荣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题为“福伊特水电装备设计制造进展”的学术报告。
2016 年 11 月 26 日，应邵东国教授邀请，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博士后谭学志访问实验室，
并作题为“Analyzing, Characterizing and Interpreting Changes in Hydroclimatic Extremes”的学术
报告。
2016 年 12 月 16 日，应李典庆教授邀请，美国匹兹堡大学牟峰博士访问实验室，并作题
为“如何更有效的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路网”的学术报告。
2016 年 12 月 19 日，应陈益峰教授邀请，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盛岱超教授访问实验室，
并作题为“寒旱地区地表覆盖引起的“冰箱效应”及其对交通岩土工程的影响”的学术报告。
2016 年 12 月 20 日，应刘攀教授邀请，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工业组织赵铜铁钢博士访问实
验室，并作题为“短期与长期水文集合预报及其在水库调度中的应用”的学术报告。
2016 年 12 月 29 日，应黄介生教授邀请，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张大奕博士访问实验室，并
作题为“From whole microbiota to functional microbiota: Approaches for deeper insights into
microbial functions in natural environment”的学术报告。

送：有关校领导，校内各有关单位，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发：实验室全体固定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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