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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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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力学所成立新一届领导班子  樊菁任所长
（摘自科学网）

 

        据报道，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近日成立新一届领导班子：樊菁任所长，乔均录、黄晨光任副所长，任期5年。 

        樊菁，男，1987年7月于北京大学获流体力学学士学位，1992年7月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96年8月于中国科学院力

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分子气体动力学，重点是微尺度和非平衡流动，以及它们在航天领域、真空材料制备、微系统方面

的应用。 

        乔均录，男，1986年获山东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2001年获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2009年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结业。

主要从事产学研合作、技术转移、企业孵化、企业重组与改制、资本运作等工作。 

       黄晨光，男，1986-1992年，于重庆大学工程力学系获学士和硕士研究生学位；1992-1996年为中科院力学所博士研究生，获理学博士

学位。研究领域为冲击动力学，激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和结构动力学。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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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发布22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课题申请指南
(摘自科技部网站)

 
        9月19日，科技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22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课题的申请指南，详情请见：

1.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铜材短流程生产关键技术开发与工程化”课题申请指南

2.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镁合金成形与应用关键技术开发”课题申请指南

3.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化学制浆造纸联产氧化铝产业化示范工程”课题申请指南

4.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铝合金短流程成型关键技术开发”课题申请指南

5.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超低甲醛释放的脲醛树脂制造技术及应用”课题申请指南

6.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聚氨酯中间体生产过程氯循环利用减排技术”课题申请指南

7.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甲醇经三聚甲醛合成多醚类清洁柴油用含氧化合物关键技术及其应用示范”课题申请指南

8.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制糖生产过程节能与清洁生产关键技术及示范”课题申请指南

9.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基于拉伸流变的塑料高效节能加工成型技术”课题申请指南

10.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节能绿色建筑材料开发与集成应用示范”课题申请指南

file:///E|/hohai/工作/力学动态/0925/11-6.htm（第 2／14 页）2010-09-25 11:15:22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114.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113.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112.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111.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110.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109.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108.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107.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106.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105.htm


《力学动态》文摘第11卷，第6期，2010.09.25

11.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新一代节能高效连续热处理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课题申请指南

12.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钢铁工业节能新技术用耐火材料开发与应用”课题申请指南

13.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高性能功能化产业用纺织品关键技术及产业化”课题申请指南

14.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国产全氟离子膜大规模工业应用研究”课题申请指南

15.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国产非晶带材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开发及工程化”课题申请指南

16.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燃煤工业炉窑余能高效回收利用及能源合同管理技术与示范”课题申报指南

17.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关键基础件和通用部件”重点项目课题申报指南

18.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绿色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课题申报指南

19.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跨区域医疗健康协同服务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课题申报指南

20.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3D电视集成播出平台和终端系统研制与产业化”课题申请指南

21.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数字家庭服务关键支撑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课题申报指南

22.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统筹城乡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险现代服务应用示范工程”课题申报指南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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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诺贝尔奖科学奖项揭晓日期确定 
（摘自新华网）

 

  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9月21日宣布，它将于10月4日公布今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名单。 

        根据记者当天收到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电子邮件，2010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名单定于当地时间10月4日上午11时30分宣布，

宣布地点仍为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诺贝尔论坛大厅。 

       瑞典皇家科学院上周宣布，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经济学奖得主名单将分别于10月5日、6日和11日公布。 

       瑞典诺贝尔基金会此前也已宣布，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将于10月8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揭晓。 

       根据传统，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日期要在较晚些时候由瑞典文学院宣布。不过，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日期都安排在星期四。因

此，今年文学奖公布获奖者的日期很可能定在10月7日。 

       医学或生理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经济学奖和文学奖分别由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和瑞典文学院评选和宣布。

根据诺贝尔遗嘱，和平奖由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评选和宣布。 

       今年每项诺贝尔奖奖金的金额仍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6万美元）。

 

[返回本期目录栏]

 

 

======================================================================== 

学术会议

file:///E|/hohai/工作/力学动态/0925/11-6.htm（第 3／14 页）2010-09-25 11:15:22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103.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102.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101.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100.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098.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097.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095.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094.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093.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091.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090.htm
http://www.most.gov.cn/tztg/201009/t20100919_82089.htm


《力学动态》文摘第11卷，第6期，2010.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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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inisymposium on "computational inverse problems"
(19-21 November 2010, China, Zhangjiajie)

 
     A minisymposium titled "computational invers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methods" will be held this 

November in Zhangjiajie(张家界), a very famous tourist attraction in China. Below is the website of this conference: http://dmvb.hnu.cn/ICCM2010 . 

We invite you to participate in this minisymposium to learn the latest advances in this highly active areas and to interact with the researchers from the 

world. For inquiry or submission, please send an email to Prof. Wen Chen at chenwen@hhu.edu.cn.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his November.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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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rous Media &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orous Media

(29-31 March 2011, Bordeaux Campus, FRANCE)

 

The objective of the conference is to bring together porous media theoreticians, modellers, and experimentalistsfrom academia and industry and to 

provide a forum for exchanging ideas and expertise for advancing the porousmedia science. This includes problems around developing, producing and 

manufacturing porous structures,characterizing them, or analyzing flow and transport that in addition, may involve thermal, chemical and 

mechanicalaspects. The conference aims to cover descriptions of physical mechanisms in porous media at many differentscales ranging from the micro to 

the mega scale, using theoretical, numerical or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Allindustrial applications involving porous materials are of interest. These 

applications may concern manufacturedmaterials like thin and/or swelling porous materials as involved in fuel cells, paper, diapers and 

moistureabsorbents, textiles, agrifoodstuffs, filters, concrete, ceramics, polymer composites, detergent tablets ... Theconference will also address natural 

porous media such as soils, aquifers, and reservoirs as well as biologicaltissues and plants. 
 
     CONFERENCE TOPICS
 
•Up-scaling in porous media 

•Thin porous media 

•Swelling porous media 

•Advanced numerical modeling 

•Pore-scale modeling 

• Biological porous media 

•Heat transfer in porous media 

•Multiphysics & coupled phenomena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for porous media research 

•Imaging applied to porous media 

•Dispersion and reactive transport 

•Multiphase flow in porous media 

•CO2 sequestration - Nuclear waste storage 
 
Important dates:
 
Submission deadline:October 1st, 2010 

Notification to authors:November 30th, 2010 

Early registration:Till January 17th, 2011 
 
Website: http://interpore2011.u-bordeaux.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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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uter Aided Modeling,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2011
(20-23, 2011 Santander, Spain)

 

      This session (www.iccsa.org/sessions) will provide a forum for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alike to present their latest findings on the subject of 

computer aided modeling,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Specific topics of interest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Computer aided modeling and analysis (novel algorithms or applications)  
      Computational material science  
      Multiscale modeling and analysis  
      Finite Element, Boundary Element, or Meshless Simulation 
 
Paper Format 
      The submitted paper must be between 10 to 16 pages long and formatted according to the LNCS rules (http://www.springer.com/computer/

lncs ).
 
Paper Submission 
     Email Submission: shen@umich.edu 

     Deadline for Full Paper Submission: December 31, 2010  
     Author Paper Review Acceptance or Revision Notification to Author: March 7, 2011  
     Submission of Final Paper: April 4, 2011  
     ICCSA 2011 Conference: June 20-23, 2011 
 

[返回本期目录栏]

 

========================================================================== 

招生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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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大学机械学院力学系招聘
(天津大学机械学院力学系曲传咏供稿)

 

副教授岗位
 
        学科：力学 

        编制类型：合同制 

        招聘人数：1-2人 

        岗位说明： 

                1、教学工作： 

                从事本学科的本科生的基础课,本科和研究生专业课教学及指导硕士研究生。 

                2、科研工作：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科学与技术前沿，在力学及相关领域开拓研究方向，进行创新研究，力争取得重要标志性成果；

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部级科学研究项目；在本学科高水平学术期刊及国际会议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学科建设工作： 

              协助二级学科负责人进行学科建设，参与学科规划、承担具体任务，发挥青年骨干教师的作用；为学科建设提供可资参考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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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任职资格： 

             1、力学及相关专业博士学位（一般要求博士阶段就读于“985”院校或国外高水平大学，对于特别优秀的申请者，该项要求可适

当

     放宽），在国外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有过学习、研究、教学经历者优先。 

            2、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素质，身体健康，能胜任岗位的工作要求； 

            3、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较强的团结协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组织管理协调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4、作为负责人或主要参加人承担完成过在相关领域国家/省部委/国际合作课题，在高水平刊物上发表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符合

天

     津大学副教授岗位有关要求； 

            5、年龄一般不超过35周岁，特别突出的人才，可适当放宽年龄要求。 
 

讲师岗位
 
        学科：力学 

        编制类型：合同制 

        招聘人数：1-2人 

        岗位说明： 

                1、教学工作： 

                承担本科生《理论力学》、《材料力学》课程教学，力学专业本科生专业课教学，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等工作。 

                2、科研工作： 

               在相关领域面向学科前沿开展科学研究，力争取得具有显示度的标志性成果。积极参与竞争，争取和承担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

项

       目,在本学科高水平学术期刊及国际会议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学科建设工作： 

                参与学科建设，开拓研究方向。 

        任职资格： 

               1、力学及相关专业博士学位（一般要求博士阶段就读于“985”院校或国外高水平大学，对于特别优秀的申请者，该项要求可

适当

       放宽），在国外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有过学习、研究经历者优先。 

               2、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素质，恪守学术规范，身体健康，能胜任岗位的工作要求； 

               3、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较强的团结协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组织管理协调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4、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过2篇以上学术论文，发展潜力大，对本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工作有

创新

       性构想； 

              5、年龄一般不超过32周岁，特别突出的人才，可适当放宽年龄要求。 
 
        截止日期：2010年10月31日 

        联系人：天津大学机械学院力学系 曲传咏，邮编：300072 

        电子邮件：qu_chuanyong@tju.edu.cn 

        电话：1382085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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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招聘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LNM) 是我国力学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LNM的前身是成立于1988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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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开放实验室。LNM于1999年10月被科技部批准建设，2001年4月通过科技部专家组的验

收，正式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LNM主要研究方向为：(1) 固体变形、损伤、破坏的非线性力学性质； (2)流体运动的非线性规律； 
(3) 材料和环境系统中非线性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近年来，LNM确定以多尺度力学为研究方向，着重材料强度及灾变的跨尺度关

联和复杂流动的多过程耦合现象。 
        现接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有关通知，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LNM)将于近期换届。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

法》和《中国科学院开放研究实验室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聘任办法》的有关规定，经研究，现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实验室主任，具体

事项如下： 
 
一、应聘条件 
        1. 在实验室的主要研究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国际学术影响； 
        2. 对实验室的近期、中长期发展有战略性发展设想和较具体的部署方案； 
        3. 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协调能力和敬业精神； 
        4. 身体健康, 年龄一般不超过六十岁， 能够常年在实验室工作 (每年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八个月)。 
 
二、招聘评审相关事项 
1. 应聘者即日起可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人教处报名，并提交应聘申请报告，内容包括： 
      (1) 个人工作、学习简历； 
      (2) 主要研究成果简述(500字以内)； 
      (3) 对实验室发展目标的设想和组织管理措施； 
      (4) 近五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成果清单； 
      (5)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6) 其他证明材料。 
 
2. 报名截止时间：2010年10月8日。初审通过后，答辩时间另行通知。 
3. 联系部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人教处，联系人：王薇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15号，邮编100190 
        联系电话：010-82543841  
        电子邮件：wwei@imech.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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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h.D. Student Position in Computational Material Damage

 

 Ph.D. StudentLOC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earborn, Michigan A full-time Ph.D. student position is now open in the area of computational 

material damage. The applicant should have a strong background in solid mechanics and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Some experience in material 

science, material testing, and multiscale analysis is a plus. Interested applicants should email their curriculum vitae (if applicable, a list of publications) 

and electronic copies of main publications to Dr. Jie Shen at shen@umich.e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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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multiscale fracture analysis for composite 

 
      In the context of an ERA-NET MATERA+ project, the Aerospace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is opening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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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cale fracture analysis for composite.  
 
The project 

      The strategic objective of the project is to help design and stress engineers assess the structural integrity and the damage tolerance of lightweight 

composite structures through provision of new accurate and predictive multi-scale failure models combined with original and computationally efficient 

novel numerical methods.  
 
Partners 

       IMDEA Materials, Madrid, Spain  

       Centre de Recherche Public Henri Tudor, Luxembourg  

       e-Xstream engineering SA, Belgium  

       CENAERO, Belgium  
 
Position 

       One or two year(s) of postdoctoral posi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Liège  
 
Profile 

      The applicant will have  

      Accomplished a PhD in applied sciences  

      Expertise i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Knowledge in coding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eer-reviewed journals  
 
Contact 

      Send CV and reference names at Ludovic Noels (L.Noels@ulg.ac.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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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学报

2010年第4期

 

高超声速高温气体效应判据 

樊菁

钝头体激波诱导振荡燃烧现象的数值模拟 

刘世杰;孙明波;林志勇;刘卫东

低压富燃预混甲苯火焰的动力学模型研究 

李玉阳;蔡江淮;张李东;齐飞

薄矩形柱绕流旋涡脱落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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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传平;林建忠;魏庆鼎;

压气机近失速点旋涡流场时空演化分析 

周军伟;杨荣菲;侯安平;周盛

突扩管流中微米颗粒分离效率的研究 

张凯;林建忠;聂德明;

基于特征正交分解的非定常气动力建模技术 

姚伟刚;徐敏;叶茂

波样耗散结构的空间构成及形成过程 

贾琛霞;李凯;敬成君;有马博史

破碎岩体非等温渗流的非线性动力学研究 

李顺才;缪协兴;陈占清;茅献彪

双重孔隙介质THMM耦合模型及其有限元分析 

张玉军;张维庆;

功能梯度矩形板的近似理论与解析解 

李尧臣;亓峰;仲政

共晶基陶瓷复合材料的断裂韧性 

倪新华;刘协权;韩保红;程兆刚;钟国辉;赵磊

脆性固体中内聚断裂点阵列的扩张行为及间隔影响 

周风华;王礼立;

轴向冲击载荷作用下弹性圆柱壳横向弯曲动态屈曲 

马建青;徐新生;Lim C.W.;褚洪杰

边界膜剪切弹性模量对于微接触性能的影响 

张勇斌;

电磁加热条件下皮肤组织的生物热力学行为 

卢天健;徐峰;

基于自然增长的细胞群粘附数值模拟 

吕杰;曹金凤;许世雄;

论迟滞与时滞 

胡海岩;王在华

时滞对非线性饱和控制减振频带漂移的影响 

赵艳影;徐鉴;严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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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激励微型硅悬臂梁的振动特性研究 

宋亚勤;

周期激励下Hartley模型的簇发及分岔机制 

陈章耀;张晓芳;毕勤胜;

基于混合EI成型器的多模态柔性结构振动控制 

张鹏;李元春;

MHD控制超声速边界层的理论研究和数值分析 

苏纬仪;陈立红;张新宇

大城市高架路实测数据分析与交通流模型研究 

吴正;郭明旻;郑贤清;林展熙;吴胜春;赵昀杰;张英莹;

非线性泊松问题的拟线性化边界积分方法研究 

晏飞;冯夏庭;周辉

屈服准则及切线模量修正的弹塑性计算模型 

杨锋平;孙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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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进展

2010年第4期

 

高速铁路工程中若干典型力学问题 

翟婉明;金学松;赵永翔;

轻质夹层材料的制备和振动声学性能 

辛锋先;张钱城;卢天健;

爆炸与冲击动力学若干问题研究进展 

朱建士;胡晓棉;王裴;陈军;许爱国;

动网格生成技术及非定常计算方法进展综述 

张来平;邓小刚;张涵信;

近场动力学方法及其应用 

黄丹;章青;乔丕忠;沈峰

微重力气液两相流动与池沸腾传热 

赵建福;彭超;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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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科学处2009年重点项目结题审查情况的简要介绍 

詹世革;甘春标;

2010实验力学发展战略研讨会介绍 

亢一澜;方岱宁;孟庆国;詹世革;王清远;谢惠民

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关于非线性随机动力学与控制研讨会简介 

宦荣华;黄志龙;朱位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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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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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MI Award Recipients (I)

 

  

BIOT MEDAL 

       The Maurice A. Biot Medal was established to recognize the lifetime achievement of Dr.Maurice A. Biot and is awarded to an individual who has 

made outstanding research contributions to the mechanics of porous materials. 

       Robert W. Zimmerman, Ph.D.,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is awarded the 2010 Maurice A. Biot Medal, for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applying poroelasticity to rock mechanics and flow in fractured media. As an exceptionally prolific researcher Dr. Zimmerman has had a major impact 

on rock mechanics and theory of poroelasticity. He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fluid flow in fractured rocks, along with 

numerous contributions in the areas of rock mechanics, geophysics, and hydrology. He pioneered investigations of the effect of pore space geometry 

on the overall properties of porous materials, such as effective elasticity and permeability. He provided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inclusions with radially 

variable properties – a problem of key importance for the micromechanics of concrete. Dr. Zimmerman also developed a methodology of direct 

incorporation of the image analysis data into the theoretical modeling. He is the Editor-in-Chief of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 and is on the Editorial Boards of Transport in Porous Med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cience.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monograph Compressibility of Sandstones (Elsevier, 1991), and co-author, with JC Jaeger and NGW Cook, of Fundamentals of Rock Mechanics 

(4th ed., Wiley-Blackwell, 2007). 
 
FREUDENTHAL MEDAL 

       The Alfred M. Freudenthal Medal recognizes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in safety and reliability studies applicable to any branch of civil engineering. 

       Arvid Naess, Ph.D., M.ASCE,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warded the 2010 Alfred M. Freudenthal Medal, for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reliability of offshore structures and other complex engineering system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analytical 

and numerical procedures. As a researcher and scholar, Dr. Naess has made numerous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s of stochastic dynamical systems, 

structural reliability, marine and offshore structures. His many achievements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a set of new and particularly efficient Monte 

Carlo based techniques for the purpose of estimating the extreme response of nonlinear structural systems subjected to dynamic loads of a stochastic 

nature. Another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numerical path integration techniques to calculate the stochastic response of nonlinear 

structures subjected to excitation that can be modeled as filtered white noise. And a relatively recent contribution involve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verage Conditional Exceedance Rate” method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long unresolved problem of determining the exact empir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extreme value of a time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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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LIN MEDAL 

       The Raymond D. Mindlin Medal recognizes outstanding research contributions to applied solid mechanics. ASCE membership is not a 

requirement. 

       The 2010 Raymond D. Mindlin Medal, is presented to Frank L. DiMaggio, Ph.D., P.E., F.ASCE for his lifetime contributions in research, teaching 

and consulting in the disciplines of applied solid mechanics, including 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 shock and vibration effects on submerged structures, 

and constitutive modeling of soils. Dr. DiMaggio pione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 model for inelastic constitutive behavior of soils under blast 

loading. He has made major contribu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efficient and practical sub-structuring techniques for the transient 

response of shells; he has developed practical methods for analyzing surface ships that are subjected to under-water explosions; and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widely-used techniques in acoustic approximations that are applicable to problems involving submerged structures, 

as well as those involving transient response to shock loads. Dr. DiMaggio is a past Chair of the Engineering Mechanics Division (now Engineering 

Mechanics Institute), served on technical committees, and was Chair of the 1989 ASCE-ASME Mechanics Conference.

 

The photo gallery of the awards presentation ceremony: http://emi.institutes.asce-ep.org/index.php?q=gallery&g2_itemId=277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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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诺贝尔奖得主预测

21位“引文桂冠得主”有望角逐诺贝尔奖

(摘自科学网)

 

 9月21日，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率先公布2010年引文桂冠的得主名单，他们将有望角逐诺贝尔奖的殊荣。这些备受

全球瞩目的研究奖项的获得者即将在两周后揭晓。 

      每年，汤森路透都会基于其研究解决方案Web of Knowledge SM的数据，通过定量分析来甄选诺贝尔奖设奖范围内诸如

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等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人员。这些研究人员的论文被广泛引用，因而荣获汤

森路透引文桂冠得主的称号，这预示着他们可能成为今年或不久后的诺贝尔奖得主。 

      汤森路透是唯一采用定量数据预测年度诺贝尔奖得主的机构。2002年以来，已经有19位引文桂冠得主获得了诺贝尔

奖。 

     汤森路透研究服务部的引文分析师David Pendlebury表示：“我们通过评估科研人员著作的被引用次数和影响力较高的

论文数量，同时评估值得诺贝尔委员会认可的发现或主题来评选我们的引文桂冠得主。科学文献的被引用次数和受同行

尊敬的程度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诺贝尔奖等专业奖项也是反映同行认可、尊敬的体现之一。” 

     根据研究人员所发表论文在过去二十年间被引用的次数，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得主通常名列其研究领域科研人员的前千

分之一。 

   今年有21名研究人员获得引文桂冠得主，他们中有15位来自美国的大学。来自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的

研究人员也同时入选。 
 
以下是2010年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得主名单（按诺贝尔奖项分类）

 

化学奖 获奖原因
• 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生化系教授兼美国马里兰州切维柴斯 

医学院研究员 Patrick O. Brown
因发明、应用基因表达变异研究中的创新型工具 

DNA 微阵列而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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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合成细胞材料学院副院长兼日本京都大学合成化学及生物化学系
教授 Susumu Kitagawa

因设计和开发多孔金属有机骨架而获奖，其应用包括
氢气与甲烷的存储、气体净化和气体分离等

•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化学和生物化学系 Omar M. Yaghi

•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化学系教授 Stephen J. Lippard 因开展生物无机化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包括发现破
坏 DNA 复制的金属配合物而获奖。DNA 复制对癌症

疗法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物理奖 获奖原因

•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物理学与天文学系教授，兼美国马里兰州
格林贝尔特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太空飞行中心 实验宇宙学高级科研

人员 Charles L. Bennett
因从得自 Wilkinson Microwave Anisotropy Probe

（WMAP，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得到的发
现，包括宇宙的年龄、宇宙的地形以及宇宙的成分而

获奖
• 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 物理学系 物理学教授 Lyman A. Page

• Class of 1897 Foundation 的 Charles Young 教授兼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
顿大学天文物理科学系主任 David N. Spergel

•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教授兼 ISIS科学与超分子工程学院院长 
Thomas W. Ebbesen

因观察和解释光通过亚波长孔的传播，为Surface 
Plasmon Photonics表面等离子体领域的研究作出巨大贡

献而获奖
•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物理学系教授兼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

验室 高级科研人员 Saul Perlmutter

因发现宇宙膨胀加速度及其黑能量存在推论而获奖•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学与天文学系教授兼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太空望远镜科学学院 高级会员 Adam G. Riess

• 位于澳大利亚韦斯顿克里克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天文学与天文物理
学研究学院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教授 Brian P. Schmidt

生理学或医学 获奖原因
• 位于美国缅因州巴港的杰克逊实验室 名誉高级科研人员 Douglas L. 

Coleman
因发现调节食欲和新陈代谢的激素致轻素而获奖

• 美国纽约州洛克菲勒大学 分子遗传学实验室 教授兼美国马里兰州
切维柴斯 研究员 Jeffrey M. Friedman

• 加拿大安大略癌症研究所 高级科学家 Ernest A. McCulloch

由于他们在 DNA 因发现干细胞和开发诱导多能干细
胞而获奖

• 加拿大安大略癌症研究所 高级科学家 James E. Till
• 日本京都大学 再生医科学研究所干细胞生物学系教授、美国加州旧
金山 心血管疾病研究所 高级调查员以及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解

剖学教授 Shinya Yamanaka
• 美国洛克菲勒大学 细胞生理学和免疫学实验室 教授兼高级医师 

Ralph M. Steinman
因发现作为关键免疫应答调节物的树突状细胞而获奖

经济学 获奖原因

• 美国哈佛大学 经济系 政治经济学教授 Albert Alesina 因其针对政治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理论和
实证研究，尤其是关于政治经济周期的研究而获奖

• 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经济学教授 Nobuhiro Kiyotaki 因建立 Kiyotaki-Moore 模型而获奖，该模型描述了经
济所受到的微小冲击如何会导致抵押物价值下滑，信

贷环境受限，从而步入产出下行周期
• 苏格兰爱丁堡大学 政治经济学教授以及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经

济系经济学教授 John H. Moore

• 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 杰出贡献经济学教授以及美
国加州斯坦福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Kevin M. Murphy

因在社会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实证研究而获奖，所涉
主题包括工资不平等和劳动力需求、失业、成瘾以及

医学研究投资经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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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家风采：智者杯茶解难题——二记钱学森

(摘自上海大学戴世强教授博客)

 

 幼时我读《三国》，看到“关云长杯酒斩华雄”那段，对关公不禁佩服之至。这里讲一个“钱学森杯茶解难题”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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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我亲耳听到钱先生讲述的。

1963年春天，中科院力学所开全所大会，听钱学森所长讲话，主要谈治学和科研。可惜当时的笔记找不到了，只记住其中

的点滴。

钱学森先生首先介绍了他的治学经历。他说，他一辈子改了六次行，大学里是学火车头的（机车车辆专业），到了美

国，转行搞航空航天，研究空气动力学和火箭发动机原理；在被美国佬限制人身自由后，只能做基础研究，搞过工程控

制论、星际航行；回国前后又研究了物理力学；再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又在做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研究。他在改行中的

体会是：一要有扎实的数理力学基础，二要理论联系实际，对面临的社会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对研究的问题有深入的

洞察力，这样才能有所作为。

说起用力学解决实际问题时，他给大家讲了一件发生在讲话前不久的事情。那时，我国帮助越南建造一个发电厂，制造

了一个大锅炉，谁知在试运行时碰到了障碍。锅炉里的水沸腾的时候，炉体发生了激烈的振动，声音很响。援越工程师

们尽管想了种种措施进行改进，但锅炉一运行，依然振动、噪声强烈。他们听说北京中科院力学所有振动专家，就专门

跑来求教，希望尽早帮他们解决难题。正好那时所里有一位刚从海外归来的年青学者，专学振动分析，所领导就让他解

决这个问题。这位学者拿着锅炉图纸，反复审视它的结构，关起门来进行结构振动分析，琢磨了十天仍然束手无策，把

回京汇报的工程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向钱学森所长求援。

钱学森先生把工程师们请到他的办公室，听他们讲述锅炉振动时的详细情况，钱先生不时发问，仔细了解炉内的水沸腾

的状况和振动的周期和频率。也就那么喝一杯茶的功夫，问题就有了答案。钱先生说，这是流-固耦合运动激发的共振！

沸腾的水产生的振动，其频率正好与炉体结构的固有频率相同，必定诱发共振！他还马上开出“药方”——对锅炉的上

部结构稍加改变，同时适当加厚锅炉的衬壁，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工程师们赶紧回去试验，锅炉改装后，振动销声敛

迹！

讲完这个实例，钱先生告诉大家，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就是要学会机敏地抓住问题的要害，要做到这样，就要有知识的积

累和开阔的思路。最近我在读冯·卡门自传时，看到了类似的故事：钱学森1940年代在Caltech的火箭小组里为了解决液态

燃料火箭稳定性问题时，不就采用了改进燃烧室衬壁的办法吗？（见2009-2-19的乐乎博文——“自杀俱乐部”的故

事）。原来，不同的问题是有共性的！

事情过去了近46年，钱学森先生讲的这一事例我始终未曾忘怀。这个“钱学森杯茶解难题”的小故事可以给我们不少启

迪。

 

 

                                                                                                                                                    写于2009年3月10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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