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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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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度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开始申报 

（摘自教育部网站）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高层次创新人才计划的部署，为加快建设以中青年教师

和创新团队为重点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促进跨学科合作，形成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用高水平科学研究

支撑高质量高等教育，教育部决定继续实施“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现将2011年度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推荐的教育部创新团队须符合《“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支持办法》所列各项基本

条件。 
    2．推荐的团队带头人是两院院士的，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0岁；其他专家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0岁。 
    3．担任高校校级领导职务的专家一般不作为团队带头人推荐。 
    4．已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的团队不再申报本计划。  
二、申报领域 
    按照如下11个领域归口申报：数理、化学化工、农业、能源、信息、生命、资源、环境、材料、先进

制造、管理。  
三、申报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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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限额推荐制度。  
四、申报材料 
    1．推荐的创新团队须按照《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申请书》的要求准备推荐材料，推荐材料必须突出重

点，简明扼要，双面打印，包含附件在内不超过80个页码。 
    2．申报材料一式8份，加盖所在学校和主管部门公章。各高校以公函的形式统一申报，不受理其他组

织或个人申报。 
    3．申请书应于2011年7月20日（以收到时间为准）前报教育部科技司综合处，逾期和不符合条件的申

请材料恕不受理。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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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组织推荐“863计划”10个领域主题专家组人选

（摘自教育部网站）

      根据科技部组建国家“十二五”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以下简称863计划）各领域主题专家组的工作安

排，教育部直属高校推荐863计划主题专家组人选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推荐的主题方向 
    信息技术等10个领域所确定的51个主题方向（附件1）。  
二、主题专家组主要职责 
    组织开展主题方向的技术发展战略与预测研究；参与备选项目凝练、整合和可行性论证工作；联系本

领域项目并提供技术指导；审议课题立项建议和课题调整建议；参与项目（课题）检查、评估和验收工

作；承担主题方向重要技术发展问题的咨询工作等。  
三、主题专家组人选的推荐条件 
    1.应为本校全职人员，其研究方向应符合本校优势学科领域。优先考虑“十一五”期间参加过863计划工

作且表现特别优秀的中青年专家，专家年龄不超过60岁。高校党政主要负责人不作为推荐人选。 
    2.有较高学术水平，在科研一线工作10年以上，有较深的学术造诣和较高知名度，专业方向同本主题方

向密切相关，能够全面了解并把握主题技术发展方向，思维开阔，有较强战略思考和决策咨询能力。 
    3.办事公正，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团结同志，不受单

位和个人利益影响工作。 
    4.能够将专家组工作作为主要工作，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参与主题专家组相关工作和活动，身体健康，责

任心强。  
四、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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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荐名额：每校同一主题方向限1人，总数不超过3人。“十一五”期间担任863领域专家人数较多的高

校可适当放宽。 
    2.时间要求：请于2011年7月15日前正式行文，将推荐专家名单（附件2）和推荐专家信息表（附件3，

双面打印）各2份纸质文件报送（请同时打包发送电子邮件）教育部科技司高新处，逾期不予受理。  
    请高校科技管理部门结合主题方向、专家职责、推荐条件等要求，认真做好本次组织推荐工作，要特

别关注50岁以下专家和863新增主题专家的推荐。同时，在推荐工作中请加强同地方和有关部门科技管理

部门的沟通，充分利用多渠道进行推荐（请抄报教育部科技司）。  
    教育部科技司将在高校推荐基础上，根据专家任期、专家组专业构成、年龄结构等要求，在限额内遴

选推荐主题专家组人选。  
    联系人：罗世翊、舒华 邮 箱：gxc6733@moe.edu.cn 

    电 话：010-66096733、66097937 传 真：010-66096733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100816） 
 
    附件：推荐所需资料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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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公示第六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候选人

（摘自教育部网站）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第六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

〔2011〕23号）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第六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候选人推荐工作已于目前结束。

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保证评选工作的公开、公正，经研究，决定对蒋宗礼等175名候选人进行网上公

示。公示期自2011年7月5日至7月15日。候选人名单可在“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网站”：http://msj.zlgc.edu.
cn/ 或http://msj.zlgc.org/ 中点击“候选人公示”查看。 
 
        附件：第六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候选人名单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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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第二轮候选人名单公布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中国工程院2011年院士增选第一轮评审工作已经结束，各学部经过候选人材料审阅、专业组评审、全

学部评审和投票等程序（其中工程管理学部候选人在相关背景学部进行评审），从485位有效候选人中产

生了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163位，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的规定，现予以公布，

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附件：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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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力学学会第62次青年学术沙龙活动纪要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中国力学学会第62次青年学术沙龙活动于2011年6月18日在湖南湘潭大学法学楼一楼会议室举行。本

次活动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湘潭大学承办。国防科技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长于起峰院士，湘潭大

学副校长高协平、周益春，中国力学学会秘书长冯西桥、副秘书长季葆华，中国力学学会办公室副主任

汤亚南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湘潭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南大学、中南林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中科院力学所等多家单位的中青年学者80余人

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次沙龙活动于6月18 日上午9点开幕，湘潭大学教授李江宇主持会议，中国力学学会秘书长冯西桥和

湘潭大学副校长高协平分别在开幕式上发言。冯秘书长首先代表中国力学学会向此次沙龙的承办方湘潭

大学表示了感谢，并简单介绍了中国力学学会青年学术沙龙的情况以及沙龙对于青年学者间学术交流与

合作起到的重要作用。高校长首先对各位代表的到来表示了感谢，并向大家介绍了湘潭大学的情况，高

校长表示很高兴湘潭大学能够承办此次沙龙活动，希望各位代表能够在湘潭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并祝

沙龙活动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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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沙龙共有一个主题报告和三个专题报告，分别由国防科技大学的于起峰院士、湘潭大学的周益春

教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赵建福教授、湘潭大学的李江宇教授主讲。于起峰院士首先做了题为“光

测实验力学的国防应用与研究”的主题报告。考虑到在场的代表来自不同的专业，于院士先简单介绍了摄

像测量和传统的摄影测量方法的区别，进而介绍了三维摄像测量的原理。随后，他分别介绍了用于机

翼、风电叶片、甲板基准的静对静的折现光路相机链测量；用于靶场和监测火箭姿态的静对动的测量；

用于单机侦察的动对动的测量；以及用于目标锁定和测量速度位移的动对静的测量。最后，于院士还分

享了他个人对于科研创新的体会，包括如何找项目、如何树立从工程到技术再到科学的观念。整个报告

深入浅出、内容充实，在开拓大家视野的同时提出了很多启发性的问题，引发了各位参会代表的热烈讨

论。  
    周益春教授的专题报告题目为“薄膜材料及其器件力学教育部创新团队介绍”。周教授主要介绍了创新

团队的背景、队伍、带头人等基本情况，重点论述了团队的研究方向和标志性成就，同时还突出了其中

获得资助的研究工作，最后他从创新团队的发展方向和学校给予的支撑条件两方面进行了总结。  
    赵建福教授随后做了题为“微重力多相热流体动力学研究”的专题报告。他首先介绍了微重力环境以及

该环境下物理量的特征变化和带来的影响，同时点出了国内外获得微重力环境的方式和手段。之后重点

讲解了不同重力下气液两相流的特征，包括流型图、转换模型及重力无关性准则，最后给出了气泡液滴

迁移的实验图片和数值模拟结果。报告从大家并不熟悉的微重力环境展开，吸引了在场代表的注意力，

开拓了大家在新领域的视野，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李江宇教授在最后做了题为“纳米尺度力电耦合力学”的报告。他首先介绍了力电耦合现象在多铁、储

能、生命等方面的应用，然后重点介绍了压电力原显微技术和共振放大及双频跟踪技术对于铁酸铋纳米

纤畴结构的分析情况，利用这种技术可以实现压电刻印技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最后，他

还阐述了利用针尖诱导相变方法得到的最新的研究成果。  
    报告结束后，大家参观了湘潭大学低维材料及其应用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周益春副校长向各位代

表详细的介绍了各个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和使用方法。其中，大面积薄膜脉冲激光沉积系统中所使用的实

验设备在当时全世界仅有三台，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本次沙龙活动内容充实，参会者收获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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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辅助工程》将第4次作为金牌合作媒体参加中国CAE年会

（《计算机辅助工程》于杰供稿） 

    第七届中国CAE工程分析技术年会将于2011年7月26—27日在昆明召开，上海海事大学杂志总社的《计

算机辅助工程》（以下简称《计辅》）将第4次作为金牌合作媒体参加会议，届时《计辅》杂志将作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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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资料发放给参会代表。 
    该年会是我国CAE（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领域一年一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专业盛会之一，是

为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专家、工程师提供交流合作、发布最前沿科研成果的专业平台。年会分别在北

京、青岛、大连、西安、兰州和哈尔滨成功举办过5届，每年都有几百位来自航空、航天、汽车、机械、

船舶、兵器、电子、土木工程等行业的专业人士参加会议。 
    本届年会的专家委员会设4位名誉主席，其中包括《计辅》主编钟万勰院士、副主编崔俊芝院士和编委

申长雨院士；设21位委员，有5位是《计辅》编委。论文评审委员会主任由《计辅》编委岳中第研究员担

任，《计辅》编委杨卫民是评审委员之一。 
    上海海事大学杂志总社负责《计算机辅助工程》《上海海事大学学报》《水运管理》和《集装箱化》

等4种期刊的出版经营和管理工作，近几年来多次获得教育部科技司、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华东地

区报刊评审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期刊协会、上海市科技期刊学会和上海市高校学报研究

会等政府和协会（学会）的优秀期刊奖和先进工作者奖，获奖比例远超同类期刊社。上海海事大学杂志

总社曾获上海海事大学2009年度部门科技奖和2011年度“教育先锋号”；2011年，被命名为“上海市新闻出

版行业文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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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SS-IACM 2012: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for 
Spatial Structures

（北京大学袁明武教授供稿）   

 
OBJECTIVES OF IASS-IACM 2012 
    It is fair to say that the challenge of constructing spatial structures (including the primadonas among them, the 
shells) was initially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scientific developments and creation of IASS (by Eduardo Torroja 
in 1959) and of IACM (by Olek Zienkiewicz in 1981). Nowadays, these fields have expanded tremendously 
beyond what was initially meant, thanks to the success of powerful computational tools and methods 
(interestingly enough, there is still not a perfect shell element, even for linear problems!). It is also fair to say that 
many of the same people, who initially contributed to early developments, were among those who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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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zed the potential of the developed tools for tackling different application fields outside of the initial scope. 
In fact, the current scientific research is very much driven by the applications and many challenging problems 
that the society at large thrusts upon the scientists to solve is very much interdisciplinary (eg. structure durability 
problem that involves structural mechanics, fluids, heat transfer, optimization, identification, probability …). 
    The main goal of IASS-IACM 2012 Conference is to provide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current knowledge 
and indicate new challenges in the computational modelling of spatial structures, which is in general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ny particular inter-disciplinary problem we might be interested in. Here can be 
presented the research on spatial structures coming form a number of domains of application: Aerospace, Civil 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r yet Material Science (very much like various domains of expertise of co-organizer, 
Laboratory of Mechanics and Technology-Cachan). The common ground for all problems of this kind from the 
viewpoint of scientific contents, which also justifies putting them on the same basis and addressing them within 
the same meeting, is the computational methods, be they destined for analysis, design or testing. 
    The IASS-IACM 2012 will also address the issue on what is the role of a spatial structure specialist in the 
present inter-disciplinary scientific research? Moreover, a special session/debate will be organized on what is the 
best educational/ training program for nurtu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pecialists. 
IASS-IACM 2012 TOPICS 
    According to the preliminary program, the introductory keynote lectures of each day of this meeting should set 
the contents and the boundaries as well as indicate the main issues concerning the computational methods for 
structural analysis, design and testing. The keynote lectures can also be integrated within an organized session. A 
number of organized sessions (containing 4-6 papers) will be scheduled at the meeting. 
In summary, the Conference themes to be addressed are: 
A- analysis of spatial structures 
B- design of spatial structures 
C- testing of spatial structures 
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construction 
    The papers for any of 4 Conference themes, can deal with topics such as: structural models (cables, beams, 
plates, shells); finite element technology; innovative analysis methods; structural and multi-body dynamics; 
instability and buckling; contact with structures; fracture and localized failure; constitutive material models; 
fabrics, laminates and composites; reinforced-concrete structures; metallic structures; inflatable and deployable 
structures; structure-fluid interaction problems;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nd form-finding; mathematical 
foundations; biomechanics structures;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 
    All accepted papers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form of extended abstract in a book of Proceedings along with the 
textbook containing the selected full-size contributed papers and keynote lectures. Special issue of scientific 
journal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is also planned for publication of selected participant contributions. 
CALL FOR PAPERS 
    Prospective author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n extended abstract of up to approximately 500 words (2 pages) to 
Professor Adnan Ibrahimbegovic by June 15, 2011, containing the title of the proposed communication, the 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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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including an e-mail) and the name of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The authors are encouraged to indicate 
to which main conference topic (referenced with letters A to D) their contribution should be related. Submission 
can be made either by regular mail or by e-mail. 
CALENDAR 
    June 15, 2011 Deadline for two-page abstracts submission 
    July 15, 2011 Notification of final acceptance 
    October 31, 2011 Deadline for early registration 
    December 1, 2011 Full paper submission 
    April 2-4, 2012 IASS-IACM held at GF Sarajevo 
IASS-IACM 2012 WEB PAGE 
    The final announcement, the conference program and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IASS-IACM 2012 will be 
available at the meeting web page:  
    http://www.gf.unsa.ba/iass-iacm-2012/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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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江苏省力学学会青年论坛第一号征文通知
　

(南京工业大学周剑锋供稿)  

      为庆祝江苏省力学学会成立50周年，并纪念江苏省力学学会创始人之一的徐芝纶院士诞辰100周年，

更广泛地开展江苏省力学界的学术交流，促进力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江苏省力学学会决定于2011年10
月下旬，举行“庆祝江苏省力学学会成立50周年暨纪念徐芝纶院士诞辰100周年学术大会”，并同期举

行“2011江苏省力学学会青年论坛”。本届大会由江苏省力学学会主办，河海大学承办。现向各有关单位

发布征稿通知，欢迎从事力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踊跃投稿。 
一、征文范围 
• 灾变破坏力学 
• 材料的力学行为与本构模型； 
• 高性能计算理论、环境构建及其应用； 
• 计算流体力学； 
• 实验力学与结构无损检测； 
• 温度应力与温度控制； 
• 岩土力学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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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米力学及微机械； 
• 工程抗震与减振； 
• 工程建设及产品制造中的力学问题； 
• 理性力学与力学公理体系； 
• 多场、多介质的耦合作用问题； 
• 力学中的反问题； 
• 结构优化理论及应用； 
• 虚拟制造及工程施工仿真； 
• 工程随机力学及结构的可靠性； 
• 多体系统复杂动力学问题与运动稳定性； 
• 复合材料、智能材料及其应用； 
• 应力与生长---有生命物质的力学问题； 
• 力学课程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改革探索； 
• 力学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探索； 
• 其它工程应用中的力学问题。 
二、会议时间与地点 
• 会议时间：2011年10月下旬 
• 会议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三、征文要求 
（1）应征论文应是未在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 
（2）要求提交WORD格式的论文全文，将论文以附件的形式发送至：young_2004@tom.com 和

zhoujianfeng@njut.edu.cn ，邮件务必注明“2011青年论坛投稿”，请在邮件中提供论文作者的详细通讯地

址、工作单位、邮政编码、电话、传真、电子邮箱等信息。 
（3）应征论文经专家评审通过且作者本人到会参加交流后，将评选推荐优秀论文于会后在《中国科学》

增刊（英文版）发表（该刊SCI全文检索）、《中国科学》G 辑(中文版)发表（该刊EI全文检索）、以及

中文核心期刊上正式出版。投稿时，请注明发表意愿（论文发表期刊，只可选择其一，不可兼选），并

按相应期刊所要求的格式排版。 
注：请作者根据论文的实际情况，慎重选择合适的论文发表期刊。因大会论文拟发表的三个期刊是不同

层次的，归属不同的编辑部，评审录用要求和标准也不同，另外未被录用的论文将无法赶上其它期刊评

审的节奏，故论文发表期刊，只可选择其一，不可兼选。未被录用的论文可以改投其它期刊。 
（4）大会学术委员会将评选出优秀学生论文，并在大会上颁奖，拟参加优秀论文评选者，应在回执中提

出申请，同时提交论文全文，其作者本人必须到会参加交流。 
四、重要时间 
（1）2011年8月30日前提交论文全文，并同时提交论文回执。 
（2）2011年9月30日前学会秘书处通过电子邮件发出论文录用通知及大会最后一轮通知。 
五、其它 
（1）所有申请正式发表论文的作者必须到会参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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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大会的注册费将区分本会会员（以我会会员库为准）与非会员，按两个不同标准收取。 
（3）大会特别欢迎研究生参加，凭学生证注册，注册费用给予优惠。 
（4）本次大会欢迎各理事单位申请与本会联合协办，协办单位需支持会议10000元经费，并获得在大会

有关资料上冠名的权利。 
（5）大会期间，欢迎有关企业、厂家参会、参展，参展费每个展位4000元。 
（6）本次大会所有信息，如：论文提交、通知等均通过电子邮件方式传递，请作者关注自己的信箱，收

到有关信息请立即回复，以免延误。 
（7）大会信息及有关通知、表格下载，请浏览江苏省力学学会网站：http://jslx.hhu.edu.cn 
（8）征文事宜联系人： 
周剑锋 Tel：13851495694，E-mail：zhoujianfeng@njut.edu.cn 

杨谋存 Tel：13809024041，E-mail：young_2004@tom.com 

其它事宜联系人： 
邬萱 Tel：025-83786951(可传真)，13601580850 
E-mail：lxxh@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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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7th China CAE Annual Conference 
暨2011全国计算机辅助工程（CAE）技术与应用高级研讨会

（会务组鲍燕燕供稿）    
　

    中国CAE年会是我国仿真技术领域一年一届规模和影响最大、层次最高的专业技术会议，被媒体誉为

模拟仿真技术领域的“奥斯卡”盛会。年会举办七年来，已有来自航空、航天、汽车、机械、船舶、兵

器、电子、土木工程、教育等行业累计超过2500余人进行深入研讨和交流。为推动我国CAE产业的发

展，促进仿真技术在我国制造业的深入应用，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业自动化分会、中国力学学会

促进工程应用与产业结合工作委员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数学软件分会、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信息化协

会共同主办，北京诺维特机械科学技术发展中心承办的“第七届中国CAE工程分析技术年会”将于2011年7
月26－27日在昆明召开。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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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AE当前研究热点与未来发展趋势 
（1）计算流体力学、结构力学、材料力学、仿生力学、爆破力学等新进展； 
（2）新材料与新工艺、生物材料、微纳米、复合材料的CAE应用技术； 
（3）高性能计算（HPC）与CAE； 
（4）智能化CAD/CAE集成； 
（5）多学科、多尺度CAE仿真技术； 
（6）可靠性分析与CAE工程稳健设计； 
（7）非线性有限元进展及应用； 
（8）有限元网格自动生成技术。 
2、CAE专项技术应用探讨 
（1）产品结构强度分析、疲劳寿命分析、振动及噪音仿真分析、碰撞仿真； 
（2）机构动力学、多体动力学与控制仿真技术； 
（3）跌落（Drop-Test）以及冲击、多物理场耦合分析； 
（4）结构轻量化设计与拓扑优化技术； 
（5）先进材料/结构一体化设计技术。 
3、CAE的平台技术与应用 
（1）虚拟产品开发平台（VPD）； 
（2）分布式仿真平台技术与协同仿真； 
（3）产品研发仿真流程和数据管理平台建设； 
（4）企业级仿真和多学科联合仿真。 
4、CAE技术的行业应用与解决方案 
（1）CAE在航空、航天、兵器、船舶工业中的应用； 
（2）CAE在海洋工程、核工业及特种行业的应用； 
（3）CAE在汽车制造、铁道机车行业中的应用； 
（4）CAE在装备制造及通用机械工业的应用； 
（5）CAE在电子、材料、土木工程、生物科技中的应用； 
（6）CAE技术在国家重大工程与装备中的应用 
二、年会活动 
1、主旨报告 
特邀行业领导、两院院士、知名专家为年会做大会主旨报告。 
2、专题分会场 
（1）国防科技工业：国防科技领域一直是CAE应用最大和最广的行业，也是最成熟的行业，该分会场包

括航空、航天、兵器工业、核工业、特种行业等。 
（2）汽车、交通运输：汽车制造业也是CAE技术应用最成熟的行业之一，近年来高速发展的铁路交通运

输和船舶工业也对CAE的应用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该分会场包括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内燃机制造、特种

车辆、机车制造、数字造船等。 
（3）先进制造及综合科技应用：在由“中国制造”进入“中国创造”的过程中，CAE技术将起着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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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CAE技术作为创新设计最重要的工具和手段，同样在材料科技、电子工业、海洋工程、石油

化工、压力容器、土木工程、桥梁工程、生物技术等领域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4）高性能计算应用：在高性能计算领域，一个根本趋势是将越来越多的CPU连在一起，成为集群，以

完成复杂的计算。CAE是典型的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它需要进行许多种参数计算。为了推广高性能计

算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本届年会继续开设高性能计算技术应用分会场。 
（5）新热点课题研讨：本届年会还将继续关注“大飞机设计制造的CAE技术”、“航天飞行器热防护、生

命保障、动力学与控制”、“高铁与仿真技术”、“协同仿真的CAE平台技术”等专题研讨。 
三、注意事项及会务联系 
★ 凡确认参加会议者请务必将： 
① 会议论文及主题演讲题目于7月15日发到（byy8039@163.com ）邮箱内。 

② 会议回执表于7月20日之前传真至会务组。 
③ 欢迎访问官方网站了解会议最新进展：www.cmenet.org/ccac2011  

★ 咨询电话：（010）88145672-817 13436892971 联 系 人：鲍燕燕 
报名方式：1、邮件：请网上下载报名表，填写好后E-mail至byy8039@163.com  
2、传真：请将填写好的报名表传真至 010-51717078（24小时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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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simulation software of next 
generation (co-design)

（October 25-26, 2011, Beijing, China）    
　

    Historically, the most of currently available CAE (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software is designed and 
prototyped in the “sequential” times of Personal Computers. Driven by petaflops(10^15 flops operation per 
seconds) supercomputers, numerical simulation steps into a completely new era of petascale. “Everything goes 
parallel” and the petaflops systems are pushing the parallelism to extreme scale. There is equivalently a challenge 
and a paradigm shift opportunity ahead for design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simulation 
software, in particular, the general purpose CAE software system. Sponsored by 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Association of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you are invited 
to attend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simulation software of next generation 
(co-design)”, aiming at broad discussions on domain applications requiring extreme scale computing system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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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to co-designs with petaflops supercomputers, the new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ahead in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simulation software. The topics are open, with the following specific examples: 
Finite element/generalized FEM/particle/meshfree methods,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software 
Parallel computing in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GPGPU accelerated numerical analyses 
Highly scalable numerical methodologies 
Fault tolerant numerical analysis 
Mixed precision scientific computing 
Real-time 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al reality 
Experience and vision on petascale computing 
 
    本次workshop由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出面组织，田荣负责具体组织工作。IACM现任主席Genki Yagawa
将出席。拟参加者请尽快与田荣教授联系：rongtian@ncic.ac.cn。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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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智能材料与纳米技术国际会议征稿通知

（ 哈尔滨工业大学复合材料与结构研究所姚永涛博士供稿）    
　

    智能材料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科学，涵盖了材料、力学、机械、电子、控制、电磁等多种

学科，是当前工程学科发展的前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智能材料已经在航空、航天、舰船、建筑等军

事和民用领域中得到广泛运用。 
      第三届智能材料与纳米技术国际会议（http://smart-nano.org/smn2011）将于2011年12月5日—8日在深圳

市举办。本会议热切期待智能材料和纳米技术在航空航天、建筑、交通等领域的研究内容。特此征稿，

征稿信息如下： 
重要日期 
    摘要提交截止： 延期至2011年7月18日 
    摘要接收确认截止： 2011年8月1日 
    预注册截止： 2011年10月1日 
    全文提交截止： 201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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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题 
    形状记忆合金及聚合物 
    电致活性聚合物(EAP) 
    压电材料 
    多功能材料 
    智能复合材料 
    电（磁）流变材料 
    电（磁）致伸缩材料 
    光纤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 
    超弹性玻璃 
    微机电系统（MEMS）传感器及作动器 
    手性材料(Chiral materials) 
    可调性电介质材料(Tunable dielectrics) 
    导电聚合物 
    热-电材料 
    电、光、热致变色材料 
    介电弹性体 
    荧光材料 
    纳米复合材料 
    光、电致发光材料，磷光材料 
    聚合物凝胶 
    智能结构力学分析 
    会议内容还包括智能材料和纳米技术在下列领域的应用研究：可变形结构，航空航天结构，复合材料

结构，建筑结构，汽车结构，柔性机器人系统，自适应光学，振动的主动控制，主动变形控制，噪声主

动抑制，主动阻尼控制，结构健康监测，损伤监测及修复，损伤及剩余寿命的评价、建模、分析和设计

技术，结构的传感器和作动器的建模及力学设计，结构的完整性分析，传感器和作动器位置优化。 
短期培训： 
    Instructors:  
    Prof. Yoseph Bar-Cohen,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A 
    Dr. Ji Su, NASA Langley Research Center USA 
    Course title: 电致活性聚合物及其应用（Electroactive Polymers and Applications）. 
论文发表： 
    会议论文集由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出版，并收录在SPIE数字图书馆。论文将由EI、Web of 
Science检索。经过评审的部分论文将发表在SCI检索的特刊中。 
    Smart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SMS)  
    Journal of Intelligent Materials Systems and Structures(JI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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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mart and Nano Materials(IJSNM)  
    本次会议所有摘要通过会议邮箱：smn2011@smart-nano.org提交。 

    全文通过合作组织SPIE提交系统：http://myspie.org/submission/index.cfm?

fuseaction=act_AbstractInit&EventId=87160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姚永涛博士 
    地址：黑龙江哈尔滨南岗区一匡街2号.哈尔滨工业大学科技园A栋.复合材料与结构研究所。 
    邮编：150001 
    电话：0451-86403786 
    传真：0451-86402328 
    会议邮箱：smn2011@smart-nan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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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Position in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Science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position is immediately available at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Science in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The candidate will work on a project studying the surface 
segregation phenomena in alloy nanoparticles using atomistic simulation techniques. This project involves close 
collaborations with experimental scientists. The candidate should hold a doctor degree in a relevant discipline, 
such as Materials Scienc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hemistry, Physics, or Chemical Engineering. The ideal 
candidate should have a strong background in atomistic scale simulations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molecular 
dynamics, and Monte Carlo methods) and scientific programming (C or Fortran). Prior experience in the use of 
software VASP and Materials Studio is desirable. A curriculum vita, including a list of publications, and thre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should be sent by e-mail to Prof. Guofeng Wang (guw8@pitt.e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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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in Mechanics of Materials at University of 

Sydney      

An exciting research position for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is available in a project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 properties of alloys and metal foam composites. The project is funded by the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RC) Centre of Excellence (CoE) for Design in Light Metals. As the School is strengthening its 
research and teaching capabilities in the area of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individuals to 
expand on their pre-existing research findings or to start a new research career. You will be required to undertake 
Hopkinson bar experiments for understanding dynamic properties of metallic materials, metal foams and 
composites under high strain rates and publish the outcomes in the referee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Preference will be given to applicants who demonstrate outstanding research potential or experience, with a 
PhD (or significant progress towards a PhD)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ivil Engineering or a related area. Demonstrated ability to publish research outcomes in high-qu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s with experience in Hopkinson bar experiments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impact 
problems is also an essential criterion. Experience in high-stiffness to weight and impact resistance structures, 
composites, crystal plasticity modeling and fatigue/fracture will be highly regarded. 
        The position is full-time fixed-term for 2.5 years subject to completion of a satisfactory probation and 
confirmation period for new appointees. Further offer may be available subject to performance, funding and 
need. Membership of a University approved superannuation scheme is a condition of appointment. 
        Remuneration package: approximate range AU$76K - AU$82K p.a. plus leave loading and 17% employer’s 
contribution to superannuation. 
        All applications must be submitted via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careers website. Visit http://sydney.edu.au/
positions and search by the reference number (806/0511)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to apply. 

        CLOSING DATE: 19 July 2011 (11:30pm Sydne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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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D Studentship: Rock Fracture and Fragmentation  Imperial London, UK
 
    PhD Studentship: Rock Fracture and Fragmentation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DEADLINE: 15 AUGUST 2011 
Background:  
    The Rio Tinto Centre for Advanced Mineral Recovery was founded in 2008 in the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The Centre is a partnership between Imperial College and 
Rio Tinto,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mining companies, and is aimed at developing safer, more 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ethods of mining - the “mine of the future”. One of the projects within the centre is 
Rock Fracture and Fragmentation, which is aimed at developing computational tools to study the fracture, 
fragmentation and flow of rock within underground mines that are being mined using the block caving method. 
Technical Scope:  
    The objective of this project is to undertake and disseminate research in the computational modelling of rock 
fracturing and fragmentation processes. Specifically, the student will develop methods for the valid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s for rock fracture and fragmentation, ranging from physical 
validation of the fracturing criteria, simulation of gravity driven fall, and deformation under tension and 
compression. 
Requirements:  
    Applicants should have an undergraduate degree in engineering, physics, geophysics, applied mathematics, or 
computer science. Applicants should also possess the follow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 Solid mechanics: knowledge of continuum mechanics and fracture mechanics. 
• Numerical methods: knowledge of finite element methods and/or discrete element methods. 
• Scientific programming: ability to program in a scientific programming language such as C/C++, Fortran, 
Matlab, CUDA. 
• Communication: excellent writing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Other details:  
    This is a 3-year PhD studentship, paying a non-taxable bursary of £16,000 per year. The student will work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 R W Zimmerman and Dr. A Paluszny, with frequent interaction with Rio Tinto 
engineer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research staff at the Centre. 
Application Procedure:  
    To apply, send a copy of your CV, including academic transcripts, to Prof. R W Zimmerman,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r.w.zimmerman@imperial.ac.uk. The closing date for 
applications is 15 Augus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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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Mechanica Sinica 

Vol.27 No.3 2011 
　

Th.Y. Wu
On resolution to Wu's conjecture on Cauchy function’s exterior singularities 

 
X.T. Shi J. Chen W.T. Bi C.W. Shu Z.S. She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compressible mixing layers with a discontinuous Galerkin method 

 
F. Ge W. Lu L. Wang Y.S. Hong
Shear flow induced vibrations of long slender cylinders with a wake oscillator model 

 
J.L. Luo H.L. Kang J. Li W.Y. Dai
Comparisons and application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s for predicting aerodynamic heating around 

complex configurations 

 
X.Q. Zheng Z. Wu M.M. Guo Z.X. Lin Y.Y. Zhang
Video-based measurement and data analysis of traffic flow on urban expressways 

 
H.H. Sherief M.S. Faltas E. A.Ashmawy
Exact solution for the unsteady flow of a semi-infinite micropolar fluid 

 
Y.R. Li S.C. Wang C.M. Wu
Steady thermocapillary-buoyant convection in a shallow annular pool. Part 1: Single layer fluid 

 
Y.S. Li Z.H. Xu W.J. Feng
Penny-shaped interfacial crack between dissimilar magnetoelectroelastic 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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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Yang G.Q. Jiao B. Wang
Modeling oxidation damage of continuous fiber reinforced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Joaquin Zueco O.A. Bég L.M. López-Ochoa
Effects of thermophoresis particle deposition and of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in a porous plate with dissipative 

heat and mass transfer 

 
L.H. Xu Z.X. Li J.R. Qian
Test analysis of detection of damage to a complicated spatial model structure 

 
Z. Zhuang B.B. Cheng
Development of X-FEM methodology and study on mixed-mode crack propagation 

 
M. Zhang Q.C. Meng X. Zhang W.P. Hu
Bi-variable damage model for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of metal components 

 
H. Ding L.Q. Chen
Approximate and numerical analysis of nonlinear forced vibration of axially moving viscoelastic beams 

 
F. Wu Z.Y. Geng
Stabilization of coordinated motion for underwater vehicles 

 
L. Yin Q. Qian L. Wang
Size effect on the static behavior of electrostatically actuated micobeams 

 
J. Zhang C.W. Zhou J.S. Zhuo
Powell dynamic identification of displacement parameters of indeterminate thin-walled curve box based on 

FCS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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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a, Octo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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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年青学子开一张科学史读物清单

（转自上海大学戴世强教授博客） 

         
    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应该读一点科学发展史。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理解和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专

业，从总体上把握科学研究的大方向。这方面的著述如汗牛充栋，初涉科学的年青学子，可以选读一些

浅近的著作；积累了一定的学识之后，再钻研一些深奥的相关知识。这里，就笔者平时的阅读和了解，

开一个科学史入门书清单（主要适合于数理科学类学人），供朋友们参考，欢迎大家随时补充。 
1.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 纽特，E，写给年轻人的简明科学史，于芳译，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3. 丹皮尔，WC，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张今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 芒福德，L，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5. 郭奕玲、沈慧君，物理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6. 劳厄，MV，物理学史，范岱年、戴念祖译，商务印书馆，1978. 
7. 卡约里，F，物理学史，戴念祖译，范岱年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8. 武际可，力学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9. 戴念祖、老亮，中国物理学史大系－力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10.伏古勒尔，G，天文学简史，李珩译，罗玉君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1.克莱因，M，古今数学思想，第一册（张理京、张锦炎、江泽涵译）；第二册（朱学贤、申又怅叶其

孝译）；第三册（万伟勋、石生明、孙树本译）；第四册（邓东皋、张恭庆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2002. 
12.伊夫斯，H，数学史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13.李文林，数学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4.袁小明，数学思想发展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15.斯科特，JF，数学史，侯德润、张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6.韩祥临，数学史简明教程，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17.李俨，中算史论丛，科学出版社，1955. 
    以上书单仅供参考。 
    暑假将近，建议青年朋友们：在夏日炎炎之际，除了休闲以外，选读三本书：一本科学史著作，一本

科学方法论著作，一本科学家传记。能做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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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世强 写于2011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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