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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推荐项目公示 

推荐奖种：科技进步奖 推荐单位：清华大学 

项目名称 基于土壤水动力学和流域地貌特征的分布式水文模拟技术及其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清华大学；水利部信息中心；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杨大文、刘志雨、胡宏昌、雷慧闽、许继军、侯爱中、杨汉波、唐莉华、霍

军军、田富强、倪广恒、尚松浩、丛振涛、吕华芳、胡智丹 

项目简介： 

水旱灾害频发和水资源短缺是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二十世纪，全球关注气

候变化下的水循环过程演变，重视洪水和干旱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近十年来，我国中小

河流洪水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居高不下，山洪预报成为我国水文预报的重点。在资料缺

乏的广大中小流域开展水文预报是国际水文科学难题，也是我国水文预报的技术瓶颈。 

十余年来，项目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课题的支持

下，针对国际水文学难题和我国水文预报关键技术进行了攻关，研发了基于土壤水动力学

和流域地貌特征、具有物理机制的分布式水文模型，攻克了传统水文模型依赖实测数据率

定及其在变化环境下的预测能力低等难题，为我国防洪、抗旱和水资源管理提供关键技术

支撑，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主要创新点如下： 

（1）研制了基于土壤水动力学和流域地貌特征的分布式水文模型。提出了基于流域

地貌特征的分布式模型结构，有效刻画了河网拓扑结构和下垫面的空间异质性，解决了水

文模拟中的尺度问题；基于土壤水动力学刻画降雨下渗过程，统一了不同模式下的产流模

拟，描述了陆面与大气之间的水分能量交换过程，模型参数更具物理意义。该模型克服了

传统水文模型依赖实测水文数据率定参数的缺陷，提升了模型在变化环境下的预报能力。 

（2）提出了中小河流山洪预警的动态临界雨量指标确定方法。揭示了山区流域暴雨

洪水响应时间与流域面积的关系，提出了针对不同面积流域的暴雨洪水预报方法，以及针

对中小流域（面积小于 100 km2）采用临界雨量的预警预报方案；根据历史降雨数据和基

于分布式水文模拟的结果，建立考虑土壤饱和度的山洪预警动态临界雨量指标，解决了山

区暴雨洪水预警时间不足的难题。 

（3）构建了中长期径流预报与短期土壤墒情预报相结合的干旱预报方法。采用分布

式水文模拟技术对水循环全要素的模拟结果，对水文干旱事件进行了时间和面积的三维识

别，揭示了我国近半个世纪干旱事件时空演变规律；提出了引水灌区综合干旱指标，更好

描述了大型引水灌区受当地降水与灌溉水源共同作用下的干旱情势；构建了中长期径流预

报与短期土壤墒情预报相结合的干旱预报方法，提升了干旱预报和干旱应对能力。 

（4）研发了多源/元数据融合、分布式水文模型与中尺度数值天气模式耦合的水文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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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系统。融合多元地理信息，研发了空间分辨率为 0.01°、时间分辨率为 1 小时的全国分

布式水文模拟系统；融合多源降水观测和中尺度数值天气预报模式，构建了陆面水文模型

与中尺度数值天气模式耦合的水文预报系统，支撑了三峡水利枢纽的防洪预报与调度、全

国中小水库抗暴雨能力评估、干旱评估，以及全国水文预报预警业务。 

获得发明专利 2 项、新型实用专利 1 项；取得软件著作权 3 项；发表 EI 学术论文 16

篇，SCI 论文 36 篇。代表性 SCI 论文 26 篇，SCI 他引 1040 次；代表性 CNKI 中国学术

期刊论文 14 篇，他引 504 次。项目成果应用于新一代三峡水利枢纽短期洪水预报系统、

全国水文预报预警业务系统，纳入国家防办组织编制的《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技术要求》，

水利部组织编制的“全国干旱区划与旱灾风险评估”和“全国抗旱规划实施方案”，为我

国水资源管理、防洪和抗旱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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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应用情况：项目成果应用于三峡水利枢纽短期洪水预报系统、全国水文预报预警业务

系统，《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技术要求》、“全国干旱区划与旱灾风险评估”和“全国抗旱

规划实施方案”等，为我国防洪、抗旱和水资源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应用单位 应用情况 

国家防汛抗旱总

指挥部办公室 

成果被纳入国家防办组织编制的《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技术要求》，1200 余座

中小型水库抗暴雨能力指标确定等。 

水利部水文司 
纳入全国水文预报预警业务系统，在中小河流洪水预警预报、中小水库风

险预警、干旱预测评估、水资源评价等业务中得到广泛应用。 

水利部水利水电

规划设计研究院 

应用于“全国干旱区划与旱灾风险评估”和“全国抗旱规划实施方案”的编制

与实施。 

海河水利委员会 应用于海河流域水文计算成果的修订，为流域水资源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 

黄河水利委员会

水文局 

应用于黄河流域水文设计成果修订工作，为黄河流域工程水文计算成果修

编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长江水利委员会

水资源局 

应用于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提供了实用化、可操作性强的可视化决策平

台，提高了水资源配置能力和管理水平。 

江西省水文局 
广泛应用到我省中小河流监测系统建设、突发性山区洪水预警预报、水情

预警信息发布等工作。 

陕西省水文水资

源勘测局 
广泛应用于陕北沿黄支流、渭河、汉江等不同气候区的洪水预报预警。 

湖南省水利厅 
应用于洞庭湖四水流域和四口河系的区间洪水模拟预报及水环境演变分

析，提高洪水模拟预报精度 10-20%，延长预见期 12-24 小时。 

三峡水利枢纽梯

级调度通信中心 

建立了三峡水库短期洪水预报系统，是三峡水利枢纽梯调中心的业务系统

之一，支撑了三峡水库的防洪、发电等运行调度。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4 

 

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代表性文章： 

[1]  Miao Qinghua, Yang Dawen, Yang Hanbo, Li Zhe. (2016). Establishing a rainfall threshold for flash flood 

warnings in China’s mountainous areas based on a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 Journal of Hydrology, 

DOI: 10.1016/j.jhydrol.2016.04.054. 

[2]  Zhang Shulei, Yang Dawen, Jayawardena, A. W., Xu Xiangyu, Yang Hanbo (2015). Hydrological change 

driven by human activities and climate variation and its spatial variability in Huaihe Basin, China.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DOI:10.1080/02626667.2015.1035657. 

[3]  Xu Kai, Yang Dawen, Xu Xiangyu, Lei Huimin (2015). Copula based drought frequency analysis considering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bility in Southwest China. Journal of Hydrology. 527: 630-640. 

DOI:10.1016/j.jhydrol.2015.05.030. 

[4]  Qin, Y., Yang, D., Lei, H., Xu, K., Xu, X., 2014.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rought based on precipitation and 

soil moisture indices in Haihe basin of North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1960-2010. Journal of Hydrology, 

526:55-67. DOI: 10.1016/j.jhydrol.2014.09.068. 

[5]  Zhe Li, Dawen Yang, Yang Hong (2013), Multi-scale evaluation of high-resolution multi-sensor blended 

global precipitation products over the Yangtze River. Journal of Hydrology, 500:157-169. (ISI: 220DR) 

[6]  Chen He, Dawen Yang, Yang Hong, Jonathan J. Gourley, Yu Zhang (2013),  Hydrological data assimilation 

with the ensemble square-root-filter: use of streamflow observations to update model states for real-time flash 

flood forecasting over a small watershed in USA. 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59:209-220. DOI: 

10.1016/j.advwatres.2013.06.010. (IDS: 207MZ) 

[7]  Li, M., D. Yang, J. Chen, and S. S. Hubbard (2012), Calibration of a distributed flood forecasting model with 

input uncertainty using a Bayesian framework, Water Resour. Res., 48, W08510, 

doi:10.1029/2010WR010062. (IDS: 992BM) 

[8]  陈鹤, 杨大文, 刘钰,等. 集合卡尔曼滤波数据同化方法改进土壤水分模拟效果[J]. 农业工程学报, 2016, 

32(2):99-104. 

[9]  张树磊, 杨大文, 杨汉波,等. 1960—2010 年中国主要流域径流量减小原因探讨分析[J]. 水科学进展, 

2015, 26(5):605-613. 

[10]  杨大文, 张树磊, 徐翔宇. 基于水热耦合平衡方程的黄河流域径流变化归因分析[J]. 中国科学:技术科

学, 2015(10). 

[11]  秦越,徐翔宇,许凯,李爱花, 杨大文(2013).农业干旱灾害风险模糊评价体系及其应用.农业工程学

报.29(10):83-91 

[12]  许凯,徐翔宇,李爱花, 杨大文(2013).基于概率统计方法的承德市农业旱灾风险评估.农业工程学

报.29(14):139-146. 

[13]  高冰, 杨大文, 谷湘潜, 许继军(2012). 基于数值天气模式和分布式水文模型的三峡入库洪水预报研究. 

水力发电学报，31(1), 20-26. 

[14]  赵铜铁钢, 杨大文, 李明亮 (2011). 超越概率贝叶斯判别分析方法及其在中长期径流预报中的应用，水

利学报，42(6): 692-698.李明亮，杨大文，陈劲松 (2011). 基于采样贝叶斯方法的洪水概率预报研究，

水力发电学报，30(3): 27-33. 

[15]  王佰伟,李哲,田富强, 杨大文(2011),基于物理机制的分布式水文模型对三峡区间径流的模拟,清华大学

学报,51(2):209-214,219. 

[16]  李明亮，杨大文，陈劲松 (2011). 基于采样贝叶斯方法的洪水概率预报研究，水力发电学报，30(3): 

27-33. 

[17]  LAN Min, HU HongChang, TIAN FuQiang,HU HePing, 2013: A two-dimensional numerical model coupled 

with multiple hillslope hydrodynamic processe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subsurface flow simulation. Science 

China(Technological Sciences):56(10):2491-2500. 

[18]  Peng Z, Tian F, Hu H, et al. Spatial Variability of Soil Moisture in a Forest Catchment: Temporal Trend and 

Contributors[J]. Forests, 2016, 7(8):154. 

[19]  兰旻, 胡宏昌, 田富强. 基于数值试验的山坡尺度降雨产流关系[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8):1018-1024. 



5 

 

[20]  杨龙, 田富强, 胡和平. 结合大气环流和遥相关信息的集合径流预报方法及其应用[J]. 清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5):606-612. 

[21]  Hou Aizhong, Ni Guangheng, Yang Hanbo, and Lei Zhidong, 2013: Numerical Analysi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Urbanization to Wind Stilling: An Example over the Greater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Journal of Applied 

Meteorology & Climatology, 2013, 52(5):1105-1115（SCI） 

[22]  侯爱中, 胡智丹, 朱冰, 王容, 卢洪健. 中小型水库抗暴雨能力的概念与计算方法. 水文, 2017, 37(6): 

35-38. 

[23]  许继军, 杨大文, 刘志雨,等. 长江上游大尺度分布式水文模型的构建及应用[J]. 水利学报, 2007, 

38(2):182-190. 

[24]  霍军军,许继军,张莉莉.丹江口水库汛末提前蓄水策略探讨[J].长江科学院院报,2011,28(12):68-71+81. 

专利：  

[25]  许凯,杨大文,杨汉波,秦越. 一种度量引水灌溉地区干旱程度的方法，ZL2015 1 0424697.X 

[26]  杨汉波，吕华芳，雷慧闽，郑航. 一种土壤墒情监测系统, ZL2016 2 1422400.2 

[27]  吕华芳,丛振涛, 杨汉波,雷慧闽. 一种室内柱状土层给水度自动测定系统[P].北京：ZL 2013 1 0190183.3 

软件著作版权： 

[28]  基于 Horton-Strahler 分级原理的子流域自动编码软件，2017SR005928，2017.1.6，清华大学：杨大文，

杨汉波，雷慧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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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公示每个完成人情况，包括：姓名、排名、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完成单位、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杨大文 性别 男 排名 1 

出生年月 1966-12-23 出生地 四川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办公电话 010-62796976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 邮政编码 100084 

电子信箱 yangdw@tsinghua.edu.cn 移动电话 13910392865 

毕业学校 东京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毕业时间 1998-07-01 

技术职称 教授 专业、专长 水文学与水资源 最高学位 博士 

完成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5 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排名第 1） 

2015 年，大禹水利科学技术一等奖（排名第 4）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00-06-01 至 2016-04-30 

本人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研发了基于土壤水动力学和地貌特征的分布式水文模拟技术，主持了水利部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水利部 948 项目及多项生产应用项目，将研究成果进行了应用和推

广。对创新点 1、2、3、4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授权发明专利 1 和软件著作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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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刘志雨 性别 男 排名 2 

出生年月 1968-10-17 出生地 江苏姜堰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水利部信息中心 所在地 北京 办公电话 63204513 

通讯地址 北京西城区白广路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53 

电子信箱 Liuzy@mwr.gov.cn 移动电话  

毕业学校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
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毕业时间 2002 年 2 月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专业、专长 水文水资源 最高学位 博士 

完成单位 水利部信息中心 

所在地 北京 单位性质 事业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01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排名第 7）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07-01-01 至 2016-04-30 

本人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将分布式模拟技术成果创造性的应用到山洪、中小河流洪水预报预警业务中，提高了山洪预警时

效性和可靠性，提升了我国山洪预警能力和水平。对创新点 3,4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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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胡宏昌 性别 男 排名 3 

出生年月 1981-05-30 出生地 山东寿光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办公电话 010-62783531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 邮政编码 100084 

电子信箱 huhongchang@tsinghua.edu.cn 移动电话 15801342381 

毕业学校 兰州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毕业时间 2009-07-01 

技术职称 助研 专业、专长 水文水资源 最高学位 博士 

完成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6 年，大禹水利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 3）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09-9-1 至 2016-04-30 

本人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研发了分布式水文模型中土壤水动力学模块，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全国分布式水文预报系统，开展

了径流与干旱预报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对创新点 1,2,4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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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雷慧闽 性别 男 排名 4 

出生年月 1982-09-18 出生地 福建 民族 畲族 

工作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办公电话 010-627 83383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新水利馆 324 邮政编码 100084 

电子信箱 leihm@tsinghua.edu.cn 移动电话 13810510708 

毕业学校 清华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毕业时间 2011-07-01 

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专业、专长 水文学与水资源 最高学位 博士 

完成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5 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排名第 4）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07-01-01 至 2016-04-30 

本人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基于分布式模拟技术开发了位山灌区旱情预报系统，分析了海河流域近 30年来的水资源演变规律，

应用于海河流域水文计算成果的修订。对创新点 1,2,3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10 

 

 

姓名 许继军 性别 男 排名 5 

出生年月 1971-12-23 出生地 湖北武汉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所在地 武汉 办公电话 027-82926390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汉口黄浦大街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84 

电子信箱 xujj07@163.com 移动电话 13554200568 

毕业学校 清华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毕业时间 2007 

技术职称 教授级工程师 专业、专长 水文学与水资源 最高学位 博士 

完成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所在地 武汉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09 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 5）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07-01-01 至 2016-04-30 

本人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基于分布式水文模拟技术建立了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平台，应用于长江流域水资源配置和水量调

度。对创新点 1, 3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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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侯爱中 性别 男 排名 6 

出生年月 1983-04-03 出生地 河南济源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水利部信息中心 所在地 北京 办公电话 63202379 

通讯地址 北京西城区白广路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53 

电子信箱 houaizhong@mwr.gov.cn 移动电话 13501003094 

毕业学校 清华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毕业时间 2012 年 6 月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专业、专长 水文水资源 最高学位 博士 

完成单位 水利部信息中心 

所在地 北京 单位性质 事业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5 年，测绘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排名第 9） 

2016 年，大禹水利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 9）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12-08-01 至 2016-04-30 

本人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将分布式水文模拟技术成果应用于全国水文预报预警业务系统，开展了中小河流洪水预警预报、

中小水库风险预警、干旱预测评估、水资源评价等业务。对创新点 3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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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杨汉波 性别 男 排名 7 

出生年月 1979-09-05 出生地 四川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办公电话 010-62796324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新水利馆 326 邮政编码 100084 

电子信箱 yanghanbo@tsinghua.edu.cn 移动电话 15710091051 

毕业学校 清华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毕业时间 2008-07-01 

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专业、专长 水文学与水资源 最高学位 博士 

完成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5 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排名第 3） 

2014 年，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排名第 4） 

2007 年，大禹水利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排名第 9）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07-01-01 至 2016-04-30 

本人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基于分布式水文模拟技术，融合数值天气预报、气象雷达及自动雨量站等多源降水数据，开发了

三峡水利枢纽短期洪水预报系统。对创新点 1,2,3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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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唐莉华 性别 女 排名 8 

出生年月 1975-02-13 出生地 四川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办公电话 010-62796977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新水利馆 324 邮政编码 100084 

电子信箱 tanglh@tsinghua.edu.cn 移动电话 13911607561 

毕业学校 清华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毕业时间 2009-2-15 

技术职称 副研 专业、专长 水文学与水资源 最高学位 博士 

完成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05 年，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奖（排名第 5） 

2006 年，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奖（排名第 3） 

2011 年，大禹水利科学技术二等奖（排名第 4）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08-01-01 至 2016-04-30 

本人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开发了分布式水量水质耦合模型，在长江上游流域等开展了水文过程多要素分布式模拟。对创新

点 1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软件著作权 3 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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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霍军军 性别 男 排名 9 

出生年月 1981-12-27 出生地 湖北钟祥 民族 汉 

工作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
院 所在地 武汉 办公电话 027-82927557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黄浦大街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84 

电子信箱 coconeth@qq.com 移动电话 13720111047 

毕业学校 清华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毕业时间 2006 年 6 月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专业、专长 水文学与水资源 最高学位 硕士 

完成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所在地 武汉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5 年，长江水利委员会科技进步特等奖（排名第 28） 

2013 年，大禹水利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 11） 

2012 年，长江水利委员会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 11）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07-01-01 至 2016-04-30 

本人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基于分布式水文模拟技术建立了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平台，应用于长江流域水资源配置和水量调

度。对创新点 1,3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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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田富强 性别 男 排名 10 

出生年月 1975-08 出生地 河南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办公电话 010-62783396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 邮政编码 100084 

电子信箱 tianfq@tsinghua.edu.cn 移动电话 13910200812 

毕业学校 清华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毕业时间 2006-07 

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专业、专长 水文学与水资源 最高学位 博士 

完成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7 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 2） 

2016 年，大禹水利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 1）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07-01-01 至 2016-04-30 

本人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基于水文模型构建了汉江流域水文预报系统，提高了径流预报精度和业务调度水平。对创新点 1,2,3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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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倪广恒 性别 男 排名 11 

出生年月 1964-08 出生地 河北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办公电话 010-62772302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 邮政编码 100084 

电子信箱 ghni@tsinghua.edu.cn 移动电话 13911781721 

毕业学校 日本东京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毕业时间 1994 年 

技术职称 教授 专业、专长 水文学与水资源 最高学位 博士 

完成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5 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排名第 5）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07-01-01 至 2016-04-30 

本人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研发了分布式水文模型，基于水文模型开展了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对创新点 1,2,3 做出了创造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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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尚松浩 性别 男 排名 12 

出生年月 1971-02-15 出生地 河南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办公电话 010-62796674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 邮政编码 100084 

电子信箱 shangsh@tsinghua.edu.cn 移动电话 13520711161 

毕业学校 清华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毕业时间 1997.6 

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专业、专长 水文学与水资源 最高学位 博士 

完成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03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 3）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07-01-01 至 2016-04-30 

本人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开发了不同下垫面条件下的土壤水动态模拟模型，应用于大型灌区土壤水分模拟与干旱预报。对

创新点 1,2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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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丛振涛 性别 男 排名 13 

出生年月 1973-11-23 出生地 辽宁瓦房店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办公电话 62781285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 邮政编码 100084 

电子信箱 congzht@tsinghua.edu.cn 移动电话 13693680606 

毕业学校 清华大学 文化程度 博士研究生 毕业时间 2003 

技术职称 研究员 专业、专长 水文学与水资源 最高学位 博士 

完成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6 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排名第 2）。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07-01-01 至 2016-04-30 

本人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研究流域蒸散发过程机理，参与开发分布式水文模型。对创新点 1,2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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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吕华芳 性别 女 排名 14 

出生年月 1980-01-19 出生地 山西洪洞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办公电话 010-62782470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 邮政编码 100084 

电子信箱 lvhf@tsinghua.edu.cn 移动电话 13466390099 

毕业学校 太原理工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毕业时间 2005.07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专业、专长 水文水资源 最高学位 硕士 

完成单位 清华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7 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07-01-01 至 2016-04-30 

本人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开展土壤下渗及给水度实验系统研究，参与三峡水利枢纽短期洪水预报系统开发。对创新点 1,2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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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胡智丹 性别 女 排名 15 

出生年月 1987-09-05 出生地 江西赣州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水利部信息中心 所在地 北京 办公电话 010-6320225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53 

电子信箱 huzhidan@mwr.gov.cn 移动电话 13426387030 

毕业学校 清华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毕业时间 2015 年 7 月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专业、专长 水文水资源 最高学位 博士 

完成单位 水利部信息中心 

所在地 北京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1 年，甘肃省水利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排名第 11） 

2016 年，甘肃省水利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排名第 10）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11-08-01 至 2016-04-30 

本人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参与分布式水文模拟技术成果在全国水文预报预警业务中的应用和推广工作，将研究成果应用到

中小水库抗暴雨能力预警预报、中小河流洪水预警预报等业务。对创新点 3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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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清华大学：研制了基于土壤水动力学和流域地貌特征的分布式水文模型，提出了基于

流域地貌特征的分布式模型结构，基于土壤水动力学方法刻画降雨下渗过程，统一了不同

模式下的产流模拟，提升了模型在变化变化下的预报能力；提出了中小河流山洪预警的动

态临界雨量指标确定方法，建立考虑土壤饱和度的山洪预警动态临界雨量指标，解决了山

区暴雨洪水预警时间不足的难题；构建了中长期径流预报与短期土壤墒情预报相结合的干

旱预报方法，构建了中长期径流预报与短期土壤墒情预报相结合的干旱预报方法，提升了

干旱预报和干旱应对能力；基于本项目研发的分布式水文模拟技术，构建了空间分辨率为

0.01°×0.01°、时间分辨率为 1 小时的全国水文模拟系统。 

水利部信息中心：应用分布式水文模拟技术成果制定了全国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动态

临界雨量预警指标、中小型水库抗暴雨能力预警指标；基于项目研发的分布式水文模拟技

术，结合降水观测数据和多种数值降雨预报产品，构建了全国分布式水文预报预警系统。

在重要水库洪水预报调度、中小河流洪水预警预报、中小水库风险预警、干旱预测评估、

水资源评价等业务中进行了创新性的应用与推广。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在长江流域开展了基于土壤水动力学和流域地貌特征的

分布式水文模型的水循环全要素的模拟及其应用。结合长江流域水资源特点，提出了长江

流域综合干旱指标并开展了风险区划评价，改进了基于水文预报的水库洪水资源化利用方

法，研发了基于分布式水文模型的长江流域水文水资源模拟预报系统。相关成果应用于长

江流域的水资源规划管理、水资源配置和水量调度中，在长江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估预

警和河流生态用水保障方面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和生态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