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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要介绍了首届全国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的情况，对与会学者所做的报告内容进行了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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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First National Symposium on Explosion and Shock Dynamics for Young Scholars was brief

introduced, and all of the scientific reports presented at this symposium were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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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爆炸与冲击动力学是一个交叉性强的力学分支

学科，主要研究爆炸、冲击和能量突然沉积等强动载

荷下介质、材料与结构的力学响应、效应及工程技术

应用.当前，爆炸与冲击动力学的发展重点和学科前

沿主要有非平衡爆轰与爆轰波结构，复杂介质状态

方程的本构理论与材料动态力学，复杂结构高速撞

击与侵彻动力学，超高速碰撞新原理和新方法，多场

耦合模型建立与多尺度高精度计算方法以及在武器

装备、航空航天和民用安全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等.

为了深入交流和探讨爆炸与冲击动力学学科

发展的最新进展、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挑战性科学问

题，为青年工作者提供深入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发起，并联合中国

力学学会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了 “首届全

国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此次研

讨会旨在为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领域 40岁以下的优秀

青年学者打造一个学术交流和合作的平台，以此推

动爆炸与冲击动力学学科快速发展和青年学者的快

速成长.

2015年 10月 30 — 11月 1日，由北京理工大学

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的 “首届全国

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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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召开. 北京理工大学刘彦教授担任本次研讨会主

席并主持开幕式，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陈杰教授代

表北京理工大学向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代表表示热烈

欢迎，并邀请与会领导和代表到北京理工大学指导

工作、开展合作交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

科学部力学科学处詹世革处长介绍了青年学者学术

研讨会的宗旨，希望本次研讨会能够推动爆炸与冲

击动力学青年学者的快速成长、促进青年学者相互

交流进而开展实质性合作.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戴兰宏

研究员强调了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并鼓励青年学者开

展爆炸与冲击动力学前沿性、探索性问题的研究.会

议还邀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力学

科学处项目主任张攀峰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

运载学部主任黄风雷教授，北京理工大学爆炸科学

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庆明教授到会指导工

作.

本次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戴兰宏

研究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赵剑

衡研究员和北京理工大学王成教授做了大会特邀报

告. 戴兰宏研究员在题为《冲击载荷下非晶合金不

稳定现象》的报告中首先介绍了非晶合金的发展历

程，然后重点介绍了课题组十余年来在冲击载荷下

非晶合金动态不稳定性现象方面的研究进展，主要

有变形局部化剪切带、动态断裂不稳定性、应力波作

用下动态孔洞化等问题.这些不稳定性现象都是由多

速率过程多时空尺度非线性耦合控制，研究工作系

统地阐明了这些不稳定现象涌现的物理机制与演化

的动力学规律. 最后介绍了当前国际爆炸力学发展

的趋势，并与爆炸力学青年学者分享了做好研究的

体会.赵剑衡研究员在《金属氢高压合成加载技术》

报告中介绍了金属氢在聚变能源、超导和轻质高强

度材料方面重要而广阔的应用前景，评述了近百年

来高压合成技术对金属氢研究的推动作用. 重点介

绍了最有望实现金属氢合成的柱面内爆磁通量压缩

技术的发展现状，并介绍了其团队发展的一种新型

单极柱面内爆磁通量压缩装置，有效抑制了传统单

极装置中套筒内聚的结构不稳定性问题，并最终实

现了磁感应强度达 1 400 T超强磁场，铜样品中实现

300 GPa的等熵加载. 王成教授在《爆炸问题高精度

计算中的若干问题研究》报告中系统地介绍了其研

究团队在高精度保正格式构造、复杂边界处理方法

与网格自适应算法等方面所做的工作，集成自主构

造的计算格式，研发出爆炸问题的高精度大规模仿

真软件.该软件能够对烤燃、冲击起爆、火焰加速、

爆燃转爆轰、密实介质中爆炸、聚能射流、侵彻等问

题进行数值模拟，为武器弹药数字化设计和工业重

大爆炸灾害事故预防和救援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本次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国内 25个高校和科研院

所 48位 40岁 (含)以下获得过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并

在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领域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青年

学者与会. 邀请了 42位青年学者报告了他们的最新

研究进展，并就各自所取得的成果和所面临的问题

与其他参会学者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这些报告均为当

前爆炸与冲击动力学热点问题，涵盖了材料与结构

动态响应、起爆与爆轰、计算爆炸力学、实验技术及

工程应用等领域.下面就这四个方面进行简要介绍.

1 材料与结构动态响应

郑志军在《多胞金属的动态应力应变状态》报

告中介绍了以 “多胞金属动态压溃” 为主题的系列论

文，建立了细观有限元模型、局部应变场计算方法和

一维冲击波模型，获得了多胞金属在高速冲击下的

局部应力应变状态，提出了动态应力应变关系，发现

了多胞金属特有的一种新的率敏感性，并揭示了多

胞金属率敏感性机理和能量吸收机理.

袁福平的报告《非均质纳米结构金属的加工硬

化和动态剪切变形机理》通过非均质纳米结构的设

计，利用应变不协调导致的背应力硬化来得到优越

的强韧综合力学性能.并通过两个实例，即非均质纳

米层片结构钛及纳米结构 TRIP双相钢，在准静态拉

伸和动态剪切两种变形条件下，阐明了其由背应力

硬化导致的变形机理和优异力学性能.

郭亚洲在《超细晶钛的制备和动态力学行为》报

告中对超细晶的概念和一种创新性的制备方法进行

了简要介绍，详细分析了制备过程中工业纯钛的微

观组织演变过程，通过 EBSD和 TEM观测发现可以

成功地将晶粒尺寸从 30µm细化到 800 nm.对制备

的超细晶钛及粗晶钛进行了应变率从 0.000 1 s−1 到

3 000 s−1、温度从 77 K到 473 K范围内的拉伸性能测

试，发现超细晶钛的屈服强度明显高于粗晶钛，且

屈服强度表现出显著的应变率敏感性和温度敏感性.

报告最后还对应变率及温度对超细晶钛变形行为的

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

郑宇轩在《高应变率下的韧性碎裂》报告中介绍

了韧性金属一维碎裂的物理机制，研究了一维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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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裂的碎片平均尺寸大小，指出了 Mott--Grady理论

在预测一维韧性碎裂的适用范围，初始缺陷对一维

韧性碎裂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基于 SHPB的冲击膨胀

环平台，能较好的实现膨胀环的碎裂.

胡玲玲在《圆胞蜂窝的冲击动力学性能及影响

因素》报告中剖析了胞孔几何参数、胞孔排列方式

以及冲击速度对蜂窝承载力和能量吸收性能的影响

机理，并进行了数值和实验验证.通过将结构因素与

材料因素解耦，提出 “动态敏感因子” 以表征多胞材

料的动态强化能力，以及与胞孔构型和基体材料属

性之间的定量关系. 该研究为多胞材料的动力学设

计和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

干湧在《飞秒激光热冲击下的材料力学行为研

究》报告中介绍了飞秒激光烧蚀金属的模拟研究，

提出了在原子模拟中引入热电子崩力的算法，通过

模拟与实验的比较，发现热电子崩力对金属烧蚀行

为有显著影响.同时结合原子模拟与有限元计算，研

究了飞秒激光热冲击下金纳米棒的振动，探讨了一

维波动理论在金纳米棒超高频振动的适用性.

于继东在题为《冲击加载下金属材料弹塑性转

变及相变的动力学过程研究》的报告中展示了其在

冲击动力学方面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成果，通过发展

连续位错动力学理论，合理解释了高应变率下 FCC

金属弹塑性转变的温度效应及准弹性卸载现象，并

介绍其发展的一种新的研究相变动力学的方法，可

建立实验波剖面和新相成核与生长过程之间的关联.

索涛在《C/SiC复合材料在高温高应变率下的力

学行为》报告中，克服了高温环境下脆性材料动态力

学性能测试的困难，研究了 C/SiC复合材料在较宽

的温度 (室温至 1 000◦C)、应变率 (10−4∼103 s−1)范围

内材料的力学行为对温度及应变率的依赖性和敏感

性，发现了应力作用下的高温氧化对加载速率依赖

性，明确了材料的破坏机制、失效模式受温度、应变

率的耦合影响规律.

李永存在《石墨烯增强自修复聚合物的冲击与

吸能特性研究》报告中，介绍了通过制备一种石墨

烯增强的聚氨酯自修复材料，对其损伤和修复后的

力学性能研究发现，石墨烯的加入不仅提高了聚氨

酯材料的力学性能，而且促进了基体材料对微波的

吸收和对局部裂纹的修复，从而使损伤后的聚氨酯

材料力学性能恢复 95%左右.

钟卫洲在《木材冲击大变形力学行为实验研究

与多尺度数值模拟》报告中介绍了云杉在宽应变率

(10−4∼103 s−1) 下沿空间不同方向的力学行为，研究

了不同应变率下材料的屈服面，理论分析了不同加

载方向下材料能量耗散机制，建立了单根纤维和代

表体积元微观模型，数值分析了云杉微结构压缩破

坏行为的各向异性特性.

冯晓伟在《不同应变率下冰材料的动态力学特

性及毁伤效应研究》报告中介绍了冰材料在应变率

为 10−4∼103s−1范围内的动态力学特性，研究了冰压

缩强度随应变率变化的演化规律，构建了冰的高应

变率本构模型，进而数值研究了冰弹丸高速撞击铝

合金靶板的毁伤特性.

王志华在《梯度多孔金属及其夹芯结构冲击力

学行为研究》报告中介绍了基于等面积方法的夹芯

圆板在大挠度下承载能力的计算，并与考虑拉弯联

合作用的屈服准则获得的解析表达式进行了对比分

析，该方法可较易推广到在大挠度下夹芯结构动态

响应的估算以及密度梯度夹芯结构承载能力计算分

析中；开展了爆炸载荷下密度分层梯度蜂窝铝夹芯

结构的动力行为研究，对比分析了不同密度分层对

其变形模式、能量耗散分配的影响，并应用一维应力

波理论分析了三层密度梯度材料中的应力波传播规

律.

李鑫在《爆炸载荷下纤维层合板的动态失效研

究》报告中介绍了玄武岩纤维层合板在爆炸载荷作

用下的变形/失效模式. 对包括炸药量、起爆距离、

层合板厚度以及曲率在内的载荷和结构参数影响进

行了研究，得到了不同参数下结构的变形/失效模式.

实验结果表明当炸药距离较近且结构曲率较小时，

结构以局部压入变形失效为主，反之则表现为整体

变形失效.

秦庆华在《轻质夹芯结构的塑性屈服理论及其

静动态响应研究》报告中介绍了轻质夹芯结构的塑

性屈服准则及静动载荷下的响应，研究了考虑不同

芯材强度和不同面板构成夹芯结构的塑性极限屈服

准则；采用实验方法系统研究了静载下几何非对称

金属泡沫结构初始失效模式，讨论了边界条件对失

效模式的影响，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构造了失效模

式机制图；发展了爆炸载荷下轻质夹芯梁板结构动

力响应的简化分析模型，得到了其动力响应的解析

解，理论与有限元吻合较好.

张晓伟在《充液多孔金属材料的能量吸收特性

研究》报告中介绍了采用磁流变液填充多孔泡沫铜

的方法构件了一种新型可控性吸能材料. 通过准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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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压缩和分离式 Hopkinson压杆实验，研究了甘油

溶液和磁流变液填充多孔泡沫铜的动态吸能特性，

得到了应变率、液体粘性、孔隙尺寸以及磁场强度对

充液多孔材料吸能特性和可控性影响规律.在此基础

上，建立了智能液体填充多孔金属材料的动态吸能

行为的理论模型，并对其可控性进行了分析，该模型

能够很好的反应该材料在不同冲击条件下的动态吸

能性能和控制规律.

李翔宇在《含缺陷金属柱壳在内部爆炸作用下

的动态断裂和破碎》报告中介绍了含缺陷柱壳在内

部爆炸载荷作用下的动态断裂实验，分析了壳体断

裂模式及微观失效机制，研究了内部爆炸载荷、预制

缺陷参数和壳体材料工艺等参数对动态断裂及破碎

的影响，建立了平均破片尺寸和破碎分布模型，模型

结果与实验吻合较好.

敬霖在题为《高速列车在隧道交会压力波作用

下的动态响应》报告中介绍了高速列车在隧道内不

同会车速度工况下的空气压力波特性，以及车体结

构和侧窗在交会压力波作用下的动态响应方面的仿

真计算结果.指出高速列车在车体强度设计、校核和

侧窗的安全性评估时需考虑移动交会压力波的影响.

缪馥星在《一维柔性电子元件冲击响应的回传

射线矩阵法分析》报告中初步研究了柔性电子元件

结构的冲击响应，建立了柔性电子薄膜层与柔性基

底层合元件梁结构的回传射线矩阵分析模型，给出

了此层合结构的回传射线矩阵和散射矩阵，计算分

析了三角形、矩形脉冲载荷下，硅薄膜层的应变响

应，其结果将为柔性电子器件动态性能的提升给予

理论参考.

许骏在《动力锂电池单体在极端载荷下的机械

完整性研究》报告中介绍了电动汽车用动力锂电池

单体在冲击载荷下的力学响应，研究了锂电池在不

同充电状态下的力学性能并通过实验确定了不同组

分对于充电状态的依赖性，对锂电池隔膜材料在不

同材料方向、应变率、环境条件下的力学行为进行表

征，建立了能够准确描述动力锂电池力学行为的有

限元计算模型，与实验结果相吻合.

2 起爆与爆轰

李建玲在《爆轰物理，我的一点思考》报告中回

顾了爆轰物理学科的发展历史，综述了目前爆轰物

理学科发展面临的难题，结合自身研究工作提出了

若干可能突破点：宏观、细观、微观相结合的多尺度

研究，综合性实验转变为基础性分解实验、建立基准

模型，同时关注爆轰学涉及的物理和化学内涵，重视

气相爆轰与凝聚相爆轰研究的相互促进.

于鑫在《JB-9014炸药密度对散心爆轰驱动影

响研究》报告中介绍了不同密度炸药驱动无氧铜球

壳的散心驱动爆轰实验，实验数据表明铜球壳自由

面速度随炸药密度增加而增加. 理论计算中采用了

WSD唯象化学反应率模型，考虑爆速、爆压和 JWL

状态方程参数与密度的修正关系后，数值模拟壳体

自由面速度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

刘彦在《炸药摩擦点火数值模拟研究》报告中介

绍了炸药装药摩擦点火现象和点火机制，研究了炸

药在摩擦作用下力、热、化学响应及其耦合问题，建

立了力--热--化学耦合模型及其数值计算方法，对弹

体侵彻混凝土过程中炸药装药摩擦点火进行了数值

模拟，计算得到了弹体装药点火的临界侵彻初速，

与实验结果相吻合.

周婷婷在《炸药晶体特性对冲击形成热点的影

响》报告中介绍了采用大规模反应分子动力学方法

研究具有纳米孔洞缺陷的炸药晶体在冲击载荷下的

热点形成机制. 结果表明，孔洞上游原子与下游原

子的碰撞使得动能转换成热能，进而形成局部高温

区，即热点，初始化学反应从热点开始，并详细分析

了冲击强度和孔洞尺寸对热点的影响.

韩勇在《炸药爆轰产物状态方程理论与应用研

究》报告中介绍了一种简化维里型爆轰产物气体状

态方程 VHL(Viral--Han--Long)，该方程能够准确描述

爆轰产物气体组分的高温、中高压热力学状态.基于

VHL 状态方程，成功编制了热力学程序 VHL，实现

了对炸药爆轰性能的理论计算和炸药作功能力的有

效评估.

赵生伟在题为《快速热作用下带壳含铝炸药热

响应研究》中分析了快速热作用下带壳炸药热响应

过程，将热响应过程分为热点火和随后的剧烈化学

反应过程 (DDT)，并建立了快速热作用下带壳炸药

热响应数学模型.采用自研制快速加热装置，对带壳

含铝炸药的热点火和 DDT 过程分别进行了实验研

究，获得了热点火爆发温度、延滞时间，以及 DDT

过程中化学反应阵面传播轨迹.

陈荣在《PBX炸药非冲击点火机制实验研究》

报告中介绍了 SHPB加载的 PBX炸药非冲击点火实

验，获得了炸药点火的临界撞击速度和非冲击点火

判据.结果表明，无套筒实验条件下炸药点火的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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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击速度明显比有套筒实验低，体现了两种不同的

点火机制，高速流动引起的摩擦、二次撞击在点火过

程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张博在《气相双元混合燃料爆轰极限的特征与

规律研究》报告中介绍了爆轰波在气相双元燃料中

传播以及失效的现象和机理，研究了气相双元混合

物中的爆轰波在不同规格的圆管和环形管中速度亏

损规律，并分析了爆轰不稳定性对爆轰极限的影响

机制.

滕宏辉的报告《高超声速推进中的气相爆轰关

键问题研究》介绍了爆轰推进的原理及前沿进展.爆

轰具有热效率高和燃烧迅速的优点，如果用于发动

机燃烧，将对航空航天推进产生深远的影响.报告从

基础理论和工程需求角度分析了研究现状，指出科

学与工程的有机结合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介绍了

力学所近年在斜爆轰推进方面的成果.

3 计算爆炸力学

刘岩在《高速撞击过程的质点型多尺度数值分

析》报告中介绍了其针对高速撞击问题所发展的无

网格质点型多尺度计算方法. 质点型多尺度方法可

以有效克服极端工况下材料状态方程参数不易获取

的困难，真实反映泡沫等材料的复杂内禀结构对撞

击防护能力的影响.基于大量的内禀结构直接模拟，

提出了性能大幅提升的高速撞击防护结构形式.

胡德安在《SPH 及其与 FEM 耦合在冲击动

力学中的应用》报告中介绍了 SPH 拉伸不稳定

处理的人工应力法、基于罚函数的粒子 -- 粒子

接触算法、相邻粒子搜索条形化 PIB 算法以及

FEM--SPH 耦合涉及的单元 -- 粒子接触算法、单

元 --粒子耦合算法、单元 --粒子转化算法等，通过数

值算例验证了各方法的计算精度和效率.

孙玉鑫在《热冲击问题研究中的数学方法》报

告中介绍了格林函数法在激光脉冲作用下的热弹性

问题分析中的应用，利用广义格林公式推导了梁的

非齐次振动方程、非齐次边界条件定解问题的解析

解，对双层圆板的瞬态加热问题进行分析，考虑空间

与时间的本征值的相互关联性，推导了其温度与位

移的解析表达式.

高旭东在《侵彻弹道的偏转与稳定性研究》报告

中介绍了侵彻弹道偏转与稳定性的概念范畴，基于

微分面力方法建立了侵彻弹体多自由度运动模型，

以及对岩石、混凝土等脆性材料侵彻自由表面效应

的模型，对岩石、混凝土以及土壤等介质的侵彻弹道

偏转与稳定性进行了计算，得到了与试验结果相吻

合的偏转与失稳规律.

马天宝在《非线性双曲守恒系统的伪弧长方法

研究》报告中介绍了针对爆炸冲击波强间断问题高

分辨率数值模拟的伪弧长方法，研究了伪弧长方法

的基本原理和数值求解方法，给出了其稳定性和保

正性条件，并对算法的精度和收敛性进行了分析，

若干典型爆轰问题的计算结果表明该数值方法能够

有效地实现了冲击波强间断的高分辨率计算.

孙宇涛在《冲击波作用下多物质界面失稳及混

合数值模拟研究》报告中介绍了 Euler框架下的高精

度高分辨率数值方法MDCD格式及其在多物质界面

失稳与混合中的应用，着重介绍了多物质混合物方

法在解决界面附近物理量振荡问题的解决思路. 为

了捕捉多组分流体界面失稳后期湍流过程中的多尺

度结构，提高模拟的效率，进一步介绍了基于 PnPm

及 SV格式的高精度非结构有限体积格式的最新进

展.

韩文虎在《自由空间中爆轰的不稳定性研究》

报告中介绍了目前现有气相爆轰理论的不足和需要

研究的突出问题，给出了基于详细反应机理的爆轰

结构，研究了无约束空间爆轰的稳定性，并建立了横

向不稳定与传播博稳定之间的关联，揭示了爆轰不

稳定的本质.

4 实验技术及工程应用

王桂吉在《斜波加载下塑性粘结固体炸药及其

组份的动力学响应研究》报告中介绍了基于磁驱动

斜波加载技术研究塑性粘结固体炸药及其组份的动

力学响应特性的相关工作.实验上研究了宽压力范围

内 (近 20 GPa)以 HMX 和 TATB 为基的 PBX炸药及

其组份 HMX 单晶、氟橡胶 F2311的斜波加载动力学

行为，获得了该压力范围内相关 PBX炸药及其组份

的等熵压缩线和状态方程.基于获得的实验数据，研

究了固体 PBX炸药的粘弹性本构关系，确定了相关

本构关系的模型参数，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符合较

好. 相关研究结果为炸药的爆炸流体动力学计算未

反应炸药物理模型参数的确定提供了验证与校核实

验数据.

王永刚在《基于超高速相机的数字图像相关性

全场应变测量技术在 Hopkinson杆实验中应用》报

告中介绍了采用超高速相机 (采样频率 100万帧)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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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Hopkinson杆实验中试样动态变形的散斑图像，

再结合数字图像相关性分析准确获取试样全场应变

时程的实验测量新技术，研究了Hopkinson实验中试

样应变分布的均匀性问题，讨论了基于传统的一维

应力波理论计算出试样应变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

了动态拉伸试样有效标距的修正方法.

林玉亮在《霍普金森压杆实验中端面摩擦效应

研究》报告中介绍了SHPB实验中的端面摩擦效应，

实验研究了五种材料在不同端面摩擦条件下的应力

应变曲线，结果表明不同材料的端面摩擦效应存在

显著差异.通过小变形和能量守恒理论建立了考虑材

料泊松比、试样长径比、端面摩擦系数以及试样变形

过程的理论公式，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

刘家贵在《金属点阵材料中的横向惯性效应》报

告中介绍了 Al3003-O三棱锥点阵材料基于粘弹性霍

普金森压杆和数字图像处理相结合的动态力学性能

测试方法.通过实验测试、图像处理以及数值模拟，

发现横向惯性效应是点阵材料强度强化的关键因素.

罗宁在《多相爆轰在碳基纳米材料合成领域的

应用》报告中介绍了多相爆轰富含碳的前驱体在碳

基纳米材料制备的研究进展，开发了多相爆轰制备

碳纳米材料新方法，研究了在爆轰场中纳米碳材料

如 CNTs, GNs, CEMNPs等合成及其生长机制，建立

了多相爆轰流场的数值计算方法，揭示了一类球形

纳米颗粒的生长特征.

范华林详细介绍了其课题组在防护结构动力学

与试验研究方面的进展，揭示了局部爆炸作用下地

下大跨度结构的动力荷载分布特征、结构变形特征

及塑性破坏机构形式，为现代大跨度地下防护结构

设计提供了理论与试验依据. 报告还介绍了该课题

组在新型反恐防爆墙设计以及复合材料防护结构设

计方面的研究进展.

郭锐在《水下多脉冲爆炸强噪声源的基础研究

及工程应用》报告中介绍了水下爆炸的声学效应，

探讨了水下多脉冲爆炸强噪声源的致声机理，建立

了水下爆炸声混响强度理论预报模型，分析了水下

多脉冲爆炸远场声信号的声学特性，并提出了一种

柱形装药水下爆炸远场冲击波压力分布模型和声定

向聚焦模型，为水下多脉冲爆炸强噪声源的工程应

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5 结束语

本次研讨会，青年学者思路活跃、讨论热烈，特

别是小同行之间就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加强了交流与合作，充分实现了学术交流、相互

合作、共同进步的预期目的.

本次研讨会期间，组织了半天的集体座谈，中国

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学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戴兰宏研究员主持座谈，与会的青年

学者就爆炸与冲击动力学发展的新趋势、所面临的

挑战和困难以及本次研讨会所取得的成绩和所面临

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后，詹世革处长进行

了总结讲话，并对青年学者提出了四点希望：一是希

望青年学者加强基础与前沿科学问题的研究；二是

希望青年学者要有自己的特色，既要继承又要拓展

研究方向；三是希望加强力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

融合，拓展研究思路；四是希望青年学者开展具有自

主创新的实验技术与计算方法研究.最后，经与会青

年学者无记名投票决定第二届全国爆炸与冲击动力

学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科技大学承办.

doi：10.6052/0459-1879-16-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