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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召开五年成果总结会 

2017 年 12 月 29 日，实验室召开五年成果总结会。熊立华副主任主持会议，

卢文波主任介绍实验室评估准备情况，刘攀、史良胜、夏军强、陈益峰及钱忠

东分别代表本研究方向作五年成果总结汇报。 

 实验室承办/协办多场学术会议 

2017 年 10 月 27-28 日，承办了“第五届泵及泵站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会议围绕“泵及泵站科技创新”展开讨论，包含了 17 场特邀报告，涵盖了泵站

的标准、泵站设计、泵站调度、泵站运行、信息化、物联网以及水泵新产品介

绍等方面，200 余位领域内专家学者参会。 

2017 年 11 月 9-11 日，联合承办了“第四届全国防灾减灾工程学术会议/第

九届全国地面岩石工程学术会议”。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和工程单位的

300 余位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参加了本次会议。邀请 50 位院士、专家、学者围

绕“地质与工程灾害灾前预防与综合防范”作学术报告。 

2017 年 11 月 10 日，《纪念张瑞瑾先生诞辰 100 周年》专题学术研讨会在

武汉召开，来自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长江科学院、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等相关单位的百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国

工程院韩其为院士、胡春宏院士及张瑞瑾先生的家属和学生代表出席了本次研

讨会。实验室副主任熊立华参会。 

2017 年 10 月 18~19 日，协办了“第十五届全国岩石动力学学术会议”，会

议由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岩石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150 余名业内专家和

师生参加了本次会议。实验室主任卢文波教授主持开幕式并做会议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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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级人才数量再上新台阶 

2017 年新增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夏军强），科技部中青年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 1 人（熊立华），国家“青年千人”到岗 4 人（杨志兵、程磊、

刘泽、唐旭海）。另有 2位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申请者已通过答辩，分别是

新加坡国立大学刘勇博士、挪威生物经济研究所杨洪博士。 

 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项目进入评审阶段 

2017 年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接收申请项目 35 项，申请人均具有博士学位，

分布在 12 所国外研究机构、23 所国内高校和研究所。其中，首次接收了来自

“一带一路”国家柬埔寨理工学院的申请书。所有申请项目已由各研究方向学

术负责人、研究所所长评议，室务委员会会议讨论。将提交学术委员会三届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后予以立项资助。 

 茆智院士、夏军院士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10 月 10-30 日，茆智院士访问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讨与伯克利

共同在中国建立能源-环境-水资源国际研究中心。 

10 月 10-12 日，夏军院士参加 “雄安新区水城共融建设战略咨询研究”现

场考察。 

10 月 19 日，夏军院士受邀参加上海宏波集团汀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武汉

大学海绵城市研究中心的捐赠签约仪式，并为上海宏波集团主办的“海绵城市

研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作了题为“武汉大学海绵城市研究中心与发展态势”

的大会报告。 

10 月 21-22 日，夏军院士受邀同中国科学院孙鸿烈院士、程国栋院士、秦

大河院士一行考察贡嘎山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并参观了贡嘎山站 16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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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站实验楼和 3000 米站综合实验观测场、野外长期监测样地及冰川退缩迹地

植被原生演替样地。 

10 月 25-31 日，为加强中国和津巴布韦双方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水

安全领域的合作，夏军院士率队前往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查勘了城市主要供

水水源地的水利设施，实地考察当地水资源与水环境状况；会见了中国驻津巴

布韦大使馆赵宝钢参赞，并拜会了津巴布韦水资源部部长 Muchinguri 女士；作

为武汉大学的代表，参加了武汉大学与津巴布韦大学签订的学术研究合作谅解

备忘录（MOU），开展了学术报告与面向公众的学术交流。 

11 月 11 日，夏军院士前往广东省深圳市参加第十五届“中国水论坛”并作

题为“生态水文学的发展与展望”的主题报告。 

11 月 15 日，夏军院士受邀前往云南参加自然资源学会主办的“首届资源产

业扶贫创新发展高端论坛”并做题为“水安全问题及云南大盈江的几点思考”

的特邀报告。 

11 月 26 日，夏军院士受邀前往中国地质大学参加“长江流域地质过程及资

源环境研究计划”启动会。 

11 月 28-29 日，夏军院士受邀前往大理大学参加“首届东喜玛拉雅论坛暨

第九届流域生态学高级研讨会”。 

12 月 6-7 日，夏军院士受邀参加中国科学院咨询项目“中国地下水污染的

挑战与应对战略”调研。 

12 月 15 日，夏军院士受邀前往三峡集团三峡基地公司作题为“水安全问题

与长江环境生态综合治理的思考”学术报告。 

 实验室其他研究人员学术交流活动 

10 月 4 日-8 日，由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主办的“极端气候条件下东亚国家城

市洪水减灾国际研讨会”在日本京都召开，夏军强教授应邀参加会议并作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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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mechanisms of people and vehicle instability in urban floods and risk 

estimation modelling”的学术报告。 

10 月 8-14 日，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ICID）第 23 届大会暨第 68 届执委会

会议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召开。董斌教授应邀参会，介绍了中国典型灌区的

现代化实例，并作题为“A case study of Jiamakou Yellow River Diversion Project 

Shanxi  Province, China”的报告。 

10 月 17 日，卢文波和陈益峰两位教授应邀参加在南昌大学召开的

“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tability Analysis And Seepage Control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并分别作题为“Application of combined energy-relief 

blasting technique in excavation of dam foundation at Baihetan Hydropower Station”

和“Non-Darcian flow in fractured rocks:parameterization,modeling and control”的

报告。 

10 月 14 日，陈益峰参加在东北大学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青年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术大会”，并作题为 “粗糙裂隙多相流的界面稳定性与驱替效率”的学

术报告。 

10 月 19-21 日，中国水利学会 2017 学术年会在西安举行，槐文信教授和苏

凯教授应邀出席，并分别作分会场报告：“河流生态修复的环境水力学进展”和“高

压隧洞初次充水期间的衬砌与围岩有条件联合承载机理研究”。 

10 月 19-23 日，第 15 届国际岩土力学计算方法与进展大会(15th IACMAG )

在武汉召开，本次会议由国际岩土力学计算方法与进展学会主办，方国光教授

受邀作了大会特邀报告“Homogenization of shear strength and modulus in spatially 

variable soils”，并当选国际岩土力学计算方法与进展学会副主席。此外，李典

庆教授组织了分会场“Computational Probabilistic Geomechanics”，该分会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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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个专题报告，其中曹子君副教授作了题为“Efficient system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oil slope using generalized subset simulation”的学术报告。 

10 月 30 日，王康教授应西藏农牧学院邀请，作题为“土壤水、地表水和地

下水中污染物迁移转化”的学术报告。 

11 月 2 日，伍鹤皋教授受邀参加 2017 年抽水蓄能技术发展青年论坛，并作

题为“抽水蓄能电站地下厂房结构静动力分析与现场监测研究”的报告。 

11 月 8-10 日，夏军强教授参加第十届全国泥沙基本理论研究学术讨论会，

并作题为“荆江河段崩岸机理及多尺度模拟方法”的大会主题报告。 

11 月 9-10 日，中国大坝工程学会 2017 学术年会在湖南长沙举行，常晓林

教授和周伟教授等二十余名师生会议，周伟教授作了题为“高堆石坝细观数值

分析方法研究进展”的学术报告，并获得了本次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 

11 月 16-19 日，程永光教授应邀参加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一届 IAHR 水力机

械及系统学术会议亚洲分会，并作了题为 "Some new works on 3D CFD 

simulations of hydraulic transients in pumped-storage systems"的大会邀请报告。 

11 月 18-19 日，以“深部地下工程孕灾机理与动态调控”为主题的中国科

协第 335 次青年科学家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李典庆教授担任本次论坛执行主

席，并做大会报告“考虑空间变异性的三维边坡风险评估方法”，曹子君副教

授做了“基于贝叶斯理论的岩土工程概率化勘察方法与应用”特邀报告。 

11 月 18-22 日，杨志兵教授应邀赴美参加美国物理学会流体力学年会并作

口头报告“Control of immiscible displacement in fractures by aperture variability and 

wettability”。 

12 月 3-8 日，程磊教授参加在澳大利亚举办的国际模型与仿真大会，并作

题为“Non-stationarity in base flow recession induced by vegetation changes”的口头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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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1-15 日，美国地球物理年会(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Fall Meeting)

在美国路易斯安娜州新奥尔良市召开，实验室二十余名师生参加了本次年会。

熊立华教授、陈益峰教授、杨志兵教授、荣冠教授分别作张贴报告，刘德地教

授作了题为“The water supply-water environment nexus in salt Intrusion area under 

the climate change”的口头报告。 

12 月 17 日，周伟教授出席了在天津大学召开的，由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联合资助的咨询研究项目《重大水利工程安全基础理论发展战略研

究》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并作为“复杂地质条件下基础渗控安全与抗滑稳定理论

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组研究成员汇报了研究内容。 

 国内外科研单位访问实验室 

2017 年 10 月 19 日，美国地球物理学会（AGU）期刊主编代表团一行 6 人

与实验室师生面对面交流，并就投稿、审稿等广大师生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和互动，主要内容涉及 AGU 下属杂志的管理、出版、发行情况与发展趋

势，中国科研人员在投稿和提高研究成果的影响力等方面应注意的问题，论文

审稿机制与管理，进一步提高研究成果国际影响力的对策等方面。 

2017 年 12 月 27-28 日，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代表团一行 6 人访问实验室，

商讨水电资源开发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实验室主任卢文波、副主任钱忠东

陪同参观实验设施，并讨论下一步的合作研究计划。 

 国内外学者来实验室学术交流活动 

2017 年 10 月 16 日，应杨威嘉副研究员邀请，挪威东南大学学院 Dietmar 

Winkler 博士访问实验室，并作题为“Hydro Power Generation and Electrical Power 

Systems: Modelling Principles using Modelica ”的学术报告。 

2017 年 10 月 17 日，应程永光教授邀请，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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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爱国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并作题为“复杂流动非平衡行为研究：几个物理问题

的思考”的学术报告。 

2017 年 10 月 19 日，应陈益峰教授邀请，Elsevier 出版社 Tracy Chen 高级

经理访问实验室，并作题为“学术出版，岩土工程期刊及期刊发文情况简介”的学

术报告。 

2017 年 10 月 19 日，应夏军院士邀请，密歇根大学 Mike Liemohn 教授访问

实验室，并作题为“The Mars Space Environment: Dayside Ionospheric Control of 

the Magnetotail ”的学术报告。 

2017 年 10 月 21 日，应杨金忠教授邀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Ian White 教授

访问实验室，并作题为“Water, Salinity and Irrigation in Australia’s Murray-Darling 

Basin”的学术报告。 

2017 年 10 月 22 日，应李典庆教授邀请，香港科技大学王刚副教授访问实

验室，并作题为“考虑三维地形和土层的强震场地放大效应预测模型”的学术报

告。 

2017 年 10 月 23 日，应陈杰教授邀请，挪威 Uni Research Climate 研究所

李璐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并作题为“The coupled Atmosphere-hydrological model 

system (WRF-Hydro) and its applications”的学术报告。 

2017 年 10 月 25 日-12 月 23 日，应刘攀教授邀请，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地

球科学系副教授Lightbody Anne Fraser 来实验室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学术交流，

为研究生开设流体力学相关讲座，与多名研究生进行一对一学术讨论，并给研

究生提供学术论文的写作指导。同时，进行“大坝工程对河流流量和水质的影

响”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作题为“Measuring and modeling flow and transport 

through spatially heterogeneous river reaches”的学术报告。 

2017 年 11 月 10 日，应夏军强教授邀请，清华大学方红卫教授和中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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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黄河清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并分别作题为“泥沙输移的

环境效应”和“河流演变哲学原理”的学术报告。 

2017 年 11 月 14 日，应陈益峰教授邀请，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Bayani Cardenas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题为“A global perspective on groundwater 

resources: renewability, vulnerability, and elasticity”和“Water cycling across aquatic 

interfaces: how it works and why it matters from the pore to the continental scale”的

学术报告。 

2017 年 11 月 22 日，应邵东国教授邀请，中国农业大学任理教授访问实验

室，并作题为“野外土壤饱和水力传导度的测量尺度效应评价”的学术报告。 

2017 年 11 月 23 日，应罗玉峰教授邀请，北京师范大学谢先红副教授访问

实验室，并作题为“水文模拟不确定性与数据同化”的学术报告。 

2017 年 11 月 25 日，应郭生练教授邀请，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土木与环境

工程系 Aris P. Georgakakos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题为“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

响评估和适应性研究”的学术报告。 

2017 年 12 月 4 日，应钱忠东教授邀请，昆明理工大学曾云教授访问实验室，

并作题为“水力机组主动控制问题”的学术报告。 

2017 年 12 月 14 日，应邵东国教授邀请，湖北大学潘磊副教授访问实验室，

并作题为“采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无损监测长鳍吻鮈雌鱼卵巢发育状况的研究”的

学术报告。 

2017 年 12 月 20 日，应茆智院士邀请，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园林局局长/

俄亥俄州立大学 Lawrence James Peck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题为“Nature and 

Scienc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Education”的学术报告。 

2017 年 12 月 21 日，应夏军强教授邀请，南洋理工大学土木环境学院程年

生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题为“泥沙运动过程中的紊流影响问题”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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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25 日，应青年千人杨志兵教授邀请，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肖恒助理教授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徐克博士访问实验室，并分别作

题为“基于离散元的泥沙输运模拟研究”和“利用微流控技术在多尺度下研究多孔

介质中的多相流动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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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