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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第五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ICNM-V）于 2007 年 6 月 11 日至 14 日在上

海举行。本次会议得到了中国科协和上海市政府批准，由钱伟长院士担任主席，

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IUTAM）、中国力学学会、上海市科委和上海大

学联合主办，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上海市非线性科学活动中心、中国

力学学会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联手承办。本次会议得到了中

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美国科学基金委员会（NSF）、香港王宽诚教育基

金会的资助。来自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250 多位学者参加了本届会议，其中

境外代表 50 多名，国内代表近 200 人。本次会议的指导委员会成员由来自国内

外的共 34 位著名学者组成，其中与会的成员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A. Jeffrey、

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 R. Grimshaw、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钱伟长、白以龙、

周恒、钟万勰、刘高联、何友声、杨卫，国际知名学者 S.S. Antman（美国）、

S. Kida（日本）、R. Kienzler（德国）、C.S. Man（美国）、J.N. Reddy（美

国）、M. Renardy（美国）、张建平（美国 NSF）、陈十一等。参加会议的著

名学者还有美国工程院院士梅强中、F. Hussain、中国科学院院士胡文瑞以及

E.C. Aifantis（美国）、J.W.M. Bush（美国）、S.P. Lin（美国）、G. Rega（意

大利）、胡海岩、卢天健等。  

本届会议于 6 月 11 日上午在上海大学新校区图书馆演讲厅开幕。上海大学

常务副校长、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周哲玮教授主持开幕式，胡海岩教授代表中国

力学学会致开幕词，上海市教委秘书长蒋红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共交流了约 300 篇论文，其中包括 8 个 45 分钟特邀大

会报告和 18 个 30 分钟特邀主题报告。精心组织的大会报告和主题报告是本系

列会议的鲜明特点，本届会议的大会报告和主题报告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前四届

有明显提高，在内容上除了涡动力学、非线性波、流动稳定性以及有限元、非线

性振动等流体力学和固体力学中的传统课题之外，还涉及到如纳米力学、生物流

体与固体力学、交通流动力学以及多尺度模拟等诸多近年来新兴或前沿的力学学

科领域。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张建平教授所做的主题报告“纳米力学

©  Copy Right Reserved. 



和多尺度问题”更是为我国纳米力学以及多尺度模型和模拟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激励作用。在 31 场分会场报告以及 10 场小型专题研讨会

中，内容涉及固体力学、流体力学、一般力学以及力学中的数学方法等非线性力

学的各主要分支。各分会场及专题研讨会的主题包括材料的有限变形及本构模型

理论、弹塑性理论、非线性板壳理论、非线性结构力学、实验固体力学、流体力

学、应用数学、非线性动力学、电磁材料与结构力学、纳米力学、相变中的稳定

性以及格子玻尔兹曼方法等。  

本次会议充分展示了国内外非线性力学领域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会代

表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讨论，气氛热烈而友好。从与会代表的年龄结构上

来看，参加本次会议的不乏国内外年长的资深科学家，他们仍然精力充沛地活跃

在科研第一线，但是中青年学者和学生占据了大多数。其中许多年轻学者开始崭

露头角，特别是在一些新兴的交叉和前沿学科，他们所展现出来的科研潜力和出

色的科研成果让人们看到了力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在新时期继续蓬勃发展的动力

和希望。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本次大会压轴的大会特邀报告，来自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的青年学者 J. Bush 教授所做的“生物学中的表面张力”，向人们

展示了如何通过简单的力学模型，来揭示由表面张力所控制的各种复杂而神奇的

生物学现象，他的精彩报告赢得了所有代表的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会议期间，钱伟长院士亲临会场，亲切会见与会的中外科学家代表并与大家

合影留念。在会议间隙，与会代表们还参加了浦江游船夜游，在流光溢彩的环境

和轻松怡然的氛围中，代表们与各自的新朋故交们开怀畅谈，共赏浦江两岸美景，

度过了上海初夏一个轻松惬意的夜晚。  

6 月 14 日中午，第五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闭幕。闭幕式由周恒院士和戴

世强教授主持，Grimshaw 教授、张建平教授、霍永忠教授和王志亮博士作为代

表依次发言，抒发对本次会议的感想，以及对东道主为使本次会议成功举行所付

出的努力表示感谢。最后，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周哲玮教授宣布会议闭幕，并相

约大家下次会议在上海重逢。 

我们认为，这次会议的成功经验有： 



（1） 取得了国内外力学组织和上级单位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中国科协的及

时批准、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和中国力学学会的指导以及中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美国科学基金委员会、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和上海市科委的宝

贵资助，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 钱伟长院士在国际学术界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这次会议得以成功举

办的关键因素。 

（3） 会议主办方在对国际上非线性力学发展的新动向进行充分调研与了解

的基础上，及时地邀请了一批在各自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与会，并做有关非线性

力学的最新进展报告，从而保证了会议的高层次、高水平。 

（4）会议长达两年多的筹备工作及五天的现场组织过程中，会议组织人员

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埋头苦干，共同完成了各项预期任务。值得一提的是，本

次会议中，参与会议组织的年长的教授们除参与决策外，重点放在论文评审等学

术性的工作上，以确保会议的学术水平，同时放手让几位年轻博士挑大梁，他们

出色地完成了会议的具体组织工作。另外，上海大学的职能部门给了会议全方位

的支持和协助。 

这次会议的不足之处是少数国内与会者由于英语水平不够高，做报告或提问

题时未能较好地表述自己的思想，导致沟通不畅；有些分会组织得不够理想。这

种状况需要努力改进。 

我们预期在不久的将来筹备、组织第六次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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