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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力学动态》文摘邮件列表目前由河海大学工程力学系维护，依托于江苏省力学学会信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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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初评结果出炉

  （摘自科学网）

     

6月30日下午，科技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2016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初评结果，共计评出

284个项目。包括45项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和133项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通用项目（含3个创新团队），以及19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专用项目和39项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

据奖励办负责人邹大挺介绍，科技部奖励办今年共受理有关单位、专家推荐的国家科学技

术奖991个项目和23位候选人（组织）。今年初评阶段的网络评审于4月20日至27日进行，共分

103个网评组，参评专家1551人。会议评审于6月15日至29日在北京进行，参加答辩项目（人

选、组织）506项，评审专家1135人。

本次发布会科技部奖励办邀请各领域评审专家公布评审结果，而非由奖励办负责人宣布。

中科院院士金红光、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愷分别公布自然科学奖、技术发

明奖和科技进步奖，并邀请了科技奖励监督委员会委员、中纪委驻科技部纪检组负责人参加。

当记者问在座院士，“作为曾经的奖项申报者，现在的奖项评审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工

作有何变化？”

王浩谈了3点感受。第一，过去的评审主要由单位推荐，自我表扬较多。现在增加了由专家

推荐，并注重第三方意见，应更加客观、公正。第二，保密工作更加严密，进入评审程序后，

工作人员手机全部封存，评审专家手机也集中管理。第三，答辩时间增加到20分钟，评审人可

以比较充分地了解项目的价值所在。

邹大挺透露，在今年奖励受理项目公示期间，共受理项目异议31件，涉及26个项目。其中

23个通过了网评，参加了会评答辩。会评前，23个项目全部完成了异议调查处理工作，其中有1

个项目异议方书面撤回异议，1个项目推荐单位申请暂缓评审，其余21个项目的异议处理材料均

按规定提交初评会议审议。随着评审透明度的提高，接收的异议数量在增加。

附件：1. 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初评通过项目

    2. 201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初评通过通用项目

    3. 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初评通过通用项目（含创新团队）

附件：1. 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会评专家名单

    2. 201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会评专家名单

    3. 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目会评专家名单

http://www.nosta.gov.cn/upload/2016cpzr.html
http://www.nosta.gov.cn/upload/2016cpfm.html
http://www.nosta.gov.cn/upload/2016cpjb.html
http://www.nosta.gov.cn/upload/2016cpzrzj.htm
http://www.nosta.gov.cn/upload/2016cpfmzj.htm
http://www.nosta.gov.cn/upload/2016cpjbzj.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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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名单公示

　

（摘自科学网）

　

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人选名单正在向全社会公示，入选者共计1353名，公示

期为6月20日至6月27日。

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统筹安排下，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人社部等部门组织专家，从

相关人才计划中遴选确定622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336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200名哲学社会科

学领军人才、98名教学名师和97名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人选。

2012年9月正式启动的国家“万人计划”，全称为“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计划用10

年时间遴选支持1万名左右本土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得到国家“万人计

划”特殊支持的人才共计近1200名。

　

附：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人选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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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动力学与控制学术会议纪要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由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主办、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承

办的“第十届全国动力学与控制学术会议”于2016年5月6-8日在成都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全国180多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750

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学术会议，其中教师代表400余人、学生代表350余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翟婉明教授、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张丹教授、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张文桂

教授、湖南省科协副主席赵跃宇教授、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徐鉴教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会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6/349271.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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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学翟婉明教授担任大会主席，组织委员会主席由西南交通大

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康国政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由石家庄铁道大学校长杨绍

普教授担任，西南交通大学张继业教授担任组织委员会秘书长。会议邀请了来自加拿大约克大

学的张丹院士，同济大学的徐鉴教授，北京强度环境研究所所长张正平研究员，西南交通大学

王开云研究员，清华大学宝音贺西教授，石家庄铁道大学申永军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史东华副

教授，西南交通大学张继业教授等分别做了“Parallel Robotic manipulators and Their

Applications”、“蚯蚓型移动机器人的驱动、环境共融动力学分析和实验”、“飞行器多维

振动试验技术研究与展望”、“重载列车与轨道动态相互作用研究”、“不规则引力场中的非

线性动力学”、“分数阶系统动力学与控制”、“复杂力学系统的Hamel形式化及其应

用”、“高速列车流固耦合动力学研究”共8个大会报告。

会议收到来自分析动力学、非线性动力学、多体系统动力学与控制、随机动力学与控制、

神经系统动力学、运动稳定性与控制、先进飞行器动力学与控制、故障诊断与在线监测、工程

系统的动力学与控制以及其它动力学与控制问题共10个专题方向的560余篇投稿。在25个分会场

组织进行了360余个报告。本次会议是迄今为止全国动力学与控制学术会议举办以来，参会人数

最多、投稿数最多的一次，创下历届之最。

会议期间，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鉴教授还主持召开了专业

委员会工作会议，并讨论交流了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华东地区“动力学与控制”学术沙龙筹备

会也在此期间一同举办。此外，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陆启韶教授主持召开的《中国大百科全

书》第三版《力学卷》有关词条编写专家讨论交流会也在会议期间如期举行。

本届会议组织有序，安排得当，服务周全；学术交流氛围浓厚，为国内外从事动力学与控

制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广泛、深入交流的平台，对共享与会者的新思想和最新

研究成果起到了良好的推进作用，并得到了众多与会代表的高度肯定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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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国环境力学学术研讨会征文延期通知

　

（中国 苏州 2016年10月26-28日）

　

2016年全国环境力学学术研讨会定于2016年10月26-28日在苏州召开。本届会议由中国力学

学会环境力学专业委员会和江苏力学学会主办，由苏州大学承办。本次会议得到了国内广大环

境力学工作者的积极响应与踊跃投稿，其中部分学者反映由于工作繁忙、未能及时投稿，故应

其要求将投稿期限延至7月20日。

1. 征文须知

会议将围绕环境力学的发展趋势和当前关注的学科前沿问题、环境力学研究最新研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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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重大灾害中的环境力学问题以及环境力学研究中实验装置制备等开展深入学术交流。凡未

正式发表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工程经验、应用范例、技术设想及建议等均可以论文摘要形

式投稿。参会者请于2016 年7月 20日前，通过Email直接投稿，提交不超过一页A4纸的论文摘

要，摘要请按提供的模板排版。

投稿Email,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xieli@lzu.edu.cn （谢莉副教授, 电话: 13909443197）

gaoqiang@suda.edu.cn （高强教授, 电话: 15306206961）

2. 重要时间节点

论文摘要截止：2016年7月20日

摘要录用通知：2016年7 月30日

3. 会议地点

苏州中心大酒店（苏州市会议中心，道前街100号）。

4. 会务联系

联系人：高强 教授

Email：gaoqiang@suda.edu.cn

联系电话：15306206961

联系地址：苏州市干将东路178号，苏州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5. 学术联系

联系人：黄宁 教授

Email：huangn@lzu.edu.cn

联系电话：13321283687

联系地址：兰州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南路2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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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国力学专业实验力学教学讲习班第一轮通知

　

（中国 北京 2016年8月10-12日）

  

各高校力学本科专业负责人：

在科学研究和工程应用中，力学实验研究和测试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 而实验思维和

实验技能的训练是力学专业本科生培养的必备环节，教育部力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力

学类专业国家标准”中专门对力学实验的训练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目前，各高校针对工科类基

础力学课（如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教 学所开设的实验课程（或项目）已经比较普遍和成熟，

但还有相当数量的学校无 法为力学专业本科生的培养开设专门的实验课程（或项目），导致本

校力学专业 本科生不能接受系统的实验训练，无法达到“力学类专业国家标准”，严重影响

mailto:Email%EF%BC%9Agaoqiang@suda.edu.cn
mailto:Email%EF%BC%9Ahuangn@l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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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力学专业本科生的培养质量，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学校力学学科的发展。

为帮助有关高校克服力学本科专业培养中缺乏高水平的实验师资，缺少合适 实验项目等方

面的困难，教育部力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中国力学学会实 验力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

全国力学专业实验力学教学暑期讲习班，邀请实验力学方向的著名专家和经验丰富的“实验力

学”授课教师，免费为有需求的高校培训实验力学师资，提高各高校力学本科专业实验教学的

能力。欢迎相关高校组织教师踊跃报名!

讲习班相关信息如下：

组织单位：

主办：

教育部力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

北京理工大学

时间、地点：

2016 年 8 月 10-12 日。10 日报到，11 日、12 日上课。

授课地点为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校区。

授课内容：

电阻应变测试技术及传感器；

光测力学； 现代力学测试技术；

力学专业实验教学改革及实验教学仪器；

其他相关内容。

授课方式：

课堂讲授+实验演示+实验室参观。

学员对象： 各高校力学专业实验教师、实验师等；

即将到高校从事力学实验教学的博士后、高年级博士生。

学员安排及学习费用：

讲习班免收学员学习费用，学习期间免费提供标准食宿，学员来往交通费用自理；

免费发放实验力学教材等学习材料；

学习结束后为学员颁发由主办单位认证的结业证书。

报名及录取手续：

各高校组织人员填写报名表，于 6 月 25 日前返回报名回执表。讲习班组织单位根据报名

情况以及讲习班名额于7月5日前发布正式学员录取通知。

　

联系人：马沁巍，sylxjxb@sina.com，1512005593

     朱海斌，haibinzhu@bit.edu.cn，1590111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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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WLS仿真软件有限公司招聘启事

　

武汉WLS仿真软件有限公司由海外归国人士创建，旨在研发一种多学科工程仿真和科学计算

软件。该软件能大幅度提高有限元分析的精度及效率。公司立志为客户提供具有国际品质的一

流有限元分析软件及其相关服务，努力把WLS打造成响彻中外的驰名品牌，最终为中国乃至全球

有限元仿真行业的发展及腾飞做出贡献。

现因公司发展，期待结交有志之士，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特招聘如下岗位：

计算固体力学专家2名

岗位要求：

1、 国内知名院校毕业博士；

2、 具有扎实的固体力学基础；

3、 使用过相关有限元软件（Ansys，或NASTRAN等），同时具有有限元软件的编程经验；

4、 熟悉FORTRAN及C++编程语言；

5、 较强的英文读写能力；

6、 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对公司具有高度的认知。

计算流体力学专家2名

岗位要求：

1、 国内知名院校毕业博士；

2、具有扎实的流体力学基础，学习过有限元法；

3、使用过相关CFD软件（Fluent等），同时具有有限元或CFD软件的编程经验；

4、熟悉FORTRAN及C++编程语言；

5、较强的英文读写能力；

6、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对公司具有高度的认知。

薪酬福利：

面对广阔的市场前景，公司高度重视人才的引进及培养，努力打造一个和谐、积极的工作

氛围，提供如下薪酬福利

1、 同等行业中极具竞争力的工资待遇；

2、 完备的五险一金制度；

3、 不定期的国际名师培训；

4、 公司愿同员工共同创造，共同分享（配股）。

武汉WLS愿同您共创美好未来!

　

联系：bnjiang201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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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青年千人周强团队诚聘气固两相流/燃料电池方向人才

　

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周强研究员团队拟招聘气固两相流/燃料电池方向的助理

研究员、新讲师、博士后若干名。周强研究员的详细信息可参见

http://gr.xjtu.edu.cn/web/zhou590

　

研究方向：

1.气固两相流基础研究。计算流体力学的飞速发展已经在航天航空领域发挥巨大作用，但

在与人们生活更密切相关的能源化工领域，其作用还非常有限。这主要是由于能源化工领域内

所涉及的流动多为包含气泡或者颗粒的复杂多相流动，人们目前对多相流动中相间相互作用力

认识尚不充分。本课题组致力于探索非均匀颗粒结构对气固相间作用力以及传热特性的影响，

采用的主要手段是解析到颗粒表面的直接数值模拟和相关实验研究，目的是开发能够充分解析

介尺度颗粒群效应的大尺度气固流动计算方法，使之能够用于预测和优化大尺度反应器内含化

学反应的气固流动，最终目标是在新反应器研发过程中大幅减少甚至基本消除对传统的高成本

逐级试验方法的依赖。

2.煤/碳燃料电池基础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以煤为主的

能源结构难以改变。这种大背景强烈呼唤围绕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的研发和革新。燃料电池

技术是清洁能源技术的典型代表，将是未来清洁煤高效利用的重要方向之一。本课题组鼓励研

究人员在煤/碳燃料电池若干基础问题上进行积极深入探索，为未来能源清洁利用研究添砖加

瓦。

　

资格要求：

1.工科博士，有冲劲，内心强大，不惧挫折，能醉心于学术研究，有独立科研能力和团队

协作精神；

2.气固两相流方向的人才需要具备以下专业方向中的任一方向的研究经验：计算流体力

学、实验流体力学、工程热物理相关方向、两相流或者多相流方向，有Fortran，C++，MPI编程

经验的优先考虑；

3.燃料电池方向需有任一种燃料电池方向研究经验，有电化学理论基础，有煤/碳燃料电池

研究经验者优先；

4.有1年以上海外留学经历者优先，在专业领域权威期刊上发表过一篇及以上论文者优先。

　

招聘目标：

气固两相流方向： 助理研究员/新讲师/博士后 1-3名。

燃料电池方向： 助理研究员/新讲师/博士后 1-2名 。

　

待遇情况：

http://gr.xjtu.edu.cn/web/zhou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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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研究员/新讲师/博士后年薪均不低于12万。具体政策见学校相关链接：

http://pd.xjtu.edu.cn/rsc2/jobs/job.php?id=1039

http://pd.xjtu.edu.cn/rsc2/renshi/renshi.php?id=59

　

工作地点：

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主校区），按照学校规划，三年后搬入省部共建的中国西部科技

创新港（该港是集国家科研、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高端人才培养、高新企业孵化、核心技术攻

关等平台为一体的理念超前、模式创新的开放式学镇，未来西交大的所有研究生院将坐落于

此，关于创新港的详细信息可参见

http://www.xjtu.edu.cn/info/1126/30433.htm

http://learning.sohu.com/20151011/n422962471.shtml ）。

　

联系方式：

热忱欢迎对课题组研究方向感兴趣的青年才俊通过邮件或者直接来西安与我们交流，有意

申请者请附上个人简历.

请联系：zhou.590@xjtu.edu.cn; zhouqiangosu@163.com，来信必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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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for two new Ph.D. students in the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group, The

University of Iowa

 
    The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group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 led by Professor S. Rahman, is looking for

two new Ph.D. students, who are capable of and interested in performing high-quality research on isogeometric
methods and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 The research, supported by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requires
building a solid mathematical foundation, devising efficient numerical algorithms, and developing practical

computational tools, all associated with stochastic isogeometric analysis of complex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A
substantial background in solid mechanics with coding experience in finite-element or similar methods is a must;
exposures to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 and probabilistic methods are highly desirable.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pursuing a Ph.D. degree at Iowa, please contact and send a resume to Professor

Sharif Rahman at sharif-rahman@uiowa.edu. Please note that we are interested in students who already have
M.S. degrees in engineering or applied mathematics. To be admitted, the student must meet or exceed the
following GRE scores: 152V, 159Q, 4.0AW.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re listed at

https://www.engineering.uiowa.edu/mie/graduate-program/mechanical-engineering-graduate-program/me-
graduate-admissions-requirements. 

The desired start date is Fall 2016 or Spring 2017 at the latest. 

http://pd.xjtu.edu.cn/rsc2/jobs/job.php?id=1039
http://pd.xjtu.edu.cn/rsc2/renshi/renshi.php?id=59
http://www.xjtu.edu.cn/info/1126/30433.htm
http://learning.sohu.com/20151011/n422962471.shtml
mailto:zhouqiangosu@163.com%EF%BC%8C%E6%9D%A5%E4%BF%A1%E5%BF%85%E5%A4%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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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Xuchun Ren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Georgia Souther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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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力学学报》

2016年37卷第3期

　

磁电复合材料的力学实验与理论研究进展

裴永茂，徐浩，于泽军，张宏龙

　

伽辽金型无网格法的数值积分方法

吴俊超，邓俊俊，王家睿，王东东

　

多晶石墨烯拉伸力学性能及其影响因素的灵敏度分析

李东波，赵冬，华军

　

考虑卡西米尔力的静电激励NEMS吸合特性及其尺寸效应研究

梁斌斌，张龙，王炳雷，周慎杰

　

热冲击下温度相关物性对热弹性响应的渐进分析

王颖泽，徐杰，王谦，顾利平

　

辅助质量块—单裂纹悬臂梁耦合系统固有频率的理论研究及其应用

郭金泉，陈垂福，杨晓翔，钟舜聪

　

纳米压痕法测磁控溅射铝薄膜屈服应力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TLX2016062100A&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urlid=&yx=&uid=WEEvREcwSlJHSldTTGJhYlQ4WTdTcTZYRk1VaGt5TUZwR0FibkhWemdYSUU=$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c2MjRDTEw3UjdxZVllWnB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TLX2016062100B&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urlid=&yx=&uid=WEEvREcwSlJHSldTTGJhYlQ4WTdTcTZYRk1VaGt5TUZwR0FibkhWemdYSUU=$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DU3MDU5Zk1xWTFFWk90OVl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TLX2016062100C&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urlid=&yx=&uid=WEEvREcwSlJHSldTTGJhYlQ4WTdTcTZYRk1VaGt5TUZwR0FibkhWemdYSUU=$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TE4NDBJam5IZHJHNEg5Zk1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TLX2016062100D&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urlid=&yx=&uid=WEEvREcwSlJHSldTTGJhYlQ4WTdTcTZYRk1VaGt5TUZwR0FibkhWemdYSUU=$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TY5NDRZZVpwRkMzbFVyN0F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TLX2016062100E&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urlid=&yx=&uid=WEEvREcwSlJHSldTTGJhYlQ4WTdTcTZYRk1VaGt5TUZwR0FibkhWemdYSUU=$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YxNTRMN1I3cWVZZVpwRkM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TLX2016062100F&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urlid=&yx=&uid=WEEvREcwSlJHSldTTGJhYlQ4WTdTcTZYRk1VaGt5TUZwR0FibkhWemdYSUU=$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zIzOTE0SDlmTXFZMUVaT3Q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TLX2016062100G&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urlid=&yx=&uid=WEEvREcwSlJHSldTTGJhYlQ4WTdTcTZYRk1VaGt5TUZwR0FibkhWemdYSUU=$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Tc0MTBuSGRyRzRIOWZNcV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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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龙芝剑，孙笠，蒋恒

　

I型裂纹虚拟裂纹闭合法的误差分析及修正

彭国良，闫辉，杜太焦，张相华

　

基于单弹簧联结单元法的钢筋混凝土梁损伤模拟

赵兰浩，张伟，颜天佑，李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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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力学学报》

2016年第3期

 

面向工程全局优化的混沌优化算法研究进展

刘振军,杨迪雄

　

阻尼耗能减振框架结构地震作用振动方程求解及地震反应分析

张敏,蒋洪波,李阳

　

端点位移激励下斜拉索非线性振动计算方法研究

王涛,沈锐利

　

移动荷载作用下非局部地基梁动力响应分析的有限元法

姜人伟,申志彬,张亚辉

　

绳牵引并联机器人弹性变形对动平台位姿精度的影响

王晓光,马少宇,彭苗娇,林麒

　

钢筋混凝土开孔深梁有限元分析与设计研究

谭子希,刘霞,易伟建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TLX2016062100H&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urlid=&yx=&uid=WEEvREcwSlJHSldTTGJhYlQ4WTdTcTZYRk1VaGt5TUZwR0FibkhWemdYSUU=$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zExMDFWOD1Jam5IZHJHNEg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TLX2016062100I&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urlid=&yx=&uid=WEEvREcwSlJHSldTTGJhYlQ4WTdTcTZYRk1VaGt5TUZwR0FibkhWemdYSUU=$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U1NDdNcVkxRVpPdDJZdzl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01&flag=1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02&flag=1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03&flag=1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04&flag=1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05&flag=1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06&flag=1


2016/7/10 “力学动态”文摘2016年第35卷第1期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5%8A%9B%E5%AD%A6%E5%8A%A8%E6%80%81/35-1/35-1.htm 12/15

　

混凝土楔入劈拉和三点弯曲断裂过程的细观数值模拟

王思莹,王立成,王文斌

　

等参管单元及其在热传导问题边界元法中的应用

高效伟,曾文浩,崔苗

　

边界元特征值分析及Burton-Miller法探究

郑昌军,高海峰,杜磊,陈海波

　

复杂工况下的大型风力机气动性能和尾迹研究

王枭,曹九发,王同光

　

漂浮运动对风力机气动特性的影响

韩清凯,唐世浩,沈意平,李学军,朱广辉

　

逆压梯度边界层未分离情况下的湍流模式适用性研究

赵勇,高云,王天霖,邹丽

　

三角形格构式塔身体型系数及屏蔽特性研究

党会学,赵均海,张宏杰,牛华伟

　

含直对称裂纹的一维六方压电准晶对SH波的散射

赵雪芬,李星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风机叶片宏细观一体化有限元分析

朱子剑,孙耀宁,巴吾东·依不拉音,程康娜

　

基于细长梁单元的悬索桥主缆线形分析

严琨,沈锐利

　

PMN-PT夹层弹性半空间结构中SH波的传播

孔艳平,聂国权,刘金喜

　

含椭圆刚性核有限大复合材料层板弯曲应力分析

毛春见,许希武,郭树祥

　

横观各向同性饱和介质非轴对称动力响应分离变量解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07&flag=1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08&flag=1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09&flag=1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10&flag=1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11&flag=1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12&flag=1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13&flag=1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14&flag=1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15&flag=1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16&flag=1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17&flag=1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18&flag=1
http://www.cjcm.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60319&fla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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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玲,黄必成,刘俊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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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期刊近期目录

 

《工程力学》2016年33卷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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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三峡大坝：在防洪方面到底起多大作用

   （摘自中青在线）      

　

连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各地紧急投入抗洪抢险。6月30日20

时至7月6日10时，湖北武汉国家基本气象站记录的本轮强降雨已累计降水560.5毫米，突破武汉

自有气象记录以来周持续性降水量最大值。 

三峡工程在防洪方面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网上流传的抵挡“千年一遇”“万年一遇”洪水的

说法，如何理解？武汉渍涝和三峡工程有关系吗？7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相关

人员和专家。

http://www.cjam.net.cn/
http://www.applmathmech.cn/CN/volumn/current.shtml
http://lxxb.cstam.org.cn/CN/volumn/hom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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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防洪能力有多大

“三峡工程是长江防洪的骨干工程，主要解决干流的防洪问题，适时削减洪峰，减轻长江

中下游荆江、城陵矶等地的防洪负担。”三峡枢纽建设运行管理局枢纽运行部副主任王海介

绍。

三峡水库拥有221.5亿立方米防洪库容，加上上游一共21座纳入调度的水库，防洪库容合计

380亿立方米，由长江防总和国家防总统一调度。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灾专家程晓陶指出，当年建设三峡工程的首要任务是为防

洪、为防止荆江大堤垮堤。荆江大堤位于武汉上游、枝城下游，不论是南决还是北决都可能危

及800万以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过去有一种说法，叫“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三峡大

坝这一防洪功能，没有任何其他措施能够替代。

根据水利部专家组的意见，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可以分为“救人”和“自助”两个部分。

“救人”，指的是三峡大坝保证下游防洪安全的防洪控制能力，即帮助下游防洪的能力。

遇到不大于“百年一遇”(洪峰流量超过8.37万立方米每秒)的洪水，三峡工程可控制枝城站最

大流量不超过每秒5.67万立方米，不启用分洪工程，沙市水位可不超过44.5米，荆江河段可安

全行洪。如果遇到“千年一遇”的洪水，经三峡水库调蓄，通过枝城的相应流量不超过每秒8万

立方米，配合荆江分洪工程和其他分蓄洪措施的运用，可控制沙市水位不超过45米，从而可避

免荆江南北两岸的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地区可能发生的毁灭性灾难。

“自助”，则是指对于三峡工程本身而言，防洪标准是按照“千年一遇”设计、“万年一

遇”加10%校核，即当峰值为每秒9.88万立方米的“千年一遇”洪水来临时，大坝本身仍能正常

运行，三峡工程各项工程、设施不受影响，可以照常发电；当峰值流量每秒为11.3万立方米

的“万年一遇”洪水再加10%时，大坝主体建筑物不会遭到破坏，三峡大坝仍然是安全的，个别

设施正常使用功能可能会受到影响。

　

三峡大坝在这次抗洪中起了多大作用

据介绍，6月30日之前的几轮强降雨，三峡大坝入库流量相对并不算高，长江干流主要控制

站未超过警戒水位。

受长江上游干流、乌江来水及三峡区间暴雨洪水共同影响，6月30日起，三峡水库入库流量

迅速上涨，当日14时，入库流量3.1万立方米每秒。7月1日14时，三峡水库迎来2016年“长江1

号”洪峰，峰值达5万立方米每秒。这也是今年入汛以来首个达到每秒5万立方米的洪峰。

根据长江防总的统筹安排，洪水经三峡水库调度调蓄后，以3.1万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匀速下

泄，最大削峰每秒1.9万立方米，近4成的洪水流量被削减。

“此次削峰，避免了长江上游的洪水与中下游洪水叠加，减轻了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压

力。”王海说，如果没有三峡水库的拦蓄，本轮强降雨，武汉或将面临更大的抗洪压力。

最近的数据显示，自7月1日以来，三峡水库入库流量呈逐步下降趋势。6日14时、7日14

时，入库流量均为每秒两万立方米。

　

三峡大坝跟湖北洪灾有关系吗

程晓陶指出，武汉被“淹城”，三峡绝没有帮倒忙。

程晓陶说，武汉被“淹城”是因为本身的持续强降雨，并非来自上游的洪水，三峡减少下

泄流量，为加快排水创造了条件。

“但目前洪涝主要是长江中下游本地降雨造成，不在三峡的控制范围内。”程晓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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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因三峡拦蓄功能而减少下泄流量，但对减轻武汉的内涝作用有限，因为来的流量还没有达

到6万立方米每秒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三峡调洪并不是必须的。

针对社会上一些人提出“为什么三峡不减少泄量”，程晓陶指出，三峡的设计并不是针对

现在的情况，减少泄量对武汉被淹起不到很大作用。同时，这两天四川在下暴雨，大洪峰可能

会来到。三峡水库145米水位以上200多亿立方米库容是为了防大洪水的，“如果现在就用掉

了，那么大洪水来了怎么办？”

针对中下游的洪涝现象，王海分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受厄尔尼诺极端天气影响。但

同时，如果没有三峡工程在上游的拦蓄削峰，下游地区面临的防洪压力更大，长江干流城陵矶

水位极有可能超过保证水位。

　

三峡大坝还能干什么

“根据以往规律，长江中下游汛情一般来得比上游早。”王海分析，到7月中下旬至8月上

旬，长江或面临更严峻防汛形势，到后期，三峡大坝发挥的作用将更显著。

每当洪水来临，常听到“百年一遇”“十年一遇”等说法。据了解，洪水频率常以“%”表

示，水文上一般采用0.01%、0.1%等来衡量不同量级的洪水。洪水频率越小，表示某一量级以上

的洪水出现的机会越少。如洪水频率为1%，则为“百年一遇”的洪水。绝不能理解为每相隔100

年就一定会遇到1次。

王海举了个例子，通俗来讲，碰上“十年一遇”的洪水，宜昌的洪峰是每秒6.66万立方

米，依靠荆江大堤可以防御。有了三峡工程后，“百年一遇”的洪水洪峰是每秒8.37万立方

米，通过三峡水库拦蓄，可以减小到堤防可控的范围内，减小到“十年一遇”的水平，可不用

分洪。遇上“千年一遇”的洪水，宜昌洪峰流量为每秒9.88万立方米，则通过启用荆江分洪

区，三峡水库拦蓄后，可不超过保证水位，避免荆江河段干堤的溃决。

针对下一步汛情是否会出现新的问题，程晓陶判断，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很大，但同时有

很强的不确定性。

概率很大的原因一个是前期降雨已经让地表水塘土壤都饱和了，后面的降雨几乎90%甚至

100%都会产流，易于形成洪涝，后面再降雨的危害性更大。同时，七八月降雨区要向上游移

动，上游出现大洪水的可能性很大。

程晓陶说，具体出现多大的洪水现在无法判断，只能说要做好迎战大洪水的准备。但他认

为，今年由于有了三峡，如果出现上游大洪水，相比于1998年，下游的防汛压力会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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