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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说明

（1）课程名称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2）课程目的

       利用土木工程学院和水利工程学院在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均具有

国内领先科研水平的优势，通过《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课程建设作为载体，尝

试科学研究与本科教学的有机融合，达到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双重目的，实现培

养土木水利工程专业高素质拔尖创新型精英人才的目标。

（3）课程类别

        必修

（4）学分设置

        设为1学分，学生从全部专题中必须选择8个教学单元，并全部修完。

（5）考核方式

       考核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签到记录，二是提交学习心得。专题主讲教师根据上

课状况和学习心得给予每个学生评分。8次专题的平均分就是学生的最后成绩。

（6）上课时间

        上课时间为每个教学年的小学期，共5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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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条件下冰试样制作及物理和力学性质试验
1. 开课实验室：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 开课教师：李志军、卢鹏

3. 上课地点：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冰是什么颜色的？当然是白色。无论你是来自祖国的南方，还是北方？答案就

这样简单。本课程介绍地球“三极”——南极、北极、青藏高原和渤海的冰分布并

带你观测冰的彩色世界，去体会冰内部的奥秘。你担忧夏季能看到冰吗？大连理工

大学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低温环境实验室会让你在炎热的夏季体会到

低温，近30平方米的低温试验室，最低温度可达-30°C，不过我们的试验不需要

那么冷，-15°C就行了。同学们只要穿夏季衣服就可以完成冰单轴压缩强度试验。

如果可能的话，还会吃到一块凉快的冰块。让我们一起动手，获取完整试验过程，

共享试验的果实。

该实验课课程由李志军教授和卢鹏讲师负责。李志军教授所在的研究小组曾代

表大连理工大学多次参加国内外的南北极海冰科学考察，使得大连理工大学有数位

走遍地球南北两极的教授、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目前正在策划的北冰洋航行

研究将大连理工大学北冰洋海冰研究延续到2014年。在你试验休息之余，可以同

讲课教师探讨极地冰雪天地的作用和人类如何用冰和防冰。本实验针对本科生，主

要通过课程讲解和亲自动手，增加学生对目前海冰和淡水冰研究中常用实验设备和

实验技术的认识，提高学生对冰相关研究领域的兴趣。实验的内容包括三部分：冰

试样制备、冰片切割及晶体观测、冰压缩强度测试；实验设备包括低温冷库、费氏

台、冰压力试验机等。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及设备图片

低温冷库：实验室配备了约29m2的低温冷库，最低能达到-30°C，能够

人工实验对环境温度的控制，从而能够在不受自然条件限制下进行冰样制

备、切割以及其他相关冰物理实验。

费氏台：是对冰晶体结构进行观测的专业仪器，主要由两个偏光镜片组

成。将冰片打薄到0.5~1mm左右后，可以在费氏台上观测到单个冰晶体

的轮廓大小，以及C轴朝向等基本物理参数。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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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3) 冰压力实验机：实验室装备了带低温环境的10t能力的冰压力试验机，温度

控制精度达到0.1°C。能完成冰的不同温度和不同变形速率，不同加载方

向的单轴压缩强度试验。

(a) 现场采集天然冰 (b) 试验设备体系

6. 主讲教师简介

李志军教授曾经三次到南极、三次到北极和二次到青藏高原进行冰科学考察和

调查研究，现已发表论文200多篇。从事冰物理和力学性质、冰工程、冰区环境保

护和冰区航行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形成了一套适用于现场和实验室冰研究的基

本试验设备条件并拥有培养参加极地科学研究的青年学生的经验。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冰工程中水库冰物理和力学特性及其受全球气候变化影

响趋势研究，2011.1-2013.12。

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青藏高原热融湖塘冬季结冰热量平衡过

程和关键热力学参数研究，2010.1-2011.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极海冰快速变化及其天气气候效应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库淡水冰热膨胀应力产生过程的原型观测和实验室研

究，2009.1-2011.12。

2010.1-2013.12。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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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综合水池 (b)大波流水槽

实验室的波浪生成技术
1. 开课实验室：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 开课教师：柳淑学、李金宣

3. 上课地点：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无风三尺浪”，海上水面波动是海上水体主要运动形式之一，尤其在台风期

间，海上水面波动的高度有时可达到20米，因此海上波浪是海岸和海洋工程结构物

的主要荷载之一，成为海岸和海洋工程安全的控制因素，开展波浪与海洋工程结构物

的作用研究对于海洋工程的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物理模型试验具有直观、可以

模拟各种复杂的边界条件等优点，在实验水槽中模拟波浪，研究海上波浪对海洋工程

建筑物的作用，可为海洋建筑物的设计提供重要的保证。因此如何真实地在实验室重

现海上波浪的运动现象，提高实验研究的精度，一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该课程重点向同学们介绍实验室生成波浪的机理，通过实际波浪试验，提高对

于实验室生成波浪的认识，并实际动手进行波浪与海岸工程结构物作用的实验，进

一步增加同学们对于波浪的认识及其对于工程结构物的重要性，提高同学们对于该

学科研究领域的认识和兴趣。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及设备图片

(1) 波浪试验水槽：水槽配备有不规则波浪造波设备。

(2) 浪高仪及比例采集系统：采集水面波动的设备，可以确定水面波动的大小。

(3) 护面块体模型：实际海岸人工护面块体模型。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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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讲教师简介

柳淑学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曾荣获教育部科技进

步三等奖1项，二等奖1项、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现已发表论文50多篇。从

事多年波浪生成技术的研究，形成了一套适用于现场和实验室波浪观测和分析的理

论和方法；建立了无反射造波理论并形成了实用的造波软件，进一步提高了造波设

备的利用效率。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波浪传播的数值模拟和物理模拟的耦合技术研究，

2011-2013。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三维极限波浪与圆柱作用的研究，

2009-2012。

校企合作项目：獐子岛海滨人工浴场扩建工程人工沙滩稳定模型试验，

2011。

(1)

(2)

(3)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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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水槽

(1)

(2)

海洋环境荷载作用下的水弹性力学实验研究—
波浪与海洋平台耦合作用研究

1. 开课实验室：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 开课教师：王永学，任冰，王国玉，

3. 上课地点：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海上栈桥和海洋平台等海上建筑物的上部结构在恶劣海况下会受到强烈的波浪

冲击作用，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表明，不仅极大的瞬时冲击荷载会造成结构物的损

坏，由于结构物振动和弹性变形引起的微裂纹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往往也是造成钢结

构损坏的主要原因。据统计仅是从1953年到1982年，全世界有36座石油钻井平台

由于狂风巨浪的袭击而翻沉，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随着二十一世纪我国海洋开发

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弹性结构体系如导管架海洋平台和海上栈桥等在近海地区

兴建起来，结构物的动力响应对波浪冲击荷载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开展波浪对浪

溅区结构物的水弹性冲击作用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与应用价值。

本项目拟在实验室波浪水槽中研究位于浪溅区的透空式建筑物（如导管架海洋

平台）在波浪冲击作用下的动荷载变化特性和结构物的动力响应特征及其对冲击荷

载的影响，深入探讨其产生机理和规律。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

波浪试验水槽：水槽配备有不规则波浪造波设备。

压力、波高、加速度采集系统：采集波面波动的设备、采集压力的设备，

采集结构动力响应的设备。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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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6. 主讲教师简介

本课程由大连理工大学王永学教授、任冰副教授和王国玉副教授负责，王永学

教授目前担任九三学社大连市委主委、九三学社辽宁省委副主委、是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现任大连理工大学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水利工程学院海洋工程研究所所长。任冰副教授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入选者，现任水利工程学院海洋工程研究所副所长。该学术团队在波浪与结构

物耦合作用方面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和相当的研究工作积累。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 “ 海 上 结 构 物 的 水 弹 性 冲 击 问 题 研 究 ” ，

2009.01-2011.12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近海波浪同船舶以及海上建筑物耦合作用研究”，

2008.01-2011.12

国际合作项目，“韩国Gamcheon港防波堤工程物理模型试验研究”，

2010.06-2010.12

校企合作项目，“威海九龙湾岸滩侵蚀调查研究”，2011.01-2011.12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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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近岸环流水动力特性试验研究

1. 开课实验室：海洋工程研究所

2. 开课教师：邹志利，房克照

3. 上课地点：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海边是人们最向往的地方之一，这里浪花翻滚、风光旖旎，丰富多彩的海上运

动（游乐）项目更是让人赞叹大海的魅力。后浪推前浪、超涨潮落，这些现象都显

而易见，而伴随在这些运动中的水流运动则相对隐蔽，显得更加复杂，这些流动就

是近岸环流系统的研究范围。

近岸环流系统其包括垂直方向环流和水平方向环流两部分：在垂直于岸线方向

上，波浪非线性运动导致的水质点轨迹不封闭和波浪破碎后产生的水滚造成向岸质

量输移，其由位于波谷以下、离岸方向的流动（称为海底回流）所平衡，这就构成

了垂直方向的环流；水平方向上，斜向入射波浪破碎后将产生沿岸流，沿岸流沿岸

变化不均匀或者遇到地形变化，将形成强大的离岸流——裂流，沿岸流、裂流和向

岸质量输移流构成了水平方向的环流。上述流动是近岸区域至关重要的水动力因

素，对近岸区域物质输移（如污染物和泥沙输运）以及海岸变迁等生态环境有重要

作用，裂流还对沙滩上休憩旅游的游人构成安全隐患（据美国救生协会统计，海岸

上80%以上的溺水救生事件由裂流造成）。因此，有必要针对上述流动进行深入的

研究，这对治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进行海岸工程，以及增强公众的安全防范意

识具有重要意义。

本项目通过进行物理模型试验，针对均匀坡度海岸以及沙坝海岸地形上产生的

沿岸流以及裂流进行研究。通过浪高仪采集波面，使用流速仪阵列量测流场三维流

速，同时通过在流场中加入有色溶剂以及CCD捕捉浮子的方法动态显示流体运

动。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沿岸流和裂流的三维分布特征、沿岸流和裂流的不稳性定

性运动等。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及设备图片

多功能波浪水池：配备有不规则波浪造波设备。

浪高仪及浪高采集系统：采集波面变化。

流速仪及流速采集系统：采集流场三维流速分布。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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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讲教师简介

邹志利教授，博士、教授，港口、海岸和近海工程专业博士生导师，民盟大连市

委员会副主委，民盟大连理工大学委员会主委，大连市政协委员、常委。1990 年在哈

尔滨船舶工程学院获得船舶流体力学专业博士学位，自 1990 年 9 月进入大连理工大

学土建水利博士后流动站和 1992 年 9 月出站后留校工作以来，研究方向转入了港口

和海岸工程方面研究。1992.11-1994.4 在英国Hydrolic  Research Wallingford 作

访问学者，1999.5-1999.6 在日本长崎大学作访问教授，1999.12-2000.2 在英国

爱丁堡大学作访问教授，2001.11-2001.12 在澳大利亚西澳洲大学作访问教授，

2003.01-2003.06 在美国 Delaware 大学作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包括：波浪与港口、

海岸和浮体的相互作用，海岸水动力学和泥沙运动，系泊系统动力分析。负责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5 项，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以及教育部博士点专项基金多项。著有近 50

万字学术专著《水波理论及应用》，编著《海岸动力学（第四版）》（高等学校水利学科

专业规划核心课程教材）。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岸破波带大尺度涡研究，2007.1-2009.12。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 近 岸 环 流 的 准 三 维 计 算 模 型 研 究 以 及 实 验 研 究 ，

2011.1-2013.12。

(1)

(2)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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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与深海海洋平台相互作用试验
1. 开课实验室：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 开课教师：滕斌 教授、宁德志 副教授

3. 上课地点： 海洋工程研究所A303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二十一世纪是海洋的世纪，随着世界各国在深海资源开发步伐的加快，深水平

台建设技术方面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在此方面也投入了很大的力量。由于深海

海洋环境异常复杂，常常是巨浪、洋流、台风和内波等多种海洋环境因素联合作

用，对深海平台建设和生产作业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目前仍有许多关键技术还不

是很成熟，需要开展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本试验内容是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计划）科研项目“灾害海洋环境作用下深水平台动力响应分析”和“3000

米水深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关键技术”及国家十一五重大专项项目“平台水动力性

能、系泊定位系统分析”支持的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是包括波浪与Spar平台主体

结构作用的试验、Spar平台的垂荡板模型试验、深水平台立管涡激振动试验和自

安装平台升沉试验，通过实验现象发现和总结一些规律，为深水平台工作安全提供

必要的技术支持。项目的研究成果已在我国第一座深海平台“海洋石油981”中得

到应用，该平台即将在我国南海服役。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及设备图片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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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

(2)

(3)

(4)

(5)

(6)

深水波浪水槽： 波浪与Spar平台主体作用及半潜船升沉试验场地

多功能三维波浪水池：立管涡激振动试验场地

浪高仪：测量波面变化

测力计：测量作用在结构物上的波浪荷载

六分量仪：测量平台在六个方向上的运动分量

应变传感器：测量立管应变以确定其位移量

6. 主讲教授简介

滕斌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年于大连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0年－1992

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做博士后。任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大连理工大

学深海研究中心副主任。滕斌教授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

计划” 创新团队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负责人，国际近海和极地工程

师协会技术委员会委员，国际水动力学会议科学委员会委员，亚太地区近海工程会议

执行委员，中国海洋工程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波浪与海岸工程和海洋工程

结构相互作用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和教育部自然

科学二等奖与科技进步二等奖，还获得大连市首届归国留学人员创业英才标兵称号。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灾害海洋环境作用下深水平台动力响

应分析（课题编号：2006AA09A109-3），2007年-2009年.

国家十一五重大专项项目：平台水动力性能、系泊定位系统分析（课题编

号：2008ZX05026-06-02）， 2008年-2011年.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3000米水深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关

键技术（课题编号：2006AA09A103-5），2006年-2010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基金：深海系泊系统性能与动力特性（课题编号：

50639030），2007年-2010年.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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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海域工程的岩土分析

1. 开课实验室：工程抗震研究所

2. 开课教师：孔宪京 徐斌

3. 上课地点：综合实验3号楼209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工程安全是核电站建设的重要保障，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其抗震

安全性尤其重要。针对我国核电站建设的特点，本项目对核电站工程安全相关的关键

结构-海域取排水工程在地震作用下的功能失效机理和抗震安全评价体系进行相关介

绍。包括：(1)取排水构筑物的地震灾变演化规律及功能失效机理；(2)取排水构筑物的

抗震安全综合评价方法和抗震安全评价体系。旨在通过课程学习，让学习了解核电站海

域工程构筑物抗震设防标准、安全评价方法及体系，促进对核电站安全工程的认识。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及设备图片

6. 主讲教师简介

孔宪京，工学博士，教授，大连理工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1984年～1992年先

后三次（3年）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日本东京大学奖励基金会资助，受聘为客座研

究员、博士研究员，现兼任日本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咨询顾问、亚洲地区岩土防

灾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学部专家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科

学技术委员会工程技术学部委员、中国水利学会水工结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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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学报等多家杂志编委等职。在土石坝原、模型的动力试验技术及信号测试与处理

技术、筑坝材料的变形与强度特性、高土石坝和核电厂建筑物数值分析与抗震设计理

论及安全评价方法等方面深入研究，曾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重点项

目、博士点基金、国家科技攻关等纵向课题20余项，其中1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2011年），1项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8年），1项获教育部科技进步

一等奖（2008年），2项成果获电力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1998年），1项获

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9年），1项获中国电力科学技术三等奖（2001年），1项

获中国大禹水利科学技术二等奖（2004年）。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

文150余篇，其中被SCI、EI和ISTP收录论文50余篇。1996年被批准进入国家教委

“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并同时入选辽宁省首批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

次），1998年起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广东岭澳核电站海域工程－防波堤、隔堤、取排水交叉口结构抗震试验与分析

阳江核电站海工（一期）工程南防波堤结构断面抗震物理模型试验与安全性评价

连云港核电站海水取排水工程－东护岸结构抗震试验与分析

田湾核电站海水取排水工程拦砂防波堤结构抗震数模分析

宁德核电厂地基土福建宁德核电厂海域工程取水工程构筑物结构抗震模型试验与

安全性评价

秦山核电厂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工程）－排水工程穿越海堤段结构抗震计算和

安全性评价

红沿河红沿河核电厂取水口导流堤和施工围堰稳定性和防渗墙应力分析研究

福清核电厂北防波堤与南护堤抗震分析与安全性评价研究

台山核电厂厂前区地基土静动力特性试验抗震分析与安全性评价研究

陆丰核电厂取排水结构抗震分析与安全性评价研究

防城港核电厂取排水工程抗震分析与安全性评价研究

核电厂海工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编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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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结构健康监测和控制前沿技术
1. 开课实验室：工程抗震实验室

2. 开课教师：任亮

3. 上课地点：综合实验4号楼215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重大工程结构的健康监测与诊断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对灾害的提前

预警或在灾害发生后评估结构的损伤程度及其剩余寿命已等成为当前各国学者们研究

的热点。同时，智能结构控制也成为防灾减灾的一个新兴学科，把人复杂的感知、信

息处理和响应的机能外推映射到工程结构中去，从而使结构能够对内部状态的变化和

外部环境的刺激做出适当的反应，使其能够象人一样具有进行自我感知、自我诊断和

自我调节并适应环境的功能，是未来工程结构的发展方向。

目前，课题组正在承担着大连新30万吨输油码头靠船墩及引桥健康监测项目和大

连市新体育馆体育场结构健康监测项目以及多个结构控制项目。通过本演示实验，可

以使学生认识和了解目前被动、半主动和主动的振动控制的发展状况以及光纤传感技

术在结构健康监测中的应用情况。通过演示试验的学习，使学生提高对结构智能控制

和结构健康监测的认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

光纤光栅解调仪   光纤光栅传感器同步采集系统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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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

(2)

(3)

(4)

6. 主讲教授简介

李宏男，男，现任大连理工大学土木水利学院院长,"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

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国

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辽宁省结构工程学科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多年来李宏男一直从事结构抗震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创结构多维

抗震理论与设计方法，提出多维地震动随机模型，提出“结构多维随机振动的振型

加速度法”，与导 师王前信研究员共同提出大跨度输电塔体系的抗震计算理论，创

造性地开展了房屋结构质量的动态检测及其工程应用、结构减震控制等多个领域内

的前沿课题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主持了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余项，其

中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教育部骨干教

师基金、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等。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方法，已成功地应用于工程结

构的实践中。多次到国内外大学讲学，18次参加国际会议并进行访问，1998年作

为大会主席 成功地举办了“第五届结构工程青年专家研讨会”。两次到美国做访问

教授。撰写了120余篇学术论文，著作4部，论文被引用70余次。多次获省部级

一、二、三等奖。多项成果被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项目：重大土木水利工程防灾减灾学科

创新引智基地.

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工程结构破坏机理及安全性评价.

地震行业科研专项项目：复杂高层建筑多维地震反应分析及智能控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混凝土结构多维非线性地震灾变机理与

过程模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高压输电塔-线体系抗震抗风基础研究

校企合作项目：大连市新体育中心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开发.

光纤光栅解调仪

光纤光栅传感器(应变、温度、位移)

NI数据采集仪

CompcatRIO数据采集仪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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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重大工程结构动力模型试验

1. 开课实验室：工程抗震研究所

2. 开课教师：李昕，朱彤

3. 上课地点：抗震试验大厅（一号实验楼与公安处后面）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模型试验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最直接的方法。在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进步过程

中曾经并且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实验研究与理论分析、数模分析一起依

然是人类进行科学研究的三个主要手段。

地震作为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损失与破坏的自然现象，对结构特别是高耸以及

大跨结构的潜在威胁是严重的，高耸以及大跨度结构的地震响应以及安全运行问题

是防灾减灾学科近年来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特别是近年来，在世界各国发生的破

坏性强烈地震，使得各国学者就高耸以及大跨度结构的缩尺模型试验给予了充分的

重视。

本课程以广东邮电通讯枢纽中心、广州会景湾大厦、高耸烟囱等高耸结构抗震

模型试验以及吉林红石松花江大桥、山东东营黄河大桥等大跨结构模型试验为工程

背景，介绍此一类大型结构动力模型试验的特点、模型设计原则、试验方法、以及

实验手段，主要内容如下：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

MTS双向水下地震模拟系统

NI 数据采集分析系统

DSPS 3.0 动态数据采集分析系统

BJQN-4B 光电桥梁挠度数据处理分析仪

MARAC 电磁测地系统（地质雷达）

NEC 9000 红外成像仪

光栅光纤振动数据测试系统

TDR 遥测数据采集分析系统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16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课程实验项目8



水下地震模拟系统

6. 主讲教授简介

李昕，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工程

抗震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工程结构的防灾减灾研究，尤其是海洋工程结构的破坏

机理研究。近5年来，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2项；参加973

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国际合作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1项。

近5年来，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累计发表论文44篇，其中SCI检索6篇，EI检索21

篇，ISTP检索3篇。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项。近5年来，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2010年，排名第9），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2008年，排名第4），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2009年，排名第2），获得

国际学术会议优秀论文奖1项（2010年，排名第1）。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含有相互作用腐蚀群的管道在复杂荷载作用

下的破坏机理和承载力评估（编号:50978044），2010年-2012年。

辽宁省创新团队项目：近海风电开发中的结构设计和校核的关键技术问题

（编号：LT2010023），2010年-2012年。

大连理工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深海油气管道全寿命安全运行的

关键基础问题（编号：DUT10ZD201），2010年-2011年。

国家973项目的课题：坝堤灾变系统风险分析理论与评估方法（编号：

2007CB714107），2007年-2011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高混凝土坝动力灾变过程的损

伤分析理论和失效模式研究（编号：90915009），2010年-2012年。

(1)

(2)

(3)

(4)

(5)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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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SiO2气凝胶绝热材料开发技术

1. 开课实验室：建筑材料实验室

2. 开课教师：王立久，王宝民，杨大令，曹明莉，艾红梅

3. 上课地点：综合1号实验楼107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气凝胶定义：一种由纳米量级粒子聚集并以空气为分散介质的新型非晶

固态材料。以空气取代原有骨架中的溶剂而制得的轻质纳米级多孔材

料，孔隙率高达80%-99.8%，密度可低至0.003g/cm3，因其半透明的

色彩和超轻重量，气凝胶有时也被称为“固态烟(solid smoke)”或“冻

烟 ( frozen smoke)”。它的性质主要取决于干燥过程-超临界干燥，表

面改性常压干燥。密度3kg/m3,孔隙率90%以上。硅质气凝胶基材的热

导率仅为0.007W/(m·K)。

制备技术（Sol-Gel法）：用含高化学活性组分的化合物作前驱体，在

液相下将这些原料均匀混合，并进行水解、缩合化学反应，在溶液中形

成稳定的透明溶胶体系，溶胶经陈化胶粒间缓慢聚合，形成三维空间网

络结构的凝胶，凝胶网络间充满了失去流动性的溶剂，形成凝胶。凝胶

经过干燥、烧结固化制备出分子乃至纳米亚结构的材料。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及设备图片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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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稳态热传递测试系统：测试墙体系统的传热系数

（2）平板导热仪：测试材料的导热系数

6. 主讲教师简介

王立久，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理工大学建筑节能技术中心主任，大连

市和辽宁省优秀专家，辽宁省复合材料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辽宁省颗粒学

会副理事长，全国建筑材料学科研究会副理事长，《混凝土》、《建筑技术与应

用》等杂志编委。主要从事人居环境科学与工程+X、材料过程工程学+X、混凝土

架构模型理论、建筑模网混凝土理论。研究成果丰硕：利用工业废弃物开发粉煤灰

砖、尾矿砖、墙板；建筑模网及其墙板；微晶玻璃；相变节能材料；绝热材料如硅

气凝胶和碳气凝胶及其新型墙体材料等。编著教材和专著十余部：《建筑材料

学》、《新型建筑材料》、《建筑病理学》《建筑材料工艺原理》、《建筑装饰材

料工艺》、《建设法规》等；正式发表论文200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20余项；多

次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目前正在进行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的研究。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村镇小康住宅关键技术研究（2006BAJ04A04-04）。

辽宁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建筑屋面太阳池技术研究（2008S190）。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19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课程实验项目9



(1)

(2)

(3)

(4)

钢管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试验

1. 开课实验室：结构实验室

2. 开课教师：杨有福 

3. 上课地点：结构实验室大厅一楼会议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由于具有优越的力学性能，钢管混凝土在高层建筑和桥梁等结构中应用的日益

增多。然而，近年来地震在世界范围内频发，造成大量工程结构的破坏或倒塌，给

人类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为确保钢管混凝土结构的抗震安全，减轻地震

危害，有必要对其抗震性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本项目通过钢管混凝土构件的拟静力试验和钢管混凝土结构模型振动台试验，

研究钢管混凝土构件在往复荷载作用下的荷载-变形关系，及钢管混凝土结构模型

在不同地震波作用下的抗震性能，研究结构可为理论分析提供试验数据，同时为有

关工程实践提供参考。

本项目主要试验测定钢管混凝土构件在往复荷载作用下的荷载-变形关系，以

及两个缩尺比例1:20的30层高层钢管混凝土混合结构模型在El Centro波、Taft波

和天津波作用下的地震反应。

本项目的研究结果为有关理论分析及工程实践提供了试验数据支撑，且有关研

究成果已在国内外发表，共发表相关论文20多篇，研究成果还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和三等奖各1项，并为多部地方标准采纳。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及设备图片

MTS作动器（250kN，±250mm）

千斤顶（100t）

应变片和位移计

三向六自由度模拟地震振动台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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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6. 主讲教授简介

杨有福 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得博

士学位，2003年－2005年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6年赴香港

理工大学从事科研合作和交流一年。兼任中国钢协钢结构防火与

防腐分会理事、中国钢结构协会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分会理事。主

要从事结构工程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钢与组

合结构、结构抗火和FRP加固技术等，出版《现代钢管混凝土结

构技术》，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70多篇，其中为SCI收录19篇（他引41

次），参编辽宁省地方标准《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DB21/T1746-2009》等

三部地方标准。2009年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次，获得2004年度

和2008年度福建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和2005年度福建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新型钢管混凝土结构理论与应用关键问题的系列

研究；

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钢管再生混凝土构件工作机理与设计理论研究。

MTS作动器 振动台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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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环境水流的数值模拟、流场动画与工程应用

1. 开课实验室： 水利水电研究所

2. 开课教师： 金生，艾从芳

3. 上课地点：综合实验3号楼工程水力学实验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同理论分析、模型试验一样，数值模拟技术已经成为规划、设计、预报与决策

的重要手段。由大连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HydroInfo水利信息系统具备了相当强大

的环境水流数值模拟功能。其不仅包括了相对简单的概化模型，如：库群、泄水建

筑物、堤坝、河网，管网，平面二维浅水模型等，还可以模拟诸如三维溃坝水流等

复杂流动。系统还包括了多维分区耦合模型，泥沙、盐度、污染物及水温等输运模

型，波浪模型，渗流模型等。虽然复杂问题的数值模拟研究与开发需要多学科的知

识储备，但是对于使用者得要求并不高。对于大学一年级本科生，初步了解数值模

拟的目的、功能、方式方法，学会对简单问题进行数据准备并给出分析结果，是可

行的。

考虑到复杂环境水流数值模拟的数据准备时间长，大规模计算的耗费机时长。

本实验内容划分为授课简介、指导示范、实际操作三部分。通过学习，实现如下目

标：

了解环境水流数值模拟的目的、主要过程。

认识到物理过程是有规律的，有些规律是可以通过数学模型描述的，结合

数学模型与计算机技术，这些规律可以以图表、动画等方式展现出来。

通过与理论分析结果、实验室测量结果及野外现场观测结果的对比，确认

数值模拟的结果是可靠的。

在导师的示范指导下，对简单的环境水流问题进行数值实验，包括填写数

据、给出计算结果图表，写出分析报告。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及设备图片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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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流域模拟界面

三维溃坝水流

6. 主讲教授简介

金生，1963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7月、1987年3月、1990年9

月分别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气动力专业学士、应用力学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90

年10月-92年10月在大连理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2年10月晋升为副教授，

1998年9月晋升为教授，2000年5月评聘为博士生导师。目前担任水利学会水工水

力学专业委员，力学学会环境流体专业委员。《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期刊编委。

主要承担完成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维溃坝问题的数值模拟，交通部西部开发

重点项目“山区河流航道整治关键技术研究”在内的40多项工程和研究课题。目前

主要从事环境水流数值模拟，坝体渗流与稳定，工程泥沙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自主

开发的环境水利信息系统已广泛应用于水利、电力与冶金系统的实际工程。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水利部：珠江流域洪水、泥沙与咸潮治理。

冶金系统：高尾矿坝的坝体渗流与稳定。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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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混凝土破坏过程数值模拟
及其大规模科学计算

1. 开课实验室：岩石破裂与失稳研究所

2. 开课教师：唐春安，梁正召，张永彬

3. 上课地点：综合实验4号楼331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你想在计算机前完成物理试验室中的经典力学试验吗？你想看到岩石与混凝土

裂纹的动态实时扩展过程吗？你想看到工程灾害的发生过程吗？本课程将带你进入

岩石与混凝土破坏数值试验的新天地。

研究固体材料在外部载荷和环境作用下，材料中缺陷的演化规律及其导致材料

最终失效或破坏的全过程，是力学家和材料科学家为之长期奋斗的跨学科命题。岩

爆、大坝开裂、岩土边坡失稳、地震、瓦斯突出、采场顶板冒落等众多地质灾害性

的事故发生，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也表明人类目前尚缺乏对岩土

材料的不规则性、非均匀性和非线性本质的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致使许多

岩石力学问题无法定量或定性的予以解释和分析。岩石、混凝土由于其不均匀性、

非线性、非连续性，其破坏过程一直是力学、材料和工程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和难点

之一，而数值模拟方法是研究材料破坏过程的一种重要手段。数值试验正在成为科

学和工程许多领域内解决问题的主流方法，与理论分析、实验研究一起成为科学研

究的三大支柱之一。

本课程利用现代计算力学原理和计算机可视化技术，对岩石、混凝土力学实验

以及工程灾害进行数值试验，突破了传统岩石混凝土力学实验观测难、分析难、重

复难等多种弊端，为岩石混凝土力学与岩土工程灾害的科研与教学开辟新途径，不

仅达到了岩石力学辅助教学的目的，而且可以成为岩石力学理论分析、物理试验研

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及设备图片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课程实验项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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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讲教师简介

唐春安教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力学所非线性力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特邀研究员、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中

国小组主席。获得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的资助，首批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主要从事岩石破裂过程失稳

和脆性材料的破坏机制研究，研究领域涉及地下工程和边坡稳定性、岩层移动、岩

爆、地震机制等。研究开发的具有国家版权局知识版权的岩石破裂过程分析RFPA

系统。先后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部委级基础性研究课题，曾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冶金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青年科技奖等。目前承担973课题“采动

岩体渗流规律与突变机理”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采动煤岩地质环境劣化

诱发矿山动力灾害机理研究”等国家及省部级课题10余项。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子课题：采动岩体渗流规律与突变机理

（课题编号：2007CB209404），2007-20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采动煤岩地质环境劣化诱发矿山动力灾害机

理研究， 2007-20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深部开采岩爆动力灾害机理及

其预测方法研究（课题编号：50820125405），2009-2012。

(1)

(2)

(3)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25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课程实验项目12

深腾1800高性能服务器

性能参数

CPU个数

CPU类型

核心数

理论计算峰值

内存

网络

指标

100个

Intel Xeon™DP 5430 (4核)

400个

4.085万亿次

800G

Infiniband



太阳能复合能源系统与物联网建筑节能实验
1. 开课实验室：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实验室

2. 开课教师：张吉礼，马良栋

3. 上课地点：建设工程学部3号楼1楼、6楼和4号楼2楼建环专业实验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我国正处在城镇话和城市建设高速发展时期，建筑、能源和环境三者可持续发

展问题日益突出，建筑产业必然由传统的高消耗、高污染发展模式转向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以人为本的高效模式发展，如何提高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提升

建筑功能、贯彻低碳绿色建筑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工程界关注的焦点。将太阳能等

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相结合，解决建筑能源供应是缓解我国常规能源紧张的现状

及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继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之后，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正在成为信息产业第四次浪潮。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物联网的发

展，温家宝总理2009年8月在无锡提供了“感知中国”之设想，掀起了我国物联网

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发展的热潮。建筑物联网对提升建筑功能、实现建筑节能具有重

要的意义。本实验项目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结合张吉礼教授课题组十几年的科研成

果和实验平台面向土木工程全体本科生而开设的，通过四种实验系统的介绍和讲

解，使学生了解太阳能光电光热及其建筑一体化技术、新型建筑冷热源技术、新型

重要空调技术和建筑能源系统物联网及其建筑节能技术，进而使学生了解建筑全寿

命过程中建筑、能源、环境三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先进技术对现代建筑功能提

升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及设备图片

 （1）太阳能光热光电及其建筑一体化性能试验台

太阳能集热器阵列   太阳能实验房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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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建筑能耗数据中心

（4）建筑能源系统物联网与建筑能耗监测试验台

蒸汽压缩式热泵制冷系统试验台 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

（3）建筑冷热源及冷凝换热性能试验台

变风量空调智能控制器 中央空调风系统与空调机组

（2）中央空调系统智能控制性能试验台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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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讲教师简介

张吉礼，男，1969 年 10 月出生，博士，教授，博导，中共党员，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副部长。分别获得暖通

空调硕士学位、工程力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哈工大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博士后流

动站、江苏双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做博士后研究工作。2004 年任教授，

2005 年 被 评 为 博 士 生 导 师；2006 年 7 月 到 美 国 Nebraska University of 

Lincoln 作为访问教授从事”建筑能源系统优化控制”研发工作。ASHRAE 会员，《暖

通空调》编审委员会委员，《Energy and Building》、《中国电机工程学报》、《化

工学报》、《浙江大学学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天津大学学报》、《暖通空调》

等期刊审稿专家。获发明专利 10 项，实用新型专利 12 项；发表学术论文 160 余（其

中，SCI 检索 7 篇，EI 检索 49 篇，ISTP 检索 32 篇）；出版编著 2 部；获黑龙江

省技术发明奖 1 项；获黑龙江省级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1 项；累计指导硕士生 32 人、

博士生 6 人，出站博士后 2 人；在校硕士生 10 人、博士生 6 人，在站博士后 2 人。

围绕“建筑节能与新能源开发利用”形成了稳定的研究方向：建筑能源系统物联网

（iBES）理论与应用、空调制冷系统健康诊断与智能控制、蒸发冷凝先进强化换热

理论与换热装备、太阳能复合能源建筑一体化及设备开发。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空调水系统最不利环路的辨析与应用，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基金：空调水系统最不利热力环路在线辨

识与变压差优化控制方法，2010年1月~2012年12月。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类研究型培育项目：大型公建空调系统智能

控制机理与方法（DUT11ZD105），2011.1-2012.12。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大型公共建筑能量管理与节能诊断技术

研究”子课题（2006BAJ01A09）：公共建筑机电设备系统节能控制调节

的设计、分析、实施与检验标准方法研究（2006BAJ01A09-04），

2006年10月~2010年12月。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建筑科学用能体系的长期评价方法与

监控技术的研究（2008BAJ12B05-5）”子课题5：基于Internet的建筑

设备优化运行控制和能源管理技术和子课题6：城市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测

技术，2008年4月~2010年12月。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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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人工环境系统与设备实验

1. 开课实验室：建筑环境与设备实验室

2. 开课教师：端木琳、王树刚、张腾飞、王宗山

3. 上课地点：综合实验1号楼101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现代社会日趋增加的化石能源使用加剧了全球的碳排放，给能源供应以及环境

效应带来沉重负担，开发低碳人工环境系统与设备对减少人居环境领域的碳排放极

其重要。因此，有必要开展如下研究工作：围绕土壤源热泵系统的设计是否能达到

节能环保的最优值的关键性问题开展研究；双级压缩空气源热泵实验台针对空气源

热泵低温工况下出现的问题研究；大型飞机客舱环境试验台是在地面通过人工方法

来模拟大型飞机在高空巡航时客舱内空气环境的实验设施。

通过上述研究，实现如下目标：探索利用环境能源如大地能、空气能的新型人居

环境冷热调节系统及设备，以及交通工具内使用新型空气投送系统的高效空气环境。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及设备图片

土壤源热泵设备现场 模拟舱内暖体乘客假人

双级压缩热泵设备机组 恒温恒湿环境室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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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讲教授简介

端木琳，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

程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一直从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在

人体舒适性、工位空调、污水/海水源热泵、土壤源热泵、农村住宅采暖、建筑节能

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目前致力于区域能源优化规划和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

领域的研究。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级、省部级以及其他各类课题的研究工作，包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等。获得华夏建设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劳动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大连市科技进步

一等奖、大连市“阳光杯”“巾帼节能技术创新发明奖”三等奖等，被评为大连市

优秀专家，被授予大连市“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

王树刚，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理工大学建筑环境与设备研究所

所长。长期从事空气源热泵制冷设备与系统、室内空气品质及地下热环境等方面的

研究。先后负责国家973计划子课题、国家863计划专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铁

道部攻坚计划专题、国家十一五支撑计划子课题、国防预研项目等各1项，日本三

洋电机株式会社国际合作项目4项。出版专著1部，申请或获批发明专利6项。近五

年发表各类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SCI/EI检索10余篇。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筑环境差异化对人体热舒适的影响及评价研究，

2007- 2009。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 确 定 建 筑 物 内 空 气 传 播 物 污 染 源 的 反 问 题 研 究 , 

2009-2011。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 呼 吸 墙 多 孔 渗 流 、 动 态 保 温 与 空 气 过 滤 机 理 ，

2010-2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热环境参数瞬变过程人体热反应研究，2010-2013。

国 家 科 技 支 撑 计 划 ： 村 镇 建 筑 节 能 及 改 善 室 内 热 环 境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 

2006-2009。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管网系统动态负荷分析与预测技术，2007-2010。

863计划：深井热害评价与冰浆降温技术及装备，2009－2011。

校企合作项目：AP1000核电厂主控室非能动应急可居留系统Ansys-CFX

二次开发，深圳中广核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010-2011。

校企合作项目：利用通风系统调节客机舱内空气湿度的研究，波音飞机公

司， 2010-2011。

(1)

(2)

(3)

(4)

(5)

(6)

(7)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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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复杂应力条件实验
1. 开课实验室：岩土工程实验室

2. 开课教师：郭莹

3. 上课地点：综合实验1号楼111 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海洋工程结构与地基的动力响应、变形及破坏与陆地上的也有显著不同! 除受

到建筑物自重、风、地震荷载以外，还受到暴风波浪、冰荷载、水流作用，风浪将

激起建筑物地基土体产生水平振动、竖向振动以及摆动等复杂的合成振动与耦联振

动，本项目针对波浪等复杂荷载研究土体的静动力特性。

该项实验项目针对不同类型的地基土体，如砂土、粉土、原状和重塑黏性土、

粉煤灰、海洋钙质砂，开展单元实验研究，利用处于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先进仪器

设备，实现复杂的加载条件，如初始主应力方向偏转为代表的多种初始固结条件，

以模拟海洋荷载条件的主应力方向循环旋转为代表的多种复杂循环应力路径条件，

为开创性地研究在复杂静、动力荷载条件下的土体的静、动力变形与强度特性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该项实验对于弹塑性本构模型的建立，将实验成果用于海洋土液化的数值分析

领域，为指导工程设计特别是大型复杂海洋工程设计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培养10

余名博士、10余名硕士，多项研究成果具有创造性，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空白，获

得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在国内外期刊及国际会议上发表了近百篇高水

平研究论文，几十篇EI收录。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土工静力、动力三轴-扭转多功能剪切仪

这套设备非定型产品，从实验功能方面，在国内外均处于领先水平，已成为海

岸与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标志性研究成果，获得专家、领导和学生的广泛关注

和好评，功能强大、性能良好。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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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讲教师简介

郭莹，工学博士，副教授，大连理工大学土木水利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硕士

生导师。1996年10月起任副教授。20多年来一直从事岩土工程领域的教学和科研

工作，主要研究的方向：土工试验技术、土的静动力特性、海洋土力学等方面的研

究工作。主要参加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重点项目2项，面上项目4项，

主持或主要参加完成各类科研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其中EI收录20余

篇，出版教材9部，其中主编2部，副主编1部。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211”工程建设项目, “海岸和近海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计划“九五”期

间建设子项目：土工静力－动力液压三轴－扭转多功能剪切仪建设，1997

年-2001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复杂应力状态下土的本构模型及其在海床动力学

中的应用，2002年-2004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波浪作用下海洋粘土的循环软化特性与本构模型

及其在海洋地基分析中的应用，2006年-2008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基金：海洋土的工程特性及其地基的变形机理研

究，2007年 -2010年。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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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响应型建筑研究进展及关键技术开发

1. 开课实验室：建筑环境与新能源研究所

2. 开课教师： 陈滨、张宝刚、赵金玲

3. 上课地点： 综合实验 3 号楼 209 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你喜欢“冬暖夏凉”的房屋吗？在现在离开了采暖空调设备就无法渡过酷暑严

寒的生活时代，是否还有这样自然、舒适的建筑呢？本课程将向你介绍一种代表学

科前沿发展方向的建筑形式——“气候响应型建筑”。

国际能源组织从 1979 年开始以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学者为主开展了一系

列建筑节能研究项目，在已完成的 39 个项目中，与被动式建筑有关的项目占

40%，正在进行的 12 个项目中，有 4 项与被动式建筑设计有关，尤其是 2004 年

~2009 年 进 行 的 ANNEX44（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ve 

Elements in Buildings）项目，提倡的一个重要理念为：建筑构件不再只具有或

设计成“单一的功能”，而是具有良好的调节环境的作用。在本课程中，将重点向

你讲解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

究方法，研究开发可持续性建筑健康环境保障技术体系和基于自然调节技术集成的

建筑设计方法，提出实现自然调节建筑气候响应特性、人体适应性热舒适以及顺应

四季养生法生理节律变化等和谐统一的建筑室内环境评价方法。在课程中你可以了

解到最新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并通过建于我校的气候响应型建筑实验平台，学习如

何实现建筑物的能量收集、传输和储存的方法。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及设备图片

气候响应型建筑实验平台：主要开展建筑集成太阳能空气集热器的热性能、最

佳热输送方式及利用建筑构造体蓄热等相关技术开发的实验研究。实验平台包括两

间实验房和一间对比房，外景图片见图 1。实验平台配备有计算机多点巡回检测系统。

室外气象站能连续自动记录室外温湿度、风速风向以及水平和南向垂直面的太阳辐

射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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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讲教授简介

陈滨，1960 年生，教授，留日归国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为 《太阳能学报》《太

阳能》杂志编委，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太阳能热利用专

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和中国房地产协会技术政策专家委员会专家，太

阳能热利用与可持续性建筑技术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2006 年 10 月作为特邀嘉

宾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可再生能源世界大会”，并担任分会主席；2010 年 4 月

组织策划了“中日百年住宅建设高峰论坛”，2007 年获邀入编美国科学与工程世界

名人录。

先后负责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 项，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重点项

目子课题 2 项，国际合作项目 5 项，部省市纵向课题 5 项。近 5 年来，共发表科

研论文 80 余篇，SCI 检索论文 14 篇，国际会议 27 篇，国内核心期刊 29 篇，出

版专译著 5 部。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村镇建筑太阳能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的课题子课题——村镇建筑被动太阳能采暖技术研究，2011.1~2014.12。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重点项目：可再生能源与建筑集成技术的研究与示

范——子课题 4：“太阳能空气集热模块的研究开发”，2007.1~2009.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关于含太阳能集热墙体部件的住宅建筑最佳热输

运过程的研究，2008.1~2010.12。 

纵向国际合作项目：关于支撑中国低碳发展风土适应型生活方式的研究，

日本文部省国际合作项目，2009.6~2010.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基于建筑气候学理论室内环境自然调节方法的研

究，2011.1~2013.12。 

(1)

(2)

(3)

(4)

(5)

图1 气候响应型建筑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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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跨度桥梁静动力实验

1. 开课实验室：桥梁工程研究所

2. 开课教师：张哲，许福友，檀永刚

3. 上课地点：风洞实验室，桥梁工程实验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近 20 年来，大跨度桥梁在我国得到迅猛的发展，目前主跨在前 10 的最大跨

径悬索桥、斜拉桥和拱桥，我国分别占据 5 座，6 座和 6 座。随着桥梁跨径的增大，

结构风敏感性增加，风荷载往往成为设计控制荷载，桥梁抗风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合理先进的结构体系不仅可以节省工程造价，而且能够彰显结构的力与美。

实用、经济、安全、美观、耐久、环保是我们进行桥梁设计需要遵循的原则。

本实验项目主要介绍大跨度桥梁，尤其是大连理工大学桥梁工程研究所设计的

大跨新型桥梁体系所涉及的静力模型实验和风洞实验。介绍国内外大跨桥梁发展现

状、发展趋势，大跨桥梁所涉及的主要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通过几座大桥

静动力实验模型和实验过程的讲解，借助大量图片、录像、动画演示等，提高同学

对桥梁静动力实验的认识，了解试验所采用的仪器设备，了解我校桥梁工程学科研

究方向和水平。达到开阔学生视野、培养探究兴趣的效果。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及设备图片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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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6. 主讲教师简介

张哲，男，1944 年 4 月生，教授，博导，大连理工大学桥梁工程研究所所长，

风洞实验室主任，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中国土木学会桥梁与

结构分会理事，中国公路学会桥梁分会理事，中国土木学会桥梁与结构学会风工程

专委会委员，建设部建筑工程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在现代桥梁设计理论、桥梁施

工技术与工程控制及新型桥梁结构理论分析及工程实践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工作。指导博士生近 30 名，硕士生 60 余名。发表论文 15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1 部。

获建设部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 项，教育部高校科学技术二等奖 2 项。主持

设计大跨新型桥梁 50 余座，获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 1 项，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 1 项，二等奖 2 项，辽宁省优秀设计二等奖 3 项，大连市优秀设计一等奖 1 项，

大连市优秀设计等奖 4 项。承担完成国家及省部级纵向科研课题 5 项。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国家自科基金：大跨斜拉 - 悬吊协作桥施工期风振理论与试验研究，

2008.1~2010.12。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预 应 力 混 凝 土 桥 墩 抗 震 性 能 与 模 型 试 验 研 究，

2011.1~2013.12。

交通部西部课题：斜拉 - 悬吊协作桥体系研究，2006.7-2011.5。

大连星海湾跨海大桥 ( 主跨为 460m 双层桥面悬索桥 ) 风洞试验研究，

2010.9-2010.4。

大连虎滩大桥 ( 主跨为 500m 下承式钢箱提篮拱桥 ) 风洞试验研究，2011。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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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废旧沥青路面材料再生利用的实验技术

1. 开课实验室：道路工程实验室

2. 开课教师：陈静云，李玉华，刘婉秋

3. 上课地点：道路工程实验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在高等级沥青路面养护中产生的大量废旧沥青混凝土材料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

境，如何有效利用废旧沥青路面材料，涉及到养护管理、实验检测、工程设计及施

工工艺等技术，其中实验技术尤为重要。本实验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 

(1) 再生沥青实验检测技术

废旧沥青混凝土材料中的老化沥青只占沥青重量很小的比例，剩余的沥青可回

收再利用；通过添加再生剂，使沥青性能满足要求。

(2) 热再生沥青混合料实验检测技术

废旧沥青混凝土中的粗、细骨料及矿粉等材料是典型的无机物质，除块状石料

在路面剥离过程中出现少量碎裂外，集料基本上不发生化学变化，这是骨料回收利

用及再生沥青混合料的前提基础。 

(3) 冷再生及温拌沥青混合料实验检测技术

实验内容：( 改性 ) 乳化沥青冷再生沥青混合料及温拌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

方法、路用性能实验检测与预测方法。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及设备图片

沥青混合料离心抽提仪、燃烧法沥青含量测定仪：完成沥青回收实验检测。

旋转烘箱、压力老化机、沥青黏度仪、延度、软化点、针入度仪：完成老

化沥青、再生沥青性能检测；

马歇尔试验仪、UTS 材料实验机、车辙试验机、：完成沥青及沥青混合料

配合比设计及路用性能实验。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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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6. 主讲教师简介

陈静云，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 年原哈尔滨建筑大学道桥专业毕业，参与

沈大高速公路设计，1987 年调入大连理工大学土木系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沥青

路面结构设计、沥青路面现场热再生等。发表沥青混凝土结构及材料相关论文 19 篇，

EI 收录 9 篇。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3 项。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863 项目子题：沥青混凝土路面现场热再生工艺及试验检测技术研究，

2008-2011.

辽宁省交通厅重点项目： 纤维碎石封层沥青路面预防性养护技术技术，

2009-20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水泥砼桥面沥青砼铺装结构设计的特征参数研

究，50578031, 2006-2008.

图 1  沥青燃烧炉图   图 2 自动数显磨耗试验机

图 3  沥青压力老化箱 图 4  车辙试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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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水工建筑物波流作用效应

1. 开课实验室：港口与近海工程研究所

2. 开课教师：张日向，姜萌

3. 上课地点：综合实验3号楼1楼试验大厅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实验目的：通过物理模型实验教学，使学生了解海洋波浪水流力的环境条件下，

对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建筑物的作用效果。对未来选学本专业的理论知识有初步理

解和感性认识，通过实验课的形象模拟和实际研究课题案例的演示与操作，使学生

熟悉本专业相关实验的操作和仪器的使用，进一步理解本专业前沿发展情况和相关

知识，提高学生对本专业的兴趣和认识，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动手解决实际工程

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有益于潜力开发。

实验内容：1）防波堤实验：测试和了解防波堤的稳定性；防波堤的波浪爬高、

越浪情况；斜坡堤与直立堤的不同受力。2）直立桩柱底部泥沙冲刷模型试验：研

究波浪与水流共同作用下海洋沙土中直立桩柱基础的局部冲淤，观测直立装柱基础

周围地形的冲淤变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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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讲教师简介

本课程由张日向教授和姜萌副教授负责讲授。张日向教授三十余年来一直从

事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现任港口与近海工程研究所所长、

实验室主任。近年来负责完成不同码头工程、近海工程的物理模型实验等几十项

科研工作，科研成果应用到实际工程中，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姜

萌副教授长期从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的教学和实验工作，编写了 3 本专业

课教材，多次参加国家级和企事业单位委托的科学研究与实验课题，理论基础扎实、

实验经验丰富。

7. 相关研究的项目支撑

国家基金项目：波流共同作用下近海大尺度孤立建筑物基础冲刷研究

国家基金项目：波流作用下海底管道立管底部局部冲刷的数值模拟

大连湾港老港区搬迁改造工程水工结构波浪荷载物理模型模型试验

广东珠海 LNG 接收站海水排放数学模型试验

垦利 20-1 油田装配式人工岛结构型式研究与设计

大窑湾航道改扩建工程整体波浪模型试验

洋山深水港区水平式防波堤消浪性能试验研究

海南渔业补给基地工程及永兴岛陆岛交通码头工程实验

大连船舶重工防波堤断面物理模型试验研究

新海航运客滚船舶通航波浪数模试验

大连新港新 30 万吨级进口原油码头水工结构波浪荷载物理模型试验研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水工实验数据采集分析系统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40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课程实验项目19



智能结构系统实验

1. 开课实验室：智能结构系统研究所

2. 开课教师：周智

3. 上课地点：综合实验4号楼320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采用现代智能传感器，包括光纤传感器、压电传感器等、声发射检测技术对结

构进行健康监测。实验内容包括，光纤分布式应变、温度、位移等参量传感技术验

证试验，对有兴趣的同学，提供亲手制作传感器的动手操作锻炼环节。利用该项技

术可以实现对监测长度为 30 公里内任意一点的温度和应变的测量。此外，针对声

发射损伤探测技术进行验证性试验。

课程首先结合本科研团队重大土木工程结构健康监测应用实践，如水立方、黄

河大桥、海洋平台等项目，向同学们介绍面向重大工程结构健康监测的系统集成技

术，然后有选择的进行上述试验教学环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同学们可以了解当

前国内外重大土木工程结构健康监测技术前沿发展方向与主流实现手段。

本实验目的是开阔同学视野，启发与培养同学们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鼓励

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独到创新性意见。在课程结束后，欢迎学有余力的

同学能够针对具体创新性问题进行深入科学试验研究，本实验室将为同学创造国际

领先的试验条件。

本科研团队在结构健康监测与损伤诊断、安全评定领域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2 项、高校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

1. 开课实验室：智能结构系统研究所

2. 开课教师：周智

3. 上课地点：综合实验4号楼320室

4. 实验项目内容简介

采用现代智能传感器，包括光纤传感器、压电传感器等、声发射检测技术对结

构进行健康监测。实验内容包括，光纤分布式应变、温度、位移等参量传感技术验

证试验，对有兴趣的同学，提供亲手制作传感器的动手操作锻炼环节。利用该项技

术可以实现对监测长度为 30 公里内任意一点的温度和应变的测量。此外，针对声

发射损伤探测技术进行验证性试验。

课程首先结合本科研团队重大土木工程结构健康监测应用实践，如水立方、黄

河大桥、海洋平台等项目，向同学们介绍面向重大工程结构健康监测的系统集成技

术，然后有选择的进行上述试验教学环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同学们可以了解当

前国内外重大土木工程结构健康监测技术前沿发展方向与主流实现手段。

本实验目的是开阔同学视野，启发与培养同学们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鼓励

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独到创新性意见。在课程结束后，欢迎学有余力的

同学能够针对具体创新性问题进行深入科学试验研究，本实验室将为同学创造国际

领先的试验条件。

本科研团队在结构健康监测与损伤诊断、安全评定领域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2 项、高校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

5. 主要仪器设备介绍

BOTDR 测量技术是国际上今年来才研发出来的一项用于光通讯和结构监测领

域的尖端技术。与传统的监测技术相比，该技术具有分布式、长距离、耐腐蚀、抗

干扰等诸多优点，因此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加拿大都在竞相开展这一技术的理论

和应用研究，但国内将 BOTDR 技术应用于土木工程以及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的变

形监测和健康诊断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由于技术设备等原因，我国在这方面的

研究主要是理论研究，在该技术的应用研究方面还未系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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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DR 分析仪是基于光纤光学和激光的测量系统，使用激光的相互作用的测

量原理：受激布里渊散射｛Stimulated Brillouin Scattering (SBS)｝。SBS 光纤

材料的固有物理特性，可提供测量分布在光纤上的应变及温度的重要信息。标准或

特种单模通信光纤和光缆都可以被用来作为传感器件。光纤局部的 SBS 特性能被

测量出来是由于该仪器具有创新的和高度可靠的配置。这种专利技术是完全自动内

部参考与校准，可长期测量而不需要任何预先校准。多根传感光纤可以同时连接到

仪器上并实现自动测量。

光纤光栅解调仪  OTDR仪

6. 主讲教师简介

周智，男，1973 年生，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结构健康监测研究，在智能传

感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近年来在国际期刊发表文章 30 余篇，并获得多

项专利。为国内外多个学会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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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考核记录表

专题名称序号 教师签字 时    间 评    分

姓名：                      学号：                     班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低温条件下冰试样制作及物理和力学性质试验

实验室的波浪生成技术

海洋环境荷载作用下的水弹性力学实验研究

近岸环流系统水动力特性试验研究

波浪与深海海洋平台相互作用试验

核电站海域工程的岩土分析

工程结构健康监测与控制前沿技术

重大工程结构动力（地震）模型试验

SiO2 气凝胶绝热材料开发技术

钢管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实验

环境水流的数值模拟、流场动画与工程应用

岩石混凝土破坏数值试验及其大规模科学计算

太阳能复合能源系统与物联网建筑节能实验

低碳人工环境系统与设备实验

土体复杂应力条件实验

气候响应型建筑研究进展及关键技术的开发

大跨度桥梁静动力实验

废旧沥青路面材料再生利用的实验技术

港口水工建筑物波流作用效应

智能结构系统实验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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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学    号 班     级

学习心得：（包括知识要点，个人体会等）

课程建议：（包括教学内容、授课方法、考核模式、管理模式等）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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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专题学习心得大纲

各位同学在学习完每个专题后，均需要提交针对此专题的学习心得，学习心得

包括如下部分的内容：

（1）针对此专题讲述内容中的知识要点的简要总结；

（2）提出此专题的疑难问题或希望教师进一步深入讲解的问题；

（3）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或可以解决的工程问题；

（4）对此专题讲授的内容、授课手段和方法提出建议；

（5）对此学科和研究领域发表自己的看法。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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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利学科前沿实验

学习日志

大连理工大学土木水利教学实验中心

2011年6月

姓名：

班级：

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