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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参考 

应急管理部发布 2019 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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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工作部、红十字会总会、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等部门和单位对 2019 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经核定，上

半年，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地震灾害为主，干旱、风雹、地质等灾害也有不同

程度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 3180.3 万人次受灾，336 人死亡，23 人失

踪，82.8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3.6 万间房屋倒塌，9.6 万间房屋严重损坏，45.1

万间房屋一般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 3947.4 千公顷，其中绝收 321.4 千公顷；直

接经济损失 763.6 亿元。 

总的看，上半年全国灾情较近 10 年、近 5 年同期均值偏轻，但较 2018 年同

期偏重，灾害损失时空分布相对集中，洪涝、地震等灾情主要集中在 6 月份。其

中，我国大陆地区共发生 5 级以上地震 11 次，其中 6 级以上地震 2 次。4 月 24

日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发生 6.3 级地震，是上半年我国大陆地区震级最高的

地震。6 月 17 日四川长宁发生 6.0 级地震，此后又相继发生 3 次 5 级以上余震，

是上半年我国大陆地区灾情最重的地震。据统计，地震灾害共造成全国 41.7 万

人次受灾，15 人死亡，9.1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3000 余间房屋倒塌，大量房屋

不同程度损坏。 

 

信息源： http://www.gov.cn/xinwen/2019-07/04/content_5405974.htm 

 

我国东部地区干热岩勘查取得重大突破 

一、山东发现干热岩富存区，资源量折合标准煤超过 187.79 亿吨 

近日，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在日照市莒县、五莲县一带和威海市文

登区发现四处干热岩有利区，资源量折合标准煤总计超过 187.79 亿吨。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成功建立了工作区干热岩赋存评价体系，包括

重磁场特征、地温场特征、地质构造及地壳稳定性特征、热储岩性特征、遥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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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特征 5 个指标层，13 个指标要素，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及 Mapgis 空间分析功能

对工作区干热岩资源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到了工作区干热岩资源综合评价图，圈

定了 4 个干热岩有利区。 

据介绍，1 号、2 号、4 号区域位于日照市莒县、五莲县一带，总面积约 1300 

km。3 号区域位于威海市文登区，面积约 200 km。预测结果显示工作区中部日

照地区以及东北部文登地区深部温度较高，其中 2 号有利区地温明显异常，在深

部-3000m、-4000m、-5000m 的地温分别高达 142.86℃、187.76℃、232.66℃。通

过大地电磁测深等手段，查清了有利区内构造的展布和热储热盖的厚度。分析有

利区岩样化验结果，得出有利区岩石的放射性生热率。运用体积法对圈定的 4

个有利区进行了资源量估算，资源量折合标准煤分别为 43.54 亿吨、61.15 亿吨、

33.75 亿吨、49.35 亿吨。 

二、京津冀地区钻获埋藏最浅干热岩 

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组织局属第二地质队在唐山实施的“河北省唐山马头营区

干热岩地热资源地质调查”，在马头营区域 3965 米深度探获了温度达 150℃的干

热岩，这是目前京津冀地区钻获埋藏最浅的干热岩，实现了我国中东部地区干热

岩勘查的重大突破。其中，4000 米、5000 米深度地温高于 150℃干热岩所分布

的面积分别达到 80 平方公里和 500 平方公里以上。通过钻探发现，4000 米深度

以浅，初步评估了干热岩远景资源量，折合成标准煤约 28 亿吨。5000 米深度以

浅，初步预测干热岩远景资源量，折合成标准煤约 228 亿吨。 

该区干热岩的发现，是河北省干热岩勘查的新进展。钻获的干热岩资源可直

接应用于发电、供暖、种养殖、旅游休闲等，实现地热资源梯级综合利用，应用

范围十分广泛。 

 

信息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8457331391335335&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7815428785540863&wfr=spider&for=pc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规划技术导则》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指导各地进一步提高城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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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综合管廊建设规划编制水平，因地制宜推进综合管廊建设，形成干、支、缆线

综合管廊建设体系，特制定《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规划技术导则》。导则适用

于综合管廊建设规划编制相关工作。 

导则提出综合管廊建设规划编制应符合《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

（GB50838）、《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各类工程管线行业标

准等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导则共分为 6 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要求、规划方法、编制

内容及技术要点、编制成果。 

导则自 2019 年 6 月 13 日起施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规划编制指引》

（建城〔2015〕70 号）同时废止。 

 

信息源：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906/t20190620_240926.html 

 

中国科协发布 20 个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 大地震机

制、全断面掘进技术等入选 

6 月 30 日，中国科协在哈尔滨举办的第 21 届年会上，发布了 2019 年

20 个对科学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对技术和产业创新具有关键作用的前沿科学

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 

这 20 大科技难题分别是：暗物质是种能探测到的基本粒子吗、对激光

核聚变新途径的探索、单原子催化剂的催化反应机理、高能量密度动力电池

材料电化学、情绪意识的产生根源、细胞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单细胞多组学

技术、废弃物资源生态安全利用技术集成、全智能化植物工厂关键技术难题、

近地小天体调查及防御与开发问题、大地震机制及其物理预测方法、原创药

物靶标发现的新途径与新方法、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创新方法与技术、人工

智能系统的智能生成机理、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可再生合成燃料、绿色超

声速民机设计技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设计与评估技术、千米级深竖井

全断面掘进技术、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和油气一体化勘探开发机理和关键工程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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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何满潮提到，地震是

一个力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地质问题，是两个大学科结合和融合的问题。

他表示，地震的预报虽然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国家在防震减灾、防震抗

震的工作还是一直在做，以把灾害减少到最轻的程度。我国也是多震的国家，

还应加强工程防护，从结构材料降低防灾减灾的成本。激光核聚变的成功实

现将有望解决困扰人类多年的能源问题，还可用于模拟核武器相关过程，可

带来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并保障国家安全。 

从事地球科学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刘嘉麒表示，征集发布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对推动科

学技术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对我国和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创新的重要机遇。 

 

信息源：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06-30/8879169.shtml 

 

项目计划 

英国北部地球能源观测站规划获批 

近日，柴郡切斯特委员会（CWACC）通过了英国地质调查局（BGS）的规

划申请，将在该县北部 Ince Marshes 建造一座英国地球能源观测站（UK 

Geoenergy Observatory）。 

该研究将在 12 平方公里的研究区域内钻 50 个深度 50-1200 米的钻孔。钻孔

内将安装价值 250 万英镑的科学传感器，传感器将对地下系统的工作原理进行详

细观察，并在 15 年内产生数百万兆字节的岩石化学、物理和生物特性数据，使

科学家们能够获得迄今为止最清晰的地下环境图像。由 1800 个地震传感器和 5

公里长的光纤电缆组成的网络，将为英国提供解锁新的清洁、绿色、低碳能源技

术所需的知识。另外，大约 8 公里的钻孔将产生 3000 米岩心，这些岩心将被带

回英国地质调查局的国家岩心扫描设备进行室内分析。 

英国环境科学的主要资助者——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NERC）耗资 3100

万英镑建设的英国地球能源观测站将使英国保持在地球科学和能源创新方面的

领先地位，并为英国迈向低碳经济提供必要的重要知识。自 1835 年以来，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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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调查局（BGS）一直是英国提供权威地质证据的主要机构。该机构将代表英

国和地球科学界运营这些观测站。 

位于柴郡的英国地球能源观测站将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够如此密切和持续地

观测地下环境的观测站，将使柴郡成为拥有特征最详细的岩体所在地，为地质环

境提供世界级的环境基线。届时，所有数据将通过公共网站免费开放。 

 

信息源：https://cms.ukgeos.ac.uk/news/assets/docs/Cheshire_sustainable_future.pdf 

/ 

研究进展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地铁隧道变地热回收系统 

铁路隧道内的传热形式多种多样。例如，火车刹车或加速过程中产生的

热量会使周围的空气变暖。从理论上讲，如果隧道内的热量能被“捕获”并充

分利用，那么这些热量可以被当成一种未开发的能源。现在，瑞士洛桑联邦

理工学院（EPFL）土壤力学实验室研究人员通过对地铁隧道内热量的情况

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地热回收系统，该系统可能为附近数千个家庭提供供

暖和制冷。 

如何精确计算出隧道内空气中所含的热量一直是工程师们面临的难题。研

究人员通过新开发的模型，能够精确估算出给定隧道的对流传热系数。相关

研究成果在期刊《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1发表。 

研究人员 Margaux Peltier 表示，如果按照计划路线的 50-60%或 6000 平方米

的隧道表面积安装热量回收系统，所收集的热量将满足 1500 个 80 平方米公寓的

供暖需求。这个系统还可以实现热量存储，以便在需要时供应给家庭。而且，这

将使这座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减少 200 万吨。 

该系统的工作原理与冰箱类似，塑料管中含有传热流体或水，在混凝土隧道

壁内以规则的方式布置塑料管，并连接到热泵。冬天，冷水将被泵入管道，地面

出现热水。夏天，系统可以充当空调。这一技术使得隧道将像一个非常可靠的全

年供暖和空调系统，这将使洛桑的房子在炎热的天气里保持凉爽。该系统安装成

本低廉、节能高效，使用寿命为 50-100 年，热泵是这个系统中最容易受到损坏

                                                        
1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vection heat transfer driven by airflows in underground tunnel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13594311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1359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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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需要每 25 年更换一次。研究团队在洛桑正在开发的 M3 地铁线路上测

试了他们的模型。 

只要安装成功，隧道的热量将能满足当地公寓整个冬天 80%的供暖需求。这

一突破为能给建筑环境提供能源的能源隧道的创新应用铺平了道路。 

 

信息源：https://actu.epfl.ch/news/engineering-heat-out-of-metro-tunnels-4/；

https://actu.epfl.ch/news/harnessing-the-heating-potential-of-metros/ 

 

Solid Earth：碳地质存储过程中的地层表征技术 

地质碳储存以及其他地能的应用，如地热能、天然气季节性储存和地下储能，

都意味着存在流体注入或抽取，将导致岩应力场发生变化，可能诱发地震活动。

地震不但会对公众的感知产生负面影响，还有可能危及井筒稳定性，破坏基础设

施。因此，应尽量减少诱发地震。许多过程可能会诱发地震活动，使其变得复杂

并使当前的预测模型表现出有限的预测能力。西班牙国家科学委员会环境评价与

水资源研究所（IDAEA-CSIC）的 Víctor Vilarrasa 等针对该问题展开研究，相关

研究成果在期刊《Solid Earth》2发表。 

文章综述了诱发地震活动的触发机制。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1）

孔隙压力演化的影响以及注入流体性质对裂缝或断层稳定性的影响；（2）注入流

体通常在低于岩石温度的条件下到达注入地层，导致岩石收缩，热应力降低，在

冷却区附近出现应力重分布，造成非等温效应；（3）低渗透断层穿过注入层时所

引起的局部应力变化，会降低注入层的稳定性，最终导致断层被重新激活；（4）

地震或抗震滑移引起的应力转移；（5）地球化学效应，在碳酸盐岩地层中可能相

关性更大。另外，还总结了为减少岩石和地下非均质性的不确定性的而开发的地

下储层表征技术。 

研究人员分析了注入二氧化碳对断层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计划储存二

氧化碳的沉积层一般没有受到很大的压力，这允许在没有达到剪切破坏条件的情

况下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向基岩含水层中注入二氧化碳，应特别注意，因为晶

体基底通常承受着严重的应力，并且可能含有不明的断层，这些断层极有可能发

                                                        
2 Induced seismicity in geologic carbon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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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剪切滑移。此外，二氧化碳压力演化相对容易控制，因为压力在最初的急剧上

升之后趋于稳定，之后几乎保持不变。尽管存在这种有利的压力演变，但如果存

在低渗透性断层，则额外的压力增加可能会导致断层周围的应力变化较大，从而

导致断层活化。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减少诱发地震活动

发生的地下储层表征技术，并表示在项目开始之前和整个运作阶段应持续进行详

细的现场特征评估、监测和压力管理，尽量减少诱发大型地震（有感地震）的风

险。 

 

论文链接：https://www.solid-earth.net/10/871/2019/#section11 

 

强震后滑坡活动性在 10 年内恢复到震前水平 

强震后滑坡活动性多久能恢复到震前水平？强震对山区地貌演化会有怎样

影响？中外科学家经过长达十年研究，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大部分强震后滑

坡活动性在 10 年内恢复到震前水平，强震为造山运动。 

这一研究成果《地震诱发地质灾害链效应：规律、机制与影响》，近日在地

学领域权威期刊《地球物理学评论》上发表，研究团队由来自中国、德国、美国、

荷兰、英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 17 位国际知名学者组成。 

论文第一作者、成都理工大学研究员范宣梅介绍说，自 2008 年汶川地震以

后，该校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国外同行一起开展了

大量同震和震后地质灾害链形成演化机制与模拟预测研究。不仅追踪了汶川震后

10 年地质灾害链的时空演化规律，而且对比分析了包括 2015 年尼泊尔地震等全

球范围内的十余次强震事件，提出强震地质灾害链效应的预测评价理论与方法。 

据悉，这篇论文总结了强震地质灾害链最新研究进展。科研人员还通过对全

球范围内多次地震震后滑坡演化数据分析，揭示了大部分强震后滑坡活动性在

10 年内恢复到震前水平，恢复时间长短主要受降雨量、植被重新覆盖率等因素

控制。 

“像是汶川地震，震后短期内滑坡活动性激增到震前的 120 倍，在震后 3 年

内快速衰减，在震后 10 年内基本恢复到震前水平。”范宣梅说，这一衰减速率比

我们震后初期预测的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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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科研人员通过对包括汶川地震在内的全球范围内 10 次逆冲断层诱发

的强震物质平衡进行分析后发现，构造抬升量都远大于滑坡方量，证实了“强震

为造山运动”，驳斥了部分学者“汶川地震是剥蚀运动而非造山运动”的观点。 

范宣梅说，通过对汶川地震震后物质运移规律的研究发现，震后 10 年被搬

运到主河道的物质仅为同震滑坡物质总量的 5%，其中多数以坡面泥石流和沟道

泥石流的方式被运移。“换言之，绝大部分同震滑坡物质仍停留在山区内，并逐

渐稳定变成地貌的一部分”。 

 

信息源：http://www.cneb.gov.cn/2019/06/28/ARTI1561705803538112.shtml 

 

武汉岩土所垃圾填埋场好氧通风修复过程多组分气体迁移

定量预测研究获进展 

垃圾填埋场的好氧生态修复一直是全球环境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垃圾填埋

场好氧通风的主要方式是将空气注入到垃圾堆体中，使其内部形成良好的氧环境

而促使垃圾中的有机物加速降解。掌握氧气随时间和空间的分布特征，是确定好

氧通风系统设计和运行参数的关键。氧气在垃圾堆体内流动的过程中会与堆体内

部产生的甲烷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填埋场内的气体迁移规律不仅

受到降解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垃圾堆体介质孔隙分布影响显著。由于垃圾土组

成的多样性（厨余、纸张、织物、玻璃和砖瓦等），垃圾土内的多孔结构具有强

烈的非均匀性，导致流体在垃圾土内的迁移表现出显著的优势流效应。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环境土力学与工程学科方向组团队长期致

力于垃圾填埋场多组分气体迁移理论和仿真计算方面的研究，针对垃圾土多孔介

质的典型特征，提出了垃圾土孔隙介质优势流路径和非流动区域气体流动及化学

反应的概念模型，构建了考虑优势流效应下多组分气体迁移的渗流-化学耦合数

学模型，模拟了氧气注入过程中氧气和甲烷协同反应及分布状态，发现了非流动

区域甲烷产出对氧气分布的影响规律，为填埋场注气系统的设计和运行提供了理

论依据。 

该成果发表于《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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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源：http://www.whrsm.ac.cn/xwzx/kydt/201906/t20190617_5323722.html 

 

武汉岩土所岩石动态开裂快速连续到非连续分析方法获进

展 

深部地下工程在爆破开挖、地震的作用下的岩体开裂破坏实质是一个动态的

过程，准确分析模拟其过程需要建立岩石动态开裂破坏过程的连续到非连续数值

模拟分析方法。经典细胞自动机方法计算无需组装总体刚度矩阵，极大节省计算

内存，但是计算效率相比传统有限元等方法有所降低，因此，在传统的连续到非

连续细胞自动机方法的基础上,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智能岩石力学课题组

建立岩石动态开裂破坏过程模拟分析的快速连续非连续细胞自动机方法。  

该方法提出了快速更新因子的概念，对每一次元胞更新放大一定的倍数，即

为快速更新因子，并且随着更新该快速更新因子随着更新残差自适应调整，通过

建立了快速更新因子的自适应调整策略，使其随更新不断逼近最佳。并在此基础

上，建立了岩石动态开裂破坏过程连续到非连续细胞自动机方法，构造了裂纹扩

展过程的物理力学量自适应继承策略和稳定的时间差分方案，可以实现深部地下

洞室开挖等动态扰动过程中的岩石开裂破坏全过程精细模拟。基于这些技术，模

拟分析过程计算机内存和计算效率都得到了大幅提高，并且均优于传统有限元等

方法。  

相关成果发表于《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3和《Engineering Fracture 

Mechanics》4。  

 

信息源：http://www.whrsm.cas.cn/xwzx/kydt/201907/t20190708_5336974.html 

 

工程快讯 

中老铁路最长隧道：为 2 公里正洞打 2.6 公里斜井 

6 月 15 日，全长 17.5 公里的中老铁路最长隧道——安定隧道 1 号斜井进入

正洞施工作业，1 号斜井从施工设计上仅承担安定隧道 2 公里的正洞施工，但为

                                                        
3 A novel fast overrelaxation updating method for continuous-discontinuous cellular automaton 
4 The continuous-discontinuous cellular automaton method for elastodynamic crack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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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 2 公里的正洞施工，建设者却历经 3 年打了 2.6 公里的 1 号斜井，1 号斜井

顺利进入正洞施工，将极大改善施工环境，加速安定隧道建设，为中老铁路按期

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全长 17.5 公里的安定隧道位于云南元江县与墨江县交界处，地处印度板块

与欧亚板块碰撞缝合带附近，穿越巍峨的哀牢山山脉，是中老铁路全线第一长隧，

共穿越 20 条断层和 2 个向斜构造，地质条件极为复杂，集岩溶、软岩、涌水、

高地应力、高地热于一体，被称为地质博物馆，其工程规模、建设难度与工程风

险在国内隧道施工领域首屈一指。 

为实现长隧短打，安定隧道分 7 个工区同时施工。全长 2.6 公里的 1 号斜井，

是全线最长的斜井，纵坡 8.4%，斜井洞口到正洞高差 200 多米，相当于 66 层楼

房的高度，是安定隧道长隧短打的关键线路，围岩变化频繁，施工难度极大。据

了解，自 2016 年 8 月开工建设以来，斜井施工过程中存在高地应力、软岩大变

形、涌水量大等诸多施工难题，同时还需要克服长距离通风、高地热降温等技术

难题，掌子面出水量大，洞内温度保持在 40 摄氏度以上，高温进一步增加施工

作业难度。1 号斜井每天涌水量达 2.6 万立方米，施工方采用大型水泵分级向外

接力抽水，水泵有 20 多个，如果停电 1 个小时，洞内涌水量达到 1000 多方，整

个作业面就如同游泳池一样的无法施工，洞内专门配备有救生衣，防止意外的发

生。 

面对复杂地质，参建各方积极开展软弱围岩快速施工研究，采用三台阶带仰

供一次开挖成型的成熟工法，实现了隧道软岩施工由慢到快的大逆转，创下软弱

围岩施工月开挖最高 142 米的纪录，1 号斜井进入正洞施工作业，可改善施工环

境、多开正洞施工工作面，加快隧道建设速度。目前，隧道正洞开挖 5.5 公里，

剩余 12 公里，预计 2020 年上半年贯通。 

 

信息源：http://news.cnr.cn/native/city/20190619/t20190619_524656227.shtml 

 

川藏铁路将很快开工，雅安到林芝路段 90%是隧道和桥梁 

作为史无前例的伟大世纪工程，川藏铁路四川雅安至西藏林芝段将很快开工

建设。 



 

 11 

70 年来，四川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完善，“蜀道难”已成历史。

解放前，四川基础设施非常落后，没有一条运营铁路，公路总里程只有 2000 多

公里并且等级都很低。现在，四川省正在打造“四向八廊”综合交通走廊和对外

经济走廊，已建成进出川大通道 31 条，铁路运营里程 4970 公里，从成都开行

的中欧班列达到 3500 多列，排在全国各城市之首；公路总里程超过 33 万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7238 公里，均居全国前列。目前，四川铁路建设正迎来

一个高峰期。 

现在，川藏铁路成都至雅安这段已经通车，拉萨至林芝段正在建设。下一步

要建设的是从雅安到林芝这一段，大约 1000 公里，桥隧比 90% 以上，其中有

七八百公里在隧道里面，有一百多公里在桥上，真正在地面上的可能只有几十公

里。这条铁路建成后，将极大地提升四川西部交通枢纽的地位。 

东向，四川正在建设成南达万高速铁路，按 350 公里时速设计，前期工作

进展比较顺利，很快就要开工。这条高铁修通之后，向北可以经郑州到北京形成

全线 350 公里时速的高铁连接，向东经武汉连接沿江高铁到上海，也可以形成

全线 350 公里时速的高铁连接。 

南向，贵广高铁四川段已经通车，今年年底以前，贵广高铁将全线通车。四

川正在同步建设成自宜高速铁路，将来经过这条铁路，经贵阳可以到粤港澳大湾

区和北部湾经济区，这样就能把国家主要的经济中心全部用高等级的高速铁路连

通起来。 

北向，正在建设从成都到西宁和兰州的铁路，这条铁路建成以后，将更加便

捷地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 

 

信息源：https://app.myzaker.com/news/article.php?pk=5d07333732ce40ee9b000021 

 

我国首座海底地铁盾构隧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月 1 日，中国岩土力学与工程学会在厦门组织了一场“厦门海域复杂环境

地质条件下地铁海底隧道关键施工技术研究与应用”科技成果评价会。“施工技术

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我国今后海峡隧道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做出重大技

术储备。”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代表专家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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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地铁 2 号线过海隧道是我国首条过海地铁盾构隧道。盾构段全长 2784

米，双洞双线，采用两台复合式泥水平衡盾构机施工，盾构直径 7.043 米。2016

年 2 月盾构机始发掘进，2019 年 3 月隧道双线贯通。是 2 号线历时最长、难度

最大的重点控制工程。 

由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四局集团大盾构工程有限公司、西南交

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 4 家单位完成的“海域复杂环境地质条件下海底地铁盾

构隧道施工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成果，包括盾构设备成套适应性配置技术、海

上孤石定点爆破技术、盾构机带压静态爆破、液压割锯、液压劈裂等仓内孤石综

合处理方法、高频次带压进仓安全控制技术、海底隧道联络通道冻结施工技术等。 

项目组通过理论分析、室内试验、现场测试、数值模拟、现场实施与验证等

方法，对“海域复杂环境地质条件下海底地铁盾构隧道施工技术研究与应用”进行

了系统研究，形成了创新性成果，并在工程建设中得到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技术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中铁十四局大盾构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厦门海底隧道工程穿越地层集软

土、硬岩、上软下硬、上硬下软、拱部砂层侵入、两条断裂带等，堪称“地质博

物馆”，岩石最大强度近 200 兆帕，隧道覆土厚度 8.7 到 65.7 米不等，最大水压

6 倍大气压力，难度大，风险高。盾构机海底掘进期间，累计带压进仓 3475 仓，

人工清理孤石 1000 多立方米，海上爆破处理孤石 2519 立方米，海底破碎地层土

体加固 64916 立方米，海底带压换刀 712 把，为了地铁 3 分钟穿越海底，用时 4

年终于挖通了隧道，这在国内隧道施工史上罕见。 

这条国内第一条跨海地铁盾构隧道项目的实施，实现了国内首次海上孤石及

基岩凸起处理，国内首次海底冷冻法施工，国内首创在泥水盾构采用衡盾泥保压

等 6 项施工技术创新，为以后同类项目的施工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信息源：http://build.workercn.cn/33132/201907/02/1907020945403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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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与会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十三五”第四批重大项目

指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根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十三五”发展规划》优先发展领域和新时代科学基金深化改革战略部署，在

深入研讨和广泛征求科学家意见的基础上，发布“十三五”第四批 8 个科学部 52

个重大项目指南。 

一、申请条件和要求： 

（一）申请条件。 

1．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的经历； 

2．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正在攻读研究生学

位以及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不得作为申请人

进行申请。 

（二）申请要求。 

1. 重大项目的资助期限为 5 年，申请书中的研究期限应填写 2020 年 1 月 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 每个重大项目应当围绕科学目标设置不多于 5 个课题，并分别撰写项目申请

书和课题申请书。重大项目只受理整体申请，项目申请人应当是其中 1 个课题的

申请人。 

每个课题的合作研究单位数量不得超过 2 个。每个重大项目依托单位和合作

研究单位数量合计不得超过 5 个。 

二、申请注意事项： 

（一）项目申请接收。 

1. 申请报送日期为 2019 年 8 月 12 日至 16 日 16 时。 

2. 申请书由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材料接收工作组负责接收，联系方式如下：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83 号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材料接收工作组

（行政楼 101 房间）邮  编：100085  联系电话：010-6232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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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人注意事项。 

申请人在填写重大项目申请书（项目申请书或课题申请书）时，应当根据要

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和研究内容，选择最相符、最能概括申请项目特点的一类科

学问题属性。 

重大项目申请书（项目申请书或课题申请书）采取在线方式撰写，对申请人

具体要求可见链接：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34/info76116.htm。   

（三）依托单位注意事项。 

  依托单位应对本单位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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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申请截止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16 时）前提交本单位电子版申请书及附件

材料，并统一报送经单位签字盖章后的纸质申请书原件（一式一份）及要求报送

的纸质附件材料。可将纸质申请书直接送达或邮寄至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材料接

收工作组。采用邮寄方式的，请在项目申请截止时间前（以发信邮戳日期为准）

以快递方式邮寄，并在信封左下角注明“重大项目申请材料”。 

 

信息源：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34/info76116.htm 

 

2019 年度岩土及地下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同济大学)开放

课题申请指南 

重点实验室自 2007 年 2 月由教育部正式批准在同济大学立项建设以来，按

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开放要求，自 2008 年起面向国内外公开征集开放基金项

目，连续十年批准了 50 余项国内外访问学者的申请，取得了持续对外开放、合

作与交流的良好效果。经研究，2019 年度继续设立专项开放研究基金，资助国

内外学者和科技工作者来实验室开展科研工作。 

一、资助范围： 

开放课题应紧密围绕本重点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资助意义重大、具有重

要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的研究项目。本年度开放课题主要资助的研究方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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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土力学理论与变形稳定控制；宏微观土力学理论与环境土工灾变；岩土体多场

耦合理论与灾害控制；软弱岩土体地质灾害与防治加固；地下工程安全理论与风

险控制；城市地下空间与岩体地下工程。 

二、开放基金申请： 

(1) 同济大学校外从事与岩土与地下工程有关的国内外高级、中级科技人员、青

年科技工作者均可申请本实验室的开放基金。 

(2) 开放基金的资助强度一般每项不超过 3 万元，总计拟资助 6 至 8 项。 

(3) 最终结果将于 2019 年 10 月公布。每个项目实施期限为两年，即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4) 申报课题必须符合本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属于 2019 年资助研究内容的范畴，

并具有本重点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合作。 

(5) 开放课题申请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31 日（以邮戳日期为准）。申请书须

以纸质一式 2 份寄给：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 1239 号同济大学岩土及地下工程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邮政编码 200092）刘琦 老师 收（电话：021－65985200，

13917983456  E-mail：liuqi472@tongji.edu.cn）除纸质申请材料，申请人须提供

申请书及附件的电子文件（PDF 格式），并注意纸质申请书与电子版申请书的内

容应严格一致。 

三、考核标准： 

每个开放基金资助课题应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 1 篇被 SCI 检索的论文(有正

式的检索号)，且同济大学合作者需列为论文的共同作者，作者单位之一必须标

注为本重点实验室，并注明课题批准号。 

四、项目的实施与管理： 

批准的开放课题资助经费实行一次核定，两批拨款。项目批准后，即拨付课

题资助经费的 50%至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其余 50%待课题结题验收后即拨付。 

项目负责人应当按照项目计划书组织开展研究工作，做好资助项目实施情况

的原始记录，填写项目中期报告。 

自项目资助期满之日起 60 日内，项目负责人应当撰写结题报告、编制项目

资助经费决算；取得研究成果的，应当同时提交研究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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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由于客观原因不能按期完成研究计划的，项目负责人应当于项目资助期限

届满 90 日前提出延期申请，申请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 1 年。 

 

信息源： http://geotec.tongji.edu.cn/keylab/kfjjxm/179 

 

第二届国际边坡工程抗震性能及设计研讨会通知 

近几十年来，地震触发的山体滑坡在世界各地都有报道。地震触发的边坡灾

害因其具有运动速度快、波及范围广、致灾能力强等特点，往往导致工程建（构）

筑物被严重损毁甚至直接掩埋，造成灾难性后果，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

重威胁。为有效降低地震诱发滑坡的风险和损失而进行的边坡抗震设计，受到广

泛的关注。 

为地震边坡灾害机理与工程防治研究提供国际化学术研讨平台，增强海内外

该领域学者的合作与交流，举办国际边坡工程抗震性能及设计研讨会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eismic Performance and Design of Slopes ，

ISSPDS）。首届 ISSPDS 于 2018 年在中国上海启动。第二届 ISSPDS 由爱丁堡大

学承办，将于 2020 年 1 月 18-22 日在世界著名城市爱丁堡举行。研讨会对于深

入认识边坡震害机理、提升抗震性能水准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  

一、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 

(1) Uncertainty sources of seismic design of slopes：Uncertainty of seismic 

ground motions；Uncertainty of geotechnical parameters；Uncertainty of seismic 

design models, etc. 

(2) Dynamic behaviors of slope subjected to earthquake ： Macroscopic and 

microcosmic behaviors of slope；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dynamic behaviors of 

slope；Numerical study on the dynamic behaviors of slope, etc. 

(3)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design method of slopes ： Theory of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design method ； Principle of selecting seismic 

performance index；Methods to determine seismic performance standard, etc. 

(4) Prospect to the seismic design of slopes in future：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eismic design method in future；Core concept of seismic design metho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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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Challenge of seismic design method in the future. 

(5) Practice of seismic design in major slope project. 

二、重要时间节点： 

(1) 2019 年 8 月 1 日：网上注册开始； 

(2) 2019 年 10 月 1 日：摘要提交截止； 

(3)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发出摘要录用通知； 

(4) 2019 年 10 月 20 日：提前注册截止。 

三、摘要提交： 

描述主要工作的扩展摘要应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前提交，摘要内容应不超过 2

页且严格按照附件格式进行提交，不需要提交论文全文。附件下载地址：

https://www.isspds.eng.ed.ac.uk/abstract-submission。 

 

会议链接：https://www.isspds.eng.ed.ac.uk/home 

 

第十六届全国岩石动力学学术会议第 2 号通知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岩石动力学专业委员会拟定于 2019 年 8 月 20~22

日在石家庄召开“第十六届全国岩石动力学学术会议”，欢迎全国相关学科的专

家、学者、科技工作者与工程技术人员踊跃撰稿并积极参加会议。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与专题： 

会议主题：合作共赢，携手创新 

会议专题： 

(1) 岩石动态力学性质与本构关系； 

(2) 岩体中应力波传播与衰减规律； 

(3) 岩石动态破坏机理与数值模拟； 

(4) 岩石洞、基、坡动态稳定性分析； 

(5) 岩石爆破与技术； 

(6) 岩爆与冲击地压机理研究； 

(7) 岩石工程的安全与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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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岩石工程的监测与监控； 

(9) 岩石动力参数的测试新技术与新方法； 

(10) 川藏铁路建设过程中的岩石力学问题； 

(11) 其它与岩石动力学相关的研究。 

二、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19 年 8 月 20~22 日  

会议地点：河北翠屏山迎宾馆 

三、参会报名： 

参会报名采用线上报名注册和填写参会回执两种，参会者任意选一种即可。 

(1) 线上报名注册 请访问本次会议官方网站 ysdlx2019.aconf.cn，完成线上报名

注册和缴费。欢迎采用电子注册方式，线上报名注册，提前缴费。  

(2) 填写参会回执 请各位参会代表填写参会回执，务必将回执于 2019 年 7 月 

20 日前发回， 发至会务组邮箱 ysdlx2019@aconf.org；抄送：stduer@163.com 。 

注：本次会议由武汉企泰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会务并开具会议费发

票，请参会人用线上报名注册，提前注册缴费享受优惠。 

 

会议链接：https://ysdlx2019.aconf.cn/ 

 

聚焦重大工程孕灾前沿，探索灾害“防”与“治”的辩证--

中国科协青年科学家论坛一号通知 

随着"一带一路"与"海洋强国"等国家战略的实施，重大工程建设正在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在全国展开。在建、拟建水电工程达 30 余项，矿产资源与石油开采

向深部延伸，城镇交通建设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日新月异，海洋工程也出现方兴

未艾的发展势头。这些大国重器的建设及其灾害防控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岩土

力学前沿课题和亟待解决的工程难题。习总书记指出加强灾害防治关系国计民

生，要建立高效科学的灾害防治体系，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深刻揭示了灾害防与

治的辩证关系。面向国家重大科技需求，由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联合长江水

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以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等单位承办的中国科协青年科学家论坛，拟于 2019 年 9 月 27-29 日在武汉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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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前期，2019 年 9 月 27 日将召开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项目年度总结会议。 

  本次论坛主题是"聚焦重大工程孕灾前沿，探索灾害“防”与”治”的辩证"。论

坛将召集国内土木、水利、交通、矿山及海洋等相关领域的青年学者参会。论坛

议题：多因素、跨尺度的岩土工程孕灾机制；复杂条件下工程灾害的链生转化机

制；重大工程灾害"防"与"治"的辩证；重大工程灾害智能预警及风险调控。 

一、论坛时间、地点 

  时间：2019 年 9 月 27 日-29 日 

地点：湖北武汉楚天粤海酒店 

二、参会条件 

  本次论坛代表采取由执行主席邀请和个人申报相结合的方式产生，要求年龄

为 45 岁以下，在岩土工程相关领域取得突出成绩和具有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 

  本次会议按照中国科协青年科学家论坛要求，不收取注册费及餐费，住宿及

往返旅费等其他费用自理。 

三、联系方式 

会议邮箱：whcgkxhfw@163.com 

联系电话：15871424822 胡英国、15927208466 吴文兵、15827506700 付晓东 

 

信息源：http://www.csrme.com/Home/Content/show/id/887.do 

 

本期岩土人物 

岩土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孔宪京 

孔宪京，1952 年 1 月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0 年毕业于大连

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水利系。1983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并留校工作，1990

年获水工结构博士学位。1990 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2 年破格晋升教授，1995

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现为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大连理工大学

副校长、副书记/常务副书记，教育部科技委能源与土木建筑水利学部副主任等。

2017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84 年～1992 年先后三次（3 年）获得日本

学术振兴会（JSPS）、日本东京大学奖励基金会资助，受聘为客座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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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在日本东京大学主要从事土石填筑坝地震破坏机理研究，1998 年再次

获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全额资助，作为特邀研究员赴东京大学讲学。 

孔宪京教授长期以来结合我国水利和核电工程建设在土石坝原型、模型的动

力试验技术、信号测试与处理技术、大型试验设备研制、筑坝材料的变形与强度

特性、高土石坝和核电厂海域工程构筑物数值分析与抗震设计理论及安全评价方

法、城市固体废弃物的力学性质及其填埋场静动力变形与稳定分析等方面进行了

系统、深入的研究。在国家重点学科经费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经费支持下，主

持完成了国内第一台二维水下振动台和两台采用先进测试技术的高精度大、中型

三轴仪，并成功研制了世界最大（试样直径 1000mm）超大型三轴仪。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攻关等纵向课题 20 余项，先后承担岭澳、田

湾、阳江、红沿河、陆丰、徐大堡等 10 余座核电站工程海域工程取排水构筑物

以及天生桥、吉林台、糯扎渡、猴子岩、双江口、两河口、古水等 30 余座高土

石坝工程的抗震安全评价。参编或修编国家及行业规范 6 部，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 项、软件著作权 12 项；出版专著 3 部，发表的论文被 SCI、EI 收录 150 余篇

次，他引 2800 余次，1 篇被评为第一届“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培

养博士 23 名。 

1995 年被评为大连市百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辽宁省青年先进科技工作者、

大连市劳动模范，1996 年被批准进入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辽

宁省共产党员标兵，并同时入选辽宁省首批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1997

年被国家教委、人事部授予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等荣誉称号，1998 年起享受

国家政府特殊津贴，2001、2004、2007 年大连市优秀专家，2010 年授予大连市

特殊贡献专家，2013 年入选“辽宁省院士后备人选培养工程”，2014 年入选大连

理工大学首批“星海学者”人才培育计划。获电力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1997、

1998）、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1999）、中国电力科学技术三等奖 1 项（2001），

中国大禹水利科学技术二等奖 1 项（2004）、大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2009）、

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2010，排名第一）、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2008、

2012，均排名第一）、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2010、2012，均排名第一）、

中国水力发电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2012，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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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