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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力学学会获“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标兵”称号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国力学学会获“全国科协系

统先进集体标兵”光荣称号。胡海岩理事长在闭幕式上作了“繁荣学术 创新发展 努力建设现代科技社

团”的发言，发言全文如下：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代表： 
    今天，我非常荣幸代表中国力学学会接受“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标兵”称号并作大会发言。 
    中国力学学会是在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郭永怀等著名力学家的倡导和组织下，于1957年成立的

全国性力学工作者的群众组织。学会现有2万余名会员，31个分支机构, 主办和协办17份学术期刊。近年

来，学会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下，开拓创新，扎实进取，在推动学科发展、提升国际地位、学会自身改革

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级领导和中国科协的关心和指导，离不开以钱学森先

生为代表的我国老一辈力学家的奠基性、开创性贡献，离不开全国力学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下面我向大

会简要汇报学会的几项工作。 
一、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积极发挥智库作用 
    近年来，学会努力投身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主战场，发挥智力密集、人才荟萃的优势，积极开展

高水平、跨学科、跨领域的决策咨询活动。例如，学会从2004年起牵头联合力学界和航空界专家，主动

参与国家大型飞机科技专项的论证，组织撰写了“大型飞机研制中的关键力学问题”建议书。该建议书内

容被中国商用飞机集团公司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采纳吸收，为力学界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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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又如，学会积极参与“高速铁路”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决策咨询工作，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和科研

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为促进我国力学学科的发展，学会配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开展了学科发展战略规

划研究。在中国科协等上级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学会组织撰写了《力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为国家

科技管理层制定学科发展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 
二、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中国力学界走向世界 
    近年来，学会将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作为提升我国力学研究创新能力的工作重点。五年来，学

会共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200余次，吸引科技人员2万余人次，显著提升了学会的学术影响力。例

如，学会自2005年起隔年举办中国力学大会，与会学者达2000人。该会议已经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综合

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力学交流平台，被力学工作者称为“了解学科前沿的窗口，面向重大需求的桥梁，

联系地方经济的纽带，展示青年风采的舞台”。 
    学会将推动学术交流的国际化作为新时期的战略性任务，通过主办系列化国际学术会议，努力提升我

国力学界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经过学会几届理事会和我国几代力学家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学会于

2008年成功争取到2012年在北京主办第23届世界力学家大会。这将是国际力学界最高水平的学术盛会首

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无疑会成为中国力学界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 
    学会将建设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作为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关键举措。2007年，学会在中国科协、科

技部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支持下，成立了“北京国际力学中心”。该中心辐射亚太地区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立以来已开展国际学术活动10余次，累计接待国外访问学者40余人。2010年，该中心正式成为国际力

学联盟的联属机构，是国际力学联盟在全球仅有的两个“力学中心”之一。学会通过该中心的建设，有力

提升了自身在国际力学界、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力学界的影响力。 
三、推进科普工作，加强会员服务  
    近年来，学会围绕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逐步建立起自成体系的科普资源平台。五年

来，学会面向学生和社会公众举办各类科普活动30多项，逐步培育出科普品牌活动。例如，举办面向研

究生和青年科研人员的全国深空轨道设计竞赛，吸引了众多青年学子投身航天科技；连续举办8届全国周

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第8届竞赛的参赛者已达2万名；举办海峡两岸中学生力学夏令营，为两岸青少年

的科普交流提供了良好渠道；组织面向中学生的趣味力学制作邀请赛，其内容在中央电视台多次进行集

中展播；组织撰写的《大众力学丛书》填补了力学科普丛书的空白，其排名多次位居科普丛书排行榜前

列。 
    学会努力为会员开拓新的服务方式。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了“会员之家”服务网站。投入大量人力

和财力建成了中国科协所属学会中第一个具备国际水准的“学术会议管理系统”，实现了学术会议的全程

信息化管理。这些工作有效提高了会员服务的水平。 
四、加快学会职业化改革，大力加强能力建设 
    近年来，学会将自身体制和机制创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作为在新时期下谋求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中

国科协的“学会创新发展推广工程”资助下，学会大力推动办事机构的职业化改革，打造专业化、国际

化、年轻化的团队。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办事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得到增强；通过与国际组织互访及外

语培训，促进办事机构国际化进程；通过标准化的社会招聘流程、定岗定编和严格的绩效考核等管理，

专职人员的素质得到显著提升；通过独立运作，年均筹集经费稳定保持在400万元以上，承担了专职人员

的全部薪酬，实现了自负盈亏。这些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学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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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领导、各位代表，中国力学学会获得“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标兵”这一光荣称号，既肯定了我们

以往的工作，又激励我们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未来的事业中去。我们坚信，我国力学工作者一定能为

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开创中国力学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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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力学家大会2012年将首次在中国举办

（摘自科学网）

    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洪友士研究员5月29日透露，第23届世界力学家大会将于2012年8月在北京举办，

这是国际力学领域最高水平盛会首次在华举办，将成为中国力学界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天下午举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代表媒体见面会，洪友士介绍相关情况时作上述表示。他说，创办于1924年的世界力学家大

会每5年举行一届，预计明年将有逾千名外国力学同行来华参会。  

    在世界力学家大会第一次“给力”中国之前，2011年中国力学大会今年8月将在哈尔滨举行，2005年首

次举办的中国力学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目前已发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人数最多、影响

力最大的力学盛会。  

    洪友士称，建设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是中国力学学会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关键举措。该学会2007年成

立北京国际力学中心，辐射到亚太地区10多个国家和地区。4年来，这个中心已开展国际学术活动10余

次，并于2010年正式成为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认可及所属的全球仅有的两个力学中心之一。  

    近年来，中国力学学会积极主动介入国家大型飞机研制计划，组织撰写“大型飞机研制中的关键力学

问题”建议书，还积极参与“高铁”等国家重大专项的决策咨询工作，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和科研成果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同时，编撰完成《力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为学科发展战略决策提供参考。  

    据悉，在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郭永怀等一代著名力学大师的倡导和组织下，中国力学学会于1957

年成立，这一全国性力学工作者的群众组织现有会员2万余人，分支机构31个。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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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开始申报

（摘自教育部网站） 

    为更好地满足教学需求，进一步提高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以下简称“规划教材”）质

量，推动优秀教材进课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自2007年起组织开展了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以下简

称“精品教材”）评选工作，现已评选出精品教材716种。2011年，将对规划教材组织开展最后一次精品教

材的申报评选工作，评选工作仍将采用专家审读教材和网上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申报工作有关事项

如下： 
一、申报范围 
    2011年6月30日以前出版的未申报过精品教材的规划教材。 
二、申报要求 
    1．申报材料： 
    （1）有关出版社应即时向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教材网http://www.tbook.com.cn/ 或 http://www.tbook.
edu.cn/ （以下简称“教材网”）报送规划教材的编写、出版信息（规划教材管理信息填报说明详见教材

网）。该信息不仅是对规划教材进行监控、管理的依据，也是评选精品教材的基础信息。没有向教材网

报送信息的教材不得申报精品教材。 
  （2）每种教材只有一次申报精品教材的机会。有关出版社在2011年6月30日前出版的规划教材中择优网

络申报精品教材，并填写《2011年精品教材申报汇总表》（见教材网），同时附送教材样书一式4份。 
    2.材料（2）的报送时间：2011年6月15日至7月15日（以寄出邮戳为准），过期不予受理。 
    3.材料（2）的报送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4号C座10层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邮编

100120。 
    联系人：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教学条件处：袁红辉，电话：010-66096925；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张秀芹，电话：010-5858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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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声波超材料研讨会于北京理工大学举行

（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 胡更开教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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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5月23－25日, 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具体承办的国际声波超材料学术研

讨会（ISAM2011）于北京理工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举行。该会议由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胡更开教授和美

国普渡大学宇航学院CT Sun教授担任主席。会议共有25个学术报告，其中15个来自海外学者，分别来自

美国、西班牙、俄罗斯、加拿大、新西兰和香港，国际和国内该领域的主流学者多数参加了该次会议。

会议还吸引了国内许多学者和学生，共有近50人参加了该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还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和北京理工大学的大力支持。大会开幕式由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院长胡更开教授主持。 
    会议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声波/弹性波超材料的设计和应用。美国犹他大学Graeme Milton教授

做了题为《Elastic metamaterials: high contrast composites with unusual properties》大会报告，武汉大学刘正

猷教授做了《Acoustic/elastic metamaterials with and without built-in local resonances》主题报告。随后与会

者讨论了声波超材料的设计和分析方法，俄罗斯Yuri Bobrovnitskii教授介绍了基于阻抗的波透明设计，美

国阿肯色州立大学G. L. Huang 教授介绍了一种弹性波手性左手材料的设计方法，清华大学陈常青教授讨

论了二维周期电活性复合材料的声子带结构的调节；在展示超材料新的微观结构设计方面，美国韦恩州

立大学Golam Newaz教授介绍了一种基于微梁和质量的新型双负声振超材料，香港科技大学Ying Wu教授

讨论了一种具有多频带负模量的弹性波超材料；在声波超材料的应用探讨方面，新西兰Andrew Hall教授

讨论了局域共振结构在声波屏蔽上的应用。 
    会议第二部分是变换方法，香港科技大学C.T. Chan教授做了题为《To manipulate waves using acoustic 
metamaterials》的大会报告，麻省理工学院Nicholas X. Fang教授做了题为《Acoustic metamaterials: a 
circuit approach》的主题报告。与会者着重就声波超材料用于成像和波的调控等问题进行了交流。美国罗

格斯大学的Jerry W. Shan教授在报告中展示了通过设计纳米碳管（柱）悬浮液来控制波的传播，清华大学

向志海副教授通过设计各向异性超材料控制声波的传播，北京理工大学胡进博士就变换方法中的约束条

件进行了介绍，新西兰Eric Wester博士讨论了对于旋转吸声体的设计方法，美国杜克大学Bogdan Popa博

士就声波超材料用于隐身和透镜的实验进行了介绍。 
    会议第三部分主要针对声子晶体和各向异性质量超材料，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Jose Sánchez-Dehesa
教授以《Acoustic Metamaterials with Anisotropic Dynamical Mass》为题做了大会报告，西班牙Johan 
Christensen教授以《Perforated acoustic metamaterials》为题做了主题报告。加拿大西安那略大学Qiuquan 
Guo博士从超声诊疗这一背景出发，通过设计提高了声波聚焦超材料的特性，北京理工大学周萧明副教授

就各向异性超材料在超分辨率成像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北京交通大学汪越胜教授就纳米尺度的声子晶

体带结构的表面/界面效应进行了阐述，北京师范大学张向东教授介绍了石墨烯的声学特性最新进展，清

华大学郭永强博士讨论了在一维声子晶体中的纵波带结构的形成和传播问题，中科院王育人研究员就局

域网络无回响涂层带结构研究中的二维集中质量方法进行了讨论。 
    报告结束后，还进行了自由讨论，就声波超材料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建议。与会者一致认为

该次会议内容充实，安排细致，学术水平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该次学术研讨会促进了我国相关学科

与国际学术同行的交流，提升了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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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议
－－－－－－－－－－－－－－－－－－－－－－－－－－－－－－－－－－－－－－－－－

 现代光测力学高级讲习班第一轮通知

（东南大学工程力学系何小元教授供稿）   

    随着现代光测力学日益成熟以及各工程和研究领域的广泛需求，具有非接触、高分辨和全场测量特点

的数字全息测量技术、云纹干涉测量技术、栅线投影测量技术、电子散斑干涉测量技术和数字图象相关

测量技术等，已经越来越受到广大研究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关注和重视。为使现代光测力学技术能

在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掌握这些先进技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数理科学部定于2011年暑期（2011年7月31日~8月5日）在南京举办“现代光测力学高级讲习班”，讲

习班由东南大学承办。 
    讲习班将邀请10多名在光测力学研究方面的国内外知名学者担任主讲专家，主要讲授全息干涉、云

纹、散斑和数字图像相关测量方法。其内容将包括基本原理、实验操作和应用讲座。通过本次讲习班的

讲课和实验训练，期望参加学员能了解现代光测力学各门技术的基本原理，对各类现代光测力学仪器的

功能和应用范围有充分的了解，尤其对于参加培训的高校教师希望能掌握相关仪器的操作、使用和调试

方法，并初步具备为力学专业本科生开设实验力学课程（光测力学部分）和指导实验的能力。 
 
主办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 
                    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东南大学 
1. 招收对象 
    主要招收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也招收少量相关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和企业的工程技术人

员。 
2. 报名方式和截止日期 
    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人填写以下申请表， 
     并于6月20日前用Email寄到：yang-fj@seu.edu.cn 

    请务必按要求填写，以免影响录取。 
3. 遴选方式 
    讲习班组委会将根据申请人的背景资料遴选录取100名学员。优先录取力学专业教师（60%左右）、研

究生（20%左右），也将安排20%的名额招收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和企业工程技术人员。 
4. 录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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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6 月30 日之前以E-mail的方式发送录取通知。 
5. 收费方式 
    入选本次讲习班的学员免交注册费和食宿费，讲习班期间费用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但学员路

费（飞机、火车、轮船、出租车等）自理。 
6. 联系人：杨福俊、乔玲（电话：025-83793384） 
 
附件：“现代光测力学高级讲习班”参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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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2011年大学生西湖夏令营

(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陈伟球教授供稿)  

  
    为了促进全国各高校优秀大学生之间的交流，增进优秀大学生对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的了解，促进

大学生了解工程力学、航空航天及相关交叉学科前沿动态，并给予优秀学子继续深造的机会，浙江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将于2011年8月16日至20日在杭州举办“2011年大学生西湖夏令营”（16日报到，19日晚上或

20日离开）。  
    夏令营期间，我们将举办专业介绍、学术讲座，实验室和校园参观、钱学森故居参观、与导师和学长

面对面交流与联欢、航空航天知识竞赛等多种活动，并安排2012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初步选拔工

作。现面向全国高校招收营员50名，相关的安排及注意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请条件 
    1、985、211高校理工科工程力学、流体机械、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等各相关专业本科

三年级在校生（2012届毕业生）； 
    2、学习成绩优秀； 
    3、对工程力学、流体机械、航空航天类专业有浓厚的兴趣；  
    4、英语水平良好。英语达到国家四/六级水平(425分以上)或有较好的TOEFL或GRE成绩。 
二、申请材料 
    1、申请表（见附件）；  
    2、本科成绩单； 
    3、其他证明材料（如奖状、英语四/六级成绩单、其他各类证书等） 
三、申请办法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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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名办法：申请人将申请表电子版、成绩单、其他证明材料及申请表本人签名页请扫描后用

PDF文件一起发电子邮件到 dai_zhiqian@zju.edu.cn  戴志潜老师收。 

    2、报名时间：即日起开始报名，截止日期为2011年6月30日。 
四、材料审核及录取 
    审核和录取工作由我院组织相关老师负责。接收的夏令营营员名单将于2011年7月6日在学院网上

（http://saa.zju.edu.cn/chinese/ ）公布并直接通知本人，未入选者不再另行通知。  

五、注意事项 
    1、参加暑期夏令营的学生必须遵守浙江大学的相关规定，按照统一的安排参加各项活动，并注意安

全。  
    2、营员报到后要求全程参加夏令营活动，举办方将统一安排食、宿等并承担相应费用。  
    3、营员请自行预定往返车票，举办方将为每位营员报销不超过200元的路费。  
六、 联系方式  
    浙江省杭州市浙大路38号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戴志潜 老师 
    邮件：dai_zhiqian@zju.edu.cn 

    电话：0571-87952899 
    邮编：310027 
 
附件：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暑期大学生学术夏令营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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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力学学会期刊社招聘启事 

　
 
    中国力学学会期刊社编辑出版多种科技期刊，其中包括《Acta Mechanica Sinica》，《力学学报》，

《力学进展》，《力学与实践》，《Theoretical& Applied Mechanics Letters》。现因工作需要，面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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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招聘期刊编辑工作人员2名，其中业务编辑1名、编务1名。 
一、岗位要求 
    1．期刊编辑： 
    （1）年龄在30岁以下，身体健康； 
    （2）具有力学或相关专业背景；硕士以上学位； 
    （3）熟练掌握科技英语，具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有较强的计算机信息处理能力； 
    （4）热爱期刊编辑工作，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职业道德和团队精神。 
    2. 期刊编务： 
    （1）年龄在30岁以下，身体健康； 
    （2）具有力学或相关专业背景，大学本科学历； 
    （3）熟练使用Microsoft Office办公软件及办公自动化设备，熟悉掌握LaTex排版系统者优先； 
    （4）工作勤奋，责任心强，态度认真，具有极强的团队合作精神。 
二、　人员管理办法及待遇 
    实行合同聘用制，不能解决北京户口。具体待遇面议。 
三、报名要求 
    1、报名截止时间为：2011年6月15日。     
    2、应聘者须提供以下材料： 
    个人简历、学历、学位证书、身份证和有关技能证书复印件； 
四、报名方式 
    有意者请将申请材料寄到以下地址，如用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申请材料，请同时将证书和论文等相关材

料扫描成图片一并发送，来人恕不接待。初审通过者，通知面试。 
五、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北京海淀区北四环西路15号，中国力学学会办公室,邮政编码：100190 
    联系人：刘老师； 电话：010-62554107，010-82543907； 
    Email：liujunli@cstam.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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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Biomechanics, Bos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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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position is available in Dr. Katherine Yanhag Zhang’s lab in 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t Boston University. We are looking for a self-motivated researcher to work on 

projects on multi-scale modeling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mechanics in vascular remodeling. The selected 

candidate will work on developing a predictive mechanobiology model of ECM mechanics to provide a clinical 

relev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mechanical integrity, biochemical composition stability, and microstructure of 

the ECM. The selected candidate will also have many opportunities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researchers in the 

group for a complete mode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Applicants must have in-depth knowledge of nonlinear solid mechanics and finite element methods 

(knowledge of User Material Subroutine development is a plus). PhD degre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r 

relevant fields is required. Research experience in soft tissue biomechanics is not required but is preferred.  

    Interested candidates should contact Dr. Katherine Yanhang Zhang at yanhang@bu.edu . Applications will be 

reviewed immediately and will continue until a suitable candidate is hired. Please include in the email: a cover 

letter, CV, name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ree references, and one or two publications showing the 

candidate’s previous research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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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Experimental Micro-Mechanic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e are seeking a post-doctoral candidate to start no later than August 2011.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work on in-situ mechan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metallic and semiconducting materials at the micron scale.  
    Experience in micro-mechanics techniques including nano-indentation is required. Candidates should have a 
Ph. D.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 science or related engineering field. Experience in FIB, SEM, TEM, 
AFM etc., are highly desirable. A good record of publications and strong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are required.  
    The position is available immediately for a period of one year and may be renewed thereafter. Actual start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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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negotiable. Applications will be reviewed immediately and continue to be accepted until the positions are 
filled. To apply, send an e-mail to (jelawady@jhu.edu) with the subject “Experimental postdoc position” 

attaching the following:  
    1) you complete curriculum vitae  
    2) one page 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rests  
    3) a list of 3 references (includes name, affiliation, address, e-mail, and phon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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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工程》Vol.20 No.1 2011 
(《计算机辅助工程》编辑部于杰供稿)

　
 
专家观点 
断裂分析及CAE软件的现状与发展（作者：吴圣川,吴玉程）
 
专稿 
CAE在同步辐射装置挡光元件设计中的应用（作者：陈海波,肖维灵） 
 
工程数值仿真与CAE算法 
面向对象有限元并行计算框架PANDA求解器的服务构件化设计与集成（作者：嵇晓宇,郝志明,莫

军,王柯颖）
 
面向对象有限元并行计算框架PANDA的应用模板（作者：张亚林,吴锦龙,李于锋,赵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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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有限元并行计算框架PANDA的多物理场耦合服务（作者：孙乐,何颖波,吴瑞安,石正军,李

于锋） 
 
面向对象有限元并行计算框架PANDA的并行机制（作者：李于锋,张亚林） 
 
基于PANDA框架的并行有限元模态分析程序开发和应用（作者：李健,郝志明,宁佐贵） 
 
基于分块数据结构的冲击问题并行计算（作者：肖永浩,黄清南） 
 
多相流搅拌器流场数值模拟软件（作者：唐克伦,张应迁,梁智权）
 
双向地震激励下隔震结构抗倾覆特性的数值分析（作者：杜永峰,李慧）
 
高压引水隧洞混凝土衬砌开裂分析（作者：刘明,章青,姜亚洲,范颖）
 
基于无网格径向点插值方法的简谐激励下的连续体结构拓扑优化（作者：郑娟,龙述尧,李光耀,丁灿

辉） 
 
基于无网格局部Petrov-Galerkin法的板结构拓扑优化（作者：李顺利,龙述尧,李光耀,丁灿辉） 
 
最小位移类桁架连续体拓扑设计优化（作者：李宝龙,周克民） 
 
基于快速多极边界元法的沥青混凝土弹性模量预测（作者：朱兴一,陈伟球,赵兴刚,陈龙） 
 
船桥碰撞简化动力分析方法：简化动力模型（作者：王君杰,卜令涛,孟德巍） 
 
船桥碰撞简化动力分析方法：简化模型的精度（作者：孟德巍,王君杰,卜令涛） 
 
基于SDRA的移动车辆载荷作用下桥梁动力响应分析（作者：蒲军平,徐玉峰） 
 
不同岩石对埋地输气管道撞击的数值计算（作者：万夫,周兆明,黄涛,周咏琳） 
 
舰载机起落架缓冲性能设计优化（作者：崔俊华,聂宏,张明,柳钢,龙双丽） 
 
某飞机着陆的数值计算（作者：张立,石怀林,涂丛润） 
 
基于APDL的层合板破坏过程分析（作者：李宝峰,郑坚,倪新华,赵磊,钟国辉,孙涛） 
 
用于不确定性分析的高斯过程响应面模型设计点选择方法（作者：刘信恩,肖世富,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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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m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柔性馈源支撑系统仿真（作者：李辉,孙京海,朱文白,潘高峰） 
 
HgCdTe焦平面探测器热应力有限元分析（作者：吴永红,武文）
 
X射线作用下结构热力学效应模拟（作者：黎维芬,冯加权,余绍蓉） 
 
阀门外密封结构中金属膜片的力学行为分析（作者：余绍蓉,徐兵,王军） 
 
基于光滑粒子动力学方法的爆轰波对碰实验数值仿真（作者：杨堃,吴子辉,胡晓棉,潘昊）
 
炸药件加工真空装夹安全性计算（作者：张丘,曹志伟） 
 
高铁大变形橡胶止挡非线性刚度特性曲线计算精度分析（作者：刘建勋,黄友剑,张亚新,侯之超） 
 
中国科协第223次青年科学家论坛 
ALOF——新一代三维疲劳裂纹扩展分析软件（作者：吴圣川,吴玉程） 
 
中国CAE软件发展的新契机（作者：田荣） 
 
自主CAE软件产业和服务平台建设（作者：于杰,王钱荣,吴慧玲,陆仲绩） 
 
光滑粒子动力学核心算法与软件开发中的关键问题（作者：刘谋斌,邵家儒） 
 
基于边光滑有限元法的剪切变形板几何非线性分析（作者：崔向阳,李光耀） 
 
基于高性能计算的CAE技术在大型盾构施工仿真中的应用（作者：丁峻宏,李根国,金先龙,曹源） 
 
基于Modelica的多领域建模与联合仿真（作者：赵建军,吴紫俊） 
 
基于笛卡尔方法的多体系统Modelica表示（作者：王祺,周凡利,陈立平） 
 
应用技术与技巧 
基于Modelica的异步电机建模仿真（作者：邓忠生,刘文华,何相良,田显钊）
 
CAE软件操作小百科(3)（作者：韩聪聪,武秀根） 
 
STAR-CCM+使用技巧(续完)（作者：西迪阿特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技术部）
 
Abaqus/CAE高级实用技巧（续完）（作者：DS SIMULIA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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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CA软件在汽车CFD领域的最新突破（作者：解静,王东,何晓辉） 
 
行业动态与访谈 
英特仿真获“2010年度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支持 
 
英特仿真与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 
 
“2011大连市计算机辅助工程（CAE）技术与应用研讨会暨第1届英特仿真CAE技术与应用年

会”通知 
 
2010 RecurDyn汽车用户论坛召开 
 
信息 
《计算机辅助工程》喜获多项嘉奖 
 
第15届全国流体力学数值方法研讨会将于2011年8月召开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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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a Mechanics Solid 

(Volume 23, Issue 5, October 2010)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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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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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性力学基础》尚福林、王子昆 编著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工程力学系尚福林教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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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介绍塑性力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各种塑性力学问题的基本方法。全书共7 章。绪论部分对金属材料

的塑性行为和研究所需要的基本假设作了简单介绍。第2 章讨论了塑性本构关系的第一和第二要素，即初

始屈服条件和强化条件的建立，着重介绍了目前常用的几种初始屈服条件、以及三类强化条件。第3 章继

续讨论塑性本构关系的要素，即流动法则，重点介绍了增量型本构关系和全量型本构关系，该章是全书

的基础理论部分。第4 章集中讨论了采用解析方法求解简单弹塑性问题的方法和特点。第5章介绍求解平

面应变问题的滑移线场方法。第6、7 章分别讨论了塑性力学中最有实用意义的分支之一，即结构极限分

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主要讨论了分析确定梁、刚架、薄板、薄壳等的塑性极限载荷的方法和途径。每

章后均附有“习题与解答提示”和“英文阅读材料”。 
    本书总结了西安交通大学工程力学专业多年来的主要授课内容，集中了数位长期从事塑性力学课程教

学教师的教学经验和体会，并符合新的国家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布的课程大纲要求。本书兼顾理论严密性

和工程应用的特点，从求解工程问题的需求出发来对所涉及的基本理论给出严谨的说明，略去过于繁琐

且不影响具体问题求解的理论推导，并尽量选择典型的工程应用中的塑性力学问题进行举例说明，力求

适应塑性力学理论的实际应用的需要。本书可作为工程力学、结构分析、材料、机械、土建、航天、航

空等工科专业的高年级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塑性力学课程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作为本科生的教材参考书，学生普遍反映该书清晰易懂、有自己的特点；该教材同时赠送国内多位知

名高校（清华、上海交大、北航、南航、华中科大、复旦、湘潭大学、浙大、西南交大、北京理工、河

海大学、厦门大学、汕头大学、二炮等）的同行教师，收到的反馈意见认为“是一本非常有特色的教

材”。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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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头呆脑”的科学家（二）

（戴世强） 

 
爱因斯坦不会用钱 
    爱因斯坦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全部用于科学探索，对世俗事务十分无知。比方说，他不会用钱。 
    每当他要外出参加活动时，夫人伊莉莎总要在他的口袋里放好钱，反复叮嘱他：“记住：我在你的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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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里放了100马克。有需要的时候记着从口袋里掏钱。”爱因斯坦总是默默地点点头。 
    可是待他风尘仆仆地回家时，伊莉莎发现那口袋里的钱总是原封不动，经常心疼地责怪他：“明明放着

钱，干吗不知道拿出来用呢？你大概没吃饭吧！我这就给你做去。……唉，你要记住你有胃病，不能这

么饱一顿饥一顿的，也不知道用钱给自己买点心！” 
    说归说，听归听，爱因斯坦“没记性”，每逢单独出门，依然不会用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东

西，更不清楚自己禁忌吃什么，老是迷迷糊糊地有东西就吃，没吃的就挨饿。因此，旅行归来时他的消

化不良症总会加重。要是伊莉莎问他：“你在外面吃什么啦？”得到回答常是：“啊，啊，……我真的不知

道，记不得了。”弄得他的夫人和两个宝贝女儿束手无策，只得少让他单独出门，用心随侍，平时也给予

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得他可以心无旁骛地搞科研。 
 
巴甫洛夫“逃票”记 
    无独有偶。还有一位不会用钱的主儿，他是俄罗斯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他随身不带钱，曾遭遇尴

尬。 
    有一次，他的司机波将金送他去科尔图什做报告。谁知道，车开到中途熄火了。 
    波将金说：“可能引擎出了问题。” 
    巴甫洛夫问：“要等多久？” 
    “谁知道啊，也许得费一点时间。” 
    “那怎么办？我不能迟到，大家等着我呢！” 
    于是，巴甫洛夫决定让波将金继续修车，自己搭公共汽车前往。 
    一上车，售票员请他买票。他一想，糟了，“家庭财务主管”——他的太太不在身边，而他的口袋里是

从来不装钱的。于是有如下对话： 
    “对不起，我没有钱。” 
    “你怎么会没有钱？这我不管，上车就得买票。” 
    “我真的没带钱，钱都在我妻子那里。” 
    “你妻子跟我有什么相干！买票！”（这位售票员蛮横得不近人情）。 
    乘客们好奇地看着他，有点同情这位老头儿。 
    售票员说：“这算什么事儿啊！就是把他送民警局也不为过。这把年纪了，还这么干！” 
    幸好，到科尔图什时，巴甫洛夫的儿子沃洛佳来接他，老头儿赶紧让沃洛佳补票，这才免去了逃票

的“罪名”。 
 
居里夫人找不到开关 
    居里夫人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 
    上个世纪初，她访问美国，入住宾馆。有一天，同行人员等她到餐厅共进晚餐，左等右等不见人影，

就派了个女孩上去找她，进了她的房间后，发现她呆立在衣柜前，神情惶惑。衣柜开着，里头的灯亮

着，但她找不到此灯的开关。玛丽●居里的家教甚严，随手关灯是一定之规，于是她迟迟没有下楼。 
    那位女孩告诉她，柜门一关，灯就自动熄灭了。但一贯严谨的玛丽要证实一下。女孩灵机一动，

说：“那你就钻进衣柜吧！我来关柜门。”好在玛丽娇小玲珑，钻了进去，试验成功！于是，就钻将出

来，随女孩下楼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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