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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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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力学大会－2011暨钱学森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哈尔滨召开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2011年8月22日，“中国力学大会－2011暨钱学森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美丽的北国之城哈尔滨隆重开

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包括30多位两院院士和20余名大学校长，近2400人出席此次大会，是迄

今为止中国力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交流盛会，充分显示了我国力学事业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 
        本次大会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指导，中国力学学会主办哈尔滨工业大学

承办,60余家力学相关单位协办。 
        “中国力学大会-2011”举办之际适逢我国近代力学和航天事业奠基人、中国力学学会创始人之一、中

国力学学会首任理事长钱学森先生诞辰100周年，为表达全国力学界对钱老的缅怀和崇敬之情，大会特邀

请钱老学生、学会第三任理事长郑哲敏院士作回顾钱老的报告；钱学森长子钱永刚先生也应邀出席大会

开幕式。 
本次大会为期3天，共收录论文2256篇，包括大会特邀报告9篇，设立1个主会场、17个分会场、60个专题

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集中展示我国力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进展，交流探讨力学学科的前沿问题，

促进了我国力学学科的发展，为力学服务国家经济建设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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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力学大会”由中国力学学会发起并主办，隔年举办一次，自2005年已先后举办了三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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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力学科技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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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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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评审结果公布

（摘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2011年度项目申请集中接收期间共接收各类项目申请147703项，经初步审

查受理143820项。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和

专家评审意见，决定资助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部分联合基金项

目和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合计31458项，不予资助108767项，其余项目正在评审过程中。 
有关评审结果将通知相关依托单位，其科研管理人员可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sfc.gov.
cn ）查询本单位申请项目评审结果。申请项目批准资助通知、不予资助通知及专家评审意见将以电子邮

件形式告知申请人。 
    申请人如对不予资助决定不服，可在9月9日前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复审申请。有关复审申

请、受理及审查工作程序和要求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特别关注”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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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中科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公布

（摘自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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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通信评审工作已经结束。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科学院院士

增选工作实施细则》的规定，各学部对本学部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进行了通信评审，选出初步候选人145
位。 
 
附件：2011年中科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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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公示973计划拟立项项目

（摘自国家科技部网站） 

　

    973计划2011年度立项工作已经结束。根据973计划管理的有关规定，为进一步贯彻“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增加国家科技计划管理的透明度，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现将2011年973计划拟立项项目的

主要研究内容、目标和研究队伍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8月16日—22日。 
 
附件：973计划2011年拟立项项目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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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发布

（摘自科学网）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8月15日发布“2011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文网站www.
shanghairanking.cn同时上线。今年中国共有35所大学上榜，清华大学、台湾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进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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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前200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首次入围世界500强。 
英美大学包揽前十 
        今年美国大学优势依旧明显，哈佛大学连续9年位列世界第一，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二

和第三。8所美国大学占据世界前十，而进入世界百强的大学有53所。 
英国的剑桥大学位列第五，牛津大学排名第十。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十被英美大学包揽。亚洲地区排名

最高的是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分别排在第21名和第27名。 
内地23所大学上榜 
    在2011年的排名中，我国内地大学位列500强的大学有23所，为2003年榜单首次推出时我国上榜大学数

近3倍。其中，清华大学再次进入世界前200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6所大学排在第201-300名。港台地区有12所大学进入500强排行，台湾为7所，

香港为5所，其中台湾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排名挤进世界200强。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大学在国际论文数量指标上的表现较好，一批学校的论文数已经达到世界百强大

学的平均水平，“在10年前，我国内地大学的水平大约是世界千名以后。”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

刘念才教授说。但在国际学术大师、国际顶尖期刊论文等指标上，国内名校与世界百强大学相比还有很

大的差距，也许还需要5-10年的时间。 
自然科学仍是弱项 
    8月15日同时发布的2011年“世界大学学科领域排名”和“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显示，清华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浙江大学等6所学校入围工科领域排名世界百强。但在“数学与自然科学”、“生命科学与农学”、“临

床医学与药学”及“社会科学”领域尚无我国内地大学。 
        北京大学在“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表现突出，数学、化学、计算机、经济学/商学四个学科进入世界

百强，其中数学和经济学/商学都是我国唯一进入世界百强的大学。 
    上海交大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采用客观指标和第三方数据进行分析，包括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

校友折合数、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的折合数、各学科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在Nature
和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折合数、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师

均学术表现等。据了解，与世界其他大学排名通过问卷调查权重“同行评议”相比，“世界大学学术排名”9
年来采取客观指标和第三方数据的排名方法更加稳定，“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透明方法检验排名结

果。”刘念才说。 
 
附件： 2011世界大学学术排名500强1-100

2011世界大学学术排名500强101-200

2011世界大学学术排名500强201-300

2011世界大学学术排名500强301-400

2011世界大学学术排名500强4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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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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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s -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 journ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清华大学岑松教授供稿）   

    Engineering and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is planning a nuclear themed issue. 
    The Editorial Advisory Panel invites expressions of interest from potential authors to a special themed issue,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design and assessment of nuclear plant. 
    In implementing current and future programmes involv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nuclear power 
stations worldwide and the assessment and decommissioning of older stations, lessons must be learned from past 
experience. The publication of a themed issue is an opportunity for researchers, analysts, engineers, plant 
operators and owners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gained on past projects and propose methods and solutions for 
those engaging in the development, maintenance and decommissioning of a new generation of power plants. 
    Examples of the types of papers the journal is hoping to attract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Analyses of structures 
   Designing for seismic, impact and blast effects 
   Protection against tsunamis and flooding 
   Mechanics of fluids and waste handling 
   Structural response at high temperatures 
   Extending lives of structures after seismic events 
   Service life modelling for plant life extension
    The deadline for abstracts is 1st November 2011. The deadline for submissions is 1st May 2012.  
    To submit an abstract or full paper visit www.editorialmanager.com/eacm.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nd full journal guidelines please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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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 Ramster T: +44 20 7665 2242; E. ben.ramster@ic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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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for Paper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undamental Physical Sciences 
(IJFPS)” - Next issue Sep. 2011

　

    We are very glad to inform you about publishing a new quarterly journal, in 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s and 
Fundamental Physical Sciences 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undamental Physical Sciences (IJFPS)”  
    This journal is a scientific publication and a peer-reviewed journal. In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the referees do 
not act as a group, do not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typically are not aware of each others identities or 
evaluations. Therefore, the manuscript may be accepted, considered acceptable with revisions, or rejected.  
Main aim of IJFPS  
    The main aim of this journal is to Developing Fundamental Sciences. It is impossible if, we don’t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scientists and publishing our research works and introduce to all other scientists. Therefore, our 
main aim, is subjected as;  
    1- To bring scientists closer with stronger relationship to one another.  
    2- Publishing the original research works, easily.  
    3- Developing knowledge in fundamental sciences such as Mathematics, Physics, Chemistry and relating 
sciences.  
    The next issue of this journal is expected to be published in September 2011 with the variety of subjects in 
Mathematics, Physics and applications of Mathematics in Physics, Chemistry, Geology, Geophysics, Computer 
Sciences a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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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positions available at Academia Sinica in Taipei 

　

TWO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positions are available immediately at Academia Sinica in Taipei, Taiwan.  
        We are looking for candidate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following projects  
        1) Molecular simulations of hydrophobic surface  
        2) Molecular simulations of novel power-storage materials  
        Candidates must have experiences in molecular simulations or ab initio calculations. For experienced 
candidates, the annual salary could be over $30,000 USD.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please contact Dr. Chun-Wei Pao, email: cwpao@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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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Biomechanics, Boston University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position is available in Dr.Katherine Yanhag Zhang’s lab in 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t BostonUniversity. We are looking for a self-motivated researcher to work on projectson multi-

scale modeling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mechanics in vascularremodeling. The selected candidate will 

work on developing a predictivemechanobiology model of ECM mechanics to provide a clinical 

relevantrelationship between biomechanical integrity, biochemical compositionstability, and microstructu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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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for acomplete mode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Applicants must have in-depth knowledge of nonlinear solidmechanics and finite element methods.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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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r relevant fieldsis required. Interested candidates should contact Dr. 

Katherine YanhangZhang at yanhang@bu.edu . Applicationswill be reviewed immediately and will continue 

until a suitable candidate ishired. Please include in the email: a cover letter, CV, names and contactinformation of 

three references, and one or two publications showing thecandidate’s previous research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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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 fellow position on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stress and corrosion induced 

crack and failure in metals and alloys
 
    
    A postdoc fellow position is available in the 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 research lab at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Th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stress and corrosion induced crack and failure 
in metals and alloys. The potential candidate shall have a Ph.D. degree in mechanic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 science or related areas with emphasis on material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Past experience with 
atomistic simulation, finite element methods and computer programming using fortran, C or C++ under Linux or 
Windows OS is highly desired. The initial appointment is one year and the position can be renewed based on 
performance. The candidate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experimentalist and access to state-of-the-art 
facilities. Interested applicant shall send a resume with research statement and references to dong.qian@u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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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 position in multiscale fracture for compo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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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ve an open-position in multi-scale fracture of composite. 
    The purpose of the project is to study the crack propagation at the micro-level using and programming 
advanced modeling tools.  
    This project is in the context of a ERA-NET MATERA+ funding. 
    The project is in partnership with 
    • IMDEA Materials, Madrid, Spain 
    • Centre de Recherche Public Henri Tudor, Luxembourg 
    • e-Xstream engineering SA, Belgium 
    • CENAERO, Belgium  
    The applicant will have 
    • Accomplished a PhD in applied sciences 
    • Expertise i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 Knowledge in coding (c++, mpi) 
    •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eer-reviewed journals 
    Contact CV and reference names to Ludovic Noels (L.Noels@ulg.ac.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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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 assistantship (MS in Engineering System-Mechanical) available i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Denton 

　

　

A RA (MS level) position is available in the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Denton in the fields of characterization of piezoelectric crystals, design and modeling of piezoelectric resonators 
and sensors. The position will start from spring, 2012. Candidates should have a Bachelor/Master's degree in 
engineering mechanic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r electrical engineering with good academic standing and 
should have some experiences in the following:  
        (1) Non-destructive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method,  
        (2) Proficient in LABVIEW or MATLAB- based experimen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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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Fundamental knowledge in solid mechanics, 
        (4) Sound knowledge in piezoelectric devices such as resonators, energy harvester, and sensors.  
        Candidates should already have GRE score, international candidates also should have TOEFL score. 
        Interested applicants should send a detailed C.V. and transcript to Prof. Zhang at  harry.hfzhang@g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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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进展 

2011年 第41卷 第3期 

耳鼻咽喉器官生物力学模型研究进展

刘迎曦,孙秀珍,于申

　

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蠕变性能研究进展

张忠,贾玉,高云,杨晶磊

 

石墨烯力学性能研究进展

韩同伟,贺鹏飞,骆英,张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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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详细化学反应机理模拟燃烧污染物生成的研究进展 

郭啸峰,魏小林,张宇,李森

 

高强度钢板热成形技术及力学问题研究进展 

胡平,马宁

 

负泊松比材料与结构的力学性能研究及应用  

杨智春,邓庆田

 

岩土类颗粒物质宏–细观力学研究进展  

孙其诚,程晓辉,季顺迎,金峰

 

2011年度力学科学处基金项目受理情况介绍  

詹世革,张攀峰,吕守芹,张文明

 

《环境流体力学进展》评介  

吴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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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温气体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支撑我国高超声速科技发展  

姜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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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与实践 

2011年 第33卷 第3期

连续小推力航天器的深空探测轨道优化方法综述     

李俊峰,蒋方华

 

表面活性物质对液体晃动阻尼影响分析及计算     

王为

 

具有黏滞阻力时的最速降线     

周嘉炜,曹炳阳,过增元

 

深水钢悬链线立管触地区疲劳实验系统设计     

段梦兰,胡知辉,曹静,赵天奉,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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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中短半径弯螺杆钻具的纵横弯曲法     

唐雪平,苏义脑,陈祖锡

 

受压油管屈曲变形与内外层杆管接触分析    

刘巨保,王秀文,岳欠杯,黄金波

 

双层平行反应装甲与射流作用过程分析     

夏松林,刘宏伟,赵靖

 

型钢混凝土偏心受压柱的二阶效应分析     

王秋维,史庆轩,姜维山

 

弹性固体红外辐射特征的微观机理初探     

王芳,陈勉,卢贵武

 

体外预应力加固的技术研究     

黄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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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广布腐蚀坑结构寿命评估方法     

董妍,任克亮,刘平平,高士武

 

圣地亚结构动力学问题模型确认与评估     

陈学前,肖世富,刘信恩

 

组合杂交法与ANSYS软件计算精度比较研究    

郭洋,武亚涛,聂玉峰

 

框架梁试验台的研制与应用    

宋晓胜,陈明辉,苏幼坡

 

高尔夫球绕流流场数值研究    

蔡明,崔小朝,汪靓,李冰,聂世谦

 

关于对动点的动量矩定理------理论力学札记之八   

梅凤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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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力学探究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郭易圆,彭慧莲,王琪

 

结构抗震计算不同方法之对比研究   

韩芳,磨季云,蔡路军

 

Nanson公式证明的诠注及一个新证明   

王兴波

 

平面滑移铰内发生自激振动的充分条件   

罗晓明,齐朝晖,韩雅楠

 

以力学竞赛促进基础力学教改的创新与实践   

李道奎,李东,黄海兵,刘大泉

 

流体力学大师Batchelor的几件史事    

冉政,潘书勤

 

托马斯-杨之力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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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林,夏热

 

山摧江溢路不通------漫话泥石流   

王振东

 

漫话音乐中的力学   

刘延柱

 

固体表面开裂的周期图案：I. 现象与原理   

蒋持平,侯慧龙,武小峰,王鹏

 

都江堰------优美的工程诗篇   

刘大为

 

第八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试题   

清华大学

 

2010年国际深空探测轨道优化竞赛的清华大学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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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华,陈杨,刘跃聪,宝音贺西,李俊峰

 

2010年国际深空探测轨道优化竞赛的国防科技大学解法   

罗宗富,连一君,蒋小勇,陈杰,孟云鹤,汤国建

 

关于Arnold的《经典力学的数学方法》   

梅凤翔,岳宝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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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a Mechanics Solid 

(Volume 23, Issue 5, Octo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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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诺贝尔奖也甭想成为院士！

（摘自科学网邢峥博客）

    如果说一个美国科学家得了诺贝尔奖，十七、八年过去了，却始终成不了美国科学院或美国工程院院

士，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按常识来说，可能性应该很小。但却有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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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秋的一天，在北加州、旧金山附近崎岖山路上开车旅行的Cetus公司研究员(Research Associate) 
Kary Mullis突发奇想:可以用一对寡核甘酸引物，加上DNA聚合酶对DNA模板进行反应；反复多次的话，

不就可以将引物对之间的核酸片段给无限扩增、放大了吗？Cetus公司就在湾区的Emeryville。假期完了回

到公司，他就折腾起来。让他自己都惊讶不已的是，这个想法居然成了！1985年Mullis开始改用耐高温的

TAQ聚合酶，将这一酶促链式反应完善化。1993年10月，Kary Mullis因发明“聚合酶链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获得该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PCR技术的发明将现代生物学和生命科学研究，分为Pre-PCR Era和Post-PCR Era。不夸张地说，PCR是

人类迄今发明的最伟大的技术之一。很难想象现今一个与生物科学有关的实验室不使用PCR技术，更别

提基因组工程、DNA测序，以及目前如火如荼的二代深测序(RNA Seq)等对PCR技术的依赖了。  
    Kary Mullis的成就也经历过法律挑战。有科学家提出，所谓的PCR概念在六十年代中就有人提出等等。

但最后法庭确认，是Kary Mullis独自发明PCR、并将其真正实施、应用。事实上，Mullis的同事立即采用

该技术、发展出PCR诊断艾滋HIV的新型试剂，文章出的比Mullis自己关于PCR技术的文章还要早。现代

PCR技术经过千千万万个神人、公司的改进、拓展，其功能和应用与当年的原型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

语。  
    九十年代初，在La Jolla的Scripps研究人员，就相互开玩笑：我若得了诺贝尔奖，也像Mullis那样辞职

了去加州海滩上冲浪去！其实Mullis没有那么潇洒。CETUS给了Mullis一笔一万美元的奖金，不久就将

PCR专利以三亿美元的巨资转让给罗臣(ROCHE)。Mullis也不得不离开CETUS。1987年以后一直为一些生

技公司做咨询。与Mullis本人的境遇不相对称的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PCR技术的地位逐渐突显、并

且日趋明朗，直至1993年在斯得哥尔摩获奖。与Mullis分享当年化学奖的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

Michael Smith教授，他的贡献是采用PCR技术成功进行DNA突变。显然Smith的获奖成就本身就是以PCR
技术为基础。  
    因缘际会，因为家人的关系，我有幸在2005年左右认识Mullis和他夫人Nancy。其时，Mullis已自组公

司，Nancy当助手，想在传染病控制领域有所成就。籍着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想法和思路，Mullis得到国防

部(DOD)一笔DARPA基金资助。但他本身没有实验室，他能做的就是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寻找合作者。我

们商定合作开展有关病毒方面的研究。作为sub-contractor，我们得到一笔基金，数量不大，但足够支持

我一、两个博士后的工资。  
    七月份旧金山湾区的傍晚是寒冷的。在伯克利附近的居所，籍着NAPA VALLEY的葡萄酒灌得醉意微

醺，我问过Mullis得奖之后的感受。“很好啊，国王、王后把我当座上宾；大学纷纷请我做演讲，日程排

都排不过来。” Mullis很兴奋。 “但奇怪的是，就那么几个星期。以后我想回哪个大学再给个演讲，人家

都不再有兴趣了！” 我和他开玩笑：“你要是在我们中国的话，就不会这样了。” Mullis挤挤眼笑笑，不明

白我的意思。我也事后问过家人，为什么Mullis连个美国工程院院士都得不到呢？美国的院士不就一“荣

誉称号”吗，又没有什么津贴、特权？我家人的意思是，不喜欢他的人是不少，部分原因也在于Kary本

人。他和伯克利加大的Duesbery搞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否定艾滋病由HIV引起，也让人垢病不少。  
    Mullis的经历也许能给我们多重启示。1) Mullis的成就有着相当大的偶然性，上帝在那一刻单单只告诉

了他一个人骰子的数目。尽管偶然，但其成就意义非凡，足以重新改写历史。其实，有些重大发现和发

明，本身并不复杂，也不需要一个庞大的实验室和基金支持。关键在于IDEA。2) 美国资本主义的公司、

学校和研究机构的雇用合同，对于被雇用者并不公平，但一般民众没有更多选择机会，至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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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诺贝尔奖显然是对Mullis的一大补偿。3) 只是，没有一个强劲的研究项目，在美国，即使是诺奖得主，

也难以有一粞身之处，更别提吃它一辈子了。这是制度层面的东西。4) 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们是一个荣

耀的群体，人人显贵、尊荣。但显然，他们也不都是修女特雷莎，不是圣人。Mullis进不了工程院，我就

忍不住骂这美国工程院士中的确有几个混蛋！当然，骂骂美国人很安全，原因嘛你我也心照不宣。  
    很久没有Mullis的消息了，但我知道他在北加州奥克兰的一个研究所找到落脚点，这里有他多年合作的

同事。这次中国科学院院士补选一轮揭晓，也让我想到了Mullis。Mullis背后感受如何，我不知道。但我

记得他给我展示的那些世界各地的杂志、剪报照片上，他和夫人乐观、自信的笑容。很多还是近年的刊

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知道、记住了、并推崇他的杰出贡献。他会知足，也可能正忙不颠

地整理数据、争取他的DARPA基金的RENEWAL哪！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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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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