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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University Lib @ Bruxelles – BATir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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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计时：科学网推出婚恋交友类的姊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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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动态”电子文摘发行四周年         

  《力学动态》文摘由河海大学工程力学系、江苏省力学学会信息服务部主办，是一个分享与力学有关信

息的公益性电子文摘，以“传递信息、增进了解、加强交流”为主旨，面向海内外华人力学界及相关领

域科研和管理人员发布。文摘目前为半月刊，每月10日、25日通过电子邮箱发布，主要提供的信息涵盖

了力学及相关领域（航空航天、机械、土木、水利、交通、生物工程等）的新闻动态、学术会议、教育

教学、招生招聘、学术期刊、人物团队以及新书推介等。所有的往期文摘都在力学动态网站（http://em.

hhu.edu.cn/mechbrief/）供免费下载。 

  文摘自2008年1月创刊至今，共发布16卷90多期，累计发送邮件超过30万人次。在国内外华人力学界引起

了较大的反响，目前单期订阅人数超过7300。其中2011年共发布了4卷24期，全年累计发送邮件超过15万

人次。一年来，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太原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宁波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

数学研究所、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江苏大学、《Theoretical & Applied Mechanics 

Letters》编辑部、《计算机辅助工程》编辑部等近30所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和杂志社主动与文摘联系，

通过《力学动态》发布了大量会议、招聘、期刊等信息，取得了很好效果。尤其是2011年中国力学大

会，共有13个专题会场通过《力学动态》征集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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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来，《力学动态》文摘得到了各位同仁的大力支持，在此文摘编辑组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感谢。我们

将会继续努力，不断开拓创新，更好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迎各位同仁踊跃投稿。您只需要将想发布

的信息编辑成稿件形式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mechbrief@hhu.edu.cn。 

  祝所有同仁在2012年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心想事成！ 

 

（力学动态编辑部）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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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2012年项目指南

（摘自科学时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日前编制完成。根据《指

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格局自2012年起有新调整。 

  《指南》在前言中明确提出：2012年，基金委将根据 “十二五”规划的总体部署，坚持更加侧重

基础、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的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资助模式，完善资助格局。形成更

具活力、更富效率、更加开放的中国特色基金制，推动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若干主流

学科进入世界前列，推动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建设，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优秀科学家和创

新团队，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提升，显著增强基础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若干重要科学

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为科技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的科学基

础。 

  以面上项目为代表的自由申请项目仍将是科学基金资助重点。2012年，面上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

预计将提高到80万元/项，期限仍为4年。 

为了加强和完善各类人才项目资助的有机协调，打造一条更加完整的人才资助培养链，基金委

2012年在加强人才培养方面将推出两项新举措：  

  一是设立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这个基金旨在为优秀青年科学家提供资助，进一步鼓励他们充分发

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自由探索，勇攀科研高峰。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用于支持具备5~10年科研

经历并取得一定科研成就的青年科学技术人员，要求具备高级职称和博士学位，为了体现向女性

科学家倾斜的政策，年龄限制在男性38岁、女性40岁以内，一年400个名额，资助强度为100万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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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基金委计划局人才处处长陈钟介绍说：“优秀青年基金资助定位介于青年基金和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之间、有潜力的青年科学家，帮助他们助跑和加速，在科研第一线锐意进取、开拓创

新，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基础研究，并快速成长起来。它对于衔接青年基金和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具有重要作用。” 

  二是启动青年基金—面上项目连续资助项目。该项目旨在让研究工作突出的青年科技人才能通过

快车道直接获得面上基金资助，从而实现在起步阶段的连续稳定支持，以加强对青年人才的资

助，力争经过三到四年的延续资助，帮助这批年轻人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稳定开展研究工作。

自2012年起，在当年结题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择优遴选取得突出进展、具有创新潜力的项目负

责人，予以面上项目连续资助。 

  据悉，青年基金—面上项目连续资助项目的资助规模将控制在青年基金资助规模的5%以内。特别

要指出的是，青年基金—面上项目连续资助项目申请只进行会议评审，基金委将在2012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集中接收期后接收该项目的申请；符合申请条件的项目负责人如果在集中接收

期间申请了面上项目，将不能再申请青年基金—面上项目连续资助项目。 

  基金委还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201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统计资料》，包括：2011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

资助情况；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2011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申请与资助情况；2011年海外及港澳学者

合作研究基金申请与资助情况。 

　
 
附件：201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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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启动
（摘自科技部网站）

 
    12月15日，科技部发出通知，针对开展2012年国家科学技术奖推荐工作进行了详细说明。 2012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仍采取推荐单位推荐和专家推荐两种方式。 

  各推荐单位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推荐项目遴选机制，选择推荐本地区、本部门优秀项目和人选。

推荐的项目应在本地区、本部门范围内进行公示，并责成项目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相应进行公

示，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方可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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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项目，如曾获得国家或省级以上计划的支持，应在项目验收或鉴定完成两

年后方可推荐。  

  2011年度经评定未授奖（通过形审进入评审程序）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候选人、候选单位，2012年度不能以相关项目技术内容再次被推荐为国家自然科学

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详情请见：关于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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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理工大学郭旭教授荣获第十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第十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颁奖大会日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由中国力学学会推荐的大连理

工大学郭旭教授荣获该项殊荣并参加了颁奖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

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获奖代表。 
        据悉，第十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共有211个单位推荐了730名候选人，经评审、公示、审批，100名优

秀青年科技工作者获奖。该奖是1987年由钱学森同志提议设立的。此前已评比表彰了11届，1098位青年

科技工作者和1个集体获奖。获奖者分布在理、工、农、医等各个学科领域和科研、开发、生产各条战

线，绝大部分已成长为各个学科和技术领域的带头人，其中40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8人当选中国工

程院院士，30多人担任大学校长、副校长，80多人担任科研院所负责人，20多人在国际科技组织中担任

领导职务。 
        郭旭教授介绍详见本期力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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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获国际华人计算力学学会青年学者奖

（摘自科学网）   

   12月5日至7日，由国际华人计算力学学会（International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Mechanics，ICACM）主办的第三届国际计算力学研讨会在台湾大学召开，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余位专家参加了本次大会，讨论了计算力学各个领域的国际最新进展。本次大会颁发了首届国际华人

计算力学学会奖，共五个奖项。其中青年学者奖获得者分别为厦门大学王东东、美国辛辛那提大学Dong 
Qian、英国曼彻斯特大学Zhenjun Yang、清华大学岑松和澳门大学阮家榮的共五位华人青年学者。  
        国际华人计算力学学会(International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Mechanics)2007年成立，总

部设在中国香港，是由国际计算力学领域华人学者组成的国际性学术组织，旨在促进计算科学和工程的

发展与应用。2011年该组织设立了国际华人计算力学学会奖，以后每两年评选颁发一次，在当年举办的

国际计算力学研讨会上颁发，其中“国际华人计算力学学会青年学者奖”的奖励对象为40岁以下在计算力

学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果的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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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biweekly English newsletter for “分数阶导数建模”－ FDA Express

     （http://em.hhu.edu.cn/fda/）   

   The FDA Express is a biweekly newsletter centering on fractional derivative and its applications and involving 
fractals and power law phenomena. And it is sent to your registered email address on 15th and 30th of each month. 
Its topics include opening issues and discussions, recent advances, journal contents, new books, conferences, 
opening jobs, and so on. You are warmly welcome to subscribe this newsletter by simply clicking here. We also 

invite you to contribute news and digests in the scope of the FDA, and your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contribution 
will help grow our community in a great way. This Express is currently maintained by the volunteers from the 
Institute of Soft Matter Mechanics. 
       For contribution: fdaexpress@hhu.edu.cn 

       For subscription: http://em.hhu.edu.cn/fda/subscrip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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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海峡两岸破坏科学与材料试验学术会议暨第九届MTS 材料试验学术会议 

（2012 年10月19-22日 西安）

（中国力学学会MTS材料试验专业委员会供稿） 
    

材料的发展拓宽了其应用范围，进一步影响了材料的抗破坏与断裂能力，对其试验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针对材料破坏科学与试验技术的理论与工程应用，海峡两岸许多专家学者均长期投入研究，并且经

常分别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或座谈会，为了凝聚心得，分享经验，也更为了联系情感友谊，中国力学学

会MTS 材料试验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材料科学学会破坏委员会拟定于2012 年10 月19-22 日在古都西安举办

第二届海峡两岸破坏科学与材料试验学术会议，并决定由长安大学和中华大学承办。

为了使得各会员成员能及时了解会议筹备的进展，了解会议有信息，按时向大会秘书处提供论文摘要、

论文全文，大会拟分阶段发送通知。现发布大会第一次通知，将有关会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材料的力学性能及其试验技术

    断裂力学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材料试验新技术及其应用

    材料破坏特性试验

    公路工程材料的破坏与试验

    金属材料的破坏与试验

    材料的破坏力学、疲劳及潜变(蠕变)
    全尺寸零组件试验

    环境对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

    材料试验设备改造和维护、维修技术

    损害防治

    无损检测

    修补技术

    损坏修护补强

    寿命评估技术

file:///E|/hohai/工作/力学动态/111225/16-6.htm（第 7／17 页）2011-12-25 18:26:52



“力学动态”文摘2011年第16卷第6期

    破损分析技术及应用

    监测技术

    腐蚀防蚀技术

    风险破坏机率统计分析 
    核能材料

二、会议征稿

凡未经正式发表、与材料破坏科学和试验技术与应用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工程经验、应用

范例等均可以论文形式应征。应征论文必须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数据可靠。论文内容的保密性由论文

作者自行负责，如有必要，须经作者所在单位审核。

论文经学术委员会评审后推荐至《Journal of Materials in Civil Engineering》（SCI收录）、《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nerals, Metallurgy and Materials》（SCIE、Ei、CA、CSA和Springerlink等国内外检索系统或

数据库的文献源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vement Research and Technology》（EI收录）、《北

京科技大学学报》（EI收录）等期刊发表；所有录用论文均被列入论文集，由ISTP收录。投稿中英文皆

可，录用注册后终稿仅限英文，会务组可提供翻译协助。

三、重要时间

论文摘要截止（寄出邀请函）： 2012/04/30
论文全文截稿 ： 2012/07/30
论文录用/拒稿通知 ： 稿件接收并送审后2 周
修改稿提交截止 ： 2012/08/30
四、投稿方式

邮箱投稿：ncmts@ustb.edu.cn 

在线投稿：www.mts.chd.edu.cn 

五、会议联系人

联 系 人：王连庆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北京科技大学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邮政编码：100083
电子邮箱：ncmts@ustb.edu.cn 

联系电话：010-62332245；13691325380
联 系 人：陈永楠 邢明亮

通讯地址：西安市长安中路161号，长安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邮政编码：710061
电子邮箱：mts@chd.edu.cn 

联系电话：029-82337340；1357204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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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erical Heat Transfer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NHT 2012  
　

（4-6 September, 2012 Wroctaw, POLAND）
 
      In last decades the substantial and undisputed increase in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methods for 
modelling in many branches of natur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can be observed. Among a great variety 
of problems that have successfully been coped with are the thermal problems themselves as well as their 
coupling with other multiphysics phenomena. Such approach is also stimulated by growing offer of user 
friendly commercial as well as open source software making thermal analyses efficient and accurate. The 
objective of the Numerical Heat Transfer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s to provide a forum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new approaches to the numerical solutions of heat transfer problems. Methods of interest 
include all well established and efficient numerical techniques like finite volume method, finite elements, 
boundary elements and meshless methods.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complex thermal problems from 
engineering practice, solved by hybrid methods and their coupling to multiphysics processes. 
Numerical Heat Transfer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s of importance to all scientists, engineers and 
PhD students who are actively involved in developing innovative approaches, as well as in solving a 
variety of industrial problems. This conference will also create favourable conditions for establishing and 
strengthening of scientific links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research communities.
The scope of the conference will encompass all topics related to computer modelling and numerical 
methods applicable to heat transfer phenomena including multiphysics situations:
conjugate heat transfer models
inverse thermal problems
shape optimisation
heat transfer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multiphase phenomena
advanced numerical techniques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meso and nano scale heat transfer problems
heat, mass and momentum transfer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reacting flows and heat transfer
large scale energy systems

file:///E|/hohai/工作/力学动态/111225/16-6.htm（第 9／17 页）2011-12-25 18:26:52



“力学动态”文摘2011年第16卷第6期

phase change problems
thermal radiation
interaction of temperature fields with stress and
electro-magnetism
benchmarks for numerical heat transfer software
other thermal problems
Papers are invited on the CONFERENCE TOPICS and others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onference. 
An Abstract of no more than two A4 pages, clearly stating the purpose of the work,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should be submitted through Internet to the Conference Secretaria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no 
later than 1 April 2012. Please indicate which topic you are submitting the Abstract for. The final 
acceptance will depend upon the review of the submitted abstract.
A set of contributed full manuscript submissions will be selected by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post-
conference publication in special issues of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merical Methods for Heat & 
Fluid Flow.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containing accepted abstracts in an electronic as well as paperbound form 
will be available to the participants at the registration. 

IMPORTANT DATES

Online registr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Abstract submission: 1 April 2012
Notification of acceptance: 20 May 2012
Full manuscript submission: 1 July 2012
 
Website: www.itc.polsl.pl/NHT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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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ostdoctoral positions in Modeling, Analysis, and Computation for Multifunctional 

Materials

 

We invite applications for 2 Postdoctoral Research Positions starting anytime from December 2011.

Applicants should have, or should have submitted, at the time of taking up the post, a PhD in Mathematics, 

Scientific Computing, Computational Engineering or closely related areas. They should have a background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related techniques of analysis/computation and/or experience of programming. 

Moreover, an interest in applications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the ability to interact effectively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team are required.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in solid mechanics and a good publication record 

will be preferred.

The position is based at the IMATI - CNR in Pavia, Italy. The appointment will be initially for 12 months, and 

possibly renewed for additional 12 months. The salary will be fixed within the range 1460-2425 (net salary) euro 

per month, depending on qualification and experience.

Candidates are requested to send a detailed CV, together with names and full contact addresses of two 

References, to ulisse.stefanelli@imati.cnr.it  and you can download the announcement at : http://www.

imati.cnr.it/ulisse/biosma/post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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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modeling of multifunctional nanocomposites for space 

application 

We invite applications for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starting anytime from January 2012. The applicant 
should have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in the areas related to micromechanics, nanocomposites and carbon 
nanotubes. A good publication record will be preferred. The position is based at the York University in 
Toronto, Canada. The appointment will be initially for 12 months, and possibly renewed for additional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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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s. Candidates are requested to send a detailed CV, together with names and full contact addresses 
of two References, to Professor Zhu at gzhu@york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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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University Lib @ Bruxelles – 

BATir Department)  
　
Topic: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ssisted by metamodels for mixed variables 

Description:

Numerical optimization in civil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as emerged as a powerful method to provide 
lightweight structures accounting for several criteria (lower cost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higher safety, etc.), 
the usual framework consisting in coupling a simulation (typically: a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o an optimization 
code. Nevertheless, he computational effort required to assess the performances of a single design can be 
expensive, which hinders the ability to address large-scale industrial designs. To alleviate this issue, surrogate-
based or metamodel-assisted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replace the high-fidelity model by 
an interpolation or regression model. However, most surrogates (e.g. moving least squares, kriging,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proposed in the literature focus on continuous inputs, i.e. they cannot 
model discrete/integer numerical values, or technological parameters like the choice of a material (e.g. steel, 
aluminum).
Consequently, the objective of this postdoctoral position is to investigate a domain still largely uncovered in the 
engineering optimization community (despite its theoretical and industrial interest), namely the treatment of 
mixed variables in surrogate-based optimization. Preliminary research studies in surrogate-based optimization 
have already been done in our department, and novel ideas have been recently proposed to tackle mixed variables 
through a modified moving least square method. Starting from this background and his/her previous experience, 
the candidate will develop an original metamodel capable of approximating response surfaces depending on 
mixed variables.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examples (truss bridges, rigid frames) will be used as benchmarks to 
validate the proposed approach. 
Environment:

The post-doctoral position will be accomplished within the BATir (Building, Architecture & Town planning) 
department of the Brussels School of Engineering/Ecole polytechnique de Bruxelles, at the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http://batir.ulb.ac.be/). Duration of the position: 18 months, starting in Marc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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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

The applicant should hold a PhD i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preferably in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dditional 
competences in numerical optimization, surrogate-based optimization, and structural finite elements, as well as 
programming skills (in MATLAB, PYTHON, C++, or any equivalent programming language) will be highly 
appreciated. 
Contact:
       Please send by email a detailed CV (with a summary of your PhD thesis and a list of publications) along with a 
cover letter to: Prof. Rajan FILOMENO COELHO (rfilomen@ulb.ac.be). The closure date for application is set to the 
1st of Februar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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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工程 

2011年 第20卷 第4期

工程数值仿真与CAE算法

基于联合建模的中小型航天器对接杆缓冲性能分析（作者：张翔,黄奕勇,韩伟,陈小前）  

结构变形对整流罩分离轨迹的影响（作者：龙垚松,蒋跃文,叶正寅）

CRH 2动车组空气制动系统FD-1型中继阀节流孔优化（作者：孙继武,任利惠,伍智敏,漆晖）

基于拓扑优化的中央空调模块机机架结构设计（作者：王勇,祝政委,赵绍博）

点云数据场剖面云图绘制算法（作者：徐龙,武殿梁,程奂翀）

基于移动最小二乘曲面的点云拼接算法（作者：谭志辉,黄运保,王启富,陈立平）

计算机辅助工程及其理论研讨会2011

冲击爆炸问题的三维物质点法数值仿真（作者：张雄,廉艳平,杨鹏飞,李金光,张衍涛,王汉奎,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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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效应增强型侵彻弹横向增效机理数值模拟（作者：朱永清,张映梅,魏雪婷）

通用集成优化软件SiPESC.OPT的设计与实现（作者：杨春峰,陈飙松,张盛,李云鹏,张洪武）

某车型发动机悬置后支架优化设计和疲劳分析（作者：苏新涛,陈志）

FSAE赛车车架的强度和刚度分析（作者：赵帅,隰大帅,王世朝,陆善彬）

CAE优化技术在车辆前期研发中的应用（作者：高岩,周定陆,蔡华国）

PSM边界条件拟合方法（作者：刘卫国,林涛,王纯,张海洋）

有限元技术在矿用自卸车设计中的应用（作者：董志明,郭海全,潘艳君,丁浩然）

基于有限元分析和结构优化的飞机垂尾质量估算（作者：陈剑波,李海涛,余雄庆）

考虑转捩影响的DLR_F4翼身组合体阻力计算（作者：李权,魏剑龙,张彦军）

热风炉热风竖管底板结构强度有限元分析（作者：李治友,钟星立,郭玮,王雪雪,吴涛）

LNG储罐外壁地震响应有限元分析（作者：袁朝庆,潘德涛,谌飞翔）

船用螺旋桨敞水性能数值分析（作者：顾铖璋,郑百林）

冷弯薄壁轻型钢结构住宅建筑CAD/CAM软件（作者：杨晖柱,常治国,王晓峰,张其林）

应用技术与技巧

Abaqus/CAE二次开发功能与应用实例（作者：黄霖）

基于FINE/Turbo的高压涡轮叶片流热耦合分析（作者：祝昭,郭然）

基于MNF文件的柔性体云图动画的实现（作者：张和华,谢刚,周凡利）

CAE软件操作小百科（6）（作者：吴入军,武秀根）

行业动态与访谈 

中国CAE软件自主研发—引领工程创新论坛在大连召开

五年三并购，LMS进一步为全球制造业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信息 

Altair发布HyperWorks 11.0学生版

中国商飞引进COMSOL Multiphysics助力我国航空工业CAE发展

Altair荣获2011 HPCwire读者选择奖和编辑选择奖

file:///E|/hohai/工作/力学动态/111225/16-6.htm（第 14／17 页）2011-12-25 18:26:52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3300054&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300131&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010061&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020063&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060088&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060085&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070090&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020070&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3070033&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020067&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070092&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190126&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020062&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080098&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22&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8240176&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24&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25&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26&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27&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28&flag=1
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10429&flag=1


“力学动态”文摘2011年第16卷第6期

《计算机辅助工程》刊期更改通知

比肩苹果公司，MSC入选“十大原创软件公司”

2011年《计算机辅助工程》参加或主办的行业活动一览

2011年有限元与多物理场技术研讨会在北京和上海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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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期刊近期目录 

　

固体力学学报 2011年 32卷 6期

力学与实践 2011年 33卷 6期

工程力学 2011年 28卷 增刊Ⅱ期

力学学报 2011年 43卷 6期

力学进展 2011年 41卷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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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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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郭旭教授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郭旭，男，1971年2月生。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1988年至1998年在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分

别获得学士（1992）、博士学位（硕博连读，1998）。2000年10月至今在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任教。

现任中国力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先后在日本国金泽大学、东京大学；德国马普学会金

属研究所、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从事合作研究。自2002年以来先后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项。2004年入选教育部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曾获2005年度辽宁省青年科

技奖一等奖；2009年度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9年度中国力学学会青年科技奖；首届钱令希计算力学奖青

年奖（2010）；2010国际优化CADLM Intelligent Optimal Design Prize.

主要从事多学科耦合系统结构优化、纳米力学以及仿生结构优化等方面的研究。在JMPS、IJNME、IJSS、

CMAME、PRB等学术期刊上发表SCI论文近40篇，SCI他引200余次。在有关结构拓扑优化奇异最优解的研

究中，提出了求解奇异最优解的epsilon放松列式及其系列算法，证明了算法的收敛性。这一工作被结构

优化领域著名学者在论文以及专著中多次实质性引用并给予了较高评价，被认为是解决奇异最优解-这一

拓扑优化领域长期存在的困难问题的“著名结果”、(famous result)、“流行的数值方法”、(popular 

numerical approach)、“先导性工作”(pioneer work)以及“经典论题”(classic topic)，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

响，实质性推动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进展。相关研究工作先后获得2003年教育部提名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2005年辽宁省自然科学一等奖、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均为第二获奖人）。 提出了一种

基于高阶柯西玻恩准则的碳纳米管本构模型。这一工作近年来被同行学者多次较大篇幅的实质性引用并

给与较好的评价（excellent work），并被推广于细胞微管的大变形分析。近年来在考虑不确定性的结构优

化研究中提出了结构可置信性鲁棒优化的多种列式和相应的求解算法。相关结果被国际同行较大篇幅实

质性引用并作为基础定理构造结构极值响应分析的高效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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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科学网推出婚恋交友类的姊妹网站

（摘自科学网博客）  

早在2009年4月29日，科学网就能否办、如何办一个婚恋交友的平台发布了探讨型的博文：科学网想成就

陈应泉同学的梦想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5&do=blog&id=228906 

岁月如梭啊！再过一个月（2012年1月18日），就到了科学网上线五周年的纪念日了。

在这五周年中，随着用户群的扩大，科学网平台功能的丰富性也需要进一步提高。五年来，在这个科教

类的网络社区中，有人在追寻科技发展之道，也有人明析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之理；有人在结交学

术同行，也有人在寻觅生活益友。

当然，无需讳言的是，我们也不时发现，科教人群中，特别是高知人士，由于缺乏适合自身特点的网络

社交渠道，他们的婚恋交友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作为以“构建全球华人科学社区”为己任的网络平台，

我们也希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作为一推再推的计划，我们决定：不再磨叽了，五周年网庆之日，把这个事给办了！

新网站将是依托于科学网但保持完全独立的姊妹网站，我们拟计划取名为“师兄师妹网”简称“师

妹网”或“师兄网”（也欢迎您提出更好的名字，及欢迎对使用的网址也提出建议）。通过提供

在线私密的网络互动和分类展示的方式，帮助醉心于科研的学术人拓展异性交友圈。希望该网站

成为“海内外知识界的心灵驿站教科文工作者的情感家园”，简言之，“连接海内外 服务科教

界”。

作为科学网的姊妹网站，“师兄师妹网”将建成的是一个严肃的网络交友平台，严格尊重行业规

范，保护用户隐私，严格核实用户身份。帮助学术人打开心扉找到自己合适的伴侣，助力科研再

创成绩。
   欢迎任何形式的反馈！如果您有不希望公开的评论或建议，欢迎致信 hwu@stim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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