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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研究发展态势分析，为岩土力学与工程领域科技创新提

供支撑。 

支撑产业发展一线：围绕岩土力学与工程领域知识产

权保护、技术热点和市场竞争态势开展调研和分析，支撑

我国岩土力学与工程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促进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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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参考 

美页岩油生产商为钻探活动踩刹车 

近日，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由于油价下跌和对供应过剩日

益加剧的担忧，美国页岩油生产商正为钻探活动猛踩刹车。 

石油和天然气部门都在减速。石油生产指数从第三季度的 34.8 下降至第四

季度的 29.1。天然气产量指数为从第三季度的 35.5 下降到第四季度的 24.8。 

同时，钻探活动也在急剧放缓。油田服务公司的设备利用率指数从第三季度

的 43 急剧下滑至第四季度的 1.6——下降至季度同比几乎零增长的程度。 

全球最大油服公司 Schlumberger 和第二大油服公司 Halliburton 去年三季度

警告称，页岩油公司的钻井活动正在放缓。管道限制、油井生产率问题和“预算

耗尽”导致钻井条件减弱。 

岩油生产商Centennial资源开发公司近日与其竞争对手Diamondback能源公

司和 Parsley 能源公司一起取消了准备增加的在用钻机。Centennial 资源开发公司

以市场疲软为由，取消了 2020 年的产量目标和增加两部钻机的计划。 

石油生产商 Teal 自然资源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罗比说，油价下

跌令人震惊。很多页岩油生产商正在削减新的开发项目和在用钻机。 

 

信息源：http://www.cnenergynews.cn/yq/fcg/201901/t20190108_752017.html；

http://www.cnenergynews.cn/yq/fcg/201901/t20190110_752168.html 

 

我国最大页岩气田 2018 年产气突破 60 亿立方米，实现页岩

气压裂技术新突破 

涪陵页岩气田 2018 年全年生产页岩气 60.2 亿立方米，销售 57.8 亿立方米，

产销量保持全国第一。涪陵页岩气田是我国首个进行大型商业化开采的页岩气

田。2018 年，涪陵页岩气公司带领气田参建单位，实施 60 亿立方米以上稳产保

效领先工程。针对老区气井产能递减、新区地层更加复杂的现状，实行“一井一

策”管理，通过科学实施增压开采、放喷排液等多项增产措施，不断提高气田采

收率，延长气井稳产期，全年实施措施 200 多井次，有效率达 93.2%，累计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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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 亿立方米。 

中国石化江汉油田涪陵页岩气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密井是气田稳产的重

中之重，但要在采出程度高、可动用储量减少的老区打出高产井，困难较大。如

何优化压裂工艺，成为首要攻克难题。 

为解决气田开发中的新难题、新挑战，涪陵页岩气公司还着力加大技术攻关，

整合各方资源，推动 3000 米长水平段水平井钻完井及配套技术再上新台阶，创

造国内陆上最长水平段、“一趟钻”进尺、加密井压裂等 50 多项施工纪录。 

涪陵页岩气公司深入分析研究页岩气压裂试气工艺、入井材料、组织运行等

方面情况，对压裂工程方案进行优化，采取新型“多簇密切割+投球转向+连续

加砂”压裂工艺，通过将每段射孔簇数增加，大幅缩短簇间距，并将压裂一段一

级改为一段二级，提高了地下缝网改造复杂程度，把地层撕得更“碎”，有效提

高了溢气面积。 

为最大程度“撑”开裂缝，提高压裂后的裂缝支撑效果，让地层更好地“张

嘴”吐气，他们又在加砂上做文章，大幅提高加砂强度，最高达到 2 吨/米，使

裂缝的渗透导流能力和支撑面积得到显著提升。试气加密井焦页 19-7HF 井、焦

页 19-9HF 井、焦页 19-8HF 井、焦页 9-5HF 井等一批焦石坝老区加密井测试，

分获 31 万方/天、36 万方/天、37 万方/天、38 万方/天的高产工业气流。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涪陵页岩气田全年新增经济可采储量 54.3 亿立方

米，新投产气井 81 口，新建年产能 5.03 亿立方米，自 2012 年开建以来累计生

产页岩气 214.5 亿立方米。据悉，涪陵页岩气田下一步将总结加密井开发经验，

不断优化固化推广压裂工艺，高质量、高速度、高效益地推进加密井开发。 

 

信息源：http://www.nea.gov.cn/2019-01/02/c_137714798.htm；

http://www.cnenergynews.cn/yq/fcg/201901/t20190130_752628.html 

 

2018 年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委办公室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卫生健康委、统计局、气

象局、林草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红十字总会、中国铁路总公司等部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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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经核定，2018 年，我国自然灾害以

洪涝、台风灾害为主，干旱、风雹、地震、地质、低温冷冻、雪灾、森林火灾等

灾害也有不同程度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 1.3 亿人次受灾，589 人死亡，

46 人失踪，524.5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9.7 万间房屋倒塌，23.1 万间严重损坏，

120.8 万间一般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 20814.3 千公顷，其中绝收 2585 千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 2644.6 亿元。总的看，2018 年全国自然灾害灾情较过去 5 年均值

明显偏轻，其中，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减少

59%、78%和 34%。 

2018 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灾害损失在时空分布上相对集中 

从时间上看，洪涝、台风、风雹等自然灾害集中在 6－8 月发生，造成的死

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年总数的 69%、84%和 67%；从

区域上看，灾情严重的省份集中在内蒙古、山东、广东、四川、云南和甘肃等 6

个省（区），上述省份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合计占

全国总数的 49%、63%和 53%；从人员伤亡上看，西部地区占比较高，各种自然

灾害共造成西部地区 325 人死亡（含失踪），占全国总数的 53%。 

二、洪涝灾害呈现“北增南减”态势 

2018 年我国共出现 39 次强降水天气过程，西北、华北、内蒙古以及黑龙江

部分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多 3－8 成，内蒙古、黑龙江、甘肃、陕西、青海、新疆

等北方省（区）洪涝和地质灾害较过去 5 年均值明显偏重，受灾人口、死亡失踪

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增加 39%、19%和 40%。南方大部降水量较常年持平或

偏少，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等省洪涝灾情明显偏轻。金沙江、雅鲁藏

布江相继发生 4 次严重山体滑坡堰塞湖灾害，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灾害影响较

大，历史罕见。据统计，洪涝和地质灾害共造成全国 3526.2 万人次受灾，338

人死亡，42 人失踪，142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6.4 万间房屋倒塌，13.9 万间严

重损坏，65 万间一般损坏；直接经济损失 1060.5 亿元。 

三、台风登陆个数明显偏多 

2018 年我国大陆地区共有 10 个台风登陆，较常年（7 个）偏多 3 个。“安

比”、“摩羯”、“温比亚”在一个月内相继登陆华东并深入内陆影响华北、东



 

 4 

北等地，历史罕见。“温比亚”是 2018 年致灾最重的台风，给山东、河南、安

徽和江苏等省造成严重暴雨洪涝；“山竹”是 2018 年最强登陆台风，给广东、

广西、海南等省（区）造成一定影响。据统计，台风灾害共造成全国 3260.6 万

人次受灾，80 人死亡，3 人失踪，366.6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2.4 万间房屋倒塌，

4.3 万间房屋严重损坏，16.2 万间一般损坏；直接经济损失 697.3 亿元。总的看，

台风灾害与过去 5 年均值基本持平，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和农作物受灾面积增加

25%和 79%，死亡失踪人数和倒塌房屋数量减少 36%和 42%。 

四、低温雨雪冰冻和旱灾发生时段相对集中 

2018 年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主要集中在 1 月、4 月初和 12 月下旬。1 月份中

东部地区先后出现三次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安徽、湖北两省灾情较重；

4 月初全国出现大范围寒潮，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区）农作物

受到较大影响；12 月下旬多省部分地区出现小到中雪、局部大雪，湖南中北部、

湖北南部、江西北部和贵州中南部等地受到较大影响。总的看，低温雨雪冰冻灾

害偏重发生，共造成全国 2495.3 万人次受灾，23 人死亡，农作物受灾面积 3412.6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434 亿元。旱灾主要集中在 4 月下旬至 6 月发生，该时段

东北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 3－8 成，气温偏高 1－2℃，内蒙古、黑龙江、吉

林等省（区）农作物受到一定影响。总的看，旱灾偏轻发生，共造成 7711.8 千

公顷农作物受灾，直接经济损失 255.3 亿元。 

五、地震活动下半年相对较强 

2018 年我国大陆地区共发生 16 次 5 级以上地震，上半年地震活动相对平静，

下半年 8－10 月连续发生 10 次 5 级以上地震，为近年同期高值水平。其中，9

月 8 日云南墨江县 5.9 级地震是 2018 年我国大陆地区震级最高、灾情最重的地

震，造成 2000 余间房屋倒塌，3.4 万间房屋不同程度损坏。据统计，地震灾害共

造成 5000 余间房屋倒塌，3.1 万间房屋严重损坏，10.8 万间一般损坏，直接经济

损失 29 亿元。总的看，地震灾情较过去 5 年均值明显偏轻，未造成人员死亡失

踪，各项灾情指标均为近 5 年以来最低值。 

 

信息源：http://www.chinasafety.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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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计划 

坦桑尼亚政府为 Ngozi 地热项目拨款 870 万美元 

1 月 8 日，坦桑尼亚地热开发公司（TGDC）透露坦桑尼亚政府在 2018-2019

财年已经拨款 200 亿坦桑尼亚先令（约合 870 万美元）用于在 Mbeya 地区启动

Ngozi 地热开发，这是该国的第一个地热项目。 

坦桑尼亚地热开发公司是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有限公司（TANESCO）的全资

子公司，是在肯尼亚为推动地热开发而建立的类似模式下成立的。日前，项目已

完成环境评估，并获得政府的批准。该公司正在为钻井作业做准备。该公司计划

为该地热发电项目钻 4 口井，其中一口用于测试。资源温度估计在 230℃左右。

坦桑尼亚政府的目标是利用该国的地热资源生产 250 兆瓦的电力。该国有近 50

个地区可能有地热开发的潜力。 

 

信息源：

http://www.thinkgeoenergy.com/tanzanian-government-allocates-8-7m-for-geothermal-project-at-

ngozi/ 

 

灾害风险管理纳入城市规划——降低未来城市中贫困居民

的自然灾害风险 

全世界 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在中低收入国家，超过 20 亿城市居民

面临洪水、地震、山体滑坡、火山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威胁。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气

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增加，到 2050 年，这一数字预计将翻一番。城市快速化

为将灾害风险管理纳入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时间有限的全球性机会。 

英国研究与创新机构（UKRI）与大学、研究机构、企业、慈善机构和英国

政府合作，为研究和创新创造最佳环境。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组成部分

的作用。全球性挑战研究基金（GCRF）是一个 15 亿英镑的基金，用于支持前

沿研究和创新，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全球性问题。UKRI GCRF 城市灾害风险

中心（Urban Disaster Risk Hub）作为 UKRI GCRF 全球跨学科研究的一部分，是

一项为期五年的项目，旨在通过将抵御能力与极端事件相结合，将灾害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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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基多、内罗毕、加德满都和伊斯坦布尔四个城市的城市规划中。这些城市的

大部分地区尚未建成，这为未来城市规划中规避灾害风险提供了机会。该中心将

与 BGS（英国地质调查局）及其他国际机构合作，将灾害风险管理纳入全球城

市政策和实践的中心。该中心将汇集一流的研究人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展工

作，通过跨学科研究产生真正的影响力。 

 

信息源：https://www.ukri.org/files/news/ukri-gcrf-global-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hubs/ 

 

发改委密集批复逾 1.2 万亿元城市轨道等项目——重大项目

陆续落地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规

划期为 2019 年至 2024 年，近期建设项目总投资达到 1469.07 亿元。此外，2018

年四季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陆续批复一系列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涉及城市轨

道、铁路、机场工程等领域。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梳理发现，这些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总投资规模逾 1.2 万亿元。 

专家表示，2019 年投资补短板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在补短板

和稳增长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不过，在地方土地财政收紧、融资受限，以

及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压力下，投资资金来源问题，将成为各地迫切需要解

决的现实难题。 

2018 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总体放缓，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3.3%，

增速比前 8 个月回落 0.9 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创有统计数

据以来最低值。 

2018 年基建大幅回落，主要受前期政策叠加效应影响。交通银行金融研究

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分析说，2018 年以来，去杠杆见效、强监管落地、地方

债务管控加强、PPP 项目全面清查、环保力度加大、财政赤字率调低，这些政策

的叠加效应影响了基建投资，出现断崖式下降。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做好稳就业、

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有效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

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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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18 年四季度，国家发展改革委陆续批复城市轨道、铁路、机场工程

等项目。10 月 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新建上海经苏州至湖州铁路项目，总

投资达 367.95 亿元；10 月 9 日，批复新建重庆至黔江铁路项目，总投资达到 535

亿元。 

此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又批复了长春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重庆市城市轨

道交通第三期、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际铁路、西安

至延安铁路、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第四期、江苏省沿江城市群城际铁路，批复调

整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一期、杭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等项目。同期，还批

复了新建山东菏泽民用机场工程、乌鲁木齐机场改扩建工程。这些项目总投资规

模超过万亿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密集批复基础设施项目，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情况下稳

投资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补短板的重要抓手，更是惠民生

的重要行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表示。 

刘英分析说，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

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这意味着 2019 年投资补短板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总体来看，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发挥投资关键作用，以投资促消费，释放国内市场潜

力；提升基础设施密度和网络化程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带动就业和改善民

生提供有力支撑。 

 

信息源： http://www.jcgcw.com/news/xingye/13/60395.html 

 

研究进展 

新模型为更高效的水力压裂技术指明道路 

对于有效地从页岩中开采天然气或石油来说，分布密集的水力裂缝是必不可

少的。为了通过水力压裂法提取天然气，在页岩层(通常在地表下数公里)钻一个

洞，然后水平延伸数英里。当含添加剂的水在高压下被泵入地层时，会在页岩中

产生裂缝，从纳米尺寸的孔隙中释放出天然气。尽管压裂行业在不断发展，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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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压裂过程仍然很神秘。由于水力压裂发生在地下深处，研究人员无法观察到

天然气是如何从页岩中释放出来的。 

经典的断裂力学研究预测，那些从水平孔垂直延伸的裂缝应该没有分支。但

是这些裂缝本身并不能解释在这个过程中释放的气体的数量。事实上，该气田的

产气量比实验室提取的页岩岩心渗透率计算值高出约 1 万倍。但是现有的数学模

型和商业软件都无法预测裂缝的发展。美国西北大学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的一篇新论文提出了一种预测分支何时发生以及如何控制它的方法。这种新的计

算模型可以通过更好地预测之前隐藏的裂缝，提高天然气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提高盈利能力。它还能准确地计算出该过程中释放的已知气体量。相关研究结果

发表在 1 月 11 日的《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1。新

的数学和计算模型,展示了裂缝的形成，在压裂过程中，允许更多的天然气释放。

了解页岩裂缝是如何形成的，也可以改善封存管理，将来自水压致裂过程的废水

泵回地下。 

“我们的模型比现有的行业模型和软件更加真实，可以帮助行业提高效率。”

麦考密克学院教授 Zdeněk Bažant 和 Walter P. Murphy 表示。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计算地球科学家 Hari Viswanathan 说：“这项工

作提供了更好的预测能力，能够更好地控制产量，同时通过减少压裂液来减少对

环境的影响。模型应该可以优化泵送速率和压裂液性质的变化等，可以从深层页

岩地层中提取更多的气体，目前在 5%左右，很少超过 15%。” 

其他研究人员此前曾假设，水力裂缝与页岩中已经存在的裂缝有关，使其渗

透性更好。但 Bažant 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这些构造运动产生裂缝大约有 1 亿年

的历史，必然会被应力下页岩的粘性流动所封闭。Bažant 和他的同事推测页岩层

沿着现有封闭的裂缝具有微弱的微裂纹层，与以前的研究不同，它们还考虑了水

扩散到多孔页岩中时的渗透力。当他们利用弱层的新概念开发模拟过程，并计算

了所有的渗流力，他们发现结果与现实中的发现相匹配。在确立了这些基本原则

之后，研究人员希望在更大的范围内对这一过程进行模拟。 

 

信息源：

https://www.lanl.gov/discover/news-release-archive/2019/January/0111-realistic-new-model.php 

                                                        
1 Branching of hydraulic cracks in gas or oil shale with closed natural fractures: how to master perme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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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马拉理工学院科学家们开发新的油井设计方法 

许多钻井事故都与岩石不稳定有关。钻井事故会导致大量的时间和财产损

失。针对此类问题，萨马拉理工学院科学家做了相关研究。副教授 Alexey 

Podyachev 解释说，问题在于大多数评估可持续性的现有模型都包含一些难以获

取的参数。例如，岩石的力学性质，是由岩芯残余物（从井中提取的岩柱）决定

的，而岩芯很难获得。大多数情况下，井壁失稳问题出现在上覆地层中，此处的

岩芯由于长期储存和不可逆过程的影响而失去了原有的性质。 

萨马拉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提出的新的油井设计方法是基于对标准地球物

理和地震数据集的深入解释，涉及到 1-3-4D 地质力学模型的构建。一维模型有

助于评价井壁的稳定性，三维模型显示了整个井壁区域的应力场，四维模型反映

了应力场随时间的变化。所有这些使我们能够定性和定量地评估整个区域每个点

的井壁稳定性。目前，该大学正在创建一个专门的 3D 建模中心，将开展全方位

的此类研究。 

萨马拉理工学院的科学家方法已经在 JSC“Samaraneftegaz”的萨马拉地区

以及西西伯利亚的 LLC“RN-Purneftegaz”地区进行了测试。此外，在北海地质

大陆架中最困难的一个大陆架上进行了一些实验和比较。 

 

信息源：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9-01/sps-sot011519.php 

 

Nature Geoscience：通过机器学习用地震波形记录监测俯

冲带断层活动 

俯冲带按照断层的活动方式可划分为以常规地震为主要活动方式的孕震区

和以慢滑移（slow slip）为主要活动方式的区域。研究人员发现在俯冲带浅层地

壳地区发生破坏性大地震之前有时会发生慢滑移事件，因此对慢滑移事件的研究

可能有助于预测俯冲带未来可能发生的大地震（Araki et al., 2017；Wallace et al., 

2016）。虽然研究人员能较清晰地刻画常规地震的破裂过程，但是对于慢滑移及

其伴生震颤（tremor）的物理性质还知之甚少。Gao 和 Wang（2017）利用数值

模拟探讨了板块边界带断层流变特征与慢滑移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可能是地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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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角（断层面与大陆莫霍面交界）附近高压流体的存在导致了板块交界处的震颤

和慢滑移事件。 

在卡斯凯迪亚（Cascadia）俯冲带，慢滑移位于孕震区下方。在该区域的慢

滑移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困扰研究人员的问题：根据地震学计算得到的慢滑移位移

及累积震颤的能量比用 GPS 数据推算的能量相差几个数量级，这表明在慢滑移

过程中可能存在着未发现并释放了大量能量的活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

室 Rouet-Leduc et al.（2019）近期在 Nature Geoscience 上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2，

他们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发现在慢滑移事件周期中一直存在着类震颤（tremor-like）

信号，这一信号可以解释之前计算中大部分的能量差异。 

 该团队此前发现实验室条件下的断层活动会产生连续的弱信号

（Rouet-Leduc et al., 2017），并在之后的研究中利用该信号的统计特征完成了实

验室条件下断层活动的预测（Rouet-Leduc et al., 2018）。他们认为实际记录中的

类震颤信号与实验室观测到的弱信号产生机制可能相似，并利用随机森林算法从

地震台站记录的类震颤信号中估算出了卡斯凯迪亚俯冲带区域的对应的 GPS 台

站位移速率数据，实现了利用地震数据对该区域大断层活动的间接实时监测。该

研究表明类震颤信号数年来一直存在于该区域，可以精确指示慢滑移的位移速

率，有助于研究慢滑移事件和实时监测断层的物理状态，为研究慢滑移与大地震

之间的作用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该研究使用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算法，以弱信号一段时间内的统计特

征作为输入，进行对应 GPS 信号的估算。随机森林是一种经典的机器学习算法，

它由多个回归树组成，可以避免决策树方法容易发生过拟合的问题。虽然与比深

度学习等方法表现性能差，但其可解释性强，有助于分析不同统计特征的重要性

及其它们代表的物理意义。作者使用的地震数据统计特征包括（以天统计）：地

震记录的动态范围（最大值减最小值）、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第二、三、

四阶非中心矩（n 阶非中心矩的密度方程为）、第二、三、四阶中心矩（n 阶中

心矩的密度方程为，其中 μ 为平均值）、1%与 99%，5%与 95%，10%与 90%，

25%与 75%，40%与 60%的分位距以及自定义的特征。自定义的特征是指前面十

三个特征各自在每个二分之时窗内的平滑值减去第一个二分之时窗的值。这些统

计特征的选取参照了先前实验室断层活动的研究中使用的特征。 

                                                        
2 Continuous chatter of the Cascadia subduction zone revealed by 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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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从地震波形连续记录中发现了一直存在于慢滑移周期中的类震颤信

号，并从该信号中估算出了俯冲带区域断层位移速率信息，实现了对慢滑移活动

状态的实时监测，为断层物理状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相比 GPS 台网，地

震台站可以相对容易布设在水下来监测俯冲带区域的断层活动。通过对该类震颤

信号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有助于评估和预防卡斯凯迪亚俯冲带区域的未来大

地震灾害。此外，该团队发现俯冲带区域慢滑移产生的类震颤信号与之前在实验

室断层观测到的信号相近，表明实验室岩石破裂实验中得出的结论可能适用于实

际的地球内部断层活动过程。因此，可以利用机器学习去分析岩石破裂的实验室

大量观测数据并提取可用的地震前兆信息，例如先前该团队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来

预测实验室条件下的地震发生（Rouet-Leduc et al., 2017），以及该团队在 Nature 

Geoscience 上同期发表的利用机器学习分析和提取实验室条件下常规地震和慢

地震发生前的相似信号特征（Hulbert et al., 2019），为大地震的研究及预测提供

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信息源：http://www.igg.cas.cn/xwzx/cutting_edge/201901/t20190121_5232366.html 

 

BGS 开发页岩气风险评估模型 

非常规气藏开采过程中的水压致裂通常伴随有微震活动。世界范围内的经验

表明，这些微震事件通常太小而无法感觉到，然而，在少数情况下发生了较大的

震动。因此，需要采取措施降低可能引起公众健康和安全问题的地震事件的风险。 

2019 年 1 月 22 日，英国地质调查局（BGS）在科学媒体中心参加了英国页

岩气勘探会议。由 BGS 牵头的一个研究小组正着手确定英国页岩气开采整个生

命周期的环境和健康风险。该项目作为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NERC）和经济与

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800 万英镑的非常规油气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将着重

研究影响水和空气中污染物行为的地表和近地表过程，以及与英国页岩气开发相

关的地震灾害。它不仅考虑单个井或多个井垫的影响，还将首次研究整个地区累

计和长期（多井）开发的潜在影响。 

BGS 地下水科学主任 Rob Ward 表示，尽管我们了解页岩气作业的环境风险，

但仍然需要更好地量化它们对空气、水和地震活动的影响，以及它们在页岩气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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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个寿命周期中是如何演变的。UKRI 资助的一个新研究项目（Equipt4Risk）

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旨在为英国的页岩气开发一个综合风险评估和管理框架。这

项研究具有创新性，也是世界领先的。 

Equipt4Risk（Evaluation, quant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pathways and 

targets for the assessment of shale gas risk）项目将以一种集成的方法对页岩气开采

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风险进行评估。这将允许对来自不同危害的相对风险进行评

估，开发风险评估模型，以检验英国页岩气开发的潜在影响，并帮助我们了解风

险在整个运营周期中的变化。例如，在短期水力压裂期间，地震风险最大，而地

下水污染和大气排放则是更长期的风险。以这种综合方式考虑风险将确保其管理

更加有效，并且更明确地向公众，行业和政府传达问题。 

 

信息源：https://www.bgs.ac.uk/news/announcements.html#9346；

https://www.bgs.ac.uk/research/highlights/2018/UnconventionalHydrocarbons_UK.html 

 

武汉岩土所基于光纤传感监测超临界 CO2运移前缘研究获

进展 

全球气候变暖已日益成为人们所关切的重要环境问题。为减轻大气含碳量及

控制温室效应对全球气候的影响，CO2 地质封存技术逐渐被认可为是一种安全且

有效的方法来应对上述气候问题。地下深部咸水层作为主要的封存载体因具有分

布广泛、储存量大等特点被视为 CO2 长期封存的最优场地。然而，由于储层应

力场改变以及存在的天然裂缝、断层等地质结构、构造，CO2 封存过程可能存在

泄漏的风险。因此，有必要对 CO2 运移过程包括运移路径和前缘进行实时监测。

目前，国内外实验室已经对 CO2 室内岩芯驱替实验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

于 CO2 溶解捕获机理及运移过程的监测，但缺乏在封存条件下针对超临界二氧

化碳（scCO2）实时运移过程中应力场变化及运移前缘的同步监测。中国科学院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首次利用光纤布拉格光栅（FBG）传感技术对不同状态 CO2

的驱替过程进行实时动态监测，揭示了在 CO2 注入压力诱导下的应力场变化机

理以及运移前缘规律。该研究相关成果发表于 Wiley 出版社旗下的《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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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Greenhouse Gas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杂志3。 

研究人员首次采用的岩芯驱替夹持器可满足在 50 MPa以及 60℃条件下的实

验要求，同时能够实现 scCO2（31.1℃，7.38 MPa）的稳定驱替。采用的两根 FBG

传感器，规格为单根光纤上嵌入三个中心波长连续分布的光栅且沿岩芯轴向方向

对称粘贴于岩样表面。实验样本为四川盆地侏罗纪上统蓬莱镇组红色砂岩。实验

结果表明，岩芯表面动态应变响应与 CO2 注入压力相关且保持线性增长的关系。

基于此，可进一步针对较高注入压力条件下诱导的应力场变化进行预测且为储层

及井筒稳定性评估提供室内实验数据及理论依据。另外，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在

45℃条件下的应变响应值略高于 20℃条件下，这是由于光栅对温度变化敏感且

岩芯受热易产生膨胀变形等因素。由于三个光栅沿轴向布设于岩样上、中、下三

个位置，当 CO2 注入后诱导岩芯内部应力场的波动会先后传递到三个光栅的感

应区域从而产生相应的应变响应和初始响应时间差。在不同温压条件下，初始应

变时间差不同。当注入压力为 2 MPa，围压为 10 MPa 时，最大时间差为 0.5 s；

而在 20℃，孔压增至 8 MPa 及围压保持 16 MPa 时，初始响应时间差已增至 1.3 s。

这主要是因为注入压力的改变使 CO2 由气态（gCO2）转变为了液态（lqCO2），

而对 lqCO2 增温后使其保持超临界状态时，初始时间差又略有减小。温压的变化

对 CO2 物质属性影响明显，特别是流体的动力粘滞系数。根据时间差及光栅中

心间隔的比值可初步估计不同状态 CO2 在岩芯内部的运移速度：gCO2 运移速度

最快；lqCO2 最慢；scCO2 介于两者之间。因此，根据 FBG 测量结果可知这种监

测技术可用于观测 CO2 流体运移路径及相应的前缘信息，有助于应用在 CO2 封

存现场渗漏监测。最后，针对上述实验过程利用 COMSOL 软件进行编程模拟，

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高度一致，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及监测技术

的有效性。 

 

信息源：http://www.whrsm.ac.cn/xwzx/kydt/201901/t20190104_5224844.html  

 

武汉岩土所提出硬岩地下工程长期稳定性评价新方法 

对于诸如引水隧洞、交通隧道这样的超大规模深埋地下工程而言，岩石力学

                                                        
3 Fiber Bragg grating‐based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investigations of CO2 migration front in saturated 

sandstone under subcritical and supercriti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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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关键科学问题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即高地应力脆性岩体中的岩爆和深埋有

压引水隧洞的长期稳定性。前者直接危害施工安全和工程进度，因此受到了普遍

关注。得益于大量的研究成果，岩爆风险目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而随着施工期

的结束，这些工程的长期稳定性逐渐成为工程首要关心的岩石力学问题。 

针对硬岩中地下工程长期稳定性的问题，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提

出了一种新的评价方法，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工程地质与环境协会会刊

《Bulletin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上4。该方法结合理论、室

内试验、现场监测数据等多种方法。具体途径为：首先对采用无损取样制得的岩

样进行破裂时效室内试验，得到破裂时效拟合式和临界驱动应力比；继而采用精

密的 CPM 簇单元模型建立可以考虑脆-延-塑转换特征的硬岩岩样数值试样，标

定其微观参数，并进行室内破裂扩展试验的 PFC 模拟，以确定其破裂扩展中的

应变、裂纹类型、数量等特征；最后，建立工程尺度的破裂扩展 PFC 模拟，研

究不同岩性、不同埋深下，运行期内硬岩地下工程的破裂情况，并根据工程寿命

内破裂扩展情况对工程长期稳定性进行判断。 

传统上对于地下工程的长期稳定性，当前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流变性状较为

显著的软岩上，如盐岩、煤岩等，对于大理岩、花岗岩等脆性岩石的研究成果则

相对不足。本研究的相关成果可望为硬岩地下工程长期稳定性评价提供有益的参

考。  

 

信息源：http://www.whrsm.ac.cn/xwzx/ttxw/201901/t20190128_5236126.html 

 

工程快讯 

史上最大工程即将开工——关键在于地质 

六位院士、十二位教授以及多位年轻博士进行攻关，研究西部调水的问题。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探索出了一条现实可行、科学合理的西部调水线路——“红

旗河”。这是一条沿青藏高原边缘全程自流进入新疆的调水环线，将一举改变中

国的生态格局。 

从前，它被称为谣言。甚至在 2015 年 7 月，水利部公开声称：从未就"

藏水入疆"做过任何规划工作。 

                                                        
4 Investigation of the long-term strength of Jinping marble rocks with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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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河”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附近开始取水（水位 2558 米），沿途

取易贡藏布和帕隆藏布之水，自流 509 公里后进入怒江（水位 2380 米）；

然后，于三江并流处穿越横断山脉：借用怒江河道 60 公里后经隧洞进入澜

沧江（水位 2230 米），借用澜沧江河道 43 公里后经隧洞进入金沙江（水位

2220 米）；借用金沙江河道 97 公里后，以隧洞、明渠和水库相结合的方式

绕过沙鲁里山到达雅砻江（水位 2119 米），绕过大雪山到达大渡河（水位

2022 米），绕过邛崃山到达岷江（水位 1945 米），绕过岷山到达白龙江（水

位 1880 米）、渭河（水位 1808 米）；从刘家峡水库经过黄河（水位 1735

米），以明渠为主绕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沿祁连山东侧平原经武威、金昌、

张掖、酒泉、嘉峪关到达玉门（水位 1550 米），接着沿阿尔金山、昆仑山

的山前平原，穿过库姆塔格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到达和田、喀什（水

位 1300 米）。 

“红旗河”取水水位较低，因此水量充足。预计年总调水量可达 600 亿立

方米，仅占主要河流取水点总量的 21%，将在我国西北干旱区形成约 20 万

平方公里的绿洲。由于全线保持高水位运行，可以自流覆盖绝大部分干旱区

域。这些地区地势平缓、光照充足，可根据需要设置大量支线，工程实施后，

将形成约 1 万公里长、20 公里宽的绿洲带。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并产

生累积效应，将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2018 年 1 月，红旗河西部调水课题第二次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专

家们这一方案的重点、难点进行了深入探讨。来自国内方方面面的专家都参

与了这次会议，包括中科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黄河水利委员会、

长江水利委员会、南水北调总公司以及清华、北大等多家单位相关领域的专

家、教授。 

会议就工程地质、地震、施工能力、工程设计、生态环境、水资源配置、

经济效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工程的关键在于地质。通过对活

动断裂、地质构造等问题的具体分析，研究了工程的重点区段，评估了处理

方法和对策。总体认为，“红旗河”西部调水方案意义重大，且没有不可逾越

的难点，值得不断推进和深化。本次会议对“红旗河”西部调水后期的具体设

计将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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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程一旦完成，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一项"调结构、稳增长、

抑物价、促就业"的经济战略工程！是一项伟大的国土环境治理与开发建设

工程！是一项伟大的"增雨与大漠绿化"工程！其价值将远超都江堰，是一项

实现"大漠赛苏杭"的伟大工程！ 

 

信息源：https://mp.weixin.qq.com/s/xeBaF7bDSv2sZlpW0RQ98A 

 

我国悬浮隧道工程技术研究进入试验阶段 

我国悬浮隧道工程技术研究进入实质性科学试验阶段。1 月 28 日，交通运

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在新建的悬浮隧道研究专用水池里，正式开启水弹

性整体物理模型试验，将模拟波浪、水流或大型物体撞击等条件下，隧道结构体

系的动力响应，为理论分析和工程设计提供科学依据。这也是全世界范围首次开

展此项试验。 

据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阳志文介绍，悬浮隧道目前在世界上

尚未形成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需要突破长跨度悬浮结构流固耦合机理、深水

环境下悬浮隧道结构承载力特性、恶劣海况下结构支撑系统稳定性等重大核心科

学难题，以及结构设计标准体系制定、高韧性高强度特殊结构新材料研发、深水

复杂条件施工工艺、工法、装备制造、风险评估等一系列工程技术问题。 

我国悬浮隧道工程技术研究于 2018 年 6 月份启动，由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牵头，联合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的联合攻关组，采用产学研协同的研究模式共同开展该项研

究。 

据悉，2018 年，中国科协发布了我国面向未来的 12 个重点领域 60 个重大

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悬浮隧道工程技术研究位列其中。 

拟开展的悬浮隧道技术理论研究，采用数学模型、物理模型、理论分析、设

计评估等多种手段，开展悬浮隧道涉及的水动力与结构、锚固系统、连接结构、

工程材料、施工工法及装备等 11 项专题研究，拟用 3—4 年时间，在工程理论、

关键技术及施工装备等方面形成多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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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源：http://news.yantuchina.com/40500.html 

 

基金与会议 

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征集 2019 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

题的通知 

各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部分中央企业和非公企业科协： 

为研判未来科技发展趋势、抓住科技创新突破口、前瞻谋划和布局前沿科技

领域与方向提供依据，推进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中国科协将通过各全国学会、学

会联合体，部分中央企业和非公企业科协，面向广大科技工作者征集“2019 重大

前沿科学问题与工程技术难题”。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征集时间：即日起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止。 

二、征集领域及内容 

原则上征集范围覆盖所有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领域。重点征集数理科学、化

学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医学科学和管理科

学等 8 个重点学科领域，对面向 2050 年的科技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前沿科学问

题、工程技术难题。 

征集内容包括：问题题目、所属学科、关键词、问题描述，以及问题产生的

背景、最新进展和重要意义等。正文长度为 2000 个汉字左右。除标题及关键词

以中英文双语对照撰写外，其余内容均以中文撰写。不按照规定格式撰写的问题、

难题将不能进入遴选环节。 

三、征集方式 

本次征集活动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科技导报社承办。由全国学会、学会联合体，部

分中央企业和非公企业科协以各自名义推荐本领域及交叉领域的问题难题。每个

单位向中国科协推荐问题 3-5 个、难题 3-5 个。 

四、工作要求 

各有关单位须按照以下要求组织征集工作： 

（一） 建立推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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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事长负责制。全国学会、学会联合体理事长，企业科协主席牵头主持本领

域的问题难题遴选推荐工作。 

2. 组建专家推荐委员会。推荐单位成立代表本领域学术水平的专家推荐委员

会。专家不少于 15 人。 

3. 制定推荐方案。明确推荐原则、推荐标准、推荐流程，指定专人作为学术秘

书，作为与中国科协、承办单位的联系人，负责征集推荐工作落实推进。 

（二） 组织推荐 

1. 由全国学会、学会联合体、企业科协以召开研讨会、专家推荐委员会议定、

面向科技工作者征集等形式，确定问题难题题目。 

2. 组织专人撰写问题难题。 

3. 由专家推荐委员会审核问题难题文稿，确定可推荐的问题难题。 

4. 由推荐人填写推荐表，列清所推荐问题难题的战略意义与重要突破点。 

5. 每个单位推荐问题 3-5 个、难题 3-5 个。由理事长签字后提交。 

五、其他事项 

（一）2019 年 2 月 28 日前，各单位将经理事长签字的推荐报告（含推荐方案、

专家推荐委员会组成、推荐表等，格式详见附件 2、3）通过本活动官网上传。 

（二）2019 年 3 月 5 日前，各单位将所推荐问题、难题在“重大前沿科学问题

与工程技术难题”活动专题网站（网址：http：//scique.cn）按照相关要求上传提

交。 

（三）中国科协将组建学术评议委员会及有关学科组，通过专家初选、学科组复

选、学术评议委员会终选三个环节，对推荐问题进行遴选评议，遴选出 100 个问

题难题，并从中遴选 10 个对科学发展具有导向作用，10 个对技术和产业创新具

有关键作用的问题难题向社会发布。 

联 系 人：顾洺玮 谭一泓 邹沐宏 

联系电话：010-82626611-5132  010-62539197 

电子邮箱：chinakx@mail.las.ac.cn 

 

信息源：http://www.cast.org.cn/art/2018/12/24/art_458_824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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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请 2019 年度博士后基金的通知 

中国博士后基金会日前发布《2019 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指南》，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资助类型 

（一） 面上资助 

1. 资助标准：一等 12 万，二等 8 万，资助人数约为当年进站人数的三分之一。 

2. 申请条件：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一年半内可多次申请，每站只能获得

一次面上资助。2017 年 8 月以前进站博士后不能申请；入选全国博士后管委会

实施的各类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除外）的派出人员，在完成派出

工作或提前 结束国（境）外研究工作后，继续在国内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的，

由所在设站单位出具证明后可申请。 

（二） 特别资助（站前） 

1. 资助标准：每人 18 万，资助人数约 400 人。 

2. 申请条件：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1983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近三年获得博

士学位的博士、2019 年度应届博士毕业生和新近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可申报。

2019 年度应届博士毕业生优先；各类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学术交流

项目除外）、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不得申请。 

（三） 特别资助（站中） 

1. 资助标准：每人 18 万，资助人数约 1000 人。 

2. 申请条件：进站满 4 个月；按在站博士后人数的 1/10 限额推荐申请；每位

博士后每站只能获批一次；已入选“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的派出人员在未结束

派出工作前不可申请；入选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特别资助（站前）的人员

不可申请。 

（四） 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1. 资助标准：用于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版 在博士后在站研究期间所取得的研究

成果。专著编入《博士后文库》，设有独立书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每部专著

平均 6 万元。资助人数约 30 人。 

2. 申请条件：在站两年以上或已出站的博士后，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者

优先；申请人为所投专著唯一作者；专著所属学科领域为自然科学，字数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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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万字。仅限学术专著，不含译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工具书等。 

二、 重要时间节点 

1. 第 65 批面上资助：申请截止时间 2 月 28 日； 

2. 第 66 批面上资助：申请截止时间 9 月 6 日； 

3. 第 12 批特别资助（站前）：申请截止时间 4 月 15 日； 

4. 第 12 批特别资助（站中）：申请截止时间 3 月 8 日； 

5. 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申请截止时间 5 月 31 日。 

三、 联系方式 

处室：博士后基金管理处 

电话：010-82387704、62335023 

E- m a i l ：postdoctorfund@mohrss.gov.cn 

网 址：http://jj.chinapostdoctor.org.cn 

 

信息源： 

http://jj.chinapostdoctor.org.cn/V1/Program3/Info_Show2.aspx?InfoID=a86ac522-caac-49e5-811

7-449115642ae4&InfoCategoryID=2&Show=0 

 

第四届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岩土技术国际会议 

第四届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岩土技术国际会议将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29

日在越南首都河内举办。 

一、 会议主题 

(1) 深基础； 

(2) 隧道与地下空间； 

(3) 地基处理； 

(4) 滑坡与侵蚀； 

(5) 岩土模拟与监测； 

(6) 沿海基础工程。 

二、投稿须知 

会议摘要必须为 MS WORD 格式，版面为 A4 纸张，400 - 500 个单词。鼓励

采用总结性的图表。摘要的录用通知将通过电子邮件自动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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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日期 

(1) 2019 年 3 月 15 日：摘要提交截止； 

(2)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出摘要录用通知； 

(3) 2019 年 8 月 1 日：全文提交截止； 

(4) 2019 年 9 月 1 日：论文最终版提交截止。 

 

会议链接：https://geotechn.vn/themes-keynote-lectures/ 

 

第九届中俄矿山深部开采岩石动力学高层论坛暨中俄深部

岩石力学与工程科技联合常设论坛（第一号通知） 

第九届中俄矿山深部开采岩石动力学高层论坛暨中俄深部岩石力学与工程

科技联合常设论坛定于 2019 年 9 月 6 日——8 日在江苏省徐州市举行。会议旨

在围绕深部岩石力学与工程，探讨深部岩体力学特性；深部能源/资源开采中频

发的冲击地压、煤与瓦斯突出、岩爆及突水突泥等动力灾害机理及防控；深部开

采过程中工程岩体动力学响应及稳定性控制等学术与技术问题。会议特邀中俄两

国的知名学者作学术报告，以便更好地推动深部岩石力学的发展，促进高端学术

交流。热忱欢迎广大从事深部岩石力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

人员等积极报名参加本次会议。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会议主题 

(1) 深部工程中的新理论、新方法及发展方向； 

(2) 深部多场耦合条件下岩体非线性动力学特性； 

(3) 深部围岩非协调变形机理与对策； 

(4) 深部开采冲击地压、煤与瓦斯突出、岩爆及突水突泥等动力学灾害机理及防

控； 

(5) 深部地下工程灾变监测预警与风险评价； 

(6) 复杂地层与深部地下空间开发中的相关问题； 

(7) 深部工程的其他问题。 

二、 会议安排 

(1) 会议日程：2019 年 9 月 6 日 9:00-21:00 报到，9 月 7 日-8 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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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议地点：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金山东路 29 号云泉山庄； 

(3) 会议注册费：正式代表：1400 元；学生代表 800 元； 

(4) 会议费用：住宿和往返交通费自理，餐饮由会议统一安排； 

(5) 会议秘书处联系方式： 

蔚立元（15949041625）  李亭（13813466019）   

传真：0516-83995678  E-mail：SRRS2019@163.com 

通讯地址：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大学路 1 号，中国矿业大学深部岩土国重 

 

信息源：http://gdue.cumt.edu.cn/c3/33/c1487a508723/page.htm 

 

CHINA ROCK 2019——第十六次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

年会（一号通知） 

“CHINA ROCK 2019——第十六次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年会”将于

2019 年 11 月 18-21 日在北京召开。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会议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科协《学会改革工作要点》的精神，解决目前举办学术

会议存在的“碎片化、重复性、资源浪费”的问题，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提

出了学术大会改革的方向为“国际化、标准化、一体化”；“一体化”是指“技术

培训—学术报告—工业展览”三位一体。 

2018 年学术会议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成功

举办 CHINA ROCK2018 的基础上，2019 年以“国际化、标准化、一体化”为

方向，将“CHINA ROCK”打造成为世界一流学术会议品牌。 

二、 会议论文投稿与出版 

2019 年 3 月 1 日开始，请登录大会网站：chinarock.csrme.com，在线注册并

缴费，然后提交论文。各期刊论文征集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01 日，《CHINA 

ROCK 2019——第十六次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年会论文集（电子版）》论文

投稿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30 日。 

来稿内容须为作者未曾公开发表过的研究成果；中文来稿格式请参考《岩石

力学与工程学报》论文格式，英文来稿格式请上大会网站论文征集页面下载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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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版。所有论文经专家评审后将收录在《CHINA ROCK 2019——第十六次中国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年会论文集（电子版）》U 盘中，优秀论文将被推荐到《岩

石力学与工程学报》、《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岩石力学与岩土工程学报》

（英文刊）、《Underground Space》、和《煤炭科技》上发表；论文集不收版面

费，择优推荐到相关杂志的论文由编辑部按照相关规定收取版面费。 

三、 会议重要日期 

(1) 2019 年 01 月 10 日发出第 1 号通知； 

(2) 2019 年 02 月 28 日发出第 2 号通知； 

(3) 2019 年 03 月 01 日大会注册、征文开始； 

(4) 2019 年 05 月 31 日发出第 3 号通知； 

(5) 2019 年 10 月 10 日发出第 4 号通知； 

(6) 2019 年 11 月 17 日注册缴费截止； 

(7) 2019 年 11 月 18 至 22 日召开学术大会。 

会议地点：北京九华国际会展中心 

会议链接：http://chinarock.csrme.com 

 

信息源：http://www.csrme.com/Home/Content/show/id/766.do 

 

本期岩土人物 

岩土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彦良 

杜彦良，1980 年毕业于铁道兵工程学院；1989 年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获

工学硕士学位；1993 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历任石家

庄铁道学院机械工程研究所所长，机械工程系主任，1998 年起任石家庄铁道学

院副院长，分管教学工作。现任石家庄铁道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大型结

构健康诊断与控制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道路与铁道工程安全保障重点实验室主

任，国家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城市轨道安全质量专家委员会委员、铁道部科技咨询委员会专家、京津冀协同

发展河北省专家咨询委员会交通组组长。 

杜彦良院士长期从事道路与铁道工程领域状态监测与安全控制研究，将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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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理论和损伤诊断技术融入道路与铁道工程安全保障技术领域。在我国既有线

提速铁路、高原高寒铁路、高速和重载铁路等大型工程结构的长期监测、病害诊

断、安全评价、预警预报、快速修复以及 TBM 故障诊断与安全掘进技术等方面

开展了理论研究、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广工作，为保障其建设质量与运营安全做出

了重要贡献。自 2000 年以来，主持或参加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以上

科研项目 20 余项，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

进步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3 项；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河北省教学成果一

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获国家专利 4 项。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其中被 SCI、

EI 等收录 21 篇。先后荣获石家庄市首届科技青年十杰、铁道部先进科技工作者、

铁道部青年科技拔尖人才、铁道部火车头奖章、铁道部河北省具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等称号。2003 年被评为河北省“燕赵学子”，2004 年被评为河北省优秀

技术专家。曾获国家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教学名师、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等

荣誉称号。2013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聘为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北京

交通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兼职或荣誉教授。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自 1956 年筹建至今，已成为国内领先的知识服务中心，

是国家科技文献情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科技查新咨询中心、湖北省查

新咨询服务分中心、湖北省科技文献信息服务中心、中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知识产权分析

评议服务示范创建机构，并与中国光谷共建了“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文献信息中心”、“光谷

生物城信息中心”，与湖北省产业与育成中心共建“产业技术分析中心”。长期以来，立足中

南、面向全国、开放联合，面向我院 8+2 学科布局以及研究所重点学科领域，开展战略情报、

学科情报、产业情报研究与服务，有效支撑了战略决策一线、科学研究一线和区域发展一线

的信息情报需求。   

近年来，在情报研究与服务方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在能源、材料与先进制造、生物安

全、光电子、岩土力学、精密测量等领域，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国民经济、

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全价值链，针对科研院所、高校院系、政府部门、企业产业、科技园

区、行业协会等不同用户的不同阶段需求，提供数据产品、科技态势监测分析、决策咨询建

议、科技竞争力分析、知识产权分析、产业分析等多种形式的产品体系，涵盖了从数据、信

息、情报到解决方案的全谱系智库产品。 

在数据平台及知识管理平台建设方面，建设有特色资源数据中心，包括能源、材料与先

进制造、生物安全知识资源中心、科技智库大数据中心、产业智库大数据中心、全院机构竞

争力数据中心和开放获取资源中心；针对用户需求开发了一系列的工具和平台，包括大数据

信息云监测服务平台、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微信群统一管理知识服务平台、研究所集成信

息平台、专业领域知识环境信息服务系统等，有效支撑院所科技决策、重点科研领域发展、

区域产业发展、企业转型升级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2018 年，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发挥双方优势，共建“岩土力学与工程信息情报研究中心”。主要面向岩土力学与工程学科

开展科技战略与规划研究、科技评估与评价、科技动态扫描与监测、科技热点和前沿分析、

科技决策与情报咨询等研究和服务工作。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武汉岩土所）创建于 1958 年，是专门从事

岩土力学基础与应用研究、以工程应用背景为特征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建所 60 年来，武汉岩土所紧密结合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完成涉及水利

水电、能源、资源、交通、市政、海洋与国防等众多领域 600 多项重大研究项目，取得了众

多创新成果，为岩土力学与工程学科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研究所现有正式职工 310 人，其中科技人员 224人，支撑人员 59 人，研究员 45 人（其

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副研究员及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110人，45岁以下中青年骨干占 71%。 

武汉岩土所下设岩土力学与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省环境岩土工程重点实验室、污

染泥土科学与工程湖北省重点实验室、能源与废弃物地下储存研究中心、湖北省固体废弃物

安全处置与生态高值化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岩土力学与工程实验测试中心、中国岩土工

程研究中心、武汉岩土工程检测中心等研究、开发与支撑平台；以及武汉中科岩土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武汉中岩科技有限公司、武汉中科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武汉中力岩土工程有

限公司和武汉中科科创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等产业化平台。  

研究所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之一，是中国科学院大

学土木工程一级学科牵头建设单位，现设有岩土工程、工程力学二级学科博士、硕士研究生

培养点，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二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点，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硕士研

究生培养点，并设有土木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自 1981 年恢复招生以来，共招收研

究生 1351 名，已毕业 835 人（博士生 460 人），目前在站博士后 22 人，在读研究生 218 名。  

武汉岩土所是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挂靠单位之一，也是其下属的地面岩石工程专业

委员会、岩石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期刊编辑研究会武汉分会的挂靠单位。承办了 EI 核心版收录期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主办了《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与 EI收录期刊《岩

土力学》等本领域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十三五”时期，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川藏铁路”和“海洋强

国”等重大战略的推进与实施过程中，按照中科院“三个面向、四个率先、三重大产出”指

导方针，围绕岩土力学与工程国际学科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快推动研究所四类机构

分类改革，积极部署实施研究所“一三五”发展战略规划，重点聚焦于重大工程灾害防护、

资源与能源开发、海洋与生态环境保护三大领域中的创新研究工作，开创研究所改革创新跨

越发展的新局面，在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重大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引领我国岩土力学与工

程学科发展，成为本学科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