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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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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毕业时间 2016-01-13

职称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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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 上海大学 社会任职 无

是否近3年内回国且具有2年及
以上的海外经历

否 是否为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往届
入选者

否

二、主要学历（从大学填写）

起止 专业学校院（系）序号 学位

-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1 2006/09/01 车辆工程 学士2010/07/01-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2 2010/09/01 机械工程 博士2016/01/13-

三、主要工作经历

年月

1 2016/01/18 博士后2019/12/04- 上海交通大学

2 2017/08/28 访问学者2018/01/08-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3 2019/12/09 副研究员- 上海大学

-

-

-

-

-

年月起止序号 职务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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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ynamic analysis of uncertain spur
gear systems

1

Mechanical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IF=6.823，1
区Top，Q1)

2021, 150:
107280

论文
Wei S, Chu F L, Ding H,
Chen L Q.

A Lagrange surrogate-based approach
for uncertain nonlinear oscillators2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IF=3.655，2

区Top，Q1)

2021, 501:
116075

论文
Wei S, Lan J C, Ding H,
Chen L Q, Peng Z K.

Parametric identification of time-
varying systems from free vibration

using intrinsic chirp component
decomposition

3
Acta Mechanica

Sinica(国内力学旗舰期
刊 ，Q1)

2020, 36(1):
188-205

论文

Wei S, Chen S Q, Dong
X J, Peng Z K, Zhang W
M.

A nonlinear subspace-prediction error
method for identification of nonlinear

vibrating structures
4

Nonlinear
Dynamics(IF=5.022，1

区Top，Q1)

2018, 91(3):
1605-1617

论文
Wei S, Peng Z K, Dong
X J, Zhang W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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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namic response of a single-mesh
gear system with periodic mesh

stiffness and backlash nonlinearity
under uncertainty

5
Nonlinear

Dynamics(IF=5.022，1
区Top，Q1)

2017, 89(1):
49-60

论文
Wei S, Han Q K, Peng Z
K, Chu F L.

Dynamic analysis of parametrically
excited system under uncertainties

and multi-frequency excitations
6

Mechanical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IF=6.823，1
区Top，Q1)

2016, 72-73:
762-784

论文
Wei S, Han Q K, Peng Z
K, Chu F L.

Dynamic response analysis on
torsional vibrations of wind turbine

geared transmission system with
uncertainty

7
Renewable

Energy(IF=8.001，1区
Top，Q1)

2015, 78: 60-
67

论文
Wei S, Zhao J S, Han Q
K, Chu F L.

考虑不确定性因素的齿轮系统动
力学研究综述

8 机械工程学报
2016, 52(1):

1-9
论文 魏莎, 韩勤锴, 褚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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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介绍候选人研究背景，研究方向与目标，重点介绍研究的创新性以及需要“托举”的需
求，如：专家智囊，学术交流机会等。简要说明推荐理由，以及候选人的亮点等，1000 字内）

       候选人2010年本科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同年免试进入清华大学直博，导师褚福磊教授
，于2016年获博士学位，随后进入上海交通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合作导师为彭志科教授，于
2019年出站加入上海大学力学系陈立群教授团队，现为副研究员。曾赴加拿大学习四个月，导
师为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左明健教授。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线性系统动力学。候选人在相关领
域发表SCI收录论文14篇，EI收录论文11篇，其中一作发表的Q1期刊论文9篇，SCI他引173次。
发表在《机械工程学报》的论文《考虑不确定性因素的齿轮系统动力学研究综述》入选2019年
“领跑者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
        候选人针对非线性系统中的动力学不确定问题和系统辨识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取得了以下代表性成果：(1)针对不确定性对非线性系统动态特性影响
规律不清的问题，提出了一类基于Chebyshev多项式的非概率分析方法，包括区间谐波平衡法
及其改进方法，揭示了参数不确定性在非线性系统中的影响规律，并通过实验进行了验证。相
关成果被国际同行评价为“发现了小参数不确定性在齿轮箱中的传播特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
导致明显的动态响应不确定性。(They found that the small parameter uncertainties are propagated in
the gearbox, and may lead to relatively large uncertainties of the dynamic responses.)”。(2)针对现有辨
识方法在噪声环境下辨识精度不高的问题，发展了一类基于本征线性调频分量分解的时频域方
法和基于子空间理论的时域辨识方法，提高了结构系统参数估计的准确性和抗噪性。相关成果
被国际同行评价为“卓有成效的方法[11-15]。⋯，提高了参数辨识在噪声环境下的鲁棒性。
(⋯  many  fruitful  methods  have  been  published  [11–15].  ⋯improve  the  robustness  of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in  noisy  environment.)”。
        候选人主持完成北京强度环境研究所项目“基于试验频响和有限元的子结构混合建模方法
”(合同经费21.5万元)。该项目针对航天飞行器力学环境预示需求，研究了基于试验频响函数
和有限元的混合建模方法，攻克了转角自由度处理、子结构混合建模等关键技术，提出了适用
于连接结构的混合建模方法。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5720厂(国营芜湖机械厂)项目“复杂液压管
路系统动力学建模、分析与优化”(合同经费96万元)。该项目针对航空装备维修领域主力战机
导管异常振动问题，研究了复杂液压管路系统动力学建模、故障机理与布局优化方法，建立了
振动失效故障溯源方法，改进了制造装配工艺，已开展的多次现场测试表明提出的方法取得了
初步成效。
        候选人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参与组织了第八届国际振动工程会议等多次国内外学术
会议，受邀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办的动力学与控制青年论坛等学术交流活动。
        候选人是非线性动力学领域的青年科研骨干，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其研究方向既具有前
沿性，又密切结合航空航天工程需求。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充分展现出候选人优秀的学术和科研
能力。力学学会强烈推荐候选人申报“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支持其进一步围绕学科前沿和国
家需求开展深入研究，充分利用力学学会的多层次托举平台为候选人的科研和学术交流提供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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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奖推荐表附件材料

1、项目申报书（包括所有推荐人签字） （共1个附件）

   （1）项目申报书扫描件.pdf

2、个人照片（共1个附件）

   （1）个人照片.jpg

3、博士证书（共1个附件）

   （1）博士证书.pdf

4、其他佐证材料（共13个附件）

   （1）中国人民解放军5720厂项目合同.pdf

   （2）北京强度环境研究所项目合同.pdf

   （3）面上项目批准通知.pdf

   （4）青基项目批准通知.pdf

   （5）领跑者5000证书-考虑不确定性因素的齿轮系统动力学研究综述.pdf

   （6）论文首页-Dynamic analysis of uncertain spur gear systems.pdf

   （7）论文首页-A Lagrange surrogate-based approach for uncertain nonlinear

   （8）论文首页-A nonlinear subspace-prediction error method for identification

   （9）论文首页-Dynamic response of a single-mesh gear system with periodic mesh

   （10）论文首页-Dynamic analysis of parametrically excited system under

   （11）论文首页-Dynamic response analysis on torsional vibrations of wind

   （12）论文首页-Parametric identification of time-varying systems from free

   （13）论文首页-考虑不确定性因素的齿轮系统动力学研究综述.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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