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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讨会简介

（一）会议背景

随着经济建设高速发展,全球范围内浅部资源日益短缺,资源开

采必然转向深部。与此同时,核工业、国防工业、交通、水利等行业

地下工程规模和深度均在高速增长。世界各国已把地下岩土作为新的

国土资源增长点在开发,岩土工程正向深部发展。然而,由于地应力增

大、地温升高等深部地质环境愈加复杂,地下突发性工程灾害日益严

重,给深部岩体力学问题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针对当前岩体力学

往地球深部发展的前沿热点，石家庄铁道大学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

在石家庄举办“深部岩体力学与工程青年学者交流会”。交流会采用

定向邀请的形式参会，邀请数位国内知名的优秀青年科学家针对深部

岩体工程中的各种问题开展深入交流和研讨，打造面向全国相关青年

学者的学术交流平台。

（二）会议主题

主题：深部岩体力学

议题：※ 多场耦合数值模拟理论与方法

※ 深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深部岩体力学试验与装置

（三）会议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

石家庄铁道大学

承办单位

石家庄铁道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道路与铁道工程安全保障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河北省金属矿山安全高效开采技术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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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邀嘉宾简介(以姓氏拼音为序)

白冰，1980年生，中科院武汉岩土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湖北省环境岩土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曾挂任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市

长助理，兼任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岩石工程设

计方法分会理事，为研究领域国内外 10余个重要

学术期刊审稿人。长期从事 CO2地质封存与利用、

高温岩体力学与地热开采等方面的理论、方法与关

键技术研发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3项，

863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国土资源部公益性

项目的课题/专题 5项，主持或参与其他重要工程或研究项目 20余项。发表学术

论文 60余篇,出版第一作者著作 1部，参编 3部，获授权第一作者发明专利 3项，

获软件著作权 3项，参编企业规范 1部。研究成果或建议获省部级批示 2项，地

市级批示 2项，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3项。

董陇军，1984年生，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青、湖南省杰青、中国

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人选、“湖湘青年英才”人

选。应邀担任英国 Nature 旗下 Scientific Reports等 4

个国际知名 SCI期刊的副主编和编委。主要从事矿

山微震监测与岩石动力学方面的工作，在 Int. J. Rock

Mech. Min. Sci.、Rock Mech. Rock Eng.、Eng. Fract.

Mech.、J. Clean Prod.、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等国内

外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 123篇，其中 SCI论文 56篇

（ESI 高被引论文 9 篇），在 WCAE-2017 和 ICAE-8 等国际会议做特邀报告 5

次。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9项（第 1发明人 16项），以客座主编主持 SCI期刊

深部开采相关专题 2期，获湖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项（排名第 2），中国黄

金协会科学技术特等奖 1项、一等奖 2项、二等奖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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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伟，1981年生，中科院武汉岩土所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中科院“优秀百人计划”学者，

民盟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担任能源行业地

热能专业标准化技术员委员会专家，武汉市岩土

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软

岩工程与深部灾害控制分会理事、青年工作委员

会理事会委员。致力于深部岩石多场耦合试验测

试、多尺度模型和深部储层改造方面的研究工作。

先后主持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湖北省技术创新专

项重大项目等 10多项国家及省部级各类课题，获湖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科

技进步一等奖各 1项，出版专著 4部，发表 SCI/EI收录论文 50余篇，获得发明

专利 18项，软件著作权登记 4项，参与行业/协会标准 5部。关于深部能源开发

方面的研究成果形成的提案得到了湖北省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零讯》的采纳。

刘建锋，1979 年 8 月生，博士，四川大学水利

水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

人才、四川省杰青。主要从事水利水电、交通、盐穴

能源储存、石油天然气开发、矿产资源开发、地质灾

害防治等领域的岩石（体）力学与实验力学等研究。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项、省青年基金(杰青)、省

科技计划、省创新团队、国防科科技计划、四川大学

优青、重点实验室基金等 10 余项纵向课题，以及多

项企业科技攻关课题的研究。授权发明专利 40余项(美国发明 18项)；获软件著

作权 9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公开发表论文 100余篇，EI/SCI检索 100余篇。获

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奖、四川省青年科技奖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青年科技

奖、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 8)、中国石油和化工自动化应用协会科技进

步一等奖和技术发明二等奖(排名均第 1)、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技术发明一

等奖(排名第 1)、四川省技术发明二等奖（排名第 1）、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排

名第 3)、国家工信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 3)等 10余项科技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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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丽，1978 年 11月生，清华大学土木

水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青。主要

从事多孔介质流体动力学和水岩动力学方面的

研究。主持国家基金 7 项、横向委托项目 20

余项；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被 SCI

检索 20余篇，被 EI收录 40余篇。应邀撰写学

术专著 1部《水岩耦合过程及其多尺度行为理

论与应用研究》。申请发明专利 10项，获软件

著作权 4项。研究成果获 2005年辽宁省自然科

学奖、2011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3

年谷德振青年科技奖等各 1项，2016 年获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及青年科技奖银奖等。

谭贤君，1984 年 8 月生，中科院武汉岩土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优青。中国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会（CSRME）会员，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会地下工程分会理事，中国科学院促进会会员，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主要从

事岩土介质 THM多场耦合效应、隧道及地下工程

变形机理及稳定性控制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负责企业委托项目若干

项。出版专著 1部（合著）。发表学术论文 EI/SCI 收录论文 100余篇，申请发

明专利 30余项。相关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排名 3）、湖北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排名 2,4），中国公路学会特等奖 1项（排名 11），安徽

省和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各 1 项（排名 5、8），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

（排名 5）、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2项（排名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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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旭海，1984年生，武汉大

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入选中组部第十三批“青

年千人计划”，武汉大学珞珈青年

优秀学者。长期致力于多场耦合

作用下岩体破碎和灾变过程控

制、智能数值仿真方向研究。团

队自主研发了水（冰）-力-热-化多物理场耦合条件下岩体多尺度破裂数值仿真软

件 CoFrac。目前为止，在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等顶级期刊上发

表 SCI论文和 ESI高被引论文多篇。相关成果获得 SCI期刊 Engineering Analysis

with Boundary Elements 2019年度最有影响力论文奖。

王者超，1980 年生，东北大学资源

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

省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现为中国岩石力

学与工程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力学

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土木

工程学会土的本构关系及强度理论专业

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从事深部岩体力学

及能源地下储存方面的研究。主持国家基

金 4项，横向委托课题 20余项，发表 SCI、

EI收录论文 80余篇，出版专著 2部、教材 1部，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8项、实用

新型专利近 20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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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1989 年 4 月生，中科院武汉岩土所研

究员，中科院“百人计划”学者。致力于有限元方法

（FEM）、物质点方法（MPM）等数值分析技术

的理论推导，程序实现及其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

包括深部岩体在高地应力作用下的岩爆、片帮问

题；浅部隧道工程中的隧道变形、损伤问题；以及

降雨诱发滑坡引起的边坡非连续变形问题等等。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企业委托科研咨询项目

若干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论文“Slope failure analysis using the random

material point method”获得 SCI期刊“Géotechnique letters”2016年最佳论文；展板

(poster)“Formulation of a quasi-static MPM for geotechnical applications”获得 TU

Delft 2013年 Annual research meeting最佳展板。

吴帮标，1987年生，天津大学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国际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Rocha Award Proxime Accessit 奖获得者。

主要从事岩石动力学和深部岩石工程方面的

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博士后

项目 1项、省部级课题 2项、横向课题 1项，

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型地震工程

模拟研究设施建设，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 1 项。近五年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和 EI 论文 12 篇，担任《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Tunnel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等岩土工程

领域顶级期刊审稿人，获得 2018年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mechanics》杰

出审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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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会议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地点

10/25 全天 报到
马祥旺

袁维

神州七

星酒店

10/26

08:30-08:50

开幕式

介绍参会领导与嘉宾

石家庄铁道大学校领导致辞

特邀嘉宾代表致辞

王伟

石家庄

铁道大

学校本

部一教

国际会

议交流

中心

08:50-09:00 会议集体留影（一教正门口） 陈明义

09:00-09:30
白冰 中科院武汉岩土所 （研究员）

地热岩体裂隙与井筒流动换热研究

王者超09:30-10:00
董陇军 中南大学 （国家优青 教授）

地下工程微震震源定位及灾害防控

10:00-10:30
胡大伟 中科院武汉岩土所 （百人计划 研究员）

深部岩石多场耦合研究进展

10:30-10:40 中场休息

10:40-11:10
刘建锋 四川大学（万人计划青年拔尖 教授）

渗流岩石（体）力学测试与评价
白冰

11:10-11:40
刘晓丽 清华大学 （国家优青 研究员）

水岩耦合作用及其应用

11:40-14:00 午餐
校本部

招待所

14:00-14:30
谭贤君 中科院武汉岩土所 （国家优青 研究员）

复杂地质与环境下隧道工程灾变机理与处置技术

刘晓丽

石家庄

铁道大

学校本

部一教

国际会

议交流

14:30-15:00
唐旭海 武汉大学 （青年千人 教授）

基于数据驱动岩体破裂过程数值仿真算法研究

15:00-15:30
王者超 东北大学 （辽宁省优青 教授）

地下水封洞库密封性评价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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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15:30-15:40 中场休息

15:40-16:10
王斌 中科院武汉岩土所 （百人计划 研究员）

隐式物质点方法在边坡失稳分析中应用与研究

董陇军16:10-16:40
吴帮标 天津大学 （副教授）

深部赋存条件下的岩石动态破坏研究

16:40-17:10
牛庆合 石家庄铁道大学 （博士）

煤储层 CO2增注措施的实验模拟及效果评价

17:10-17:40 讨论交流 王伟

17:40-18:00 参观校史馆 温潇华 校史馆

10/27 全天 现场考察、嘉宾返程
马祥旺

袁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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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服务指南

（一）秘书处

邀 请 人 王 伟 15833964950

总协调人 袁 维 18503212935

食宿接待 马祥旺 15028157588

会场布置 温潇华 13931889078

会议宣传 陈明义 15996945801

（二）参会指南

（1）特邀嘉宾 25日、26日入住神州七星酒店，26日全天在石

家庄铁道大学校本部参加研讨会，举办方安排车辆转场。

（2）校内参会人员无需注册，直接去一教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参

会，会议资料现场发放。

（ 3 ） 请 特 邀 嘉 宾 提 前 一 天 将 PPT 发 送 至 邮 箱

yuanweisuper001@126.com或者微信直接传给袁维。

（三）石家庄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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