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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信息

学会科学道德规范（试行）
（2009 年 9 月 7 日中国科协七届十一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科学道德建设，提升科技团体的道德水平和公信力，促进科学技术的发
展和繁荣，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制定《学会科学道德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和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科协所属学会（以下简称“学会”）。
第三条 执行和宣传《学会科学道德规范（试行）》，加强学会自律，推进科学道德规
范制度建设，履行对科学道德规范的管理责任。
第二章 责 任
第四条 倡导和执行科学研究造福人类和服务社会的原则，避免和防止科学技术的不当
使用，抵制一切违反科学道德与伦理的科研行为，反对和避免利用科研活动及成果谋取不
正当利益，营造健康科学的科研环境。
第五条 倡导开展负责任的科学研究，维护科学尊严，反对各种形式的伪造、剽窃、篡
改和其他违背科学共同体惯例的行为。
第六条 促进学术交流与交往，引导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争论和相互尊重，避免受权威、
权势及其他利益的影响，不得以无科学依据的质疑、人身攻击等方式干扰正常的学术争论，
不得占有、窃取他人的科研数据和成果。反对学术交流中的形式主义。
第七条 在科技评价中发挥专家主导作用，不以任何方式干扰评议专家的选择和判断，
保持和维护科学共同体在科技评价中的独立性。评议结果公布前不得泄露有关信息，不得
提供夸大和不切实际的评估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证明。
第八条 开展科技咨询应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和信息，正确处理所存在的直接、间接或
潜在的利益关系，不得利用咨询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第九条 选拔和举荐人才应以道德品质、专业水平和发展潜力为主要标准，不应受个人
好恶、利益集团等因素的影响，要保证信息公开、程序规范、评判公正，不得违规操作。
第十条 加强对学术期刊的管理，建立并完善同行评议、成果保密、信息共享和防止利
益冲突的相关政策，确保编辑出版的诚信，维护学术期刊的信誉。
第十一条 从事经营活动，应抵制以学会品牌获取资源和谋取不正当利益或各种干扰学
会活动的行径，避免因追逐商业利益损害学术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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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强化会员的社会责任感，加强对会员的科学道德与伦理教育，督促会员遵守
《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促进会员的道德自律。
第十三条 加强对会员的诚信管理，将科研诚信和职业伦理规范标准作为会员入会和保
持会籍的条件。会员有违背科学道德的行为，应视其情节严重程度进行处理，直至除名。
不得以任何方式隐瞒、包庇、纵容学术不端行为。
第三章 监 督
第十四条 学会应建立科学道德专门委员会或相关机制，制订本学会的科学道德规范及
对科学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并负有本学会科学道德规范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责任。
第十五条 建立合理有效、公正透明的查处程序及规则，受理对所属会员科学不端行为
的投诉，并知会有关单位，必要时开展联合调查。对调查属实的科学不端行为，应根据相
关规定进行处理，并以适当的方式公开处理结果。
第十六条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对所属学会执行《学会科学道德规范（试行）》的情况及科
学道德状况进行监督与评估，发现问题将采取相应措施，并视情节严重程度实施必要的处罚。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规范最终解释权归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第十八条 本规范自 2009 年 9 月 7 日生效并实施。
******************************************************************************

学会信息

“2009 年中国力学学会
全国徐芝纶力学优秀教师奖”获奖名单
一、 经各省（市、自治区）力学学会推荐、专家组评审、教育工作委员会讨论，决
定授予下列教师“2009 年中国力学学会全国徐芝纶力学优秀教师奖”（共 70 名，排名不分先
后），并颁发纪念奖品。
省份

候选人

所在单位

北京

周宏伟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高云峰

清华大学

王正道

北京交通大学

王

勇

北京大学

刘

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刘赵淼

北京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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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翔

福州大学

王全凤

华侨大学

武生智

兰州大学

徐

燕

兰州理工大学

张锋伟

甘肃农业大学

孙

萍

华南理工大学

王

璠

暨南大学

海南

杨东全

海南大学

河南

王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甘肃

广东

黑龙江
湖北

湖南
吉林
江苏

辽宁
内蒙古

毅

张中国

中原工学院

徐水平

华北水院水利职业学院

邹广平

哈尔滨工程大学

曲贵民

哈尔滨理工大学

刘立胜

武汉理工大学

磨季云

武汉科技大学

倪

樵

华中科技大学

彭

华

武汉大学

叶

永

三峡大学

周金枝

湖北工业大学

侯鹏飞

湖南大学

罗文波

湘潭大学

孟广伟

吉林大学

闫

华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刘

平

扬州大学

邵国建

河海大学

余春华

南京理工大学

马景槐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钱

江南大学

怡

王志东

江苏科技大学

佘

盐城工学院

斌

赵宝生

辽宁科技大学

刘

东北大学

军

周承恩

内蒙古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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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杨亚平

青海大学

山西

贾月梅

太原理工大学

陕西

杨智春

西北工业大学

张光伟

西安石油大学

陈玲莉

西安交通大学

尹冠生

长安大学

陈艳丽

上海理工大学

丁祖荣

上海交通大学

霍永忠

复旦大学

王华宁

同济大学

谢惠明

上海大学

薛

纭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龚

晖

西南交通大学

上海

四川

秦世伦

四川大学

陶俊林

西南科技大学

唐学彬

西华大学

天津

李林安

天津大学

新疆

邱秀云

新疆农业大学

重庆

贺建民

重庆理工大学

安徽

谢能刚

安徽工业大学

江西

龚良贵

南昌大学

程渭民

江西理工大学

卢其宜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董羽蕙

昆明理工大学

姚顺忠

西南林学院

郭磊魁

昆明学院

苏中地

中国计量学院

张淑佳

浙江工业大学

王

宁波大学

云南

浙江

河北

骥

马英忱

军械工程学院

刘金喜

石家庄铁道学院

二、 经有关专家推荐、教育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讨论，决定推荐王琪、龚晖、高云峰
为徐芝纶力学奖候选人，报徐芝纶基金管委会评选。
（中国力学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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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中国力学学会学术大会’2009
杨亚政 1

冯西桥 2
赵建福 5

詹世革 3
梁军 6

陈常青 2
郭旭 7

许春晓 2

姚明辉 4

赵红平 2

（1.中国力学学会，北京 100190；2.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北京 100084；3.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北京 100085；4.北京工业大学机电学院， 北京 100124；5.中国科学
院力学研究所国家微重力实验室，北京 100190；6.哈尔滨工业大学复合材料与结构研究所，
哈尔滨 150001；7.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大连 116023）
1

会议概况
2009 年 8 月 24~26 日，中国力学学会学术大会’2009 在河南郑州召开。本次大会是由中

国力学学会和郑州大学共同主办，郑州大学承办，51 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办的一次学术盛会。
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 1800 余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其中包括 16 位科学院和工程
院院士，20 余位大学校长和副校长，共同交流探讨近两年我国力学各分支学科的新进展。
在开幕式上，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宋璇涛、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李家春、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常务副主任汲培文、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副巡视员赵小敏、郑州
大学校长申长雨分别致词。随后举行了颁奖仪式，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黄克智
先生获得“第六届周培源力学奖”，陈少华、陈伟球、冯西桥、康国政、郭旭、季葆华、梁军、
张田忠 8 位青年学者分别获第十届和第十一届中国力学学会青年科技奖。南京理工大学姜
峣等 53 名同学获第七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个人赛一、二、三等奖；清华大学获第
七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团体赛特等奖，大连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团体
赛一等奖，国防科技大学、郑州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同济大学获团体赛二等奖，吉林大
学等 9 所高校获得团体赛三等奖，西北工业大学、江苏省力学学会、湖南省力学学会获得
大赛优秀组织工作奖。
本次大会共设立 1 个主会场，16 个分会场，51 个专题研讨会，交流论文 1600 余篇，
其中主会场安排 8 篇大会特邀报告。大会交流与讨论的内容涵盖了固体力学、流体力学、
动力学与控制、生物力学等力学分支学科的广泛领域，较好地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力学在基
础研究、工程应用等方面所取得的主要进展。本文对大会学术报告进行了简要总结，更多内容
请详见论文摘要集与 CCTAM’2009 主页 http: //www.cstam.org.cn/xkfz.asp?unid=240。
2

大会主要内容简介
这次大会的学术活动包括大会邀请报告、分会场报告与专题研讨会等多种交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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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邀请报告以综述性报告为主体，力求反映国内在力学及其交叉学科的重大进展与研究
趋势；分会场报告主要介绍各力学分支学科的前沿研究和代表性成果；专题研讨会由各学
科专业委员会及专业组和各领域专家负责组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力学学科的发展现
状以及在各领域中的应用进展。
2.1 大会邀请报告
本次大会共安排了大会邀请报告 8 篇。哈尔滨工业大学杜善义院士的报告“高超声速飞
行器的热防护材料及结构问题”，系统总结了高超声速飞行器的热防护材料与结构的研发与
应用现状及其关键的力学问题。热防护材料与结构是关系高超声速飞行器成败的核心技术
之一。在热/力环境中，材料的力学行为和结构安全性分析至关重要。杜善义院士就高超声
速飞行器热防护特征及需求、热防护材料与结构的性能表征与评价、陶瓷化与复合化是非
烧蚀防热材料的重要发展趋势以及防、隔热材料与结构一体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中
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樊菁研究员的报告“高超声速流动研究进展”，介绍了高超声速流动的若
干关键问题以及中科院力学所在这些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高温气体效应判据、高超声速
流动相似律、高超声速升阻比、远程超低飞行轨道、高超声速峰值热流估计、新型空天推
进技术、爆轰驱动地面实验方法、临近空间流动领域划分等。郑州大学申长雨教授做了题
为“先进塑料成型及模具技术中的关键力学和工程问题”的报告，阐述了诸如固体输送、熔融、
熔体输送、流动、压实、固化、相变、分子取向、纤维取向、翘曲变形、复杂流体动力学
计算、成型过程和制品性能预测的多尺度分析、模具优化设计和成型工艺控制等先进塑料
成型及模具技术中的系列关键力学和工程问题。美国西北大学黄永刚教授的“柔性电子器件
中的力学问题”报告，评述了柔性电子器件的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及其力学问题，介绍了柔
性硅、柔性集成电路、世界首部眼睛状摄影机和柔性晶硅光电等相关问题的国际发展概况。
天津大学陈予恕院士的“旋转机械发展中的若干非线性动力学问题”，评述了旋转机械非线性
动力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某些非线性动力学复杂现象的新机理、非线性转子动力学理论
的若干发展与转子系统重大振动故障的治理与应用。北京大学陈十一教授做了题为“流体湍
流的多尺度模拟与计算”，其研究组基于湍流的多尺度物理过程，引入了一系列物理约束条
件，解决了湍流大涡模拟的若干问题，并探讨了该方法在可压缩复杂湍流中的应用。中国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宋杰教授的“化学驱提高石油采收率中的数学力学问题”报告，介绍了其
建立的化学驱提高石油采收率的数学模型，即多孔介质的多维多相多组分流动的数学模型，
并重点评述了该方法中的数学力学问题。
此外，胡海岩院士的题为“面向研究工程师的力学教育”的大会邀请报告也引起了与会者
的极大兴趣。他指出，要从国家工业化对工程师的需求出发，讨论力学教育所涉及的若干
问题。他首先以航空科技工业所需的飞行器结构工程师和强度工程师为例，通过分析人才
数量、知识结构的变化情况，指出我国既需要大批以应用现有技术为主、研制开发产品的
工程师以适应当前以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的工业发展模式，又需要一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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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为主的研究工程师去适应未来以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为主的工业发展模式。他还
从培养研究工程师的目标出发，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分析，建议采用本硕贯通的培养方案，
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和培养成效。他还认为，从技术科学统一性的角度看待力学理论教学
环节，对技术科学体系所具有的统一性特征进行分析，建议进一步对专业基础课程体系进
行改革，通过深化力学教育来带动专业基础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此外，他建议要从实践
与创新统一性的角度看待力学实践教学环节，建议对大作业、考试、毕业设计、课外科技
活动进行改革，增加创新内容和要求。
2.2 分会场与专题研讨会报告
2.2.1 固体力学
在本次大会上，固体力学共有 9 个分会场和 23 个专题研讨会，大体反映了固体力学领
域的科研人员在我国力学科研队伍中所占的比重。从研究内容上，主要分布在实验固体力
学、计算固体力学、疲劳与断裂力学、微纳米力学、智能材料与结构力学、电子电磁器件
力学、环境力学、岩土力学、材料与结构力学性能测试、生物材料与仿生力学、结构力学、
薄膜与界面力学等方向，反映了固体力学的研究现状与最新进展。此外，国内学者在石油
管线/管柱力学、生物力学与人类健康研讨会、特种设备安全检测与评价技术研讨会、柔性
电子器件力学、近空间飞行器材料与结构的力学问题、轻质多孔材料与结构的性能表征和
多功能应用等方面也取得了具有重要成果。
“固体力学研究进展”分会场邀请了国内知名专家交流了固体力学不同方向的研究进展。
王自强介绍了非局部理论的一个新框架和基于新框架的应变梯度塑性理论，该理论避免了
高阶应力项的出现，简化了分析和计算，成功解释了实验中观察到的尺度效应。余寿文研
究了表面吸附对表面变形、弯曲和共振频移的影响，指出表面弹性和表面层厚度均有显著
的尺度效应。张统一针对纳米丝和纳米薄膜分析了表面效应引起的纳米材料杨氏模量的尺
度效应，探讨了其内在机理。韩杰才介绍了复合材料、非均质材料结构的热冲击问题以及
在长期高温环境下的损伤演化、增韧等国内外研究进展。周益春报告了其研究在铁电薄膜
的制备和性能表征方面的研究进展。吴承伟以蚊子为对象研究了昆虫生物材料与表面的微
纳米力学，并基于仿生学原理发明了一种微米锯齿手术刀。卢天健对超轻多孔材料性能表
征、结构设计、制备及多功能工程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介绍，指出了亟待解
决的关键科学问题。胡更开讨论了电磁/声波超材料的研究进展，重点介绍了两种超材料分
析中采用的方法。汪越胜综述了声子晶体波传播特性表征方法和计算方法，指出了各种方
法的优缺点及发展趋势。王建祥对非均质广义输运性能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
介绍了等效输运性能、界面相模型等问题的研究进展。仲政介绍了在功能梯度板壳结构的
解析解、梯度材料结构的断裂分析以及梯度材料的细观力学研究等领域的新进展。
微纳米力学是固体力学最为活跃的前沿方向之一。郑泉水发现微纳米石墨具有自缩回
性能，指出了基于石墨烯的微纳机电系统中的机遇和挑战性问题。张洪武分析了碳纳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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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动传输的特点和可能的应用前景。黄克智等提出了一个基于原子势碳纳米管纳米尺度
的连续壳体新理论，指出了该理论的适用范围；还讨论了柔性电子器件力学。周进雄基于
流体模型和金兹堡—朗道理论，模拟了聚合物凝胶的相变演化，发现应力和浓度的演化决
定其相变动力学过程。赵亚溥采用分子动力学和第一原理方法研究了固气和固液微纳米界
面力电耦合特性对纳米器件的影响。张青川介绍了在基于微悬臂梁传感技术的系列研究进
展，涉及光学读出双材料微梁阵列红外成像技术等。冯西桥报告了其研究组织碳纳米管及
其复合材料多尺度力学方面的系列工作。李喜德介绍了微纳米固体实验中的关键技术和实
验平台，并针对探针检测技术和系统给出了具体的典型应用。胡仲豪讨论了力学在材料多
尺度多物理场模拟中的角色和作用，评述铁电、铁磁、位错动力学等方面的若干进展。成
会明介绍了石墨烯的结构和物性，以及在石墨烯制备和应用方面的探索。白雪冬介绍了一
种可用于半导体纳米线机电耦合性质研究的新实验方法。姜开利揭示了基于热声效应的碳
纳米管薄膜扬声器的优点和研究进展。郭万林以碳、硼/氮纳米结构和器件研究为例，详细
说明了纳米尺度下物理力学的研究方法。俞大鹏介绍了单根氧化锌纳米线在弯曲应力作用
下的力电耦合效应新结果。张田忠讨论了碳纳米管机械双稳器件的特点和近期进展。
多物理场耦合特性研究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固体力学热点之一。“电子电磁器件力学”分会
场和“磁电弹多场耦合材料与结构的力学问题”专题研讨会吸引了众多与会代表的关注。匡震
邦讨论了快速热冲击和微尺度情况下的不同温度波理论的优缺点，提出了新理论来模拟温
度的波动特性。裘进浩采用改进的 Prandtl-Ishlinskii 模型，模拟了压电陶瓷驱动器非对称迟
滞特性。李显方介绍了压电材料中几种典型裂纹的奇异性以及不同断裂参数适用性。李龙
土等利用有限元方法和激光测振仪分析了压电陶瓷电机的性能，并讨论了多层压电变压器
的断裂问题。金峰给出了金属薄膜—功能梯度压电基体结构中的 B-G 波的传播特性解析分
析。裴永茂介绍了他在铁磁智能材料的多场耦合实验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及对超磁致伸缩
材料磁畴观测、智能桁架结构的强度分析。马宇立利用广义射线理论以及回转矩阵法研究
了弹性波在电磁弹性层合板中的传播。许金泉等介绍了一种新设计的实验装置来测试电子
封装结构的温度循环疲劳特性，并分析了热循环应力。龙士国介绍了稀土超磁换能器的动
态特性及在桥梁混凝土 CT 无损评价中的应用。胡元太等分析了宽频带分段双晶片压电俘能
器性能，对结构尺寸、分别和连接方式进行了优化，并讨论了压电圆板俘能器中压电板与
储能电路中的非线性界面效应。王骥等讨论了石英晶体板非线性波动方程同伦分析，指出
同伦分析能较好求解非线性波动方程，并采用有限元方法分析了石英晶体板的非线性振动。
高存法等介绍了电致伸缩材料中点电荷和偶极子的基本解及其与压电材料中基本解的比
较。王云讨论了功能梯度压电圆板的轴对称弯曲问题。王惠明给出了功能梯度压电空球的
解析解。吕朝锋介绍了微纳米压电薄膜的非经典薄板弯曲理论，从表面效应角度出发讨论
了尺度效应。陈伟球等介绍了功能梯度压电声波器件的回传射线矩阵分析、基于电阻抗模
型的复合材料中裂纹识别研究等。禹建功利用多项式级数展开方法分析了压电压磁梯度球
形板中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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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磁电弹多场耦合材料与结构的力学问题”专题研讨会上，郑晓静、周又和等系统介绍
了电磁材料一系列问题，如击穿断裂失效模型、梯度吸波材料的电磁波吸收与反射以及温
度应力分析、考虑磁力和磁致伸缩效应的软铁磁材料的磁弹性耦合理论、基于涡结构的广
义悬浮力计算模型等。王省哲讨论了铁磁形状记忆合金 NiMnGa 马氏体重定向的细观力学
模型、铁磁颗粒随机粒径分布下的磁流变弹性体磁致剪切模量、基于孪晶界移动的铁磁形
状记忆合金相变动力学模型等问题。刘金喜分析了压电-压磁层状半空间中 SH 表面波的传
播特性、非理想界面压电/压磁双材料板中弹性波的传播、半无限大压电压磁功能梯度材料
亚表面圆孔的动应力分析。沈亚鹏、陈常青等介绍了有限厚度压电材料压痕响应分析、双
轴拉应变对四方相 PbTiO3 和 BaTiO3 力学性质和压电效应的影响的第一原理计算、铁电陶瓷
多轴行为的实验研究、受移动热源作用时二维广义热弹耦合等系列问题。秦太验等讨论了
磁电热弹材料裂纹问题的超奇异积分方程方法、三维磁电弹材料多裂纹干扰问题。王骥等
给出了薄膜体声波谐振器压电多层板结构振动分析、考虑黏性耗散的有电极压电板的振动
和 Love 波的传播。高存法讨论了含孔功能梯度材料内的热应力、电致伸缩材料内传导裂纹
的电击穿模型。此外，郭旭讨论了基于广义接触模型的横观各向同性压电半空间黏附接触
分析，王保林介绍了电磁弹性材料中椭圆夹杂问题的一般解，赵明皞介绍了 HEDD-CSM 在
平面压电断裂问题中的应用等问题。
在“薄膜、涂层及界面力学”专题研讨会上，涂层和界面的实验表征方法是讨论的重点，
共有 8 个重点报告。魏悦广总结了基于第一性原理提取金属/氧化物界面结合强度与宏观韧
性的研究进展。徐可为介绍了金属表面脆性涂层材料的大载荷圆锥压入法界面结合性能实
验表征研究进展，探讨了各种失效机制。陈光南分析了涂层界面结合性能的动态评价方法，
讨论了新型弹丸冲击诱导的涂层/界面层裂行为。冯雪介绍了热障涂层的动静态热力耦合响
应，通过理论分析涂层应力从瞬态到稳态的转变过程，给出了热震响应。郑学军讨论了铁
电薄膜的断裂增韧行为及畴变判据，发现该判据与已有结果比较吻合。许金泉讨论了薄膜
涂层界面缺陷的一种无损探伤方法，该方法能较好反映缺陷的位置和大小。赵明皞介绍了
用于薄膜/基体系统的脱层与屈曲分析的新理论，讨论了基体变形、压痕缺口等不同参数的
影响。此外，对界面演化的微细观模拟等问题也有多个有意思的报告。
在“轻质多孔材料与结构的性能表征和多功能应用”专题研讨会上，各种新型轻质多孔材
料和结构的性能表征成为讨论的热点。何德坪等分析了二次发泡法连接泡沫铝界面结构与
力学性能、梯度孔径多孔铝合金的压缩及吸能性能、闭孔泡沫铝孔结构三维几何特征。韩
福生等讨论了 Al 基非晶合金泡沫材料的非晶特性与力学性能表征、藕状多孔铝的压缩变形
及应力应变特征、高孔隙率开孔多孔铝约束压缩应力应变行为。卢天健、陈常青等针对多
孔金属纤维毡介绍了一种新的数值模拟方法和实验测试结果，针对超轻点阵结构讨论了制
备、冲击特性、波动特性和传热特性。邓子辰等介绍了二维格栅夹芯圆管在高速移动内压
作用下的结构响应分析及优化设计、哈密顿系统下夹层圆柱壳中弹性波的传播特性。邱信
明讨论了格栅结构在单轴冲击下的动力学响应。方岱宁等介绍了二维点阵芯子夹层梁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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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计。王晓林介绍了烧结纤维多孔金属的吸声性能优化。胡更开等介绍了多孔材料电磁
波拐弯波导的设计。刘书田等介绍了 SRR 谐振型左手材料相对带宽的优化设计、蜂窝夹芯
圆柱结构轴向冲击的耐撞性、基于偶应力理论的多孔固体微结构尺寸设计、新型非凸截面
薄壁管轴向冲击吸能等问题研究进展。吴林志等介绍了铝硅合金空心圆管夹芯结构基本力
学性能、碳纤维点阵夹芯结构的低速冲击性能和剩余拉伸强度性能、全复合材料点阵夹芯
结构的热分析、直杆点阵型和斜杆点阵型夹芯结构弯曲性能比较等问题进展。
固体材料和结构的波动特性研究在理论上具有挑战性，同时具有很强的应用背景。黄
西成介绍了内爆加载下圆筒的应力状态与破坏模式研究，指出圆筒破坏模式与内爆载荷和
筒厚度相关，以及合适的初始缺陷对模拟破坏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汪越胜等采用传递矩阵
法分析含周期裂纹的周期层状介质中弹性波的传播特性，讨论了点缺陷对压电声带隙特性
的影响。刘凯欣等在改进的 CE/SE 算法和二步模型基础上，开展了爆轰波楔面反射模拟，
得到可信度更高的数值结果，并将该方法应用到层裂问题的模拟，此外还提出了用小试件
研究抗破甲的方法。陈成军等研究了聚碳酸酯动态力学特性，提出了宏观唯象本构模型，
并进行了试验研究和验证。戴耀给出了刚塑性球壳受弹体冲击响应的近似解，并用有限元
数值模拟进行了验证。张庆明等介绍了 Zr 基块体非晶合金的层裂破坏、内爆炸条件下钢筋
混凝土表面鼓包的试验观测和数值分析、爆磁压缩发生器的耦合损耗因子、梯度飞片冲击
加载特性理论和数值模拟等问题的研究进展。黄风雷等讨论了带弱连接结构弹体斜侵彻混
凝土、混凝土侵彻模型经验参数、爆轰法合成含硼金刚石、带前舱弹体倾角侵彻混凝土靶
的动力学响应等研究进展。韩旭等提出了利用一种平板撞击的自由表面速度响应来反求一
维应力—应变关系的方法，还讨论了侵彻载荷作用下 AD95 陶瓷/钢复合装甲动态响应研究。
张雄介绍了新所开发的冲击爆炸问题的三维物质点法数值仿真软件 MPM3D，以及它在一些
典型问题上的应用。
实验固体力学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吕坚介绍了在微纳米尺度下材料和器件的多
尺度实验研究进展情况，主要综述了在破坏力学、失效机理以及残余应力方面的实验测量
及手段，包括：纳米与非晶材料多尺度实验，纳米压痕方法测量多尺度材料的本构关系，
薄膜实验力学性能以及先进材料残余应力测量。孟松鹤对高温防热材料的细观组分材料原
位性能、非均质复合材料基本力学性能的测试方法、超高温力学性能测试、各向异性防热
复合材料复杂应力测试技术以及在多场耦合条件下的材料热力学响应的信息提取技术的挑
战和需求进行了阐述。汤立群对集中式远程实时桥梁健康监测系统中能有效克服横向应变
影响的光纤光栅应变应力和温度传感器的设计和制作、制作中的损伤评估以及系统管理软
件等方面进行了介绍。胡更开设计了一种颗粒型电磁超材料，并通过波导的投射实验进行
了验证，然后介绍了利用矢量网络分析仪、电控位移台和平面铝板搭建的测量电磁超导材
料内部电场、散射场和相位分布的测试系统，最后通过利用微力学材料试验机、弹簧和质
量块搭建一维弹簧—质量块系统证实了负等效质量的现象。李喜德、冯西桥等对纳米多孔
金薄膜的力学性能进行系统的试验研究，通过 SEM、TEM 和 AFM 对试样表面及内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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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观测和对比，解释了吸水后材料力学性能变化的机理，最后介绍了利用探针加载测量平
台测量不同特征孔径纳米多孔金薄膜的力学性能。黄培彦利用 HY-500 红外热像仪建立 FRP
加固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界面损伤和温度的定量关系，判断界面时候发生剥离，提出的损伤
模型能较好地描述加固构件界面的疲劳损伤演化规律。陈伟球对结构健康监测中应用的机
电抗法的理论进行了综述并且对不同试件、环境温度以及损伤模式进行了大量的机电阻抗
法试验，并采用回传射线矩阵法结合适当的机电阻抗法耦合动力模型和结构损伤模型进行
了理论研究。冯雪对薄膜涂层力学行为的实时全场测量方法和技术进行了介绍：可以通过 X
射线衍射法测量薄膜的应变以及测量基底的曲率和位移两种方式得到薄膜的应力，利用相
干梯度敏感干涉方法对全场的薄膜系统曲率实时测量。谭晓惠就悬臂梁式能量采集器的机
械振动建立了一种数学模型，能合理描述能量采集器动态特性及其机电耦合效应，找到了
决定机电耦合效应强弱而影响输出电能大小的因素。高怡斐对圆柱形多点测量方式最大弯
曲应变计算方法进行了研究，并介绍了金属材料断裂度试验方法国家标准与美国 ASTM 标
准的比较情况。查小琴介绍了一种用于圆弧面上疲劳表面裂纹与组织关系关系观测方法并
应用到高周疲劳试样、低周轴向试样和低周悬臂弯试样的疲劳表面裂纹萌生、扩展和组织
观测。胡哲利用冲击应力波方法和共振法分别对碳钢梁、玻璃钢梁和合金钢梁等试样的力
学性能测试，主要参考材料的动态弹性模量和阻尼比等参数。郭杏林等采用锁相红外热像
系统对含盲孔的平板试样在周期载荷作用下的疲劳试验进行实时监测，对比同一频率不同
深度试件的表面温度边和不同频率相同深度试件表面温度变化。王晓刚阐述了现行几种疲
劳热像法的理论基础和工作原理，对三种最主要的疲劳评估指标进行了对比分析，对现有
疲劳热像法的研究进行了改进和工程应用。许峰采用 SR-CT 方法实现了碳化硅粉末高温烧
结过程中内部微观结构演化的实时观测，通过数字图像处理方法对不同烧结时刻的样品空
隙率进行了统计，得到了孔隙率随烧蚀时间对数的变化曲线。仇巍以碳纳米管为传感器，
应用偏振拉曼光谱技术并利用碳纳米管的共振拉曼响应，建立较完备的碳纳米管传感器拉
曼应变测量理论，并提出拉曼应变花技术。薛长国等对一种全新的微梁阵列传感器系统光
路实现阵列化微梁传感器进行了研究，实验数据表明利用该系统对微悬臂梁进行的温度激
励可以得到较好的系统检查灵敏度。
计算固体力学方面共有 2 个分会场和 7 个专题研讨会。在“计算力学进展”分会场中，钟
万勰院士作了有关计算力学与动力学控制研究进展的邀请报告，着重论述了辛体系在相关
问题研究中独特的优越性。此外，李锡夔概括介绍了其研究组近年来在颗粒材料多尺度耦
合分析数值分析所获得的系统成果。刘凯欣介绍了其自主研发的时-空守恒元动力学分析软
件及其在爆炸工程中的成功应用。韩旭和亢战分别介绍了考虑不确定性的动态荷载识别以
及鲁棒性优化的研究进展。王东东介绍了采用稳定子域积分消除自锁现象、提高求解精度
的伽辽金无网格方法。袁明武等报告了基于混合变形技术的高效有限元网格重构方法。欧
阳洁和符松分别介绍了三维复杂流场多尺度模拟理论和数值算法方面的研究工作。庄茁利
用离散位错动力学-有限元耦合方法研究了单晶铜反常本构行为。黄茂松等分别介绍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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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力学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在“计算力学的新进展、新方法和新理论”专题研讨会上，邢
誉峰、邓子辰等介绍了基于辛体系的积分算法研究进展。陈震、张雄等介绍了物质点法在
多物理场以及爆炸冲击问题数值仿真中的成功应用。杨海天介绍了他在参数反演方面的系
统研究工作。作为传统有限元方法的重要补充，无网格方法以及边界元方法的研究近年来
受到了广泛重视。陈文提出了基于正则化的边界节点法以及奇异边界法中的反插技术。龙
述尧重点介绍了一种利用无网格技术所发展的拓扑优化高性能算法。高效伟利用边界元方
法成功进行了瞬态导热分析以及热物理性参数的反演。姚振汉等介绍了含液多孔介质力学
的边界元方法。
结构优化研究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并已经成为了计算固体力学的一个重要方
向。在“结构与多学科优化分会场”，程耿东院士着重论述了近年来结构优化领域在理论研究
以及工程应用等方面的最新进展。同时介绍了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研究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报告内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隋允康回顾了结构优化研究中常用的建模方法，分
析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并对未来的发展做了展望。段宝岩介绍了基于多场耦合理论所开展
的电子装备多学科优化设计工作。王希诚针对现代工程设计的复杂性和发展趋势，重点讨
论了近年来广泛应用的黑箱优化方法。郭旭介绍了有关可置信性结构鲁棒性优化的最新进
展，重点讨论了如何构建可置信性优化列式并介绍了相关求解算法。张卫红综述了组件广
义布局优化国内外研究进展，对此类问题的建模、参数定义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韩旭
介绍了基于序列线性近似的高效区间不确定性优化算法，并报告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算法的
收敛性和求解效率。另外在“飞行器多学科设计优化技术”专题研讨会上，刘书田、张卫红等
报道了拓扑优化技术在飞机翼面结构、支撑梁设计以及组件布局优化中的成功应用。邱志
平等利用响应面以及并行子空间方法求解了多学科稳健性优化设计问题。此外，在“计算爆
炸力学学科前沿”专题研讨会上，宁建国介绍了基于 VOF 和 PIC 耦合多界面处理算法等方
面的工作。袁帅等报道了 SPH 方法在爆炸力学中的应用。李晓杰等介绍了聚能穿墙等的参
数设计以及数值模拟方面的研究进展。此外，来自不同单位的研究者还报道了高性能计算
在大飞机设计、桥梁工程、轨道交通、运载工程、金属成型等领域产品设计和研发中的重
要应用。
2.2.2 流体力学
流体力学在航空、航天、航海、环境、能源、化工、生物、水利等诸多领域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CCTAM’2009 设有“流体力学”分会场，“计算力学进展”、“流变学进展”、
“激波和激波管前沿问题”、“环境力学”、“微纳米力学”、“爆炸力学”、“岩土力学新进展”、
“力学教学的理念、方法和实践”等分会场也涉及到流体力学的诸多研究侧面。大会上还举办
了“湍流工程模型”、“湍流与流动稳定性研究——第九届全国湍流与流动稳定性学术会议”、
“湍流热对流”、“计算力学的新问题、新方法和新理论”、“计算流体力学研究与应用”、“无
网格与边界元”、“高性能计算在工程中的应用”、“航天航空航海工程与能源动力系统中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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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力学问题”、“小型和微型无人机前沿问题”、“水动力学前沿问题”、“环境水动力学”、“风
沙运动与大气环境”、“第六届全国多相流与非牛顿流学术研讨会”、“多孔介质渗流与应用”、
“界面力学的机理和流体力学研究”、“颗粒物质力学及其应用”、“应力波、冲击波和爆轰波”、
“计算爆炸力学学科前沿”、“流动控制技术及其应用研究”、“生物材料与仿生力学”、“生物
力学与人类健康研讨会”等流体力学领域的多个专题研讨会。此外，“近空间飞行器材料与结
构的力学问题”、“航天器动力学与控制”、“空天与武器装备测试技术”、“破碎岩体结构与渗
流突变力学”、“研究生力学教学的实践与创新”等专题研讨会也涉及到若干与流体力学的研
究和应用密切相关的方面。
“流体力学”分会场会议共进行了 11 个邀请报告。赵建福做了题为“微重力气液两相流动
与传热”的报告，介绍了在微重力环境中气液两相管流流型与压降、池沸腾现象中的气泡动
力学行为与传热特征以及燃料电池/电解电池内部伴有电化学反应的两相流动特征与电性能
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李存标介绍了对静水中薄圆盘自由下落运动的实验研究结果，以及所
观测到的一种新的螺旋运动类型。罗喜胜介绍了伴随水非平衡相变的可压缩流动的物理建
模和数值方法，并针对一些非定常流中的凝结问题进行了数值模拟。詹杰民介绍了“线性与
非线性及规则与不规则波浪数值水池的研究”成果。刘桦介绍了国内外在该方面的研究进
展，讨论了波浪水池模型实验与数值波浪水池相结合的复合模型技术以及该领域需要着重
研究的问题。任玉新介绍了他们最近提出的一种以非定常流动敏感型方程为基础的、可以
计算各种静态和动态稳定性导数的新方法。瑞典国防研究院的彭夏辉介绍了 RANS-LES 耦
合模型及其在工程湍流数值分析中的应用。何国威介绍了湍流噪声大涡模拟的研究成果。
高正红介绍了现代航空飞行器与气动外形的优化设计方法。徐力平进行了题为“民用航空发
动机研发中的若干流体热力学基础问题”的学术报告。以上邀请报告涉及到湍流、空气动力
学、水动力学、多相流、生物和仿生力学等流体力学的众多基础和应用领域，体现了流体
力学在基础理论方面和实际工程应用中的巨大作用。
湍流是流体力学的经典难题，也是工程上广泛存在的流动问题，湍流研究一直受到我
国流体力学工作者的重视。湍流方面共进行了 3 个专题研讨会。“湍流工程模型”专题研讨会
共有 11 个学术报告，对非惯性系湍流模型、可压缩流动转捩和湍流/激波相互作用、以及结
构系综动力学在不同湍流流动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湍流热对流”专题研讨会共有 18 个学
术报告，涉及了湍流热对流的理论、实验、数值模拟等多个方面。 “第九届全国湍流和流
动稳定性学术会议”共进行了 38 个学术报告，涵盖了流动稳定性、湍流机理、可压缩湍流、
湍流大涡模拟、湍流模式、湍流减阻控制、湍流工程应用等主题，充分展示了我国在湍流
和流动稳定性方面的丰硕成果。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流体动力学在流体力学的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中发
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本次大会设立的“计算流体力学研究与应用”专题研讨会，共有 60 篇
学术论文，分两个组进行了学术报告，内容涉及了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理论、算法以及在水
利、化工、船舶、环境、生物、航空、航天等诸多工程中的应用。需要说明的是，计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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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学作为揭示流动问题细观结构与内在机制的有力手段，在流体力学各个分支学科都有
越来越重要的应用，在“计算力学进展”分会场、“无网格与边界元”、“计算力学的新问题、
新方法和新理论”、“高性能计算在工程中的应用”等专题研讨会上均有大量报告，介绍了计
算技术在流体力学各分支领域的进展。
激波与激波管实验技术与激波物理、爆轰现象、超声速与高超声速流动、超声速燃烧、
高温气体动力学的基础研究密切相关，是目前国际上研究最为活跃的流体力学领域之一。
本届大会不仅设有“激波和激波管前沿问题”分会场，涵盖了激波管实验技术、超声速混合层
流动控制、高超声速进气道设计及喷管中水蒸气凝结、爆轰波的传播、粉尘爆轰理论、旋
转爆轰流场结构、连续爆轰发动机的实验技术和数值模拟等多个前沿领域，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自 2008 年第十三届全国激波与激波管学术会议以来，国内科技工作者在激波和激波
管方面工作所取得的最新进展；而且在“爆炸力学”分会场及“应力波、冲击波和爆轰波”、“计
算爆炸力学学科前沿”两个专题研讨会中的部分报告同样涉及了爆轰过程、爆炸驱动流场等
方面的实验、理论与数值模拟研究。此外，涉及与航空航天相关的流体力学研究的还有“流
动控制技术及其应用研究”、“小型和微型无人机前沿问题”、“航天航空航海与能源动力系统
中的关键力学问题”等专题研讨会上的部分报告。
流体力学在航海及环境等领域中也有着直接而广泛的应用，尤其是面对当今世界严重
的环境问题，环境流体力学等新兴学科分支的研究越来越展现出突出的作用。为此，本届
大会设有“环境力学”分会场及“水动力学前沿问题”、“环境水动力学”、“风沙运动与大气环
境”等专题研讨会，并且在“颗粒物质力学及其应用”、“航天航空航海与能源动力系统中的关
键力学问题”专题研讨会也有部分报告报导了相关研究成果。与会代表主要就水质污染（如
湖泊富营养化控制等）、泥沙/风沙、城市道路精细化气象预报及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中遇到的
环境问题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就水动力学在江湖洪水调度、海啸及船舶与
海洋工程等方面的应用进行了研讨。
随着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当代流体力学研究问题超出经典流体力学所处理的单相、
简单介质的范围，向多场、多相、多介质、非牛顿流体等领域扩展。因此，本届大会设有“流
变学进展”分会场及“第六届全国多相流与非牛顿流学术研讨会”、“界面力学的机理与流体动
力学研究”、“多孔介质渗流及应用”、“破碎岩体结构与渗流突变力学”、“风沙运动与大气环
境”、“颗粒物质力学及其应用”等专题研讨会，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我国近年来在相关领域的
进展情况。此外，在“水动力学前沿问题”、“环境水动力学”等专题研讨会上也报导了利用多
相流动技术解决相关环境与工程问题的研究进展。
生物流体力学研究是目前一个重要的新兴方向，本届大会设有“生物材料与仿生力学”、
“生物力学与人类健康”等专题研讨会，就昆虫飞行力学、鱼类尾鳍流场、血流动力学、脉搏
波传播及呼吸系统流动与传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反映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快速发展和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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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动力学与控制
以动力学、振动与控制为主要论题的分会场和专题研讨会有“动力学与控制研究的新进
展”、“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及应用”、“多体系统动力学及其应用”、“航天器动力学与控制”、“分
析力学新进展”、“时滞系统动力学与控制”等。
动力学与控制分会场共有九个邀请报告，涉及到近年来动力学与控制学科取得地若干
新进展。陈关荣简要介绍了广义 Lorenz 混沌系统族、超混沌 Lorenz-Chen 系统、分数阶 Chen
系统，以及这些复杂混沌系统的一些可能的工程应用。孟光报告了载人航天和空间对接若
干动力学与控制问题的建模、仿真分析和实验分析，分析了多场耦合环境和复杂空间环境
对空间复杂机构和结构的动力学与控制问题的影响，建议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徐世杰主
要介绍了航天工程中的若干关键动力学与控制问题，包括深空探测中的平动点轨道问题，
月球探测器的着陆与返回问题，近地航天器的相对动力学问题，以及大型复杂航天器的姿
态动力学与控制问题，着重介绍这些领域的理论和应用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
展趋势。林志华讨论了纳米结构非局部弹性应变场的两个临界问题，并利用纳米结构非局
部弹性场理论和变分原理推导了纳米梁弯曲的平衡条件、运动控制微分方程和边界条件。
洪嘉振采用添加删除约束的方法对柔性多体系统接触碰撞问题进行准确描述，从而实现了
柔性多体动力学全局仿真。郭永新报告了非完整力学的近代主要发展，包括 Riemann-Cartan
几何学在非完整力学中的应用、非完整力学的逆问题和非完整系统的 Birkhoff 约化。刘曾
荣分别从建模、动力学和控制的角度说明动力学与控制研究方法在生物系统中的应用。毕
勤胜介绍了一类典型的多时间尺度 Belousov-Zhabotinsky 反应的动力学行为，给出了各种不
同的猝发现象。
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及应用是动力学与控制的一个研究热点，其中有一部分报告内容是
关于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钱有华、张伟将同伦分析方法应用于多自由度非线
性系统周期解的求解中，得到解析近似解并与 Runge-Kutta 数值解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同
伦分析方法是求多自由度非线性系统周期解的有效方法。荣思远、于开平采用基于 UKF 算
法的神经网络辨识模型计算仿真非线性时变系统，可以有效识别快变参数问题，这种算法
适用于跟踪性能要求较强的系统识别问题。李莹和程昌钧将 Hamilton 变分原理推广到有限
变形孔隙热弹性结构中，建立以 Kirchhoff-Love 假设为基础的孔隙热弹性薄板的大挠度理
论。陈洋洋、陈树辉将双曲函数 L-P 方法推广并应用此方法研究三次非线性自治系统的同
宿解和异宿解问题。陈淑萍、张伟等研究了高维非线性动力系统的 Bogdanov-Takens 规范形，
并将该方法应用于非线性非平面运动悬臂梁的动力学方程规范形计算问题。随机动力学也
是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及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志龙、金肖玲研究了受 Gauss 白噪声激励
具有时滞反馈控制的单自由度强非线性系统响应的瞬态概率密度。王弢、帅健等建立了转
子-轴承-密封动力学模型，研究了动态多因素对系统振动的影响。邓茂林、朱位秋通过引入
氧离子与肽键之间的距离和肽键键能之间的关系，研究了酶作用下肽键断裂的随机动力学。
鄂国康、朱海涛等采用指数多项式闭合法构造了高斯白噪声激励下滞回随机动力系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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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态概率密度函数求解过程。温建明、冯奇研究了随机干摩擦两自由度系统的 Stick-Slip
运动。张凯、李刚利用降维方法求解了考虑不确定性因素的结构的响应统计矩。还有相当
一部分报告是关于机械、航空航天、生物等系统的动力学建模、分岔、混沌及其应用。刘
延柱讨论了基于精确 Cosserat 模型的螺旋杆稳定性问题。程善、吴泉军等从动力学与控制
角度考虑多个相互作用的强迫 Lienard 振子时滞网络系统的同步动力学。丁虎、陈立群运用
数值方法研究了超临界速度范围的轴向运动梁的静平衡分叉。高发宝、张伟等分别研究了
绳系卫星椭圆轨道的稳定性和周期解、高速飞行条件下可伸缩变形机翼的非线性振动和混
沌动力学问题。李芳芳、李伟艳等分别研究了参数激励和外激励联合作用下的输流管道的
非线性振动问题、覆冰悬索结构的非线性振动特性。郭翔鹰、刘长亮等分别研究了非对称
角铺设的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层合板的非线性动力学响应问题、正六边形蜂窝芯的蜂窝夹层
板的非线性动力学问题。王建军、韩勤锴等讨论了具有时变系数的参数振动系统的振动响
应特性以及齿轮啮合过程中相应的振动稳定性问题。李佰洲、胡宇达等分析了磁场环境中
导电薄板的亚谐波共振问题。王琳、倪樵研究了横向流引起热交换器管道的失稳现象。杜
国君、于超等针对具有初挠度阻尼夹层圆板的非线性振动问题进行了研究。杨海天、李哈
汀提出了一种求解动力载荷作用下梁的多总量反问题的数值模型。万金国、杜新喜等改进
了梁单元几何非线性计算方法。魏旭壕、叶红玲等利用有限元软件对液体静压支承工作转
台进行数值模拟与分析。康厚军、赵跃宇等研究了参强激励下带集中质量两端铰接斜拉索
的动力学问题。赵晓华、林路婵研究了一类对任意参数都具有反转对称性的二阶耦合非线
性系统的动力学。古华光、李玉叶等在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钾、钠和钙等离子的
四维常微分方程的动力学模型。化存才围绕高校招生规模与相关问题开展了微分方程动力
学建模应用研究。冯剑丰、万越之等研究了不同捕食者干扰强度对浮游生态系统非线性吸
引子的影响。
在非线性动力学的研究中，时滞系统的动力学与控制也是一个研究热点。杜茂林、王
在华报告了在位移差分控制作用下闭环系统的时滞量、反馈增益等对强迫振动的影响。王
怀磊、王在华等将时滞系统的状态空间由无穷维函数空间还原到有限维物理空间，分析了
时滞控制系统平衡态的吸引域结构。郑远广、王在华研究了时滞反馈对 Class-B 激光系统动
力学行为的影响。徐鉴、齐欢欢、赵艳影等分别报告了悬臂输液管道颤振失稳时的时滞控
制、时滞对非线性饱和控制系统减振频带漂移的影响。蔡国平、陈龙祥介绍了一个基于 DSP
的时滞反馈实验系统，概括了近年来柔性结构时滞反馈控制的若干研究进展。张继业、任
殿波、徐晓慧研究了具有时间滞后的自动化高速公路车辆跟随系统的指数稳定性，根据变
结构滑模控制策略设计了车辆跟随系统的纵向控制规律。刘中华、朱位秋报告了具有时滞
反馈控制的拟可积哈密顿系统随机动力学。左志强、杨翠丽分析了饱和区间时滞系统的局
部镇定问题和吸引域。包俊东研究了一类非线性中立型时滞系统的 H-infinity 控制问题。范
蓉蓉、孙中奎等分别研究了一类具有非线性扰动的连续时间时滞系统的鲁棒无源控制问题、
含常数及时变时滞动力系统的鲁棒控制。蒋卫华、魏俊杰分析了时滞动力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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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f-transcritical 分叉的余维二开折。孙清、薛晓敏、张斌等分别报告了含时滞受控系统的
稳定性研究、基于遗传算法策略的含时滞结构振动控制的研究、精细积分方法分析含双时
滞受控系统动力响应及其稳定性、非线性时滞反馈控制系统超谐及亚谐共振分析。时滞系
统动力学与控制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方向就是复杂网络、神经网络和神经元动力学中的时
滞研究。周进、吴泉军、刘曾荣报告了复杂多主体时滞网络系统的脉冲一致性。焦贤发、
黄小娟、王如彬报告了时滞作用下神经振子集群同步神经发放模式及其控制。王青云研究
了小世界神经元网络在不同因素作用下的时空同步现象，并揭示其产生的机理。孙伟刚、
程尊水、杨俊平等分别研究了具有双时滞和非线性内部耦合函数的复杂动力网络的同步问
题、时滞复杂网络模型的分叉控制问题、互联网 TCP-RED 拥塞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分叉问
题。尚慧琳、徐旭、颜渝力等分别研究了两神经元时滞 Hopfield 神经网络的吸引子和吸引
域、具有惯性项的时滞神经元动力学、神经元的非线性函数-延迟反馈实现控制。
多体系统动力学及其应用是动力学与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体系统的建模、数值算
法、仿真和实验是多体系统动力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张素英给出了一个求解动力学微分方
程初值问题的一个通用李级数解法。彭慧莲、王琪等研究了含摩擦双边约束多体系统动力
学方程的数值计算方法。李伟明、洪嘉振提出了一种新的模型缩聚-模型修正迭代方法。董
富祥、洪嘉振等基于柔性体碰撞问题的变拓扑性质，提出了一种柔性多体系统碰撞动力学
建模方法，并通过激光测振仪对两铝杆碰撞问题进行了实验研究。刘铸永、洪嘉振研究了
作大范围运动的柔性薄板的刚柔耦合动力学建模方法，探讨了柔性薄板大范围运动和变形
运动的耦合机理。郭正雄、戈新生利用系统相对于总质心的动量矩守恒这一特性研究了双
刚体航天器的三维姿态运动控制问题。蔡国平、章敏对柔性航天器的模型降阶问题进行了
研究。潘科琪、刘锦阳研究了复合材料梁刚柔耦合的动力学特性，分析了旋转角速度、轴
径比、纤维角的方向等对于旋转梁模态特性的影响。周跃发、李宏量等对六自由度船舶运
动模拟器进行了动力学仿真研究。
航天器动力学与控制是多体动力学与控制的重要应用领域，是紧密结合当前国家重大
需求的一个研究领域。刘春川、方勃、黄文虎利用行波方法得到了一维梁式结构航天器对
全频激励的动力学响应，并应用自适应主动控制方法实现了对航天器高速旋转部件抖动的
抑制。李凤明、陈照波、黄文虎研究了椎壳结构的受迫振动响应和振动主动控制。方勃、
黄文虎、刘芳等研究了圆盒隔振器的控制模型，以及隔振系统的参数设计和阻尼特性。陈
力奋、云永旺等研究了结构振动控制的动柔度方法。岳宝增、曹健、杨旦旦等研究了受液
体燃料晃动及柔性附件扭振影响的全充液航天器作大角度姿态机动过程中的混沌姿态动力
学，以及航天器中液体燃料晃动的稳定性和控制。张景瑞、王珩、岳玉娜等研究了航天器
大角度姿态快速机动控制器的参数优化设计、以及控制力矩陀螺系统部分失效时灵敏航天
器的姿态机动控制。周炳红、胡炜等采用流体体积法对微重力条件下火箭液氢贮箱中推进
剂的重定位过程进行数值模拟研究。蔡志勤、赵军等研究了位于日地系统共线平动点附近
的轮辐状旋转多体绳系卫星的质心轨道控制问题。杨庆成、孟宪红从防碰撞的角度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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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小卫星在轨二次分离的模式和相关参数的定量关系。李晓明、曾国强研究了编队飞
行卫星之间的相对轨道确定。李强、黄奕勇等利用 ADAMS 对在轨加注航天器对接紧锁装
置在空间对接过程中的动力学建模与仿真。李爽系统地总结了各种各样的深空任务转移轨
道的设计方法。张谭、刘赵淼研究了外形结构设计对微喷管性能的影响。
分析力学专题研讨会报告了近年来在此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发展方向，梅凤翔报告
了理论力学中的六个问题。郭永新报告了 Riemann-Cartan 空间自平行运动的非完整映射理
论，并利用此理论研究了 Chaplygin 非完整系统的运动、刚体的定点转动、无旋粒子在有挠
时空中的运动。郑春龙报告了(2+1)维破裂孤子系统的孤波同伦映射解。傅景礼、何玉芳、
赵丽分别报告了离散电机系统的对称性、新格子中波动方程的对称性、2 维非线性扩散方程
的 Lie 对称性和不变量。方建会研究了一般完整力学系统 Lie 对称性直接导致的一种新守恒
量存在的条件和形式。董文山报告了广义非完整力学系统的弱 Hojman 守恒量和强 Hojman
守恒量存在的条件、形式及其应用。张宏彬提出了一种保完整约束力学系统 Lie 对称性的差
分格式。李自炎建立了用非局域实时动能代替动能的非保守系统的欧拉-拉格朗日方程和哈
密顿理论。王鹏将协调函数引入力学系统的 Noether-Mei 对称性，研究了相空间中力学系统
Noether-Mei 对称性导致的两类广义守恒量。王勇通过计算位形空间的度规和挠率，建立了
平面上小球无滑滚动的运动方程。刘世兴报告了量子系统的 Birkhoff 表示。
2.2.4 生物力学
在本届大会上，以生物力学为主题的论文约有 100 篇，反映了国内学者在细胞与分子
力学、心血管力学、力学生物学、骨－关节生物力学、生物材料力学、动物运动、仿生力
学、认知神经动力学等方面的快速发展。
在生物力学与人类健康的专题研讨会中，姜宗来介绍了 Rho-GDIα、Rac1 及 p38 信号通
路在周期性张应变调控血管平滑肌细胞迁移和增殖过程中的作用。何凡通过构造流固耦合
算法，利用有限元方法数值仿真了脉搏波在正常和增厚的动脉壁厚度两种情况下的传播。
杨春等采用了机械牵张装置对原代分离的大鼠肺泡 II 型上皮细胞施加静态牵张，观察了肺
泡 II 型上皮细胞在力学刺激下形态和功能上的改变并分析了相关机制。任九生用一个受均
布内压作用的由不同的材料组成的两层圆柱形圆筒来模拟动脉血管壁的力学性能，研究了
动脉血管瘤的形成及破裂问题。乔爱科基于 CT 图像，利用计算流体动力学方法模拟了个性
化胸主动脉瘤血的流动。龙勉建立了骨细胞网络中力致钙信号响应与传递的理论模型，数
值分析表明该理论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流体剪切作用下骨细胞网络内胞浆钙响应的多峰现
象以及单细胞受力学刺激后的钙响应单峰以及在周围细胞内的钙传递现象。侯振德构造了
基于指数衰减的拟合函数，研究了骨压电电压的松弛规律。尤锁柱建立了一种基于 CT 扫描
的股骨三维有限元模型重建方法，并模仿实际力学环境进行静力加载，对模型应力分布及
变形情况进行了分析。陈力奋介绍了基于混合单元的中耳听骨链系统的有限元分析。毛文
玉基于三维重建技术及有限元模拟分析了骨强度与骨密度之间的关系。王盛章介绍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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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特异性的脑动脉瘤非牛顿流体血流动力学研究。赵改平通过离散数学模型模拟了实体
肿瘤内外的血管生成。蒋文涛对两类补丁对 S 型旁路移植影响的血流动力学进行了数值研
究，结果表明在 S 型股动脉旁路移植手术中采用 Taylor 补丁可以更好地改善吻合口的流场
特性。樊瑜波介绍了纳米材料经关节腔注射后在生物体内的转运过程，为进一步研究纳米
涂层及磨损颗粒的生物安全性及植入体的生物学和力学性能提供了基础。刘迎曦介绍了人
体鼻腔温度场的数值模拟。刘应征基于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血流突变对颅内动脉瘤血液动
力学的影响。孙淦云通过在体测量实验技术，得到了兔眼视网膜粘附力的图谱。李红霞介
绍了植入支架的狭窄血管内的血流动力学以及血流对血管壁的作用的数值模拟研究。严志
强研究了组蛋白去乙酰化酶在低血流诱导血管重建中的作用与机制。张小军介绍了脉搏波
在动脉内传播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
有多个分会场的邀请报告或专题研讨会也涉及到了生物力学与人类健康的研究。邓小
燕介绍了动脉系统中的旋转流动现象，发现在心血管介入治疗和器械设计中引入旋动流可
明显改善这些器械中的血流流场，并可达到抑制小口径人造血管的急性血栓形成和搭桥手
术后血管内膜增生的目的。张西正的报告“力学生物学与组织工程”探讨了力学因素在组织和
器官构建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了力学生物学在再生医学与组织工程中的应
用。李元超对 RF 脊柱内固定器的静态及疲劳力学性能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研究，得到了该固
定器相关的力学参数。谭文长基于细胞浆的粘弹性和钙离子的电场作用，提出了钙火花空
间反常扩散的力学模型，成功解释了“钙火花峰宽”。李西成介绍了一个经皮吸收的分数阶药
物动力学模型。邓茂林研究了肽键在有酶和无酶情况下发生断裂活动的随机动力学，分析
了影响肽键断裂速率的两种主要动力学机制，即 Fermi 共振和穿越势垒降低。赵静一对组织
工程支架内不同结构参数的微管网中微流体流动进行了数值仿真，分析了人工骨内部结构
设计及流场状态。汪玉综述了我国舰艇水下非接触爆炸冲击动力学发展与应用，建议可以
有效利用假人进行冲击试验来研究人员在战时的冲击安全性。王海民考虑了蛋白质气泡膜
变形的粘弹性特性与 Casson 流体间的耦合作用，建立了单个蛋白质气泡在血液中有限变形
的动力学方程。彭雄奇利用实体标本实验数据对人体椎间盘纤维环超弹性纤维加强材料的
本构模型进行了验证。孙裕晶概述了近年来食品咀嚼力学的研究进展，提出了采用离散元
方法进行食品咀嚼动力学分析的思路，分析了离散元方法用于食品咀嚼过程研究的可行性
和基本过程。
力学在揭示各尺度下生物功能逐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人们开始利用生物学与生物技
术来设计材料和器件。生物材料力学及其已经成为生物力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与前沿方
向。吴承伟在题为“生物与仿生材料表面微纳力学行为”的报告中，介绍了以蚊子腿与蚊子口
器表面的微纳力学行为，并仿生制造出微米锯齿刀，发现其振动切割力比普通刀切割力降
低 80%以上。曲传咏、余寿文等研究了多场耦合载荷对废用状态下骨损伤的影响。陈少华
根据壁虎最小黏附单元的真实铲状结构，建立了相应的力学模型，并进一步对仿生单纤维
黏附的尺寸效应进行了研究。赵红平等介绍了其丝素复合水凝胶的制备及其在生物医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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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侯振德实验研究了牛骨薄梁试样的逆压电性弯曲变形。陈明建立了描述鱼鳍材料
松弛特性的分数元模型。冯剑丰研究了不同捕食者干扰强度分别对具有对称、非对称以及
同种作用矩阵的生态系统的非线性吸引子的影响。杨庆生通过推导生物组织自由能密度函
数，并基于有限变形理论对生物组织化力耦合的准静态大变形问题进行了研究。于洋与郑
泉水对荷叶表面多级结构的力学稳定性与超疏水稳定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蜡晶体构成
的多级结构能够在保持超疏水性稳定的前提下大大提高结构自身的稳定性，从而同时满足
以上两种稳定性的要求。冷慧杰基于单向拉伸的累进加载实验，提出了皮质骨的后屈服本
构模型。姚大鹏对机械蜻蜓悬停时的气动力学行为进行了实验研究。周风华研究了含内部
介质的运动物体与静止物体碰撞时的破坏特性，分析了运动与静止物体的破坏概率不均匀
现象。宋凡介绍了其仿生纳米界面及其热性能的研究工作，基于蜻蜓翼膜表面结构的粗糙
化仿生处理，使陶瓷表面成为了一种纳米尺度的散热肋结构，从而提高其强度的抗热震突
变能力。高原文基于非局部弹性理论对蛋白质微管的小尺寸效应进行了研究。黄争鸣实验
制备了 PLLA 纳米纤维编织缝合线，并通过 MTT 实验表明缝线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和安全性。李岩介绍了天然纤维的多尺度结构。季葆华建立了细胞黏附斑的微观模型，分
析了细胞对不同尺度下外力的响应。
陈文建立了修正的 Szabo 声波模型，研究了乳腺癌 CARI
医学超声频率的依赖耗散。孔祥清对蚊子口针刺破人体皮肤的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买买
提明·艾尼介绍了受多向载荷的组织仿生拓扑优化。刘芳研究了蚯蚓爬行的生物力学行为。
赵红平等对牛角的微纳观结构与力学性能进行了系统的观察与测量，其结果加深了对天然
角蛋白材料及其结构的理解，对工程材料的强韧化仿生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王建山
与冯西桥研究了纳米手性形貌力学，不仅可用来调控纳米材料的力学性能和光电等物理性
能，还可以阐释一些纳米生物材料的形貌。刘建林研究了毛细与弹性耦合的现象，结果对
于材料表面疏水性质、微器件的尺寸、微型水上运载工具的设计与制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戴福洪介绍了其埋金属双稳定混杂复合材料层板固化变形预报的工作。刘兵飞探讨了
静水压力对多孔形状记忆合金相变的影响。杨庆生与马连华介绍了生物组织细观力学模型
及其分析方法，可反映从细胞层次到组织层次的生物力学现象，对揭示生物组织的结构、
性能及其演化的基本机理提供一定的研究手段。曹艳平、冯西桥等讨论了如何用基于失稳
的方法测量薄膜、微纳米纤维的弹性模量。曹艳平等还研究了以压痕实验确定黏弹性材料
的正则化松弛模量。卢天健等研究了压荷载作用下温度引起的皮肤粘弹行为变化，讨论了
热伤害对组织行为的影响以及加载过程中其内部的改变。
动物的精巧运动一直是人类仿生的源泉。孙茂通过理论分析和 NS 方程/运动方程耦合
的数值模拟研究了昆虫悬停的横向动稳定性，讨论了微小昆虫飞行的非定常高升力和飞行
能耗等力学机理以及昆虫飞行动力学。吴锤结将自适应多重网格投影法和浸没边界法相结
合，研究了三条鱼组成的鱼群基本单位的自主游动，分析了“槽道效应”在鱼群游动中的节能
机制。丛文超利用计算流体动力学软件 Fluent，对自主航行模式下二维摆动尾鳍的推进性能
进行了数值模拟。敬军也基于 Fluent 软件，通过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鱼类 C 形起动中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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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的尾鳍的流场结构及动力性能。杨岸龙用 FTLE 和 LCS 表示了圆盘起动涡环结构，用
以测量游动和飞行生物研究中的生物受力。詹国强对蝴蝶飞行的非定常气动特性进行了数
值模拟，气动干扰研究表明在双翅由“合拢”到”打开”这一过程中，双翅之间的气动干扰对增
加气动力有明显的作用。魏榛与杨基明设计实现了一种以鹰蛾为参照昆虫并基于微电机驱
动的超微型扑翼飞行器“CAKE”，并对实际的扑翼飞行过程应用大尺度水下测力模型进行了
相关机理的实验研究。王利光根据鸟类翅膀运动规律，设计了能实现扑动和展向折叠的扑
翼机构，通过风洞实验手段对不同的机翼展向折叠位置、折叠角度等进行了研究。
认知神经动力学是生物力学中一个重要的前沿方向，它主要采用动力学的观点，把神
经系统当作动力学系统来研究，应用非线性动力学的概念与方法对大脑的微观、介观和宏
观等各个层次开展研究，以分析大脑的工作原理。在本届力学大会上，计有 25 篇文章与一
个认知神经动力学的专题研讨会反映了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除了上述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动力学与控制、生物力学等方面的内容以外，本次大
会的其它分会场与专题研讨会还广泛涉及了爆炸力学、颗粒物质力学、航天航空航海工程
与能源动力系统中的关键力学问题、灾变破坏力学与数值模拟题、力学教学的理念、方法
与实践等，展现了这些方向的新进展与新见解，内容丰富，这里未作详细介绍。
3、结束语
本次大会是继 2007 年“庆祝中国力学学会成立 50 周年大会暨中国力学学会学术大
会’2007”之后，力学界又一次规模空前的、非常成功的盛会，参会人数和发表论文数量都再
创新高。会议内容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力学学科的现状，充分展现了我国力学工作者在
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反映了我国力学工作者的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会议表明，
我们力学领域的研究内容覆盖面广，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日益深入和广泛，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都有很大进展，进一步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广
大力学工作者一方面在学科前沿方面的研究水平不断提升，与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
结合日益紧密，取得了多方面的基础理论成果，既深化了对基本力学理论的认识，又发展
了各具特色的实验测试技术和理论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更加紧密地结合国民经济发展，解
决航空航天、环境、能源、交通、机械、健康等重要领域所遇到的技术难题，对国民经济
各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相关学科的进步也起着越来越大的牵引作用。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既为力学提供了丰富的机遇，也使它面临巨大的挑战。本
次大会，不仅帮助国内力学工作者了解国内力学学科的最新进展动态、前沿热点、发展方
向和新生长点等，促进各研究院所之间、学校与产业部门之间、研究者个人之间的合作与
交流，加强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培养，而且也有利于进一步探索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情
况下我国力学如何发展、如何解决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力学基础和应用基础问题、力学
如何结合国家需求的新交叉领域来开展基础创新研究工作等。我们深信，这次大会能够引
起国内力学工作者更多、更深刻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中国力学全面、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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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现代数学和力学学术会议
第十一届全国现代数学和力学学术会议于 2009 年 7 月 23~25 日在甘肃兰州成功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 50 多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 90 多位专家、学者和学生代表参加了本届学
术会议。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主办，甘肃省力学
学会、兰州理工大学、兰州大学共同承办。
7 月 23 日上午 8:00 举行了本届会议的开幕式。兰州理工大学副校长邱平教授到会并致开
幕词；本届会议主席、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教授发表讲话，简要回顾了现代数学和力
学学术会议的历史及发展历程，并介绍会议的意义和宗旨；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兰州大
学副校长郑晓静教授代表中国力学学会讲话，并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分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会议的大会报告和邀请报告，第二阶段为分组报告。会
议收到大会报告和邀请报告 13 个。7 月 23 日上午，分别由中国科学院胡文瑞院士、朱位秋
院士、清华大学郑泉水教授、兰州大学郑晓静教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魏悦广教授为
会议做大会报告；7 月 23 日下午，上海大学程昌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匡震邦教授、大连
理工大学吴锤结教授、四川大学曾祥国教授、重庆大学彭向和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王铁军
教授、郑州大学赵明皞教授、兰州理工大学李世荣教授为会议做邀请报告。7 月 24 日，会
议分固体力学、流体力学、一般力学和交叉学科 4 个分会场做分组报告。
本届会议展现了自 2006 年第 10 届现代数学和力学会议（MMM-X）以及 2007 年第 5 届
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ICNM-V）以来我国力学工作者在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及相
关领域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本届会议共收到近代力学和数学中的数学方法等研究领域的
论文摘要 91 篇，其中大会报告和邀请报告 13 篇，固体力学类 37 篇，一般力学类 14 篇，
流体力学类 9 篇，其它学科 18 篇，全部收录在由兰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现代数学和
力学（MMM-XI）摘要集》中。摘要内容涉及理论与应用力学以及力学中的数学方法等领
域的若干前沿问题。例如，多场耦合、流固耦合、微重力流动、多尺度和跨尺度问题、微
结构线性和非线性问题、新型复合材料力学、计算力学、实验力学等。针对这些复杂的挑
战性问题，探索了一系列的新方法和原方法的新发展，如 LBM 方法、微分求积法、虚拟边
界法、边界法、反问题解法等。会议论文还针对一些有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探索了新的求
解途径，如 MEMS、智能材料分析、晶体材料分析、沙尘暴、传染病传播、肿瘤诊治、DNA
分析、神经动力学、地震预测、防暴抗暴、桩基分析、煤层顶板分析，边界层控制、高超
场速飞行、随机振动等。
本届会议得到了兰州理工大学、兰州大学的大力资助。会议顺利完成了预定议程，取得
了圆满成功！
（第十一届全国现代数学和力学学术会议组委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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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工程结构安全防护学术会议
由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防护工程分会共同主办，宁
波大学和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联合承办的第七届全国工程结构安全防护学术会议于 2009 年
7 月 27~29 日在宁波大学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
北京理工大学、宁波大学、解放军理工大学工程兵工程学院、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总参
工程兵科研四所等 26 家单位从事工程结构安全防护及其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共计
65 人。会议于 7 月 27 日报到，7 月 28~29 日进行了 1 天半的学术交流。7 月 28 日上午，周
丰峻院士、王明洋教授、宁建国教授、杨黎明教授分别作了大会特邀报告，下午开始两个
分会场的专题报告，共有 27 位专家、学者分别就各自所从事领域的研究及进展情况作了精
彩的专题报告。与会代表就工程结构安全防护领域的重点、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
学术气氛浓厚，交流效果显著。
本次会议共征集论文 100 余篇，经认真遴选，有 78 篇论文被录入论文集，其内容涉及
强动载作用下介质与结构相互作用、强动载下材料的动态响应及测试技术、强动载下结构
的局部破坏与整体破坏、建筑结构耐久性与防灾研究、工程结构安全检测与监控、地震作
用下工程结构的安全与防护、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防护与对策、高技术武器破坏效应、毁
伤评估及防护技术、深部开采岩体力学及工程灾害控制、反恐防爆结构安全对策与技术和
其它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工程技术等 11 方面的内容。论文集中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人员在
工程结构安全防护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工程结构安全防护专业组工作会
议，参加会议的有任辉启研究员、王明洋教授、杨黎明教授等 15 名专业组成员及代表，董新
龙教授、会议筹备组人员列席了会议。工作会议由专业组组长、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任辉启
研究员主持。会上，代表们就本次会议的有关事宜和专业组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商讨，各抒己
见、畅所欲言、对进一步加强专业组的组织建设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第 8 届全国工程结构安
全防护学术会议的筹备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并对宁波大学和总参工程兵科
研三所为筹备本次学术会议所作的工作表示感谢。
（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左社强供稿）

第五届中国 CAE 工程分析技术年会
2009 年 7 月 28~29 日，被誉为模拟仿真技术领域“奥斯卡”盛会的“第五届中国 CAE 工
程分析技术年会暨 2009 全国计算机辅助工程（CAE）技术与应用高级研讨会”在古“丝绸之
路”重镇兰州成功举办。本届年会是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业自动化分会、中国力学学
会、中国力学学会促进工程应用与产业结合工作委员会、中国软件协会数学软件分会、陕
西省国防科技工业信息化协会共同主办，北京诺维特机械科学技术发展中心承办。来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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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地航空航天、兵器工业、船舶制造、汽车制造、通用机械等行业的 350 多人士参加了
本届盛会。
计算机辅助工程（CAE）是一种迅速发展的计算技术，是实现重大工程和工业产品设
计分析、模拟仿真与优化的核心技术，是支持工程师、科学家进行理论研究、产品创新设
计最重要的工具和手段。经过几十年的发展，CAE 技术在航空、航天、核工业、兵器、造
船、汽车、机械、电子、土木工程、材料等领域获得了成功的应用，正在逐步成为制造业
信息化深化应用的关键技术。
本届会议适逢 CAE 年会创办 5 周年，主办单位邀请了来自科技主管部门、科研院所、
制造企业、高等院校的领导、知名专家学者、软硬件厂商代表做主题演讲和技术交流。
年会围绕“引领自主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的主题展开。7 月 28 日上午的大会开幕式由
中国力学学会促进工程应用与产业结合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大连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
院长胡平教授主持，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信息化协会理事长、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
工程师王泽玉研究员为大会致欢迎词，中国软件协会数学软件分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软
件研究所并行计算实验室副主任张云泉博士为大会致开幕词。参加开幕式的还有清华大学
航天航空学院党委书记庄茁教授、东风汽车公司副总工程师陈赣先生、长安汽车工程研究
院副院长赵会博士、上海汽车集团新能源汽车事业部总监凌天钧总工程师、浙江大学航空
航天学院常务副院长郑耀教授、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陈焕星研究员、北京航空
制造工程研究所岳中第研究员、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院长张卫红教授等。
开幕式之后的主旨报告由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信息化协会理事长、西安飞机工业集团
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泽玉研究员主持。本次年会共邀请了 6 位专家做主旨报告，他们分别是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党委书记庄茁教授做的“航天器结构力学仿真分析的若干问题”报告；
长安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赵会博士做的“CAE 在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碰撞安全研发中的应
用”报告；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大学常务副院长/长江学者郑耀教授做的“航空航天数值模拟与
数字样机技术”报告；LMS 国际公司中国区 CAE 技术经理石银明博士做的“一维/三维/测试
多学科多属性系统集成平台”报告；大连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院长胡平教授做的“汽车轻量
化与高强度钢板热成形仿真技术”报告；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系王煜教授做的
“CAD 和 CAE 及优化设计的一体化”报告。专家们的精彩报告不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而
且具有较强的实践经验，不时博得与会代表的阵阵掌声。
每年的“CAE 技术趋势论坛”都是 CAE 年会中的重头戏，今年的报告更是精彩纷呈，组
委会精心选择了各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知名专家为大会演讲。东风汽车公司副总工程师
陈赣先生做的“CAE 技术在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越野车开发中的应用”；西北工业大学理
学院院长/长江学者张卫红教授做的“结构的轻量化设计方法”报告；奇瑞汽车工程研究院总
工程师/高级 CAE 专家吴沈荣先生做的“整车工程与 CAE 仿真技术”等；专家们的报告内容
前瞻，理论与实践并重，指引了方向，指导了开发，赢得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赞赏。
本届年会特设国防科技工业、汽车交通、先进制造科技与应用 3 个专题分会场，为航
空、航天、兵器工业、汽车、船舶、通用机械、电子等行业的代表提供专业研讨和交流的
机会。3 个专题分会场既有行业专家和用户介绍 CAE 技术在行业的应用情况，又有 CAE 厂
商分享成功应用案例，对于参会代表而言，确实是 CAE 领域的一场难得盛宴。

2009 年第 7 期

会

25

讯

为了推广 CAE 技术支持产品创新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普及 CAE 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
主办方还组织进行了“2009 中国 CAE 应用最佳实践案例”、“2009 中国 CAE 领域最佳教育培
训机构”、“2009 中国 CAE 年会优秀论文奖”评选活动，经过专家组的评审，最终泛亚汽车
技术中心的“虚拟样车评审流程及其在某轿车项目中的应用”、奇瑞汽车发动机工程研究院的
“发动机 CAE 开发”两个项目获得“2009 中国 CAE 应用最佳实践案例奖”。重庆理工大学
CAD/CAE 工程中心获得了“2009 中国 CAE 领域最佳教育培训机构奖”。
本届年会共收到论文 200 余篇，论文集收录 170 余篇，组委会评选出获奖论文 16 篇。
其中优秀论文奖 10 名，三等 3 名、二等 2 名、一等奖 1 名。来自北京化工大学的杨卫民教
授撰写的“列管式换热器强化传热 CAE 分析与实验研究”一文获得了本届年会优秀论文一
等奖，在 28 日晚上的颁奖晚会上，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常务副院长郑耀教授为杨卫民教
授颁发了获奖证书和奖杯，这已经是杨卫民教授连续两届获得 CAE 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大会主会场

出席年会的嘉宾

与会代表合影

（清华大学庄茁教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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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空气弹性学术交流会
由中国空气动力学会空气弹性力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流-固耦合力学专业委员
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空气弹性学术交流会，于 2009 年 8 月 14~16 日在云南昆明召开，
此次会议由中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承办。
会议共收到论文 124 篇，来自国内 30 个单位，其中 108 篇收入论文集。83 名正式代表
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文集将在会后发往学会、科技信息部门和有关领导、专家。会议主
办方唐长红总师、谭申刚主任出席会议并致词。会议邀请了中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的唐
长红总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杨超教授、西北工业大学杨智春教授，分别作了题为“大型飞
机气动弹性设计”、“阵风响应减缓风洞试验研究”和“高超声速飞行器壁板颤振”的大会报告。
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国空气动力学学会空气弹性力学专业委员会第 5 次工作会议和中国
力学学会流-固耦合力学专业委员会第 3 次工作会议。会议由专委会主任委员刘子强主持，
回顾了 2 个专委会一年来的工作进展以及本次大会的筹备情况。会议就 2010-2011 年专委会
工作进行了讨论和布置，包括学会和专委会改选、增选事宜、2010 年工作会议、2010 年气
动弹性研习班筹备工作和 2011 年交流会筹备工作等。专委会准备在适当时候由中国力学学
会流-固耦合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偏重于流固耦合和空气弹性科学基础的专题研讨会。
会议分 4 个组进行了学术交流，进行了全体代表参与的、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优秀论
文活动，经专委会评选小组统计、确认，最后产生了 12 篇优秀论文，并颁发了获奖证书。
会议特别感谢承办方会务组同志们的辛勤工作，特别感谢中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对
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

（中国力学学会流-固耦合力学专业委员会供稿）

第十四届流体动力与机电控制工程学术会议
为增进我国流体动力与机电控制工程学术交流，促进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
协同合作，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的“第十四届流体动力与机电控制工程学术会议”于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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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28 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北苑宾馆召开，本次会议由吉林大学机械学院承办，参加会议
的代表共有 34 人，他们来自国内 20 家单位，包括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研
究所以及大型机电、液压公司等企业。会议的召开增进了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交流。
本次流体动力与机电控制工程学术会议邀请到了多个领域代表共襄盛举。会议前期总
共发送论文邀请函 1617 份，发送行业涉及国内外的电力、石油化工、铁路、建筑、兵工、
汽车、航空、保险、冶金、煤矿等领域，以及包括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著名高校。在经过认真的评审之后，总共录用了 45 篇学术论文。论文内容涉及广泛，涉及
到流体动力、机电液控制和装备制造新技术等领域，许多论文是本学科研究的前沿及热点
问题和大量生产实践中的而研究课题。
会议由姜继海副主任委员主持。首先由吉林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杨兆军致辞，
代表机械学院对流体控制工程专业委员会表示感谢与支持。主任委员刘长年教授讲话，他
介绍了大会的背景、会议组织机构等基本情况，并向给予此次会议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的
与会代表及其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欢迎。此外吉林大学刘昕晖教授介绍了会议的筹
备工作 以及相关安排。
本次会议录用的论文经由专家评审后，以宣读交流的方式，在大会上进行了积极、充
分的讨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会议结束后，所录用论文将在《机床与液压》、《机械工
程师》、《流体传动与控制》等全国核心期刊杂志正式出版发行。
大会最后召开了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期间各位委员对学会工作进行了小结。交流了
看法，对今后学会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安排，并确定了 15 届流体动力与机电控制工程学术会
议的举办地以及其他相关事宜。
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流体动力与机电控制工程高等教育水平，增
强了我国在该领域国际学术界地位，并起到了强化为各大流体控制企业提供支持与服务的
能力，密切与国内各工科院校的学术交往与合作的目的。

（中国力学学会流体控制工程专业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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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及多学科优化工程应用与理论研讨会
结构及多学科优化工程应用与理论研讨会’2009（CSMO-2009）于 9 月 3~4 日在大连理工
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大连理工大学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工程力学系、工业
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大连理工大学党组书记邵龙潭教授到会致欢迎辞。

本次会议由大连理工大学程耿东院士和美国 Altair 公司副总裁周明博士担任大会主席，
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郭旭教授任秘书委员会主席。会议的主旨是探讨结构与多学科优
化理论、技术与工程应用研究中的基本科学问题、新兴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以及交叉学科、
新应用、新器件等方面的应用。同时给研究人员、教师、学生以及工程师提供了一个开展
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在促进我国在结构与多学科优化，特别是在工程应用领域的发展，
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方面，让广大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有机会了解该领域的前沿科
技，并创造和知名学者交流，及进一步学习、深造的机会。
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比利时列尔日大学、美国新泽西大学、香港中
文大学、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湖南大学、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中科院光机所、Altair 公司、东风商用汽车公司，广州机械研究所等国内外
众多知名学府、研究机构和工业界的 80 余名专家学者、研究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两天的研讨会期间，包括国际结构与多学科优化联合会创始人、Struc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 杂志主编 George Rozvany 教授，印度理论与应用力学学会前
任会长 Jammi Srinivasa Rao 教授，比利时列尔日大学多学科优化组组长 Claude Fleury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程耿东院士、郭旭教授和西北工业大学张卫红教授在内的 11 名国内外不同研
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做了大会报告；42 位著名学者和青年科研工作者、研究生做了精彩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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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学术报告。报告内容涉及结构的几何与形貌优化、遗传算法与模糊优化、鲁棒性/可靠性
优化设计、航空、航天结构的优化设计、土木建筑工程中的优化设计、电子/电气产品的优
化设计、先进材料与纳米材料中的优化方法等诸多方面。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就所关心的学
术前沿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展示了结构与多学科优化理论、应用、软件开发等方面的最
新研究成果，为学界和工业界的专家代表提供了一个充分的交流平台，促进了本领域内高
校、软件公司、工业部门的产学研用各层面的紧密合作。
与会代表对大连理工大学的会议组织工作给与了高度评价。国际结构与多学科优化联
合会创始人、终身名誉主席 George Rozvany 教授盛赞本次会议“准备充分而富有成果”、“令
人印象深刻”，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大连理工大学郭旭教授供稿）

中国力学学会第 51 次青年学术沙龙活动
中国力学学会第 51 次青年学术沙龙活动于 2009 年 9 月 19~20 日在南京举行。这是中
国力学学会青年学术沙龙自 2003 年起，首次在京外举行，其目的是为了给广大青年学者提
供更多的交流机会，同时继续扩大中国力学学会青年学术沙龙的影响力。本次活动由中国
力学学会主办，河海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同承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工
业大学、苏州大学、南通大学、河海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所高校的青年学者 30 余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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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校长王乘教授讲话

中国力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杨亚政博士讲话

9 月 20 日上午，沙龙学术交流活动在河海大学力学楼会议室举行，会议由中国力学学
会常务理事、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冯西桥教授主持，河海大学校长王乘教授和中国力
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杨亚政博士分别在开幕式上讲话。王乘教授对各位代表的到来表示了
热烈的欢迎，并就河海大学力学学科的发展情况向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同时肯定了中国
力学学会青年学术沙龙系列活动对于加强学者间交流产生的积极作用，表示很荣幸能够承
办中国力学学会青年沙龙的首次京外活动，预祝活动圆满成功。杨亚政常务副秘书长向各
位代表介绍了中国力学学会青年学术沙龙活动的由来、目标和意义，指出了以往沙龙活动
对于京区各高校学者间科研合作、学科交叉、联合申请项目等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提
出为了进一步活跃全国力学界青年学者学术交流，沙龙活动今后将每年在京外举办一次。
最后，杨亚政副秘书长代表中国力学学会向此次活动的承办方河海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活动的顺利举行所做的精心准备和安排。

杨春教授做学术报告

陈文教授做学术报告

本次沙龙的学术活动分别在河海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分两个主题进行，分
别是“生物力学”和“力学中国家重要工程中的应用”。共邀请了四位报告人，他们是清华大学

2009 年第 7 期

会

31

讯

杨春教授、河海大学陈文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刘桦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赵宁教授。在
生物力学方面，杨春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从生物力学视角探索表皮形态生成素诱导管腔发
生的机制”，杨春教授利用生物实验手段，对于小鼠肝脏组织研究，得出了结论 EPM 通过
诱导粘着斑合成、应力纤维排列、有丝分裂方向确定介导胆管样形态发生，这些研究对于
组织工程尤其是管状组织的培养有重要意义。陈文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医学超声成像中的力
学建模问题”，他用分数阶导数和分形导数模型刻画幂律现象、记忆和遗传、路径依赖性质，
应用于超声波乳腺癌检测的模拟等方面，很多学者对这种分数阶导数的处理方法表示出浓
厚的兴趣。刘桦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近海波浪数学模型及其应用”，他以国防建设中应用广泛
的潜艇问题作为应用背景，讲解了其对于近海波浪数学模型建立以及应用方面的工作，其
中很多工程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并已经应用在祖国的国防建设事业中。赵宁教
授的报告题目为“风力发电中的若干流体力学问题”，赵教授主要讲解了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进
行大尺度风机动力学研究的进展，包括用计算流体动力学等方法进行层流、湍流等模型的
计算以及声学方法的应用。这些报告生动活泼，数据翔实，图片丰富，引人入胜。每个报
告后，与会人员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刘桦教授做学术报告

邵建国教授介绍河海大学力学学科概况

赵宁教授做学术报告

高存法教授介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力学学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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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龙的自由讨论阶段，各位代表各抒己见，为今后的学术沙龙活动献计献策。杨亚
政副秘书长就力学研究与国家需求的关系列举了多个生动的例子，特别提议沙龙今后可以
举办一些奇思妙想等有创新性的活动，他指出国家的需求带动了力学的发展，希望中国力
学学会青年沙龙能够把优秀青年力学工作者团结起来、凝聚起来，通过这个交流平台发挥
重要的组织和引导作用。随后各位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为今后沙龙的发展方向提出了
很多好的建议，如：开展奇思妙想主题沙龙、关注青年教师发展和研究生教育、邀请工程
方面著名专家做报告等。大家普遍反映此次学术沙龙无论从学术上还是组织上都是一次很
好的交流机会，对主办和承办单位的精心安排表示感谢。
在此次活动中，河海大学的邵国建教授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高存法教授还分别对各
自学校力学学科的师资队伍、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向大家做了详细的介
绍。同济大学仲政教授也就华东地区固体力学沙龙的情况简单做了介绍，提供了很多值得
借鉴的宝贵经验。学术活动外还安排大家参观了南京三叉河水利工程、紫金山天文台、河
海大学力学实验教学国家示范中心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力学实验室。
（中国力学学会办公室郭亮供稿）

第九届全国生物力学学术会议
由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分会）主办，中国生物
物理学学会生物力学与生物流变学专业委员会协办的“第九届全国生物力学学术会议”于
2009 年 10 月 11~15 日在天津市召开。本届会议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承办，天
津大学和天津理工大学协助承办。中国科协立项资助了本届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张西正教授主持，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
会副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姜宗来教
授致开幕词。中国工程院戴尅戎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孟庆国副主任、军事
医学科学院陈学如副院长、天津市科协白景美副主席、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樊瑜波理事
长以及天津市科委、天津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天津理
工大学和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有关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本届会议是我国历次生物力学领域学术交流活动中，参加人数和交流论文篇数最多的
一次。来自全国各地（含香港地区）278 位生物力学、医学及相关学科的专家教授、临床与
基础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 190 篇学术论文摘要，其中 154 篇论文分别
以大会报告、分会场主题报告、分会场报告及研究生优秀论文评选报告的形式进行了交流。
会议的大会及各分会场的学术交流自始至终保持了旺盛的人气，呈现出年青学子参与热情
高、讨论自由热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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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会议的论文交流分为“心血管力学生物学”、“分子生物力学”、“骨－关节生物力学”、
“心血管生物力学数值模拟”、“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生物力学与临床医学”、“力学生物
学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和“运动生物力学”等专题。在大会交流中，戴尅戎院士介绍了骨与关
节力学生物学研究的新进展，提出力学生物学在骨关节疾病防治中的重要性和应用前景；
孟庆国研究员结合我国生物力学学科现状，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重要信息；
樊瑜波教授强调生物力学是生物医学工程的重要基础之一，它对医疗器械、人工器官、康
复工程及生物医学仪器的研究进步与相关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姜宗来教授回顾了我国
生物力学学科创建 30 年来的发展历程和最新研究进展，提出了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和青年工
作者创新能力培养，主动适应医学模式转变，深化力学生物学等前沿领域研究的内涵，促
进我国生物力学学科发展的意见；龙勉教授介绍了未来 5－10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生物力
学学科优先资助领域调研和制定情况；杨力教授、张西正教授和陈维毅教授分别介绍了软
组织修复的生物力学、生物力学在组织工程中的应用和眼生物力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会议
还特邀了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朱承教授和爱思唯尔（ELSVIER）中国区经理钟似璇先生分
别就分子生物力学新进展和科技论文写作和发表做了精彩的大会报告。会议的学术交流充
分表明，我国生物力学以力学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力学为代表的学科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
以骨－关节生物力学和血流动力学为代表的传统优势领域继续深入发展并与人类健康问题
密切结合，基于临床医学、组织工程与康复工程的生物力学以及生物材料力学与仿生力学
研究表现出很强的应用潜力和前景。研究力学环境（刺激）对生物体健康、疾病或损伤的
影响，实时活体检测分析细胞的力学信号转导及相关信号蛋白分子的结构与功能变化，探
讨细胞如何感受力学环境（刺激），进而产生生物学效应的力学生物学研究是当前生物力
学研究的热点。生物力学研究在解决关键科学问题、明确力学因素在人类健康和疾病发生
发展中作用的同时，致力于发展相关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紧密联系临床诊治提出具有生物
力学特色的新思路是当前生物力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本届会议期间，专业委员会继续开展了“研究生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研究生们参与的热
情很高，均精心准备。20 名专业委员会委员分为 4 个专家组认真进行点评，最终从 35 篇参
赛论文中评选出 13 篇优秀论文并发给证书和奖金。学术会议的研究生优秀论文评选活动激
发了年青学子从事生物力学研究的兴趣和参与学术交流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研究工作的
水平和表达研究结果的能力。
本届会议期间，专业委员会试行利用学术会议平台发展新会员。新会员现场填表登记
并按学会一届四年交纳会费，当即享受会员参加学术会议注册费的优惠。这一做法取得了
很好效果。
本届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全
体会议。会议总结了 2009 年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介绍了本次会议筹备情况，讨论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生物力学学科发展报告、2010 年专业委员会工作和《医用生物力学杂志》2010
年专题等相关工作，决定开始 2010 年“第 4 届中美生物医学工程暨海内外生物力学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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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会”的筹备工作。会议对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领导和张西正教授的团队以及上
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科院力学所、天津大学和天津理工大学的有关团队为
本届全国学术会议的成功召开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上海交通大学齐颖新供稿）

无网格、质点类和扩展有限元方法国际学术会议
北京国际力学中心无网格、质点类和扩展有限元方法国际学术会议（BICTA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eshfree/Meshless, Particle and Generalized/Extended Finite Element Methods）于
2009 年 10 月 12~16 日在南京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国际力学中心和中国力学学会计算力学专
业委员会主办，南京河海大学承办，来自美国、法国、日本、西班牙、阿根廷、新加坡等国家
的 15 名海外代表，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湖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第二炮兵工程学院、山东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山东建筑大学、河海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昌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和
中山大学（台湾）等机构的 4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有特邀大会报告 1 个、主题邀请报
告 15 个、交流报告 26 个。会议主席为北京大学袁明武教授，组织委员会主席为河海大学陈文
教授。
10 月 12 日上午，河海大学陈文教授在河海大学闻天馆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河海大学
国际合作处陈红胜副处长首先简介了河海大学的情况，之后大会主席北京大学袁明武教授
致开幕词，指出会议旨在提高我国计算力学研究的水平，为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一个
平台，并对应邀出席会议的海内外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表示感谢，并祝愿大会顺利召开。
无网格、质点类和扩展有限元法是计算力学和工程模拟仿真领域，近二十年来国内外
公认的最重要的研究进展。无网格类方法克服了传统的基于网格的方法（例如，有限元和
有限体积方法）在计算模拟移动边界（例如，裂纹动态扩展）、爆炸冲击、滑坡、颗粒流、
特大变形（例如，加工成型）等问题上的主要局限性，在涉及网格畸变、网格移动等问题
中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同时无网格法的前处理过程也比有限元法更为简单。扩展有限元法
是一类新的求解不连续力学问题的数值方法,它继承了常规有限元法的所有优点，在模拟界
面、裂纹生长、复杂流体等不连续问题时特别有效，短短几年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应用。
本次会议围绕无网格、质点类和扩展有限元法的理论背景、数值方法、程序实施及其在许
多领域应用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探讨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
本次会议是国际计算力学领域的一次高水平学术会议，聚集了计算力学无网格/质点类
方法和扩展有限元领域的国际和国内的部分顶级专家学者。会议特别邀请了美国工程院院
士、“铁木辛柯”奖获得者、计算力学顶级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 主编、前任美国计算力学学会主席、著名的 Meshfree Galerkin Method 和扩展有
限元方法（XFEM）的提出者、全球所有工程领域 SCI 引用率最高的 4 个研究者之一、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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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讲座教授 Ted Belytschko，做题为“Advances and Applications of Meshfress Methods”的大
会报告。他的报告总结了近二十年来无网格方法和扩展有限元方法的发展历史、主要成就，
并指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会议还邀请了前任美国计算力学学会主席、国内外很有影响的
“重构核质点法（reproducing kernel particle meshfree methods，RKPM）”提出者、西北大学
讲座教授 Wing Kam Liu，现任美国计算力学学会主席、Interaction and Multiscale Mechanics
主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土木与环境工程系主任、讲座教授 Jiun-Shyan Chen，目前在爆
炸冲击和岩土力学仿真中广受关注的“物质点法(material-point- method，MPM)”的提出者、
美国密苏里大学讲座教授 Zhen Chen，国际计算力学学会秘书长、工程中数值方法国际中心
Sergio Idelsohn 教授，IUTAM 计算力学工作组组长、法国最大的力学实验室 ENS，
（Cachan）
主任、EADS 基金会主席 Pierre Ladeveze 教授，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Methods(SCI 索引)主编、新加坡计算力学学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刘桂荣教授，国际高
性能计算领域非常著名的“地球模拟器”的主要参与者、日本东京大学 Hiroshi Okuda 教授，
数值岩土力学方向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我国离散元方法和岩土力学的著名专家、中国科
学院力学所李世海研究员，我国著名的无网格法研究者、清华大学张雄教授等国内外著名
计算力学专家。
本次会议设有如下 10 个专题：
z New techniques and improvements in meshfree and particle methods
z Meshfree-based multiple scale models
z Coupling and adaptive meshfree methods
z Implementation in meshfree and particle method
z Parallel computation in meshfree and particle method
z Computer codes of meshfree and particle methods
z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meshfree and particle methods
z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roblems where meshfree and particle methods
have clear advantage over classical methods
z Identification of future opportunities
z Other related aspects of meshfree and particle methods
本次会议收录论文和摘要 43 篇，内容丰富，对我国扩展有限元与无网格方法的研究工
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会议报告生动活泼、数据翔实、图片丰富、引人入胜。在自由
讨论阶段，国内外学者各抒己见，热烈讨论了所关注的问题。会议的成功举办受到了美国
工程院院士 Ted Belytschko 教授的高度称赞。
本次会议还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计算力学协会、亚太计算力学学会、
江苏省力学学会、河海大学工程力学系、大连理工大学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
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清华大学航天学院、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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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对促进我国计算力学方法研究的进展和与亚太地区各国的交流，
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学术地位，促进我国计算力学的发展有较重要的意义。
（北京大学袁明武教授供稿）

动力学与控制学科十二•五学科发展规划研讨会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办，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和北京工业大学
共同承办的动力学与控制学科十二·五和 2011 年至 2020 年中长期学科发展规划研讨会于
2009 年 10 月 16~21 日在海南三亚成功召开。本次学科规划研讨会的召集人为：北京理工大
学胡海岩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孟庆国副主任、航天八院孟光教授和
北京工业大学张伟教授。来自全国各大学和研究单位的 4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天津大学陈予恕院士、大连理工大学钟万勰院士、东北大学闻邦椿
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陆启韶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梅凤翔教授、中国力学学会常务副秘
书长杨亚政博士、香港城市大学的陈关荣教授及 8 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著名专家
学者。
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伟教授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科学部副主任孟庆国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十二·五和 2011 年至 2020 年中长期力学学科发展规划”的框架和主要内容，着重阐述了动力
学与控制学科应把握的重点发展方向、优先发展领域和重大交叉领域。为此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力学处成立了力学学科顾问组和秘书组，其中动力学与控制学科秘
书组由航天八院孟光教授和北京工业大学张伟教授负责。力学学科发展规划秘书组副组长
孟光教授仔细介绍了动力学与控制学科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重点发展方向、优先发展领域和
重大交叉领域的各个子方向的详细规划。力学学科发展规划秘书组专家北京工业大学张伟
教授也向与会的专家学者仔细介绍了拟定的“动力学与控制学科十年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
主要内容和规划。参会的 40 多名专家学者就上述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动力学与控制
学科未来五年和十年的发展规划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献计献策。
力学学科顾问组专家胡海岩院士就动力学与控制学科十年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初稿提
出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主要针对动力学与控制学科的定义、如何撰写当前本学科的最新
进展、关于我国动力学与控制学科在国际上的地位、关于非线性动力学中的载荷确定问题、
目前大部分动力学与控制学科所列的研究领域与控制学科有何区别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同时提出在学科重点发展方向上，标题与标题之间覆盖的内容重复较多，建议按照研
究对象来进行划分。
经过与会专家学者的充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动力学与控制学科主要有 4 大研
究领域：(1) 非线性动力学；(2) 多体系统动力学；(3) 分析力学；(4) 航空航天动力学。在
这四大研究领域下应该从 9 个方面来说明动力学与控制学科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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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非线性动力学、分析力学、多体系统动力学与控制、随机动力学、动力学控制与运动
稳定性、转子动力学、复杂网络与神经动力学、振动控制与利用、载运工具动力学与控制。
此次学科发展规划研讨会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二·五动力学与控制学科发展规划”和
“动力学与控制学科十年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初稿进行了热烈而充分地讨论，对下一步如何
具体完善和补充“规划”及“战略研究报告”进行了详细的工作布置。此次学科发展规划研讨会
对动力学与控制学科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一次和谐而成功的会议。

（北京工业大学机电学院张伟教授供稿）

2009 年度全国复合材料力学研讨会
2009 年度全国复合材料力学研讨会于 2009 年 10 月 16~19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本次
会议由中国复合材料学会和中国力学学会联合主办，中国复合材料学会复合材料力学专业委
员会，中国复合材料学会复合材料设计、应用与评价专业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固体力学专
业委员会复合材料专业组，以及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和汽车车身先进设计制造国家
重点实验室联合承办。本次会议的目的是增进专家学者之间的沟通了解，促进高等学校、科
研院所与生产单位之间的交流合作，为推动我国复合材料力学的发展及成果转化起到推动作
用。会议得到了全国复合材料和力学界的专家同仁们的广泛积极响应，投稿踊跃。大会共收
到稿件 44 篇，与会代表 53 人，来自全国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近 20 个单位。
大会开幕式由承办单位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院长韩旭教授主持，中国复合材
料学会副秘书长卢子兴教授、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方岱宁教授、中国复合材料学会复合
材料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陈浩然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方岱宁、王铁军、胡更开和韩杰才
教授做了大会特邀报告，20 余人分别做了邀请报告和学术交流报告，内容涉及复合材料力
学的最新进展及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和工程应用。会议的学术交流气氛浓厚、发言踊跃，
为同行间的切磋、共进等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本次会议收获颇丰，代表一致认为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会议得到了承办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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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支持，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会议决定下次全国复合材料力学研讨会于 2011 年举行，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承办。

（湖南大学刘桂萍供稿）

第十一届全国工业与环境流体力学
暨第八届工业与环境流体力学专业组会议
第十一届全国工业与环境流体力学暨第八届工业与环境流体力学专业组会议于 2009 年
10 月 16~19 日在美丽的杭州西湖湖畔的浙江科技学院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流体
力学专业委员会工业与环境流体力学专业组主办，浙江科技学院校承办，浙江省力学学会
协办，并得到浙江大学的支持。
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所、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
心、广东工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从事工业与流体力学领域研究的 40 余名专家学者
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就工业与环境流体力学领域的新进展和成果进行了交流，针对复杂工业系统
与装备中的流动传输和换热问题、水工程与水环境、风工程与大气环境、气溶胶流动、除
尘环境处理、高速列车空气动力学等工程流体力学领域的热点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
探讨。
会议期间，第八届工业与环境流体力学专业组组长，清华大学何枫教授组织召开了专
业组会议。会上组员们首先听取了此次大会组委会的工作介绍，并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
今后如何活跃和加强工业与环境流体力学的学术交流活动进行了讨论，组员们认为首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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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强化学术研究和工业结合的力度，建立科学研究和工业领域的交流平台；其次举办会议
最好结合国内特别是会议地点的环境治理问题，使工业与环境流体力学学术会议有鲜明的
特色。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吸引年轻人的加入非常重要，应该设立鼓励年轻人发表优秀论文
和积极参加会议的奖励机制。会议决定第 12 届全国工业与环境流体力学会议将于 2011 年
在无锡召开，由中船重工集团 702 所承办。

（清华大学何枫教授供稿）

大气边界层中的多相流：风蚀、沙尘暴、沙粒跃移运动及
风雪流国际研讨会
2009 年 10 月 16~19 日，由中国力学学会和北京国际力学中心主办，兰州大学西部灾害
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承办，北京大学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协办的“大气边界层中的
多相流：风蚀、沙尘暴、沙粒跃移运动及风雪流国际研讨会”在兰州大学成功召开。与会专
家包括来自美国、韩国、日本以及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20 多名
专家，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我国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兰州大学、新疆
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旱区寒区工程研究所等科研单位。
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兰州大学副校长郑晓静教授担任本次会议学术委员会主席和
组委会主席并主持了开幕式。她介绍了举办此次会议的初衷和大致过程，指出：随着全球
气候的变化，一些与大气边界层多相流动相关的自然现象，如：风蚀、沙尘暴和暴风雪，
由于发生频率的增加、发生程度的加重，所导致的灾害问题并越来越引起社会和科学家们
的关注。而由于认识和理解这些灾害发生机理和规律的复杂性，需要如物理学，地学、大
气科学和力学等不同学科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发展相关的观测和实验、理论建模和数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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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方法。兰州大学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风沙环境研究中心提议并承办本
次会议，旨在搭建一个相关研究的交流平台。她感谢中国力学学会和北京国际力学中心对
本次会议的支持和指导，并特别指出理事长李家春院士在会议筹办和参会人员邀请等方面
提出的宝贵建议和重要推荐。同时，还感谢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陈十一教授和美国艺术与
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明尼苏达大学航空工程力学
系教授 Dan Joseph 为会议成功举行所做的大量工作。

郑晓静教授主持开幕式

Dan Joseph 教授做报告

作为本次会议的学术委员会副主席，Dan Joseph 教授发表了开幕致辞。他强调了湍流强
度、颗粒大小以及颗粒浓度等在沙尘暴、土壤风蚀、飓风等自然灾害形成和发生的机理研究
中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促进国际上对于大气边界层多相流研究尤其是风蚀、沙
尘暴、风沙运动、风吹雪等自然灾害的防治与研究，并为此创造良好的交流平台。北京大学
工学院院长陈十一教授，作为本次会议组委会副主席在开幕致辞中，对本次会议的组织工作
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兰州大学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今后在促进大气边界
层多相流研究尤其是风成灾害的研究方面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

陈十一教授做报告

Meheboob Alam 教授做报告

围绕主题，本次研讨会重点突出了多学科交叉以及理论、数值研究与野外观测和实验
研究相结合、机理研究与工程应用相辅承的特点。在湍流及其与颗粒相互作用的数值模拟

2009 年第 7 期

会

讯

41

与实验方面，美国的 Dan Joseph 教授做了题为“Virtual Nikuradse and Turbulent Flow in
Pipes”的学术报告；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陈十一教授做了题为“Constrained Large Eddy
Simulation”的学术报告，详细阐述了一种模拟近壁面高雷诺数条件下流动的数值方法；日本
理化学研究所雷康斌研究员做了题为“A new dynamic SGS model for turbulent transport of
particulates in LES” 的报告，报告指出了现有的大涡模拟方法在计算流-固二两流网格尺度
（GS）和亚网格尺度（SGS）颗粒与流场的耦合时的弊端，同时提出了能够考虑亚网格尺
度湍流脉动对颗粒运动影响的模拟方法；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顾兆林教授做了题为“A new
subgrid scheme based on dynamic mixing length for turbulent flows”的报告。报告介绍了传统用
于处理湍流的 Smagorinsky 混合尺度模型的弊端，并基于此提出一种新方法对传统
Smagorinsky 混合尺度模型进行修正；来自印度 Jawaharlal Nehru 中心工程力学所 Meheboob
Alam 教授做了题为“Microstructure and Macrostructure in Rapid Granular Poiseuille Flow”的报
告，报道了利用不考虑弹性碰撞的硬球模型模拟得到的重力作用下垂向管道流中颗粒泊肃
叶流（Poiseuille flow）中颗粒垂向及横向速度脉动速度分布，此外还建立了管道颗粒流的
四类方式：柱状流、波状流、蠕虫状流以及块状流，以及这四类颗粒流与管道长宽比，颗
粒大小之间的相图关系。
而在大气边界层野外观测与理论模拟方面，来自加州大学滨河分校工程力学系的 Marko
Princevac 教授则做了题为“Thermally Driven Flows in Complex Terrain: Field, Laboratory and
Analytical Investigation”的报告，介绍了复杂地形下（如山坡、山坳处）由于热辐射引起的
局部流场的野外观测实验及理论模拟结果；来自日本鳥取大学干旱区研究中心（Arid Land
Research Center of Tottori University）的 Masato Shinoda 教授做了题为 “The Dust-Vegetation
Interaction Experiment (DUVEX) for Dust-Emission Modeling and Early Warning”的报告，介绍
了其在沙尘暴起动与预报方面所做的实验观测以及理论模拟工作；兰州大学西部灾害与环
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黄宁教授作了题为“Measurement and Simulation of Near Surface
Wind and Sand Saltation In Minqin Area”的报告；来自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的长张镭教授做
了题为“Retrieval of aerosol optical properties from lidar measurement”的报告；王鑫博士做了题
为“Surface measurements of dust and air pollution over semi-arid region of Northwest China
during PACDEX”的报告；王国印博士做了题为“Field observation analysis of land-atmosphere
interactions over the Loess Plateau of northwest China”的报告，报道了兰州大学半干旱气候环
境观测站从 2007 年 1 月至 2008 年 12 月关于西部半干旱地区地表热、水汽通量、能量平衡
和水循环等的观测结果。
在近地层风沙与风雪运动的风洞实验与数值模拟方面，韩国 Pohang 理工大学 Sang-Joon
Lee 教授做了题为“Quantitative Visualization of Saltation of Desert Sand in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近地层沙粒跃移运动的可视化实验方法，利用该实验
方法再现了沙粒跃移轨迹，对沙粒跃移轨迹、冲击、起跳初速度及其分量进行了统计分析，
并对风沙流中流速、沙粒浓度、沙通量沿高度的分布、湍流结构等测量结果进行了详细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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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 Jasper Kok 博士报告的题目为“A comprehensive numerical
model of steady-state saltation (COMSALT)”，主要讨论了风沙流过程中沙粒轨迹的随机性、
沙粒运动对风场的修正作用、粒床击溅过程以及风沙电场对风沙流的影响等，并将这些过
程的物理描述综合为一套模拟稳态沙粒跃移数值模型，模型结果与实验测量的输沙率、垂
向沙通量、临界冲击起动风速等的观测值吻合较好；日本地球科学与灾害防治国家研究中
心的 Takeshi Sato 教授则做了题为“Research on blowing /drifting snow by NIED”的报告，总结
回顾了日本地球科学与灾害防治中心对于风吹雪及其灾害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该研究中
心风洞实验室对风吹雪的实验研究，以及在疏松和紧致雪床面条件下雪通量沿高度分布、
雪颗粒的跃移高度与风速的关系、跃移层高度随跃移高度变化的关系、雪床侵蚀量及其与
温度的关系等，最后将风吹雪风洞实验研究结果运用于预测降雪过程中能见度问题。

Jasper Kok 博士做报告

Takeshi Sato 教授做报告

此外，来自新疆大学工程力学学院的 Mamtimin Geni 教授做了题为“Study on Sand
Morphology Formation in Sandy Desert Field”的报告；兰州大学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的武生智教授作了题为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Particle Dispersion in Gas-Solid
Flow System”的报告；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周春霞博士、印度 Gulbarga University 大学的 Jawali
Umavathi 教授分别做了题为“Study on Wind-Sand Movement in Agro-Pastoral Ecotone of
North China”、“ Multifluid flow and heat transfer of Newtonian and non-Newtonian fluids
through channels/ducts”的学术报告。
会议第一天的最后一个报告是兰州大学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风沙环
境研究中心主任郑晓静教授做的题为“A Comprehensive Scale-Coupled Model of Dune Field
(CSCDUNE)”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她和她的博士研究生薄天利新近提出的有关风成沙丘场形
成和发展过程定量模拟的方法。该方法集考虑风沙流中沙粒与沙床表面的击溅和起跳过程、
风沙流作用下的沙床表面的侵蚀过程，以及风沙流形成和沉积过程为一体，所再现的在不
同沙源厚度和不同主风向情况下的面积达数百平方公里的沙丘场，不仅其整体构型与野外
观测一致，而且所得到的沙丘形态和移动速度等规律也与野外观测结果定量吻合。这一工
作还有望预测出沙漠边缘的扩展速度、评估防治措施的有效性，为沙漠化治理规划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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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合理性提供依据。郑晓静教授的报告引起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和踊跃讨论。明尼苏达
大学航空工程力学系教授 Dan Joseph 充分肯定了郑晓静教授等人的工作，认为的确是一个
给人印象极为深刻、非常不容易的工作，并再三强调力学特别是流体力学界应该在环境科
学领域做出更多实质性推动工作。
会议的闭幕式由兰州大学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组织委员会
秘书长黄宁教授主持。在进行简短的会议总结后，与会各国专家纷纷即兴发言。美国的 Dan
Joseph 教授首先发言，他对兰州大学风沙课题组在大气边界层风沙两相流动研究所取得的
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The central role of Lanzhou University in these kinds of studies was
new to us”。同时他还认为本次会议举办的十分成功，不仅对多相流的理论研究、大气边界
层多相流引起的灾变机制的研究以及防治等方面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建立国际
合作平台以及多学科交叉也具有重要意义。他建议：将这一会议作为一个系列会议定期举
办，。并进一步扩大会议涵盖的内容，加入如台风、海啸等灾变专题使之成为为环境科学
与工程研究提供交流和沟通的平台。日本的 Sato 教授以及韩国的 Sang-Joon Lee 教授也分别
发表了感想，认为本次会议的议题：风蚀、沙尘暴、风沙流以及风吹雪等环境问题已经成
为普遍关注的世界性问题，本次会议对于加强国际合作、多学科交叉、数据和技术共享等
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希望这样的讨论和交流能够继续。其他与会专家也纷纷表示在此
次会议上各国、各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欢聚一堂，交流最新的研究进展，是一次非常成功
的会议，并表示对兰州大学风沙环境力学研究小组在风沙运动与沙尘暴的实验观测与数值
模拟、沙丘场发展的理论模拟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体参会代表合影

（兰州大学黄宁教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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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亚太国际工程中计算方法学术会议暨第九届全国工
程中边界元、无网格等数值方法学术会议（ICOME2009）
第三届亚太国际工程中计算方法学术会议 ICOME2009 (Third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暨第九届全国工程中边界元、无网格等数
值方法学术会议于 2009 年 10 月 18~22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河海大学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中
国力学学会主办，中国力学学会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日本工程计算方法学会 JACOME、江
苏省力学学会、北京力学会协办，河海大学承办。
会议主席为清华大学姚振汉教授、会议副主席为日本京都大学西村直志教授和河海大
学姜弘道教授，会议秘书长为河海大学陈文教授。参会代表 90 余人，其中有来自境外代表
17 人，包括来自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等大学及研究机构的 9 人、中国台湾地区台湾大
学、台湾海洋大学 3 人、中国澳门地区澳门大学 2 人，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
立大学和美国堪萨斯大学各 1 人。
此系列会议的前身是第 1 到 8 次中日/日中边界元法学术会议和 1993 年在韩国汉城举
行的第一届泛太平洋计算工程会议，更名后的第一届会议于 2003 年在日本札幌举行，第二
届会议于 2006 年在中国合肥与第八届全国工程中边界元、无网格等数值方法学术会议联合
举行。我国的工程中边界元法学术会议从 1985 年开始每三年一次，从未间断，涉及领域则
从边界元法扩展到边界元和无网格法，最后到边界元、无网格等工程数值方法。
已故工程院院士杜庆华先生是这两个系列会议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国工程中边
界元法的主要创导者，今年正值杜先生 90 诞辰。为了纪念杜先生在此领域的卓越贡献，得
到杜先生生前工作单位清华大学和他的亲属的同意，由北京市力学学会负责组织，首次设
立了“杜庆华工程计算方法奖”和“杜庆华工程计算方法优秀青年学者奖”，旨在鼓励从事工程
计算方法研究的中青年优秀人才，促进计算力学的发展和力学与工程相结合。根据“杜庆华
工程计算方法奖”奖励办法，该项奖的提名和申请于 2009 年 8 月 20 日截止，9 月 20 日前完
成同行通讯评审，10 月 10 日前评奖小组的 7 位成员完成投票评选，10 月 11 日进行了网上
公示，10 月 15 日确定了获奖名单。河海大学陈文教授和北京理工大学董春迎教授获得本届
“杜庆华工程计算方法奖”，清华大学王海涛副教授和合肥工业大学周焕林教授获得本届“杜
庆华工程计算方法优秀青年学者奖”。今后该奖项将每三年评选一次。
会议安排了两天半的学术交流，共有学术报告 79 个，会议论文和报告均用英语。其中
包括 6 个大会报告（Plenary Lectures），分别是台湾海洋大学陈正宗教授关于“边界元法研
究进展”的报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秦庆华教授关于“Trefftz 有限元法研究”的报告、新加坡
国立大学刘桂荣教授关于“G 空间理论”的报告、中国科学院余德浩研究员关于“超奇异积分
方程及其数值方法”的报告、京都大学西村直志教授关于“周期快速多极法在光学中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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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以及清华大学姚振汉教授关于“弹性动力学一种新的时域边界积分方程”的报告。分会
场报告分 4 个专题：(1)边界元法, (2)无网格法，(3) 其它新的工程计算方法，(4) 工程计算
方法在各领域的应用。其中有 14 个主题报告（Keynote Lectures）和 4 个邀请报告（Invited
Lectures）。本次会议的会风很好，参会代表都认真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就工程计算
方法的最新研究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特别就边界元快速多极算法和反问题计算等，
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研讨。向此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经作者申请，会议组织专家一
审后送“固体力学学报英文版”进行二审，按正常方式录用的论文将在正刊发表。
会议组织委员会初步商定：下一届的亚太国际 ICOME 会议 3 年后将由日本方面承办。
而第 10 届全国工程中边界元、无网格等数值方法学术会议将于 2012 年在湖南大学举行。
在会议前一年将由系列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向同行发出通知。第 2 届杜庆华工程计算方法奖
将在第 10 届全国会议上颁发。
参会代表对会议的组织与后勤服务一致表示十分满意，对承办单位河海大学表示衷心感谢。
（清华大学姚振汉教授供稿）

第二届塑性与冲击国际会议
(ISPI09)
第 2 届塑性与冲击国际会议（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lasticity and Impact
(ISPI’09) ）于 2009 年 10 月 23~25 日在北京香山饭店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和海外各地 20
多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 35 位专家、学者和学生代表参加了本届学术会议。会议由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共同发起，由中国力学学会和生物中国医学工程学会共同承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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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上午 8:00 举行了本届会议的开幕式。本届会议主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杨
嘉陵教授致开幕词，介绍了会议的意义和宗旨；香港理工大学余同希教授到会并发表了讲
话，简要回顾了塑性与冲击动力学的研究历史与发展历程；清华大学周青教授和中科院力
学所赵亚溥教授分别作了讲话，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本届会议展现了自 2001 年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lasticity and Impact
(ISPI'01)以来国际与国内力学与机械工作者在塑性与冲击动力学及相关领域取得的最新研
究成果。本届会议共收到塑性力学、冲击动力学、吸能材料与结构、防撞性与安全性、复
合材料、微/纳米力学、实验技术、数值模拟等研究领域的摘要 24 篇，全部收录在由中国力
学学会正式出版的《ISPI’09》摘要集中。摘要内容涉及塑性与冲击动力学以及材料与结构
设计等领域的若干前沿问题。例如，多场耦合、流固耦合、微/纳米结构问题、新型复合材
料力学、计算力学、实验力学等。
本届会议得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力学所的大力资助。会议顺利
完成了预定议程，取得了圆满成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华供稿）

第十届全国物理力学学术会议
第十届全国物理力学学术会议于 2009 年 10 月 29~30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会议由
中国力学学会主办，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定向能技术研究所承办。
本届会议紧紧围绕物理力学未来发展方向、物理力学在相关领域的最新应用成果以及
新兴学科后继青年人才培养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地交流与探讨。并向与会者分发了我国著
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新世纪版）一书，此书凝聚了钱老关于物
理力学的多年研究成果，出版至今虽已过去了 40 年，书中倡导的观念对于今天的工程实践
仍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对物理力学学科的发展和青年工作队伍的培养都有促进意义。
大会由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华卫红教授主持。来自全国从事物理力学相关领域研究工作
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共计 27 位出席了本次大会。会议既有学科专家参加，又有青年学者
和博士、硕士研究生到会。多年从事物理力学研究工作的老前辈也对物理力学学科发展给
予了厚望并对本届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
会议特邀学科专家报告 4 篇，录用专题学术论文 13 篇，收录在《第十届全国物理力学
学术会议论文集》中，涵盖了流动型激光器增益介质的非平衡现象、强激光与物质相互作
用过程中的非线性效应、以及微重力、低维材料等新兴学科方面的内容，展现了物理力学
相关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本次会议上，青年学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报告了各自课题
取得的最新进展，同时展开了积极的讨论，从事相关研究的资深专家给出了指导性建议，
体现了物理力学学科发展的大好前景。
会议感谢与会人员的踊跃投稿，并鼓励带动更多的学者参与第十一届全国物理力学学
术会议。
（中国力学学会物理力学专业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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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高超声速科技学术会议
2009 年 11 月 2~4 日，由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科学院高超声速科技中心、中国科学
院力学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承办的第二届高超
声速科技学术会议在安徽省黄山市召开。中科院、基金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防科
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12 家单位的领导、专家
学者共计 90 人参会。
张新宇研究员主持开幕式，他介绍了此次高超声速科技学术会议的概况，并对到会
专家表示了欢迎。樊菁所长代表大会主办方，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希望与会代表
能够充分交流讨论，对我国高超声速领域的发展能有所帮助，同时对承办方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提供这样一个交流平台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在完成科研任务的同时，也要注重
研究成果的积累和学术发表。
在两天的会议中，共有 58 篇学术论文，从燃烧、流动、热防护、等多方面报告了高
超声速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内容具体、实在，既有理念上的启示，也有方法上的交流，
并且在每个报告后都留有热烈的提问与讨论。与会人员普遍反映，本届会议内容丰富、
针对性强、报告的水平高，会议交流内容代表了国内高超声速技术的发展水平，基本上
达到与国际同步开展较前沿工作的水平，起到了促进学科发展的作用，达到了交流的目
的，同时也对本次大会的组织筹办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为我
国从事高超声速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深入交流、学习的平台，对高超声速
领域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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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继续沿用首届会议的论文管理模式，由中国力学学会统一编号，以便于管理
和检索。同时，会议还进一步完善了会议网站，与中科院高超中心网站相链接，全方位提
供高超中心、会议、学术等相关信息、提供论文的上传与下载，便于学术宣传和交流。
会后组委会在现场及时进行了工作总结，并邀请部分与会专家对会议的可持续发展
进行了探讨。大家一致同意在保证会议质量的前提下，应进一步扩大学科的广泛性和提
升会议的影响力，为我国高超声速领域步入国际先进水平作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科技二处王婧钰供稿）

***********************************************************************

科普教育活动

基础力学教学讲习班
由中国力学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河北省力学学会、江苏省力学学会协办，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承办的全国“第二期基础力学教学讲习班”于 2009 年 7 月 9~11 日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军械工程学院举办。来自同济大学、兰州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北京科
技大学、南京工程学院、河南理工大学、淮南联合大学、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石家庄
铁道学院以及军械工程学院等 10 余所高校的近 30 名代表参加了本次讲习班。

讲习班于 10 日上午在军械工程学院科技多功能厅开幕。首先由中国力学学会教育工作
委员会主任委员、河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姜弘道致开幕词，并代表主办单位介绍本次
讲习班举办的目的和主要内容,并预祝培训取得圆满成功。军械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张龙大校代表承办单位致欢迎辞。接下来的两天中，讲习班特邀首批国家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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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奖获得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琪做题为“如何讲好理论力学
课——更好地实施探究型教学”报告；首批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中国高等物理教育研
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教学委员会数字物理教学工作室主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理工
中心数字教学资源研发部首席顾问李元杰教授做 “高校基础学科数字教学模式介绍” 的报
告；国家级精品课程“材料力学(工程力学)” 负责人、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施惠基做题为“力学教学面对人才的全面素质培养”的报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国
家级精品课程“理论力学”负责人、河海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清玺做 “充分利
用教学资源，持续推进教学创新”的报告。讲习班还邀请第 2 届全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
竞赛理论力学组一等奖获得者、常州工学院王晓军副教授和第 3 届全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
讲课竞赛材料力学组一等奖获得者、北京工业大学杜家政副教授分别做了“点的复合运动”
和“平面弯曲的正应力”示范教学。与会专家和学员们对上述示范教学进行了点评和热烈的讨
论、交流。讲习班还向学员分发了著名力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芝纶教授的遗
作《怎样提高课堂讲授的质量》。

军械工程学院对承办此次讲习班高度重视，下拨专项经费予以保障，提供了很好的教
学条件和生活条件，该学院近百名教师旁听了讲习班的报告，为讲习班的成功举办创造了
良好的环境。河北省力学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河北工业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刘波教授专程看望了与会代表。
学员们一致反映本次讲习班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报告的水平高，讲课的示范作用强，
对帮助青年教师尽快提高教学水平起到实实在在的帮助。主要收获有：
1、通过 4 位名师从不同角度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阐述，对现代教学理念和创新有了较
深入而又具体的理解，在力学教学中体现现代教学理念，对教材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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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变革并不是可望不可及的。
2、四位名师在授课中表现出来的对教学内容的深刻理解、精心安排，所做多媒体讲稿
的精致与完美，给学员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3、两位讲课竞赛获奖教师的示范讲课为学员们树立了样板，更坚定了大家在力学教学
中更上一层楼的决心与信心。
通过此次学习与交流，学员们普遍反映，本讲习班的各项内容具体、实在，既有理念
上的启示，也有方法上的传授，并且在每个报告后都有较多的提问与讨论，得到很好的效
果，十分适合他们的需要，对提高青年教师的讲课水平很有帮助。
本次讲习班得到军械工程学院、河北省力学学会、江苏省力学学会的大力支持，与会
人员向他们以及全体会务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力学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供稿）

IUTAM“微流体力学”暑期学校
IUTAM“微流体力学”暑期学校于 2009 年 8 月 16~20 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次暑期学校
由北京国际力学中心主办，北京大学承办，其主要目的是向与会的研究人员和在校学生集
中介绍国内外微流体科学的最新研究进展，以及在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的一些相关
研究近况。参加此次暑期学校的学员总共达到了 120 名，他们分别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专院
校和研究机构，并具有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力学等许多领域的专业研究背景。
近年来，微流体科学的发展已经对许多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
尤其是在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在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方面的应用、芯片实验室（lab-on-chip）
分析、微量制造技术、以及在线临床诊断等方面都具有广泛且重要的应用前景。同时，微
流体研究的发展又将极大的促进针对微小系统的、新型工具平台的设计开发以及相关力学
问题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工作。所谓微流体技术，就是指在微观尺寸下控制、操作和检测极
少量复杂流体（仅有纳升或皮升级）的技术，这一技术的出现使得在微型流道或反应腔中
对细胞或大分子进行复杂操控成为可能。微流动涉及的空间尺寸和细胞或微颗粒的大小恰
好相互匹配，因此这项技术具有更高的力矩或能量传输效率。而微流系统的横向尺寸很小，
因此对应的雷诺数小、速度梯度大且粘滞力高，这与宏观流动中流体质量所产生的高惯性
有很大不同。在微流系统中，驱动力一般是静水压力、动电效应、或者是这两者的混合作
用。以上提到的这些现象都是微、纳尺度下流体力学领域中非常引人关注的研究课题。为
了能对这些现象做出合理解释，并进一步发展微流系统的优化设计和制造技术，建立合适
的模型并促进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
这次暑期学校的讲座涵盖了微流体力学领域近年来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和最新进
展，其中特邀报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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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

报告题目

Chih Ming Ho（UCLA，美国）

From Materials, Devices, Systems to Complex Systems

Hong Kai Wu（香港科技大学）

PDMS microfluidics

蒋兴宇（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Micro/Nano-Scale Tools for Biochemical Analysis

Patrick Tabeling（ESPCI，法国）

Physical aspects of microfluidics

Laurent Pilon（UCLA，美国）

Interfacial Phenomena and Microfluidics in Aqueous Foams

Yong Chen（ENS，法国）

Integrated Cell-Material Sciences: Nanostructure and
Microfluidic Toolbox

Jeff Tza-Huei Wang（JHU，美国）

Microfluidics Mediated Single-Molecule and Single-Cell
Analysis

Bo Zheng（香港中文大学）

Droplets-Based Microfluidic Techniques

罗春雄（北京大学）

Diffusion-based microenvironment control for bacterial
migration

熊春阳（北京大学）

Microfuidics: Multi-functional Tools for Cell Mechanics

黄岩谊（北京大学）

Large scale integrated microfluidic chips

这些报告所涉及的专业研究领域主要有：
z 微流体中的尺寸效应和表面效应，以及它们对流体力学宏观参数的影响。
z 微流系统流动控制中，静水压力和动电力场的耦合作用。
z 操控细胞、分子和 DNA/RNA 的新型图案设计和流动控制技术。
z 微流体力学中的测量学方法和技术应用（如光探测系统和微粒子成像测速系统）
z 微流体力学数值模拟方法中的新模型和新算法。
z 微流体技术应用于微机电系统和纳米器件时的相关力学问题。
（北京大学方竞教授供稿）

让我们仰望星空
——第七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总结
2009 年 8 月 24 日，在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故里——临黄河依嵩山、我国东西与
南北交通枢纽的河南省会郑州，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地标性现代建筑“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的中国力学学会学术大会 2009 的开幕式上，在国家相关科技部门与河南省政府领导、40 余
位两院院士、知名大学校长以及 1800 余名力学界专家学者的热烈掌声中，在中央电视台等
各路记者的镁光灯下，第七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团体与个人赛的优胜者高高举起
了他们手中的奖杯和奖状。至此，本届竞赛圆满落下了帷幕。受竞赛领导小组和竞赛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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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委托，我谨代表竞赛组委会对本届竞赛作一总结。
1. 竞赛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百花园的报春花朵，首届大学生力学竞赛
于 1988 年举办，62 人参赛，以后竞赛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从 2006 年高教司发函，委托
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力学基础课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与周培
源基金会共同举办这项竞赛后，无论是竞赛规模还是水平和影响都上了一个新台阶。2007
年第六届竞赛有 29 省（市）、自治区 197 所高校的 9736 人报名参赛，并首次增加团队合作
动手的团体赛，共 20 队参加。
第七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报名参赛选手首次突破万人大关，为 12089 人，来
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 214 所高校，代表了我国高等理工科大学的最高
水平。个人赛于 5 月 24 日在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同时举行。29 个学校从个人赛中脱颖而出，
组队参加团体赛角逐，8 月 20~2 日在西北工业大学决出了团体冠军。
根据竞赛章程，第七届竞赛由第六届冠军队西北工业大学协办，且协办单位不参赛。
西北工业大学坐落于古都西安，是我国唯一一所以同时发展航空、航天、航海工程教育和
科学研究为特色的著名研究型的大学，力学教学享有盛誉，拥有国家工科（力学）基础课
程教学基地，国家级力学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精品课程理论力学与材料力学。本届竞赛
由主管校长负责，教务处、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等各级领导对竞赛高度重视，
指派知名教授成立个人赛与团体赛赛题设计小组，对团体赛的裁判工作、竞赛选手的接待
与住宿、竞赛场地的设施等各个环节，都作了精心安排，保证了团体赛规模的扩大与整个
竞赛的圆满成功。西北工业大学的经验有良好的示范作用，获本届组织工作优秀奖。
各省（市）力学学会为组织竞赛付出了辛勤劳动，同获组织工作优秀奖的江苏省力学
学会与湖南省力学学会是突出的代表。通过江苏省力学学会的争取，自 1996 年第三届全国
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以来，江苏赛区都是由江苏省教育厅（2004 年后由高教处）发文成
立竞赛组委会，组委会主任由省教育厅主管厅长担任，副主任由承办单位、协办单位主管
领导担任，委员由各高校教务处主管处长担任，采用由组委会主办、江苏省力学学会承办、
江苏省某一高校协办的形式。他们在各高校团结协作、优质资源共享、教练员培训、多种
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奖励力度等各方面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与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2. 团体赛的内容和形式有很大的的改进与创新
团体赛是竞赛的重头戏。与上届相比，本届团体赛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的改进与
创新。
（1）科学性更强
本届团体赛分三轮，赛题设计科学新颖，难度层层递进。第一轮竞赛分三场。第一场“单
向运动开关”。要求选手用铁丝、绳、象皮筋、钉子、薄木板等简单材料，制作一个单向运
动装置。单向运动是生命活动、人类工程离不开的运动形式。选手们展现了对科学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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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训练有素的动手能力，制作出各种小巧精致的单向自锁装置，
让人耳目一新。第二场“载荷保险丝”和第三场“预测极限载荷”，都是力学强度理论的应用，
以普通的小纸条为材料，虽简单却不失理论深度。强度理论同摩擦、载荷偏心、应力集中、
材料性质的分散度等诸种因素耦合，仍是工程科学的难题。
第二轮“承重木塔”。要求选手们用 100 双长 20cm 左右的筷子，制作一个不低于 40cm
的木塔，比谁的木塔承重大。虽然有过类似的竞赛题，但由于它综合性强，能够全面考察
选手的理论分析、设计想象与动手制作能力，也需要团队合作默契，是符合第二轮竞赛的
要求的好题。
第三轮“机械跳动装置”。 要求利用所提供的工具和材料，现场设计制作一个装置，可
以沿着斜面一蹦一跳地向下运动。这是一道难度很大的赛题，不仅要求选手熟习非线性振
动理论，也要求他们精细的计算与动手制作能力，差之毫厘就可能失之千里。将它作为最
后闯关夺冠的决赛题当然非常合适。
（2）甄别度更高
本届竞赛认真吸取了上届的经验，在提高赛题的甄别度方面下了功夫。第一轮比赛安
排了三场比赛，将偶然性尽可能降低。第二轮比赛是一道综合性很强的题，甄别性也很强。
第三轮比赛难度大，有助于冠军队脱颖而出。本届竞赛较好地做到了公平合理，参赛队无
论胜负，都心悦诚服。
团体赛还采用了封闭竞赛的形式，指导教师不到现场指导，为选手们提供了自由想象
与创造的空间，更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水平。
（3）趣味性更浓
本届团体赛赛题设计还考虑了趣味性因素。从海鸟进食的毛细棘轮到工程常用的千斤
顶，自然界与工程中的单向运动装置精彩纷呈，选手们设计的“单向运动装置”也多种多样。
“载荷保险丝”、“预测极限载荷”和“承重木塔”也具有广泛的和使人兴趣盎然的工程背景，而
“机械跳动装置”更涉及非线性与混沌现象，在这个领域，还有大量意想不到的奇妙现象与挑
战性的科学难题，等待着科技工作者去研究探索。本届团体赛既紧张激烈，又妙处横生。
趣味性的提升还得益于与中央电视台《异想天开》节目组的合作，具体参见下一节。
3. 创出了高校、学会与媒体合作办竞赛的特色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力学基础课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与周培源基金会共同举办，核心刊物《力学与实践》与中央电
视台《异想天开》栏目组加盟，显示了如下方面的优势：
（1）服务于高校的人才培养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力学基础课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主办，著名大学协办，由此汇集了一批在教学第一线并在人才培养方面有见解
和贡献、同时又在科研上有建树和影响高校教师，保证了竞赛密切配合高校教学，为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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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培养服务。
（2）搭建年轻学生通向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桥梁
中国力学学会共同举办让年轻的大学生有机会零距离接触当代力学大师、了解科技和
工程前沿研究。在北京赛区历届竞赛中，中国力学学会当届理事长郑哲敏院士、王仁院士、
庄逢甘院士、白以龙院士、崔尔杰院士、李家春院士都带队看望参赛选手。力学界两院院
士、知名大学校长在学会的学术大会上参加颁奖，给青年学生以极大的鼓舞。竞赛既铺设
了年轻学生通向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桥梁，又为国家重大科研和工程研究的人材输送提供了
通道。
（3）提供竞赛经验交流的园地
全国核心刊物《力学与实践》为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开辟了专栏，作为竞赛经
验交流园地，同时还开辟了力学家、力学史话、工程中的力学、身边力学趣话等相关栏目，
受到了高校学生和广大力学教师的欢迎。竞赛为刊物提供了生动活泼的稿源，同时所刊登
的竞赛经验和成果又大量为高校基础力学教材、教学参考书和教师的课堂教学所采用，成
为教学创新的亮点。
（4）扩大竞赛的影响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与中央电视台《异想天开》栏目组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
中央电视台《异想天开》摄制组不仅以纪实风格全程拍摄了本届团体决赛，还拍摄了清华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湖南大学在清华大学举行的赛前友谊赛，制作了多集的电视节
目，现正在《异想天开》栏目播放。
合作使双方相得益彰。中央电视台的参与提高了竞赛的趣味性与观赏性、扩大了竞赛
的影响，并在促进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科学素质的提升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组委会谨向本届竞赛的各级领导、协办单位西北工业大学、中央电视台《异想天
开》摄制组、各分赛区组委会、各高校的领导和教师、关心和参加本届竞赛的广大同学及
《力学与实践》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我们也期待着本届团体冠军、第 8 届
协办单位清华大学在 2011 年办一届更精彩的竞赛。
温家宝总理说过，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有一批仰望星空的人。让我们继续努力，将全
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越办越好，引领年轻一代仰望科学星空，让 21 世纪科学星空中的
中华星座，放射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蒋持平教授供稿）
******************************************************************************

附：第七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获奖名单
团体赛获奖名单
特等奖（1 名）
清华大学

一等奖（2 名）
大连理工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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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4 名）
国防科技大学

郑州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同济大学

三等奖（9 名）
吉林大学

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

东南大学

青岛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扬州大学

河海大学

全国优秀奖（13 名）
中国矿业大学

浙江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重庆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武汉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组织工作奖
西北工业大学

江苏省力学学会

湖南省力学学会

个人赛获奖名单
特等奖获得者
姜峣
南京理工大学
吴嘉诚 中国矿业大学
刘罗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朱良凡
顾金红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一等奖获得者
魏明光
孙秀聪
史加贝
王子豪
贺晓华
朱荣华
汪 利
张 璨

东南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东南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东南大学
清华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赵 博
吴泳荣
孙娟娟
潘 岑
郑哲远
成 鹏
刘 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二等奖获得者
郭宇辰
曾广忠
谢经纬
姚刘镇
邹 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吴 丹
陈宇星
王 锐
李克难
李慧镖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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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冬冬
姜 帅
杨应翔
许春阳
陈 贺
於陈程
高 翔
韩 超
杜超凡
夏天翔
杨 洁
宋智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解放军理工大学
东南大学
河海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三等奖获得者
葛 力
北京
何 特
罗研朝
王世栋
喻 田
黄 超
杜学亮
肖 遥

郁红露
吴 松
龚荣华
卢晓阳
徐亮瑜
苏益明
卫宇晨
蔡正阳
林佳瑞
周文瑜
周 磊

扬州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上海交大
扬州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

徐 悟
张 斌
黄 思
翟庆庆
易 敏
卫 强
杜晨慧
武鹏飞

袁泽帅
安玉戈
杜若凡
何 轩
陈浩宇
严泽洲
王裕夫
杨长东

王鹏博
陈 锐
刘康宁
陈 鹏
魏庆凯
彭 昊
郭建刚
刘 昊

黄 萧
王依兵
杨冠南
郑玮琳
郭 耀
胡方鑫
周 浩

贾平会
余文斌
王 兴
李 程
王 正
陈苏宇
宋子由

黎敬俊
高 超
陈锦波
张东昌
王 锦

谭 佩
江 昆
杜新刚
姜世鑫
吴邵海

刘显波
李 钢
武继民
屠传豹
杨博雅

侯 阳
寿云东

张永荐
姜 超

韦 凯
谭唤书

上海

施江涛
周 成
董一群
马昕煦
赵一鸣
王隽烨

吕航春
王检耀
冯长征
龚文平
宋 龚
张经纬

郭倩茹
马来飞
刘 溢
李寅峰
李功文

天津

宋骁然

王

关

重庆

张松柏
焦红伟
娄心洋

余明贵
任辉龙
李 根

张 硕
符芮三
张 亮

内蒙古

杨君琦

杨留鑫

刘

旭

涛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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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梁 希
魏建勇

杜左雷
刘士龙

毛国伟
王向荣

崔
李

勇
超

曹豪杰
马永洲

任海锋

河南

王 笛
张峰华
王文龙
赖 坤
兑广微

辛留斌
陈昊东
王 磊
王 帅

纪林强
刘 鑫
赵 迪
胡志平

季景方
董明飞
马德龙
刘海涛

张孝彬
杨向前
豆书强
时 超

兰强强
王 进
赵鹏飞
孙忠华

山东

王全龙
张 超

尹作彬
赵磊杰

杜友耀

宋庆国

李洪杰

张杰超

山西

韦士珍
姜志龙
宋永立
郭凤龙

陈凯升
周桂成
郭 欢
江 维

李志华
戚亚军
朱守鸽

郑 龙
魏志远
周晓通

杨建辉
杨 渊
陈亮君

张 敏
耿晓江
张 静

陕西

倪 波
李妍敏
董晓帅

丁子敬
毛云威
许 荣

付小武
杨 亮
韩 宾

王正锦
宜 婷
何元元

黄 凯
黄 华
赵 龙

史思翔
马凌志
高德亮

甘肃

时晓贝
郭功春

王茂杰
蔡文路

范志强
高 亮

何龙刚
李 广

彭 滔
张英俊

闫慧琴

黑龙江

郑志刚
焦 阳
胡庆荣
孙韶波
柯玉超

蔡路遥
王开发
武 韬
张 敏
刘咏泉

高广燕
马 凯
潘雁翀
李永绍
房 明

王皓淞
李 涛
李瑜瑜
宋辰宁
郭居上

张强强
朱燕伟
韩 阔
黄方略

张玉宝
张冠亭
赵 锐
花争立

辽宁

卢梦凯
贺 铭
张 利
潘 宏
林煜翔

李取浩
张亚奇
孙兴盛
罗丹旎
郭思璞

方鉴进
张瑞斌
杜卫星
张 彦

高凯明
戴明华
丁学杉
何 剑

郑 强
王 辉
祝华北
赵文涛

郭成军
王 军
周荣堂
宫汝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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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卞 磊
宋文君

刘 帅
吴明勇

李 冰
陈阳威

汤全中
苏俊省

李伟伟

赵品斌

江苏

徐敬宾
许东京
彭文兵
吴印兔
马 皖
孙 龙
于泽军
危小艳
张荣荣
赵旭东
沈浩杰
刘文娇
李俊成
宁雷鸣
陈 槐
顾建波
张宝龙
刘金成
周 裔
陈刚利
居翠翠
蔡 朝
沈玉稿
朱方园

唐 涛
金腾飞
李 刚
王耀庭
朱锐杰
梁 艳
杜跃斐
赵泽敏
杨 婷
侯一钊
蔡明明
于 鹏
方忠坚
刘志林
张 乐
陈亚慧
刘 涛
施天生
申士军
袁东明
李文涛
盛惠琴
刘 钝
王黎明

易 兵
王倩囡
何各燚
陈 提
卓长飞
张 凯
沈俊新
黄家满
黄 浩
张 君
倪钧钧
岳春伟
郁宏杰
李奇奇
龚 俊
冯娅娟
张翠丽
陆文俊
王 永
张 鹏
徐 望
杨鲤铭
程清思

周 亮
陈 武
陈能雄
吴 乔
韩洋洋
张 铮
冯 君
何梦谷
张丛雷
缪海萍
周剑如
赵善辉
黄鸿蛟
经建峰
唐兴缘
吉建民
黄拱武
张建书
沈维亮
仲建林
蒋 凌
王文强
王 帅

孙 浩
王 鹏
李鹏飞
马 帅
王 轶
李文浩
王保涛
王 勇
潘业楼
仲云飞
刘 聪
李万宝
吕江江
杨明梦
陈 洁
唐站站
臧首华
杨 旭
李国华
付佳维
王长伟
韩 猛
沈定荣

蒋宁俊
戴 明
李若尧
张曼婷
姜 洲
耿书东
谢永贵
李琳薇
马双超
周 东
匡 远
刘清念
倪 亮
周瑞琪
王 辉
丁耀仑
刘 宽
张 婧
宋 健
郭维阳
黄 煦
赵 璐
张朝阳

浙江

郑莹莹
黄 洋

戴
朱

滨
奇

鲍华峰
徐 庭

传光红

胡

叶

广西

徐蓉蓉

何

志

王

杨

广东

涂福彬
刘小璐
孟祥博

严 华
宋大伟

陶

梁旭东
郭 伟

可

丰

凯

罗 杰
谢小东

符启通
郭 麟

聂福民
丁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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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徐兴东
王 波
李维汉
时海涛

凌杭建
印 晟
胡 豪
余五辉

王
徐
韩
王

刚
超
磊
跃

邬昌盛
齐泽南
朱业俊
王金雄

罗东伟
倪锦平
范仙明
董立君

刘 翱
王世彦
严 波
赵吉星

湖北

左春阳
何启志
倪伟杰
高 鑫
赵 娜
刘雪松

李英磊
刘 银
吴兴文
徐 涛
郭 嘉
彭紫贇

浦 丹
汪 雷
车富强
李建军
卢 登

吴 超
王前进
周小玲
王 杰
朱 飞

张行强
苏 正
罗 泉
刘益华
梅启培

李 珩
熊清蓉
贾万龙
叶 俊
欧阳稳根

湖南

李 龙
胡文喜
石 伟
潘成赟
王 进
何立翔
张旭辉
龙喜安
林孔斌
卿茂辉

敖厚军
陈 鑫
彭 杰
陈久长
何东升
蒲曾坤
黄小伟
高 伟
漆一宏
吴先芝

冯 峰
伍隋文
余 翔
彭 丹
程见童
欧振锋
蒋彬辉
张松振
张 强
祝小龙

段周涛
张 明
聂子云
王 柳
刘 彬
康延领
杨翠屏
左 雁
陈洪伟
胡开明

周龙军
王文秀
李清元
黄宇劼
王 旋
李 晗
武文平
李文彬
罗 志

姜志威
黄小青
贾如岩
郭 超
卢延坤
伍文祥
张华帅
王 维
李雄斌

福建

肖振依
隋月强
冯新建

侯树锦
戴礼勇
花 晶

陈 鹏
王 臻
苏灿江

谢品康
王昭毅
奉海军

朱静波
刘 沛

高文俊
林 坤

江西

王 川
熊 菲
艾立涛
孙 颖
刘素琴
王龙海

邱艳华
唐 屹
李 圣
程 豪
郭谓华
揭志羽

田仕萌
周毓彦
刘 佳
翁 铃
范志杰
万华亮

李 墉
杨 勇
张志鹏
朱锡梁
胡鲁平
陈 俊

占鹏云
李 扬
周 威
魏建峰
魏 巍

刘 希
童 涛
彭 芳
谌俊哲
孙尚杰

青海

崔

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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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朱永见
王子琦
马 进
张广超
王 俊

张 静
梅万波
邓 隆
张玉梅
万 乐

王玉柱
唐建辉
赵 鹏
保 义
石凯凯

贵州

杨少青

陈

旭

魏汝锋

云南

宋波涛

叶

霖

雷晓光

郝栋伟

海南

江跃东

新疆

祁永斐
余钱志

彭

姜

曾昭枧
廖孟柯

辉

王炜浩
周 卓
冯立燕
汤镇江
张 果

勇

梁桥欣
魏亚军
袁胜洋
江 黎
罗 炯

曹航宇
刘四进
贺可可
侯慧龙

闫

梁

静

英

全国优秀奖获得者
具体名单请参见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网站 http://www.cstam.org.cn/zpy/index.asp。

力学中的数学方法 2009 年度高级讲习班
为了进一步推动现代数学方法在力学中的应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力学学会
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于 2009 年 8 月 28 日~9 月 1 日在上海大学/上海市
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举办了“力学中的数学方法 2009 年度高级讲习班”，主题包括微纳多
尺度理论与计算方法、经典与现代解析方法等。受邀的专家有：清华大学力学系郑泉水教
授(杰青、长江学者)，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张平文教授（杰青、长江学者），华东理工大
学化学系刘洪来教授（杰青、长江学者），中科院力学所夏蒙棼教授，以及上海大学上海
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戴世强教授和钱跃竑教授（杰青、长江学者）。参加研讨班的注
册学员共 116 人（含本校学员 21 人），其中有 20 多位高校教师（含教授和副教授多位），
其他均为科研院所在读博士生和硕士生。
学校及所领导非常重视本次高级讲习班，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多次召开会议就高级讲
习班各方面的问题就行商讨，制定详细的规划和安排。组织实施过程中，为方便学员熟悉
社区与环境、就餐，发放资料、拷贝文件等，工作组还组织了上海大学力学所学生自愿者
服务队，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参会人员食宿安排
考虑到参加本次高级讲习班的成员多为在校学生，经济能力有限，本着鼓励参与的原
则，我们提供了免费餐饮；学校还为外地学员和上海远郊学员（上海交大闵行校区、同济
大学嘉定校区、中科院应用物理所等）免费提供了条件相对较好的留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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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级讲习班信息发布及参会人员资料汇总
第一轮通知发出后，安排专门的学生志愿者对参会人员的回执进行汇总统计，建立了
比较详尽的参会人员信息，并通过电子邮件及时回答参会人员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工作组
确定好高级讲习班日程安排后，又及时发送第二轮通知，包含了高级讲习班各项安排的时
间、地点，并附上了交通说明及校区平面图，方便参会人员准确方便地找到相应位置。经
过第一轮统计，大概有 150 人报名准备参加本次高级讲习班；最后参会注册的学员有将近
120 人，来自全国各地 30 余所院校及科研单位。
3. 会场布置及安排
为了给参加高级讲习班学员提供一个舒适的听课环境，高级讲习班会场设在本校国际
交流学院多功能厅和力学所二楼大会议室。会场除了有大功率空调，茶水，还有路线指引、
资料补发等多项服务。
高级讲习班于 8 月 28 日在上海大学延长校区国际交流学院多功能厅顺利开幕。上海大
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出席并主持了简短的开幕仪式。周校长表达了对与会人员的欢迎之情，
特别重申了举办本次高级讲习班的目的和意义，并坚定了将高级讲习班持续举办下去的决
心。开幕式结束后，高级讲习班正式开始。
28 日上午，郑泉水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现代力学中的张量：力与美的事例”的讲座，
让大家领略了张量的魅力，并认识到张量在力学研究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29 日上午，刘
洪来教授讲述了“非均匀流体密度泛函理论研究进展”，虽然他是化学专家，但是对密度泛函
理论的深刻理解让大家受益匪浅，最后还介绍了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耗散颗粒动力学；29 日
下午，戴世强教授将他的经典讲座“科研方法论的思考”呈现给高级讲习班成员，着重强调了
怎样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建立正确的科研方法；30 日上午，戴世强教授和卢东强研究员
共同为大家讲授了“渐进分析初步”，阐明了计算机代数、渐近分析等的概念，重点讲述了微
分方程局部渐近解和摄动法的基础知识；31 日上午，夏蒙棼教授以“固体的统计细观力学”
为题讲述了处理多个时间和空间尺度的统计细观损伤力学的方法，阐明了控制细观动力学
与宏观力学方程如何协调的机制；31 日下午，钱跃竑教授全面阐述了 LBM 方法的建立、
发展的过程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特别是他的一些亲身经历，更是激发了大家的热情，会
场气氛十分热烈；9 月 1 日上午，张平文教授介绍了当前多尺度计算方法的国内外发展情况，
重点介绍均匀化方法、广义有限元方法和异质多尺度方法，然后以液晶为例，介绍了复杂
流体动力学多尺度模型和相关的研究内容，为我们研究多尺度问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各位专家的报告都非常精彩，参加高级讲习班的学员们也都听得非常认真，在每一场
报告结束后，都踊跃提出问题，与专家进行探讨，专家们都会耐心细致地进行讲解。特别
是戴世强教授，在报告结束后，又专门与学员进行谈心，了解他们的科研现状，对他们进
行鼓励。
9 月 1 日上午，张平文教授的报告结束后，本次高级讲习班也宣告闭幕。所领导进行了
简短的评述，再次感谢了各位参加高级讲习班的学员，总结了这次高级讲习班的报告内容，
展望了高级讲习班未来的发展。高级讲习班结束后，学员们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纷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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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电子邮件表示了对本所举办高级讲习班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的感谢，并对参加高级讲习班
的过程表示满意，认为学到了很多东西，期待着本所再次举办此类高级讲习班，也有部分
学员对高级讲习班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比如举办小的聚会，增加学员之间的交流等，都是
非常有价值的。
本次高级讲习班的举办使得我们认识到数学方法对于力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有着非同寻
常的意义，很多力学研究人员平时忽略甚至忘记了数学方法，这样一个高级讲习班使得大
家充分意识到数学方法在力学工作中的重要性，对于提高力学科研水平有着突出的贡献。
因此，我们期望此高级讲习班能够持续举办下去，将更多的数学方法介绍给力学工作者，
以期对力学的发展能够起到更多和更大的促进作用。举办本次高级讲习班也使我们积累了
经验，了解了学员的需求，相信再次举办一定会做得更加完美。在此再次感谢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和中国力学学会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中国力学学会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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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学会名誉理事杜善义院士获 2009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
术进步奖”
何梁何利基金 2009 年度颁奖大会暨何梁何利基金成立 15 周年庆典于 2009 年 11 月 10
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学会名誉理事杜善义院士获得 2009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及有关
部门负责人出席了该颁奖大会。
何梁何利基金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民间科技奖励基金，其宗旨是通过对取得杰出成
就的我国科技工作者进行奖励，进一步在全社会倡导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崇尚科学的良
好风尚，激励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不断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加速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
杜善义院士是我国力学和复合材料领域的知名专家，曾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五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第六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他长期致力于力学和复合材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
科技工作方面，杜善义院士在国家有关重大专项、国家（国防）“973”、“863”和国家自然基
金委重大计划中担任专家，在计划的论证和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z 学会杨亚政秘书长应邀在全国学会创新发展试点工作经验交流
会做大会报告
11 月 20 日，全国学会创新发展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京隆重开幕。各全国学会的秘书
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协学会部负责人、各有关单位约 300 余名代表齐聚北京研讨
学会改革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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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主办，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国科
协关于加强学会工作的若干意见》及《关于推进科技类学术团体创新发展试点工作的通知》
精神，系统总结近年来全国学会创新发展试点工作的成效与经验，探讨科技社团建设的有
效途径，促进全国学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
局副局长贾晓九同志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会上，我学会杨亚政秘书长应邀就“深化机构改革，实现学会办事机构职业化、国际
化”这一主题做大会报告，介绍了中国力学学会在推动学会办事机构职业化改革、提升办
事机构国际化服务水平的具体做法和取得的成效。
2006 年，中国力学学会等 21 个学会和协会获得中国科协首批“学会改革创新专项改革
试点项目”资助，两年来的办事机构职业化改革成效显著，受到科协的肯定和大力推介；
2009 年，中国科协继续加大改革力度，积极引导学会参与改革项目，中国力学学会等 9 个
全国学会经严格遴选后承担“中国科协学会创新发展推广工程项目”，进一步深化改革，
树立典型以推广改革模式，我学会办事机构职业化和国际化程度得到进一步加强。
下午分组会上，参会代表还进一步交流近年来全国学会创新发展试点工作的成效与经
验，并就科技社团建设等方面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作为第一分组会的召集人，杨亚政秘
书长还主持了讨论，与中国化学会、中国心理学会等 20 余个学会代表就民主办会、发展会
员、拓宽业务渠道、改革机制等方面进行交流。与会代表纷纷发言，各个学会不同的特点
和发展机制给大家带来了有益启发。

z 中国力学学会中学生趣味力学制作邀请赛的徽标确定
中学生趣味力学制作邀请赛是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的科普活动。此项竞赛活动本着寓
乐于教的方针，使青少年在“玩”的过程中学习知识，激发青少年对于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兴
趣，了解力学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充分发挥青少年的动手能力、自主创造能力，培养学
生的团队合作和创新精神，扩大力学知识视野。
为使此项活动得以持久的延续、使其品牌形象更为清晰和生动，特邀请清华大学高云
峰教授为该竞赛设计了徽标，如图所示。
★ 设计说明
（1）图标中的元素有书本、双手和中国力学学会的徽标。
（2）书本代表理论，双手代表实践。两者融在一切，表示此
项竞赛既需要理论知识，也需要动手能力。
（3）双手托着象征着中国力学的中国力学学会徽标，表示中
学生是未来力学的希望。
整个竞赛的图标设计成盾牌状，以方便工作人员、参赛
学生佩戴在胸前或手臂上。

▲第十一届全国现代数学
和力学学术会议

▲第七届全国工程结构安全
防护学术会议

▲ 结构及多学科优化工程应用
与理论研讨会’2009（CSMO-2009）

▲中国力学学会第 51 次青年学术沙龙活动

▲第九届全国生物力学
学术会议

▲无网格、质点类和扩展
有限元方法国际学术会议

▲ 第三届亚太国际工程中计算
方法学术会议（ICOME2009）

▲第二届高超声速科技学术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