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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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华大学1 2007/08/01 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士2011/07/31-

清华大学2 2011/09/01 能源与动力工程 硕士2013/07/31-

帝国理工学院3 2013/09/01 航空/机械工程 博士2017/08/01-

三、主要工作经历

年月

1 2017/01/01 研究助理2020/09/30-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2 2020/11/11 助理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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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 generation by entropy
perturbations passing through a

sudden flow expansion
1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Rapids)

vol. 905, 2020,
R2

论文

Dong Yang*, Juan
Guzmán-Inigo, Aimee
S. Morgans

A systematic study of nonlinear
coupling of thermoacoustic modes in

annular combustors
2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456 (2019):
137-161

论文

Dong Yang*, Davide
Laera, Aimee S.
Morgans

Optimising the acoustic damping of
multiple Helmholtz resonators
attached to a thin annular duct

3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444 (2019):

69-84
论文

Dong Yang*, Francesca
M. Sogaro, Aimee S.
Morgans, Peter J.
Sch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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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flame response to simultaneous axial

and transverse perturbations on
azimuthal thermoacoustic modes in

annular combustors

4
Proceedings of the

Combustion Institute
37 (2019)

5279–5287
论文

Chunyan Li, Dong
Yang*, Suhui Li, Min
Zhu

Acoustic Models for Cooled
Helmholtz Resonators

5 AIAA Journal
Vol. 55, No. 9

(2017), pp.
3120-3127

论文
Dong Yang*, Aimee S.
Morgans

The acoustics of short circular holes
opening to confined and unconfined

spaces
6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393 (2017):
41-61

论文
Dong Yang*, Aimee S.
Morgans

A semi-analytical model for the
acoustic impedance of finite length

circular holes with mean flow
7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384 (2016):
294-311

论文
Dong Yang*, Aimee S.
Morgans

The impact of the neck material on the
sound absorption performance of

Helmholtz resonators
8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333.25 (2014):
6843-6857论文

Dong Yang, Xiaolin
Wang, Min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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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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博士现任南方科技大学助理教授。他是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2011年学士（本科期间
获学业优秀奖学金；专业前约10%）及2013年硕士（硕士期间发表气动声学领域顶级期刊论
文），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航空/机械系2017年博士（博士论文答辩无修改通过）。2017-
2020年他为帝国理工学院机械系研究助理。

他的研究聚焦于燃烧热声不稳定的预测与控制，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涡-声-熵波耦合理论。燃
烧热声不稳定来源于声音、流动与不稳定燃烧之间的耦合：燃烧的不稳定释热（又称熵扰动）
产生声音，声音在流体中传播并与流动（如涡脱落）相互作用，被边界反射回来进一步打扰燃
烧从而产生更多声音。该正反馈过程可能产生灾难性的极大声压震荡——它是现代高性能航空
发动机、发电/舰船动力用燃气轮机，以及火箭发动机燃烧室设计中共同面临的重大技术挑
战。预测和控制热声不稳定很有挑战性，这是因为它涉及到声波、湍流、燃烧以及传热之间多
尺度多物理场的复杂耦合；比如，世界顶尖航空发动机厂商英国罗罗公司的燃烧室部门用约
80%的精力解决该问题。

杨东博士在热声不稳定的预测与控制，以及涡-声-熵波耦合理论方面的研究处于世界前沿，具
有重要的影响力和引领作用。代表性成果有
：（1） 其关于短圆孔涡-声耦合的研究获2017年Osborne Reynolds Award口头报告奖——英国流
体力学领域博士前六名，并入选气动声学领域顶级期刊J. Sound Vib.的2017欧洲气动声学研究亮
点
；（2） 他首次拓展经典的“声类比”理论，严格推导了熵波作为声源的数学表达式，被流体
力学领域顶级期刊J. Fluid Mech. (Rapids) 审稿人评为 “作者在该领域具有非常强的专业竞争力,
该工作对本领域十分有意义，从理论和实际应用上都是如此
” ；（3） 他首次定量地证明，其开发的低阶网络模型能够准确预测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环形
燃烧室内复杂的非线性热声耦合模态——这是目前理论预测环形燃烧室内热声不稳定最前沿的
工具。他曾受邀为业内顶尖企业如英国罗罗公司、德国西门子、英国Reaction Engines公司等作
预测和控制热声不稳定方面的报告或展开合作
。

杨东博士的研究课题为航空航天和能源动力领域的关键流体力学问题，符合我国解决该领域
“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的需求。本“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可以为他的成长提供重要支
撑。希望他的申请能够获得资助，以使他可以潜心科研，早日成长为德才兼备、勇于创新的国
家 科 技 领 军 人 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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