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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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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空气动力学家崔尔杰院士逝世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中国科学院院士，空气动力学专家，北京空气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力学学会第七届理事长崔尔杰

先生，因突发心脏病，于12月13日晚去世，享年75岁。 

    崔尔杰先生曾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七届理事长，第五届常务理事，第三、四届理事，《力学学报》和

《计算力学学报》编委。在担任第七届理事长期间，他积极推动力学与国家需求的紧密结合，牵头力学

界和航空界研讨大型飞机研制中的关键力学问题，促进力学科研工作者介入我国大型飞机的研制工作，

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他还曾联合多位院士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积极建言，确保力学在基础学科

布局中的重要地位，为我国的力学事业和中国力学学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崔尔杰院士简介： 

      崔尔杰，中科院院士，空气动力学家。1935年11月10日生于山东济南。原籍河北高阳。1959年毕业于

北京航空学院空气动力学专业。北京空气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在国内率先开展航天器非定常气动力和

流固耦合问题的研究，突破该领域多项关键技术；提出利用非定常激励进行流动控制获得高升力的方法

并揭示其机制；建立和发展复杂飞行器外形考虑气动干扰的气动弹性分析新方法；发展涡致振动的非线

性振子模型，提出抑制涡致振动的多种途径。领导和主持多项型号关键动力问题攻关和重大工程项目的

开发工作。提出建立“地面效应空气－流体力学”的框架设想并对其研究内容作了充实与发展。开拓风

工程和工业空气动力学应用研究，在结构风致振动、风力机气动弹性和体育流体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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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2～2006年担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七届理事长。 
 
       附：中国力学学会开设的崔尔杰理事长纪念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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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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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评出2010年十大科学突破
（摘自科学网）

 

       《科学》杂志2010年12月17日刊的一个新闻专版中发布了其评选出的2010年十大科学突破，对宏观物体

量子效应的首次观测列居榜首。 

   宏观物体量子效应的首次观测: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物理学家Andrew Cleland 与John Martinis设计了这

一机械：一个人们可用肉眼看到的极其细小的金属半导体桨状物，并巧妙地使它按照量子规范舞蹈。首

先，研究人员将该浆状物冷却至其“基态”（即量子力学所允许的最低能态，这是物理学家长期以来所追

求的目标）。他们接着将该装置的能量提高一个量子以产生一种纯粹的量子力学的运动状态。他们甚至设

法将该装置同时进入到两种能态，因此该装置在同一时间会有微小的振动及很大的振动，这种奇怪的现象

在量子力学的奇怪法则中是允许出现的。 

   合成生物学：在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一个决定性时刻，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合成的基因组，并用它转变

了一种细菌的身份特性。该基因组取代了该细菌的DNA，使其生产出一组新的蛋白质——这一成就促使国

会对合成生物学召开了一个听证会。研究人员预计，将来，定制的合成基因组可用来产生生物燃料、医药

品或其它有用的化学制品。  

   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研究人员对在3万8000年至4万4000年前曾经生活在克罗地亚的3个女性尼安德特人的

骨头做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测序。对DNA降解片段进行测序的新方法使得科学家们能够第一次对现代人

基因组与我们的尼安德特人祖先的基因组进行直接的比较。  

    HIV预防：对预防HIV的两种不同且新颖的方法的试验报道了所取得的不容置疑的成功：一种含有抗HIV

药物泰诺福韦（tenofovir）的阴道凝胶可使女性中HIV的感染减少39%，而一种口腔预先接触的预防法可令

一组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男子和变性女子的HIV感染减少43.8%。  

   外显子组测序/罕见疾病基因：通过只对某一基因组中的外显子（或者说是那个极小的实际编码蛋白质的

基因组部分）进行测序，研究罕见遗传性疾病的研究人员能够发现造成至少12种疾病的特别的基因突变；

这些遗传性疾病是由某个单独的有缺陷的基因引起的。  

   分子动力学模拟：模拟蛋白质在折叠时的旋转一直是一种组合上的噩梦。如今，研究人员利用了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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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力的电脑之一的能力来跟踪在一个小的正在折叠的蛋白质中的原子运动，其能跟踪的时间要比过去任

何一种方法都要长100倍。  

   量子模拟器：为了描绘在实验室所看见的情况，物理学家根据方程式推出了一些理论。这些方程式可能

极其难以解出。但是在今年，研究人员通过量子模拟器发现了一条捷径——即在人造的晶体中，激光光点

扮演着截留在光中的电子位置的离子和原子的角色。这些装置给在凝聚态物理学中的理论问题提供了快速

的答案，它们可能最终会帮助人们解决诸如超导性等的谜团。  

   下一世代的基因组学：更快更廉价的测序技术使人们能够对远古和现代的DNA进行非常大规模的研究。

例如，1千个基因组计划已经发现了令我们人类独一无二的基因组变异——而其它正在进行中的计划一定还

会披露更多的基因组功能。  

   RNA的重新编程：重新编程细胞——即将细胞的发育时钟回拨，使其表现如胚胎中的非特异性的“干细

胞”——已经成为一种研究疾病和发育的标准实验室技术。今年，研究人员找到了一种用合成RNA来做这

一工作的方法。与以往的方法相比，这种新的技术的速度要快2倍，功效要高100倍，并在治疗应用上可能

更为安全。  

   大鼠的回归：小鼠统治着实验室的动物世界，但研究人员为了诸多目的而更愿意用大鼠。人们更容易用

大鼠来做实验，而大鼠在解剖上也与人类更加相似；但大鼠的重大缺陷是：用以制造“基因分离小

鼠”——在这些动物中根据研究需要而将其某些特定的基因准确地关闭——的方法在大鼠中无效。然而，

今年有一系列的研究承诺会给实验室带来大批的“基因分离大鼠”。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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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度“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评选揭晓
(摘自教育部网站)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评选的2010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已于近

日揭晓。入选项目名单（按主持单位拼音顺序排序）如下：  

        1 实时三维图形平台BH_GRAPH  

        2 Gbps无线传输及组网研究  

        3 代谢乙酰化调控机理的发现  

        4 抗条纹叶枯病优质高产水稻分子育种及应用  

        5 拓扑量子态的研究  

        6 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  

        7 微纳尺度材料形变特性及其尺寸效应  

        8 海洋微型生物碳泵  

        9 难处理有色金属氧化矿清洁高效利用的基础理论与重大创新技术  

        10 外源性细胞凋亡信号通路在脊索动物中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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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微纳尺度材料形变特性及其尺寸效应是针对微电子与微纳器件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其所用材料尺

寸减小到亚微米甚或纳米级，原适用于宏、微观领域的经典理论尚无法解释该尺度下材料性能的尺寸效应

及其特异变形行为。西安交通大学孙军教授及其合作者利用自主研发的微纳尺度试样制备专利技术，发现

了密排六方钛铝单晶中变形孪晶的强烈尺寸效应，且当晶体尺寸小于一个微米时，材料变形方式由孪晶主

导转变为位错主导，其流变应力达到饱和状态和以前从未达到的理想强度“天花板”水平。该工作发表在

今年1月21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同期国际权威学者在《自然-材料》上为此发表专题评述文章，

认为该结果颠覆了长期以来人们的直觉。《自然—亚太版》也在其“研究焦点”专栏专门推介该文。同时

他们利用金属钨单晶纳米线孪晶界极低的移动阻力和表面能的差异，提出了一种利用表面能进行高效存储

和释放机械能的新概念和新装置——“纳米弹簧”。该结果今年4月发表在美国《纳米快报》上。《自然—

亚太版》在其“特色焦点”专栏专门推介该文。随后该团队发现电子辐照可以急剧提高室温极脆的玻璃态

二氧化硅球体在室温下的塑性变形能力，同时其流变应力可降低4倍之多。该成果今年6月在线发表于英国

《自然—通讯》上。上述工作对微纳器件的设计和制造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为发展微纳尺度材

料形变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验和理论依据。 
 
附件：2010年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介绍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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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9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开始申报 
（摘自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 

 

  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消息，第四十九批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开始申报，申报时间为2011年3

月10日至3月31日。 

        网上申报与纸质申报同时进行，3月10日以后，申请人员登录到中国博士后网，点击进入“中国博士后

基金申请系统”，按申报说明下载申请书，填写后直接上传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打印的纸质申请书

交设站单位审核。 

       纸质申请书为一式六份（一份原件，五份复印件），各设站单位将审核盖章后的申请书以快递方式统一

邮寄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申报时间以邮戳为准，逾期不再办理。请勿使用包裹邮寄，以免延误申

请。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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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多尺度实验、建模和仿真国际学术会议纪要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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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交通学院工程力学系和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承办的“第二届

多尺度实验、建模和仿真国际学术会

议”（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scale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2010），于2010 年12 月17-19 日在

广州市华南理工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阿根廷、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印度、新加坡

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约60余人参加了此次高端学术会议。

        会议内容涵盖了微-纳米力学、生物力学、无网格方法、复杂材料和结构的多尺度建模、现代测试技术

等多个热点研究领域。来自西班牙的

S.Idelsohn教授介绍了粒子有限元方法的优点及在计算流体力学领域的成功应用，对气泡爆裂这种复杂现象

的成功模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白以龙院士介绍了一种用于模拟微纳尺度材料

性能的新型高效算法，这种算法克服了经典分子动力学方法计算量大的缺点，但同时又保留了原子尺度方

法的优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伍小平院士介绍了微悬臂梁在红外成像领域的应用。此外，美国Texas A&M 

University 的JN Reddy教授、UCLA的JS Chen教授、北京大学的方岱宁教授、天津大学的亢一澜教授及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的虞吉林教授等在大会上对各自领域的最新工作进行了报告。会议还就“ Nano & Micro 

Mechanics, Multiscale Modeling ”、“ Modeling of Complex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Experimental 

Mechanics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 Fatigue, Damage and Failure of Materials”等主题进行了分组交流

和热烈讨论。会议达到了了解前沿、促进交叉、增进了解、扩大合作的目的，对学科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

用。 

       在会议期间，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业委员还召开了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就2012年的实验力学大会

听取了承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的筹备汇

报，并对青年工作及专委会的网站建设等问题开展了讨论。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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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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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国家基金委中美环境力学研讨会
(《计算机辅助工程》杂志社供稿)

 

          “计算机辅助工程及其理论研讨会2011(CAETS 2011)”将于2011年4月23—24日在上海（上海海事大

学）举行，考虑到元旦、春节等放假因素，大会决定将截稿时间延至2011年3月15日。 

        本次研讨会征集的论文不收取任何费用，欢迎您垂投稿件！ 

        原会议通知见上期力学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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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CES’11 SPECIAL SYMPOSIUM ON 

Catastrophic Destruction Mechanics and Numerical Modeling

灾变破坏力学与数值模拟

（April 18-21, 2011, Nanjing , China）

 

  Organizing Committee：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Hohai University. 

  Co-Chairs: Profs. Qingwen Ren, Xiangdong Qian, Wenxiong Huang. 
 
  Please submit abstracts to the following website directly 

  http://submission.techscience.com/icces11  
 
  Introduction on ICCES11: 《力学动态》12卷第一期计算与实验科学工程国际会议ICCES2011通知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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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7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hip Hydrodynamics 

(IWSH’2011) 

（September 16-19 2011, Shanghai, China）

      The 7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hip Hydrodynamics (IWSH’2011) will be held in Shanghai, 

China on 16-19 September 2011. The IWSH conference was first held in Wuhan, China in 1999. Then 

it was held in Wuhan, Shanghai, Zhenjiang and Harbin in subsequent every two years. These 

Conferences have drawn a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delegates including scientists, engineers and 

researchers with a common interest in ship hydrodynamics. They provide a forum to promote 

scientific advancemen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mong 

engineers and researchers in ship and ocean engineering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The coming 

IWSH’2011 conference will be hosted and organized b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JTU) and 

sponsored by Chinese Towing Tank Conference (CTTC) and Ship Mechanics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Naval Architects and Marine Engineers (CSNAME). The IWSH’2011 will b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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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for engineers and researchers to keep abreast of the curr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in hydrodynamics of ship and ocean engineering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including 

theoretical, numerical and experimental aspects. 

      The scope of the conference will be broad, covering all issues related to hydrodynamics of ship and 

ocean engineering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Specific theme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Resistance, propulsion, seakeeping, maneuverability 

      ■Cavitation and cavitation flows 

      ■Linear and nonlinear waves and current 

      ■Slamming, sloshing, green water, run-up, impact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numerical wave tank and virtual displaying system 

      ■Hull form optimization based on CAD/CFD  

      ■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 and hydro-elasticity 

      ■Environmental loads and underwater noise 

      ■Hyd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high speed vessels 

      ■Hyd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offshore platforms, pipelines, risers and mooring systems 

      ■Internal waves and deep water system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for towing tank, wave flume and water basin 

      ■Other aspects of hydrodynamics in ship and ocean engineering 
 
Important Dates  

      Receipt of abstracts March 31, 2011  

      Provisional acceptance April 30, 2011  

      Receipt of full papers June 30, 2011  

      Final acceptance July 31, 2011  

      Early registration August 15, 2011  
 
      Email abstracts to: dcwan@sjtu.edu.cn , wan_decheng@126.com
 
      Websites: http://naoce.sjtu.edu.cn/iwsh2011/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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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D and Postdoctoral associate positions 

available at Rice University

 

Ph.D and postdoctoral associate positions are available at Rice University in the broad area of atomistic, molecular 

and multiscale modeling of cement-based materials. The projects include carrying out bottom-up atomistic and 

microtexture predictive simulations.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will be integrated to approaches from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physical chemistry to provide quantitative predictions of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cementitious materials across different time- and length-scales. The research will be carried out at Rice University's 

Laboratory for Multiscale Materials Modeling.  

        For the Post-doctoral position, a Ph.D. in materials science, chemistry, physics, engineering or a related field is 

required. The candidate should have well-developed computational skills, a strong background and interest in 

materials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preferably experience in the areas of atomistic and molecular modeling. Good 

written and spoken communication skills are expected.  

        To apply, please send a CV, several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ree references to 

shahs@mit.edu . Evaluation of candidates will begin immediately and will continue until the position is filled. The Post-

doctoral position will start around summer 2011 and will be continued for up to two years. For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Rouzbeh Shahsavari: 

        Rouzbeh Shahsavari,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Principal Investigator, Laboratory for Multiscale Materials Modeling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Rice University, Houston, TX. 

        Email: shahs@mit.edu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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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Postdoctoral posi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The Mathematical Institute at Oxford is advertising three post-doctoral positions within the Oxford Centre for 

Collaborative Applied Mathematics for(ideally) a 1st April 2011 start. The project titles (with links for more 

information) are: 

       1. Brain Mechanics, Cortex Folding, and Pattern Formation in Growing Tissues. 

       http://www.maths.ox.ac.uk/node/1405  

      This project will be supervised by Dr. Sarah Waters, Dr. Dominic Vella, and myself at Oxford, in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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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 with Prof. Tamer El-Sayed and Prof. Sahraoui Chaieb from the 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AUST) 

       I am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candidates with a solid background in computational solid mechanics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2. A framework for hybrid discrete/continuous multiscale modelling of biological tissues 

       http://www.maths.ox.ac.uk/node/14052   

       3. Mathematical Modelling of Membrane Filtration of Water 

       http://www.maths.ox.ac.uk/node/14048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join, OCCAM a well-funded and dynamic research centre in Applied Mathema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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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Position i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at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in Livermore, CA

 

       A full-time position is available at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in Livermore, California for an applied mechanics 

engineer with a strong background in computational solid mechanics, numerical methods and constitutive model 

development. 

       The work will support our current projects in the areas of environmental effects, continuum plasticity, and the 

micromechanics of failure. The engineer will be expected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advanced models into both open-

source research and proprietary production computer codes for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simulations. In 

addition,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collaborate with structural analysts to apply these models to Sandia applications. 

       A PhD in applied mechanics or a related field is required for this position. Candidates must have significant 

experience in the numerical aspects of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and constitutive model development.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are also required: (1) strong communication skills; (2) the ability to function in a team 

environment with other developers, analysts, and department customers; (3) the demonstrated ability to publish in 

technical journals; and (4) proficient programming skills. 

       Desired qualifications include (1) knowledge of materials science; (2) experience in modifying the fundamental 

components of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in computer codes; (3) a background i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numerical analysis; and (4) proficiency in C++ programming. 

       The Mechanics of Materials Department (8246) performs experimental and analytical studies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cal behavior of materials. Our experimental work covers the entire discovery-characterization-validation 

spectrum. Motivated by observations, we develop models to simulate material responses under various load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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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e fidelity of our models and simulations varies from atomic to continuum scales. Our experimental capabilities 

include characterizing materials over a wide range of temperatures and strain rates, developing micro- and nanoscale 

strain and displacement diagnostics, and testing subsystems to support model validations. In addition, we develop 

numerical methodologies so that our material models can be implemented in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simulations. 

       More Information and How to Apply 

       Go to the Sandia Careers web site and search for Job ID 636444 at this URL: 

        https://ws03snlntz.sandia.gov/psp/applicant/EMPLOYEE/HRMS/c/HRS_HRAM.HRS_CE.GBL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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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力学学报》

2010年第6期

 

 多孔介质的热-电-化-力学耦合理论及应用 
杨庆生 秦庆华 马连华 
 
 骨与膝关节生物力学行为研究 
郝智秀 冷慧杰 曲传咏 万超 
 
 天然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力学性能及其应用 
李岩 罗业 
 
 微电子封装中导电胶连接可靠性研究 
高丽兰 陈旭 
 
 结构的塑性分析与含体积型缺陷压力容器和管道的失效评定 
刘应华 陈钢 徐秉业 
 
基于光学和探针技术的微纳米固体实验力学研究进展 
李喜德 苏东川 曾杜鹃 孙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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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条件下材料与结构力学行为的研究进展 
涂善东 轩福贞 王国珍
 
高温结构材料的蠕变和疲劳研究的一些新进展 
施惠基 马显锋 于涛
 
轨道车辆轮对的关键力学问题及研究进展 
赵永翔 高庆 张彬 刁克军
 
桥梁结构劣化与损伤过程的多尺度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李兆霞 王滢 吴佰建 王春苗 陈志文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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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a Mechanics Solid Sinica》

(Volume 23, Issue 5, October 2010)

 

 Active vibration control of finite L-shaped beam with traveling wave approach 

Chunchuan Liu, Fengming Li, Wenhu Huang

 

 Vibration analysis of micro scale plates based on modified couple stress theory 

Li Yin, Qin Qian, Lin Wang, Wei Xia

 

 Large deflection theory of nano beams 

Dujuan Zeng, Quanshui Zheng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 of interfacial defects with modified potential based on 
the first-principle 

Dongwei Ren, Jinquan Xu

 

 Decay rate of saint-venant end effects for plane deformations of piezoelectric-piezo 
magnetic sandwich structures 

Yan Xue, Jinxi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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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in incompressible hyper elastic cylindrical membranes 

Datian Niu, Xuegang Yuan, Changjun Cheng, Jiusheng Ren

 

 Abnormal bending of micro-cantilever plate induced by a droplet 

Jianlin Liu, Xueyan Zhu, Xinkang Li, Zhiwei Li

 

Crack propagating in functionally graded coating with arbitrarily distributed material 
properties bonded to homogeneous substrate  

Zhanqi Cheng, Danying Gao, Zheng Zhong

 

 Meshless method of dual reciprocity hybrid radial boundary node method for elasticity 

Fei Yan, Xiating Feng, Hui Zhou

 

 Free vibration analysis of simply supported beam with breathing crack using 
perturbation method 

Mousa Rezaee, Reza Hassannej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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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尔杰：为航空航天的一生
 

  崔尔杰，空气动力学家。1935年11月10日生于山东济南，籍贯河北高阳。1959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空气

动力学专业。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技大学工程科学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和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兼职教授。曾任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亚洲流体力学会副主席。从事航天飞行器非定常气动力

与空气弹性、风工程与工业空气动力学等方面的理论与实验研究。为解决型号研制中遇到的许多空气动力

学和空气弹性力学问题做出贡献；在非定常流与流动控制等基础研究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成果。对非定常

增升机制、钝物体旋涡脱落模式、多物体干扰等提出新见解，发展了涡致振动的非线性振子模型，提出抑

制涡致振动的多种途径，对工程实际有重要意义。主持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的全垫升气垫船研制和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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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九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及国家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计划的“地效飞行器”项目的技术工作，解决了一系

列关键技术问题，已开发出多种型号投入国内和跨国航线运行。提出建立地面效应空气/流体动力学的框架

设想并对其内容作了充实与发展。  
       崔尔杰先生是一个非常严谨、守时的人，那天我们约好的采访时间是上午9点半，考虑到大城市里惯有

的交通堵塞，我事先把时间定得较为弹性，没想到他早早就赶到了。但他因和我有约在先，并没有提前告

知我，而是等到9点半，准时出现在我的面前。在其后近两个小时的访谈里，崔先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为中

国航空航天的一生虽说不上波澜壮阔，却也是波光潋滟，风景这边独好。在历述他人生不同时期思想历程

和科研攻关的过程中，崔尔杰一再提到并强调以下几点：从事科研工作，首先要考虑国家的需要，不为名

和利所左右，只有从根本上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有持久的工作激情和推动力；科研工作要面向

实际来解决问题，不能为科研而科研；要把知识转化为一种能力，科研工作体现的是一种能力，如果掌握

了很多知识不去用或者不会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在航空航天事业规模日益扩大化、国际化的今天，单

靠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做好科研这个大事业，只有把个人融合到团队中去，学会与别人共事，发挥集体力

量，才能达到最终的成功；而尤为重要的是要学会独立思考，创新才是科研工作的灵魂和最大的助推力。

朴素的话语里，深蕴着他科学人生的智慧和感悟。 
        炮火声中的青春激扬岁月 
        虽然已年逾七旬，经历人间数度风雨，但在崔尔杰的记忆里始终无法忘怀的是坐落在济南运署街上的

济南一中，这是一座有百年历史的名校。自1947年考入该校到1953年高中毕业，六年的时光中，泉城济南

大明湖畔的省图书馆和汇泉寺、北极阁这些去处，留下了少年崔尔杰其乐无穷的成长印记。  
        令崔尔杰最为难忘的是1948年9月的（阴历8月）中秋节前，解放军围城，解放济南的炮声已经在市郊

打响，第二天去学校上课，老师给他们出了个作文题目：《一夜炮声又中秋》，而实际上，炮声响起就没

有再停歇，学自然是上不成了。经过七、八天的激战，济南获得解放。不久，接管工作队进驻到一中，工

作队的干部们“走家串户”地访问老师和同学，动员大家回校复课。  
       解放后的济南百废待兴，为了尽快恢复教学秩序，工作队和老师们一面加紧抢修校舍，一面想出很多

办法吸引学生们回校。工作队还分发演出票，让学生们去旧军门巷电影院看宣传队演出《白毛女》、《解

放区的天》等节目。崔尔杰回忆说，解放后学校里到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新气象，各班级纷纷出版墙报，

《春风》、《野火》、《潮流》……贴满了校园墙壁，同学们评论时政，欢庆解放，气氛非常活跃。“那时

候我感觉很新鲜，参加活动也很多，慢慢对解放后的社会有了很多认识。” 
       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就在这一年，崔尔杰和其他几位同学一起加入了青年团，成为他政治生

活中的新起点。刻苦学习的同时，他还担任了学生会学习部长，组织同学搞活动，崔尔杰说那是他早年思

想过程中的一个转变时期。接受很多新事物，对共产党、对解放后的新政权有了很好的认识。“从那时开始

觉得一个人应该为社会作贡献，要关心集体，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些朦朦胧胧的思想就开始形成了。”而在

此之前，出身于诗书之家的崔尔杰的人生理想是好好念书、孝敬父母，做一个正直的人，没有什么远大的

理想抱负。  
       在激情飞扬的青春岁月里，崔尔杰还参加了很多的政治活动。1951年社会上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他

和同学们加入宣传大军，深入基层。后来他们又跟随“工商业检查大队”到工厂、商店检查偷税漏税、投机

倒把等不法行为，在斗争中接受锻炼与考验。对于崔尔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很大影

响。  
       实际上，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崔尔杰从小就非常喜欢文学，当年在一中办墙报和校刊，写诗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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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已小有名气。高中二年级时，华东青年报（上海）聘请他为特约通讯员，高考时报的三个志愿全是北

大、外交学院的文科专业。要不是受解放后时代新风气和当时“抗美援朝”的感染和影响，崔尔杰很有可能

与航空航天这个他为之付出大量精力和心血的领域失之交臂，而他此后在中国航空领域所做出的一系列成

绩也就无从谈起了。  
       为了增强新中国的国防力量，1950年和1951年学校两次动员同学们报名参加军干校。崔尔杰至今还记

得庄子正老师在欢送参军同学离校大会上的慷慨陈词，他勉励留校的同学们：虽不能“仗剑而立，决胜于千

里疆场”，也当发愤读书、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在全校这种“为祖国、为人民、发奋学习”的热潮中，崔尔

杰强烈地感觉到国家需要强大的力量来对付外国的侵略，年轻人有责任保卫国家。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他

对文学的兴趣爱好，改学工科。正好当时听说北京新成立了一个航空学院，因为成绩优秀，他和另外几位

同学被学校推荐，经考试有四位同学被北航录取了。由此，崔尔杰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航空科研生

涯。 
        在北航的日子里  
        创建于1952年的北京航空学院是今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建国伊始，国家把建立新兴的航空工

业作为发展经济和巩固国防的一件重要事情，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与此同时，中央也极为重视航空

高等教育事业的建设。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根据周恩来总理要办专门的航空大学的指示，

于同年10月25日，在清华大学航空系和四川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航空系合并的基础

上，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所航空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建校的第二年，崔尔杰考入该校，学习飞机设计专

业。到1956年，为了适应祖国发展航空航天事业的迫切需求，在钱学森、沈元、陆世嘉等老一辈专家学者

的倡议和推动下，北航决定成立空气动力学这个新专业，要从飞机系的设计和工艺专业抽调40名同学。但

空气动力学是一门很艰深的学问，对学生平时的学习基础和外语水平要求很高。在为北航空气动力学专业

成立50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岁月峥嵘真情难忘》里，崔尔杰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北航的年轻学子们对这个

新专业的激烈竞争：“当时我们这帮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个个跃跃欲试。记得提出报名申请

的很快就达到上百人。” 
        入学以后崔尔杰对专业非常热爱，学习热情很高。他说一方面是本身对科学有兴趣，另外就是考虑到

国家的需求，因为当时国家航空很落后，需要振兴和发展。再加上受到了当时全国“向科学进军”高潮的鼓

舞和一大批学术造诣深厚的教授们教导培育，学业上成长很快。除学好正课以外，他还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了课外学习小组、研究小组以及学生科技协会的活动。崔尔杰回忆说：记得当时我和几位同学参加了理论

力学小组，学习如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同学们在这样环境和气氛中，潜心读书、搞科研、做学问，并有

名师的悉心教导，进步很快。这期间，他还曾接受过教研室下达的一项任务，由老师带领，帮助北京的一

家钢厂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当时北京有些钢铁厂的炼铁炉，在底部周圈同时用四个鼓风机向炉子内吹

气，由于几个鼓风机间压力不平衡，使炉子无法正常工作，因此向北航提出要求，希望能帮助解决。老师

带着他们三位同学，深入工厂搞调查研究，听取工人师傅们的意见，现场分析问题，获得第一手资料数

据，后来他们还真的提出了一个能自动调节，保持风机间压力均衡的解决问题方案。这次任务，使他又一

次生动地体会到：空气动力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密切联系实际。这种体验对于他参加工作后的科研活动，一

直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在1958年的大跃进风潮中，北航学校里也开始搞大炼钢铁，武光校长和校党委及时发现问题，停止了

土高炉大炼钢铁的活动，提出结合专业搞科研。学校开始组织正规的飞机型号研制，“北京一号”、二号、

三号、四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纷纷上马的。“北京一号”以空前的速度很快搞成了，试飞中还飞到了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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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上海。崔尔杰当时被分配到“北京四号”研究设计室，这是一个要将一架飞机改造成无人驾驶的任务。

他和其他几位老师与同学跟随张桂联先生搞总体和气动设计计算，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参加型号研制的光荣

与使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由于这种因缘，崔尔杰的毕业论文《无人驾驶飞机起飞着陆时的稳定性》是在张桂联老师指导下做

的，这也是“北京四号”飞机设计中的一个具体课题。这个课题要解决的是飞机近地飞行时，各种气动参数

由于“地面效应”产生随高度变化的“气动导数”影响飞行稳定性问题。后来，崔尔杰在当时苏联的《应用数

学力学》杂志上，看到苏联学者卡缅阔夫的一篇文章《有限区间稳定性分析》，觉得对他论文里的问题很

有用，就向张先生作了汇报，张先生考虑之后，鼓励崔尔杰把它好好看懂，想想怎样应用到自己当前的问

题上去。张先生的教导，使他进一步体悟到如何联系实际深入学习，“学以致用”的道理。“四十年后，1995
年开始，他承担了一项研制地效飞行器的任务，这是一种掠海飞行的飞行器，其研制关键技术问题，也是

近地飞行的稳定性，有了过去的这一段经历，解决问题就感到‘得心应手’，容易多了。1998年地效飞行器

试飞成功，在试飞典礼上，他感慨万千，不由自主地想到：四十年后，‘重操旧业’，历史就是这样一种永

远也转不完的‘怪圈’。”崔尔杰如是感慨。  
        赶上科研工作的好时候 
        在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崔尔杰有很多自己切身的体会。理论研究和实际结合，科研工作要面向工程

需求是他终身服膺的原则和准则。要独立思考、工作，不能简单地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早年在北航

期间参加多项型号科研工作，使他很早就学到了如何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方法。  
         大学毕业后，崔尔杰被分配到航天部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工作。因为航天部门对人员的政治条件要求

很高，崔尔杰那时接受了近半年时间的政治审查，不过他情绪还比较稳定，一直在招待所住着，同时还自

学了不少新的知识。在他的心中，想着的始终是如何在业务上学得更好，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进入到空气动力研究所之后，令崔尔杰深深受感动的是我国航天事业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当时研究

所刚刚正式成立，一批国内最大规模的气动试验设备正在动工建设，由全国各地聚集来的技术骨干、管理

干部和大学生，以巨大热情和力量，积极投入各项建设和科研工作。每天晚上过了12点，办公楼里仍是灯

火通明，虽然领导一再动员大家回去休息，人们仍迟迟不愿放下手中的工作。  
       回首往事，崔尔杰感叹自己当时赶上了科研工作的好时候。1956年国家搞第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

划，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1960年以后形势有很大变化，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航空

航天广泛吸收各方面人才，参加空气动力研究所的工作成为崔尔杰科学道路上一个很好的起步。当时正值

航天型号发展的初期，钱学森提出要建立空气弹性专业。时任空气动力研究所所长的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庄

逢甘根据钱老指示，让他负责新成立的空气弹性专业组。空气弹性力学研究空气动力和结构弹性耦合起来

的问题，是崔尔杰此前没有搞过的。但这些并没有难倒崔尔杰。大学期间，他除了学习本专业的知识外，

还选修过黄克累老师的《振动力学》课，参加过高为炳老师的“李亚普诺夫运动稳定性”讲座。以前打下的

这些基础，对他后来承担空气弹性研究课题有着很大的帮助。 
        崔尔杰非常感念老一辈科学家和领导给予的机会，对他来讲，刚参加工作就遇到这些老一辈科学家把

握方向，指明道路很重要。并且他也确确实实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当时他所带领的空气弹性专业组和

另一个搞强度的研究所合作了将近一年，解决了一系列专业技术和型号研制中的问题。在这期间，由于工

作进展快，表现突出，当时才25岁左右的崔尔杰曾先后三次立功受奖。这些，同样成为了崔尔杰科学道路

上的一段重要历程。  
        从1960年开始一直到1979年近20年的时间里，他所作的都是型号方面关键技术问题的研究。工程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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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展壮大，最多时达三十多人。几十年的科研和工程组管理工作使崔尔杰深切地体会到：科研工作，特

别是工程性、应用性的科研，涉及面比较宽，不是一个人能够解决问题的，一定要学会和别人团结共事，

发挥群体力量，共同解决问题。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崔尔杰于1980-1982年被推荐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机械与宇航工程系做访问学者后又受聘担任客座研究员。继续从事空气弹性方面的研究，在国外发表了多

篇研究论文，在专业方面取得新进展。  
        “军转民”：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从80年代后期至今的20多年时间里，响应国家大力开展军转民科研生产的号召，崔尔杰在完成科研任

务之外，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向了“军转民”的工作当中。在航天航空技术的民用开拓方面，做出了骄人的

成绩。  
　　在“军转民”工作中，崔尔杰积极倡导，将钝物体空气动力学、旋涡和涡致振动方面的研究成果用于建

筑物与工业构筑物的风载、风激振动与结构抗风设计，取得了很好的工程效果。同行专家评审认为该项研

究“做出了创造性成果，其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期间崔尔杰曾两次去香港，现场研究解决香港大佛

结构抗台风问题。他指导学生完成的亚运会大型照明灯塔设计，至今已经历实际考验完整无损。此外，崔

尔杰还承担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的风力机动力学研究，建立了叶片气动弹性分析方法，以及考

虑塔架柔性的整机动力学模型和解法，在国内首次完成风力机叶片动稳定性风洞模型试验并提出了建立风

力机动力学研究体系的具体建议。  
        自从1959年英国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艘气垫船后，气垫船技术受到许多国家关注。上世纪80年代，航天

部领导决定要利用航天技术优势，研制开发我国自己的气垫船，气垫船被列入当时航天部十大民品和国家

首批“火炬计划”项目，榜上有名。作为项目负责人，崔尔杰承担了“全垫升气垫船”研制任务，将力学理论

应用于工程设计，解决了多项关键技术，开发出多种型号投入国内和跨国航线运行，还首次出口进入国际

市场，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除气垫船这项技术开发取得成功外，崔尔杰感到欣慰的还有他在技术上主持研制的地效飞行器。这项

肇始于前苏联、利用地面效应原理，贴近水面（或地面）实现高速航行的运载工具，让崔尔杰看到了光明

的应用前景。为此，他和两院院士、我国歼8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院士一起，找到了原航天部老部长、时任

中国科技开发院院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李绪鄂，得到他的赞同与支持，在他出面协调与

组织下，由原航天部空气动力研究所、航空部水上飞机研究所和深圳科技开发院三家机构协作成立了地效

飞行器开发中心，并任命崔尔杰担任项目的总工程师。地效中心采取新的管理和运营机制，利用国内存量

资源，组织国内有关专家一起，在经费不足、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开始投入研制工作。几位年过六旬

甚至七旬的老专家们牵头，硬是带领研制队伍，从1995年立项到1998年首飞成功，短短3年的时间就实现了

飞跃性的突破。1999年6月，TY-1型地效飞行器在浙江湖州举行了首航仪式，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在主持

这一项目技术工作中，崔尔杰提出建立“地面效应空气-流体动力学”的框架设想并对其内容作了充实与发

展，成功地解决了高升阻比气动构形，近地飞行稳定性和动力增冲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至今，第一个

型号已在太湖水面运营多年，载运乘客超过30000多人次，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英国权威航空刊物“国际

飞行杂志”评论：“中国以该型号而成为地效飞行器的主要发展国之一”；俄罗斯“雌鹞号”大型地效飞行器总

设计师和他所率领的代表团认为：在这样短的时间搞出来，飞得很好，是了不起的成绩。近十年来，国外

同行的赞誉和不断前来考察、交流，证明了中国地效飞行器在世界范围内所处的先进地位和水平。  
        最近，崔尔杰和他的同事们在策划研制用于高速海上运输的大型地效飞行器，争取该项技术在军用和

民用两方面都能发挥它的更大的作用。像所有新事物在最初所遭遇到的那样，人们对它的认识会有一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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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而且技术上的难题也有待进一步的攻克。崔尔杰不能忘记李绪鄂临终对他的托付：“咱们搞到现在不容

易，我不行了，你一定要坚持下去。”逝者长往矣，但生者还将继续前行。他们为此而不懈地努力着，尽管

碰到很多困难，“但我相信会有实现的一天。”对此崔尔杰很有信心。 
        热爱航天科研矢志不移  
        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在本应安享晚年的时候，74岁的崔尔杰却依然是非常忙碌，为祖国的航空

航天科研事业发挥着热和力。近几年，身为国家几个重大工程项目专家组成员、他频繁出差外地，为重大

专项工程出谋划策，奉献自己的力量。  
        从1953年进入北航学习到今天，56年的时间里，崔尔杰从未离开过他热爱的航天科研领域。他回想起

入学后第一年入选留苏预备生，在北京俄语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简称俄专）学了九个月的政治和俄语，

后因不符合去苏联学习航空专业的政治条件而没去成。当时也曾有人建议他改选食品工业的通心粉专业，

俄专也曾提出要他留在学校做老师。热爱本专业的崔尔杰放弃了留苏的机会，谢绝了俄专留他任教的美

意，重新回到了北航。文化大革命中，他因“只重业务不重政治，引导年轻人走白专道路”，成了批判对

象。但一心扑在科研事业上的崔尔杰对此处之淡然，并未受太大影响，仍然积极“抓革命促生产”，好在刚

要受批判时，文化大革命的“16条”一公布，他那点“罪名”也就算不上什么了。  
        回首科研生涯，崔尔杰感叹：搞科研要吃得了辛苦、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外面的世界虽然很精

彩，但科研工作的意义和乐趣，非亲临其境是无法体验的。他回忆起大跃进时期去十三陵劳动和文革中下

放胶东军垦农场的经历，农民的朴实可爱和生活的艰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想那段经历，就很容易

对生活感到满足。”尽管那段时间劳动很累很苦，但崔尔杰觉得生活很有意义。  
        历史的机缘和国家的需要使得曾经怀着文学梦想的崔尔杰最终成为了一名航空领域的专家，但爱读书

依然是他多年坚持的习惯。从年轻至今，每晚12点之前，他很少睡眠。崔尔杰读书很多、兴趣广泛，从小

爱读岳飞的《满江红》，尤其景仰岳飞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  
        这种对家国挚爱的情感在崔尔杰5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已化作一个又一个技术上的突破和成就。无论

何时何地，他考虑的始终是科学和实际需求的结合。如果说纯粹基础科学是兴趣驱动使然，以解决认知为

目的，对于崔尔杰来说，他终生从事的侧重于应用的科学研究，乃是出于国家的任务需求驱动，是为了解

决国家的实际问题。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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