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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秉如教授是中国著名水文学家， 现代水利计算及规划学科方向的主要开拓者

之一。
叶秉如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至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在

重庆中央大学水利系学习，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在重庆参加 “中国青年远征军”， 派赴缅

甸与日寇作战；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回到中央大学水利系继续完成学业，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毕业，
获学士学位， 同年留校任教。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至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任南京大学水利系教师。
１９５１ 年 ８ 月至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作为研究生在莫斯科苏联科学院水利研究所（现水问题

研究所）从学习与研究， 获副博士学位。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回国， 到华东水利学院（现河

海大学）任教， 历任水文系副主任、 副教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至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离

休。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南京逝世。
叶秉如教授于 １９８１ 年成为国务院任命的首批博士生导师。 曾先后担任全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理事、 全

国水利经济研究会理事兼系统工程学组副组长、 国家能源研究会华东区委员会委员兼水能组副组长、 国际水

资源协会（ＩＷＲＡ）会员等。
叶秉如教授长期从事水利计算及规划、 水资源系统分析研究， 先后赴苏、 美、 德、 日、 西班牙等国考察

与讲学。 在该学科领域有精深的造诣。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 他立足国内水文特点和对水利计算的迫切需求，
引进苏联和欧美当时的科研成果， 创建了中国水利计算及规划学科的框架。 接着他根据国家大量水库兴建与

调度运用的需求， 不断以新的研究成果丰富框架的内涵， 为促进水利计算及规划学科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做

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他提出了并联水电站水库群年最优调度的动态解析法， 该解法以古典最优化方法为基础， 结合递推增优

计算， 在闽北水电站水库群优化调度的模拟计算中可增加发电量 ６ ６％。 他从线性规划问题的约束凸集的基

本特性和耦合约束对解的影响的基本法则出发， 提出一种可直接从子问题的解推求有耦合约束时的线性规划

问题的最优解的途径——— “最小减优率法”。 他提出了水库群优化调度的一种空间分解算法， 并将多层动态

规划法和空间分解法分别用于研究红水河梯级水电站水库群的优化调度问题。 他根据最小减优率法的基本思

路和二次规划问题解的一般特性， 提出一种有较高效率的求解大型二次规划的分解算法。 他还提出了多目标

二次规划问题非劣解集的理论生成方法， 并给出了目标平面非劣解集的解析表达式。 他用理论生成法方法，
并结合理想点法求得最佳协调解， 同时应用权重法和方程组法对三峡水库的防洪、 发电、 航运及上游淹没等

目标进行死水位和防洪限制水位优选， 取得良好效果。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 叶先生开始关注水资源大系统优化规划问题。 他一方面翻译了约 ８０ 余万字的国

外文献， 将国外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介绍到国内， 同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 发表了如 《水资源优化规划的

几个数学问题》 《大系统分析和多目标规划的理论与方法》 等一系列高水平论文， 在该领域起到引领和推动

作用。
叶秉如教授在高等学校 《水利计算及规划》 课程体系建设中做出了奠基性和开拓性的贡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 他率先在华东水利学院水文系开设并主讲 “水利计算及规划” 课程。 他为该课程设计的 “径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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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计算”、 “水电站水能计算”、 “水库洪水调节计算”、 “水库综合利用水利计算”、 “水利工程经济分析” 等

章节， 构建了该课程的基本框架， 他的讲义成为当时全国高等学校的统一教材。 后来在此基础上教材内容不

断充实和拓展， 由他主持编写了 《水利计算及规划》 《综合利用水库调度》 《库群调度数学规划》 《大系统

分析和多目标规划理论与方法》 《水资源系统优化规划和调度》 等 ７ 部公开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 其中 《水
利计算及规划》 被收入 《世界百科名著大辞典》。

叶秉如强调教学要与科研紧密结合， 及时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充实到教材中， 因此他讲课的内容， 博采众

长， 融贯中西， 富有自己的研究成果、 见解与心得， 及时反映了当时学科的前沿。
叶先生重视学科团队建设， 他在河海大学从事水利计算及规划教学达半个多世纪，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骨

干教师和 ３０ 多位博士与硕士研究生， 使河海大学始终保持着一支科研教学水平高、 充满活力的水利计算及

规划学科的教师和科研团队。 叶先生长期担任水文系副主任， 他协助刘光文教授建立了水文专业教学体系和

水文学科的基本框架， 曾获得 “全国水文先进工作者” 等荣誉称号。
叶先生严于律己， 以身作则。 在一次面对 《河海大学报》 的采访中， 他谈到： “作为一名教师， 在思想

上要树立为祖国教书育人的责任感； 在品德修养上要诚信待人； 在作风上要求真务实， 一丝不苟； 在学术上

要勤于探索、 勇于创新。” 叶先生素来这样严格要求自己， 他回忆道： “一次带学生去福建省安沙水库实习，
和学生们一起自带行李下工地， 住在竹篱笆为墙的草棚里， 一起搞野外测量， 一起在草棚里做设计。” 他还

回忆起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为了选择教学科研基地， 他和刘光文教授、 施成熙教授、 赵光恒教授等一起在鄱阳湖

畔、 宜兴山区、 新安江上游、 陈村水电站等地跋涉勘察时的情景。 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 他总是流露出喜

悦、 怀念和沉淀在岁月里的成就感。
我第一次见到叶秉如教授是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在华东水利学院水文系的迎新会上， 刘光文系主任向新同学一

一介绍各位教授， 当介绍叶先生时， 他起身微微点头， 谦逊而儒雅， 其实那时他还是只有 ３５ 岁的年轻人！
到大学三年级时他给我们主讲 《水利计算及规划》 课程， 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叶先生对学科方向与内涵的高

度概括与把握。 一次答疑时我问到 《水利计算及规划》 学科的形成和应用方面的问题， 叶先生回答说：
“ 《水利计算及规划》 归根结底是调节天然来水过程使满足人类需水过程的一种工具， 由于天然来水过程与

人类需水过程的不协调这一对矛盾始终存在， 因此， 《水利计算及规划》 就会长期存在和发展”。 叶先生的

指点使我豁然开朗， 使我后来能够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去学习和理解 《水利计算及规划》 学科的内涵与方法，
也使我对这门学科有了浓厚的兴趣。 叶先生非常勤奋， 如今我还清晰记得他星期天总在图书馆伏案阅读和写

作的情景。 他是把毕生的精力和光阴都花在他的研究和教学上了。
叶先生住在南京山阴路 ３２ 号， 那是河海大学老教授们的住宅楼。 每当我上下班路过那里时， 我总会仰

望那已经没有了往日摆放着多个花盆的阳台， 心里浮起敬仰、 惆怅和怀念。

致谢： 承河海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董增川教授、 水文水资源学院党委书记陈元芳教授、 副院长王建群教

授和华熙老师提供资料， 并对文稿做了修改； 参考了 《河海大学报》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牛俊的撰文

“珍惜传统精神， 创造更大辉煌———叶秉如教授回顾水文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