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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复杂潮汐河口特大水源工程关键技术与应用 

二、提名意见 

该项目紧密结合复杂潮汐河口避咸蓄淡水库工程建设面临的河势稳

定、咸潮入侵、水质水量保障、软土地基上施工、坝体和坝基稳定、输

水系统稳定运行等一系列重大技术难题，通过物理模型、数值模拟、理

论分析、现场试验等科学方法进行科技攻关，揭示了南北港分流口关键

性控制节点“水、沙、盐”变化规律和分汊型河道沙洲和涨潮沟游移的

动力机理，开发了软土地基上长距离江心水力充填筑坝建库和多重保护

的龙口护底与大型钢框笼抛石平堵截流成套技术，提出了水力充填坝的

渗流模拟方法和渗透变形分形特征指标、具有强透水夹层的双向挡水水

力充填坝截渗技术，开发了“泵闸联动、上引下排、自流为主”的水库

节能运行调度和大型输水泵站侧向进流整流、大流量输水多级叠压的控

制等技术。该成果研发过程中获多项发明专利并出版多部专著，主编国

家、行业和地方技术标准多部。成果已应用于为上海主要供水的青草沙

水源地原水工程等项目中，对大型复杂潮汐河口水库工程建设具有重要

引领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三、项目简介 

沿海沿江城市经济发展迅速，人口聚集度高，城市供水量大，建设

集中式水源地可以有效提高城市供水安全保障和抗风险能力。对于复杂

潮汐河口集中式水源地，在径流、潮流、波浪等动力因子综合作用下，

面临咸潮入侵、泥沙运动和河势演变复杂、重大工程协调、江中长距离

筑坝建库、取输水系统运行稳定性和能耗等诸多难题，用传统的建设水

库和取输水系统的方法很难解决这些技术问题。自 2002 年开始，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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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为上海这一特大型城市主要供水的长江口青草沙水源地工程，在上

海市科技资助计划等支持下，开展了十多年科技攻关，取得如下创新性

成果。 

1. 针对长江口潮、流、浪等多重动力因子综合作用下的水沙运移、

以及咸水上溯引发的咸淡交互等复杂问题，揭示了南北港分流口关键性

控制节点“水、沙、盐”变化规律和分汊型河道沙洲、涨潮沟游移的动

力机理，建立“顺应河势、固沙截泓、避咸蓄淡”的河口江心水库的建

库准则，成功解决了复杂潮汐河口水库布局难题，开创了超大型滨海河

口城市水源开发的新模式。 

2. 针对易动沙洲河床、欠固结软基、强往复潮流等复杂条件，提出

了“低滩护底先行、深泓潜坝跟进，高滩筑坝先成、港汊依次封堵，单

一龙口集中截流”的江中筑坝建库技术方法，研发了高强土工织物充砂

管袋、砂肋软体排、混凝土铰链排及网兜石多重保护的龙口护底与大型

钢框笼抛石平堵截流成套技术，解决了江心水库超长堤坝（22 km）连续

构筑和龙口流速高达 7.6m/s 截流难题，成功实现了潮汐河口 49.8km
2 大

型库区堤坝一次性合龙的创举。 

3. 针对欠固结江心沙洲粉砂淤泥互层土基上水力充填堤坝大变形、

强透水及渗透稳定性差的技术难题，开发了坝体吹填砂和袋装砂的渗流

模拟方法及堤坝结构水工渗流模型试验装臵，提出了堤坝砂体渗透变形

分形特征及分形判别指标；应用水力充填堤坝渗透与变形数值仿真技术

与动态监测预报体系，研究了充填砂坝体双向渗透及沉降变形规律，研

发了软土地基上具有强透水夹层的双向挡水水力充填坝的截渗技术，保

证了水库坝体坝基稳定及其与相邻建筑物变形协调。 

4. 针对特大水源工程系统工况复杂、安全稳定和节能高效运行要求

高等问题，开发了“泵闸联动、上引下排、自流为主”的水库节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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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技术，系统年节电 1.38 亿 kW〃h；开发了大型输水泵站侧向进流、

进流水位变幅超过 14m 条件下的整流和大流量输水多级叠压的控制技

术，解决了避咸蓄淡水库及水泵机组稳定高效运行、多方向输水系统流

量平稳均匀和无效能耗最低的输水难题，提前近 10 年实现了综合单位电

耗低于行业 2020 年目标值。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3 项、软件著作权 1 项，

主编国家、行业和地方技术标准 4 部，出版学术专著 8 部，发表学术论

文近百篇。相关研究成果已纳入了 2008 年国务院批准的《长江口综合整

治开发规划》，应用于上海青草沙水源地、崇明东风西沙水库、黄浦江上

游水源地等工程建设中，开创了上海原水供应“两江并举、多源互补”

的战略格局，显著提升了上海市的水源安全性，改善了饮用水水质。 

经评价，研究成果有重大创新，总体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对大

型复杂潮汐河口水库工程建设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对推进行业技术进步

具有重大意义。成果获水利部大禹水利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上海市科

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 项。 

四、客观评价 

1. 成果评价 

2017 年 11 月 19 日，中国水利学会主持召开了“复杂潮汐河口特大

水源工程关键技术与应用”成果评价会，由多位院士和专家组成的专家

组认为：“该研究成果有重大创新，技术规模难度大、成熟度高，对大型

复杂潮汐河口水库工程建设具有重要引领作用，经济效益显著，总体上

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研究成果有力解决了青草沙水源地原水工程建

设中的技术难题”，“保障了上海市的饮用水安全，取得了重大的社会、

经济、环境效益”。 

2. 查新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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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科技查新咨询单位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对该项目出具

了科技查新报告，查新结论：同国内外文献相比，该项目研究的潮汐河

口蓄淡避咸水库“泵闸联动、自流为主”的取水方式、潮汐河口软基河

槽上 800m 宽特大龙口复合保护技术、大型钢框笼抛石平堵龙口截流技

术、两列(三轴搅拌桩)一夹（高压旋喷桩）防渗墙结构、水闸侧向 90°

进出水整流技术、高压旋喷桩阶梯式地基加固及控制沉降技术、60t 尼龙

网兜石施工及自动脱钩专用吊具、高效袋装砂冲灌新工艺和四翻板抛填

砂袋筑堤工艺、超强软体排的加工和水下铺设工艺、平原地区城市供水

输水系统单向补压塔水锤消除与控制技术和大型城市输水泵站集约化设

计技术，具有新颖性。 

3. 主要知识产权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3 项、软件著作权 1 项，

出版学术专著 8 部，主编国家标准 2 部、行业和地方标准各 1 部，发表

学术论文近百篇。 

4. 主要科技奖励 

成果已获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3 项： 

（1）2014 年度水利部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 

（2）2014 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 

（3）2005 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 项。 

应用该成果的青草沙水源地工程，获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中国建

筑工程鲁班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

一等奖、全国优秀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金质奖、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

禹）奖、全国市政金杯示范工程、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等。 

5. 期刊论文报刊等公开引用及评价 

（1）行业知名期刊《给水排水》专栏报道：2009 年 1 月至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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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历时 2 年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 39 篇，评价“青草沙水库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河口江心水库。五号沟泵站作为城市原水输水泵站，其规模

在国内乃至亚洲绝无仅有”。 

（2）行业知名期刊《给水排水动态》文章提及：青草沙避咸蓄淡水

库供水规模为 719 万 m3/d，是国内单个城市供水工程中规模最大的原水

输配水工程，甚至部分工程在国际城市供水工程中尚无先例。工程中投

入上亿元科研经费，有针对性的开展 20 余项课题研究，直接指导工程

设计施工及建成后的工程运行。 

（3）行业知名报刊《中国环境报》专门报道：“十二五”期间，上

海市将重点建设 6 个节能与减排示范点，包括青草沙“国内最大蓄淡避

咸河口江心水库”。位于长兴岛西北方的青草沙水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河口江心水库。既是“蓄淡水库”也是“蓄能水库”。通过研究长江口

潮汐规律，利用潮汐能提高水库水位，可以节约大量能源。“十二五”期

间，上海将采用青草沙水库泵闸联合调度、大口径管道串联增压技术、

调度优化节能决策软件等集成技术，达到青草沙系统的节能减排效果。 

（4）《解放日报》专门报道：经过 15 年论证、1 年半前期准备、5

年建设的全球最大的河口江心避咸蓄淡原水水库——青草沙水源地原水

工程已全面完成，实现了规划供水范围的全覆盖，全市受益人口达到 

1300 万，占到全市常住人口的近 60% 青草沙水源地投产运行以来，水

库充分发挥了避咸蓄淡作用。 

（5）《中国建设报》专门报道：1991 年至 2005 年开展了持续 15 年

的系统研究。在大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青草沙水源地原水工程分别纳

入《长江口综合整治开发规划要点报告（2004 年修订）》、《上海市城市

总体规划（1999～2020 年）》等国家级和省市级规划，明确了青草沙的

饮用水水源地功能定位。2005 年 12 月，由水利部、中国工程院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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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复旦大学等单位共 9 

个学科的 26 名院士、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一致评审通过了《青草沙水

源地原水工程研究成果》报告，建议先行建设青草沙水库工程。2006 年

1月工程被正式列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上

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青草沙水源地工程规

模大、技术要求高、可借鉴经验少，面对一道道复杂难题，建设者们敢

为人先、合力攻关，创造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工程奇迹。 

（6）《中国环境报》、《解放日报》、《中国水利报》、《文汇报》、人民

网等媒体报道通水：时任上海市市长韩正出席并致辞说，青草沙水源地

原水工程建成通水，标志着上海水源地建设和保护取得重大进展，对于

进一步改善原水供应质量，缓解水质型缺水矛盾，保障城市饮用水安全，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7）2017 年 6 月中旬,新华网、东方卫视、澎湃新闻、中国水利报、

中国建设报、上海日报（英文版）、上海广播电台等媒体对青草沙水源地

的规划建设和运行后的社会效益进行了报道，人民网、凤凰新闻、网易

新闻、搜狐网等多个媒体相继转发，澎湃新闻网“走近上海青草沙水源地：

围十个西湖长江水浊水缓缓而清”的报道中提到“上海一百多年的寻水之

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三阶段，便以青草沙水库为代表，上海

从长江引水，结束了以黄浦江为单一水源的历史。如今，上海超过七成

的饮用水都来自于长江”；“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上海就以百年战略的定

位，推动青草沙水源地的建设。因为长江河口河床演变、潮流条件等自

然条件极其复杂，此前又没有经验可以参考，青草沙水库建设不确定性

因素很多，工程施工难度巨大，面临着种种挑战。最关键的当属堤坝主

龙口截流合拢。设计人员创新了主龙口合拢工艺，包括三道程序：型钢

框笼安放、抛石截流、土方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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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广应用情况 

目前，成果已应用和推广于国内大中城市水利、供水等工程，代表

性项目有世界最大的潮汐河口江心避咸蓄淡水库——上海青草沙水源地

原水工程、崇明岛东风西沙水库、黄浦江上游水源地、江苏条子泥匡围

等工程，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上海市江海水利资产管理公司等单位

对本成果应用效果给予了充分肯定，解决了城市供水、建设用地问题，

为工程节约了大量土地和投资，降低了运行能耗，发挥出显著的社会、

环境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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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知识产

权类别 

知识产权 

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 

日期 

证书 

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有效

状态 

发明 
深水筑堤堤基沉降观测

仪 
中国 ZL201210214269.0 2016.12.21 2316312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上海

青草沙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曹国福、陆晓如、卢育芳、吴彩娥、

叶源新、谢先坤、臧光文、黄建华、

陆忠民、管利平、包伟力、徐  兵、

肖庆华、陈  刚、邓  鹏、刘汉中 

有效 

发明 

一种穿越复杂强透水层

的组合式截渗墙结构的

施工方法 

中国 ZL201210133429.9 2014.11.19 1521294 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 李  锐、卢永金、王路军、欧阳礼捷 有效 

发明 
一种与冷却循环水池结

合的单向稳压塔装置 
中国 ZL201610000734.9 2017. 7.18 2556873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集团）有限公司 
王如华、李静毅、张  硕 有效 

计算机 

软件著

作权 

避咸蓄淡水库节能调度

运行软件 
中国 2012SR019009 2012. 3.12 0387045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上海

青草沙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上海浦宜亚软件有限公

司 

 有效 

发明 
钻孔压力注水原位渗透

试验方法及试验装置 
中国 ZL201210189193.0 2014.12.3 1532475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上海

青草沙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曹元生、陆晓如、卢育芳、刘东坤、

叶源新、黄建华、王  琦、谢先坤、

陈  刚、臧光文、张辉能、徐  峰、

曹  剑 

有效 

发明 一种堤坝合龙的方法 中国 ZL200710040361.9 2010.5.19 623086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 林玉叶、陆忠民、熊江平、秦志明 有效 

发明 

一种进行单型号水泵节

能运行调度的系统及其

方法 

中国 ZL201210007210.4 2016.12.14 2313688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青

草沙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李静毅、陆晓如、王如华、顾玉亮、

张  硕、黄  澄、王  健、乐  勤 
有效 

发明 
一种单向稳压塔装置的

控制方法 
中国 ZL201610000735.3 2017.7.18 2557288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集团）有限公司 
王如华、李静毅、张  硕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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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

权类别 

知识产权 

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 

日期 

证书 

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有效

状态 

发明 
袋装砂充灌平台组合施

工方法 
中国 ZL201110098127.8 2014.5.14 1402110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建设总承包有限公

司、上海青草沙投资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刘华锋、刘若元、楼启为、张学军、

顾玉亮、徐  波、张恩波、佟宏伟、

钱元健 

有效 

发明 
四翻板抛填袋装砂施工

方法 
中国 ZL201210170861.5 2015.4.1 1623110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刘若元、程玉来、石  峰、刘华锋、

孙卫平、夏宪忠、杨  志、陶润礼、

李勇军、张  剑、王  刚、丁付革、

李  杰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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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陆忠民 排名 1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总工程师 

工作单位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本研究项目技术总负责人，全面策划和制定研究技术目标、技术路线、关

键技术方案，主持了各项技术研究，对创新成果 2、3 点以及 1、4 点中的部分成果

作出了重大贡献:创新提出了复杂潮汐河口“顺应河势、固沙截泓、避咸蓄淡”的江

心水库建库设计方法，研发了江中水力充填筑坝及渗透控制、大型龙口多重保护和

钢框笼抛石平堵截流及其强透水坝身在动水环境下的截渗技术，开发了“泵闸联动、

上引下排、自流为主”的水库节能运行调度、大型取水泵闸侧向进出水流整流等技

术,并把研究成果应用到上海青草沙水库及取输水泵闸、崇明东风西沙水库等工程设

计中。 

 

姓名 王如华 排名 2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副总工程师 

工作单位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本研究项目主要负责人，主持了输水系统研究，负责大型泵站整体数值仿真与

物理模型试验交互水力条件优化攻关与成果应用，指导了水泵配置运行安全与节能

优化技术，提出了稳压塔与冷却循环水池结合技术，将成果推广于多项大型项目。 

 

姓名 顾玉亮 排名 3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总经理 

工作单位 上海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上海青草沙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全过程、全身心筹划、组织并参与上海青草沙水源地原水工程的前期论证、规

划编制、工程立项、设计管理、施工管理、科技创新等工作，对创新成果 1、2、3、

4点中的部分成果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顺应河势、固沙截洪、避咸蓄淡水库的建

库理念以及泵闸联动、上引下排、自流为主的水库调度运行等技术。 

 



11 

 

姓名 卢永金 排名 4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总经理 

工作单位 上海友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堤坝技术负责人,主导研制了堤坝实施顺序和进度控制方案,贡献点分别对

应创新成果 1-3。成功解决了分流口水域可能的河势动荡和不利冲淤的重大技术难

题；提出并策划验证河口潮汐区特大围区一次性整体合龙的超大龙口选址布置、护

底及大型钢框笼抛石截流工艺方案；研究提出大规模运用三轴搅拌桩解决沙基及有

抛石透水层的水力充填堤坝截渗技术方案等创新成果。 

 

姓名 石小强 排名 5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董事长、总经理 

工作单位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成果 1、2、3点作出了贡献。揭示了南北港分流口关键性控制节点“水、

沙、盐”变化规律和分汊型河道沙洲及涨潮沟游移的动力机理，建立了“顺应河势、

固沙截泓、避咸蓄淡”的河口江心水库的建库理念及潮汐河口避咸蓄淡水库设计方

法；开发了“泵闸联动、上引下排、自流为主”的水库运行调度技术。 

 

 

姓名 刘新成 排名 6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副总经理 

工作单位 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水库堤坝关键技术牵头研发单位水动力和河势研究技术负责人，贡献点分别对

应创新成果 1-2。针对 49km2超大库区和 22km 超长距离堤坝在总体布局和实施建造

过程中与长江口复杂河势及水动力关联的技术难题，组织采用多维耦合高精度水动

力数值模拟手段，揭示了大库区单龙口立堵最高 9m/s、平堵 7.6m/s 的设计流速和

预报流速过程等重要的水动力学参数和指标，为水库固沙截泓的堤线选定、涨潮槽

主龙口的设置保护及合拢、围堤实施顺序和护底方案设置都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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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陆晓如 排名 7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总经理 

工作单位 上海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上海青草沙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成果 1、2、3、4点中的部分成果作出了重大贡献，提出了大型供水泵站

侧向进流和大流量输水多级叠压控制技术和潮汐河口大型水库江心建库技术，指导

相关工程示范和推广应用。 

 

姓名 段祥宝 排名 8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研究室主任 

工作单位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完成单位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成果 3 作出了重大贡献，完成了欠固结江心沙洲粉砂淤泥互层土基水力

充填坝渗流和渗透变形特性研究；开发了坝体吹填砂和袋装砂的渗流模拟方法及堤

坝结构水工渗流模型试验装置；首次提出堤坝砂体渗透变形分形特征及分形判别指

标；完成复杂潮汐河口水库堤坝渗流安全预测和渗控措施研究。 

 

姓名 楼启为 排名 9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总工程师 

工作单位 上海交通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成果 2作出了重大贡献，青草沙水源地江心水库建库施工技术主要研究

者和实施者。组织编制了江心水库总体施工技术实施方案和现场试验研究，形成了

高强土工织物充砂管袋、铰链排及网兜石多重保护的龙口护底与大型钢框笼抛石平

堵截流成套技术，和“低滩护底先行、深泓潜堤跟进，高滩筑坝先成、港汊依次封

堵，单一龙口集中截流”的江中筑坝施工顺序技术，成功实现了潮汐河口超长堤坝

（22 km）连续构筑和 800m龙口一次性合龙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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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张硕 排名 10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无 

工作单位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了大型泵站整体数值仿真与物理模型试验交互水力条件优化攻关与水泵

配置和节能运行软件开发，优化了稳压塔与冷却循环水池结合方式，负责大流量输

水多级叠压的控制技术攻关。 

 

八、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单位名称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石小强 所 在 地 上海 

通讯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逸仙路 388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主持了《复杂潮汐河口特大水源工程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项目，对青草沙水源

地相关技术问题及工程建设难题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揭示了南北港分流口关键性控

制节点“水、沙、盐”变化规律和分汊型河道沙洲及涨潮沟游移的动力机理，建立了

“顺应河势、固沙截泓、避咸蓄淡”的河口江心水库的建库理念及潮汐河口避咸蓄淡

水库设计方法；提出了江中超长距离筑坝技术方法，研发了高强土工织物充砂管袋、

砂肋软体排、混凝土铰链排及网兜石多重保护的龙口护底与大型钢框笼抛石平堵截流

成套技术，应用水力充填堤坝渗透与变形数值仿真技术与动态监测预报体系，研究了

充填砂坝体双向渗透及沉降变形规律，研发了软土地基上具有强透水夹层的双向挡水

水力充填坝的截渗技术；开发了“泵闸联动、上引下排、自流为主”的水库运行调度

技术，以及大型供水泵站侧向进流整流技术。避咸蓄淡水库设计方法、“泵闸联动、上

引下排、自流为主”的水库运行调度等技术推广应用于崇明岛东风西沙水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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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夏冰 所 在 地 上海 

通讯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华池路 58弄 3号楼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本项目中水库堤坝关键技术的研发牵头单位，针对长江口复杂河势和水动力背景下

22km 超长水库堤坝与护滩的总体布局及工程影响的技术难题，创新提出“顺应河势、

固沙截泓、避咸蓄淡”的河口心滩水库建库的关键准则并成功实施；针对复杂河口 49km2

特大水库围区一次性整体合龙和超常距离堤坝实施及防渗的技术难题，创新提出“低

滩护底先行、深泓潜堤跟进，高滩筑坝先成、港汊依次封堵，单一龙口集中截流”的

技术策略，研究揭示 4.38 亿库容的水库单龙口立堵最高 9m/s、平堵 7.6m/s 的设计流

速及施工期预报流速过程，首创超高流速龙口复合护底及大型钢框笼抛石截流工艺方

案、堤坝实施顺序进度控制方案,以及三轴搅拌桩解决沙基及有抛石透水层的水力充填

堤坝截渗技术方案，并取得显著效果。 

 

单位名称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3 法定代表人 周军 所在地 上海 

通讯地址 200092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负责输水系统研究，提出了大型泵站整体数值仿真与物理模型试验交互水力条件

优化和水泵配置运行安全与节能优化技术，基于资源节约，提出了稳压塔与冷却循环

水池结合，大流量输水多级叠压的控制技术，成果示范和推广于多项大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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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上海青草沙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排    名 4 法定代表人 佟宏伟 所 在 地 上海 

通讯地址 上海市桂林路 888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从青草沙水源地建设运行的实际需要出发，整合资源，组建了以企业为主、科研

院校共同参与的“产学研”联合攻关团队，依托国内规模最大的城市供水项目—上海

青草沙水源地原水工程（719 万 m
3
/d），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原创性成果，为青草

沙水源地原水工程的顺利建设和安全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单位名称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排    名 5 法定代表人 张建云 所在地 江苏南京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 223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开展了长江口水沙基本特征及及河势演变规律整体物理模型、堤身水力充填土渗

流特性试验和类似工程原位渗透特性对比试验、渗控措施工程试验、取输水泵闸整体

水力模型试验、水泵水力模型试验等。在水库布局、水力充填堤坝渗流特性等自然规

律的认识与把握，河口长距离水力充填堤坝的结构与施工，江心大型取输水泵闸布置

与水力控制技术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的创新成果。 

 
 

单位名称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排    名 6 法定代表人 侯晓明 所 在 地 上海 

通讯地址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3号 6楼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青草沙水源地江心水库建库施工技术主要研究单位。针对潮汐河口易动沙洲河床、

欠固结软基、强往复潮流、22km超长堤坝和 800 米宽龙口流速高达 7.6m/s 等复杂条件，

组织编制了江心水库总体施工技术实施方案和现场试验研究，形成了高强土工织物充

砂管袋、铰链排及网兜石多重保护的龙口护底与大型钢框笼抛石平堵截流成套技术，

形成了“低滩护底先行、深泓潜堤跟进，高滩筑坝先成、港汊依次封堵，单一龙口集

中截流”的江心水库大堤形成施工顺序技术，成功实现了潮汐河口超长堤坝（22 km）

连续构筑和 800米龙口一次性合龙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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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青草沙投资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等单位发挥各自技术优势，明确分工，开展联

合攻关，自 2002 年开始，针对多功能、多目标、复杂潮汐河口特大水源

工程避咸蓄淡、库址库型与河势稳定、江中长距离筑坝建库、超大往复

流龙口保护与截流、水力充填堤坝双向渗流控制与变形协调、大型供水

泵站大变幅侧向进流的整流以及长距离输水系统的运行稳定与高效节能

等问题，在上海市水务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建设交通委员会等的大力

支持下，开展十多年科技攻关，完成了复杂潮汐河口特大水源工程关键

技术成果，并在实际工程中成功应用。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陆忠民、石小强）主持了复杂潮汐

河口特大水源工程关键技术研究，联合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卢永金、刘新成）共同提出了创新点 1、2、3 以及创新点 4 中的

部分成果，揭示了复杂潮汐河口分流口关键性控制节点“水、沙、盐”

变化规律及沙洲、涨潮沟游移的动力机理，提出“泵闸联动、上引下排、

自流为主”的水库节能运行，软土地基上超长距离江中水力充填筑坝及

双向渗流控制与变形协调，高强土工织物充砂管袋、砂肋软体排、混凝

土铰链排、网兜石多重保护的龙口护底及大型钢框笼抛石平堵截流，具

有强透水夹层的双向挡水水力充填坝的截渗，大型泵站侧向进出水整流

等成套建库技术，成果在青草沙水源地原水工程水库及取输水泵闸、崇

明东风西沙水库等工程设计中应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王如华、张硕与上海

青草沙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顾玉亮、陆晓如共同研发城市供水大型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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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程关键技术，开发了创新点 4 中大型输水泵站侧向进流水位变幅超

过 14m 条件下的整流技术、稳压塔与冷却循环水池结合技术、大流量输

水多级叠压控制技术等，成果应用于多项工程。 

上海青草沙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顾玉亮、陆晓如）与上海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陆忠民、石小强）共同策划组织复杂潮汐河口特

大水源工程关键技术研究，共同提出创新成果，并在青草沙水源地原水

工程中应用。组织编写出版了《长江口青草沙水源地原水工程规划与研

究》、《长江口江心大型避咸蓄淡水库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城市

供水大型输水工程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专著。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段祥宝）与上

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

开展复杂潮汐河口特大水源工程关键技术中水库水力充填堤坝渗流模拟

方法和渗透特性研究，开发了坝体吹填砂和袋装砂的渗流模拟方法及堤

坝结构水工渗流模型试验装臵，提出了堤坝砂体渗透变形分形特征及分

形判别指标，并在青草沙水源地原水等工程中应用。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楼启为）与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开展复杂潮汐河口特大水

源工程关键技术中江中筑坝施工装备和施工工艺研究，研制了水上高效

砂袋充灌及护底保护排体铺设的特种施工船机设备和工艺，并在青草沙

水源地原水工程等施工中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