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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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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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参考 

“一带一路”防灾减灾《北京宣言》发布，构建灾害风险防

范协同机制 

5 月 11 日-12 日， “一带一路”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大会在京举

行。5 月 12 日正值中国第 11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近 40 个国际组织和科研机构负责人，以及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 780 余名中

外科学家，共同发表了《“一带一路”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简称《宣

言》)，提出将共同致力于加强科技及政策交流，推进构建“一带一路”自然灾害

风险防范协同机制，落实联合国《仙台减灾框架》、《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带一路”沿线自然环境差异大，灾害类型多样（地震、地质灾害、气象灾

害、洪旱灾害和海洋灾害等）、分布广泛、活动频繁、危害严重，且沿线大部分

国家经济欠发达、防灾抗灾能力弱。防灾减灾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面临的

重大现实问题，是各国间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重要

切入点。《宣言》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

精神，汇聚国际智慧，聚焦《联合国仙台减灾框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等议题，

提出了 4项科技行动计划和 9项推进举措，支撑“一带一路”灾害风险防范与管理。

4 项科技行动计划包括加强灾害风险认知、灾害风险管理、提高灾害风险抵抗能

力建设、加强灾后重建对策。9 项推进举措主要包括加强灾害风险评估能力，促

进大数据、灾害风险数据及新兴技术等共享与应用，建设高效灾害信息共享平台，

加强社区、地方、国家、跨境、区域多层级风险管理科学研究、防灾减灾政策制

定以及减灾应用，推进跨学科国际减灾科技计划。 

同时，《北京宣言》强调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机构和组织的地域特

点及多学科综合优势，促进联合国《仙台减灾框架》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教育推广，特别关注培养青年科学家和发挥青年科学家在其专业领域的作

用，鼓励政府和社会加强减灾科技投入，倡导发挥学会智库作用，加强推广社会

广泛参与减灾科技创新项目，强化学科交叉在灾前规划、灾害预防、灾害应急及

灾后重建恢复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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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致力于推动联合国《仙台减灾框架》、《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围绕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面

临的重大科技问题和挑战，强调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机构与社区灾

害信息、科技与政策互通、共商、共建与共享的重要性，呼吁共同制定符合区域

特色的灾害风险管理计划，构建协同减灾合作的长效机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

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信息源：http://www.thecover.cn/news/1978979；http://www.sohu.com/a/313493649_162758 

 

长江经济带“清废行动 2019”号角吹响 

4 月 25-26 日，生态环境部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 2019 年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

法行为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吹响长江经济带 11 生（市）开展“清废行动 2019”

的“号角”。 

“清废行动 2019”的工作范围是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所辖 126 个城市以及仙

桃、天门、潜江等 3 个省直管县级市。工作内容是完成“摸底排查，形成清单；

分批交办，核实确认；分类处置，确保整改；建立专家帮扶及长效机制”等重点

任务，推进固体废物从乱堆乱放向分类、规范、科学处置转变，建立固体废物监

管长效机制，保障长江生态环境安全。 

“摸底排查，形成清单”是以卫星和无人机遥感影像解译为主，辅以“12369”

环保举报和信访案件，形成疑似问题清单，结合各地自查问题，编号成库。 

“分批交办，核实确认”是将疑似问题清单分阶段分批向问题所在地地市级和

县级人民政府交办，各地组织现场核实，确认固废类型和最终问题清单。 

“分类处置，确保整改”是各地对照“清理、溯源、处罚、公开”要求，分批制

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单位和整改时限，及时分类处置，分批公开整改完成

情况。生态环境部将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对交办问题进一步核实，对问题点位整

改情况进行强化监督，确保整改到位。 

“建立专家帮扶及长效机制”是生态环境部将针对固体废物处理处置重点难

点问题，开展细致帮扶，指导地方人民政府科学处理、精准处置，并督促地方人

民政府落实责任，完善制度，提升处置能力，建立固废监管处置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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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源：http://m.sohu.com/a/299360662_99931526 

 

项目计划 

CNR IRPI 和 BGS 签署关于滑坡预测的地貌学和工程地质

学领域研究协议 

英国地质调查局（BGS）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CNR）的地质水文保护

研究所（IRPI）签署了合作协议，旨在促进地貌和工程地质领域的共同研究活动，

协议主要涵盖以下方面： 

(1) multi-scale geomorphological and geological mapping and modelling； 

(2) development of systems for the operational forecasting of landslides； 

(3) geo-hydr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in a multi-risk context； 

(4) impacts of global, climatic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on geo-hydrological 

instability phenomena。 

CNR IRPI 主任 Fausto Guzzetti 博士表示，此次合作协议是在欧洲和亚洲进

行的 6 年联合活动的自然延续。期待与 BGS 的同事继续就滑坡预测和评估气候

和环境变化对滑坡和洪水的可能影响等相关研究课题开展合作。该协议涵盖的研

究主题不仅具有科学价值，而且将对意大利、英国和世界许多地区的人口安全产

生影响。 

 

信息源：https://www.bgs.ac.uk/news/docs/CNR_MOU.pdf 

 

DOE 提供 550 万美元资助，将机器学习用于地热勘探开发 

美国能源部（DOE）宣布为 10 个新项目提供高达 550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在这些项目中将机器学习技术应用于地热勘探和生产。机器学习通过使用先进的

算法来识别模式并从数据中推断，可以帮助发现和开发新的地热资源。如果应用

成功，机器学习不仅可以提高勘探钻井的成功率，还可以提高工厂运营效率，最

终降低地热能的成本。 

地热能源是美国能源部“all-of-the-above”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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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推动美国在能源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确保美国能源的安全、可靠、有弹

性、可负担、持久供应。 

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地热技术办公室选择的项目集中在两个领域：地热勘

探的机器学习；地热作业效率和自动化的高级分析。 

选定的项目包括： 

(1) 科罗拉多矿业学院（Golden，CO）：应用新的机器学习技术分析遥感图像，

目的是基于地表特征识别地热资源是否存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将开发一种方

法，可以自动对布雷迪温泉、沙漠岩石和索尔顿海的高光谱图像数据进行标记。 

(2)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ivermore, CA）：开发和应用新的机器学习技

术，对拉夫特河地热场多物理（大地电磁和地震）数据集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

该项目的总体目标是更好地识别和确定钻井生产井的裂缝区域。 

(3)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NM）：开发一个

可扩展的、开源的基于云的机器学习框架，称为 GTCloud（地热云），该框架将

包含本地、区域和大陆规模的地热数据，以评估地热勘探的风险、成本和火力发

电产出。 

(4) 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Golden, CO）：利用机器学习结合基于物理的地下流

动路径和井间连接模型，改进地热储层管理。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将专注于两

个运营决策：在哪里钻完“补”井；如何在新井和现有井中分配注入量。 

(5)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University Park, PA）：用机器学习方法研究微震

（MEQs）及其与渗透率带的联系，以及地热开发中诱发地震的风险。该项目小

组最近在实验室规模的地震预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表明被动地震信号确实

包含有关地下应力和裂缝演化的信息。 

(6) 亚利桑那大学（Tucson, AZ）：建立一个单一的基于 web 的平台，允许地热研

究人员和开发人员对内部勘探开发数据进行访问。该项目将以编程方式解析文本

中单词的语法和视觉关系，并使用这些关系构建用于地热研究的结构化数据集

（如，电子表格）。该项目将解决机器学习技术在地热勘探中广泛应用的最大障

碍之一：大多数公开数据的非结构化（非表格化）。 

(7) 休斯敦大学（Houston, TX）：开发一种使用机器学习从地震图像中自动检测

地下断层/裂缝带的“双梁”方法，用断层/裂缝带可靠地表征裂缝。这项技术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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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气环境（马塞勒斯页岩）中得到了成功应用，研究人员将把该技术应用到更

困难的地热环境中。 

(8) 内华达州立大学（Reno, NV）： 在“GTO”资助项目的基础上，致力于在内达

华州定义地热“球道”；之前的项目使用了几种机器学习技术来识别地热有利度高

的地区，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缺乏训练数据的专家意见。这个应用程序通过引

入另外 100 个培训站点，以及添加一个拥有大量专有数据集的行业合作伙伴来解

决这一问题。 

(9) 南加州大学（Los Angeles, CA）：开发新的数据驱动模型，将其集成到实时

故障检测和诊断中，通过使用预测控制算法集成这些模型，以提高地热发电厂能

源生产运营效率。 

(10) Upflow Limited  (Taupo, New Zealand)：世界上运营时间最长的地热田之一提

供大量的生产数据，并将其与美国最大的地热公司的档案资料相结合。从这些大

量的数据中开发的模型将使预测/推荐引擎的创建成为可能，这将帮助运营商提

高设备利用率。 

 

信息源：

http://www.thinkgeoenergy.com/funding-of-5-5m-announced-for-machine-learning-for-geothermal

-work/ 

 

加拿大政府为地热示范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近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为一个地热试点项目提供 510 万美元（合 670

万加元）的资金支持，用于支持 Eavor Technologies 有限公司开发下一代地热工

程的新方法。该项目由 Eavor Technologies 公司与 Precision Drilling 公司、壳牌新

能源公司（Shell New energy）和其他几家主要合作伙伴共同承担。 

加拿大在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利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 66%的电力生

产来自可再生能源。总部位于卡尔加里的 Eavor Technologies 有限公司致力于打

造更清洁的能源未来。目前，该公司正在开发一种闭环地热系统的创新原型

（Eavor- loop），该系统将利用地球内部热量生产可再生能源。 

此资金由自然资源部的清洁增长计划（Clean Growth Program，CGP ）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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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技术计划（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echnology Canada，SDTC）提供，

将用于建设一种示范设备——Eavor-Lite。Eavor-Lite 的成功建成将有效支持这项

地热系统模型的研究和开发，并解锁已发现的商业机会。 

Eavor Technologies 颠覆性的新解决方案，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可扩展

的绿色基本负载电源。传统地热解决方案的扩展受到很多阻碍，这项技术将通过

减轻或消除这些阻碍来实现这一目标。 

 

信息源：

http://www.thinkgeoenergy.com/canadian-government-grants-funding-for-eavor-technologies-geot

hermal-pilot-project/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港澳台科技

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19 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通知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

的方案》（国发〔2014〕64 号）的总体部署，按照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组织管理的

相关要求，科技部发布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港澳台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19 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有关事项如下。 

一、 项目组织申报： 

1. 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的研究内容以项目形式组织申报，项目不设任务

（或课题）。项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项目申报

单位推荐 1 名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 

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评审采取填写预申报书、正式申报书两步进行。 

3. 组 织 申 报 单 位 及 资 格 要 求 可 点 击 链 接 ：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4/t2019042

3_146203.htm 

二、具体申报方式： 

1. 网上填报。各申报单位按要求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

（http://service.most.gov.cn）进行网上填报。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将以网上填

报的申报书作为后续形式审查、项目评审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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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单位网上填报预申报书的受理时间为：2019 年 5 月 15 日 8:00 至 6

月 12 日 16:00。申报项目通过首轮评审后，申报单位按要求填报正式申报书，并

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提交，具体时间和有关要求另行通知。 

2. 组织推荐。各推荐单位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前（以寄出时间为准），将加盖

推荐单位公章的推荐函（纸质，一式 2 份）、推荐项目清单（纸质，一式 2 份）

寄送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推荐项目清单须通过系统直接生成打印。 

寄送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5 号中信所 170 室，邮编：100038。 

联系电话：010-58882171。 

3. 材料报送和业务咨询。各申报单位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前（以寄出时间为准），

将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预申报书（纸质，一式 2 份），寄送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

心。预申报书须通过系统直接生成打印。 

寄送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54 号 600 室，邮编：100045。 

咨询电话：010-68598010。 

 

信息源：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4/t20190423_146203.htm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19 年度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培育项目

申报指南发布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

的方案》（国发〔2014〕64 号）的总体部署，按照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组织管理的

相关要求，科技部公布“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19 年度牵头组织

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培育项目申报指南。有关申报事项如下。 

一、项目组织申报工作： 

1. 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的研究内容以项目形式组织申报，项目不设任务（或

课题）。项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指南规定的考核指标。项目申报单位推荐 1 名

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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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评审采取填写预申报书、正式申报书两步进行。 

3. 组织申报单位及资格要求可见：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5/t2019050

5_146372.htm。 

二、具体申报方式： 

1. 网上填报。请各申报单位按要求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进

行网上填报。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将以网上填报的申报书作为后续形式审查、

项目评审的依据。预申报书格式及附件在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相

关专栏下载。 

项目申报单位网上填报预申报书的受理时间为：2019 年 5 月 30 日 8:00 至 6 月

24 日 16:00。申报项目通过首轮评审后，申报单位按要求填报正式申报书，并通

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提交，具体时间和有关要求另行通知。 

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 

http://service.most.gov.cn； 

技术咨询电话：010-58882999（中继线）； 

技术咨询邮箱：program@istic.ac.cn。 

2. 组织推荐。请各推荐单位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前（以寄出时间为准），将加

盖推荐单位公章的推荐函（纸质，一式 2 份）、推荐项目清单（纸质，一式 2 份）

寄送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推荐项目清单须通过系统直接生成打印。 

寄送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5 号中信所 170 室，邮编：100038。 

联系电话：010-58882171。 

3. 材料报送和业务咨询。请各申报单位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前（以寄出时间为

准），将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预申报书（纸质，一式 2 份），寄送中国科学技术交

流中心。预申报书须通过系统直接生成打印。 

寄送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54 号，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207 室，邮编：

100045。 

联系电话：010-68598075。 

 

信息源：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5/t20190505_1463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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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一捧沙揭秘山体滑坡 

山体滑坡发生在丘陵和山区，通常由极端降雨事件或地震引起的地面震动引

发。例如，2015 年 4 月尼泊尔发生的 7.8 级地震及其余震已引发约 2.5 万起山体

滑坡。对于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来说，滑坡是一种重大的自然灾害，因此了解

这些地区滑坡活动的历史对理解和减轻其风险至关重要。 

2015 年尼泊尔地震及其引发的滑坡是与单一事件相关的自然灾害的显著例

子，但很难详细了解该地区滑坡活动的长期行为。赫尔辛基大学和蒂宾根大学的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分析山区河流中泥沙的新方法1，用以了解一个地区发生滑

坡的频率，以及滑坡产生的泥沙在流向下游之前，在河流系统中的停留时间。通

过该技术可以确定上游滑坡活动，这对理解山区的自然灾害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蒂宾根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该研究的合著者 Todd Ehlers 表示，我们

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从河里取少量沙子，测量沉积物的化学成分。结合计算机

模型，确定在泥沙收集地点上游存在多少滑坡活动，以及滑坡产生的泥沙在河流

中的停留时间。与河流或冰川侵蚀等其它过程相比，以往的研究在确定滑坡发生

频率以及这些事件对侵蚀地形的影响程度方面一直受到限制。新方法可以解决之

前的研究一直在努力克服的这两种局限性。 

 

信息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9/04/190424153546.htm 

 

水力压裂或诱发地震 

美国非常规石油开采多利用水力压裂技术从页岩和致密岩石中提取石油。受

这种开采方式影响，近 10 年来，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俄

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等地区人为诱发的地震数量不断增加。虽然与美国中部

油气田废水处理引发的地震相比，这种地震相对罕见，但是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

的 Michael Brudzinski 和他的同事已经在这些州发现了 600 多起小型地震（震级

在 2.0 至 3.8 级之间），研究认为地震活动性增加，主要由于将开采过程中产生

的废水注入岩层，导致岩石内部的孔隙压力增大引起。 

                                                        
1 Quantifying landslide frequency and sediment residence time in the Nepal Himal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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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和东部的阿巴拉契亚盆地的其他部分,过去二十年来天然气产量急

剧增加, 水力压裂井比废水处理井更为普遍，部分原因是含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地

质层不像俄克拉荷马州那样潮湿，减少了废水处理的需要。大量的水力压裂井促

使 Brudzinski 和他的同事们对该地区的小地震是否与水力压裂作业有关进行了

更深入的研究。与废水处理诱发的地震活动相比，这些地震可能“没有得到足够

的重视”，因为它们发生的频率较低。往往在几天或几周内发生了数百或数千次

地震，然后又恢复了平静。在废水处理井中看不到这种模式。研究人员正在研究

水力压裂与地震发生可能之间的相关性，这项研究将有助于行业和州监管机构更

好地管理钻井作业。 

地震学家认为，当水力压裂井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压裂作业紧密相连时，地震

是由水力压裂井引起的。Brudzinski 和他的同事们正在研究各种变量如何影响水

力压裂诱发地震的可能性，从注入液体的体积和粘度到压裂的目标岩层深度。研

究人员使用了一种叫做“多站模板匹配”的技术，通过扫描数百个地震信号来找

到与已知地震“指纹”相匹配的地震信号。这项技术能够探测到可能被忽视的小

地震，并将一个地区更完整的地震目录与有关该地区压裂井作业时间和位置的信

息进行比较。他表示，最令人震惊的是，油井的深度与地震活动的可能性的关系

比预期的要密切得多。井越深，更有可能靠近会滑动的基底岩石和成熟断层。然

而，超压似乎与压裂诱发的地震活动有更强的相关性。超压发生在盆地深部岩石

中存在高流体压力的情况下。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强劲的趋势之一。 

 

信息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9/04/190426110601.htm 

 

Science Advances：实时地震数据监测，降低 EGS 项目风险 

芬兰赫尔辛基 St1 深层地热能项目进行有史以来最深的水力压裂工程时，科

学家利用钻孔和地面传感器组成的网络，通过响应近实时地震数据成功地阻止了

水力压裂过程中诱发的地震。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Science Advances》杂志发

表2。 

一组来自商业公司、学术机构和大学的国际研究人员开发了安全激发策略，

其中包括使用近实时地震监测数据的红绿灯系统。通过近实时数据，科学家们能

                                                        
2 Controlling fluid-induced seismicity during a 6.1-km-deep geothermal stimulation in F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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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更好地理解地震对水力压裂活动的反应，可以对水压致裂过程中的注水速度和

压力给出及时反馈与指导，并对增加的地震活动作出迅速反应，以防止诱发 2

级以上的地震。 

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德国亥姆霍兹地学中心的科学家Grzegorz Kwiatek说，

这种近乎实时的反馈是成功的关键，它可以加深对储层地震响应和深层水力能量

释放的理解，同时确保对增加的地震活动做出及时的技术响应。这些结果可能并

不能直接转移到其他构造环境中。然而，研究过程中开发的方法和概念可能对其

他 EGS 项目具有借鉴意义。 

 

信息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9/05/190501141108.htm； 

http://www.thinkgeoenergy.com/real-time-seismic-data-monitoring-to-reduce-risks-in-egs-projects

/ 

CCUS 技术新进展 

为减少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当前各国争相研究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

技术（英文简称“CCUS”），技术研究获得重大突破。 

冰岛：把二氧化碳永久变石头 

为了净化空气中造成全球暖化的有害排放物，冰岛地质学家把二氧化碳永远

转化为了石头。据悉，这项技术模仿了需费时数千年的自然过程，差别在于速度

快了许多。专家把二氧化碳注入多孔的玄武岩层中，使其凝固成碳酸盐矿物，避

免其排放到大气中。 

冰岛的交通运输、工业和火山会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联

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 IPCC）正在推广各种碳捕捉和储存方法，

希望把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  

据悉，拥有间歇泉、冰川和火山的冰岛，至少一半能源来自地热资

源。斯奈布琼斯多蒂尔正投入冰岛“碳固定”（Carbfix）计划，“碳固定“计

划的研究人员，把世界最大地热发电厂之一的海勒西迪地热发电厂，变

成他们自己的实验室。这座发电厂位在冰岛西南部的亨基德火山，坐落

在冷却熔岩形成的玄武岩层上，能取得几乎无止尽的水源。  

这座发电厂抽取亨基德火山的温泉，推动 6 台涡轮发电，替约 30

公里远的首都雷克雅未克提供电力和热能。同时，发电厂产生的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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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从蒸气中捕捉，液化成冷凝水，然后溶解在大量水中。然后，用管线

把这些气泡水输送到数公里远的区域，研究人员透过高压将气泡水注入

地下 1000 米深的岩层中。这些气泡水填充岩层空隙，并开始发生凝固

过程，意即当二氧化碳与玄武岩中的钙、镁和铁接触时发生的化学反应。

研究表明，最初注入的几乎所有二氧化碳都在 2 年之内凝固。而且二氧

化碳变成石头后，二氧化碳就能永远存在石头中。  

中国：地下咸水层二氧化碳封存示范项目成功 

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减排压力大，对二氧化碳封存与利用技术尤为重

视。由国家能源集团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承担实施的中国首个 10 万吨/

年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全流程示范项目进展顺利，近期已开始研究制定相

关技术标准。 

注入井和监测井深 2495 米，借助压力，二氧化碳被注入地下 1500—2500

米之间的咸水层封存。自 2011 年 5 月 9 日开始二氧化碳连续注入作业，至

2015 年 4 月 16 日，共试验封存二氧化碳 30.26 万吨。随后，项目进入监测

期。近 9 年的监测数据显示，封存区地下水质、压力、温度和地面沉降、

地表二氧化碳浓度等指标没有明显变化，采用示踪技术也未监测到二氧化

碳泄漏现象。 

这是中国实施的首个地下咸水层二氧化碳封存项目，也是目前亚洲唯

一的 10 万吨级地下咸水层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示范项目的成功实施，标志

着中国已经形成二氧化碳捕集、输送和地下咸水层封存、监测等成套技术，

增强了我国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话语权。 

油煤合作新纽带：二氧化碳驱油 

目前我国油田开采已步入中后期，为提高原油采收率，采用驱油技术提高产

量是各大油田的普遍做法。国外近年来大力开展二氧化碳驱油的研发和应用，这

项技术不仅能满足油田开发的需求，还能解决二氧化碳封存问题。 

二氧化碳纯度在 90%以上即可用于驱油，其在地层内溶于水后，可使水的黏

度增加 20%～30%。二氧化碳溶于油后，使原油体积膨胀，黏度降低 30%～80%，

油水界面张力降低，有利于增加采油速度。二氧化碳驱油一般可提高原油采收率

7%～15%，延长油井生产寿命 15～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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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二氧化碳驱油技术不仅能满足油田开发需求，还可解决二氧化碳封存

问题，保护大气环境。该技术适用于常规油藏，尤其对低渗、特低渗透油藏来说，

可明显提高原油采收率。 

其实我国在二氧化碳驱油方面起步较早。1990 年 10 月，大庆油田即开展了

二氧化碳驱油的尝试。此后，草舍油田、中原油田、胜利油田分别在 2005 年和

2008 年相继开展二氧化碳驱油，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提高采收率

10%~15%。 

未来油煤合作或成最好方式。煤化工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高浓度二氧化

碳，这是驱油的一个重要碳源。神华集团已建成每年 10 万吨以上的二氧化碳捕

集与埋存项目，延长石油榆林煤化有限公司已将捕集到的二氧化碳成功应用于靖

边油田的二氧化碳气驱强化采油项目。 

目前，二氧化碳驱油技术在我国尚未成为研究和应用的主导技术，但可以预

测，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范围的扩大，二氧化碳将成我国改善油田开发效果、

提高原油采收率的重要资源。 

 

信息源：http://stzg.china.com.cn/2019-05/08/content_40743665.htm；

https://news.sina.com.cn/w/2019-05-09/doc-ihvhiqax7542100.shtml；

http://www.mei.net.cn/shty/201905/824550.html 

 

多孔介质流固耦合有限元稳定化求解技术研究获进展 

多孔介质渗流-应力耦合模型（Biot 模型）在岩土工程领域有着重要应用。

岩土结构的响应是固体骨架与孔隙流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了预测结构行

为，常常采用有限元法对 Biot 方程进行数值求解。然而，当流体或固体不可压

缩或接近不可压缩以及多孔介质渗透系数非常小时，方程变得病态，引起数值解

的不稳定，出现孔隙流体压力紊乱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所采用的单元需要

满足 Babuska-Brezzi 条件或其等价的 Zienkiewicz 分片插值试验条件。遗憾的是，

我们经常采用的等阶插值形式的常规有限单元（如双线性四边形 Q4P4 单元）并

不满足上述条件，无法保证计算的稳定性。为此，通常是换用位移插值函数比孔

压插值函数高一阶的二次单元（即 Taylor-Hood 单元，如 Q9P4）来保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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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通过增加中间节点的办法增强了单元弯曲性能，同时也保证了耦合求解的稳

定性，但这样带来的前处理和计算的开销却几乎成倍增加。因此，为了保证计算

效率，基于低阶单元（如 Q4P4 单元）的多孔介质流固耦合有限元稳定化求解技

术一直被研究者们所关注。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土动力学组研究人员长期致力于多相孔隙

介质多场耦合高效数值方法的研究。基于局部投影稳定化算法，提出了多孔介质

流固耦合稳定化有限元方法。该方法规避了常规混合有限元需要满足的

Babuska-Brezzi 条件，对等阶插值的线性单元有很好的适用性。利用合理的稳定

化系数，在该方法中成功地嵌入了离散极值原理（DMP）。通过对经典的 Biot

固结算例的模拟分析，并与常规的 Q4P4 单元和 Q9P4 单元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

测试了稳定化的 Q4P4S 单元在多种情况下的性能表现。结果表明，与 Q4P4 单

元表现出的全局震荡和 Q9P4 单元表现出的局部震荡不同，这里提出的稳定化单

元 Q4P4S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单调性，在结构和非结构网格情况下都工作良好，

计算结果与解析解得出的结果完全吻合。算例结果充分说明了该有限元稳定化求

解技术能够完全消除数值求解过程中的孔隙压力震荡现象，大幅地提高了有限元

方法求解 Biot 方程的计算精度和稳定性。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期刊上3。 

 

信息源：http://www.whrsm.ac.cn/xwzx/kydt/201905/t20190505_5287619.html 

 

工程快讯 

法国 Galerie des Janots 输水隧道项目完工 

2019 年 4 月，承包商 Eiffage Civil Engineering 公司以直径 3.5 米的罗宾斯再

制造主梁式 TBM 完成了 2.8 公里长的法国拉西奥塔 Galerie des Janots 输水隧道

项目，取得重大突破。该隧道位于法国南部卡西斯社区下方。这是一个石灰岩地

区，以地下水、岩溶洞和空洞而闻名。 

这台 TBM 于 2017 年 3 月始发，掘进了 1 公里后，在计划路线左侧发现了

布满钟乳石和石笋的洞室，其中最大的岩洞体积为8000立方米。技术人员为TBM

                                                        
3 Stabilized low‐order finite elements for strongly coupled poromechan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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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靴安装一个 4m 高的混凝土墙，TBM 借助墙的反力在洞室中掘进。在 8 个行

程后，TBM 成功地驶出洞室，并且没有发生长时间的停机状况。 

罗宾斯的发言人说：“第一个洞室虽然是最大的，但并不是遇到的最困难的

空洞。清理完第一个空腔后，机器平均每天前进 20 至 22 米，分两班进行，并有

专门的夜班进行维护。在挖掘过程中，这台机器安装了 BEAM 超前地质预报系

统（隧道地质超前预报），是一种应用聚焦电流激发极化原理的地质超前预报系

统，用于探测 TBM 掘进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挖掘人员每周工作五天，在一个月

内挖掘了 400 多米。这种表现一直持续到隧洞的 2157 米处，当时机器擦过了一

个延伸至隧道路径下方深处的未知空洞的顶部。该空洞长 22 米，宽 15 米，深

14 米，相当于 4500 立方米的开阔地。” 

在早期的掘进中，TBM 和它的工作人员遇到了困难地质条件，包括含粉质

粘土的石灰岩，需要树脂锚杆和钢拱环作为地层支护，顶部有 10-15cm 厚的喷射

混凝土。经过 5 个月的时间，TBM 顺利穿过恶劣地层环境。 

Galerie des Janots 是十四个旨在节约用水和保护资源的项目之一，由

Aix-Marseille 政府、科西嘉流域水务局和省政府负责。Janots 隧洞一旦上线，将

取代现有的老化管道。引水隧洞的建成将显著改善输水损失情况、提高输水速度。

目前这些原始管道有重大缺陷，每年造成的饮用水损失约 50 万立方米（1.32 亿

加仑），运输能力为 330 升/秒。预期这条隧道能将水运输能力提高到 440 升/秒。 

 

信息源：http://www.tunnelsonline.info/news/breakthrough-at-galerie-des-janots-7184140/ 

 

国内最长最深支隧隧道在汉开建今年底通水 

5 月 10 日 10 时许，武汉大东湖深隧项目支隧工程首台“绿投号”顶管机的刀

盘开始转动，国内目前最长、最深的支隧隧道正式开建。 

该项目是大东湖污水传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隧道呈并列双弧形，单线长

1.7 公里，双线全长 3.4 公里。这是东湖深隧工程中首次采用顶管施工。内径 1.65

米的顶管机作用类似于地铁盾构机，将在工作坑内借助顶进设备的力量，将排污

管道按设计坡度顶入土中，并将土方运走。该项目顶管机地下埋深平均 30 米左

右，最深达 33.28 米，是目前国内最长、最深的岩石顶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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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支隧工程设计日污水处理量 25 万吨，预计今年底通水。届时，将收集北

起长江、南至沙湖港、东临武汉石化公司与武汉钢铁集团、西抵罗家港范围内的

生活污水，覆盖面积约 30 平方公里，这些污水经过预处理后，将通过类似河道

的支隧，汇入主隧输送到北湖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后排入长江。 

 

信息源：http://www.hb.xinhuanet.com/2019-05/11/c_1124480290.htm 

 

一条隧道成就 21 项改革创新 

5 月 8 日，太焦高铁襄垣隧道，历经 1000 个日夜艰苦奋战，隧道出口至 3

号斜井首段顺利贯通。襄垣隧道全长 10153 米，设有 8 个作业面，4 个贯通面同

时掘进。隧道岩层均为五六级围岩，被确定为高风险控制性工程。  

自开始施工以来，中国中铁五局集团贵州公司太焦高铁项目部通过广泛使用

隧道施工成套工装、大力开展科技攻关，共改革和创新工艺、工法 21 项，获得

国家专利 5 项 

一、小模块工具助力“精准施工” 

 在襄垣隧道掌子面，中国中铁五局集团贵州公司太焦高铁项目部的工人在

打设超前小导管前，会将一个轻巧的红色角度定位装置套在钢架上，然后再将风

钻的钻头放入定位孔中，大约 7 分钟左右后，一个 3 米至 4 米深的钻孔就形成了。

令人称奇的是，在角度定位装置帮助下，所有的钻孔角度完全与隧道前进方向一

致。 

 超前小导管打设是隧道开挖的重要环节，以前有的工人因为技术熟练程度

不高，无法精确控制打设角度，容易造成掌子面坍塌。针对这一难题，项目部自

主研发出了全新装备：角度定位装置，目前这个装置已经获得了国家专利，并且

在太焦高铁全线推广使用。 

二、鼓励自主创新 

一台由员工自主创新的“半自动防水板挂设台车”行走在隧道二衬作业面，车

顶只有一名操作工人，拿着遥控器按一下按钮，台车下方的防水板就被滚轴抽到

隧道上方，如同自动刷墙般铺满了隧道的水泥面。不到两分钟，台车又继续缓慢

前行，开始下一次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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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挂防水板需要 4 个工人抬到隧道台车顶部，耗时耗力不说，工效还低。

4 个工人一天最多挂 6 米，人工挂还容易产生背后空洞的质量问题。而现在一个

工人一天能铺 24 米，工作效率整整提高了 4 倍。整座隧道施工两年半以来，累

计节约人工、材料损耗等成本 1500 余万元。 

在隧道二衬混凝土养护施工中，如何做到水喷淋规范、无死角养护一直是业

内难以破解的难题。在二衬混凝土刚刚浇筑脱模后 7 天内，必须保持混凝土处于

湿润状态，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混凝土强度，确保不开裂。 

传统养护作业需要至少 3 名至 4 名工人换班养护。然而在襄垣隧道，一套自

主创新的悬臂式混凝土半自动喷淋养护系统，帮助隧道实现了二衬混凝土无死角

养护。轰鸣的隧道中，两条 12 米长的“巨无霸”导轨紧贴隧道二衬拱顶，一簇簇

浓密的水雾从喷头中喷出，拱顶的混凝土面开始变得湿润。巨大的导轨下方，是

一部电动台车，产生动力拖着导轨缓慢前进。后期经过现场施工不断验证，现在

已经发展到第三代产品。这套悬臂式混凝土半自动喷淋养护系统可实现机械化喷

淋养护，3 年内预计节约人工成本近 1000 万元。 

 

信息源：http://www.peoplerail.com/rail/show-477-405918-1.html 

 

基金与会议 

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

会合作交流项目申请指南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与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RFBR）

的基础研究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在 2019 年将继续征集资助双边合作交流项目，

具体说明和要求如下： 

一、资助领域： 

(1) Mathematics, Mechanics； 

(2) Physics and Astronomy； 

(3) Chemistry and Materials Sciences； 

(4) Biology； 

(5) Earth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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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nfo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Computing Systems; 

(7) Fundamentals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8) Fundamentals of Medical Sciences; 

(9) Fundamental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二、资助内容与强度： 

  资助用于人员交流互访（含小型双边研讨会）。根据我委与 RFBR 双方协议，

交流经费按“派出方”原则进行资助。中方资助强度不超过 15 万元/项，仅限经费

预算表格中的第 9 项“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栏，全部为直接经费。俄方

资助强度为不超过 150 万卢布/项。项目执行期：2 年（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获批准的合作项目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 

三、申请资格： 

1. 中方申请人须是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含）以后结题的三年期（含）以上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在研项目的主持人或主要参与人，并依托该研究项目进行合作，开

展的双边合作交流活动应合作交流应密切围绕所依托在研基金项目的研究内容。 

2. 中俄双方申请人须就合作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分别向 NSFC 与 RFBR 提交申

请 ， 对 于 单 方 提 交 的 申 请 ， 将 不 予 受 理 。 俄 方 申 请 指 南 详 见 ：

https://www.rfbr.ru/rffi/ru/classifieds/o_2086656 

3. 更多关于申请资格的说明，请见《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四、申报时间： 

  ISIS 系统在线申报接收期为 2019 年 4 月 25 日至 2019 年 6 月 20 日 16 时。

纸质材料集中接收期为 2019 年 6 月 14 日至 2019 年 6 月 20 日 16 时，纸质文件

的邮寄以邮戳为准。 

  注：请申请人严格遵照本项目指南的各项要求填报申请，不符合上述要求的

申请视为无效申请，如有疑问，请致电欧洲处询问。 

 

信息源：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42/info758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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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调查局非常规油气地质重点实验室 2019 年开放基

金项目公告 

中国地质调查局非常规油气地质重点实验室 2019 年开放基金项目的申报已

经启动，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组织申报工作从即日开始，本次项目

申请受理的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20 日。 

请有意向者积极参与并按照《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管理办法》和“2019年开

放基金项目指南”在规定日期内提交申请书。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聪 

电话：13810114880 

E-mail: ogslab@sina.com 

地址：100083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67 号奥运大厦 

 

信息源： http://www.cgs.gov.cn/tzgg/tzgg/201905/t20190510_481668.html 

 

2019 年岩溶勘察与基础工程学术大会——二号通知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岩溶勘察与基础工程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岩溶专

委会）2019 年学术大会拟定于 2019 年 9 月 28 日-30 日在湖南长沙召开。 

一、会议主题： 

岩溶工程创新发展与生态环境 

二、会议议题： 

(1) 岩溶勘察与基础工程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 

(2) 岩溶工程与生态环境相关问题研究； 

(3) 岩溶工程建设项目疑难问题研讨； 

(4) 岩溶工程病害治理及地质灾害防治关键技术与应用； 

(5) 信息技术在岩溶勘察与处理中的应用； 

(6) 岩溶勘察与基础工程新材料、新设备研发与应用； 

(7) 岩溶勘察与基础工程技术标准有关问题探讨； 

(8) 岩溶工程其他技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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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文征集与出版： 

(1) 论文应具有一定的学术或应用推广价值，且未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按《中

国岩溶》论文格式要求编排。 

(2) 论文全文提交截止时间为 5 月 24 日，论文作者需提交论文电子版，并提供

作者简介及详细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及邮箱。 

(3) 经评审后对符合要求的论文在会议召开前于《中国岩溶》2019 年正刊发表，

并标注“2019 年岩溶勘察与基础工程专辑”。未入选的论文经修改合格后可优先

在中国知网进行网络首发，后面陆续纸刊正式出版，审稿不合格的论文将以会议

论文集形式发表。 

 

信息源： http://www.csrme.com/Home/Content/show/id/836.do 

 

中国地质学会地热专业委员会 2019 年年会暨第一届地热青

年论坛通知（一号通知） 

由为贯彻国家“一带一路”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理念，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充分发挥地质科技工作在新时期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作用，坚持清洁高效、持续可靠的基本原则，积极交流我国地热领域的最新进

展和成果，推进地热研究领域最前沿的理论研究向成果转化，进一步推动我国地

热领域技术创新。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的倡议下，为了促进我国地热学科青

年学者的成长，更好的提升我国地热领域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增强青年学者对

地热行业先进科研水平的兴趣和热情。中国地质学会地热专业委员会定于 2019

年 8月上旬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中国地质学会地热专业委员会 2019年年会暨第

一届地热青年论坛”。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与内容： 

会议主题：聚焦绿色发展，践行地热使命 

会议内容：围绕地热领域开展国内外前沿及热点科技问题研讨交流。为加强

学科交叉融合，学术年会特别鼓励地学交叉学科做学术交流。 

二、会议议题及召集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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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热资源成因机制； 

(2) 地热资源探测技术； 

(3) 地热资源评价方法； 

(4) 地热资源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 

(5) 地热资源发展展望。 

拟申报会议议题并担任议题召集人的专家学者请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前登

录（www.geosociety.org.cn）中国地质学会网站，填写会议议题召集人申报表。

地热专业委员会将组织专家对申报的会议议题题目、内容等进行审核，通过审核

的会议议题将发布在学术年会二号通知中。 

三、论文提交： 

会议论文摘要由地热专业委员会统一网上征集，投稿结束后，由地热专业委

员会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负责审核、编辑、出版和印刷工作，对于审核

评选出的优秀论文，由地热专业委员会于会后推荐到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中国地

质、《Journal of Groundwa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等刊物上发表。 

会议论文摘要的具体格式要求将在二号通知中明确，二号通知发布后开放会

议论文摘要网上提交系统。 

四、重要时间节点： 

(1) 2019 年 4 月下旬，发布学术年会一号通知； 

(2) 2019 年 5 月 20 日，会议议题召集人申报截止； 

(3) 2019 年 5 月下旬，发布年会二号通知，网上注册报名； 

(4) 2019 年 7 月上旬，网上注册报名截止，论文摘要提交截止，报名结束； 

(5) 2019 年 7 月中旬。发布年会三号通知。 

会议专用 E-mail：direnianhui@126.com 

 

信息源：http://www.cgs.gov.cn/tzgg/tzgg/201904/t20190426_480466.html 

 

第四届交通岩土国际会议（4th ICTG）征文通知 

为了促进路面/铁路工程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岩土工程之间信息的合作交

流，第四届交通岩土国际会议（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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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technics）将于 2020 年 8 月 30 日-9 月 2 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交通岩土国际

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portation Geotechnics）是由国际土力学及

岩土工程学会（ISSMGE）主办的行业顶级国际会议，每四年一届。 

一、重要时间节点： 

(1) 2019 年 6 月 16 日，论文摘要提交截止； 

(2) 2019 年 7 月 12 日，发出摘要录用通知； 

(3) 2019 年 11 月 1 日，论文全文提交截止； 

(4) 2020 年 2 月 28 日，发出论文录用通知； 

(5) 2020 年 3 月 31 日，论文最终版提交截止； 

(6) 2020 年 4 月 15 日，会议注册。 

二、投稿须知： 

摘要应包括作者的单位及联系方式，不超过 350 个字。请下载并使用

“ICTG2020 摘 要 模 板 ” 并 通 过 以 下 网 站 提 交 ：

https://ocs.springer.com/misc/home/ICTG2020。 

 

会议链接：http://conferences.illinois.edu/ICTG2020/index.html 

 

本期岩土人物 

岩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满潮 

何满潮，博士，矿山工程岩体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阿根廷国家工程

院院士。现任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1956 年出生于河南省灵宝市，1981 年本科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工程

地质专业，师从谭周地教授并于 1985 年获得硕士学位。1989 年毕业于中国矿业

大学(北京)力学系，获工程力学博士学位。2011 年获比利时 MONS 大学名誉博

士。何满潮院士兼任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副主席、教育基金会主席、中国岩石力学

与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矿业科学协同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矿业知识产权联盟

理事长，是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委员，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入选者。

获得全国杰出科技人才奖（2016 年）和全国创新争先奖状（2017 年）。 

何满潮院士主要从事矿山岩体大变形灾害控制理论和技术研究。煤炭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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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主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煤矿开采是一项高

危工作，每年都有上千人的伤亡。何院士在 50 岁之前，每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全

国各地的矿山，经常要下到 1000 米深的井下，进行现场科研与实验。长期坚守

在一线，解决了岩爆、冲击地压、大变形等重大地下工程灾害。形成了无煤柱自

成巷 110/N00 工法技术体系，引领了矿业科学技术第三次革命。创建了深部采矿

岩体力学实验室，提出了“缓变型”和“突变型”大变形灾害的理论体系，研发了多

套大变形灾害机理实验系统，通过大量实验揭示了矿山岩体大变形灾害的成灾规

律，提出了具有负泊松比效应的恒阻大变形锚杆（索）的理念，通过系列实验定

型了恒阻大变形锚杆（索）序列产品，成功应用于矿山工程实际。值得一提的是，

其团队研发的负泊松比（NPR）新材料第一条生产线已于 5 月 10 日在青岛建成

投产。 

煤炭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近年来由于长期开采，浅部资源日趋枯竭，大部

分煤矿已进入深部开采状态。随着开采深度的不断增加，原岩温度不断升高，开

采与掘进工作面的高温热害日益严重。在总结分析国外五种主要的矿井冷却方式

以及其技术缺点以后，何院士结合我国煤矿矿井排水特点，提出以矿井涌水作为

主体冷源的温控模式。利用矿井各水平现有涌水，通过能量提取系统从中提取冷

量，然后运用提取出的冷量与工作面高温空气进行换热作用，降低工作面的环境

温度及湿度，并且以矿井涌水为介质将工作面热害转为热能输送到井上代替燃煤

锅炉进行供热，实现了井上井下一体化大循环。 

在软岩工程方面，针对巷道工程中事故率最高的软岩巷道工程和软岩边坡工

程中发生的滑坡灾害，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找出了软岩巷道 13 种变

形力学机制及其支护力学对策，解决了软岩复合型变形机制转化为单一型的关键

技术，建立了以软岩变形力学机制为核心的软岩工程岩体力学理论与支护技术方

法。修正了国际公认的 Sarma 公式，解决了复杂岩体结构和非齐次边界条件的

软岩边坡稳态评价关键技术。成果在煤炭、水电、国防等 31 项工程中应用，其

中救活了 2 个因软岩问题而停产的矿井，改进了安太堡露天矿美国公司的总体

边坡设计，终止了加拿大公司在抚顺西露天矿北帮边坡工程的错误设计，取得了

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软岩工程领域的科技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地热工程方面，为解决城市能源污染以及地热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存在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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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热污染、化学污染，地表沉陷，投资高、利用率低，无经济效益等突出问题，

提出并实施了地表地下工程一体化设计新方法解决了贫热地区多源联动供热及

深部地层储能反季节循环利用等关键技术。研究成果已在天津、北京、河北、黑

龙江、陕西、吉林、内蒙古、山东等 8 个省市得到应用。 新设计、新工艺的应

用，使我国在地热利用中的地热直接利用量、最佳利用率与最低回水温度三个技

术指标达到世界领先。同时，有效地保护了资源与环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显著。 

在地下资源可持续开采研究方面，为实现地下资源开采与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何满潮院士和现场专家合作，建立了地下煤炭资源可持续开采理论模型以及

满足代际公平原则的煤炭企业的开采效益控制方程和环境损伤容量控制方程；提

出了进行地下资源开采的 SM 设计理论、设计方法及设计系统。研究成果在兖

矿集团南屯煤矿地下煤炭可持续开采中得到应用，在北京市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开

采研究中得到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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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