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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工结构工程专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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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下， 中国的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学科得到了长足发展。 为进一步明确学科发

展方向， 正确指引水利学者的研究导向， 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的 “２０１４ 水工结构与水力装备战略研

究暨青年学者学术交流会” 及水利学科有关申请书的申请材料和专家评议意见， 分析了水科学研究中水工结构工

程学科近期的研究进展情况， 初步明确了 “库坝工程全寿命周期性能演变机理” 为 “十三五” 期间水工结构学科

重大研究项目， 在 “生态水工学” 和 “水利工程的信息化、 数字化、 智能化” 为优先支持的跨学科交叉研究领域，
提出了学科亟待攻关的前沿热点科学问题。 该研究有利于科研工作者进一步凝炼关键科学问题， 促进水利科学基

础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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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的发展和需求， 水工结构和材料及施工学科得到了高度重视， 获得了长足发

展， 在促进中国水资源高效安全利用、 降低水利水电及水运工程致灾风险、 增强灾害防控能力等方面起到了

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１］。 近年来， 中国水利科学基础理论与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就， 特别是一批特大型水利

水电工程的成功建设， 标志着中国在水利水电工程科技领域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２⁃５］。
长期以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遵照 “支撑基础研究， 坚持自由探索， 发挥导向作用”、 “更加侧

重基础， 更加侧重前沿， 更加侧重人才” 的资助原则和导向， 通过科学制定学科发展战略， 合理布局学科

发展方向和资助重点， 借助研究项目、 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等对广大学者科研活动的择优资助， 为推动

中国水工结构和材料及施工学科的快速发展， 提升学科方向上的原始创新能力， 奠定或占据某些方向的国际

引领地位， 加快学科杰出人才的培养培育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水利科

学与海洋工程学科的资助下， 诸多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６］， 在工程安全监控［７］、 智能温控［８］、 数字大坝［９⁃１１］

等方面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在水库大坝风险研究［１２］ 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 取得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区

域状况背景的研究成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成为广大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最为倚重的支撑平台，
分析研究水工结构工程专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热点， 对于正确指引科技工作的研究导向具有重要意义。

为科学制定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学科发展战略与 “十三五” 规划， 合理布局学科发展方向， 正确指引

青年学者的研究导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在西安理工大学召开了

“２０１４ 水工结构与水力装备战略研究暨青年学者学术交流会”。 会议由天津大学和西安理工大学共同承办，
１６０ 多名来自 Ｅ０９０８（水工结构和材料及施工）、 Ｅ０９０６（水力机械及其系统）两个申请代码下，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

间的青年基金获得者及答辩类基金项目（杰出青年基金、 优秀青年基金、 重点基金）获得者等参加了本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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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大会分邀请大会报告、 战略研讨以及青年学者学术交流 ３ 种形式进行。 钟登华院士担任大会主席， 水利

学科部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做了大会主题报告， 与会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

金获得者， 围绕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进行了交流， 并就学科研究热点及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１　 学科发展战略与 “十三五” 规划研讨

为了高质量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学科发展战略与 “十三五” 规划的编制工作， 在水工结

构与水力机械组组长钟登华院士主持下， 编制组成员关于编制情况进行了汇报， 与会专家就学科发展 “地
貌图”、 学科发展战略、 优先发展领域、 实现 “十三五” 发展战略的政策措施等进行了深入研讨， 并就下一

阶段的工作安排进行了部署。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学科李万红研究员全程参与了此

次研讨。
钟登华院士介绍了水工结构和材料及施工学科 “全景” 式的学科地貌图。 围绕未来 ５ 年中国水工结构

和材料及施工学科基础研究的总体发展态势， 从学科的研究特点和基本状况出发， 剖析了中国水工结构和材

料及施工学科的研究现状（产出规模和影响力）、 国际地位、 优势方向和薄弱之处等， 阐述了学科领域的发

展目标及发展方向， 勾勒了学科发展的 “地貌图”。 钟登华院士指出， Ｅ０９０８ 学科作为一门综合应用基础性

研究学科，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个体差异性和学科交叉性， 学科的发展应紧密结合水利水电工程的实际需求

和具体工程的实际特点， 高度重视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融。 近年来中国水利水电事业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

中，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的水工结构和材料及施工学科的基础研究和理论创新还相对落后， 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数量还不够多， 能够攻克国际学科前沿领域课题的领衔科学家和团队也较少。 本学科需

要面对水利水电事业发展需求， 在基础研究创新方面做出突破， 特别是结合中国 ３００ ｍ 级高土石坝、 ３００ ｍ
级高拱坝、 ２００ ｍ 级高碾压混凝土坝等世界级水利水电工程建设， 到 ２０２０ 年， 学科有望在复杂环境下重大水

工结构性能演变机理分析、 极端条件下水工结构动力响应分析与评价、 大体积混凝土的温控与防裂等方面取

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成果； 在大体积混凝土材料本构关系与数值分析、 水工结构测试、 监测、 试验新

方法、 重大水工结构服役健康诊断、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质量监控与数字大坝等方面形成引领性的研究方向。
顾冲时教授和罗兴锜教授分别就水工结构学科和水力机械学科的发展战略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 胡少

伟教授、 周伟教授等分别介绍了水工结构和材料及施工学科在 “十三五” 期间本学科应优先发展的领域和

跨学科或跨学部的交叉优先领域， 对领域的科学意义与国家战略需求、 国际发展态势与中国发展优势、 发展

目标以及关键科学问题与主要研究方向等进行了说明。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上述报告开展讨论， 初步明确了 “库坝工程全寿命周期性能演变机理” 作为 “十三

五” 期间水工结构学科重大研究项目， “生态水工学” 和 “水利工程的信息化、 数字化、 智能化” 两个跨学

科或跨学部交叉的优先领域， 并建议未来 ５ 年 Ｅ０９０８ 学科应重点围绕水利水电工程全寿命周期性能诊断与提

升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 着力开展重大库坝工程全寿命周期性能演变机理、 高坝工程致灾过程预报与风险均

衡调控、 超高堆石坝颗粒体系介尺度行为及调控、 水工材料服役特性与长效机制等方向的研究。

２　 Ｅ０９０８ 青年学者学术交流

会议期间， 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３４ 位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获得者， 结合各自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汇报了近期开展的研究工作。
（１） 在水工结构物材料性能、 静动力特性分析方面， 浙江大学闫东明、 大连理工大学钟红、 清华大学潘

坚文等以自己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为主要内容， 进行了活性瓷釉（ＣＲＥ）涂层钢筋防腐蚀涂层技术、
水工混凝土碱骨料反应细观机理、 混凝土 ／岩石界面断裂方面的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等方面的汇报。

（２） 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方面， 天津大学李明超、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李新宇、 河海大学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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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等， 分别汇报了水利水电工程三维设计分析中存在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 水电工程混凝土骨料料源选择关

键技术问题， 水工混凝土结构中化学植筋的设计方法与耐久性研究等内容。
（３） 在工程安全监控和评估方面， 大连理工大学康飞介绍了其在基于计算智能的大坝安全监测与分析方

面的研究成果； 四川大学李洪涛介绍了其在建筑物和人的爆破振动影响评价方面的研究成果； 南京水利科学

研究院李子阳介绍了其在台风形成库区降雨的影响因子挖掘及建模方面的研究成果。
（４） 在土石坝及岩土工程方面， 河海大学岑威钧汇报了其在土石坝坝⁃水宏细观静动力耦合理论与应用

方面的研究成果及进一步的研究设想； 重庆交通大学汪承志就格栅蠕变时砂卵石填料的自适应与强度特性方

面的研究成果做了介绍； 解放军理工大学江召兵介绍了其在浮桥波动堆积效应和超高浮基多体系统鞭梢效应

方面的研究成果。

３　 Ｅ０９０８ 青年学者对学科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的思考

青年学者围绕学术报告从多角度、 多层面研讨了水工结构和材料及施工领域和相关交叉领域中的新技

术、 新方法、 新理论、 新观念和新进展。 经过认真深入的研讨， 形成了青年学者对 Ｅ０９０８ 学科研究热点及前

沿问题的共识， 并探讨了解决问题的基本学术思想： ① 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质量与进度耦合控制理论与

方法； ② 复杂环境下水工混凝土损伤断裂演化机制； ③ 水工混凝土结构老化机理及致损效应多尺度诊断；
④ 高土石坝宏细观变形、 渗流及耦合机理； ⑤ 高坝服役安全多源智能监控与风险预警； ⑥ 严酷环境下水工

和海工钢筋混凝土结构新型建造材料； ⑦ 高烈度区水工建筑物地震动输入机制。
３ １　 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质量与进度耦合控制理论与方法

中国正在和将要建设一批世界级的重大水利水电工程， 如何实现重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实时监控，
保证工程高质量建设， 同时如何实现工程安全和快速与连续施工， 是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过程中极其关切

的重大问题［１３］。 然而， 重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系统受复杂、 多因素耦合影响，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随机动态

过程， 施工过程极其复杂， 这也决定了工程建设质量与进度控制的复杂性和挑战性［１４］。 为此， 亟需面向重

大水利水电工程， 借助现代网络技术、 高精度定位技术、 传感器技术、 ＰＤＡ 技术、 近距离无线传输技术等

的综合采用， 开展工程建设质量实时监控理论与方法研究， 以实现对工程建设过程实时、 在线、 全天候的监

控； 在此基础上， 开展基于实时监控的重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进度自适应仿真与动态控制理论与方法研究，
建立工程施工仿真耦合模型， 综合考虑实时监控信息特征， 提出动态更新、 调整施工进度控制模型的方法，
以实现基于实时监控数据驱动的工程施工进度动态控制， 从而为中国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提供理论与技术

支持。
３ ２　 复杂环境下水工混凝土损伤断裂演化机制

准确地描述复杂荷载环境下水工混凝土材料强度与变形破坏规律是进行混凝土高坝灾变过程模拟及安全

评价的理论基础。 现阶段， 混凝土材料的静动态特性及损伤破坏机理是当前大坝设计和抗震研究中的薄弱环

节。 在不同的外界荷载环境中， 如动态工况、 蠕变、 松弛、 温度、 湿度、 疲劳和腐蚀等， 混凝土材料的损伤

演化过程迥异， 由于传统的众多混凝土本构模型不能揭示混凝土损伤破坏机制， 难以准确描述复杂荷载环境

下混凝土的本构行为， 致使对大坝承载力极限状态和安全评价还很难达到定量化的程度［１５］。 从本质上说，
混凝土复杂的力学行为均是由于材料细观组成的异质性和细观损伤演化的非均质性所引起［１６⁃１７］。 为此， 需

围绕水工混凝土材料渐进破坏演化规律与预测问题， 发展获取混凝土材料真实热、 力学及断裂参数等的技术

与方法； 分析实验室标准条件与工程现场实际情况下相关参数的区别与联系， 设计能够反映材料真实特性的

试验方案， 开发模拟实际环境的试验技术， 研制相应的测试仪器； 开展现场浇筑全级配混凝土试件的试验性

能研究， 进行混凝土性能的细观层面分析， 研究混凝土材料多尺度损伤破坏机理； 建立混凝土细观损伤与宏

观破坏之间的联系， 探寻科学合理的混凝土本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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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水工混凝土结构老化机理及致损效应多尺度诊断

随着中国大量水工混凝土工程步入高龄阶段， 受到温度变化、 湿度循环、 碳化、 酸碱侵蚀、 荷载增减等

因素的长期作用， 老化问题日益突出； 甚至部分服役时间较短的工程亦显现较突出的老化现象， 严重影响结

构使用功能发挥甚至导致结构破坏。 开展老化对水工混凝土结构物服役性能和安全状态的驱动作用与影响机

制研究， 发展其静动力诊断理论方法， 已刻不容缓［１８⁃１９］。 但如何提升诊断过程的精细程度和诊断结果的精

准水平， 在研究手段上需重视模型试验与数值仿真的组合应用［２０］， 研究对象上要加强材料与结构、 局部与

整体的交互分析， 研究过程中应紧密围绕老化致损的本质属性， 基于 “微观—细观—宏观” 材料多尺度、
“材料—构件—结构” 系统多层次递阶分析的理念， 借助坝工学、 工程材料学、 灾变力学、 地震工程学和数

字图像处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应用， 开展真实工作状态下水工混凝土结构物老化致损机理和影响机制的攻

关， 研究温度、 湿度和应力等多因素耦合作用下水工混凝土材料性能的演变规律， 大体积水工混凝土结构性

能退化机理， 发展老化致损效应的多尺度多层次递阶诊断方法， 建立基于多过程耦合和跨尺度关联的老化静

动力响应数学模型和灾变评估方法， 构建真实工作状态下水工混凝土结构物老化实时跟踪监控模型和技术，
以期为水工混凝土结构物老化监测、 评定、 防控和修复等提供科学支持。
３ ４　 高土石坝宏细观变形、 渗流及耦合机理

近些年来， 随着岩土力学理论与筑坝技术的快速发展， 澜沧江、 雅砻江和大渡河等西南地区在建或拟建

多座高土石坝， 如双江口、 古水和如美等水电站均（拟）采用面板坝或（斜）心墙坝等土石坝， 坝高超 ３００ ｍ。
变形、 渗流及两者耦合效应是高土石坝安全控制的关键所在。 现有对变形、 渗流及耦合效应的研究大多基于

宏观层面， 不能很好解释和预测坝坡局部失稳、 水力劈裂和坝基液化等［２１⁃２５］。 因此， 需要在宏观研究的基

础上逐步开展细观研究， 以探明高土石坝宏细观变形、 渗流及耦合效应， 为 ２５０ ～ ３００ ｍ 级高土石坝的设计、
施工和运行等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为此， 有必要采用散粒体力学、 细观结构学等理论， 研究土体颗粒

（含堆石）在宏观受力条件下的细观力学特性变化规律， 从细观角度解释宏观变形或细观破坏机理； 将土石

坝与水之间的坝水流固耦合分为 “库水” 与 “土石坝” 之间的宏观耦合和 “土骨架” 与 “孔隙水” 之间的

细观耦合， 研究并精细反映库水与大坝的宏观静动力相互作用， 建立饱和土体与非饱和土体的完全动力格式

耦合模型； 依据土石坝宏细观变形机理及宏细观坝水相互作用， 进一步考虑变形与渗流之间的耦合效应， 构

建 “库水⁃土石坝⁃孔隙水⁃地基” 宏细观变形和坝水耦合系统。
３ ５　 高坝服役安全多源智能监控与风险预警

“无人值班、 少人值守” 现代大坝管理理念推动了大坝安全自适应智能监控和预警的诉求； 高坝工程的

不断建设， 加之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 给大坝工程的服役安全和风险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充分考虑环境

变化对高坝工程服役安全的影响， 有效融合安全监测、 现场试验与数值仿真等多源数据， 系统开展高坝多尺

度安全监控、 安全性态演变状态识别和服役风险预警等核心科学问题攻关， 对上述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学

术推动意义［２６⁃２７］。 为此， 需借助气象学、 灾害学和环境工程等多学科交叉， 系统分析环境变化对高坝工程

服役性态的影响机理； 研究高坝安全单测点及多测点组合自适应监控模型， 提出模型的数值解析技术； 研究

高坝材料特性非线性衰减模型的智能优化反演方法， 提出反演资源最优冗余度确定技术， 实现高坝微观安全

属性的时变评估； 探究基于监测资料的高坝系统安全度演化智能评估模型， 提出高坝安全效应预警阈值和临

界荷载组合模式动态反馈方法； 采用大数据处理技术， 研究变化环境下高坝工程服役状态多源信息的有效融

合挖掘模型， 探研服役风险感知、 分析、 评估与监控方法， 构建耦合多重因素影响的高坝风险预测预警

模型。
３ ６　 严酷环境下水工和海工钢筋混凝土结构新型建造材料

在中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背景下， 将有大批港口码头、 潮汐能电站、 海上风机和人工岛礁等大型钢筋

混凝土结构在中国海洋或滨海高腐蚀性地区建造； 在中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在西北部盐湖、
盐碱地等强腐蚀性地区和高寒地区建造大坝、 水渠等大型钢筋混凝土结构。 受到高腐蚀、 高寒等严酷环境影

响， 这些结构中钢筋和混凝土等的材料性能极易迅速劣化， 导致结构使用寿命大幅度缩短。 因此， 必须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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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钢筋和混凝土等基本材料性能入手， 通过新材料和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解决严酷环境下钢筋混凝土结构

的耐久性问题， 以建造长寿命的钢筋混凝土结构［２８⁃３０］。 为此， 有必要开展新型钢筋防腐蚀涂层的耐腐蚀机

理、 新型钢筋防腐蚀涂层与混凝土之间界面力学、 环境与荷载耦合作用下新型涂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力学性

能演变规律等的系统研究， 解决新型钢筋防腐蚀涂层技术工程应用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研究掺合料提高混凝

土材料密实性的理论和方法， 探索采用添加外加剂、 掺合料以及引气方法等提高混凝土材料抗冻性的机

制等。
３ ７　 高烈度区水工建筑物地震动输入机制

高烈度区坝址地震动输入、 坝体⁃地基⁃库水体系的地震响应和体系、 材料的动态抗力是正确进行大坝工

程安全性评价的 ３ 个关键环节。 但现状研究的重点主要在坝体地基库水体系的地震响应， 而对坝址地震动输

入和体系材料的动态抗力等研究则明显不足。 探究坝址地震动输入机制是大坝工程抗震安全性评价的首要前

提， 亟待解决的问题有： 抗震设防水准框架， 包括表征地震作用强度的物理量确定依据及其相应的可定量的

功能目标； 体现地震作用的主要地震动参数， 包括峰值加速度、 设计反应谱和地震动时间历程； 地震动输入

方式， 包括设计地震动基准面及地基边界上的输入地震动参数和量值等。

４　 结　 　 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主办的 “２０１４ 水工结构与水力装备战略研究暨青年学者学

术交流会”， 邀请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 Ｅ０９０６、 Ｅ０９０８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答辩类项目负责人，
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学科部分知名的专家学者， 围绕学科发展战略与 “十三五” 规划及青年学者研究前沿

问题进行了研讨， 制定了学科发展战略的编制计划。 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的学术交流会及水利

学科有关申请书的申请材料和专家评议意见， 凝练出水工结构工程专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热点问题。
保持和深化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传统特色方向， 紧紧瞄准国家水利改革发展的战略需求， 围绕国家水利

发展的重点领域和重点任务， 科学布局学科发展方向， 进一步加强学科的交叉和方向的渗透融合， 追求原创

性研究的推动， 重视研究的系统性和精细化， 推动传统侧重水利水电工程生命周期分阶段研究向 “设计—
建设—运行—退役” 全生命周期协同式、 精细化研究转变，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水工结构工程专业提出

的更高要求。

致谢： 在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学科李万红主任的指导下， 参考了众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书及评阅

意见， 收集了 “２０１４ 水工结构与水力装备战略研究暨青年学者学术交流会” 与会者的发言， 完成了

此文。 李万红主任、 秦洪德流动项目主任对本文的完成提供了辛勤指导； 与会的水利与海洋学科的知

名专家学者提出了真知灼见； 与会的青年学者， 特别是分会场的主持人为本文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武

汉大学的周伟教授、 河海大学的苏怀智教授参与了本文的编写工作，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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