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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参考

《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出炉

8月 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明确到 2025年将基本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通道建设将涉及一大批铁路、

物流枢纽等重大项目，辐射西部 12个省（区、市）和海南洋浦港、广东湛江港

等地。

西部陆海新通道位于我国西部地区腹地，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 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在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

位。

《规划》明确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定位：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

战略通道；连接“一带”和“一路”的陆海联动通道；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

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促进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运输通道。

依据《规划》，将加快运输通道和物流设施建设。到 2020年，一批重大铁

路、物流枢纽等项目开工建设，陆海新通道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撑作用开始显现。

加快推进铁路建设方面，打造重庆、成都至北部湾出海口大能力铁路运输通道，

实施一批干线铁路扩能改造项目，新建局部支线和联络线；完善公路运输网络方

面，进一步扩大公路网覆盖面，有序建设一批对通道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和通往港

口、口岸的地方高速公路项目；运输干线重点项目包括加快贵阳至南宁铁路、叙

永至毕节铁路、渝怀铁路增建二线、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建设等。到 2025 年，

经济、高效、便捷、绿色、安全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基本建成，一批重大铁路项目

建成投产，主要公路瓶颈路段全面打通。到 2035 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建成。

信息源： http://news.cctv.com/2019/08/16/ARTIM8nETmJCE648e9qfoS3s190816.shtml

全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勘查开采情况通报（2018年度）

一、油气勘查开采投入持续回升

2018年全国油气（包括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煤层气和天然气水合物）勘查

与开采投资分别为 636.58亿元和 2031.06亿元，同比增长 8.9%和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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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石油与天然气探明储量止跌回升

2018年，石油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9.59亿吨，同比增长 9.4%，继两年连续下降

后实现再增长。天然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8311.5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49.7%。

三、油气产量稳中有增

2018年全国石油产量 1.89亿吨，同比下降 1.2%。全国天然气产量 1415.12亿

立方米，同比增长 6.4%。截至 2018年底，全国已探明油气田 1027个（其中油田

746个，天然气田 281个），页岩气田 5个，煤层气田 24个，二氧化碳气田 3个。

累计生产石油 69.52亿吨，累计生产天然气 2.07万亿立方米。

四、油气基础地质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南海北部新区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获突破，南海北部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

第二次试采准备顺利推进。长江经济带页岩气调查获重大突破，鄂阳页 2HF井在震

旦系陡山沱组获突破，拓展了页岩气勘探开发新领域。松辽盆地陆相页岩油获重要

进展。银额盆地、柴达木盆地及准噶尔盆地博格达山前带新区新层系油气调查获重

要进展。川南宜宾地区川高参 2井获煤层气工业气流。

“十三五”全国油气资源评价全面展开。完成了致密油气、页岩气、煤层气等资

源关键评价参数研究。首次开展了油气资源经济性评价、油气资源生态环境风险评

价，首次针对陆域深层开展了油气资源评价。

五、常规油气勘查在新区、新领域、新层系取得多项突破

塔里木盆地秋里塔格构造带中秋 1井风险勘探获重大突破，新发现一个千亿方

整装气田，为塔里木建成 3000万吨大油气田提供资源基础；顺北地区奥陶系新增

石油预测储量 7176万吨，顺北断裂带勘探成果向西向南向深层扩大。渤海海域渤

中凹陷评价落实了中国东部最大的整装千亿方凝析气田—渤中 19-6，为渤海油田

3000万吨稳产及再上新台阶提供强有力支撑；渤中凹陷高成熟区成功发现亿吨级油

田—渤中 29-6，为老油区持续开发注入动力；渤海湾盆地沧东凹陷页岩油勘探取得

发现，呈现 5000万吨级页岩油规模增储领域。准噶尔盆地玛湖 1井区下乌尔禾组

探获工业油流，新增石油预测储量 1.49亿吨；沙湾凹陷二叠系上乌尔禾组石油勘探

获重大发现，有望形成玛湖-沙湾凹陷大型油气富集区。四川盆地元坝地区元坝 7

井在二叠系茅口组首次探获高产气藏，新增天然气预测储量 1527亿立方米；川西

地区永探 1井二叠系探获高产气流，开辟了火山岩勘探新领域。河套盆地临河坳陷



3

发现吉兰泰油田，新增石油预测储量 1.2亿吨，突破了盆地 40余年久攻不克的局面。

莺歌海盆地乐东区探获气层达百米以上规模的超高温高压天然气，储量达千亿方，

有望成为超高温高压领域增储上产新阵地。珠江口盆地陆丰凹陷探获整装高产油

田，为近 10年最大的对外合作商业油田发现。

六、页岩气和煤层气勘探开发进展顺利

2018年全国页岩气勘探开发投入 135.3亿元，完钻探井 40口、开发井 285口。

新增页岩气探明地质储量 1246.78亿立方米，较上年减少 66.2%。全国页岩气产量

108.81亿立方米，较上年增长 21.0%。2018年全国煤层气勘探开发投入 39.25亿元，

共钻探井 152口、开发井 779口。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 147.08亿立方米，同比

增长 40.3%，地面开发的煤层气产量 51.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9.5%。

七、油气勘查开采理论与技术取得进步

陆相页岩油勘探关键技术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有效指导和推动了准噶尔盆地吉

木萨尔、渤海湾盆地沧东凹陷等陆相页岩油的勘探突破及规模建产；针对东部断陷

盆地复杂隐蔽油气藏实施的新一代以“单点高密度”为特征的地震技术攻关，有效拓

宽频带、提高地震分辨率；钻井提速工艺技术在顺北油田应用效果显著；近海中深

层地震勘探关键技术在海域二次三维地震勘探中全面推广应用；渤海海域深层大型

整装凝析气田勘探理论技术指导发现了中国东部最大的整装渤中 19-6凝析气田。

开采技术的创新促进了油气田高效开发。注天然气重力混相驱提高采收率技术

支撑引领塔里木 3000万吨大油气田建设和老油田提高采收率；无碱二元复合驱技

术成果在辽河、新疆等油田工业化应用，采收率同比提高 18%以上；3800米以浅

页岩气压裂工艺日趋成熟，低成本压裂工艺试验获阶段成效；形成中国海上大型高

温高压天然气藏开发关键技术系列，并在莺歌海盆地东方气田群成功实践；注水井

微压裂和提压注水可行性研究取得进展，并在渤海油田应用实施；多尺度综合储层

预测技术提高了致密气藏储层钻遇率，直井达 90%以上，水平井达 82%。

信息源：http://www.zrzyb.net/bugaolan/20190717_120449.shtml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2019）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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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自 2019年 10月 1日起实施。原《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1999）

同时废止。

标准共分为 69章和 4个附录，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增加了基本规定；

2. 增加了崩解试验、毛管水上升高度试验、无粘性土休止角试验、土的静止侧

压力系数试验、振动三轴试验、共振柱试验、土的基床系数实验、冻土含水率试

验、原位冻胀率试验、原位密度试验、试坑渗透试验、原位直剪试验、十字板剪

切试验、标准贯入试验、静力触探试验、动力触探试验、旁压试验、载荷试験、

波速试验、化学分析试样风干含水率试验、游离氧化铁试验、阳离子交换量试验、

土的 X射线衍射矿物成分试验、粗颗粒土的渗透及渗透变形试验、反滤试验、

粗颗粒土固结试验、粗颗粒土直接剪切试验、粗颗粒土三轴压缩试验、粗颗粒土

三轴蠕变试验、粗颗粒土三轴湿化变性试验；

3. 补充完善了条文说明；

4. 删除了土的离心含水当量试验。

信息源：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908/t20190801_241309.html

项目计划

欧盟资助 GeoDrill项目——开发用于深层地热的新型钻探

技术

欧盟“地平线 2020”研究和创新计划资助的 GeoDrill研究项目，旨在通过

开发新型钻井技术，开发深层地热资源，从而促进地热能源的增长。GeoDrill研

究项目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在实际工作系统中进行测试和验证的 Geo-Drill技术

原型和波鸿国际地热中心的现场实验。

一、Geo-Drill技术原型：在实际工作系统中进行测试和验证

Geo-Drill技术原型将通过与国际地热中心（GZB）的钻机在 Bochum钻探现

场多个孔进行全面测试。

与地热能的勘探和供应有关的技术应用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地下过程的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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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性。因此，实际的储层特性只能通过以下方法确定：（1）间接测量技术，如

地震勘测、机器反演和地球物理钻孔测井；（2）能够模拟原位特性但不能保持时

空尺度的实验室实验；（3）数值模拟。此外，与钻井过程、井筒的完井和胶结或

储层的刺激和开发相关的技术应用暴露于高温、高压和腐蚀性环境中。原位钻孔

和 Geouid 模拟器（in-situ Borehole and Geouid Simulator，i.BOGS）允许在深达

5000米的储层条件下进行模拟，温度为-10°C-180°C。

二、波鸿国际地热中心的现场试验场

GZB 的现场测试场地位于波鸿应用科技大学的校园内。该区域占地 10000

平方米，拥有现有的研究、观察和生产井，并允许进一步的钻探测试和钻探深度

为 5.000米 - 还授权 50平方公里矿区“未来能源”和 GZB的双驱动钻机相结合。

Bo.Rex能够钻至 1000米的深度。该站点可以实现对整个 Geo-Drill系统的验证，

包括钻孔监测器的渗透率（ROP）、岩屑运输性能（CTP）和钻井消耗。

如上所述，在两种情况下对 Geo-Drill系统进行原型设计和测试，将对开发

的解决方案的有效性进行广泛而可靠的测试。

信息源：

http://www.thinkgeoenergy.com/eu-funded-geodrill-project-to-develop-novel-drilling-technologies

-for-deep-geothermal/

地热钻井新方法与智能井筒材料研究获资助

近日，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大学 Salehi教授的研究团队正在研究一种智能堵漏

材料，由形状记忆聚合物组成，能够依靠地热温度来激活，以防止井筒附近压裂

岩石中的流体流失，这种新材料的应用将有效降低地热钻井成本。高温钻井作业

中，堵漏材料能够在裂缝中膨胀，减少非钻井时间、增强井孔的强度。项目的前

期研究得到了美国能源部地热技术办公室 179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和来自多家实

体的 50多万美元资助。

信息源：
http://www.thinkgeoenergy.com/research-on-new-methodology-and-smart-wellbore-materials-for-
geothermal-dr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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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

范”等重点专项 2019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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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下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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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课题设 1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可担任其中

1个课题负责人。

2.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单位应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

学校和企业等（以下简称内地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时间为 2018年

6月 30日前，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条件，运行管理规范。国家机关不得牵

头或参与申报。申报单位同一个项目只能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申报

和重复申报。

3. 项目（课题）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195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

4. 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

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课题）。

5. 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课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以下简称“改革前计划”）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课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的在研项目（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

报项目（课题）。

二、具体申报方式：

1. 网上填报。请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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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项目申报书进行网上填报。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将以网上填报的项目申报书作为

后续形式审查、项目评审的依据。项目申报书格式在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

服务平台相关专栏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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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单位网上填报项目申报书的受理时间为 2019年 7月 23日 8:00至

2019年 9月 17日 16:00。

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http：//service.most.gov.cn；

2. 组织推荐。请推荐单位于 2019年 9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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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清

单应与信息系统中提交的推荐项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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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于 2019年 9月 23日前（以寄出时间为准），

将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项目申报书（纸质，一式 2份），寄送承担项目所属重点

专项管理的专业机构。项目申报书须通过系统直接生成打印。

信息源：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7/t20190719_147861.htm

科技部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固废资源化”等重点专项

2019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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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下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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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课题设 1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可担任其中

1个课题负责人。

2.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单位应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

学校和企业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时间为 2018年 6月 30日前，有较强的

科技研发能力和条件，运行管理规范。国家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申报单位

同一个项目只能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3. 项目（课题）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195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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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课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以下简称“改革前计划”）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课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的在研项目（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

报项目（课题）。

5. 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

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课题）。

各申报单位在正式报送项目申报书前可利用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

务平台查询相关科研人员承担改革前计划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情况，避免重复申报。

二、具体申报方式：

1. 网上填报。请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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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项目申报书进行网上填报。项目申报书格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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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书的受理时间为 2019年 7 月 23日 8:00至

2019年 9月 17日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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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推荐单位于 2019年 9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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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清

单应与信息系统中提交的推荐项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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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申报单位于 2019年 9月 23日前（以寄出时间为准），

将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项目申报书（纸质，一式 2份），寄送承担项目所属重点

专项管理的专业机构。项目申报书须通过系统直接生成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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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源：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7/t20190719_147862.htm

科技部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

重点专项 2019年度联合研发与示范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组织申报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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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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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2日 8:00至

2019年 9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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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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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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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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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100045。

联系电话：010-68598075。

信息源：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8/t20190806_148155.htm

研究进展

Nature Communications：废水回灌诱发地震活动受注水密

度影响

近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地球科学系 Ryan M. Pollyea 研究团队发现，

在油田废水回灌地区和注入水密度高于深层天然流体的地区，地震发生深度

与废水沉降的速度有关。高震级地震发生比例随着注水深度的增加而增加，

而且可能在注入率下降或完全停止数年后，造成更大震级的地震（尽管数量

较少）。相关研究成果在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1发表。

地震在美国中部普遍存在，3 级或更高级别的地震数量从 2008 年以前

的每年 19 次增加到 2008 年以后的每年 400 多次。通过分析地震数据，研究

人员发现，从 2017 年到 2018 年，4 级以上地震的数量增加了 150%以上，

而同期 2.5 级以上地震的数量减少了 35%。更直接地说，地震的总数开始减

少，但高震级地震的比例正在增加。

研究表明，在美国中部的俄克拉荷马州和堪萨斯州南部等地区，注入

Arbuckle 地层地下的废水的密度远远高于发生在深部孕震带断层内的天然

流体。当注入废水的密度高于已经存在的流体时，废水会下沉并增加地下深

处的流体压力，从而破坏断层的稳定性，诱发更多的高震级地震。比如 2016

年俄克拉荷马州波尼市发生了 5.8 级破坏性地震。此外，高浓度废水在停止

注入后的 10 年或更长时间内，可能会在 5 英里或 5 英里以上的深度继续下

沉，并增加流体压力，这可能会延长地震风险。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研究人员就知道，向地下深处泵入液体会引发

地震，但这项研究首次表明废水的密度在诱发地震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流体密度越大，天然流体的驱替作用越大，流体压力变化越大。过去的孔隙

1 High density oilfield wastewater disposal causes deeper, stronger, and more persistent earthqu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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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模型假定注入液体的密度与基岩是一样的，但实际情况却是注入的流体

往往密度更大。

信息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9/07/190716113030.htm

GSA Bulletin：2014年美国奥索滑坡机制研究新进展

2014年 3月 22日美国华盛顿奥索镇的大面积山体滑坡是一次破坏性极大的

滑坡，滑坡体穿越一公里宽的山谷，造成 43人死亡，数十座房屋被毁，530州

道一处路段被阻断。随着山体的坍塌，900万立方米的土壤土崩瓦解，它变成了

泥浆瀑布以超快的速度冲进山谷。

为了解释滑坡行为和原因，美国地质调查局的 Brian Collins和Mark Reid对

对灾后现场的土壤进行了现场调查和材料测试。他们在三年的时间里多次视察了

奥索滑坡，绘制了滑坡地质结构图。结合高分辨率的航空和卫星图像以及激光雷

达数据，重构了导致滑坡具有如此巨大流动性的可能事件序列。相关研究成果在

《GSA Bulletin》发表2。

研究发现，奥索滑坡的破坏性与滑坡体的滑移距离太远密切相关。滑坡体之

所以移动如此远的距离，是因为冲击砂和碎石产生了孔隙压力并产生了液化现

象，液化导致滑坡底部强度降低。这种机制可能在类似环境下也能在滑坡中发挥

作用。

论文链接：

https://pubs.geoscienceworld.org/gsa/gsabulletin/article/571833/enhanced-landslide-mobility-by-

basal-liquefa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预测废水

注入后诱发地震活动的新方法

随着能源需求的增加，与地热资源开发、水力压裂和废水处理有关的诱发地

震活动正在引演变成一个全球性问题。大多数诱发地震震级较小，但其中一些地

2 Enhanced landslide mobility by basal liquefaction: The 2014 State Route 530 (Oso), Washington,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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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规模和破坏性都较大。废水注入过程涉及变量多（卤水量、卤水在岩石中移动

的难易程度、现有地质断层的存在以及这些断层的区域应力），因此很难成功预

测废水注入引起的地震活动。而且废水注入之后，地震活动在数年内急剧增加，

现有的预测方法显得不足。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领导的地球科学家团队在能源部资

助下研发了一种用来预测废水处理后诱发地震活动的方法。相关研究成果于

2019年 7月 29日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3期刊发表。

论文第一作者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地球与空间探索学系博士后研究员、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助理研究员 Guang Zhai。

该团队的研究区域位于俄克拉荷马州，该州进行了大量的水力压裂活动，并

且废水注入诱发了几次地震，造成了一定破坏。研究人员利用注入数据，提出了

一种预测注水引起地震的方法，结合基于物理的线性孔隙弹性模型和速度-状态

摩擦定律，计算了俄克拉荷马州地壳应力和地震活动，对于卤水注入量对地应力

的扰动及应力如何在断层处诱发地震进行了研究，建立了考虑孔隙压力和孔隙弹

性应力的地震预测模型，用于评价注液诱发地震的危险性。结果表明，孔隙压力

扩散对预应力断层的应力扰动由于孔隙弹性效应而增强，是俄克拉荷马州诱发地

震的主要驱动力。

这一发现对于诱发地震预测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已知要注入的卤水量和处置

井位置，可以估算出给定规模地震发生的可能性，可以用于短期地震灾害评估。

此外，鉴于一定规模地震发生的可能性，石油和天然气运营商可以控制注入的卤

水量来降低大地震发生的概率，为行业管理压裂作业后的卤水注入问题提供了有

利工具。

论文链接：https://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9/07/23/1819225116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研究进展

一、含单裂隙岩体冻结过程中冻胀力计算模型：

裂隙岩体的冻胀破坏是寒区岩土工程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难点问题。主要原因

是低温及冻融循环条件下水→冰相变与水分迁移产生的冻胀力引起岩体内微裂

隙与贯通，从而导致灾难性破坏。因此，揭示裂隙岩体内冻胀力演化规律对维护

3 Pore-pressure diffusion, enhanced by poroelastic stresses, controls induced seismicity in Oklah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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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区岩体工程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水→冰相

变理论和未冻水含量对冻胀力影响，而其他影响冻胀力的因素（如岩石和冰的强

度参数）关注较少的现状，本成果以含单裂隙岩体为研究对象，在若干假设条件

下，通过理论推导，提出了含单裂隙岩体冻结过程冻胀力计算模型，得到的主要

结论如下：

（1）影响冻胀力的因素可分为四类：1）材料的力学特性；2）外载条件；3）裂

隙的形状特征；4）有效体积膨胀系数。

（2）新定义的“有效体积膨胀系数”是一个重要的参数，不仅是影响冻胀力的最

主要因素，而且可以将现有的三种岩石冻胀力学（体积膨胀理论、水迁移理论和

组合理论）统一起来。

（3）除此之外，冰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对冻胀力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其次是外

载条件、岩石的弹性模量和裂缝的形状特征；相对来说，岩石的泊松比影响程度

较小。

虽然本模型采用了一些简单的假设，也没有给出某些参数的精确表达式，但

它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框架。在此理论框架下，可以进一步开展大量

的研究工作，如：确定有效体积膨胀系数的精确表达式，冰的流变和热融性质对

冻胀力的影响，裂缝扩展后冻胀压力的变化等。

二、同层地质储能研究：

Power-to-Gas (PtG)是一项将电能转化为高能量密度的可燃气体的化学储能

技术，电离产生的氢气与捕集的二氧化碳可人工合成甲烷，从而用于再发电或战

略储能以达到碳中和目的。地质储能以其储能容量和经济性的优势一直被认为是

可靠的储能方式之一。同一地质储层中以二氧化碳作为垫层气存储甲烷会显著提

升甲烷的采出率，但两种气体混合区域大小的控制与优化至关重要。

二氧化碳作为垫层气注入目标储层，以提供储层所需压力并防止地下水入

侵，从而减少回采期甲烷的能量损失。为降低两种气体混合度并保证储层力学稳

定性，研究人员首先研究了二氧化碳和甲烷气体的各自物理性质和其混合气体的

物理性质，基于二氧化碳在临界点的物性变化特点以及混合气体的物性变化特

点，建立了水力耦合模型来研究流体在储层中的运移机制，气体间的混合机制，

以及储层力学稳定性。其次，通过与已发表模型进行比对，发现计算结果获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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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一致性，从而进一步确认了建立的流动模型的可靠性。随后建立的逐级复杂

的水力耦合模型，针对不同的储层厚度、地质构造、温度以及注入过程中储层力

学稳定性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结果发现储层厚度的提升，背斜角度的提升以及温

度的提升对气体混合度的降低都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最后，通过力学稳定性

分析，确定了储层安全注入的压力条件，为实际场地建设提供了借鉴意义。

研究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Energy & Fuels》4。

三、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环境风险评估范围研究：

二氧化碳（CO2）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是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的新兴前沿技术。环境风险评估能够解决 CCUS项目的安全性和公众

信任等问题，为项目工程的顺利开展提供依据。为规范和指导 CCUS项目的环

境风险评估工作，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制定了《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

封存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并于 2016年 7月

1日起颁布实施。

作为一部试行的技术指南，该指南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更多的研究工作进

行补充与完善，其中包括风险评估空间范围的确定。指南对于地质利用与地质封

存环节的评估范围划定为可能会受到注入活动影响的地上和地下空间。由于复杂

的地下条件以及地下空间的不可见性，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工作以完善支撑指南

中关于环境风险评估范围的确定。

基于以上科学问题，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联合生态环境部环境规

划院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西北大学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对 CO2地质封存环境风险评估空间范围的确定进行了系统的

研究，提出 CO2地质封存环境风险评估范围的确定原则为：

1）评估范围应该通过 CO2在地下的运移行为来确定。

2）评估范围应该覆盖地面和地下的所有注入场所、相关工业设备、固定和永久

的监测设备。

以该原则为核心、CO2封存复合体影响与监测的空间区域划分和相互关系为

框架，提出 3 种确定 CCUS环境风险评估空间范围的方法：简单函数法、数值

模拟法和案例类比法。其中，简单函数法依据美国能源部的 DOE体积法进行有

4 Hydromechanical response and impact of gas mixing behavior in subsurface CH4 storage with CO2-based
cushion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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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封存容量评估的思想，通过有效封存容量计算公式进行推导，得到 CO2羽流

的分布半径，进而通过分布系数计算单井和井群的风险评估范围；数值模拟法根

据 CO2羽流的分布和压力分布，参考 EPA六类井行动导则：审查区域（AoR）

评估和纠正行动指导，以我国地下水质量标准作为压力前沿压力值的计算依据；

案例类比法是综合当前已有 CCUS项目的监测、模拟成果，参考已有 CCUS项

目的环境风险评估范围来确定，在项目的初期阶段，相关场地资料较为缺乏的时

候，可以采用该方法进行范围的初步划定。该研究成果可补充完善指南中关于风

险评估范围的说明与操作，指导 CCUS的环境风险评估工作，促进中国 CCUS

项目的健康发展。

本研究相关成果发表于《环境工程》5，第一作者为李琦研究员，并受邀在

The 9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um for CCS 上做 40 分钟的特邀报告。该研

究成果得到生态环境部环境保护项目（CL（2017）08-08）以及“十二五”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项目（2014BAC18B01）资助。

信息源：http://www.whrsm.cas.cn

工程快讯

8882米！亚洲陆上第一深井在塔里木诞生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高 8844米，想在地下钻出一个珠峰的高度谈何

容易。不过，沧州钻杆却让“不可能”变成了现实。17日，沧州市渤海能克钻杆

有限公司研制的 V150钢级高强度非标钻杆，助力中石油顺利完成亚洲陆上第一

深井——轮探 1井钻探任务，下钻深度达 8882米，超越珠峰高度，创造了亚洲

陆上深井勘探新纪录。

截至 7月 19日，中国石油重点风险探井轮探 1井钻至 8882米后转入钻井完

井阶段。这口井刷新亚洲陆上最深井纪录，刷新亚洲陆上 8877米最深测井纪录，

刷新亚洲陆上 8641—8649.5米井段最深取芯纪录。

轮探 1井位于塔里木盆地塔北隆起轮南低凸起寒武系盐下台缘丘滩带，于

2018年 6月 29日开钻，由中国石油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承钻。

5 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环境风险评估的空间范围确定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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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轮探 1井地质资料极度匮乏，超深、超高压、超高温、含硫等钻探难题，

自开钻以来，塔里木油田公司坚持工程地质一体化，精细地质分层研究，从井身

结构、钻具抗拉、水力学等方面开展优化论证。优化设计井身结构为四开四完，

备用五开五完。优选定制小接箍高强度钻杆及配套胶皮护箍，增加钻具抗拉强度，

减少对套管的磨损，确保井筒完整性。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实验和摸索出目的层钻

进的最佳钻井液配方与性能。开展水泥浆体系高温性能评价试验，确保超高温固

井安全施工，为目的层固井做好充足的技术储备。

据悉，轮探 1井的成功钻探标志着塔里木油田超深井钻井技术再次达到世界

领先水平。同时，对探索轮南下寒武统白云岩储盖组合的有效性及含油气性，突

破寒武系盐下丘滩体白云岩新类型，开辟轮南油气勘探新领域，推进深部层系勘

探进程，寻找油气增储上产接替区意义重大。

信息源：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9-07/25/content_426395.htm

新技术为超级水电站保驾护航

金沙江是中国最大的水电基地，整个流域规划了 20多座水电站。一个正在

四川和云南交界的金沙江下游河道上建设的超级水电站——乌东德水电站，它是

我国第四座、世界第七座跨入千万千瓦级行列的超级水电站。未来，金沙江上的

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四座梯级电站，将形成装机容量达 4646万千

瓦的规模，相当于两个“三峡工程”，年发电量约 1900亿千瓦时，将成为 21世纪

标志性的世界最大绿色能源工程基地。水电站在建设中更是运用了很多智能“黑

科技”，致力于打造世界上最聪明的大坝。

超级技术一：低热水泥混凝土 数十年研发，全坝使用

乌东德水电站大坝是混凝土双曲拱坝，坝底海拔 718米，坝顶海拔 988米，

最大坝高达 270米。然而，大坝底部的厚度仅为 51米。这样的比例让乌东德水

电站成为目前世界上最薄的 300米级拱坝，纤细的身材要承载起千万级特大型水

电站的蓄水，无疑对混凝土的浇筑质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乌东德大坝的混凝土浇筑总量约为 280万立方米。在这么大体量的混凝土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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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中，温度控制至关重要，因为温差变化过大，会导致混凝土发生开裂，威胁大

坝安全，这一直是水电工程中的世界性难题。

乌东德水电站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区，日照强烈，最热的时候大坝施工平

台的气温高达 40多度。而乌东德水电站全坝采用的低热水泥混凝土，是世界水

坝建造史上的一个创举。全部坝体都用低热水泥，这还是第一次。

超级技术二：降温神器 预埋温度计+喷雾机+冷却水管

按照施工要求，大坝混凝土的浇筑温度不能超过 18度，为了确保在高温天

气下达到施工要求，施工仓面设置了喷雾机来降低仓面环境温度。即便室外温度

是有三四十度，可是仓内温度依旧可以控制在 20-30度的水平。

为了全方位感知大坝各个部位的温度，乌东德大坝通过在混凝土里预埋温度

计和冷却水管，可实时感知混凝土温度。通过智能通水系统，即可自动调节通水

流量，实现混凝土冷却过程智能化。

超级技术三：大坝“天眼” 防止坝基山体渗水的 1万多个灌浆孔

乌东德大坝最深的一层灌浆和排水廊道，横穿大坝底部并延伸到两边的山体

中，为了防止大坝上游的水渗透到下游，地上打了一些帷幕孔，最大的帷幕孔深

度达到 110米。据悉，主帷幕总工程量是 50万米，大概有 1万多个灌浆孔，整

个帷幕连起来就像一个大的幕布，把上游的水牢牢地挡在了大坝前面。

超级技术四：护坡神器主动网 蜘蛛人的奉献

乌东德水电站所处的金沙江下游属于深切峡谷。长期的雨水冲刷和暴晒，山

体和坡面随时有滚石坍塌的危险，可以说即便是一个很小的石子粒都可以把钢板

击穿。

为了消除隐患，乌东德工程施工初期，施工方首先采用蜘蛛人在两岸的自然

边坡上剥离表面的碎石和浮土，然后用 5万多根浅层锚杆和 4000多根深层锚索

固定山体。这些锚索深入山体几十米，将岩石与山体紧紧地固定在一起。

这些做完之后，还要铺设 100万平米，相当于 20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主动防

护网，将整个边坡罩起来。在开挖的边坡地段，还要灌浆喷射混凝土，将整个岩

体进行固定，在不同的高度，还要设置被动防护网。

自从有了这些防护网，已经成功消除多次重大险情。并且在山体里，还埋设

监测传感器，建立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并与水文气象中心进行联动，一旦边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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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的走位变形，系统就能够及时作出预警。

超级技术五：地下电站主厂房 高度位居世界第一！

乌东德水电站大坝顶部两边山体的距离只有 300多米。因为空间狭小，乌东

德水电站除了 270米高的大坝建筑，更多的建筑结构都隐藏在山体里和地下。作

为水电站主要发电设备水轮机组的主厂房就位于大坝两侧的山体里。

乌东德地下电站主厂房的开挖长度 333米，跨度 32.5米，高度是 89.8米，相

当于一栋近 30层的高楼，这个高度打破了地下电站主厂房开挖高度的世界纪录。

信息源：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8/429198.shtm

基金与会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发布 2019 年度第 2 期

专项项目申请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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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范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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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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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地球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学科发展战略研究。

二、申请注意事项：

1. 申请截止时间为 2019年 9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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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及时向依托单位提交签字后的纸质申请书原件以及其他附

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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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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要求如下：

（1）应在规定的项目申请截止时间（2019年 9月 20日 16时）前提交本单位电

子版申请书及附件材料，并统一报送经依托单位及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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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交电子版申请书时，应通过信息系统进行确认。

（3）报送纸质申请材料时，还应包括本单位公函和申请项目清单，材料不完整

将不予接收。

（4）申请材料集中接收期为 2019年 9月 18日－20日。可将纸质申请材料直接

送达或邮寄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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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延误申

请，并在信封左下角注明“地球科学部专项项目（科技活动项目）申请材料”。

（5）申请书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材料接收工作组负责接收，材料接

收工作组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83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

材料接收工作组（行政楼 101房间），邮编：100085，联系电话：010-62328591。

二、咨询联系方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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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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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勃（电话：010-62327157）、张朝林（电话：010-62327162），电

子信箱：ghc@nsfc.gov.cn。

信息源：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34/info76215.htm

第 36 届国际地质大会（36th IGC）通知

国际地质大会自 1878年法国巴黎首次举办，一直被视为地质学界的奥林匹

克盛会。大会每 4年召开一次。第 36 届国际地质大会将于 2020 年 3 月 2日-8

日在印度德里举办，此次会议包括 44 个科学议题和 266 个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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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主题：

地球科学——支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科学

二、重要时间节点：

1) 2019年 8月 31日：论文摘要提交截止；

2) 2019年 10月 30日：报告人注册截止；

3) 2019年 10月 31日：野外考察报名截止。

会议链接：https://www.36igc.org/

第一届土石坝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mbankment Dams，ICED’2020）通知

会议时间：2020年 6月

会议地点：中国北京

一、会议主题与议题：

会议主题：Dam Breach Modelling and Risk Disposal

会议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

1. Case histories of failure of embankment dams and landslide dams；

2. Dam failure process modelling；

3. Soil mechanics for embankment dams；

4. Risk assessment & management；

5. Detection, diagnosis and mitigation of dam distresses；

6. Early warning and emergency response；

7. Intelligent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embankment dams；

8. Regulations and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embankment dam safety management。

二、重要时间节点：

1. 2019年 8月 31日：摘要提交截止；

2. 2019年 9月 15日：发出摘要录用通知；

3. 2019年 11月 30日：全文提交截止；

4. 2020年 1月 31日：发出全文录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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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源：https://www.issmge.org/news/iced2020

即将举行国际会议概览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会议链接

The 2nd Badong International
Geohazards Symposium

（BIGS）
8.24-8.25 湖北巴东

http://www.china-iaeg.org/Arti
cle.aspx?id=667

Nordic Grouting Symposium
2019

9.2-9.3 芬兰赫尔辛基 http://www.ngs19.fi

ISRM 1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Rock Mechanics

（IRSM-2019）
9.13-9.18 巴西伊瓜苏 http://isrm2019.com

12th Asian Reginal
Conference of IAEG

9.23-9.27 韩国济州岛 http://www.iaegarc12.org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eo-Engineering
9.29-10.2 葡萄牙吉马良斯

http://www.3rd-icitg2019.civil.
uminho.pt

72nd Canadian Geotechnical
Conference

9.29-10.2 加拿大圣约翰 http://www.geostjohns2019.ca

信息源：https://www.iaeg.info；https://www.isrm.net

第一届地下空间开发和岩土工程新技术发展论坛（第二号通

知）

会议时间：2019年 10月 26日-28日

会议地点：南京曙光国际大酒店（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 107号）

一、 会议主题与议题：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城市建设过程中地下空间开发和岩土工程技术与设备的

创新与发展。会议交流内容包括工程勘察、岩土工程分析与计算、地下管廊和轨

道交通中的岩土工程问题、岩土工程创新施工技术、测绘工程、信息化技术应用、

监测检测技术等。会议议题如下：

1.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问题与挑战;

2.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绿色施工技术与未来发展趋势;

3.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和监测领域的新技术、新工法和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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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坑工程设计理论与实践及其新进展、行业的发展趋势；

5. 地铁深基坑工程中的设计、施工与监测技术；

6. 信息化条件下的岩土工程新技术；

7. 地铁、隧道、综合管廊的防水、防腐关键技术;

8. 工程勘察行业的大数据、互联网+、云服务的应用。

二、 会议论文：

大会组委会于 2019年 9月 30日前接受论文投稿。应征论文须符合征文内容

要求且未公开发表。投稿时须向会务组提交全文电子文件（投稿邮箱：

bianji@yantuchina.com），论文请按《岩土力学》期刊格式撰写，论文模板请登录

《岩土力学》网站下载中心下载，来稿务请注明作者的详细通讯地址、E-mail 及

联系电话。

本次大会的论文将由专家评审，决定是否录用。根据被录用论文的研究内容

与学术水平，推荐论文由《岩土力学》（正刊、增刊）、《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

（正刊、增刊）形式发表。

信息源：http://news.yantuchina.com/42267.html

第十六届全国地基处理学术讨论会（1号通知）

会议时间：2020年 5月 22日-24日

会议地点：重庆

一、会议主题：

一带一路地基处理的机遇与挑战

二、征文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范围）：

地基处理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复合地基理论与实践；地基处理工程勘察技术；

地基处理设计计算理论；地基处理施工设备；地基处理质量检测方法；山区高填

方地基处理；吹填超软土地基处理；吹填珊瑚礁砂地基处理；山区公路和铁路地

基处理。

三、论文要求：

1. 应征论文要求内容具体、明确、严谨、未公开发表过、文责自负且不涉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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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内容。论文字数一般不超过 8000字（包括图标和公式）。具有创新性以及充分

尊重事实的论文将被优先采纳。

2. 请务必注明作者详细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及 Email地址。

3. 请将 doc格式或 docx格式论文全文投稿至会务组联系邮箱。

四：重要时间节点：

1. 2019年 10月 15日：全文提交截止；

2. 2019年 12月 15日：全文录用截止日期；

3. 2020年 1月 15日：修改稿提交截止日期；

4. 2020年 5月 22-24日：会议时间。

信息源：http://news.yantuchina.com/41491.html

本期岩土人物

岩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赖远明

赖远明，中国寒区工程、土木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62年 8月生于江西龙南。1983年毕业于江西

理工大学，1986年在兰州交通大学获硕士学位，1999年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

冻土研究所获博士学位。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世界冻土研究

的领跑者，解码高原冻土难题的“魔法师”。

冻土一般是指温度在 0℃或 0℃以下，并含有冰的各种岩土和土壤。中国是

世界上冻土面积第三大的国家，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冻土面积约占国土面积

的 22.3%。其中，青藏高原作为世界之巅，高海拔造就了其不同于其他冻土区的

特点。被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其中有一半是多年冻土地段。冻土含有丰富的

地下冰，对温度极为敏感，遇冷冻结遇热融化下沉，铁路建在这样的路基上很容

易出现破裂或者塌陷。

赖远明长期从事寒区工程理论和数值分析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多项具有创新

性的研究成果。根据冻土物理学和冻土力学基本理论，反复研究了冻害对隧道的

破坏机理，建立了冻土隧道气—固—水分迁移耦合问题的对流换热与围岩相变传

热模型，攻克了沿隧道不同进深洞内气温及围岩冻融变化特征的计算难题，解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92%E5%8C%BA%E5%B7%A5%E7%A8%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9%99%A2%E5%A3%AB/3271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A5%BF%E7%90%86%E5%B7%A5%E5%A4%A7%E5%AD%A6/6439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A5%BF%E7%90%86%E5%B7%A5%E5%A4%A7%E5%AD%A6/6439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0%E5%B7%9E%E4%BA%A4%E9%80%9A%E5%A4%A7%E5%AD%A6/3161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5%85%B0%E5%B7%9E%E5%86%B0%E5%B7%9D%E5%86%BB%E5%9C%9F%E7%A0%94%E7%A9%B6%E6%89%80/108499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5%85%B0%E5%B7%9E%E5%86%B0%E5%B7%9D%E5%86%BB%E5%9C%9F%E7%A0%94%E7%A9%B6%E6%89%80/1084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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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青藏铁路风火山隧道、昆仑山隧道衬砌和保温措施的参数优化设计问题，消除

了冻胀和融化对这两座冻土隧道的破坏作用。这一研究成果填补了寒区隧道计算

理论方面的空白。在数据和文献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赖远明主持的团队经过近 4

年的艰苦攻关，揭示了块碎石层路基的降温机理和效果。通过对碎石层进行模拟

实验，建立了块碎石类路基流体-固体耦合传热温度特性分析的数学模型，研发

了具有多级降温机制的 U形块碎石路基和通风管－块碎石复合路基等“主动冷却

路基”的结构新形式，提出了寒区工程的冻害预报方法和综合防治技术不同粒径

块碎石对冻土层有不同的降温效果。最后发现了满足这一效果的块碎石粒径拐

点，得出的结论是 10~30cm粒径的块碎石降温效果良好，22cm是最佳粒径，研

发了在未来 50年青藏高原气温上升 2.6摄氏度情况下仍能保证冻土热稳定的“U”

形块碎石路基结构。

在折板结构研究方面，提出了平顶四坡折板屋盖、组合抛物面薄壳屋盖、交

叉 V形折板屋盖等几种结构新颖、力学性能良好的折板结构，应用扁壳非线性

弯曲理论对这些结构的内力，挠度和非线性特性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计算发现

应用这些结构能大量地节省工程材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7%AF%E5%9F%BA/29347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A6%E5%90%88/28211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0%E7%83%AD/67920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A6%E6%A8%A1%E5%9E%8B/13769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8B%E7%9B%96/10511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6%84%E5%A3%B3/96481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85%E5%8A%9B/5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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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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