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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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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初评结果公布
（摘自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网站）

 

    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网站6月8日消息：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初评工作已经结束，国家自

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目)初评通过项目在“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网站http://www.nosta.gov.cn/）” 和“科学技术部网站（http://www.most.gov.cn/）”上公布。其中国

家自然科学奖35项，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36项，国家科技进步奖（通用项目）219项。 
 
附件： 

1.201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初评通过项目目录 

http://www.nosta.gov.cn/xmfb/2010cpzr.htm

2.2010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初评通过项目目录(通用项目) 

http://www.nosta.gov.cn/xmfb/2010cpfm.htm 

3.201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初评通过项目目录(通用项目) 

http://www.nosta.gov.cn/xmfb/2010cpjb.htm 

file:///E|/hohai/工作/力学动态/0625/10-6.htm（第 2／19 页）2010-06-25 9:32:44

http://www.nosta.gov.cn/xmfb/2010cpzr.htm
http://www.nosta.gov.cn/xmfb/2010cpfm.htm
http://www.nosta.gov.cn/xmfb/2010cpjb.htm


《力学动态》文摘第10卷，第6期，2010.06.25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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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启动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摘自中国新闻网)

 
        教育部6月23日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这标志着对工科及工程师的重视已紧迫提到决策者

的议事日程中。 

       目前，中国开设工科专业的本科高校1003所，占本科高校总数的90%；高等工程教育的本科在校生达到

371万人，研究生47万人。但随着近年来金融、计算机等新兴“金领”行业对高中优秀毕业生的吸纳，传统

工科正有逐渐弱化的趋势。 

       教育部表示将创立高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企业由单纯的用人单位变为联合培养单位，

高校和企业共同设计培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实施培养过程。在企业设立一批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

心”，学生在企业学习一年，“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 

       高校方面对工程类学科专业教师的职务聘任与考核将以评价工程项目设计、专利、产学合作和技术服务

为主，优先聘任有在企业工作经历的教师，教师晋升时要有一定年限的企业工作经历。教育部还将与中国

工程院联合制订通用标准、与行业部门联合制订行业专业标准，高校按标准培养人才，参照国际通行标准

评价“卓越计划”的人才培养质量。 

       教育部副部长陈希表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迫切需要培养一大批能够适应和支撑产业发展的

工程人才。该计划对促进高等教育面向社会需求培养人才，全面提高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

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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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家白以龙院士等五位科学家获2010年度陈嘉庚科学奖 
（摘自中国新闻网）

 

  2010年度陈嘉庚科学奖6月9日在北京揭晓并颁奖，力学家白以龙院士、物理化学家杨学明研究员、生物学

家裴钢院士、石油地质学家李德生院士、城市规划建筑学家吴良镛院士等5位科学家，分别获本年度陈嘉庚

数理科学奖、化学科学奖、生命科学奖、地球科学奖和技术科学奖，每人奖金30万元人民币。 

       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颁奖仪式，并与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一道，向5位获奖

科学家颁发奖章和证书。 

       白以龙现任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

合会理事等职，他的获奖项目是“固体的变形局部化、损伤与灾变”。杨学明现为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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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研究员兼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其获奖项目为“态-态反应动力学研究”。裴钢现任同

济大学校长，他主要从事细胞信号转导方面的研究，获奖项目是“Beta-arrestin信号调节机制及生理病理研

究”。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质系的李德生院士长期致力于石油勘探开发和地质研究工作，他的获奖项

目是“中国含油气盆地构造学”。中科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吴良镛现任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

所所长、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他创造性提出广义建筑学理论和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获奖

项目为“人居环境科学”。 

       以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名字命名的陈嘉庚科学奖，前身为1988年设立的陈嘉庚奖。2003年2月，陈嘉庚科

学奖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设立陈嘉庚科学奖，旨在奖励近年来获得或被认定的原创性重大科学技术成就

的在世中国公民。 

       陈嘉庚科学奖目前共设数理科学奖（包括数学、物理学、力学、天文学）、化学科学奖、生命科学奖

（包括生物学、医学、农学）、地球科学奖、信息技术科学奖、技术科学奖等6个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

该奖评选由同领域教授、研究员或教授级专家推荐，不受理个人申请。 
 
有关白以龙院士和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介绍参见“力学动态”文摘，第8卷，第6期（http://em.

hhu.edu.cn/mechbrief/2009/8-6.htm）的力学人物和机构介绍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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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essor Yonggang Huang（黄永刚） is selected to receive 
the 2010 Charles Russ Richards Memorial Award

 

Professor Yonggang Huang is selected to receive the 2010 Charles Russ Richards Memorial Award.  

     The Charles Russ Richards Memorial Award, a joint award of Pi Tau Sigma and ASME, is presented to the 

engineering graduate who has demonstrate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wenty years or more 

following graduation. Any person who, on July 1 of the year of the award, graduated twenty years or more from the 

regular engineering program of a recognized college or university shall be eligible for recognition.  

     The award, established in 1944 by Pi Tau Sigma in coordination with ASME, honors Charles Russ Richards, founder 

of Pi Tau Sigma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former head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dean of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nd later president of Lehigh University. He was a member of ASME and served on its Board of 

Governors.  

     Professor Yonggang Huang was also a recepient of Gustus L. Larson Memorial Award, similarly established as a joint 

award of Pi Tau Sigma and ASME to recognize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by the 

engineering graduate between ten and twenty years following graduation.  
 
     黄永刚教授简介请参见本期力学人物；黄永刚团队介绍请参见“力学动态”文摘第5卷第4期（http://em.

hhu.edu.cn/mechbrief/2009/5-4.htm）的机构介绍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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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教学
－－－－－－－－－－－－－－－－－－－－－－－－－－－－－－－－－－－－－－－－－

　2010年国家自然基金委环境力学夏季讲习班第二轮通知
NSFC Summer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Mechanics  

21 - 25 August 2010, Nanjing, China 

2010年8月21-25日，南京河海大学

(http://em.hhu.edu.cn/environ/)

 
一、夏季讲习班背景和目的
 
       环境力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SFC）数理学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力学学会环境力学专业委员会将于2010年8月21日至8月25日在南京

主办“2010年NSFC环境力学夏季讲习班”。 
       本次讲习班将围绕自然界中的复杂流动和防灾减灾，系统地介绍相关专题的前沿研究方向和研究成

果，为我国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提供同知名学者交流和学习的机会。讲习班强调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

本问题、相关应用和背景入手，为学生或年轻学者提供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短期高强度课程学习，达到开

阔学员的学术视野，促进我国环境力学研究领域青年人才成长和研究队伍发展的目的。 
       自从讲习班第一轮通知发出以后，立刻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踊跃报名。截止目前，NSFC-EMS2010组

织工作委员会收到的报名申请已经超过300份，其中学生200多份，青年教师100份左右。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  
        协办单位：中国力学学会环境力学专业委员会 
                            美国工程力学学会 
                            江苏省力学学会 
                            河海大学研究生院 
                            海岸灾害及防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承办单位：河海大学 
 
三、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0 年8 月 21 日至25日。8月20日下午和晚上讲习班学员注册。 
        地点：南京市，河海大学闻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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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讲习班费用
 
       夏季讲习班免注册费和学费，并承担在校研究生学员的住宿费(20日－25日的5天)、早餐和午餐。由于

经费有限，我们将为已工作学员免注册费和学费，提供免费午餐，帮助预定宾馆，但住宿费自理。外地学

员将大部分入住金盾宾馆。  
 
五、讲习班日程表(草案) 
 
        时间： 8月20日报到 
                     8月21日上午开幕式 
                     8月21日下午－25日上午讲座 
                     8月25日下午闭幕式。 
 
       开幕式（8月21日上午） 
       承办单位领导致欢迎词 
       基金委数理学部领导讲话（题目待定） 
       力学学会领导报告：环境力学与可持续发展－李家春（中科院力学所） 
       主办单位领导讲话：力学学科发展与基金资助－詹世革（基金委力学处） 
 
      1. 城市大气环境和风沙运动力学－第I单元 (8月21日下午) 
      讲座1：关于风沙环境力学 － 郑晓静（兰州大学） 
      讲座2：Flow over sand lands － Serge Simoens（法国里昂中央理工大学，流体和声学实验室） 
 
      2. 沿海开发中的环境力学问题－第I单元(8月22日上午) 
      讲座1：海岸带开发中的环境力学问题 － 陶建华（天津大学） 
      讲座2：Coastal water resources and saltwater intrusion into aquifers － Alex Cheng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 
 
      3. 环境水动力学－第I单元(8月22日下午) 
      讲座1：水沙动力学 － 傅旭东教授 (清华大学) 
      讲座2：我国潜在的地震海啸与成灾机理 － 刘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4.　环境岩土和地质灾害力学－第I单元(8月23日上午) 
      讲座1：洪水（溃坝洪水与暴雨山洪）与泥沙输移的耦合理论及数值模拟 － 曹志先（武汉大学） 
      讲座2：河口风暴潮及其输沙动力学 － 周济福（中科院力学所） 
 
      5. 城市大气环境和风沙运动力学－第II单元(8月23日下午) 
      讲座3：城市气象与边界层数值模拟研究 － 蒋维楣（南京大学） 
      讲座4：城市化发展对环境流体力学提出的新挑战 － 胡非（中科院大气物理所） 
 
      6. 环境水动力学－第II单元(8月24日上午) 
      讲座3：生态植被水力学 － 槐文信教授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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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4：环境泥沙和数学泥沙 － 方红卫教授 (清华大学) 
 
      7. 环境岩土和地质灾害力学－第II单元(8月24日下午) 
      讲座3：水体渗流对滑坡体稳定性的影响机理 － 刘青泉（中科院力学所） 
      讲座4：泥石流的成灾机理与监测预警 － 舒安平（北京师范大学） 
 
      8. 沿海开发中的环境力学问题－第II单元(8月25日上午) 
      讲座3：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的环境作用与力学性能 － 金伟良（浙江大学）  
      讲座4：海堤防护数值模拟的粒子类方法 －　陈文（河海大学） 
 
      闭幕式(8月5日下午) 
      环境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刘青泉（中科院力学所） 
 
六、南京组委会的联系方式：
 
      霍晓军 
      南京市西康路1号，河海大学力学与材料学院，邮编210098 
      电话：025－83786046（办公电话也可以传真）, 13952049891 
      Email: xjhuo@hhu.edu.cn　 

      郑辉 
     南京市西康路1号，河海大学工程力学系，邮编210098 
     电话: 13814542257 
     Email: srzh123321@sina.com  

     孙洪广 
     南京市西康路1号，河海大学工程力学系，邮编210098 
     电话：13621586259 　 
     Email: shg@hhu.edu.cn

  
七、报到
 
        8月20日13:00—22:00 在居住宾馆办理报到手续， 或者8月21日8:00-9:00 在会场入口处办理。 
       乘出租车从南京火车站到河海大学和金盾宾馆（相距50米）约18-20元，从南京机场约125-130元。学员

也可先由机场专线(2号线)到市区“国防园”站（终点站）后，再乘出租车到所住宾馆（起步价10元）。
 
八、参加确认表
 
       请收到录取通知的学员，6月30日前将参加确认表发至： 
       联系人：郑辉 
       联系地址：210098 南京市西康路1号，河海大学工程力学系 
       电子邮箱: srzh123321@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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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8613814542257 
       联系人：孙洪广 
       联系地址：南京市西康路1号，河海大学工程力学系，邮编210098 
       电子邮箱: shg@hhu.edu.cn  

       电话：+8613621586259 　 
 
     （注：请提交确认表时，同时发送到以上两个邮件地址，以防邮件丢失。我们将不安排没有提交确认表

学员的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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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超算诚聘计算英才
 

        北京超算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工程与科学计算软件开发，销售和咨询服务。近期因业务拓展及发

展需要，希望有志于自主数值模拟软件开发与应用的专家和学者加入我们，特别是年轻的研究生。如果

老师身边的学生有对计算应用或软件开发有兴趣，麻烦您帮忙把下面的招聘信息向您的学生转达一下，

超算公司会对您的大力举荐表示由衷的感谢！ 
 
下面是北京超算面向全国各高校研究院所公开招聘下列岗位及编制人员数：
 
一、通用有限元软件SciFEA销售工程师5名； 

二、材料加工模拟软件开发工程师2名； 

三、结构计算软件开发工程师2名； 

四、采矿工程模拟软件开发工程师2名； 

五、石油地质工程模拟软件开发工程师2名。 
 
工作地点（北京、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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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岗位说明请访问：www.supcompute.com 

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发送到超算公司邮箱：supcompute@sohu.com 

邮件主题注明应聘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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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D studentships are available at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hD studentships are available at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Successful applicants will work in the Computational Aerodynamics and 
Hydrodynamics Laboratory directed by Dr Chunlei Liang. 
 
Requirements: 
        * Interested in Parallel Computing and good at C++/Python programming 
        * Background of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 Excellent background of Mathematics 
 
Suggestions: 
        * Interested applicants should visit http://www.gwu.edu/~gradinfo/ for application procedures and materials. 
Note that GRE is needed. TOEFL is required for international applicants. 
        * email Dr Chunlei Liang a detailed resume with two references, and a statement of research objectives 
 
Contact Information: 
        Dr Chunlei Liang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801 22nd Street N. W. 
       Washington DC 20052 
       Email: chliang@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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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imental Mechanics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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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ostdoctoral fellow is sought to study the mechanics of magnesium alloy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under the guidance of Dr. Worswick and Dr. Gracie. The qualified applicant will have a proven background in 

experimental mechanics and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substantiated by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Preference will be given to candidates with experience with the study of HCP metals at high strain rates. In addition, 

experience with user material subroutines in LS-DYNA, ABAQUS or ANSYS is desirable. Candidates without an 

experimental background will not be considered.  

     Applications must include: a cover letter giving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re interest in the position and 

qualifications, a curriculum vitae and a list of references. Applications are to be sent to Dr. R. Gracie at rgracie@cee.

uwaterlo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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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openings for Ph.D. student positions i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Materials Physics 

 
      At the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t Monash University, we have two openings for Ph.D student positions 

starting immediately in the general area of Computational Mechanics/Materials Physics. The material systems that we 

are interested in—for example, graphene, semiconductor nanowires and quantum dots—are relevant for 

nanotechnology and energy applications. The current research topics are multidisciplinary in nature, with underlying 

principles drawn from Mechanics and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These topics also offer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close interactions with experimentalists and with ou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ors. 

     The ideal candidate will have a strong background in Mechanics/Materials Science/Physics with some exposure to 

molecular dynamics and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simulations. Preference will be given to the candidates with a strong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rack record.  

     As an initial expression of interest, please send an email with CV and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ree references to 

Nikhil Medhekar at nikhil.medhekar@gmail.com . 

     Monash University is a member of Australia's prestigious 'Group of Eight' universities, and is consistently 

recognized among the world's top 50 universities. Its Engineering Program is well known for its innovative research 

and high quality teaching. 

     Please visit http://sites.google.com/site/nikhilmedhekar2/ openings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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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学报

2010年 第42卷 第3期

 

研究论文

 

Maxwell泥床上线性长波衰减的研究　　 

     夏乐章，朱克勤

 

考虑水弹性影响的水下航行体结构动响应研究　　 

     吕海波，权晓波，尹云玉 等

 

圆柱涡激振动的结构-尾流振子耦合模型研究　　 

      宋芳，林黎明，凌国灿

 

脉冲爆轰发动机的系统性能分析　　

李旭东，王爱峰，王春 等

 

超声速混合层中扰动增强混合实验　　　　 

      杨武兵，庄逢甘，沈清 等

 

高超声速飞行器气动防热新概念研究　　

潘静，阎超，耿云飞，吴洁

 

长方腔自然对流第一次分岔突变现象的数值分析　　

王小华，朱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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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流体中内波与半潜平台相互作用的模型试验　　

尤云祥，胡天群，徐昊 等

 

激波驱动的气固两相流的动态压力测量　　

施红辉，张晓娜，章利特

 

人内耳前庭系统膜迷路流固耦合数值模拟　　

沈双，孙秀珍，刘迎曦

 

一种化学-力学耦合连续介质理论与数值格式　 

      杨庆生，马连华，刘宝胜

 

冲击波作用下铝的准弹性卸载行为　　

俞宇颖，谭华，陈大年 等

 

焊锡材料的应变率效应及其材料模型　　

秦飞，安彤

 

考虑尺寸效应的双材料轴对称界面端应力奇异性　　

王效贵，王美

 

同震断层三维裂纹扩展波动时域超奇异积分法　　

朱伯靖，石耀霖，秦太验

 

高地应力围岩流变特性及竖井长期稳定性分析　　

张梅花，高谦，翟淑花

 

T应力对光弹性条纹影响的理论分析 

      雷振坤，云海

 

频率向导的单幅散斑条纹图位相提取方法　　

李凯，张青川

 

基于Mindlin板理论的偏移损伤成像数值仿真研究　 

      严刚，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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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关节人体上肢运动的优化轨迹预测　　

孙鹏伟，王士敏，王琪 等

 

非平稳随机激励下结构体系动力可靠度时域解法　　

苏成，徐瑞

 

一类三维随机动力系统的最大Lyapunov指数　　 

      杨建华，刘先斌

 

纵向参数激励下平动刚-液耦合系统稳定性　　 

      李青，王天舒，马兴瑞

 

参数振动系统响应的频谱成分及其分布规律　　

王建军，韩勤锴，李其汉

 

弹簧刚度对被动步行的稳定性影响　　

倪修华，陈维山，刘军考 等

 

航空发动机整机耦合动力学模型及振动分析　

陈果 
 
研究简报

 

非高斯风压的极值计算方法　　

全涌，顾明，陈斌 等

 

多毛细管电雾化喷洒模式及稳定喷洒特征研究　　

刘明明，陈效鹏，徐晓建

 

基于新型解耦算法的激波诱导燃烧过程数值模拟　　

刘君，刘瑜，周松柏

 

受压橡胶海绵圆筒的轴对称平面应变问题研究　　

李士军，林国问，马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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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体系统传递矩阵法的多管火箭定向器振动控制　　

展志焕，芮筱亭，王国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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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与实践

2010年 第42卷 第3期

 

纳米颗粒多相流体动力学研究及应用     

 于明州   林建忠

 

弹性与断裂力学复变方法研究进展—— 纪念弹性与断裂力学复变函数法提出100周

年    

 刘官厅

 

 计算含动边界非定常流动的无网格算法    

周 星   许厚谦

 

黏性不可压流体的一种FCBIS三角形单元  

韩向科   苏 波

 

鯵科模式中前体对尾鳍推进影响的数值研究    

敬 军    许 建    梁中刚

 

一种TiNi合金本构在ABAQUS中的引入  

邓世春   胡秀章   李永池

 

基于漫反射法的钢构件塑性变形与损伤检测    

刘 宇   李兆霞   黄跃平  等

 

受均布载荷压杆后屈曲形态的数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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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禄   李世荣

 

弹性力学平面问题可靠度分析的蒙特卡罗边界元法    

苏 成    赵姝玮

 

模拟岩石材料脆性破裂过程的三维离散元模型    

韩永臣   刘晓宇   李世海

 

抗滑桩与滑体之间土拱效应的理论分析     

魏作安   周永昆   万 玲  等

 

大型引射筒呼吸振动破坏机理的实验和模拟研究     

聂君锋   陆秋海   万 利  等

 

横向干货补给承载索张力的抛物线计算法     

陈 轲   戴 楠   赵厚宽

 

单列建筑群静力干扰效应的数值模拟    

张春晖   彭兴黔   乔常贵

 

含金属微粉泡沫材料中爆炸波衰减规律实验研究   

刘 睿   陈 力   丁雁生

 

HPAM溶液在石英微圆管中的流动实验  

岳湘安   王 楠   张立娟

 

子母弹动态抛撒动力学建模及仿真    

郑友胜   杨剑影   王良明

 

转子扭转-纵向耦合振动分析 

姚学诗   郑春龙

 

风作用下覆冰悬索的非平面非线性动力学    

崔亚梅   张 伟   姚明辉
 
结构非线性动力分析混合时间积分并行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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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朝江

 

应用光弹性法分析扁挤压筒应力   

赵大华

 

基于LS-DYNA的汽车安全带固定点强度研究  

许早龙   范朝兵   廖善权  等

 

关于Appell的理论力学——理论力学札记之七 

梅凤翔

 

Euler坐标系与Lagrange坐标系下激波条件的比较 

王圣凯   唐少强

 

Lagrange函数规范变换与Noether守恒量  

丁光涛

 

一般运动刚体的恢复系数公式的适用条件    

张九铸

 

MATLAB在运动学中的应用  

阚文彬   李 彤   叶纯杰

 

两个自由度的单质点体系自振频率及振型计算    

刘书智

 

滑块在平面上是如何运动的    

齐朝晖   黄志浩   罗晓明

 

对高等职业院校力学教育的思考与建议   

黄均平  肖远见   杨 川

 

一种工科理论力学教学模式的构想与实施   

李为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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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理学》中的弹道学知识  

尹晓冬

 

从孔明灯到热气球      

刘延柱

 

纸飞机   

朱克勤

 

关于荡秋千力学原理的一个注记    

尤明庆

 

小问题    

 薛欢   胡元太   杨嘉实

 
《涌潮随笔------一种神奇的力学现象》序言 

戴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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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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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西北大学黄永刚教授

 

  美国西北大学土木环境工程系、机械工程系黄永刚教授分别于1984年和1986年在北京大学力学系获得学

士和硕士学位，199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3年起任美国UIUC的Grayce Wicall Gauthier 、

Shao Lee Soo讲席教授，2007年起任美国西北大学Joseph Cummings讲席教授。获得2000年中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海外杰出青年基金、2001年获德国洪堡科学家和学者基金、2003年和2004年分别获ASME的

Gustus L. Larson Memorial 奖和Melville Medal奖，2006 年获工程科学学会青年学者奖，2007年获国际塑性杂

志奖，2008年获得Guggenheim Fellowship，2009年获得ISI Highly Cited Researcher。他还是多个国际期刊的

编委或者地区主编。出版了一本专著，25本书的章节，和300多篇期刊论文，在Science、Nature、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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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Nature Technology、Nano Letter、PNAS、PRL等期刊上发表多篇文章。1999，2000，2002和2004

年的4篇文章在当年所有110中力学期刊每年超过9000篇文章中他引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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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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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大学工程力学系

(摘自重庆大学工程力学系网站)
 
        重庆大学工程力学专业创建于1978年，工程力学系组建于1985年，1998年学校院系调整

后下属于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本系目前拥有力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包括固体力

学、工程力学、流体力学和一般力学与基础力学四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力学博士后

流动站，固体力学、工程力学、流体力学和一般力学与基础力学四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力

学重庆市重点学科。拥有国家教育部力学标准化实验室，面向21世纪基础力学教学实验基

地。有一支出色的教学科研队伍和先进的教学科研实验设备。本系承担学校工科专业基础力

学课程的教学和工程力学专业本科培养任务。全系教师在出色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承担

了大量国家级、部省级和企业横向科研项目研究工作，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为企业解决了

大量的实际问题，创造了直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受到国家、省市和企业的高度评价和奖

励。自1978年设立工程力学专业以来，本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的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

生。他们正在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企业单位、设计单位、科研单位和高等工科院校中从事工程

设计、技术开发、科研和教学工作等，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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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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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设计出弹性铁合金
      （摘自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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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8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日本研究人员设计出了弹性很好的铁合金，

该合金较高的应力（单位面积上所承受的附加内力）水平能使它在复杂的心脏和脑部手术中运送支架，其

独具的弹性也可在地震高发区的建筑中大展拳脚。 
        研究人员之一、日本东北大学工学研究科的大森宰表示，新铁合金的应力水平约为镍钛合金的两倍，

因此，它能被制成非常细小的金属丝，以便于在大脑、血管等身体组织内运送支架。在支架手术中，医生

会将金属或塑料制成的支架，置入病人病变的冠状动脉内，支撑其管壁，以使管腔内血流畅通。 
       大森宰称，目前一般使用镍钛合金来运送心脏支架，但镍钛合金制成的金属线较厚，无法向大脑运送

支架，新的铁合金则可能做到。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金属具备良好的弹性，可使它能够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因此，它也可以广泛应

用于地震高发地区的建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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