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岩土力学与工程动态信息快报 
Information Bulletin of Geo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本期焦点 

 澳大利亚因全球变暖叫停煤矿开采 

 我国地灾防治标准体系初步形成 

 BGS 致力于解锁地下数据，实现数据挖掘与共享 

 法国投资 4000 万欧元用于地热网络建设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揭示巨型滑坡底部超低摩擦机理 

 挪威拟建造世界上第一条悬浮海底隧道！预计 2050 年通车 

2019年第 2期（总第 8期） 



 

 

岩土力学与工程动态信息快报 

编辑出版：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岩土力学与工程信息情报研究中心 

联系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小洪山 2 号 

联 系 人：任重、赵晏强 

电    话：027-87199265 

电子邮件：zren@whrsm.ac.cn 

邮    编：430071 

 

岩土力学与工程信息资源网 

http://www.geoinformation.cn/ 

 

 

中科岩土之声微信公众号 

 

 

 

 

岩土力学与工程信息资源网 

网站简介： 

“岩土力学与工程信息资源网”由中国科学院武汉岩

土力学研究所和武汉文献情报中心联合建设。主要面向岩

土力学与工程领域，长期开展科技动态信息扫描、跟踪、

监测与分析。致力于为全国岩土力学与工程领域科研人

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生提供国内外科技战略、项目计

划、研究前沿、工程建设、学术会议等信息和情报资源，

服务于我国岩土力学与工程科技创新和发展。  

主要目标： 

支撑科技决策一线：动态扫描、监测和分析世界各国

岩土力学与工程领域科技政策与重大举措，为政府及科技

决策部门制定战略规划与决策提供咨询建议。 

支撑科学研究一线：紧密跟踪国际岩土力学与工程领

域科技发展动态及最新科技前沿，提供岩土力学与工程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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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转移转化。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岩土力学与工程信息情报研究中心 

 

 



 

 

岩土力学与工程动态信息快报                               2019 年第 2 期（总第 8 期） 

 目  录 

决策参考 

澳大利亚因全球变暖叫停煤矿开采 ............................................ 1 

我国地灾防治标准体系初步形成 .............................................. 1 

2019 年 1 月份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地震等灾害为主 ........................ 2 

我国页岩气压裂技术获新突破 ................................................ 3 

 

项目计划 

BGS 致力于解锁地下数据，实现数据挖掘与共享 ................................. 3 

法国投资 4000 万欧元用于地热网络建设 ....................................... 4 

奥地利地热采暖项目第三井正在进行测试 ...................................... 5 

四川省启动地灾精细化调查，利用科技手段防范地质灾害 ........................ 6 

 

研究进展 

地震尾波揭示存储二氧化碳羽流运动 .......................................... 7 

大功率激光破碎硬岩用于地热钻探试验成功 .................................... 7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发文，揭示巨型滑坡底部超低摩擦机理 ........... 8 

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新进展——岩石中的二氧化碳矿化 ............................ 9 

谢和平院士对《流浪地球》地下城的构想 ..................................... 10 

 

工程快讯 

挪威拟建造世界上第一条悬浮海底隧道！预计 2050 年通车 ...................... 13 

挪威铁路隧道弗洛线取得突破性进展 ......................................... 15 

甬舟铁路将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 ......................................... 15 

 

基金与会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关于 2019年度第 1 期专项项目（科技活动项目）



 

 

申请的通知 ............................................................... 16 

第一届国际地下空间探测与利用学术会议（EUUS2019）（第一号通知） ............ 19 

第 38 届国际采矿岩层控制会议第一号通知 .................................... 20 

第四届国际岩石动力学大会（ROCDYN-4）一号通知 .............................. 22 

2019 国际隧道和地下空间会议 ............................................... 22 

 

本期岩土人物 

岩土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龚晓南 ......................................... 23 

 

 

 

 

 

 

 

 

 

 

 

 

 

 

 

 

 

 

 

 

 

 

 

 

 

 

 

 

联系邮箱：zren@whrsm.ac.cn                            出版日期：2019 年 3 月 15 日 



 

 1 

决策参考 

澳大利亚因全球变暖叫停煤矿开采 

澳大利亚一家法院近日驳回了一项露天煤矿的申请，理由是露天煤矿可能导

致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变暖。 

新南威尔士州土地与环境法庭驳回了格洛斯特资源公司的上诉，该公司此前

曾试图推翻政府反对在猎人谷格洛斯特镇附近建立煤矿的决定。 

这是全球最大煤炭出口国澳大利亚首次拒绝开采新煤矿，原因是它可能加剧

全球变暖。 

首席法官 Brian Preston 在判决中说，该项目应该被拒绝，因为煤矿的温室气

体排放及其产品将增加全球温室气体的总浓度，而现在人们迫切需要为了实现气

候目标，快速、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1 月份，澳大利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与此同时，极端天气事

件在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造成重大破坏，大火烧毁了约 3%的塔斯马尼亚州，而

昆士兰州北部被雨水淹没，并出现前所未有的洪水。 

据预测，随着南极和北极冰盖继续融化，2019 年全球各地的极端天气事件

可能会更多、更严重。研究人员表示，以北大西洋为例，融水的汇入将导致大西

洋深层水循环显著减弱，从而影响沿海洋流，这将造成中美洲、加拿大东部和北

极高地的气温升高。与此同时，西北欧的气候变暖会有所减弱。 

 

信息源：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2/422931.shtm 

 

我国地灾防治标准体系初步形成 

春节前夕，中国地灾防治工程行业协会 1000 余个会员单位收到了一份特殊

的礼物——《地质灾害分类分级标准（试行）》等 53 项团体标准规范。至此，我

国地灾防治工程行业已发布和审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 88 项，标志

着我国地灾防治标准体系初步形成。 

从 2012 年开始，中国地灾防治工程行业协会组织制订了地灾防治调查评价、

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监测预警、应急、预算、信息系统、综合管理等 10

大类标准规范的编制框架，编制完成并发布试行后，经过进一步修改完善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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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在这项工作中，按照地灾类型，由重庆、四川、湖北、

广东、陕西、上海 6 省（市）自然资源部门和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等为编制牵头

单位，在地灾防治工程行业选定了 77 个主编单位、125 个参编单位，共计有 400

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了编制。 

在 88 项标准规范中，《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规范》已发布为国家标准；《地面

沉降调查与监测规范》《地质灾害灾情统计标准》《地质灾害排查规范》《滑坡崩

塌泥石流灾害调查规范（比例尺 1∶5 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集镇滑

坡崩塌泥石流勘查规范》已发布为行业标准；《地质灾害分类分级标准（试行）》

等 53 项已发布为团体标准；《滑坡防治设计规范》已列入国家标准发布规划；《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等 27 项团体标准已审批通过，将在 2019

年第一季度发布。 

 

信息源：http://www.zrzyb.net/yaowen/20190212_118210.shtml 

 

2019 年 1 月份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地震等灾害为主 

近日，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气象局、林草局

等部门对 2019 年 1 月份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经核定，1 月份，

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低温冷冻、地震灾害为主，风雹、山体崩塌、滑坡、雪灾

和森林火灾等灾害也有不同程度发生。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 6.6万人次受灾，

7 人死亡，3100 余间一般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 5 千公顷，其中绝收 0.4 千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 1.8 亿元。总的看，1 月份全国灾情与近 5 年同期均值相比明显偏

轻。 

1 月份，全国自然灾害情况主要有以下特点：云南等省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

灾害；华南西南部分省份出现低温冷冻和雪灾；西部地区 5 级地震较为活跃。 

1 月份，我国大陆共发生 3 次 5 级以上地震，集中在西部地区，为近年同期

高值水平。其中，1 月 3 日四川宜宾市珙县 5.3 级地震是 1 月份我国大陆地区震

级最高、灾情最重的地震，此外 1 月 12 日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 5.1 级地震、1

月 20 日西藏日喀则市谢通门县 5.0 级地震也造成一定损失。据统计，1 月份地震

灾害共造成近 7000 人次受灾，3100 余间房屋一般损坏；直接经济损失近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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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信息源：http://www.chinasafety.gov.cn/ 

 

我国页岩气压裂技术获新突破 

1 月下旬，随着我国最大页岩气田中国石化涪陵页岩气田老建产区一批加密

井测试获得超过 30 万立方米/天的高产工业气流，我国在页岩气开发压裂技术上

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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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气量

突破 60 亿立方米，为保障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天然气供应起到重要作用，但气

田也面临着老区产量递减较快、单井投资大幅下降，天然气保供任务重、压力大

等诸多困难。 

为此，涪陵页岩气田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在已投产的“老井”之间打更多“新

井”，最大可能提升矿权区域内资源开发效率，成为气田稳产保供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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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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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源：http://www.nea.gov.cn/2019-02/22/c_137842791.htm 

 

项目计划 

BGS 致力于解锁地下数据，实现数据挖掘与共享 

多年来，英国地质调查局(BGS)一直积极鼓励通过数据存储门户存储开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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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例如通过 ASK 网络(访问地下知识)和最近的挖掘共享项目（Dig to Share 

Project）。环境保护署(EA)是最新一个要求将其地质调查数据作为开放数据存放

于 BGS 的机构。 

“挖掘共享”项目是 Atkins, Morgan Sindall 和 BGS 联合发起的一个项目，由

i3P 资助。该项目鼓励存储岩土技术数据，特别是 AGS 格式(地质调查数据的标

准格式)数据。因为现场调查数据从未存放在国家存储库中，因此约 80%的数据

被隐藏。据估计，解锁这些数据并创建一种共享文化，可以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节省数百万英镑。“挖掘共享”项目通过调查发现存储这些未开放数据的主要障碍

是知道谁拥有数据。因为一旦项目完成，存储数据被视为事后诸事的想法很常见。 

与像 EA 这样的组织合作（这些组织发起地面调查工作），从数据的来源着

手，并缓解项目中发现的问题。EA 指示其顾问将数据存入 BGS 并作为工作合同

的一部分，在数据存入 BGS 之前，工作实质上是不完整的。 

EA 与他们的主要顾问之一 JACOBS 以及 BGS 合作，使数千份地面调查报

告和钻孔记录得以共享和解锁。这是 EA、BGS、Jacobs 从 2008 年开始对话的结

果。开放政府伙伴关系（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2011）在岩土技术行

业的实现需要时间，但该协议为其他政府机构在开放政府许可下自由发布地面调

查数据铺平了道路。 

 

信息源：https://www.bgs.ac.uk/news/announcements.html?src=topNav 

 

法国投资 4000 万欧元用于地热网络建设 

随着公众调查的启动，法国巴黎东部郊区 Champs-sur-Marne 的地热加热项

目已经启动。运营商将投资高达 4,000 万欧元，目标是在 Champs-sur-Marne 和

Noisiel 部署一个相关的供热网络，计划今年开始钻探，2021 年 9 月投入运行。 

自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以来，地热能利用就一直存在于法兰西岛。在该

领域，自 1987 年以来，钻井和发电站一直在 Chelles 和 Lognes（2011 年以来）

运营。 

负责城市规划的副市长 Thierry Babec 表示，进行的能源模拟显示地热覆盖

率估计在 76%到 90%之间，不足的部分将由天然气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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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单元深度在 1500——2000 米，所含水的温度高达 85°C。当它上升到

表面时温度大约为 71°C。钻探计划定于 2019 年进行，届时将安装一个地热双

重管道。地热井将位于 Bois Carré，位于可持续发展城市群 Descartes 的中心地带。 

“在这片 5000 平方米的林地中，3000 平方米将用于钻井的维护和未来地热

发电厂的建设。其余的土地将被绿化”，Thierry Babec 说。 

未来的公共水上中心将完全由地热能加热，占该地热网络约 12%的份额。总

的来说，该地热网络的能源消耗潜力约为 96 千瓦时。运营许可证将在无明显热

衰减的 30 年运营期内颁发。 

 

信息源：

http://www.thinkgeoenergy.com/kick-off-of-geothermal-heating-project-in-champs-sur-marne-fran

ce/ 

 

奥地利地热采暖项目第三井正在进行测试 

奥地利最大地热供暖项目的第三口井在进行钻探，预计将很快投产。近日将

开始进行抽水试验。计划很快将其连接到现有的区域供热系统，以满足日益增长

的供热需求。据 Nachrichten.at 报道，该项目为 Ried 和 Mehrbach 的大部分城市

提供环保供暖。 

由于需求量很大，第三口井已经成为必需。目前，钻井平台已经被拆除，几

天后地面管道将完工。 

超过 2000 米深处的热水的能量通过钻井上方的热交换器“输入”到热网中。

来自地热井的水热量释放后将被再次注入到注水井，返回到储层中。 

“经过第一次测试，那里水温应该在 100℃，而且很快我们就会确定了。”

Binder 说。如果成功，每秒钟将有 90 到 100 升的热水被输送到第三口地热井的

地面。在即将进行的泵送试验中，当局预测会持续不断地增加泵送量，以便观察

地热储量在深度上如何发展。Binder 说，地热资源需求非常大。还有一些其他的

主要客户也在建设中——从军营到医院，从司法警卫大楼到目前正在重建的

Maximarkt 大楼，以及公寓楼。据报道，由于持续的需求，甚至有第四口井的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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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源：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8-10/23/content_3762162.htm 

 

四川省启动地灾精细化调查，利用科技手段防范地质灾害 

2018 年以来，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利用科技手段防范地质灾害，新发现地灾

隐患点 213 处，复核变形较大的已有地灾隐患点 223 处，有效提升了地灾隐患发

现能力。去年，16 个重点地灾县试点启动精细化调查工作。 

据介绍，尽管四川已发现地灾隐患点 3.9 万处，但地灾防治仍然存在高位远

程隐患早期发现识别难以防范、监测手段落后科技化水平不高、依靠人工巡视预

警精准性不足、防灾效率不高等问题。对此，2018 年，四川厅投入 3000 余万元，

在龙门山断裂带、大渡河沿岸选择了 16 个重点地灾县试点启动精细化调查工作。

一是利用 InSAR（干涉雷达）对 6 万余平方公里的高山峡谷区进行普查；二是根

据普查，组织地质专家利用已有的资料结合人类工程活动和遥感成果进行筛查，

圈出疑似高位地灾隐患靶区约 1850 平方公里；三是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利用

LiDAR（激光雷达）无人机航拍、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进行地面核查。最终，新

发现地灾隐患点 213 处，复核变形较大的已有地灾隐患点 223 处，在这 436 处地

灾隐患点中与茂县滑坡类似高位远程点达到了 35 处。 

与此同时，四川省还累计安排专项资金 3.75 亿元，分两批对威胁 50 人以上

的 5900 余处地灾隐患点安装雨量计、变形监测仪等监测设备，启动开展自动化

实时监测体系建设。截至目前，19 个市（州）、123 个县（市、区）的 1883 处地

质灾害上所部署的 2575 台（套）监测设备在线，实现了与省级平台的互联互通。 

下一阶段，四川厅将进一步提升科技防灾水平：一是应用 InSAR、LiDAR

新型遥感技术持续开展空天地一体的隐患发现和监测工作；二是扩大自动化专业

监测覆盖面，做好相关数据集成和挖掘，建设地灾大数据中心，提升隐患早期发

现及精细化预警能力；三是推进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相融合，建立完善人防+技

防的常态化防灾新机制，提高基层防灾效益。 

 

信息源：

http://www.sc.gov.cn/10462/12771/2019/2/26/f078a3f8af054c2bb214b6009345c2e9.s

html?time=0.4540455279095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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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地震尾波揭示存储二氧化碳羽流运动  

将二氧化碳泵入地下是减少温室气体的一种方法，但跟踪这些气体的位置一

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一组研

究人员正在使用以前被忽视的地震波来精确定位和追踪气体云。相关研究成果发

表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期刊上1。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地球物理学教授 Tieyuan Zhu 表示，我们通常不看尾波。

如果我们观察带有 P 波的地下二氧化碳羽流，我们看不到任何形状的变化，但如

果使用尾波，我们看到了变化。 

P 波是地震或爆炸后最快的体波，S 波是较慢的体波。尾波出现的较晚，而

且是无序的，但它们可以揭示气体在地下的储存位置，因为岩石和气体的结合影

响了波的传播。 

二氧化碳通常被泵入一英里深的地下空间储存，那里温度超过 150 华氏度，

且处于高压状态。目前对存储二氧化碳羽流的标准监测每半年或每年进行一次，

监测方法困难且昂贵。研究人员希望通过使用永久震源和尾波分析，他们可以更

频繁地监测——几天或几周。现在。利用尾波跟踪羽流还可以更好地估计储层中

的二氧化碳总量。 

 

信息源：https://www.eurekalert.org/multimedia/pub/194022.php 

 

大功率激光破碎硬岩用于地热钻探试验成功 

近日，德国和瑞士的研究人员进行了激光喷射钻探的成功试验，这是一种在

硬岩中进行激光辅助机械钻孔的方法，它可以彻底改变地热和可能的石油和天然

气的钻探。 

地壳深处钻探时，平均每 100 米温度上升 3℃。然而，对于深部地热井，钻

头会遇到硬岩等不同材料。此时，钻头只能以较低的速度钻进，而且钻头磨损速

度更快。这就导致地热开发成本增高。为此，Fraunhofer IPT 与“激光喷射钻井”

                                                        
1 Dynamics of geologic CO2 storage and plume motion revealed by seismic coda w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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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了一种硬岩激光辅助机械钻井方法，并在现场试验

中成功进行了测试。 

位于德国亚琛的弗劳恩霍夫生产技术研究所 IPT 研究了用于钻井的高功率

激光器。据介绍，在新开发的工艺中，研究人员用大功率激光器补充了机械钻，

其能量通过水射流被引导到岩石上。因此，可以在钻孔之前使材料变软，便于用

钻孔工具进行机械清除。水射流不仅可以将激光束引导到岩石上，还可以防止敏

感的激光光学系统受到污染和损坏。 

为了提高钻头的进给速度和保护钻头的切削刃，有必要向钻孔内注入额外的

能量。由于随着钻孔深度的增加，必须对不同的材料进行加工。激光由于其性能

的灵活性而特别适合作为一种工具。 

来自亚琛的研究人员在弗劳恩霍夫生产技术研究所中心的机床大厅里搭建

了一个试验台，用激光和刀具进行了测试。在实验室实验中，项目合作伙伴对该

工艺进行了测试，并为其转化为实际应用做了准备。试验发现，强度大于 150

兆帕的砂岩、花岗岩和石英岩的强度能降低 80%。此外，工程师们将激光应用于

钻台上的一个特制钻柱上，并在实际条件下与国际地热中心 Bochum 一起对新工

具进行现场测试。 

在未来的研究项目中，合作伙伴希望能够更好地分配激光功率，并在工具中

添加数字传感器，以从钻井过程中获得反馈。 

 

信息源：

http://www.thinkgeoenergy.com/successful-trials-on-high-power-laser-to-crumble-hard-rock-for-g

eothermal-drilling/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发文，揭示巨型滑坡底

部超低摩擦机理 

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黄润秋教授带

领的研究团队对 2008年汶川大地震引发的 1.16×10
9 
m

3的大光包巨型滑坡进行了

长期的科学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在《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期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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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近日，《自然》杂志撰文报道了该研究成果，并将其列为全球研究热点

（Highlight）。 

研究人员通过采用热重分析法研究，发现滑坡过程中滑动面温度约 850°C。

在此温度下，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气体和高温水蒸汽，在底部形成高气压，使滑

坡底部摩擦减小。光学和电子显微镜图像揭示了白云岩热分解、热流体穿透细裂

纹和矿物动态再结晶的证据。实验样品的电子探针分析表明，白云石的热分解后

的矿物形成了一层约 0.1 mm 厚的矿物重结晶层，其粘性阻力可能是造成高速滑

动过程中表观摩擦较小的另一原因。这些减摩机理并不相互排斥，它们在滑坡底

部共同存在，润滑滑动面，并帮助碎片从原来的位置冲出 4 公里以上。据悉，该

团队长期从事大型滑坡、高速远程滑坡机理研究，在该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

果，逐步揭示了高速远程滑坡底部超低摩擦之谜。 

 

信息源：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0536-9；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2821X19300159?via%3Dihub 

 

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新进展——岩石中的二氧化碳矿化 

在减少碳排放方面，人类需要改进，以防止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如果世界

要达到 IPCC 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 1.5℃以下的最低目标，就必须探索一切可

能的 CO2 补救途径。 

CO2 的地质储存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地下岩石和沉积物为长期碳储存提供

了巨大的潜在空间。为了支持这一观点，最近由九州大学领导的国际组织进行了

一项计算研究，揭示了如何将被困住的 CO2 转化为无害矿物质。 

地表下的岩石具有高度的多孔性，捕获过程包括在从排放源收集 CO2 后将

其注入孔隙。虽然 CO2 通常被认为很稳定，不能与岩石发生化学反应，但它可

以通过物理吸附与岩石表面紧密结合。最终溶解在水中，形成碳酸，碳酸可以与

水溶性金属反应形成碳酸盐矿物。 

日本九州大学国际碳中性能源研究所（I2CNER）的 Jihui Jia 是这项研究的

第一作者，他解释说：“矿化是长期储存 CO2 最稳定的方法，它将 CO2 锁定在一

                                                        
2 Superheated steam, hot CO2 and dynamic recrystallization from frictional heat jointly lubricated a giant landslide: 

Field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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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无法重新排放的安全形式。该过程曾被认为需要数千年的时间，但这种观点正

在迅速改变。化学反应还没有被完全理解，因为它们很难在实验室中重现。这就

是进行建模研究的用武之处。” 

正如《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报道3，最初进行模拟是为了预

测当 CO2 与裂开的石英表面碰撞时会发生什么（地壳中富含石英——SiO2）。当

模拟轨迹回放时，可以看到 CO2 分子从线性的 O=C=O 形状弯曲成与石英结合的

三角晶系的 CO3 单元。 

石油和天然气钻探现场通常存在地下水，因此，在第二轮模拟中，加入了

H2O 分子来模拟“地层水”。结果发现，H2O 分子自发地攻击反应性 CO3 结构，

打破 Si-O 键生成碳酸根离子。就像碳酸一样，碳酸盐离子可以与溶解的金属阳

离子（如 Mg2+、Ca2+和 Fe2+）反应，将碳结合成矿物形式。 

总之，模拟表明 CO2 矿化的两个步骤——碳化（与岩石结合）和水解都是

有利的。此外，游离碳酸盐离子可以通过水解得到，而不是像曾经设想的那样仅

仅通过碳酸离解。这些见解依赖于一种复杂的分子动力学形式，这种分子动力学

不仅可以模拟原子间的物理碰撞，而且能模拟化学的本质——电子转移。 

该研究的作者 Takeshi Tsuji 说：“我们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些改善 CO2 地质

储存的方法。石英要捕捉 CO2，就必须有一个裂开的表面。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表面可能受到氢键和阳离子的保护，从而阻止矿化。我们需要一种方法来剥离这

些阳离子或使表面脱氢”。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捕捉到的 CO2 矿化速度比之前认为的要快得多。尽

管这令人兴奋，九州大学的论文强调了这种化学反应是多么复杂和微妙。目前，

该小组建议进一步研究其他丰富的岩石，如玄武岩，以确定地球化学储存在人类

文明面临的最大技术挑战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信息源：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9-03/kui-cmi030819.php 

 

谢和平院士对《流浪地球》地下城的构想 

现实版《流浪地球》“地下城”怎么建？谢和平院士科学印证并系统描绘了

类似电影《流浪地球》所展示的地下空间生存图景，且较之更为宏大。深地空间

                                                        
3 Ab initio molecular dynamics study of carbonation and hydrolysis reactions on cleaved quartz (001)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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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一项战略科学研究，该研究立足于解决人类未来而不是人类当下要面临的

问题。 

关于地下空间利用和深地生态圈的研究构想，分六个方面：一是地下空间的

利用现状与趋势，二是地下城市空间的规划与建设研究，三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构想及关键技术，四是特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比如很多煤矿巷道开发了以后还

能不能再利用？五是深地生态圈构建，最后是深地医学。 

19 世纪出现了百万人口城市，20 世纪出现了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21

世纪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数千万人口的巨型城市。到 2150 年，全球人

口预计将达到 150 亿，现有耕地达到了供养极限。届时，地球人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到地球以外的星球去，一个是到地球里面的地下空间去。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全世界都在研究，是世界性的前沿。  

一个城市的总面积不只是地面面积，应该把地面面积乘以开发深度的

40%才是一个城市总的利用空间。相对来说，传统地面空间的弊端是大气污

染、自然灾害、宇宙辐射、全球变暖、人居环境恶化，而地下空间的独特优

势是恒温恒湿、隔音隔震、天然抗自然灾害、低本底无辐射、环境清洁。这

些地下空间的优势利用起来，可以让深地空间可能成为优于太空定居、应对

未来地球灾害的人类移居方式。 

还有地下资源，我国已探明的主要固体资源近 70%分布在 2000 米深以

下。比如地热资源，据研究，仅地壳最外层 10 公里范围内，就拥有 1254 亿

焦热量，相当于全世界现产煤炭总发热量的 2000 倍。如果计算地热能的总

量，则相当于煤炭总储量的 1.7 亿倍，地热资源要比水利发电的潜力大 1000

倍。可供利用的地热能即使按 1%计算，仅地下 3 公里以内可开发的热能，

就相当于 2.9 万亿吨煤的能量。另外，我们的铁矿、铜矿、铝土矿资源的 70%

也都在埋深 2000 米以下。 

习总书记在 2016 年“科技三会”（指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

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上专门讲了，“从理论上讲，地球内部可利用的成

矿空间分布在从地表到地下 1 万米，目前世界先进水平勘探开采深度已达

2500 米至 4000 米，而我国大多小于 500 米，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必须解

决的战略科技问题。”习总书记在 2018 年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着力推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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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高技术研究”、“载人深潜、深地探测、国产航母……

等正在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总书记讲的不是科技战略，而是战略科技的问

题。 

现在我们国家将把深地开发作为国家战略，也将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

项。这个专项的目标是，到 2035 年我们深地钻探到 15000 米（前苏联才 12000

米）；油气开采要到 10000 米，我们现在到了 7000 多米；地热开发到 6000

米，固态资源开采到 3000 米，地下空间工程到 1000 米。我们现在要先进行

预研，这是国家的重大战略。 

目前国际上地下空间利用率大概 30%，而我们国家仅有 17%。国际上已

有大量地下空间利用案例，大体分为四大类，分别是文娱服务、地下农业、

地下医学、科教用地。当前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大多停留在单一功能、局部

区域的相对粗放阶段，少有考虑与地面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尚未形成科

学规划、绿色构建的可持续态势。这种粗放阶段的地下空间开发基本上是被

动的，比如说我们的地铁、管网，是不得不下沉，未来应该是主动式开发。 

主动式开发就要做到科学化、综合化、生态化、深层化、信息化开发。

科学化就是要统一布局，科学合理规划地面地下一体化、生态地下城市。综

合化就是要统一规划交通、物流、商业、地下房地产、医院、游乐园、科学

实验等地下综合体。生态化就是要形成独立的深地自循环生态系统，环境友

好开发，构建一个宜居、稳定、新型的多层地下生态城市。深层化就是不同

分层规划对应功能的结构物，深层开发，分层管理，互不干扰，构建地下立

体城市，深度将从当前的百米以内向千米量级不断延伸。信息化就是建立完

善的物联网系统，构建真正的高科技地下智慧宜居城市。  

关于地下城的构建应遵循五大原则：一是生态圈构建和自循环原则；二

是废旧利用、开发与保护统一原则；三是地上与地下协调的系统化立体开发

原则；四是平战、平灾结合原则；五是近期与远期呼应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由于受特有构成空间的条件限制，地下空间一旦开发利用之后，要进行

改造相对困难，因此必须进行开发建设全周期的研究评价和中长期的规划及

分析预测。构建地下宜居的生态城市，其中生态系统是关键。深地生态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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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大规模城市地下迁移的可持续发展前提，其构建理论和关键技术尚处于

概念阶段。 

生态圈的构建很重要，在那里人能不能长寿？2015 年谢和平就提出深

地医学的概念。并于 2017 年 12 月在东北夹皮沟金矿完成了深地医学研究基

地及地下实验室建设，开始进行实验，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的深地医学研究。

下一步准备在地下 2400 米深的地方搞一个集装箱，研究生命体的成长过程。

在夹皮沟准备筹建深地医学综合实验大楼，增加 5 个不同深度层位研究测

点，研究开展不同深度深地环境对细胞、生物及人体的影响，探索新的规律。

如果这个研究能取得好的结果，未来地下空间是一个宝地，能够长寿，作为

健康长寿的疗养基地，未来很多地下空间资源就可以充分发挥出来。  

 

信息源：https://mp.weixin.qq.com/s/8C1CoaU9FcWmVwjbNxBRaA 

 

工程快讯 

挪威拟建造世界上第一条悬浮海底隧道！预计 2050 年通车 

陡峭、冰冷的山脉和深深的峡湾使挪威西部成为了著名的风景胜地，

但它们也给司机们带来了困难。从南部的克里斯蒂安桑市到北部的特隆赫

姆市，全程约 700 英里，路程包括 7 趟渡船，整个路程下来大概要花费 21

小时，平均时速约 30 英里。 

但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挪威政府正在计划一个耗资 400 亿美

元的基础设施项目，目的是用桥梁、传统隧道以及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条“悬

浮隧道”来取代这些渡轮。 

水下道路——本质上是水深 100 英尺一下的一对混凝土管道——将有

助于将克里斯蒂安桑到特隆赫姆的行驶时间缩短近一半，同时最大限度地

减少对该地区的环境影响。  

专家表示，浮动隧道的概念特别适合被陡峭山脉环绕的深峡湾——这些

特点使得建造桥梁或钻隧道非常困难。  

“在长距离桥梁中，你需要在桥梁的某些地方建造拱门和悬挂点，但对

于水下悬浮隧道，如果你做得完全正确，并且能在结构重量与浮力结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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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取得平衡的话，它可以永远悬浮下去，”挪威科技大学的结构工程教授 Nils 

Erik Anders Rønnquist 说，并且正在为政府对这个项目提供咨询。  

虽然漂浮的隧道有浮力，但它实际上并不是漂浮着的。这些管道将由

缆绳系在海床上，或由浮在水面上的浮筒来进行稳定（浮筒以大约 800 英

尺的距离为间隔）。挪威公共道路管理局（ Norwegian Public Roads 

Administration）总工程师 Arianna Minoretti 说，由于隧道的大部分硬件都在

水下，所以隧道不会干扰船只甚至是潜艇的移动。  

和传统隧道一样，漂浮隧道也有逃生路线，司机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返

回地面。Minoretti 说，关于拟建隧道安全性的初步研究很令人放心。  

“我们曾经在隧道里做过模拟大爆炸，我们检查过潜艇撞击的影响，我

们也考虑到渔船可能会钩到隧道的情况，我们甚至考虑到船舶沉没在隧道

上方、并且把隧道撞沉的情况，Rønnquist 说，“一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

这是一个非常坚固的结构。” 

但科罗拉多矿业学院（Colorado School of Mines）的土木与环境工程学

教授 Michael Mooney 表示，设计和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大型建筑，最棘手

的部分将是预测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Mooney 没有参与挪威的项目，但他

说：“你要确保你考虑了所有可能的负荷情况或海洋运动之类的情况，最大

的挑战是要认识到所有问题都在哪里，而且不要对某些事情感到意外。” 

爱达荷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教授 Kevin Chang 也对修建这样一条隧

道所面临的挑战做出了类似的评估。“说到底，工程界往往是站在保守的

一边，”他说，“但有了新奇的想法，就必须有人站出来说:尽管在其他地

方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我们认为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根据计划，这条漂浮隧道将于 2050 年通车。虽然这可能是第一个这样

的结构，但也可能不会是最后一个。Rønnquist 说，意大利和中国的工程师

也在追求相似的概念。 

 

信息源：https://t.qianzhan.com/caijing/detail/190308-65e571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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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铁路隧道弗洛线取得突破性进展 

2 月 26 日，随着两项突破性进展的如期完成，北欧国家最长铁路隧道（挪

威弗洛线）的挖掘工作已经完成。从而完成了这一由挪威首相于 2016 年 9 月启

动的大规模隧道系统的挖掘工作。 

通过这条隧道的高速铁路将使从奥斯陆到毗邻小镇 Ski 的旅行时间减少

50%，由之前的 22 分钟缩短到 11 分钟。弗洛线将提供一个容量更大的高效运输

系统，对奥斯陆和弗洛地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长 22 公里的弗洛线有近 20 公里位于隧道内。铁路基础设施企业 Bane NOR

第一次决定在一条长铁路隧道中使用独立的管道，这样能生产总长 36 公里的钻

孔隧道。除钻孔外，部分隧道系统采用钻孔爆破法生产。 

施工总监 Fernando Vara 说：“由于我们的经验和出色的工作，我们已经能够

处理挪威的硬岩和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地质条件。我们很高兴能够管理这样一个巨

大且要求很高的 TBM 项目。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有信心在剩下的铁

路技术方面做得更好”。 

目前，四台 TBM 机正被拆除，并从挪威运回德国的生产商海瑞克。 

 

信息源：

http://www.tunnelsonline.info/news/follo-line-makes-final-double-breakthrough-7010581 

 

甬舟铁路将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 

近日，又一项挑战世界难题、突破科技壁垒的超级工程——甬舟铁路已于近

日全面启动勘察设计。 

同港珠澳大桥一样，全长 77 公里的甬舟铁路主体工程也采用“桥+隧”组合方

式，并将在这两个领域更进一步刷新世界之最：全长 16.2 公里的金塘海底隧道，

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主跨 1488 米的西堠门特大桥，将成为

世界同类项目中跨度最大的公铁合建大桥。 

二者不同之处在于，港珠澳大桥越海隧道全长 6.7 公里，属于沉管公路隧道，

而甬舟铁路金塘隧道是铁路盾构隧道，全长达到 16.2 公里，意味着全线的五分

之一都将沉在东海海底。“这不仅是长度的简单增加，工程背后从量变到质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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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跨越，挑战着科技极限。”项目设计方表示。 

据了解，甬舟铁路是浙江省“十三五”时期规划建设的重大战略平台之一——

义甬舟开放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甬舟铁路总体设计负责人、中铁第四勘察设

计院张超永介绍，甬舟铁路设计时速 250 公里，是实现浙江省高铁 1 小时交通圈

的重大举措，建成后不但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火车的历史，而且从宁波到舟山只

要 30 分钟，从杭州到舟山只要 80 分钟。 

甬舟铁路最引人关注的是穿越金塘水道段，前期研究过程中，对该段究竟采

用桥梁还是隧道方式过海，业内争议较大，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通过筛选，推荐

并评审通过了公铁分建的隧道方案。 

该方案中，铁路单洞隧道全长 16.2 公里，海底盾构段长 10.87 公里，无论从

水下盾构隧道长度还是盾构横断面规模来看，都属世界铁路之最，由于地质条件

差、水压超高、防灾救援设计要求高、海中对接难度大等现实因素，开挖的每一

米，都将伴随着世界级难度的技术攻关。张超永表示，该项目的建设将使我国桥

梁、隧道设计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信息源：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3/05/c_1124194947.htm 

 

基金与会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关于 2019 年度第 1 期

专项项目（科技活动项目）申请的通知 

根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管理办法》（2018 年 9 月 10 日第 11

次委务会议审议通过），为加强学科发展战略顶层设计，促进本领域国际（地区）

合作交流、科学传播和人才培养，地球科学部现公开发布 2019 年度专项项目（科

技活动项目）申请的通知。 

一、定位、资助范围 

本期专项项目（科技活动项目）用于资助与地球科学发展相关的战略与管理

研究、学术交流、科学传播、平台建设等活动。本期专项项目（科技活动项目）

包括以下 3 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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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年度下半年和 2020 年度在华举办的国际（地区）学术会议和基础研究

短期人才培训活动（下文简称“会议培训类”项目）。“会议培训类”项目总经费（直

接费用）约 150 万元，本期拟资助约 15 项；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中国科学

家发起并主导的会议或培训活动。 

(2) 依托地球科学领域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开展的面向

中、小学生的科学传播和普及活动（下文简称“科学传播类”项目）。“科学传播

类”项目总经费（直接费用）约 150 万，本期拟资助约 10 项。 

(3) 地球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下文简称“战略研究类”项目）。

“战略研究类”项目总经费（直接费用）约 150 万元，本期拟资助约 4 项。 

“会议培训类”项目执行期自会议召开日期至当年 12 月 31 日，不得跨年。“科

学传播类”和“战略研究类”项目执行期限为：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二、申报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申请资格及限项规定 

1. 资助期限不超过 1 年（含）的专项项目不计入限项范围。 

2. 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3. 申请人同一年度只能申请 1 项专项项目。 

4. “会议培训类”项目申请人在华举办的国际（地区）学术会议应为国际学术组

织发起的系列会议，项目申请人应为组委会主要成员，申请书电子版附件材料须

包括国际学术组织授权举办会议的证明材料和依托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的正式批

文（扫描件）。在华举办的短期培训活动，项目申请人应为组委会主要成员与主

讲教师。 

5. “科学传播类”项目申请人应为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

负责人，主要参与者中应包括来自中学/小学教育一线的教学/管理人员。 

6. “战略研究类”项目重点资助地球科学领域整合战略研究项目；项目负责人或

主要参与者中必须包括地球科学部咨询委员会现任/往届委员。 

7. 项目申请书正文开头应写明申请的类型，即 “会议培训类”、“ 科学传播类”、

“ 战略研究类”中的某一类。 

上述条件不满足或材料不完整，将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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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填写申请书 

1. 申请人须登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nsfc.gov.cn），

按照申请书撰写提纲及相关要求在线撰写项目申请书。 

2. 申请书中的资助类别选择“专项项目”，亚类选择“科技活动项目”，附注说明

选择“科学部综合科技活动项目”，根据申请的具体研究内容选择相应的申请代码

（以 D 开头的申请代码）。以上选择不准确或未选择的项目申请将不予受理。 

3. 申请书正文应与所申请的类型相对应。 

4. 科技活动项目预期成果中必须包括与活动主题相关的调研报告/活动总结；若

申请获得资助，调研报告/活动总结将是结题验收的重要材料。 

5. 申请人应当遵照《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中“预算编报要求”

填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预算表》；依托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认真进行

审核。 

（三）提交申请书 

1. 申请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2 日 16 时。 

2. 申请人下载打印最终 PDF 版本申请书及附件材料，并保证纸质申请书与电子

版内容一致。 

3. 依托单位应对本单位申请人的申请资格和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

和合规性进行审核；对申请人申报预算的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

进行审核，并报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四）咨询联系方式 

填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可联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中心协助

解决，联系电话：010-62317474。 

其他问题，可咨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综合与战略规划处，

联系人：刘哲（电话：010-62327157）、姚玉鹏（电话：010-62327618），电子

信箱：ghc@nsfc.gov.cn。 

 

信息源：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42/info754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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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国际地下空间探测与利用学术会议（EUUS2019）（第

一号通知） 

“建筑世纪”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19 世纪是桥梁的世纪，20 世纪

是高层建筑的世纪，21 世纪则是地下空间的世纪。地下空间的优质开发及可持

续利用已成为国际共识。 

第一届国际地下空间探测与利用学术会议（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Underground Space）将于 2019 年 11 月 15-18 日在湖

北武汉举办。会议由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岩土力学与工程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办，由近 30 家研究机构和企业共同承办。会议主题为“地下空间的协

同开发与可持续发展”。 

一、会议议题 

(1) High-resolution Investigation of Underground Space； 

(2) Intelligent Modeling and Big Data Mining of Underground Space； 

(3) Investigation of Underground Space Resources and Collaborative Planning； 

(4)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Underground Space； 

(5)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and Urban Resilience； 

(6) Frontier Exploration and Special Underground Space Utilization； 

(7) Typical Cases and Exemplars of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二、重要时间节点 

(1) 2019 年 5 月 1 日，摘要提交截止； 

(2) 2019 年 6 月 1 日，摘要录用通知； 

(3) 2019 年 9 月 1 日，全文提交截止； 

(4) 2019 年 10 月 1 日，早期注册截止； 

(5) 2019 年 11 月 1 日，常规注册截止； 

(6) 2019 年 11 月 15 日，现场注册。 

三、投稿须知 

会议投稿论文要求为原创、未公开发表的内容。论文摘要不多于 800 字，包

括论文题目、关键词、作者及单位、通讯作者电子邮箱等。论文摘要必须通过会

议网站提交。科学委员会通过同行评议选出的论文将在《Tunnell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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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grond Space Technology》、《Journal of Applied Geophysics》、《Bulletin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等期刊发表。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郭妍 

电话：027-87198413 

邮箱：yguo@whrsm.ac.cn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小洪山 2 号，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会议链接：https://www.euus2019.com/ 

 

第 38 届国际采矿岩层控制会议第一号通知 

国际采矿岩层控制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ound Control in 

Mining，简称 ICGCM）由美国工程院院士 Syd S.Peng 教授创办。自 1981 年

在美国举办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 37 届。自 2014 年开始设立 ICGCM 中国

会议以来，目前已经成功举办 5 届。为了便于我国学者与国际采矿岩层控制

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广泛交流，提升我国在采矿岩层控制领域的研究水

平和国际影响力，经与 ICGCM 组委会协商，将在中国举办“第 38 届国际

采矿岩层控制会议（2019 中国）”，本次大会将定于 2019 年 10 月 11-13 日在

太原理工大学举行，2019 年 10 月 11 日报到。 

一、会议议题 

(1) 科学采矿理论与技术； 

(2) 岩石力学与工程应用； 

(3) 遗煤开采及其岩层控制； 

(4) 冲击地压及其防治理论与技术； 

(5) 充填开采理论与技术； 

(6) 煤与瓦斯突出及其防治； 

(7) 露天开采边坡稳定性； 

(8) 开采沉陷控制理论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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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采矿方法及矿压控制； 

(10) 矿山灾害机理与防控； 

(11) 地下空间构建与利用； 

(12) 千米深井安全高效开采； 

(13) 中西部煤炭资源绿色开采理论与技术； 

(14) 智能精准采矿方法与理论； 

(15) 煤及共伴生资源协调开采； 

(16) 岩土工程灾害机理及控制； 

(17) 煤层群协调开采矿压控制理论与技术； 

(18) 与采矿岩层控制相关的其它主题。 

二、论文投稿说明 

论 文 摘 要或 全 文 请务 必 以 WORD 格 式 或 PDF 格 式 通 过 网 站

www.icgcm.com 或邮箱 icgcm2019tyut@163.com 投递。会议投稿论文要求为

原创、未公开发表的内容；论文摘要（不多于 300 字）包括论文题目、作者

及排序、通讯作者电子邮箱、关键词等。所有论文只需要提交中文版格式，

被录用的论文需要提交中文版论文全文和 2000 字中文精简版论文；录用论

文择优推荐至《煤炭学报》、《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中国矿业大学学

报》与《太原理工大学学报》或翻译后推荐至《煤炭学报（英文版）》《中

国矿业大学学报（英文版）》。 

三、会议重要日期 

(1) 2019 年 04 月 01 日，摘要提交截止； 

(2) 2019 年 05 月 15 日，发出论文摘要录用通知； 

(3) 2019 年 06 月 15 日，论文全文与精简版论文（2000 字）提交截止； 

(4) 2019 年 07 月 15 日，发出论文录用通知和修改意见； 

(5) 2019 年 08 月 15 日，修改后的全文提交截止。 

 

会议链接：http://www.icgc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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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国际岩石动力学大会（RocDyn-4）一号通知 

第四届国际岩石动力学与应用大会将于 2020 年 10 月 26-28 日在澳大利亚墨

尔本举行。本次会议由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中国东南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和其他大学与研究机构联合主办。会议涵盖了岩石动力学与工程应用主题，突

出当前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工程解决方案的挑战与创新。 

会议议题： 

(1)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and laboratory testing； 

(2) Dynamic theorie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3) Dynamic loading on rock structures； 

(4) Dynamic ground support； 

(5) Seismic management in underground excavation； 

(6) Blasting and explosions； 

(7) Earthquake-related engineering issues: structure damage, landslides, etc.； 

(8) Coal mine burst prevent controls； 

(9) Hydaulic fracturing； 

(10) Case studies。 

会议官方语言为英语。摘要约 200-300 字，注明标题、作者姓名、所属单位

及邮箱，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之前通过会议网站提交。 

 

会议链接：http://rocdyn.org/index.html 

 

2019 国际隧道和地下空间会议 

2019 年国际隧道与地下空间会议（ICTUS）将于 2019 年 9 月 17-21 日在韩

国济州岛举行。 

一、会议主题： 

(1) Innovation in mechanized tunneling； 

(2) Tunneling and underground works in extreme conditions； 

(3) Structral and hydraulic interaction in underground structures； 

(4) Improvements in conventional tunn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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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evelopments in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ies； 

(6)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in underground space。 

二、重要时间节点 

(1) 2019 年 4 月 30 日，提交论文摘要； 

(2) 2019 年 5 月 31 日，提交论文全文； 

(3) 2019 年 6 月 30 日，提前注册截止； 

(4) 2019 年 7 月 31 日，预注册截止。 

 

会议链接：http://asem19.org/ 

 

本期岩土人物 

岩土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龚晓南 

龚晓南，浙江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67 年清华大学工业

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1984 年获浙江大学岩土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是浙江省自

己培养的第一位博士，也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岩土工程博士。之后他前往德

国卡尔斯鲁厄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1988 年回国后被聘为教授，1993 年聘为博

士生导师。2011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长期从事土力学及基础工程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主要研究方向：地基处理

及复合地基、基坑工程、基础工程施工环境效应及对策、既有建筑物地基加固与

纠倾和土工计算机分析。1992 年，龚晓南完成专著《复合地基》，首次提出了复

合地基的理论框架、定义、形成条件和分类方法，并创建了广义复合地基理论，

成为我国复合地基发展史上第一座里程碑，促进形成复合地基工程应用体系。除

了复合地基，龚晓南还从事软黏土力学、基坑工程等领域的教学、科研与技术服

务等工作。他用 30 年来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成果改写了教科书，使复合地基

成为与浅基础、桩基础并列的土木工程三种主要地基基础形式之一，成为本科生

和研究生教材与教学的重要内容。参与开设高等土力学等 6 门研究生课程，出版

著作 50 多部，发表刊物论文 580 余篇，培养研究生 174 名。 

2019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 2018 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龚晓南领衔，浙江大学、天津大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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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的“复合地基理论、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获得了 2018 年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项目组经过近 30 年的理论和技术创新，创建了复合地基理论体系，研发了

系列高性能复合地基技术，形成了完整工程应用体系，突破了传统地基处理技术

瓶颈，实现了地基的快速、经济和高效处理，使复合地基成为与浅基础、桩基础

并列的土木工程第三种常用基础型式，并成为基础工程类各种设计手册和指南的

重要章节。 

如今，复合地基已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工程、高速公路铁路、市政道路、港航、

机场等工程建设领域。近 3 年来，仅提供应用证明的工程就新增利润和节约工程

造价约 35.3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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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