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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在追思该校一位教授时写道： “他既是一位学识渊博、 治学严谨的学

者， 也是一位品德高尚、 可亲可敬的良师益友。” 他就是著名农田水利专家、 水利

教育家张蔚榛院士。
张蔚榛教授 １９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出生于河北省丰南县， １９４１ 年考入北京大学工

学院土木工程系， 毕业后留校任教。 １９５１ 年至 １９５５ 年被选派赴原苏联科学院水问

题研究所做研究生， 从事农田水利学科学习和研究， 获副博士学位， 回国后在原武

汉水利学院、 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现武汉大学水利学院任教， 长期从事教学和科

研。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在武汉逝世。
张蔚榛教授 １９８１ 年成为中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 １９９７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 他曾担任第一、 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 原国家教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土建及水利学科

组成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二、 三、 四届工程与材料科学学部水利学科组评委， 水利部科学技术委

员会委员， 水利部地下水管理专家组成员等职。 他还兼任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土壤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 中国水利学会农田水利专业委员会委员、 国际灌排委员会委员、 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专家以及 《水
利学报》、 《水科学进展》 等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 在国内外农田水利科学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

张蔚榛自原苏联回国后， 就活跃在黄淮海平原水利与农业领域， 为黄淮海平原水利建设和农业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他的研究涉及了与农田水利有关的广泛领域， 尤其在地下水、 土壤水、 溶质运移等方面， 不仅

提出了具开拓性的理论和计算方法， 而且成功应用于农田排水、 盐碱地改良、 减轻农田面源污染等实际工

作中。
在地下水研究领域， 他提出了多种边界条件下地下水运动计算公式， 并成功应用于农田地下排水规划设

计。 其中， 他提出的蒸发随地下水埋深变化条件下的排水量计算方法、 河渠水位变动条件下两岸含水层的补

给与排泄水量计算方法都具独创性。 在黄淮海平原浅层地下水评价及预测预报研究中， 他提出了用多年调节

进行评价的技术思路和计算方法， 被称为地下水资源评价多年均衡法。 他开展了利用浅层地下水动态观测资

料反求水文地质参数的研究， 并据此厘清了含水层给水度的概念； 他提出了非均质含水层开采区地下水非稳

定流计算公式， 给出了多元结构含水层水井水力学的计算方法； 在地下水开发利用方面， 他针对华北大量开

采深层承压水的情况， 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指出， 华北平原深层承压水补给微弱， 其可开采量十分

有限， 大量开采将引起地下水枯竭和严重环境地质问题， 而浅层地下水可通过降水补给和人工补给， 较易恢

复， 据此他与水利及水文地质界同行共同提出华北平原地下水开发应以浅层地下水资源为主的建议， 对华北

平原地下水合理利用起到了导向性作用。 这些研究成果已汇集在由他主编、 于 １９８３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专著 《地下水非稳定流计算及地下水资源评价》 中， 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
在土壤水研究领域， 张蔚榛对饱和⁃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他提出了在蒸发和下

渗条件下均质与非均质土壤水分运动理论和数值模拟与计算方法； 他揭示了在有作物生长条件下土壤、 作

物、 大气连续体（ＳＰＡＣ）中水分运移规律， 并建立数值模拟方法。 这些成果对实现田间土壤水分的控制、 估

算田间作物耗水量、 指导科学灌溉和农业节水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在总结土壤水研究的基础上， 他撰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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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动力学讲义》， 并举办多期讲座。
在溶质运移理论和模拟方面， 他针对黄淮海平原盐碱地改良中的洗盐问题， 构建了沟间地段地下水淡化

过程的计算模式， 通过与土壤水盐运动方程的耦合， 提出了防止土壤盐碱化地下水控制水位的计算方法。 在

“六五”、 “七五”、 “八五”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改造综合治理研究” 中， 他开发了土

壤水盐运移数值模拟方法和大气水⁃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相互转换（简称四水转换）模拟技术， 应用于灌区

水盐运动预测预报， 取得成功。 面对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 在灌排条件下不仅化肥大量流失， 而且带来

严重环境问题， 他深入探讨了农田中氮肥的运移、 转化和流失规律， 为防止灌溉条件下化肥流失提出了

依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以来， 张蔚榛教授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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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专题五 “西北地区灌溉农业发展战略研究” 的调研和咨询， 并作为顾问指导

研究报告 《农牧业卷： 西北地区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与节水战略》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的撰写。 在该项研究

中， 他与贾大林研究员等共同提出了西北地区灌溉发展战略和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控制灌溉规模、 控制

地下水超采、 改造盐碱化中低产农田的策略和关键措施。
张蔚榛教授自 １９５５ 年从原苏联回国以来， 一直致力于农田水利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 他长期担任

农田水利教研室主任， 在他的率领下， 武汉大学现已开设了 ２０ 余门农田水利专业课程， 建立了包括地下水

动力学、 土壤水动力学、 溶质运移理论等完整的研究生课程体系， 编著了相关教材， 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农田

水利实验室，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田水利博士点， 被授予全国首批重点学科。 这些成果， 为中国现代农田水

利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开辟了宽阔的前景。
张蔚榛教授在教学和科研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 他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要求每位教师除了教学

外都要有自己的研究任务， 并及时把研究成果充实到教学中。 他强调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经常带

领学生到现场进行实习和调研， 他的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大多是结合实际问题选题， 并要求有相当时间是在现

场进行研究。 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他的大部分研究（含 ３０ 余位博士研究生论文选题）是从黄淮海平原农业

生产实践中凝练的， 他的大部分研究都建立在大量现场观测数据的基础上， 进而揭示规律， 提出理论， 开发

模型和算法。 他的研究成果总能为所研究的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解决途径以及计算模型与方法等。 把实际问

题作为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张蔚榛教授研究工作的重要特点。
张蔚榛教授淡薄名利， 潜心学术； 治学严谨， 勤于探索； 谦逊儒雅、 和蔼可亲。
我虽早已拜读过张蔚榛先生关于土壤水的多篇论文， 但只在一些会议上才有见到他的机会。 较清晰的记

忆是 ２００８ 年在北京出席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会议， 那次我和他在开会的前一天最先到达北京， 住进中民

大厦， 一起吃晚餐后沿白广路散步。 那天张先生兴致很高， 谈了农田水利、 国外访问、 北京印象等一些话

题。 张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质朴、 真诚与执著。 他就像黄淮海平原那万倾金色的麦浪， 将根深深扎在

泥土里， 把沉甸甸的麦穗捧给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