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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学历（从大学填写）

起止 专业学校院（系）序号 学位

-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1 2006/09/01 工程力学 学士2010/07/01-

华南理工大学2 2010/09/01 工程力学 硕士2013/07/01-

美国德州A&M大学3 2013/08/31 机械工程 博士2017/07/14-

三、主要工作经历

年月

1 2017/07/14 博士后研究员2018/09/30- 英国斯旺西大学辛科维奇计算工程中心

2 2018/10/01 博士后研究员2019/04/07-
法国圣埃蒂安高等矿业学校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中

心

3 2019/04/08 副教授2021/02/19- 大连理工大学

-

-

-

年月起止序号 职务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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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mproving the numerical
convergence of highly nonlinear

elasticity problems
1

Computer Methods in
Applied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2018, 337:110-
127

论文
Y. Mei, D.E. Hurtado,
S. Pant, A. Aggarwal

On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nonhomogeneous shear modulus
identification in incompressible
elasticity using the virtual fields

method

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2019, 178:136-

144
论文 Y. Mei, S.Avril

Estimating the non-homogeneous
elastic modulus distribution from

surface deformations
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2016, 83: 73-80
论文

Y. Mei, R. Fulmer, V.
Raja, S.C. Wang, S.
Goene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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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fying the anisotropic linear
elastic behavior of solids

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
2019,

163:105131
论文 Y. Mei, S. Goeneze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constitutive models within an inverse

approach to determine the spatial
stiffness distribution in soft materials

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
2018, 140:446-

454
论文

Y. Mei, B. Stover, N.
Kazerooni, A. Srinivasa,
M. Hajhashemkhani,
M.R. Hematiyan, S.
Goenezen

Moving morphable inclusion
approach: an explicit framework to
solve inverse problem in elasticity

6
Journal of Applied

Mechanics
2021, 88

(4):041001
论文

Y. Mei, Z.L. Du, D.M.
Zhao, W.S. Zhang, C.
Liu, X. Guo

Mapping the viscoelastic behavior of
soft solids from time harmonic motion7

Journal of Applied
Mechanics

2018,
85(4):041003

论文 Y. Mei, S. Goenezen

Reduced boundary sensitivity and
improved contrast of the regularized
inverse problem solution in elasticity

8
Journal of Applied

Mechanics
2016,83(3):

031001
论文

Y. Mei, S. Kuznetsov, S.
Goene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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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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选人研究方向属于计算力学与生物医学交叉领域，主要从事力学反问题计算方法的研究
。结合各类医学影像数据，在重建软组织非均质材料分布这一难点问题做出了创造性成果。近
年来，共发表SCI收录论文30余篇，其中近五年发表一作、通讯作者SCI论文20余篇。候选人在
计算力学三大旗舰期刊CMAME、CM、IJNME，固体力学顶尖期刊IJSS、JAM、IJMS等发表多
篇高质量论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此外，候选人已授权PCT国际发明专
利1项，入选2019年“中科协”青年托举人才会评阶段、大连市高层次人才、大连理工大学星
海人才计划等。候选人主要创新成果如下：
1.非均质材料的反演通常需求对离散化后结构中每一结点的材料参数进行反演，因此所需优化
变量过多，收敛速度慢、计算成本高。针对这一问题，候选人提出并实现了基于显式几何描述
的非均质材料反演方法，通过对可变形组件的拓扑及材料参数的优化，从而将大规模优化反演
问题转换为小规模优化问题，使优化变量个数减少了50倍，收敛迭代次数减少20倍，极大地提
升了计算效率。
2.由于结构内部测量信息通常难以无损获取，如何在测量信息缺失的情况下预测结构内部的材
料信息是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为破解这一难题， 候选人首创性地提出了一种结合数字图像相
关技术和优化反演计算手段，只需测量结构表面上的位移数据就能进行高精度识别全场非均质
材料分布的方法。
3.结合医学影像，针对软组织力学行为的复杂性，候选人开发并实现了高效求解全场非均质各
向异性弹性体，非线性弹性体以及粘弹性体的材料分布的反问题算法，并成功应用于心血管、
眼底组织、椎间盘等各类组织器官的非均质力学性能的重建。研究结果揭示了心血管疾病、青
光眼等疾病产生发展的力学机制。所提出方法为相关疾病提供了基于力学的新型诊疗手段。
4.由于软组织具有超强的非线性行为，传统数值算法计算效率出现明显瓶颈。 候选人首创性地
提出了一种新的数值计算方法，从全局角度出发，在数值求解非线性问题之前，首先对求解方
程做双射变换，极大减小了求解方程的非线性程度，再采用牛顿法进行数值求解。这种方法显
著提升了非线性问题的收敛性，即使在超过50%的变形量下也仅需10个迭代步就能收敛，约是
传统方法的1/60。
        近年来，候选人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专家广泛关注，被美国工程院院士、铁木辛柯奖获
得者J N Reddy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Drucker Medal获得者L M Keer教授，南非科学院院士孙
博华教授，美国生物力学协会主席、JMPS副主编E Kuhl教授，美国计算力学协会会士、美国医
学与生物工程协会会士A Oberai教授等国际知名专家正面评价，所提出计算力学反演方法被认
为是“在结构健康监测以及材料表征中的流行方法”，“取得了杰出的结果”。
        候选人正值科研事业起步的关键阶段，“托举”计划能够支撑候选人深入参与高水平的国
际学术交流，弥补学术起步阶段经费不足的情况。借助中国力学学会优势资源，促进其快速成
长，尽快成长为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力的青年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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