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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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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参考 

埃塞俄比亚提交促进地热开发的新法案 

埃塞俄比亚的一项地质调查发现，东非大裂谷的 24 个地点有可能产生地热

能。埃塞俄比亚有可能从地热资源中产生多达 1 万兆瓦的电力。然而，经过 50

年的地热勘探努力，到目前为止，只有 10 家公司获得了开发许可证。 

近日，埃塞俄比亚能源管理局起草了新法案希望通过放宽登记许可程序来促

进埃塞俄比亚的地热开发，并已提交部长理事会批准。埃塞俄比亚电力公司、能

源部、地区能源局、环境局及外国公司等参与了此次方案的起草。 

根据草案，地热资源将根据其能源品质分为两类。一级资源是可用于发电的

资源，二级资源主要用于农业、工业、医疗和娱乐。 

对于地热开发的不同阶段，将颁发三个不同的许可证书。最初阶段将颁发侦

察许可证，有效期为两年，不可续期。勘探许可证给开发人员 5 年时间进行勘探

工作，可以选择以两年为一个增量进行更新。最后，油田开发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25 年，或生产特许权还可以延长一段时间，具体期限尚未公布。 

该提案旨在为地热开发商提供激励。Tigbu Atalo 是一名有十多年行业经验的

电力和能源顾问，他表示地热开发风险大，属于资本密集产业，需要先进的技术。

地热资源开发许可管理主管 Tesfaye Kassa 对此表示赞同，并表示：与其他勘探

不同，地热是资本密集型的，但作为一种可持续能源，它的运行成本最低。 

 

信息源：

http://www.thinkgeoenergy.com/new-legislation-to-ease-geothermal-investment-submitted-in-ethio

pia/ 

 

英国成立新的 CCUS 咨询小组 

2018年 11月，政府发布了CCUS计划，承诺在 20年代中期交付第一个CCUS

项目。几周后，Perry 证实，2040 年之前，1.7 亿英镑将用于发展全球首个净零

重工业集群，预计 CCUS 将发挥关键作用。 

近日，英国能源和清洁增长部长 Claire Perry 宣布成立新的 CCUS（碳捕集，

利用和封存）咨询小组。该小组包括行业、金融和政策专家，以帮助执行政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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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 CCUS 行动计划，开发 CCUS 市场。 

政府和业界正在共同努力，制定成本结构、风险分担安排和必要的市场机制，

以创造一个稳定的投资框架，以创建在 20 年代中期之前交付首批 CCUS 项目所

必需的稳定投资框架。 

Perry 在 CCUS 理事会上表示，通过雄心勃勃的现代工业战略，英国将继续

作为碳捕捉等清洁技术的世界领导者蓬勃发展。新的咨询小组将有助于确保我们

充分利用这一新兴行业的潜力，以期在英国部署首个 CCUS 设施。 

CCUS 咨询小组主席 Luke Warren 说道，如果要在本世纪 20 年代中期启动首

批项目，并在本世纪 30 年代实现大规模部署，2019 年就需要成为 CCUS 行动之

年。如果希望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所有证据都表明 CCUS 至关重要。这

个新的咨询小组的成立表明，政府和行业准备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信息源：

https://www.gasworld.com/new-ccus-advisory-group-for-uk/2016857.article?tdsourcetag=s_pcqq

_aiomsg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地下结构抗震设计标准》 

《地下结构抗震设计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T51336-2018，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www.mohurd.gov.cn）公开，并由住房

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为贯彻执行国家防震减灾的法律法规，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规范地下结

构的抗震设计，使地下结构经抗震设防后，减轻地震破坏，避免人员伤亡，减少

经济损失，制定《地下结构抗震设计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 6、7、8、和 9 度地区地下结构的抗震设计。 

地下结构所在地区的抗震设防烈度应采用根据现行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

数区划图》GB18306 确定的地震基本烈度。已完成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程场地，

可按审定的抗震设防烈度或设计地震动参数进行抗震设防，但不应低于现行国家

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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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结构的抗震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信息源：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903/t20190320_239846.html 

 

2019 年一季度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发布——地质灾害突

发，地震活动水平不高 

近日，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卫生健康委、统计局、气象局、银保监会、粮食和储备局、林草局、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政治工作部、红十字会总会、中国铁路总公司等部门对

2019 年一季度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经核定，一季度，我国自然

灾害以风雹、地质灾害、森林火灾、地震和雪灾为主。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

139.6 万人次受灾，87 人死亡，1.3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900 余间房屋倒塌，1.1

万间严重损坏，8.6 万间一般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 71.1 千公顷，其中绝收 13.4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27.9 亿元。总的看，一季度全国灾情较近 5 年同期均值

偏轻，其中，受灾人口、倒塌房屋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减少 85%、82%和

73%。 

一季度，全国共发生 8 起（因自然因素引发）造成人员死亡的地质灾害事件。

其中，3 月 15 日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枣岭乡发生山体滑坡，导致当地卫生院 1

栋家属楼、信用社 1 栋家属楼和 1 座小型洗浴中心垮塌，造成 20 人死亡，13 人

受伤。 

一季度，我国大陆地区共发生 26 次 4 级以上地震，5 级以上地震 5 次。其

中，2 月 24－25 日，四川自贡市荣县连续发生 4.7 级、4.3 级和 4.9 级地震，灾

害损失较重，造成 2 人死亡，14 人受伤，4.1 万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3 月 28

日青海茫崖市 5.0 级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 6 亿元。据统计，一季度地震共造

成全国 2 人死亡，4.6 万间房屋损坏，直接经济损失 8 亿元。 

 

信息源：http://www.chinasafety.gov.cn/xw/bbgz/201904/t20190407_2436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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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计划 

世界银行批准 2700 万美元用于加勒比地区地热项目 

日前，世界银行已批准拨款 2700 万美元，用于在加勒比地区的多米尼加共

和国建设 7 兆瓦的地热发电厂。旨在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份额，使该国的能源矩阵

多样化，并确定一个明确的私营部门投资地热开发的路线图。 

多米尼加有一个主要依靠柴油发电的小型电力系统。用户面临着国际油价的

波动，岛上的电力平均价格是世界上最高的，截至 2016 年 12 月约为 33 美分/

千瓦时。继飓风玛丽亚之后，75％的电力网络遭到破坏，致使整个岛屿没有电力

供应。为此，政府通过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弹性发展战略（the National Resilient 

Development Strategy），确立了多米尼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适应气候变化的国

家”的愿景。能源结构多样化是这一战略的关键因素。 

“这是多米尼加通过投资地热来实现其能源和气候目标，建立更环保和更具

弹性的未来的绝佳机会。该国拥有巨大的潜力提供可靠、低成本的可再生和高质

量能源，以支持气候适应性增长，“世界银行加勒比地区国家主任 Tahseen Sayed

说。 

地热资源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气候适应性强，而且环保无污染。地热风险

缓解项目（The Geothermal Risk Mitigation Project）预计将显著降低多米尼加的

电力成本，并将该国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从 25％提高到 51％，每年减

少 38223 吨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同时，它还将评估向邻国出口本土地热能源的

潜力。 

 

信息源： 

http://www.thinkgeoenergy.com/world-bank-approves-27m-for-7-mw-dominica-geothermal-projec

t-caribbean/ 

 

澳大利亚政府投资数字地球项目，提高卫星数据利用率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和 FrontierSI 已经与 500 多家利益攸关方合作，为澳大

利亚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 Australia——DEA）项目制定行业发展战略。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项目执行主任 Trent Kershaw 说，了解不同行业部门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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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充分挖掘澳大利亚卫星数据和图像的经济和社会潜力的关键。我们希望行业

了解和使用 DEA 的产品和服务，并帮助推动 DEA 未来的投资。我们的新战略

将侧重于数据和技术、教育和培训以及意识。作为新战略的一部分，一个名为

“DEA 实验室”的小规模、有针对性的孵化器项目已被开发出来，以帮助澳大

利亚企业利用卫星数据和 DEA 技术解决现实问题。 

DEA 实验室被提议通过提供支持和资金来加速采用地球观测（Earth 

Observation——EO）数据和 DEA 技术，以开发澳大利亚企业合作中面临的服务

和解决方案。 

DEA 项目是澳大利亚政府的一项投资，由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公司实施，旨

在提高澳大利亚各地 EO 数据的利用率。2018 年 5 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继续为

DEA 项目提供每年约 1300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信息源：

https://www.ga.gov.au/news-events/news/latest-news/new-strategy-to-help-australian-industry-use

-satellite-data 

 

“CCS 和非常规油气开发中的风险评估”项目获 900 万欧元

资助 

近期，欧盟的“地平线 2020 研究与创新计划”为正在进行的 SECURe 项目

（CCS 和非常规油气开发中风险的评估）提供 900 万欧元资助。SECURe 项目为

期三年，其重点是为从事地下能源项目的开发商提供最佳实践方案，降低风险。 

虽然二氧化碳地质储存和非常规碳氢化合物生产是两种不同的技术，但是它

们所使用的方法和潜在的环境影响方面有相似之处，比如，可能会诱发地震、造

成气体泄漏，这些都需要进行安全监测。项目的实施将促进不同利益攸关方团体

的有效沟通，以便对这两种地下技术有更深入的了解。 

这个安全项目由英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包括来自丹麦、法国、德国、荷兰、

挪威、波兰和英国等 7 个欧洲国家的 16 个研究伙伴参与，将制定风险评估、监

测实施和降低潜在危险的最佳行动指南。该安全伙伴关系参与研究的科学家还将

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领导小组合作，最终的结果将会使对各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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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从项目运营商和监管机构到决策者和广大公众。 

英国地质调查局的 Ed Hough 是 SECURe 项目的协调人，他表示：“SECURe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开发新的方法来监测页岩气和 CCS 技术的潜在影响，

包括地震、地下水和大气监测等方面，并为各行业提供可以相互学习的平台”。 

 

信息源：http://www.securegeoenergy.eu/news 

 

美国能源部为地热技术的研发提供 700 万美元资金支持 

近日，美国能源部宣布了 700 万美元的研发资金用于资助地热技术的研究和

开发，旨在通过解决两个最主要的难题——地应力状态和井漏事件，来提高地热

钻探效率、降低地热资源开采利用成本。美国能源部的地热技术（GTO）办公室

计划在两个主要领域提供资金支持：开发用于地热勘探和钻探过程中应力特征、

监测和预测技术；开发预测和减轻地热钻探中漏循环事件的新技术。 

地应力状态会直接影响地热储层形成所需渗透率的裂隙网络的产生。因此，

在地热能源开发过程中，对地应力状态的进一步了解对油井的选址非常必要。此

外，在钻井过程中，当通过井下钻井设备从钻井平台泵出的液体“丢失”并流入

地层，而不是返回地面完成循环路径时，会发生漏失事件  (Lost circulation 

events)。研究和开发解决地应力状态和井漏问题的创新技术，将降低地热勘探和

钻探成本，增加地热资源开采和利用的可行性。 

目前，美国的地热装机容量超过 38 千兆瓦，居世界首位。钻井作业成本占

地热勘探和开发成本的 50%，因此开发国内地热资源的一个关键是降低钻井作业

的成本。 

 

信息源：

http://www.thinkgeoenergy.com/rd-funding-aimed-at-improving-geothermal-drilling-efficiency-an

d-reduce-costs/ 

 

美国能源部为加快区域 CCUS 发展提供 2000 万美元资助 

美国能源部宣布提供高达 2000 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帮助加快碳捕捉、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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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封存技术的部署。选定的项目将支持化石能源办公室(FE)的碳储存计划。 

美国能源部长 Rick Perry 说：“碳捕捉对降低全球碳排放至关重要。通过加

快部署这一不可或缺的技术，美国可以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利用国内能源，而不污

染环境。” 

能源部的目标是通过这一资助机会，为研发项目（R＆D）颁发合作协议，

以帮助确定和解决当前 CCUS 发展中面临的区域性存储和运输挑战。 

通过这一融资机会，DOE 旨在为研发项目（R＆D）颁发合作协议，以帮助

确定和解决目前 CCUS 发展面临的区域存储和运输挑战。 

这一资助机会旨在通过以下方式保持、分享和推进现有的研发: 

(1) 解决关键技术挑战； 

(2) 促进数据收集、共享和分析； 

(3) 评估区域基础设施； 

(4) 促进区域技术转让。 

负责化石能源的助理部长 Steven Winberg 表示，CCUS 作为领先的清洁能源

减排技术，是我们研发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投资研究，将有助于识别和克

服这些正在进行的存储和运输挑战，FE 希望使 CCUS 更接近于在美国乃至世界

范围内广泛行业部署。 

 

信息源：

https://www.energy.gov/articles/doe-announces-20-million-regional-initiative-accelerate-carbon-c

apture-utilization-and 

 

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

重点专项 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的通知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

发〔2014〕11 号）、《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

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64 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暂行办

法》（国科发资〔2017〕152 号）等文件要求，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制

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重点专项实施方案，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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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监测预警与风险防范、重大地质灾害快速识别与风险防控、极端气象监测

预警及风险防范、重大水旱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多灾种重大自然灾害评估与综

合防范等 5 项重点任务开展科研攻关和应用防范，为提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社会经济安全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现将“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重点专项 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建

议向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征求意见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1 日至 2019 年 4 月 25

日。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相关重点专项的凝练布局和任务部署已经战略咨询与综

合评审特邀委员会咨询评议，国家科技计划管理部际联席会议研究审议，并报国

务院批准实施。 

本次征求意见重点针对各专项指南方向提出的目标指标和相关内容的合理

性、科学性、先进性等方面听取各方意见。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和

专家，根据征求意见情况，修改完善项目申报指南。征集到的意见将不再反馈和

回复。 

联系方式：sfs_zyhjc@most.cn。 

 

信息源：http://service.most.gov.cn/2015tztg_all/20190411/2890.html 

 

研究进展 

韩国接受地热发电厂为 2017 年破坏性地震诱因 

韩国政府调查小组 3 月 20 日公布一项调查结果，2017 年 11 月 15 日发生在

浦项市的 5.4 级地震可能是由一座实验性地热发电厂引起。 

与直接从地下热水或岩石中提取能量的传统地热发电厂不同，浦项发电厂在

向地下注入高压流体，使岩石破裂并释放热量，即增强型地热系统技术。调查小

组发现，这种压力引发的小震影响了附近的断层活动，最终引发了更大的地震。

这些调查结果支持了去年发表在《Science》1，2杂志上的两项研究结果，这两项

研究均表明地热发电站可能是地震发生的原因之一。 

                                                        
1 The November 2017 Mw 5.5 Pohang earthquake: A possible case of induced seismicity in South Korea； 

 
2 Assessing whether the 2017 Mw 5.4 Pohang earthquake in South Korea was an induced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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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地震是韩国第二大地震，也是现代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地震，造成 135

人受伤，估计造成 3000 亿韩元（2.9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为该核电站提供资金

支持的国家贸易部、工业部和能源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接受专家组的调查结果，

并对受伤害的浦项居民“深表遗憾”。韩国能源部门宣布，将拆除此地热发电站并

恢复原貌，投资 2557 亿韩圆（约合人民币 1270 亿元）用于修复受灾最严重地区

的基础设施。 

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一些地震也与地热发电厂有关，但浦项大地震是迄今为

止与此类发电站有关的最强地震——比 2006 年瑞士巴塞尔地热发电站引发的

3.4 级地震强 1000 倍。 

 

信息源：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0959-4 

 

Nature Communications：首次实现表面粗糙度自仿射性的

数值模拟 

无论你从山顶的角度看，还是从显微镜下看，世界的地形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地质尺度上的山脉与纳米尺度上的固体金属物体的粗糙度特征非常相似。数学家

Benoit Mandelbrot 在 1983 年首次强调了这种相似性——分形自仿射性，用于表

征裂缝表面的相似性。迄今为止，这一特性的建模被证明相当困难。 

近日，研究人员首次模拟了表面粗糙度的形成过程。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自

然通讯》3上。奥尔胡斯大学工程系表面力学小组组长 Ramin Aghababaei 表示，

这是第一次能够利用计算机模拟再现滑动表面的自仿射性。模拟结果清楚地说明

了地下裂纹扩展和表面磨损如何在多个尺度上产生几乎相同的粗糙度，而与初始

的粗糙度状态无关。 

数值方法作为该项工作的基石，由 Ramin Aghababaei 与瑞士洛桑联邦理工

学院（EPFL）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合作开发。 

助理教授 Ramin Aghababaei 解释道，“三年前，当我在 EPFL 的计算固体力

学实验室工作时，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目前的研究是在博士生 Enrico Milanese

的努力下完成的，他使用了开发的技术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模拟来跟踪表面相互滑

动的粗糙度演变”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研究了粗糙度产生的机理，我们认为这与
                                                        
3 Emergence of self-affine surfaces during adhesive 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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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裂纹扩展和不同尺度下材料的去除有关。裂缝永远不会是直线。它像闪电一

样在空中盘旋。当被放大时，同样的波纹会在更小的尺度上自我复制。换句话说，

裂纹扩展路径决定了粗糙表面在所有尺度上的自仿射性质”。 

当前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对粗糙度的产生过程进行建模，但该发现的意义重

大、前景非常广阔。这对于理解从原子尺度到地质尺度的粗糙表面分形特征的出

现是一大进步。控制表面粗糙度对几乎所有工程的性能和耐久性都至关重要。例

如，对于制造业来说，根据目标公差来预测和控制加工部件的表面光洁度是非常

有意义的。值得一提的是，这对于地震预测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Ramin Aghababaei 说 “人类仍然不知道地震的发生机理，但我们相信这是地

下微小裂缝的传播问题，发出的地震波会使地面震动。如果我们能通过对断层表

面粗糙度的事后分析来了解裂纹的萌生机理，我们希望能预测出一些东西。” 

目前，Ramin Aghababaei 目前正在与地质学家合作，希望通过利用这些知识

来了解地震的微观产生机理。 

 

信息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9/03/190319092019.htm 

 

中国 CO2 储量潜力评估及 CCUS 技术前景 

近年来，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

问题。为了达到控制温度的目的，各种减碳技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CCS（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技术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碳减排技术。然而，随着 CCS 技术

的发展，一些相关的风险和经济问题也不断出现。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很难承

受 CCS 项目的巨大成本。CCUS（Carbon Capture，Utilization and Storage）技术

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 CO2 进行提纯，继而投入到新的生产过程中，可以实现 CO2

的循环利用，而不是进行简单地封存，是 CCS 技术新的发展趋势，有望成为大

规模储存和高效利用 CO2 的最佳方法之一。 

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被认为是一项极具发展前景的 CO2 减排

技术，可以显著改善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在不同地层中确定一

定的 CO2 储量是 CCUS 部署项目的重要基础。虽然许多研究人员和组织对中国

的 CO2 储存量潜力进行了评估，但由于缺乏标准化的方法和详细的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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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对 CO2 储存量的评估结果不尽相同。 

为了研究在中国部署 CCUS 项目的 CO2 储存潜力，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能源学院的学者结合中国的特殊地质特征和当前的国情，提出了一种新的 CO2

封存能力评估方法。通过采用质量平衡法结合不同地层的 CO2 封存机制，建立

了不同地层 CO2 储层能力的综合评价方法，对咸水含水层中 CO2-EWR（二氧化

碳驱水技术）、油藏中的 CO2-EOR（二氧化碳驱强化采油）和煤层中的 CO2-ECBM

（提高煤层气采收率）分别进行了储量估算，分析了三种不同形式的 CO2 存储

在中国的不同特点和应用前景。分析发现我国 CO2 储存量前景广阔，预计为 1841

亿吨左右，是 2015 年我国 CO2 排放总量的 190 多倍。 

该研究为 CCUS 技术在中国的潜在应用提供了初步的思路。中短期来看，

CO2-EOR 被认为是最有利的 CCUS 技术，应优先发展，而煤化工地区作为近源

库距离的最优选择。从长期来看，CO2-EWR 将是主要的选择，因为深盐水含水

层具有最大的储存能力。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the Energy Institute》4期

刊上。 

CCUS 技术是一个复杂的产业链，目前仍然存在许多瓶颈技术，缺乏风险识

别。我国开展的 CCUS 项目在 CO2 减排方面的作用很小，但在 CCUS 大规模部

署之前，需要验证 CCUS 开发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掌握

关键技术，降低成本。在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下，CCUS 无疑将在可持续发展中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信息源：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743967117302660?via%3Dihub#! 

 

武汉岩土所提出深部软岩隧道扰动应力测试新技术 

深埋软岩隧道的修建一直是世界级的技术难题。由于软岩隧道围岩软弱破

碎、自稳性差，在施工和运营过程中经常易出现围岩大变形、塌方失稳及衬砌病

害等典型工程灾害，给深埋隧道的设计、施工及灾害处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

此，开展软岩隧道施工开挖前的准确围岩动态变形及应变测试是为软弱隧道提供

合理支护设计及灾害控制的关键前提。  

由于软岩隧道的地质变形极为突出，加之现有测试技术和量测设备的局限
                                                        
4 Assessment of CO2 storage potential and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prospec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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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施工过程力学组陈卫忠研究团队研发并试制

出一种三向的光纤光栅预埋式应变砖传感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能动态

测试软岩隧道围岩扰动应力的现场测试系统，该系统能较准确的测试出软岩隧道

开挖时的松动圈压力，为隧道的支护设计和安全控制提供重要依据。目前该系统

已在宜巴高速公路的软岩隧道中得到成功应用。  

本研究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测试技术领域期刊《Measur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5。  

 

信息源：http://www.whrsm.ac.cn/xwzx/ttxw/201904/t20190404_5270344.html 

 

川南龙马溪组页岩脆性破坏特征研究新进展 

近年来，面对着巨大的油气缺口，积极进行页岩气勘探开发的相关研究显得

十分必要。我国四川盆地页岩气储量丰富，对比分析美国典型页岩气盆地地质特

征，一些专家认为四川盆地下志留统龙马溪组页岩具有较好的页岩气生烃潜力。

然而，由于页岩具有致密、低孔隙度、低渗透率的特点，页岩气一直难以得到高

效的勘探和开发。水力压裂技术是页岩气开发的有效手段，通过液压碎裂增加储

层宏观渗透率，从而达到页岩气增产目的。1985 年起，水力压裂开始广泛应用

于页岩气的开采，但压裂过程中裂缝的扩展规律及裂缝动态扩展的监测与控制仍

是研究难点。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页岩气高效开采必须重视页岩的破裂和

损伤演化机制研究。  

基于以上科学问题，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基于室内试验和数值模

拟，研究了川南龙马溪组页岩不同应力条件下的脆性破坏特征。首先对龙马溪组

页岩进行单轴压缩试验，获取岩石基本力学参数及声发射活动特征。随后基于离

散单元法建立数值模型，通过研究不同破坏阶段声发射与岩石细观破裂的对应关

系，验证所建模型的合理性。最后，利用该模型模拟不同围压下的三轴压缩试验，

研究龙马溪组页岩在不同应力条件下的脆性破坏形式和特征应力的变化规律。  

研究结果表明，该龙马溪组页岩脆性矿物含量高，强度大，脆性特征明显。

在不同应力条件下该龙马溪组页岩发生脆性破坏时具有相似的破坏特征，且峰值

                                                        
5 Application of a type of strain block FBG sensor for strain measurements of squeezing rock in a deep-buried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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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符合 Mohr-Coulomb 线性规律。当加载到岩石损伤应力以前，微裂纹的分布

无明显方向性和区域性，该时微裂纹的分布应与岩石的非均质性有关；损伤应力

后微裂纹的萌生、聚集和贯通将受应力影响。页岩的特征应力（起裂应力、损伤

应力、峰值强度）与围压表现出强相关性，但围压对峰值应力的影响程度比对损

伤应力和起裂应力的影响程度更大。该结果是由于在裂纹稳定扩展阶段，微裂纹

独立产生无相互影响，而峰值应力还需考虑微裂纹间的相互作用及形成的宏观破

裂面粗糙性的影响。该基础性研究结果可为页岩气开发过程中动态监测及开发方

案制定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本研究相关成果发表于本学科 ESCI 期刊《岩土力学》6。 

 

信息源：http://www.whrsm.ac.cn/xwzx/kydt/201904/t20190410_5272310.html 

 

成都理工大学实现滑坡成功预警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国通过开展地质灾害详查、排查和汛期巡查，并建

立完善的群测群防网络，防灾减灾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近年来多起灾难性地

质灾害事件都具有高位、高隐蔽性等特点，仅凭传统手段已很难提前发现灾害隐

患。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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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强教

授团队用新的技术手段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的早期识别和提前发现，开发了“地质

灾害实时监测预警手机 APP”对滑坡灾害实现了多次成功预警。 

早在 2017 年，许强教授团队曾两次成功预警黑方台黄土滑坡，今年 2 月 17

日发生在贵州省兴义市龙井村 9 组的页岩滑坡事故，由于团队提前 53 分钟预警，

400 多名群众提前撤离，无一人伤亡。3 月 4 日凌晨 0 时 19 分，甘肃省临夏州永

靖县盐锅峡镇黑台北侧白杨沟发生了一起小型滑坡（统一命名为陈家 6#滑坡）。

由于许强教授研究团队提前 2 小时向当地发出滑坡红色预警信息，当地政府根据

预警结果及时采取了主动防灾措施，该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 

 

信息源：http://e.chengdu.cn/html/2019-03/08/content_644907.htm；

http://www.chinanews.com/wap/detail/zw/sh/2019/02-17/8756784.shtml 

                                                        
6 川南龙马溪组页岩不同应力条件下脆性破坏特征室内实验与数值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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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快讯 

中国又一超级大工程开工建设 难度或超珠港澳大桥 

近又一超级大工程开工建设难度或超珠港澳大桥 它就是深中通道！ 

粤港澳大湾区提出了一小时交通圈的目标，目前大湾区有 11 个城市分布在

珠江口的两侧，港珠澳大桥刚刚开通，过江都要走虎门大桥，拥堵的交通成了东

西两岸交流的重要障碍。而如今，这里正在建设一条深中通道总长 24 公里的，

难度堪比港珠澳大桥。 

虎门大桥是广东省东西两翼的重要交通枢纽，从惠州、深圳和粤东地区等地

过来的车辆，想要到南沙、珠海和中山，必须要走虎门大桥，这是连通珠江东西

两岸的必经之地。 

虽然从深圳到中山的直线距离是 20 多公里，可途经虎门大桥却要走 100 多

公里的车程。2019 年春节期间，虎门大桥一度日车流量超过 16 万辆，堪称世界

上最堵的桥。经常经过这里的司机也都对虎门大桥堵车习以为常。为了缩短粤东

粤西之间的距离，缓解虎门大桥的拥堵，广东省规划了一条深中通道，就在虎门

大桥和港珠澳大桥之间，全长 24 公里，将深圳与中山连通。 

和港珠澳大桥类似的是，深中通道也要途经伶仃洋，同样要采用沉管技术，

建设者也是港珠澳大桥的同一个团队。但是他们都表示，深中通道的难度一点都

不亚于港珠澳大桥，甚至是一场更严峻的挑战。 

为了修建港珠澳大桥，珠海附近的岛上建起了一座大型沉管预制厂，这一次，

深中通道所需的沉管也来自这座岛，但是从这座岛到深中通道的安装地点，距离

足足有 50 公里，是港珠澳大桥浮运距离的三倍多。 

为此，建设团队专门为深中通道量身定做一艘沉管浮运安装一体船，专门用

来浮运安装沉管，可以说这艘船决定着整个深中通道的成败。深中通道中交一航

局 S09 标段副总工程师宁进进表示，工程的难点在于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世界

上还没有类似的船可以参考。深中通道中交四航局 S09 标段副总工程师嵇廷说：

“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完成 22 节管节的预制，要达到一个月一节的进度要求，可

以说在世界范围内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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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制造和运输难题，沉管的水下安装也是个世界级难题。沉管安装讲究的

是天时地利人和，条件非常苛刻，风力不能大于六级，海上的浪高也不能高于

0.8 米。 

理论上来说，一个月有两个适合安装沉管的窗口期，一年总共只有 24 次机

会，再除去天气、台风等等因素的影响，每一个窗口期都弥足珍贵。 

而且沉管对接难度相当于把一个中型航母和另外一个中型航母对接，对接的

偏差要控制在五公分，这不亚于外太空对接，难度可想而知。 

和港珠澳大桥一样，深中通道也要先建造东西两个人工岛。深中通道西人工

岛由 57 个直径为 28 米的钢圆筒构成，每个钢圆筒相当于 14 层楼的高度，这个

面积相当于 19 个足球场大的人工岛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建成，创造了深中速度。 

深中通道计划 2024 年全线通车，到时候珠江两岸可以半小时对接。 

 

信息源：http://news.cctv.com/2019/03/23/ARTIQzJpCxQxWho4c3miSZEW190323.shtml 

 

11 年只挖 12 公里！“世界最难掘进隧道”仅剩最后两公里 

云南保山境内的兰津古渡，山高谷深，左岸是大理，右岸是保山。大柱山隧

道成为沟通天堑的关键工程。这条隧道 2008 年开始施工，全长 14.484 公里，至

今已经修了 11 年，计划 2021 年开通，目前还有最后两公里就可完工，被称为世

界上最难掘进的隧道。 

如今，大瑞铁路正在这悬崖峭壁间修建。火车将从大理出发，经过这座大桥

和大柱山隧道，到达保山和瑞丽。一条瀑布从江右岸半山腰的峭壁中流出，碎珠

溅玉，蔚为奇观。而在这条瀑布的上方十几米处，就是大柱山隧道的进口。就在

记者感叹这一自然奇观的时候，中铁一局大瑞铁路项目经理姜栋告诉我们，“那

是从隧道里流出来的水。” 

2008 年，32 岁的姜栋带着团队和一腔热血来到了大柱山。当时，原定计划

五年就能将隧道全面贯通。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已经 11 年了，大柱山隧道

还没有修通，而且每天都会遇到新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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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向前掘进的工作面（掌子面），本来该继续向前开挖，却因为大量涌水，

工人无法继续施工。在所有隧道施工中，最怕遇到突泥和涌水的情况。而姜栋他

们施工的这 3862 天里，却有近 3500 天都在跟突泥和涌水作斗争。 

大柱山隧道一直被称为“豆腐山打洞”，施工过程中需要穿过六条断裂带，随

时会出现突泥、涌水的危险。简单来说就是，挖掘时遇到的岩石质地较软，遇水

即化，一旦突泥和涌水发生，就会像泥石流一样危险。 

技术人员统计，大柱山隧道开工至今，隧道总涌水量达 2 亿立方米，这么大

的涌水量，相当于 15 座西湖的水量。仅抽水泵就用坏了 116 个，累计抽排水 2800

万立方米。 

除了涌水，施工人员面对的挑战还有极端的自然条件。同一个隧道，进口和

出口居然冰火两重天。 

大柱山隧道只有 14 公里，但要穿越 6 条断裂带。和进口截然不同，出口已

位于高地热段，隧道内的温度接近 40 度，工人们的衣服根本穿不住。没有冰块

降温的时候，他们只能用凉水浇在身上，给自己降降温，再接着干。隧道内持续

不下的高温一度严重阻碍隧道向前掘进，最难的时候一天只能向前推进一米。 

工期从 5 年变成 13 年，姜栋要面对很多人对团队施工水平和管理能力的质

疑和指责。不但如此，他坚守大柱山隧道的 11 年间，每年和家人团聚的时间不

超过十天。 

3862 天的坚守，换来了大柱山隧道即将贯通的曙光。那些青春年少就来到

大柱山的小伙子们，用时间、汗水和泪水诠释了不负韶华，这种坚守是铁路人镌

刻在骨血里的信仰。也许，大柱山隧道之后，他们还会向更艰难的隧道掘进。而

坚守大柱山的这段岁月，必将成为他们永生难忘的回忆。 

 

信息源：https://www.guancha.cn/economy/2019_03_28_495430.shtml 

 

武吉南石壁隧道病害处治取得阶段胜利 

3 月 27 日早晨，随着东方一轮红日喷薄欲出，伴随着沥青摊铺机的轰鸣声，

现场建设者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标志着中铁十六局三公司承建的武吉南石壁隧

道病害处治项目在这场攻坚战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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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洞发育，隧道上有个水库，治水很难。而且建设和科研任务都很重，施

工模式没有见过，我们一路都是摸索走过来的”该项目总工程师张红金说。 

由中铁十六局三公司承建的武吉南石壁隧道病害处治项目，位于国家主干线

大广高速武吉北段线，处治路段与沪昆高速和昌栗高速等国家干线和地方加密高

速公路直接相交，交通导改难度大、风险高，交通维护时间长，社会影响面广。

而且隧道地质情况异常复杂，属岩溶地质发育。该隧道自 2008 年通车运营后多

次发生突水突泥、结构物隆起变形、拱脚股状喷水、地表塌陷等病害，存在重大

的安全隐患，严重影响了行车安全。 

此项目作为中铁十六局三公司第一个病害处治项目，没有经验可循，项目部

就甘当“小学生”，加大与相关方的沟通研讨，经过数易其稿确定了对隧道围岩

先进行钻孔注浆，加固周围松散岩体，再拆除及恢复二衬仰拱，彻底根除隧道病

害的处治方案和半幅通行，减少业主收费损失，降低社会影响的交通组织方案。

坚持产学研合作，与江西省高投集团、山东大学等紧密携手，先后引进发明专利

技术十余项应有于隧道整治。项目部员工发扬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企业精神，

克服了 “工程量小、作业面分散，无法形成流水作业”、“原施工、设计资料

缺失”、“ 机电消防先拆除保护后逆向恢复”等难题，积极总结提升，形成发

明专利五项，自主立项省部级工法三项等，以科技创新驱动项目高质量发展的“新

引擎”。通过建设者通宵达旦的努力，该隧道处治提前完成了业主下达的开通左

洞的节点目标，顺利通过了江西省质监站的检查验收，极大地鼓舞了参建员工的

士气，也为后续施工积累了丰富经验。 

 

信息源：http://build.workercn.cn/33132/201904/10/190410152752429.shtml 

 

会议 

2020 欧洲岩石力学大会（EUROCK2020）通知 

由国际岩石力学与岩石工程学会（ISRM）主办，ISRM 挪威国家小组承办

的 2020 欧洲岩石力学大会（EUROCK2020）将于 2020 年 6 月 14-19 日在挪威特

隆赫姆举行。 

一、会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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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rd rock tunneling and rock support； 

(2) Weakness zone issues； 

(3) Design of unlined hydropower tunnels； 

(4) Rock stress estimation and measurement； 

(5) Characterization of rock mass； 

(6) Recent advances in rock mechanics theory； 

(7) Brittle failure； 

(8) Rock falls/Rock avalanches - mapping and monitoring； 

(9) Abrasivity/advance and cutter wear in hard rock conditions； 

(10) Rock support design in swelling clay conditions。 

二、重要时间节点： 

(1) 2019 年 2 月 1 日：摘要提交开始； 

(2) 2019 年 6 月 1 日：摘要提交截止； 

(3) 2019 年 10 月 14 日：全文提交截止； 

(4) 2020 年 2 月 10 日：发出论文录用通知。 

三、投稿须知： 

摘要必须采用英文书写，且不超过 300 字符。标题最多 250 个字符。摘要中

不能包含任何图形、照片或插图。摘要提交时应选择相应主题。摘要会根据与主

题的相关性、内容的原创性等标准进行评价，此外，科学委员会将根据主题和内

容对摘要进行归类。 

 

会议链接： http://www.eurock2020.com/hjem.cfm 

 

可持续能源岩石力学与工程国际研讨会征文通知 

由越南岩石力学学会主办，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协办的“可持续能源岩

石力学与工程国际研讨会”——暨越南岩石力学学会成立 35 周年，国际岩石力

学与岩石工程学会特别会议，首届越-中岩石力学与工程研讨会将于 2019 年 11

月 22-24 日在越南河内举办。 

一、会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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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ck properties and testing methods； 

(2) Tunnel and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3) Slope stability； 

(4) Rock foundation； 

(5) Apply new methods of rock mechanics in mining… 

(6) Apply new methods of rock mechanics for hydropower project, rock slope, land 

slide, tunneling, shaft,… 

二、重要时间节点： 

2019 年 5 月 22 日：摘要提交截止； 

2019 年 6 月 22 日：摘要录用通知； 

2019 年 7 月 30 日：全文提交截止。 

 

会议链接：http://vietrocknet.org/ 

 

 

第十届软土地基地下工程岩土问题国际研讨会征文通知 

第十届软土地基地下工程岩土问题国际研讨会将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7 月 1

日在英国剑桥丘吉尔学院举办。会议论文摘要提交已开始。 

此次专题讨论会的前两天为技术会议。第三天将专门对正在施工的新泰晤士

河 Tideway 隧道工程的工地进行技术访问。 

一、会议主题： 

(1) Field case studies； 

(2) Physical and numerical modelling of tunnels and deep excavations in soft 

ground； 

(3) The effect of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on existing structures； 

(4)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ground improvement for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5) Sensing technologies and monitoring for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in soft 

ground； 

(6) Ground movements, interaction with existing structures and mitigation measures； 

(7) Seismic response of underground infrastructure in soft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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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时间节点： 

(1) 2019 年 5 月 1 日：摘要提交截止； 

(2) 2019 年 5 月 31 日：发出摘要录用通知； 

(3) 2019 年 9 月 15 日：论文全文提交截止； 

(4) 2019 年 11 月 30 日：发出论文录用通知及审稿意见； 

(5) 2020 年 2 月 15 日：论文最终版提交截止。 

三、投稿须知： 

会议官方语言为英文。论文摘要约 300 字，应于 2019 年 5 月 1 日前通过摘

要提交系统（直接提交或上传）提交。 

 

会议链接：https://www.is-cambridge2020.eng.cam.ac.uk/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会议通知（一号通知） 

一、会议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土木工程行业发展迅速，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

土木工程行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从发展角度来看，目前仍然面临着诸多挑

战。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土木工程领域技术革新，进一步提升土木工程建设的科

学化水平，让土木工程行业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国土木工程科技人员

的重要使命。 

基于上述背景，本次学术年会将荟萃土木行业院士、专家学者聚焦土木工程

领域发展的重大学术理论和工程实践问题，共同分享土木工程建设创新成果，促

进我国土木工程建设的创新发展。 

二、会议主题与内容： 

本次会议主题为“中国土木工程与可持续发展”，具体内容包括：绿色建造、

工业化建造、数字化建造、城市更新、土壤修复、污水处理、海绵城市建设、综

合管廊建设、地下空间开发、防灾减灾、固废处理、桥隧建设、超高层建设、轨

道交通建设等难点热点问题。 

三、会议时间与地点： 

会议时间：2019 年 9 月 20-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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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上海建工浦江皇冠假日酒店 

（上海闵行区陈行公路 3701 号） 

四、论文征集与出版: 

本届学术年会将广泛征集近年来未在国内外刊物或论文集上发表过的与会

议主题相关的论文，投稿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会务组指定邮箱，所投稿件经专

家审核后录用，并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对于优秀论文学会将推荐至《土

木工程学报》发表，欢迎广大作者踊跃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详细通讯地址、

E-mail 邮箱及联系方式。论文投稿格式与《土木工程学报》要求一致。 

论文投稿指定邮箱：cces2019@163.com。 

五、重要时间节点: 

2019 年 3 月 15 日：开始接受论文投稿； 

2019 年 7 月 15 日：论文全文投稿截止； 

2019 年 7 月 30 日：通知论文是否录用，并发出论文修改通知； 

2019 年 9 月 20-22 日：会议召开。 

 

信息源：http://123.57.212.98/html/tm/19/22/content/6023.html 

 

岩土物理化学前沿交叉青年论坛（第二号通知）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为有效应对传统岩土力学无法解决的跨学科、跨尺度难

题，岩土力学与工程研究已从传统的岩土力学单一学科研究扩展到多学科的交叉

与融合。深海深地环境岩土体结构稳定性、非常规地下资源开发利用、地下核废

料处置、二氧化碳地质利用与封存、城市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置、深部隧道开挖、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等热点研究方向都体现了岩土力学与渗流力学、热力学、

化学反应动力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伴随着“一带一路”、“ 新型城镇化”

等国家发展战略而实施的众多基础设施建设，也融合了地球物理、化学、力学等

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 

为弘扬科学精神，促进岩土力学、物理学、化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

合，激发创新思维，针对当前岩土力学跨学科交叉的前沿热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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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地面岩石工程专业委员会、岩石动力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以及中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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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渗流专业组等单位，于 2019 年 4 月在武汉举办“岩

土物理化学前沿交叉青年论坛”。论坛旨在促进岩土力学学科交叉多元发展，建

立面向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青年学者的跨学科学术交流平台，诚邀相关领域专家

学者参会。 

会议主题：岩土力学与物理化学多学科交叉融合 

一、会议议题： 

(1) 多场多相数值模拟理论与方法； 

(2) 岩土腐蚀破坏与污染物运移； 

(3) 深地资源开发与利用； 

(4) 岩土体化学力学耦合及相变； 

(5) 连续与非连续物理场耦合分析。 

二、参会注册费用及住宿说明： 

(1) 会务费：1800 元；1200 元（学生）。会务费包含参会期间餐饮 费用。 

(2) 参会人员可在会议网站或以转账形式交付会议费，在会议现场领 取发票。

转账信息如下：  收款人：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收款账号：

42001237053050000260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武汉市科学院支行  

(3) 参会嘉宾住宿酒店：需自行安排住宿，会场洪山宾馆住宿协议价 398 元/晚

（普通房）。 

会议地点：洪山宾馆（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 号） 

联系人：张力位（18062156977） 

联系邮箱：zlw_85@foxmail.com 

 

会议链接：http://undergr2019.allconfs.org/meeting/index.asp?id=5330 

 

本期岩土人物 

岩土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顾金才 

顾金才，岩土工程与防护工程地质力学模型试验研究专家，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现任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研究员、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院

长、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名誉院长、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双聘院士 。

https://baike.so.com/doc/4496526-470592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019433-524513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09112-56471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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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被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 年

获总参“人梯奖”。2001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 

现在工程越来越复杂，顾院士认为，对于近年来所发生的地质灾害，在一些

领域使用地质力学模型试验技术，应该能产生很好的效果；在深地下工程技术研

究中，因为深地下工程将会遇到高温、高压、高渗透等问题，围岩材料将处于高

度的非线性变形状态，需要探讨新的设计理论和施工方法。单独采用计算手段解

决上述问题是困难的，而与地质力学模型试验相结合的方法应该是更合理的；在

海底隧道抗爆能力研究中，要研究海底隧道的抗爆能力，地质力学模型试验也是

一个恰当的选择。因为它能同时考虑爆炸对海水、地层、隧道结构产生的综合反

应；在泥石流的形成机制及防治措施研究中，因为构成泥石流材料的性质难以用

精确的数学力学描述，所以研究泥石流的形成机制及防治措施很难用数值计算方

法解决，而采用地质力学模型试验的方法相对容易一些；在岩土体内灌浆范围与

灌浆效果研究中、在松软地层加固或止水堵漏工程中，往往采用压力灌浆技术，

而了解压力灌浆范围及灌浆效果对保障工程质量是非常重要的。采用地质力学模

型试验技术也是解决这类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超大洞库工程技术研究中，在

解决超大洞库（60m 以上跨度）工程问题时，存在动静耦合作用问题，因为这时

不仅要考虑使用荷载，还要考虑围岩自重。解决这类问题需要采用物理模型试验。 

多年来，顾金才院士对喷锚支护坑道抗爆性能和静力性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

试验研究，为喷锚支护技术在国防和民用工程中的推广应用提供了重要依据，为

国内首次提出喷锚支护坑道抗动载设计方法奠定了基础；专注于地质力学模型试

验技术研究，为我军创建了先进的地质力学模型试验室，并在国内率先提出坑道

模型平面应变试验条件和“先加载、后开洞”的试验方法，研制了多套先进的模型

试验设备和相应的模型试验技术，促进了我国地质力学模型试验技术的发展；对

预应力锚索加固机理与设计计算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试验研究，提出了弹性支撑点

理论和剪应力不均匀分布设计方法，提高了我国预锚加固技术的理论水平和设计

水平；为我军地下机库、地下厂房以及国家多个大型水电工程（如白山、二滩、

小浪底、大朝山、李家峡）进行模型试验研究，为工程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对于我国防护工程领域的科研现状，顾金才院士表示，目前我们必须要加强

https://baike.so.com/doc/238729-2525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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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精确制导武器、大当量的常规钻地武器等威胁的防护工程技术研究。顾金才

带领团队自主研制的多种岩土工程特种地质力学模型试验装置已被重庆大学、解

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等数十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引进，用于岩体工程与地质灾害防治

等方面的试验研究和教学领域中，成为这些单位的核心或重要试验设备。这些自

主研发模型试验装置的推广，对促进我国地质力学模型试验技术的发展，提高我

国岩土工程安全与防护试验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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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