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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听说陈志恺院士重病， 心中十分惦记， 可是我因患 “老年性黄斑变

性 （湿性） ”， 视物昏花且常跑医院， 直至惊悉陈志恺院士已于 １０ 月 １９ 日逝世都

未能去探望他， 心中留下深深的遗憾。
陈志恺于 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出生于上海市闸北区。 １９４６ 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水利工程系， １９５０ 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至 １９５４ 年秋任华东水利部技术

员、 工程师， 主要从事沂沭泗河水文测验工作。 １９５４ 年末奉调北京水利部技术局，
次年调入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以下简称北科院） 参与筹建该院水文研究所。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由北科院下放在四川渔子溪水利电力部第六工程局劳动

锻炼。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调回北科院， 直至 １９９２ 年退休， 期间先后任工程师、 高级工程

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水资源研究所所长。 ２０００ 年任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２００１ 年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
陈志恺长期从事水文、 水资源领域的科研和规划设计工作， 年过七旬仍老骥伏枥， 致力于中国宏观水问

题与水安全战略研究。
在水文学领域， 陈志恺涉猎的内容广泛。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 他进行 Ｐ⁃Ⅲ型频率曲线与 Ｋ⁃Ｍ 型频率曲线

对中国水文资料适应性比较研究， 在他和王家祁、 骆承政等发表的论文 “暴雨及洪水频率计算方法的研究”
和 “论 Ｐ⁃Ⅲ型频率曲线与 Ｋ⁃Ｍ 型频率曲线对中国水文资料的适应性” （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论文

集第二集》， 北京， 中国工业出版社， １９６３） 中指出： Ｐ⁃Ⅲ型频率曲线能较好适应中国水文特性， 为后来在

中国水文计算规范中采用 Ｐ⁃Ⅲ型频率曲线作为水文设计通用线型做出了贡献。 １９６２ 年他和叶永毅在 《水利

学报》 发表论文 《洪水频率分析中历史洪水资料的处理》， 阐述了历史洪水在频率分析中的重要作用。 由此

推动了中国历史洪水的调查和研究。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 陈志恺注意到当时流量资料短缺， 根据流量系列由频率计算方法推求设计洪水在

许多情况下难以实现， 而雨量资料相对较多， 由暴雨推求设计洪水当是最好的途径， 于是开展了中国暴雨统

计规律和设计暴雨计算方法研究。 他组建了中国第一个以设计暴雨为主要研究目标的暴雨科研团队， 于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 年编制了 《中国暴雨参数图集》， 后来扩展到其他水文要素， 在谢家泽院长指导下由陈志恺和叶

永毅共同主编出版了 《中国水文图集》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５ 年他和王家祁等在论文 “论中小流域设

计暴雨分析计算方法” （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论文集： 第三集》， 中国工业出版社， １９６５） 中详细

论述了包括暴雨频率分析、 面设计暴雨、 暴雨的时程分配雨型、 长短历时暴雨关系、 ２４ ｈ 点设计暴雨公式等

概念、 理论和计算方法， 为后来制定中国设计暴雨规范奠定了基础。 他还和陈清廉等现场考察并核定了

“６３·８” 特大暴雨和 “７５·８” 特大暴雨的观测记录。 在 “文化大革命” 被下放到四川渔子溪水利工地劳动

期间， 他仍抢出时间收集整理国内外大暴雨资料， 于 １９７６ 年在工地编印了 《国内外特大暴雨资料》。 这些

成果广泛应用于水利工程、 铁路桥涵、 城市排水以及工矿防洪等国民经济建设领域， 对中国暴雨规律、 设计

暴雨研究和应用具有奠基性和开拓性意义。
在水资源领域， 陈志恺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已察觉到中国水资源短缺的端倪。 在他的推动、 指导和直

接参与下， 水利部水文局于 １９８０ 年组织开展了中国第一次水资源评价， 首次摸清了中国水资源总量、 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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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形成机制、 影响因素等， 该项成果是一份重要的国情资料， 对国土规划、 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有重

要价值。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陈志恺先后主持 “六五”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华北地区地表水、 地下水资源数

量、 质量及可利用量研究》 和 “七五”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第 ５７ 项 《华北和胶东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供需

平衡分析研究》， 揭示了华北地区雨水⁃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相互转化 （简称 “四水转化” ） 的机制， 提出

了不同规划水平年供需平衡分析成果， 开发了地表水、 地下水联合调度和非传统水资源利用技术， 为华北水

资源综合规划与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陈志恺的眼光投向了国家可持

续发展背景下水资源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他主持完成了联合国发展署 （ＵＮＤＰ） 在中国实施的 《华北水资源

管理研究》 项目， 该项研究首次构建了 “华北宏观经济多目标水资源规划模型”， 该模型后来在新疆等多地

应用取得良好效果。 此期间他还作为 “八五”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黄河治理与水资源开发利用》 的顾问，
在他的指导下， 提出了黄河流域基于宏观经济的水资源合理配置方案与实施意见。 陈志恺在水资源领域的研

究成果， 为制定中国 “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和策略， 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依据和可行途径。
在水安全宏观战略研究方面， 陈志恺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从 ２００１ 年起， 他主持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

《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中专题Ⅰ的研究， 其成果由陈志恺主编， 以专著

《西北地区水资源及其供需发展趋势分析》 由科学出版社于 ２００４ 年出版。 该项研究清晰阐述了西北地区的水资

源禀赋和供需态势， 提出了 “加强以流域为基础的水资源统一管理、 建设节水型社会、 统筹安排重点地区生态

环境用水、 加强骨干水利工程建设、 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和加快保障体制建设” 五条重要建议。 这些建议正成

为国家西北大开发战略中关于水资源开发、 利用与保护的重要依据。 同一时期， 陈志恺作为水利部科技委委

员， 不顾年迈， 多次参加黄河、 长江等实地考察和咨询活动， 为防洪与江河治理提出了重要建议。
陈志恺为中国水文水资源事业辛勤耕耘了六十余年。 他用智慧与辛劳凝聚成的丰硕科学成果， 为中国半

个多世纪水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工作精神与作风， 也成为我们的典范。
陈志恺的研究领域总是紧密围绕国家各个时期的需求， 聚焦当时的关键科学问题。 当新中国成立要重整

江河的时候， 他聚焦于当时急需的水文计算方法研究； 当水资源问题日趋突出的时候， 他潜心于水资源开

发、 利用与保护的研究； 当国家可持续发展面临资源与环境挑战的时候， 他担当起水资源⁃经济⁃环境的宏观

战略研究。 他的研究历程体现了一位科学工作者心系国家的情怀。
求真务实是陈志恺科研工作的又一特点。 无论做什么项目， 他最强调的是获取第一手资料， 他的研究总

是从调查研究出发， 通过实际数据分析， 又以结论数据来回答项目要求回答的问题， 切忌空谈。 因此他的研

究成果总能让人看得见， 摸得着， 拿来有用， 体现了一位科技工作者严谨求实的学风。
陈志恺作风朴实， 为人真诚。 我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在北京水科院与陈志恺相识， 但到 ２０００ 年以后才与他

有较多工作接触。 自那时以来， 在编制全国防洪规划和七大江河防洪规划审查工作中， 在水利部 “十五”、 “十
一五”、 “十二五” 科技支撑计划与公益性计划科研项目顶层设计与评审工作中， 在水利部科技委组织的考察和

相关活动中， 以及许多会议中， 我都有幸和陈志恺在一起工作。 工作中他总是坦率的谈他的见解； 他十分注重

他人的感受， 从不以权威的架子压服人。 记得在讨论 《中国水利百科全书： 水文与水资源分册》 的条目框架设

计时， 他先提出了一个初稿， 当我提出 《水利百科全书》 条目似应与 《中国大百科全书》 《辞海》 《大辞海》
中的水文与水资源条目既有一致， 又有区别的意见时， 他欣然接受并很快做了调整， 令我十分感动。

陈志恺淡泊名利， 关心青年同志的成长。 据我所知， 在他主持的不少重要科研项目的成果， 乃至申报水

利部和国家科技奖项时， 他总是要求删去自己的名字， 或署名在合作者的后面。 他的襟怀坦荡与真诚， 体现

了一位科学工作者的高尚情操。
陈志恺院士是我的良师益友。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 我和陈志恺院士还有他夫人滕炜芬教授在黄河小浪底

水库考察， 趁他俩不经意间， 我抢拍了一张他们站在坝上眺望库区万倾烟波的照片。 我要把照片印出来， 制

一个精美的镜框， 寄托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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