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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
（摘自中国科学院网站）

 

 200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和外籍院士选举工作已经结束。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的规定，各学部院士投票选举，各

学部常委会审查确认，并经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六届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共产生了35名新院士。 其中，

兰州大学力学教授郑晓静入选数学物理学部院士；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光测实验力学教授于起峰、郑州大学

计算力学教授与模具专家申长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固体力学研究员王自强入选技术科学部院士。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选举办法》的规定，经各学部院士对外籍院士有效

候选人进行通信预选，各学部常委会讨论排序，学部主席团六届四次会议审议并投票产生正式候选人，并

经参加院士增选评审暨选举会议的全体院士投票选举，共产生了6名外籍院士。

另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校长、计算力学专家杨永斌当选200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

附件：200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核外籍院士当选名单

http://www.cas.cn/xw/zyxw/yw/200912/t20091204_2682287.shtml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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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位科技人员获2009年度何梁何利基金奖
(摘自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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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

举行。

我国石油开采领域杰出科学家、大庆油田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德民荣获“科学

与技术成就奖”。另外有30位杰出科技工作者荣获“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和15位荣获“科学与技术创新

奖”。

今年“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和“科学与技术创新奖”获奖科学家学科、领域覆盖面广，群星荟萃，亮点闪

耀。今年获奖人的科技成就原创性突出，90%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70%居于国际领先地位。自主知识产

权数量和质量优于往年。“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的30位得主共获专利193项，平均每人拥有6.4项专利。“科

学与技术创新奖”的15位获奖人，共拥有专利211项，平均每人拥有专利14项。

附名单：http://www.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9/11/225528.html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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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SCI论文数首次突破十万篇 
（摘自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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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11月27日在京公布的2008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08年主要反映基础

研究状况的《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总数为11.67万篇，较 2007年的94800篇增加了

21900篇，占世界份额的9.8%，位列世界第二位。2008年SCI收录论文较多的20家科研机构均为中科院所属

研究院所，中科院化学所、长春应化所和上海生命科学院分列前三名。

在反映工程科学研究情况的《工程索引》（EI）收录期刊论文中，2008年共收录中国论文8.94万篇，占世

界论文总数的22.53%，超过位列第二的美国5.42个百分点。

会议论文是科研成果产出除期刊以外的一个重要补充。《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汇集了全世界每

年出版的自然科学、医学、农学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90%的会议文献。2008年ISTP共收录我国科技工作者

在主要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64824篇，占世界总数的12.5%，排在世界第二位。

在中国科技论文国际被引用情况分析中，我国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作者于2003年至2007年发表的论文在2008
年被引用的数量，由上一年统计的被引78852篇增加到94856篇，被引用次数由216057次增加到279635次，

增长率分别为20.3%和29.4%。统计显示，1999年至2009年8月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论文64.97万篇，排在世

界第五位；论文共被引用340万次，排在世界第九位，比上一年度统计时提升了一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

5.2次，与世界平均值10.06还有差距。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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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光源”首轮开放取得重要科研成果
(摘自新华网)

 

我国的大科学装置“上海光源”自今年5月6日首批七条光束线和实验站开始向用户试开放以来，目前已经

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其中包括解析出40多个具有重要生物学功能的新蛋白质结构。 

截至目前，“上海光源”已累计接待的用户已超过1100人次，用户实验课题涵盖生命科学（包括结构生物

学）、凝聚态物理、化学、材料科学、地质考古学、环境和地球科学、高分子科学等众多学科。利用“上

海光源”先进的七条光束线站和实验站，许多用户都取得了一批较好的实验结果。 

“上海光源”首批建成对外开放的七条光束线站分别是：生物大分子晶体学线站、XAFS光束线站、硬X射

线微聚焦及应用线站、X射线成像与生物医学应用光束线站、软X射线谱学显微光束线站、X射线衍射光束

线站和X射线小角散射光束线站。 

科研人员利用“上海光源”小角散射光束线站，研究了多种高性能纤维成形过程中的结构变化与缺陷；利

用X射线衍射光束线站，开展了纳米材料、金属氧化物薄膜、有机半导体超薄膜等的微结构研究，并观察

到包裹在多壁碳纳米管内纳米颗粒的衍射信号。 

在XAFS光束线站上，科研人员利用高压XAFS方法，研究一种新型铁基超导材料，获得了该材料在高压相

变点附近条件下的一系列吸收谱数据，为说明该材料超导转变物理机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科学依据。 

利用X射线成像光束线站，科研人员在国际上首次利用同步辐射成像技术，直接动态观察到直流电场对合

金凝固过程中的枝晶生长的作用；在高血压及卒中后脑血管形态变化的同步辐射影像学研究中，科研人员

成功观察到小鼠豆纹动脉静态成像，该结果目前国际上未见报道；此外，科研人员还获得了蝗虫活体呼吸

过程动态高分辨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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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软X射线谱学显微光束线站，科研人员研究了硅藻土（SiO2）悬浮液中纳米氧气泡的分布，得到纳米氧

气泡主要分布于硅藻土悬浮颗粒的表面，该实验对太湖水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X射线微聚焦

光束线站上，科研人员研究了大米中硒、砷等营养元素和有毒元素的含量和分布，这项实验对食品安全和

保障人群健康有重要意义。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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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议 
－－－－－－－－－－－－－－－－－－－－－－－－－－－－－－－－－－－－－－－－－ 

　The 2nd Aircraft Structural Design Conference 
Tuesday 26 – Thursday 28 October 2010 

No.4 Hamilton Place, London, UK
 

he Royal Aeronautical Society’s 2nd Aircraft Structural Design Conference will address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designer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ircraft. These new designs will be complex and have to operate under strict 
environmental restrictions together with life-cycle costs and efficiency pressures that require multidisciplinary 
design approaches and solutions. 
The conference seeks contributions covering all current research and thinking focused on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future civil and military aircraft structures. The scope includes consideration of innovative forms 
and design scenarios required to sustain a growing industrial sector in a world increasingly concerned with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It will cover the challenges resulting from consideration of the complete aircraft life-cycle 
from initial concept to final disposal. This broad range includes design with manufacturing/cost constraints, high 
volume/low cost manufacture and easy re-use/disposal considerations. 
These challenges need complex and innovative design solutions that often require the use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dynamically interactive design methods. In addition, today’s design teams are multinational, being distributed 
across continents, or the globe, and the computational methods must be able to support distributed working. The 
control of such complexity in the designs and the design process is a major issue that the conference wishes to 
address.
Contributions are sought covering advanced and innovative structural concepts together with the design 
methodologies and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required to support the design of current and future aircraft.
Key Dates：Abstracts submitted by: 22 March 2010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www.aerosociety.com/conference.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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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Topical Team Workshop on  
TWO-PHASE SYSTEMS FOR GROUND AND SPACE APPLICATIONS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Topical Team Workshop on TWO-PHASE SYSTEMS FOR GROUND AND SPACE 
APPLICATIONS will be held in the 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Kyoto, Japan during September 26-
29, 2010. The Workshop will be followed by the Group meeting’s day on September 30, 2010.
Workshop’10 is being organiz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European Space Agency. And it is intended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researchers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identify research needs in this important area encompassing 
sever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and physical disciplines.
Important Date：

Submission of Abstract (1 page for Workshop) February 1, 2010
For more details of this workshop, please visit the website: http://hti.ulb.ac.be/workshop-10/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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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May 24-28, 2010; Hangzhou,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ICMPM) i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he 

researchers working on materials and mechanics to disseminate the results related to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The objective of the conference is to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from materials science and mechanics. A particular interest is plac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materials, such as strength, fracture, fatigue, stability, creep, and plastic deformation, and 

the physical mechanisms and microscopic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aterials. While an emphasis will be placed on 

metallic materials, other materials such as nonmetallic, biomaterials, polymers, and functional and composite 

materials will also be welcome.

Important Date：Deadline of abstract submission March 15, 2010

Conference Website: http://www.icmpm.cn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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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ighteen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OSITES/NANO ENGINEERING (ICCE - 18) 

(Anchorage, Alaska, USA, July 4-1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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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CCE conference is unique in that while it is an engineering conference, it has attracted numerous chemists, 

physicists and scientists from diverse fields in our efforts to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composites. Of 

particular concern is the challenge for materials engineers to understand the wide diversity of length scales ranging 

from nano to micro to macro and full scale and to question the validity of the theories or models which are known to 

be valid only in certain length scales. The ICCE is among the first composite materials conferences which take a 

leading vital role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nano-chemistry and nano-engineering, and attracted hundreds of papers 

in this existing relatively new field of nano-composites engineering. The ICCE conference will provide a forum for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ideas in virtually all areas composite materials research. 

Conference Website: http://myweb.polyu.edu.hk/~mmktlau/ICCE/ICCE_Main.htm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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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招聘 
－－－－－－－－－－－－－－－－－－－－－－－－－－－－－－－－－－－－－－－－－－－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招聘2010年科技人员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创建于1956年，是以工程科学思想建所的综合性国家级力学研究基地。根据国家战略需

求和科学前沿，力学所加强空天、海洋、环境、能源与交通等重要领域的科学创新和高新技术集成，现面向海

内外诚聘优秀人才。

招聘岗位参见：http://www.imech.ac.cn/kydw/rczp/200911/t20091128_2676707.html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09年12月15日

电　 话：010-82543841，82543862
联系人：王薇　 杨惠铃

E-mail: zhaopin@imech.ac.cn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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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公开招聘2010年高校毕业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因工作需要，现在全国范围内公开

2010年高校毕业生3名（生源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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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条件

　 1 具有较好的英文和计算机水平，学习成绩优秀；

 　2 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30周岁（含）；

（二）岗位及特殊要求

　　岗位1：办公室秘书处一般工作人员

　　1.具有自然科学类专业硕士以上学历（学位）；

　　2.具有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素质和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

　　3.在校期间担任过主要学生干部者优先。

　　岗位2：政策局发展战略处一般工作人员

　　1. 具有管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

　　2. 具有较强的政策研究能力和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

　　岗位3：国际合作局地区业务处一般工作人员

　　1.具有英语专业硕士以上学历（学位）；

　　2.通过专业英语八级考试，熟练掌握听、说、读、写、译，有一定口译和笔译工作经历者优先，并掌握第二

外语。

截止日期：2009年12月25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页地址为：http://www.nsfc.gov.cn/nsfc/cen/zhaopin/20091112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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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s on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NSW
 
Professor Liangchi Zhang is recruiting three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s, one in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one 
in constitutive modelling of materials (材料的力学本构方程) and the other in fabrication/mechanics of MEMS (微细结

构系统的力学和制造) in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NSW and his email is :liangchi.zhang@unsw.edu.au (http://www.manufacturing.unsw.edu.au/).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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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hips available in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al Sciences of 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

 

 

For entry in October 2010, the studentships will attract a bursary of ￡14,500 per annum in addition to payment of the 

tuition fees, plus an allowance of 1,000 across the studentship period for conference attendance, equipmen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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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ful candidates will usually be expected to undertake some teaching support activity in their second and third 

years, by agreement with the school concerned.

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jobs_jobdetails.asp?ac=7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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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 
－－－－－－－－－－－－－－－－－－－－－－－－－－－－－－－－－－－－－－－－－－－ 

　Acta Mechanica Sinica  Vol.25 (Number 6) Dec. 18, 2009

Numerical analysis of respiratory flow patterns within human upper airway  
人体上呼吸道气流流场的数值分析 
Ying Wang Yingxi Liu Xiuzhen Sun Shen Yu Fei Gao  
 
A hybrid finite volume/finite element method for incompressible generalized Newtonian fluid flows 
on unstructured triangular meshes  
无结构三角网格下求解不可压广义牛顿流的一种复合型有限体积/有限元方法 
Gao Wei Ruxun Liu  
 
Air flow exploration of abrasive feed tube  
高压磨料射流磨料输送管中空气流态的探索 
shijin zhang Xiaohong Li Yilei Gu  
 
The effect of discharge conditions of ICP etching reactor on plasma parameters  
ICP刻蚀机的放电条件对等离子体参数的影响 
Yijia Lu Yaosong Chen Yiran An  
 
Exact solution for the rotational flow of a generalized second grade fluid in a circular cylinder  
Imran Siddique D Vieru  
 
Numerical investigations of asymmetric flow of a micropolar fluid between two porous disks  
Muhammad Ashraf M Anwar Kamal KS Syed  
 
Mechanical formula for the plastic limit pressure of stent during expansion  
血管支架撑开的塑性极限载荷公式 
Jie Yang Nan Huang  
 
Analysis of dynamic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of thick-walled cylinder under internal impul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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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冲击内压下厚壁筒动态应力强度因子分析 
Aijun Chen Lianfang Liao Dingguo Zhang  
 
Thermal-stress induced phenomena in two-component material: part I  
Ladislav Ceniga  
 
An analytical solution for the elastic fields near spheroidal nano-inclusions  
旋转椭球纳米夹杂附近弹性场的解析解 
Zhiying Ou Gangfeng Wang Tiejun Wang  
 
A novel scrape-applied method for the manufacture of the membrane–electrode assembly of the fuel–
cell system  
新式刮涂技术方法应用于燃料电池之膜电极 
Shinn-Dar Wu Chang-Pin Chou Rong-Gui Peng Chi-Hung Lee Yen-Zen Wang  
 
Multi-swingby optimization of mission to Saturn using global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考虑引力甩摆的地球－土星弹道优化 
Kaijian Zhu Junfeng Li Hexi Baoyin  
 
An improved nonlinear control strategy for deep space formation flying spacecraft  
深空飞行器编队的改进非线性控制方案研究 
Peng Li Pingyuan Cui Hutao Cui  
 
A numerical approach based on the meshless collocation method in elastodynamics  
Alireza SadeghiradIradj Mahmoudzadeh KaniMohammad RahimianAli Vaziri Astaneh  
 
Nonlinear transverse vibrations of a slightly curved beam carrying a concentrated mass  
Erdogan Ozkaya M Sarigul H Boyaci  
 
Modal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Hilbert-Huang Transform of structural response with SVD 
preprocessing  
Min Zheng Fan Shen Yuping Dou Xiaoyan Yan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umor-induced angiogenesis influenced by the extra-cellular matrix 
mechanical environment  
细胞外基质力学环境影响下的肿瘤血管生成的数值模拟 
Yan Cai Kalkabay Gulnar Hongyi Zhang Jinfeng Cao Shixiong Xu Quan Long  
 
A new semi-empirical spectrum model for complex steady shear viscosity of complex fluids  
描述复杂流体复杂稳态剪切粘度的一个半经验谱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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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xin Huang Chuanjing Lu Yurun Fan  
 
[返回本期目录栏]

 

－－－－－－－－－－－－－－－－－－－－－－－－－－－－－－－－－－－－－－－－－

　Acta Mechanica Solida Sinica  Volume 22, Issue 5, October 2009

Preface to the Special Issue in Celebration of Professor Shouwen Yu's 70th Birthday  
Wei Yang, Xiqiao Feng, Qing-Hua Qin 
 
Micromechanics of rough surface adhesion: a homogenized projection method  
Qunyang Li, Kyung-Suk Kim 
 
Continuum void nucleation model for Al-Mg alloy sheet based on measured particle distribution  
C.J. Butcher, Zengtao Chen 
 
Stress hysteresis and domain evolution in thermoelastic tension strips  
Liang Dong, Qingping Sun 
 
Non-local modeling on macroscopic domain patterns in phase transformation of NiTi tubes  
Yongjun He, Qingping Sun 
 
Peeling-off phenomenon in FRP strengthened concrete beams due to thermal residual stress  
Qianjun Xu, Shichang Duan 
 
Thermodynamic variational approach for climb of an edge dislocation  
Yunxin Gao, A.C.F. Cocks 
 
Effect of surface energy on dislocation-induced field in half-space with application to thin film-
substrate systems  
Ganyun Huang, Bob Svendsen, Zhixing Lu 
 
Cohesive zone finite element-based modeling of hydraulic fractures  
Zuorong Chen, A.P. Bunger, Xi Zhang, Robert G. Jeffrey 
 
Thermal fracture of functionally graded plate with parallel surface cracks  
Yuezhong Feng, Zhihe Jin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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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学报  2009，41（6） 
 

稀疏两相湍流的惯性颗粒倾向性弥散  
王兵 张会强 王希麟 
 
过渡区气体微尺度流动的格子Boltzmann模拟  
田智威 郑楚光 王小明  
 
多管脉冲爆轰发动机外三维流场的数值计算 
王杰 翁春生  
 
燃烧室中悬跨圆柱的火焰绕流 
应展烽 范宝春 陈志华 叶经方  
 
一种新型浮升一体化排式飞翼的设计与研究  
李峰 叶正寅  
 
随机缺陷对蜂窝结构动态行为影响的有限元分析 
寇东鹏 虞吉林 郑志军  
 
解三维摩擦接触问题的一个二阶锥线性互补法  
李建宇 潘少华 张洪武  
 
热弹性结构的拓扑优化设计  
孙士平 张卫红  
 
基于线性互补模型的梯度塑性连续体无网格方法 
张俊波 李锡夔  
 
势问题的重构核粒子边界无单元法 
秦义校 程玉民  
 
软骨细胞黏弹性及恢复变形与年龄相关性研究  
张全有 陈维毅 卫小春 李春江 刘琳琳  
 
心肌细胞大变形黏弹性模型及在实验中的应用 
唐陶 王世骐 裘钧 庄茁  
 
含分数阻尼特性元件的多体系统动力学研究  
田强 张云清 陈立平 覃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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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激励下广义蔡氏电路混沌运动中的概周期行为 
张晓芳 陈章耀 季颖 毕勤胜  
 
基于VOF方法的圆柱箱体中液体晃动阻尼计算  
杨魏 刘树红 吴玉林  
 
基于稀薄效应的微气体径向轴承稳态性能 
张海军 祝长生 杨琴  
 
多跨梁离散系统的频谱和模态的定性性质  
王其申 吴磊 王大钧  
 
框架结构屈曲的精确有限元求解 
陈太聪 马海涛  
 
矩阵指数精细积分方法中参数的自适应选择 
谭述君 吴志刚 钟万勰  
 
失谐弱耦合卫星天线结构振动分析及预测控制 
刘相秋 王聪 邹振祝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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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人物 
－－－－－－－－－－－－－－－－－－－－－－－－－－－－－－－－－－－－－－－－－ 

　2009年中国科学院增选力学院士介绍

 

郑晓静：女，力学家。兰州大学教授。1958年5月生于湖北省武汉，籍贯浙江乐清。1982年毕业于华中科技

大学力学系，1984年获该校硕士学位，1987年获兰州大学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弹性力学、电磁材料结构力学和风沙物理力学研究。解决了大挠度薄板精确求解和近似解析求解

的收敛性证明等难题，完善了板壳几何非线性问题的求解理论；系统建立了铁磁、超磁致伸缩和超导材料

及结构在电磁场中的多场耦合非线性力学行为定量分析的基本理论模型和有效方法，解决了原有理论的预

测与各类典型实验长期不符的问题；在风沙环境力学领域进行了系统的实验及现场实测，研究了沙粒带电

现象及其对风沙运动的影响，提出了风沙流和风成地貌（沙纹及沙丘）形成及发展过程的理论预测方法，

对一种工程固沙（草方格）方法给出了设计的理论公式。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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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起峰：实验力学、光测图像技术专家。国防科技大学教授。1958年4月生于广东省丰顺县，籍贯山东威

海。1981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1984年获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1995年获德国不来梅大学应

用光学研究所（BIAS）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针对实验力学中大型结构变形测量和大尺度运动测量的技术科学问题的研究工作，发展了摄像测

量的理论和方法。在定点像机测量运动目标方面，攻克了靶场目标三维姿态测量和自动实时三维运动测量

的关键技术；在运动像机测量运动目标方面，建立了运动单像机测量点目标三维运动、不通视多点动态变

形监测和不稳定测量平台动态校准的理论和方法；在运动像机测量静态场景（摄像平台自运动测量）方

面，提出了飞行器视觉导航系列新方法，并提高了景象匹配与目标识别的精度和适应性；在静态变形测量

方面，提出了干涉条纹图相位无损降噪和条纹中心线系统误差消除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载

人航天和国防领域。曾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申长雨：塑料成型及模具技术专家。郑州大学教授。1963年6月生于河南南阳，籍贯河南南阳。1984年毕业

于解放军铁道兵工程学院机械系，1987年、1990年先后获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郑州大学校

长、橡塑模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长期从事塑料成型加工、塑料模具优化设计与制造等领域的理论、技术和数值模拟方法的研究。发展了注

塑成型充模/保压、冷却、翘曲等过程的数理模型和计算方法；研究了塑料成型过程中微结构的生成和演

化，以及对制品性能的影响；构建了基于灵敏度分析的注塑模冷却系统优化设计方法，发展了高效实用的

塑料成型工艺控制、塑料模具优化设计模型和算法；研制出了高抗冲击性和高光谱透过率的“神七”出舱

服面窗制品。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王自强：固体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1938年11月生于上海，籍贯浙江定海。1963年毕业

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

长期从事固体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展了弹性稳定理论、断裂力学、塑性应变梯度理论、细观力学等方

面的研究。在对裂纹尖端弹塑性场和断裂准则的研究中，建立了裂纹顶端弹塑性高阶场和J-K断裂准则，求

得了异质界面裂纹顶端弹塑性奇性场，设计了三点弯曲偏裂纹和四点剪切复合型裂纹试样，为压电材料能

量释放准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应变梯度理论研究中，发现高阶应力导致数值分析困难和复杂的额外边界

条件，提出了一种新的不含高阶应力的应变梯度理论，成功阐明了细铜丝扭转、微薄梁弯曲、微压痕及裂

纹尖端场的尺度效应；建立了固体理论强度的一种严格算法，获得了金属铝和双原子组分材料 -SiC在各种

加载方式下理论强度的预测。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等多项奖励。

 

杨永斌：国际著名的结构工程专家，1976毕业于台湾大学土木系，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现

为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校长、奥地利科学院外籍院士、台湾大学终身特聘教授、台湾大学宗倬章先生讲座教

授、台湾“中国土木水利工程学会”理事长、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士（Fellow），曾任台湾大学土木系主

任（1995－1998）、工学院院长（1999－2005）。1992年荣获“台湾十大杰出青年”，曾5次被台湾科学委

员会授予“杰出研究奖”。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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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精华 
－－－－－－－－－－－－－－－－－－－－－－－－－－－－－－－－－－－－－－－－－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回应网民“五大期盼”
（摘自科学网）

 

“最近由于我和周济同志工作变动，社会各界包括广大网民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提了许许多多的意见建

议。”11月7日，履新仅7天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河北省邯郸市举行的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

验交流会上，回应了广大网民对教育部部长易人的关注：“我认真阅读了这些网民的意见和建议，非常受

教育，非常受启发，也非常受鼓舞。” 

10月3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免去周济教育部部长职务，任命袁贵仁为教育

部部长。这一消息引发了网民的高度关注。连日来，许多网友对新任教育部长履职以及关心的教育问题，

在网上展开热烈讨论。

截至记者发稿时，在人民网开设的《我给新教育部部长递个话儿》栏目中，网友留言已达849条，更有近17

万网民参与“你对新一任教育部长有何期盼”的网络调查，其中，“提高教师素质”、“减轻学生课业负

担，实现素质教育”、“提高教师待遇”、“治理‘校官’腐败”、“解决教育公平，打破地域教育差

距”成为网民对新任教育部长的“五大期盼”。

在谈到位于网民“期盼”之首的“提高教师素质”问题时，袁贵仁说，首先要严格把好教师队伍的“入

口”关，而对于已经在岗的教师则要做好培训提高，对于实在不能胜任岗位的教师要合理安排。同时，他

表示，要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加大投入的重点之一。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警惕教育腐败⋯⋯记者注意到，在袁贵仁7日的讲话中，

网民的“五大期盼”全都涉及。

“多倾听老百姓的意见，把好事办好。”在谈到避免学校由于布局调整造成班额过大和学生辍学时，袁贵

仁这样告诫与会代表。

谈到网友对教育工作的大量意见和建议时，袁贵仁说，群众有些地方不清楚，有疑问也是正常的，“教育

部门应该多作一些解疑释惑工作”。这位新任教育部长同时相信，教育管理者“耐心听”，“然后把工作

做到家”，就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11月6日至7日在河北省邯郸市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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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宏微观力学性能 
 

作者：周益春、郑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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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金属结构材料、非金属结构材料和各种功能材料的宏微观力学

性能以及在各种载荷作用下的宏微观破坏机制。本书注重“科学”(基础理论)与“工程”(应

用)、“宏观”与“微观”、“结构”(材料)与“功能”(材料)的结合；不仅如此，本书还融

进了国内外最新的科研成果如应变梯度理论与尺度效应、跨尺度数值模拟、微观破坏力学分

析、智能材料力学性能、薄膜材料力学性能、涂层材料力学性能等等。本书分为四个模块，

共14章。其中第一模块介绍研究材料宏微观力学性能所需要的理论基础，包括第1章弹塑性理

论基础和第2章宏微观破坏力学基础；第3章到第6章为第二模块，主要从工程的角度具体介绍

材料的常规力学性能及其表征方法如基本力学性能、硬度、断裂韧性和残余应力等；第7章和

第8章为第三模块，主要介绍在工程中应用最广的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具体包括金属的疲

劳、蠕变、疲劳和蠕变的交互作用以及金属材料在环境介质中的力学性能；第四模块是第9章

至第14章，这一模块为专题部分，在专题部分中首先介绍计算机在分析材料性能中的应用即

宏微观计算材料力学，其后主要介绍特殊材料即智能材料、薄膜材料、高分子材料、陶瓷材

料和复合材料的宏微观力学性能。本书还配备有实验指导，实验分必做实验和选做实验(由湘

潭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可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力学、机械等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亦可作为有关专业研究生、

教师、科研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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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Mechanica Sinica
 

《Acta Mechanica Sinica》为中国科协主管和中国力学学会主办的力学期刊，创刊于1985年，主要报道国内

外力学各学科和力学交叉学科在理论、计算和实验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固体力学、流体力学、一般力

学、生物力学、微纳米力学和力学在重大工程中的应用.已被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 Engineering Index
(EI), Google Scholar，Index to Scientific Reviews，INSPEC，Mathematical Reviews，Japanese Science & 
Technology等收录. 同时被国内《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和《中国数字化期

刊群》等收录。　

根据汤森路透科技集团公布的2008年最新《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结果,《Acta 
Mechanica Sinica》英文版影响因子为0.939,在105种Mechanics Engineering 期刊中排位第42。感谢各位作者

对本刊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继续投稿本刊。

2009年的平均出版时滞为9个月。

栏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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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综述力学各学科的代表性成果和研究进展, 展望今后研究方向和课题。主要为邀请稿件，对于高质量

的综述自由来稿也欢迎。稿件由主编或者副主编审稿，或者指定编委审稿。

研究论文:在理论、方法、实验结果和计算方面具有创新性的最新科研成果，需要经过至少两个外审，一次

定稿会审稿。 
快报: 简明扼要地及时报道具有新颖性的科研成果，包括原创性的初步的或者部分的研究成果，精确的研究

成果或者创新的研究技术(2500英文词左右，附150左右英文词的摘要).经由快速通道审稿：由主编或者副主

编能直接审稿，或者指定编委审稿。

讨论：刊登对近两年在本期刊发表的文章发出质疑的短文，主要对论文结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学术性

的讨论，不接受非学术性的讨论(500英文单词左右)。稿件由主编或者副主编直接审稿或者指定编委审稿。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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