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学动态”文摘2012年第18卷第5期

 “力学动态”文摘，第18卷，第5期，2012年06月10日

　

本期编辑：陈文   雷冬   师晋红   蔡伟

江苏省南京市西康路1号河海大学工程力学系（邮编:210098）

投稿信箱：mechbrief@hhu.edu.cn 

过刊浏览与下载：http://em.hhu.edu.cn/mechbrief/

订阅或退订网址：http://em.hhu.edu.cn/mechbrief/register.html 

编者按：《力学动态》文摘邮件列表目前由河海大学工程力学系维护，依托于江苏省力学学会信息工作

部。

                 每月10日和25日发送，免费订阅、自由退订。欢迎发布信息、交流体会、共享经验。

                 
 

本期目录：
     ◆ 新闻报道

     第九届全国动力学与控制学术会议纪要

     多尺度及特殊条件下力学测试新方法研讨会纪要

     全国第十二届岩石混凝土断裂、损伤与强度暨大体积混凝土温控与防裂学术会议在南京召开

     第六届江苏省工科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竞赛在南京林业大学顺利举行

    ◆ 学术会议

     Call For Papers ——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verse Problems,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Call for Nominations for the Frank J. Rizzo Award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undary Element 

Methods (IABEM)

     第十二届全国物理力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投稿截止日期延长通知

    ◆ 招生招聘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LNM)招聘启事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Bio-inspired structure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donnielei/桌面/18-5.htm（第 1／20 页）2012-06-09 16:44:48

http://em.hhu.edu.cn/chenwen
http://em.hhu.edu.cn/jswy/jgdetial.asp?id=1345
http://www.ccms.ac.cn/shijh/%E5%9F%BA%E6%9C%AC%E6%83%85%E5%86%B5.htm
http://www.ismm.ac.cn/caiw/
http://em.hhu.edu.cn/
mailto:mechbrief@hhu.edu.cn
http://em.hhu.edu.cn/mechbrief/
http://em.hhu.edu.cn/mechbrief/register.html
http://em.hhu.edu.cn/
http://jslx.kmip.net/
http://jslx.kmip.net/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onnielei/%E6%A1%8C%E9%9D%A2/%23%E7%A7%91%E6%8A%80%E9%83%A8%E5%8F%91%E5%B8%83973%E8%AE%A1%E5%88%92%E9%A1%B9%E7%9B%AE%E7%BD%91%E4%B8%8A%E7%94%B3%E6%8A%A5%E6%B5%81%E7%A8%8B%E5%8F%8A%E6%B3%A8%E6%84%8F%E4%BA%8B%E9%A1%B9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onnielei/%E6%A1%8C%E9%9D%A2/%23%E4%B8%A4%E9%99%A2%E8%B5%84%E6%B7%B1%E9%99%A2%E5%A3%AB%E6%9C%B1%E5%85%89%E4%BA%9A%E9%80%9D%E4%B8%96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onnielei/%E6%A1%8C%E9%9D%A2/%23%E3%80%8A%E5%9B%BD%E5%AE%B6%E5%88%9B%E6%96%B0%E6%8C%87%E6%95%B0%E6%8A%A5%E5%91%8A2010%E3%80%8B%E5%8F%91%E5%B8%83_%E4%B8%AD%E5%9B%BD%E5%88%9B%E6%96%B0%E6%8C%87%E6%95%B0%E4%B8%96%E7%95%8C%E7%AC%AC21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onnielei/%E6%A1%8C%E9%9D%A2/%23%E2%80%9CMS10.%E4%BD%8D%E9%94%99%E5%8A%9B%E5%AD%A6%E5%8F%8A%E5%BA%94%E7%94%A8%E2%80%9D%E4%B8%93%E9%A2%98%E7%A0%94%E8%AE%A8%E4%BC%9A%E5%BE%81%E7%A8%BF%E9%80%9A%E7%9F%A5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onnielei/%E6%A1%8C%E9%9D%A2/%23%E2%80%9CMS27._%E6%B5%81%E5%8A%A8%E6%8E%A7%E5%88%B6%E6%8A%80%E6%9C%AF%E5%8F%8A%E5%85%B6%E5%BA%94%E7%94%A8%E4%B8%93%E9%A2%98%E7%A0%94%E8%AE%A8%E4%BC%9A%E2%80%9D%E5%BE%81%E7%A8%BF%E9%80%9A%E7%9F%A5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onnielei/%E6%A1%8C%E9%9D%A2/%23%E2%80%9CMS27._%E6%B5%81%E5%8A%A8%E6%8E%A7%E5%88%B6%E6%8A%80%E6%9C%AF%E5%8F%8A%E5%85%B6%E5%BA%94%E7%94%A8%E4%B8%93%E9%A2%98%E7%A0%94%E8%AE%A8%E4%BC%9A%E2%80%9D%E5%BE%81%E7%A8%BF%E9%80%9A%E7%9F%A5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onnielei/%E6%A1%8C%E9%9D%A2/%23%E2%80%9CMS27._%E6%B5%81%E5%8A%A8%E6%8E%A7%E5%88%B6%E6%8A%80%E6%9C%AF%E5%8F%8A%E5%85%B6%E5%BA%94%E7%94%A8%E4%B8%93%E9%A2%98%E7%A0%94%E8%AE%A8%E4%BC%9A%E2%80%9D%E5%BE%81%E7%A8%BF%E9%80%9A%E7%9F%A50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onnielei/%E6%A1%8C%E9%9D%A2/%23%E6%B8%85%E5%8D%8E%E5%A4%A7%E5%AD%A6%E8%B7%A8%E5%B0%BA%E5%BA%A6%E6%9D%90%E6%96%99%E8%AE%A1%E7%AE%97%E4%B8%AD%E5%BF%83%E6%8B%9B%E8%81%98%E5%90%AF%E4%BA%8B


“力学动态”文摘2012年第18卷第5期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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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ctional Derivative & Applications Express Vol3, No3&4, May 30, 2012

  “水的文摘”文摘第2卷第4期201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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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届全国动力学与控制学术会议纪要 

（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供稿)
　

    由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主办，西北工业大学具体承办的“第九届全国动力学

与控制学术会议”于2012年5月18日至5月20日在历史文化古城——西安成功召开。来自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全国60多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45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教师代表200余人、学生代表240余人。

会议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朱位秋教授担任大会主席，组织委员会主席由中国力学学会动

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徐鉴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由北京工业大学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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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担任，西北工业大学徐伟教授担任组织委员会秘书长。会议邀请了分析力学专业组、多体动

力学专业组、非线性动力学专业组、随机动力学专业组、神经动力学专业组以及院士、海外和973

首席科学家在内的8位著名学者作大会报告：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胡海岩院士作了题为“含间隙

的刚柔混合多体系统动力学研究”的报告；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徐伟教授作了题为“非线性随机

动力学的若干进展”的报告；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973首席科学家崔平远教授作了题为“行星

着陆探测导航与制导控制问题”的报告；北京大学工学院刘才山教授作了题为“碰撞接触中的多

尺度现象与分析动力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报告；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统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

室彭志科教授作了题为“基于Volterra级数的非线性振动系统辨识研究”的报告；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王青云教授作了题为“生物神经网络系统的同步活动及其转迁动力学”的

报告；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文桂林教授作了题为“特种装备着陆缓冲系统力学分析与工

程应用”的报告；University of Toronto，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 Industrial Engineering祖武争教

授作了题为“Overview of Vibration-Based Energy Harvesting”的报告。

本次会议在分析动力学、非线性动力学、多体系统动力学与控制、随机动力学与控制、神经系统

动力学、控制理论与应用、先进飞行器动力学与控制的理论和方法、故障诊断与在线监测、实际

工程系统的动力学与控制以及其它动力学与控制问题共十个专题方向收到投稿380余篇；组织分会

场10个、安排分会场报告336个。

会议期间，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徐鉴教授还主持召开了专业委员会工

作会议，并初步确定下届全国动力学与控制学术会议将于2016年在四川成都召开。
    本届会议组织严谨，服务周到，交流充分，学术氛围浓厚，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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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尺度及特殊条件下力学测试新方法研讨会纪要

（国防科技大学于起峰教授，四川大学王清远教授供稿） 

　

由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四川大学承办的“多尺度及特殊条件下力学测试新方

法研讨会”于 2012年5月16日至18日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15个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的25名专

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由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于起峰院士和《实验力学》主编亢一

澜教授主持。

会议就目前实验力学的国际动向、前沿领域、新的测试方法、新的生长点以及《实验力学》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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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国际影响的提升、青年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进行了研讨，一致认为

应更加重视实验力学的新技术、新仪器、装置、关键部件的研发及系统集成，以实现实验方法上

的创新。于起峰、亢一澜、谢惠民、李喜德、郭荣鑫教授等作了专题发言，其他参会代表做了自

由发言和讨论。

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对2012年7月底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实验力学会议的筹备情况进行了交流讨论，

确定了第五届海峡两岸实验力学研讨会的大陆参会代表，讨论通过了全国实验力学会议优秀研究

生论文评奖事宜，同时对200多篇投稿论文进行了分组审稿。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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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第十二届岩石混凝土断裂、损伤与强度 
暨大体积混凝土温控与防裂学术会议在南京召开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胡少伟教授供稿）

　

2012年5月11-13日，全国第十二届岩石混凝土断裂、损伤与强度暨大体积混凝土温控与防裂学术会

议在南京河海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水利学会、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岩石与混凝土断裂专业委

员会主办。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河海大学和江苏省力学学会共同承办。共有来自全国各地30多

个单位9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20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会议聆听大会报告。

12日上午9点，举行了大会开幕式。大会开幕式由本次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江苏省力学学会副理

事长、南京水科院胡少伟教授主持，中国科学院张楚汉院士、中国工程院陈厚群院士和孙伟院士

应邀出席了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坐。本次会议学术委员会主席、浙江大学徐世烺教授代表主办单

位、南京水科院蔡跃波副院长与河海大学唐洪武副校长代表承办单位致欢迎词。

12日全天进行了大会特邀报告，邀请张楚汉院士作了题为“混凝土细观断裂与破坏研究”、陈厚

群院士作了题为“混凝土高坝-地基体系的地震损伤分析”、徐世烺教授“中国混凝土断裂力学发

展三十年历程回顾”、胡少伟教授作了“水工混凝土静动态损伤断裂过程及其声发射特性研究与

实践”的特邀报告。受邀作特邀报告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李世海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乔丕忠

教授、河海大学章青教授、王向东教授、清华大学张君教授和南京水科院汤雷教授等。5月13日全

天进行了大会主题报告和闭幕式。上述特邀报告和主题报告分别由徐世烺教授、李庆斌教授、吴

智敏教授、汤雷教授、章青教授、王向东教授、张君教授、胡少伟教授等主持。

13日下午进行了大会闭幕式，闭幕式由胡少伟教授主持。经过学术委员会评审，本次会议首次评

出了“突出贡献奖”5名，“优秀青年学者奖”2名：优秀论文6篇，对上述人员或者代表进行了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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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本次会议得到《水利学报》和《防灾减灾工程学报》编辑部大力支持，共收到论文80余篇，经过

评选，分别推荐优秀论文32篇在《水利学报》（本会议专刊，EI核心期刊）和26 篇在《防灾减灾

工程学报》（正刊，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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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江苏省工科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在南京林业大学顺利举行

（江苏省力学学会      2012年5月31日）

      为了适应21世纪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加强力学教育，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推动力学课程教学方

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促进力学课程青年教师的成长，经江苏省教育厅同意，由江苏省高等学校

力学、土建类教学指导委员会、江苏省力学学会主办，南京林业大学承办的第六届江苏省工科基

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于2012年5月25日至5月27日在南京林业大学顺利举行。

2012年5月25日下午举行了开幕式，出席开幕式的有竞赛组委会主任、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王国聘

教授，江苏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俞向东，南京林业大学教务处处长闵永军教授，江苏省力学学

会副理事长、南京理工大学尹晓春教授，竞赛组委会副主任、江苏省力学学会教育科普工作委员

会主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吴文龙教授，江苏省高等学校力学与土建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省力学学会副秘书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邓宗白教授，省力学学会教育科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河海大学许庆春教授，省力学学会教育科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东南大学郭应征教授，出席开幕

式的还有中国力学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力学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省力学

学会常务副秘书长邬萱，全体评委和参赛选手，以及有关高校的力学教师。

开幕式由邓宗白教授主持，竞赛组委会主任、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王国聘教授致开幕词，对来南

京林业大学参赛的选手表示了热忱的欢迎。江苏省教育厅高教处俞向东处长在开幕式上讲话，希

望参赛选手更注重参与，在预祝选手们获得优异成绩的同时，更注重通过竞赛提高自身的课堂教

学水平。江苏省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尹晓春教授代表省力学学会致辞，预祝竞赛取得圆满成功。最

后，竞赛组委会副主任、河海大学许庆春教授介绍了竞赛流程及有关注意事项。

第六届江苏省工科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竞赛在初赛的基础上，共有来自全省27所学校的47位选

手参加决赛，其中理论力学组9人，材料力学组18人，工程力学组20人。

经过两轮激烈比赛，讲课竞赛于5月27日下午顺利结束。下午3:00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由邓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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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主持，首先，南京林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郑梅生教授讲话，祝贺讲课竞赛取得圆

满成功，祝贺选手们取得优异成绩。接着，三个专家评审组的组长分别对理论力学组、材料力学

组、工程力学组的选手的竞赛情况进行了点评，肯定了选手们在讲课竞赛中表现出来的优点，也

中肯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并为青年教师提出了改进提高的方法。吴文龙教授代表组

委会对竞赛作了简要的总结，经过两天紧张有序的工作，讲课竞赛获得了圆满成功；接着吴文龙

教授代表组委会宣读了获奖名单，共有28位选手获奖，其中一等奖5人，二等奖10人，三等奖13

人。最后的获奖名单经公示后，以竞赛组委会的文件为准。

最后，吴文龙教授代表组委会感谢参赛教师及他们所在学校的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为竞赛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感谢专家评委们的辛勤工作，公正、公平、公开的评审，为竞赛成功

作出了保障。衷心感谢南京林业大学在财力、物力上给予的大力支持，更感谢南京林业大学教务

处、机械电子工程学院的领导和力学教研室的全体老师为竞赛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使竞

赛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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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议
－－－－－－－－－－－－－－－－－－－－－－－－－－－－－－－－－－－－－－－－－

Call For Papers ——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verse Problems,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bjectives:
IPDO Symposium's main objectives are to bring the three communities of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s of 
inverse problems, design theory, and optimization together and provide a common forum for presenting 
different applications, problems, and solution strategy concepts. Moreover, the groups of theoretical, 
computation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ers need to interact and share some appropriate tools that 
rigorously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information stemming from measurements and that corresponding 
to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Hence, IPDO Symposium is a privileged place for scientific exchanges relating 
the measurement and theory approaches through the use of suitable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and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n excellent basis for cross-fertilization of ideas so that more general, robust, 
accurate and computationally economical design methods are created for multi-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Successful previous versions of the IPDO Symposium were held in Rio de Janeiro, Brazil (2004), Mi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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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ch, USA (2007) and Joao Pessoa, Brazil (2010).
 
Areas of interest:
Contributions dealing with theoretical concepts in inverse techniques, optimization and design theory are 
expected. Methods that are applicable to multiple disciplines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re encouraged, 
such as energy storage, biomass valorization, solar energy conversion, material functionalization, material 
processing, remote sensing, nondestructive evaluation, material properties determination, nano and micro 
technologies, petrochemistry, aeronautics, astronautics, biomedicine, transport and sensing of pollutants, 
imaging, geoprospecting, financial analysis, etc.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nd updates please visit:
http://ipdo2013.congres-scientifique.com 
 
Abstracts and papers submission:
Please submit a two-page abstract in pdf format via the symposium website at http://ipdo2013.congres-
scientifique.com . The templates can be found at the symposium website. All accepted abstracts will be in 
a Book of Abstracts provided to all participants during IPDO- 2013. Final papers passing a three-person 
review process will be provided electronically to all those that register by May 15, 2013. Selected papers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Inverse Problem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ournal after an additional review.
 
Registration and Fees:
Fee covers: book of abstract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welcome reception, conference dinner, lunches 
and coffee breaks. Accommodation is not included.
Information about local hotels and transportation can be found onthe website. Registration at http://
ipdo2013.congres-scientifique.com 
 
Low cost lodg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student houses on the campus are proposed for up to 25 PhD 
students. Total cost is 100€ from Monday to Saturday including 5 nights and 4 breakfasts. Reservations of 
these studio apartments are proposed during online registration and will be attributed in the order of 
online registration.
 
Venue:
IPDO-2013 will be held in the Ecole des Mines d’Albi. Albi is located 70 km from Toulouse, France, 
which can be reached by direct flights from most of the larger cities in Europe, followed by the one hour 
trip to Albi via a direct highway. Transportation by bus and/or a shuttle will be planed to pick u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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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s at Toulouse airport. Albi is a very nice old medieval town whose Episcopal City belongs to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 having a deep historical background with the Albigensian Crusade 
against the Cathar heretics (13th century), and a famous museum dedicated to the painter “Toulouse-
Lautrec” who was born in the city. See http://www.albi-tourism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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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for Nominations for the Frank J. Rizzo Award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undary Element Methods (IABEM)

　

(http://www.iabem.org )
　

Nominations are being accepted for the Frank J. Rizzo Award to be presented to the winner at the coming 
IABEM Symposium in Santiago, Chile, January 9-11, 2013 (http://iabem2013.mat.puc.cl/ ).

The Frank J. Rizzo Award was established by IABEM to honor outstanding individuals and their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BIE/BEM. The main criterion in selecting the award winner is based on the seminal contributions of the 
individual in BIE/BEM research that have long lasting impact to the field. Further considerations include 
contributions in promoting BIE/BEM and support to the BIE/BEM community, including IABEM.
Please submit your nomination with a copy of the nominee's curriculum vitae to the chair of the Award 
Committee before July 1, 2012.
The Frank J. Rizzo Award Committee of IABEM:
Yijun Liu, Chair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E-mail: yijun.liu@uc.edu )

Marc Bonnet (Unite de Mathematiques Appliquees, E-mail: bonnet@ensta.fr )

Naoshi Nishimura (Kyoto University, E-mail: nchml@i.kyoto-u.ac.jp )

Olaf Steinbach (Gra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mail: o.steinbach@TUGraz.at )
Johannes Tausch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E-mail: tausch@mail.sm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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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届全国物理力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投稿截止日期延长通知
　

为了鼓励更多学者踊跃参加“第十二届全国物理力学学术会议”，应众多学者的要求，并经会议

组委会讨论，特将本次会议的论文摘要投稿截止日期延长至2012年6月30日，欢迎大家继续投稿。

投稿过程中如遇问题，可直接联系王苏老师

电 话：010-8254 4108 ；E-mail：suwang@imech.ac.cn

会议投稿邮箱：suwang@imech.ac.cn

 

                    第十二届全国物理力学学术会议组委会

20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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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招聘 
－－－－－－－－－－－－－－－－－－－－－－－－－－－－－－－－－－－－－－－－－－－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LNM)招聘启事

（摘自科学网）

　

中科院力学所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LNM)于1999年由科技部批准建设，是目前国内从事固

体和流体非线性力学行为研究的唯一国家重点实验室，2010年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为优秀。现根

据实验室装备建设工作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实验技术人员3人及秘书1-2人。

 

一、招聘岗位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 应聘要求 备注 人数

流体力学实验 负责实验设备

的调研、采

购、研制、设

备的操作、维

护。

本科及以上学历，理工

科专业背景。动手能力

强，热爱实验技术工

作。

有流体力学实验经验和

相关仪器设备使用经验

者优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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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微结构观察 有材料组织成分分析和

微结构观察实践经验者

优先

1

材料热力学实验 有材料热力学性能测试

分析经验者优先

1

科研业务秘书 协助室领导处

理实验室日常

事务。

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

不限。性格开朗，有良

好的口头表达能力、较

强的沟通能力和人际关

系协调能力。

有秘书或公关工作经验

者优先。

1-2

 

二、岗位待遇

 项目聘用，按照力学所有关规定执行。特别优秀者待遇从优。

 

三、报名要求

 1、报名截止时间：2012年6月8日。

 2、应聘者须提供以下材料：

 （1）个人简历

 （2）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有关技能证书复印件；

 （3）其他能证明工作能力的材料。

 3．特别说明：

 （1）邮件标题请按照“姓名－学历－专业－毕业学校”格式填写；

 （2）应聘人员需能在招聘后立即到岗、全职参加工作；

 

四、报名方式

 有意者请将申请材料用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电话通知面试。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郇勇， 电话：82543920， E-mail:mailto:huany@lnm.imech.ac.cn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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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Bio-inspired structure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UK
　

A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funded by the US Air Force is available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UK) to 
work in the area of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applied to biomimetics and bio-inspired structures for military 
applications. 
CLOSING DATE: 18 June 2012 (Earliest starting date: July 1st 2012)
ONLINE APPLICATION: https://jobs.soton.ac.uk/Vacancy.aspx?ref=121312BX

The project will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numerical framework combining isogeometric non-linear finite 
element techniques and numerical optimisation to design, characterise and study novel bio-inspired structures.
The position is available for an initial period of one year with the possibility to extend to 3 years and is also open 
to any foreign national. The starting salary range is £27,578 - £31,020 per annum.
You should have a PhD i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physics, applied mathematics or related areas and your area 
of expertise will preferably be in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areas:  
* non-linear continuum mechanics and associated finite element techniques,  
* numerical methods,  
* computational physics.
Ability to develop algorithms and program in either FORTRAN, C, C++ or any scripting languages (Python, 
Matlab, Mathematica, etc...) is essential.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ment/implementation of isogeometric finite element methods and/or optimisation and/
or meta-modelling techniques (e.g. Bayesian inference, Kriging) would be a definite advantage.
You will join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Advanced Tribology at Southampton (nCATS) in the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the Environ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The Centre was formed in 2008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chools of Mathematics, Medicine, Biological Sciences, Chemistry, 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and the Statistical Sciences Research Institute. It is funded by EPSRC, 25 industrial partners 
and 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through an investment totalling £10 Million over 5 years. nCATS's mission is 
to provid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underpinning technology for surfaces in relative motion within microsystems, 
biomedical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chemistry. 
        You will have access to state of the art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facilities and collaborations with other 
research groups will be strongly encour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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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Georges Limbert may be contacted for informal discussions at g.limbert@soton.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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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 opportunity at Harvard in mechanics of soft materials for wearable devices
      
The Wyss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ly Inspired Engineering and the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at Harvard University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immediate openings for a joint postdoctoral fellow 
position between the Whitesides Group (Prof. George Whitesides) and the Harvard Biodesign Lab (Prof. 
Conor Walsh). The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involve material science and mechanics of soft materials with 
a focus on developing novel materials (e.g. actively variable stiffness, flexible composites, etc) and 
fabrication approache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wearable devices that can apply assistive forces to the 
wearer during locomotion. 
Applicants should have a Ph.D. in Materials Science 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a proven track 
record of high quality publications. The candidates should have a strong interest in contributing to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engineers, biomechanists, physiologists, and computer scientists) and will be 
expected to publish scholarly papers and atte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s well as take on a mentorship 
role for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Candidates with strong leadership experience, a broad range 
of technical skills and a track record in translating conceptual ideas into working prototypes will be 
strongly considered.  Experience in biomaterials and/or biomedical device engineering is a strong plus. 
Applications, assembled as a single PDF file, should contain a complete resume, cover letter describing 
research interests and goals, full list of publications, copies of up to three relevant scientific papers, as 
well as the name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ree references (expected to provid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Applications should be sent to  walsh@seas.harvard.edu   
Harvard University is an Equal Opportunity/Affirmative Action employer and applications from women 
and minority candidates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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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toral position at TU Darmstadt, Germany: Numerical methods in Solid 

Mechanic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is available at our continuum mechanics workgroup (Prof. Tsakmakis, TU Darmstadt, 
Germany) for developing user subroutines and user elements in finite element programs. 
Experience in nonlinear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numerical methods in solid mechanics and FORTRAN 90 is 
needed. 
If you are interested, please contact me, Dr. C. Broese,  broese@mechanik.tu-darmstadt.de 
        (Opening date: June, 1st 2012 - Closing date: June, 30t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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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the Mechanics and Physics of Solids

Volume 60, Issue 8, Pages 1383-1582 (August 2012)

　

An electromechanical atomic-scale finite element method for simulating evolutions of ferroelectric 
nanodomains
Yihui Zhang, Ran Xu, Bin Liu, Daining Fang
 
Discontinuous crack-bridging model for fracture toughness analysis of nacre
Yue Shao, Hong-Ping Zhao, Xi-Qiao Feng, Huajian 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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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in induced shape formation in fibred cylindrical tubes
P. Nardinocchi, L. Teresi, V. Varano
 
Surface effects and the size-dependent hardening and strengthening of nickel micropillars
Daniel E. Hurtado, Michael Ortiz
 
Study on the mechanisms and quantitative law of mode I supersonic crack propagation
Y.J. Jia, W.P. Zhu, T. Li, B. Liu
 
A direct comparison of non-destructive techniques for determining bridging stress distributions
R.B. Greene, S. Gallops, S. Fünfschilling, T. Fett, M.J. Hoffmann, J.W. Ager III, J.J. Kruzic
 
Asymptotic homogenization analysis for damage amplification due to singular interaction of micro-
cracks
Xanthippi Markenscoff, Cristian Dascalu
 
Multi-scale continuous–discontinuous framework for computational- homogenization – localization
E.W.C. Coenen, V.G. Kouznetsova, M.G.D. Geers
 
Lattice dynamics from a continuum viewpoint
Miguel Charlotte, Lev Truskinovsky
 
Micromechanical models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synthetic ‘brick and mortar’ composites
Matthew R. Begley, Noah R. Philips, Brett G. Compton, David V. Wilbrink, Robert O. Ritchie, Marcel 
Utz
 
Generating virtual textile composite specimens using statistical data from micro-computed 
tomography: 3D tow representations
Renaud G. Rinaldi, Matthew Blacklock, Hrishikesh Bale, Matthew R. Begley, Brian N. 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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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发行的部分期刊 

 

Mechanics of Materials  Volume 5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tigue Volume 43 May 2012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Letters (Vol.2 No.3)

Acta Mechanica Sinica  Vol.28 No.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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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休捐给母校4亿元刷新记录   
　

4亿元！昨天（5月20日），南京大学举行第四届校董会第四次会议暨110周年校庆捐赠仪式，南大

历史系教授、著名企业家杨休为母校捐出4亿元，其中3亿用于建设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1亿

用于设立史学发展基金，这个数字刷新了南大单笔捐赠的新纪录，为南大捐赠史之最！据悉，截

至19日，南京大学校庆共计获得捐赠达11.5亿人民币，其中直接捐赠经费5.5亿元，合作支持经费6

亿元。捐赠仪式结束后，扬子晚报记者采访了杨休。

杨休简介

男，1961年生，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天地集团董事局主席、东方投资集团董

事局主席，江苏省政协常委、江苏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常委、江苏省工商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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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等职务。

198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曾在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博物院任教任职；上世纪90年

代初“下海”，创办多家企业，涉足领域也较为广泛；2008年在南京大学创办文物鉴定专业方

向，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与文物研究所所长。

创办的长风堂博物馆总藏品在5000件以上，以书画、古代青铜器、玉器、瓷器和杂件收藏为主，

其中多数藏品系从国内外拍卖会上用重金拍得，不乏书画艺术珍品和大量国宝级的古代青铜器。

4亿捐赠人杨休说“和武训一样，我的理想是办学”

杨休的经历很传奇，他是南大79级学生，浙江台州人。进校读的是大气专业，两年后转入历史

系，毕业后在南大、南师大当过老师，还在南京博物院工作过。上世纪90年代，他选择了“下

海”。“当时很多媒体都来采访我，说你的职业很稳定，为什么选择下海？”杨休在美术、篆刻

等方面有特长，“早在南师大工作时我就是‘首富’了，那时一个月的工资是60块，而我的一幅

画已经卖到80块了。”他最开始的创业资本，就是来自字画。

创业之初杨休卖过电脑，开过饭店，那是南京第一家将文化引入餐饮的美食中心，后来进军房地

产等其他领域，天地新城是他的第一个房地产建设项目。2007年，他又回到了南大，在历史系任

职教授、博导，专业为文物鉴定。

杨休的创业相当成功，但他的理想却不仅在此。

“和武训一样，我的理想是办学，办工学院，培养现代工程师。为此我还曾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谈过，想和他们合作，但他们不愿意。我自己办学不现实，必须依附于一个综合实力强的大学，

这样就想到了母校南京大学，我可以为母校的工学发展尽一份力。”杨休说。

为什么想办工学院“发展高科技企业，最缺工程师”

毕业于历史系，钟情于文物收藏与研究的杨休，为什么想办工学院？这其中自有道理。

“我的创业经历中最惨痛的是高科技企业，一共56家，做过计算机，做过新材料，做过生物医

药，还有机电，到现在全垮了，倒闭的倒闭，卖的卖。房地产上赚的钱不少都赔在这上面了。当

初这些企业上马的时候，我也是参与论证的，可为什么最终失败，我也在不断找原因。而且这不

是个别现象，早期的民营科技企业家，你看现在还剩下几个？”杨休认为，从高科技成果到转化

为工业产品，最后成为商品，这中间的过程相当复杂，不是说有了一项发明就马上能出成果，能

卖出好价钱。目前很多环节都存在问题。“但总的来说，我感觉中国不缺钱，现在政策的大环境

也不错，关键是缺人，缺少一流的工程师。目前中国的制作业还非常落后，虽然工人们作为个体

都很聪明，肢体也很灵活，但一旦进入工厂的流水线就表现不出色，这是因为缺少工程师来帮助

他们分解好每个动作。也正因为这样我一直梦想办一所工学院，请最好的老师，培养一流的学

生，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这是我痛定思痛后的想法。”

杨休的愿望与南大对工学方面的发展计划不谋而合。2009年12月30日，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

学学院正式挂牌，杨休支持了启动资金3000万元。经过一年多的建设，目前学院已拥有一支包括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在内的高水平人才队伍。“不仅要一流的大楼，还要一流的大师，我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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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迎头赶上。而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在资金上赞助母校。”

杨休对创业的看法“想创业当老板，首先要学做人”

1990年，杨休以卖字画积累资金创立天地集团，下属有很多高科技企业，诸如南京天港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南京清华通用数控工程有限公司、南京万联机电有限公司、南京天地集团生物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南京天地三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地东方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等。涉

及新材料、新能源、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和医疗器械等领域，有30余种产品，并承担多项国

家“863计划”、国家火炬计划和星火计划项目。2003年，杨成立东方投资集团，经营房地产、酒

店等业务，苏州66层的双塔式建筑“东方之门”也是其旗下“作品”。

虽然是个成功的企业家，杨休却并不想再重复那段历史。这10多年来，他也的确很少接受媒体采

访。“我现在的身份是教授，致力于教学生，不能让学生感觉我还是个生意人，当学生就应该好

好学知识。”杨休不赞成学生都去创业，“现在学生的最大问题是不会做人。比如起码的礼仪、

礼节，待人接物都不会，夸张点说，连打个招呼都不会。想创业，想当老板，这需要的是综合素

质，首先就是要学会做人，其次要有胆识，要敢于失败，面对失败。”

杨休从上大学开始就靠画画、篆刻挣钱，又从大气专业转到历史系，他认为每个专业都有其优

势，择业没有专业限制，没有哪个企业只要一个专业的人。企业的管理运作是综合型的，比如造

鞋的企业不光要造鞋专业的人，只要你有能力，不在乎学哪个专业，在未来的工作中可边干边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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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欲平衡国家间科研资源分配

——“地平线2020”资金框架协议出炉

（《中国科学报》  2012-06-06 A2 国际）
　

经过长时间磋商，欧盟科技部长会议批准了一项“地平线2020”综合框架协议，通过了欧盟2014～2020年

研究资金项目。最终，“地平线2020”计划预算大约在900亿欧元左右（约为1110亿美元），这与欧盟第

七研发框架计划的500亿欧元相比增加了近1倍。

“作为欧盟第八个研发框架计划，‘地平线2020’统一了以前各自独立的欧盟研发框架计划（FP）、欧

盟竞争与创新计划（CIP）、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院（EIT）三个科技计划的预算。”中国驻欧盟使团科

技处陈敬全告诉《中国科学报》。“但是，要整合欧洲科研资源，完成欧洲研究区建设，欧盟还面临如

何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统筹和协调、避免条块分割、减少重复投入、促进研发合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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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困难。”陈敬全提到。

而这次的欧洲科技部长会议正是为平衡欧洲东西部国家间科研资金分配，以及加强国家间合作作出努

力。为此，欧洲东部国家和欧洲议会都提议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发达程度较低的欧洲国家在资金分配

方面能享有公正的待遇。

促进东西欧合作

欧洲东部国家一贯认为欧洲西部国家在获得大量拨款方面占支配地位。日前，11个欧洲东部国家在提交

给欧盟部长会议的一封信中要求，在“地平线2020”相关立法中设立一个专门的条款以保证资金的“平

等使用权”。

同时，东部国家表示不会要求以地理为单位进行科研预算分配——西部国家和欧洲委员会对按地理分配

表示反对，他们更多强调的是满足机构的需求，保证给研究人员更多层次的资金空间。

负责指导欧洲议会立法的议会成员Maria da Graca Carvalho也发布了一份报告草案，表示欧洲议会也希望

看到一些能够保证科研资金在欧盟各国平均分配的条款。

另外，报告还特别提出，鼓励富裕的西部大学与东部伙伴进行配对，研究资金则将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和

旅行费用上。并且，那些获得欧洲研究委员会给予科研群体而非个人的津贴的现存试验项目也将得到扩

展。该报告还创造性地提出设立一个奖励计划，以鼓励研究人员从富裕的欧盟国家以及欧盟以外的国家

前往那些相对贫困、欠发达的欧盟国家工作。

并且，来自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丹麦的部长们成功促成“地平线2020”建议书的修改，以确保社会科

学和人文科学的“完全整合”。他们称：“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地依靠科学、技术、艺术、人文科学等

的融合。”丹麦科学、创新和高等教育部发言人Philip Flore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文科学研究在应

对当今欧洲面临的社会挑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你希望改变人们对气候变暖的看法，你必须

使用更多的跨学科理论。”Flores说。

机遇与挑战并存

据悉，“地平线2020”计划设立3个主要优先权项目：拨款280亿欧元的“卓越科学”、200亿欧元的“产

业领导力”和360亿欧元的“社会挑战”。为了促进“地平线2020”立法过程向前发展——欧盟财政部长

们和欧洲议会还将对一个140页的计划案进行投票，大多数国家的科技部长达成了一个妥协：在“地平线

2020”条款下，鼓励广泛的参与将有助于宣扬“整个欧洲科研职业的魅力”。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初期协议”。Flores提到，到目前为止，谈判仍在紧张地进行，将来仍会是一个艰

难的讨论过程。

“我们都知道，各国更倾向于捍卫自己的堡垒。”他补充道。例如，“地平线2020”的资金预算来自于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资金的大削减，法国有庞大的农业部门，因此有可能损失最多。

最终，新的框架协议将于2013年完成。而关于“地平线2020”各种附属方案的预算分配的谈判将很快开

始，并且最新的讨论数据推动欧盟委员会将最初计划的800亿欧元预算上涨到877亿欧元——欧盟委员会于

去年11月30日公布的“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提案指出，其预算金额约为800亿欧元。

陈敬全认为，无论如何，欧盟在深陷欧债危机、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仍然推出了研发投入巨大的“地

平线2020”计划，这表明欧盟将加强研发和创新作为其破解当前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困局、提升整体

竞争力、实现经济稳定复苏和可持续增长的重大战略部署。 

欧盟委员会的众多讨论将于12月下旬在轮值主席国塞浦路斯的主持下作出总结，而且欧洲议会新一轮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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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将于9月或10月举行，各方均希望能够早日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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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力学所博士生王子千：液滴跳起“踢踏舞”

（摘自科学网）
　

王子千是个身高一米八十多的壮小伙子，但干起活来却比绣花还细。这个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纳微系统力学与物理力学课题组的博士生花了两年时间，给一滴水做了个容器。

“小”问题难倒大科学家

好汉难过抽血关。在医院，医生常常需要抽取大量血液进行检测，给患者带来了不小的痛苦，检测时间

也相对较长。

随着技术的发展，科学家已经能够完成对微量血液样品的生化分析。但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病人抽

血和血液检测往往不在一个地方，这就涉及到微量样品的运输和保存。

“样品的蒸发与污染是生化检测微型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王子千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如果

能为一滴血液样品找到一个合适的容器，那么‘一滴血液的全面血液检测’将更具可行性。”

寻找这样一个容器，成了全球科学家竞相追逐的热点。目前，科学家已经实现了弹性薄膜在液滴表面张

力作用下对于液滴的自发包覆过程，也就是毛细折叠现象或弹性毛细现象。但遗憾的是，这个过程只能

完成对于液滴的包覆过程，还无法将包好的液滴释放出来，很难将这项技术推向应用。

“如果这个容器不仅能把液滴包起来，还能随时将其打开就好了。”在其导师、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赵

亚溥的指导下，王子千开始了他的探索。

液滴的踢踏舞

其实此前，赵亚溥领导的纳微系统力学与物理力学课题组已经在电润湿方面积累了七八年的研究经验。

所谓电润湿，简单而言就是通过施加电压，改变液体与固体表面的润湿性，从而控制液滴的行为。

既然电能控制液滴，是否也能控制包覆液滴的膜呢？在这一思路的带动下，王子千等人进行了上百次实

验，终于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实现了电场控制下液滴的可控、可逆包覆与释放，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命名

为“电弹性毛细”。

在高速摄像机的帮助下，一幅奇特的画面展现在人们眼前。在交流电场的驱动下，液滴与薄膜会发生周

期性振动，薄膜有规律地打开、关上，就像液滴正在轻盈地跳踢踏舞一样。

这一研究结果在线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会刊A》上之后，美国《科学》杂志主页当日即对成果进行了报

道，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还特意为实验视频配上了一段踢踏舞曲。

除了血液检测，“电弹性毛细”在其他领域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比如在癌症的治疗中，患者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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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包覆下的药物服入体内，然后输运到癌细胞附近时，再将药物释放出去，从而实现精准治疗。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文章发表后不久，赵亚溥研究员收到了国际电润湿领域权威Frieder Mugele的一封信，信中表示这是一项

非常“酷”的研究，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但赵亚溥研究员知道，自己的实验室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着实不易。

“以前我们国家搞研究，对国外设备的依赖很大。造价昂贵不说，还受到各种限制。”赵亚溥对《中国

科学报》记者说，“为什么我们不能研发自己的设备，实现自己的想法呢？”

那时候，王子千刚从北京大学微电子学系毕业，来到力学所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赵亚溥把他领到了一

间实验室，让他根据学术需要丰富当前的实验设备。

自主研发一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实验设备谈何容易，其中涉及到大量的交叉学科，都需要一点点去摸

索。但几年后，当王子千慢慢把这套设备建设起来时，他终于明白了老师的用意。

“自己做设备的好处是能‘按需研发’，我们所有的仪器都是开放式的，预留了各种接口。”王子千

说，“比如我现在研究了电，将来还可以同时研究光、热、磁对液滴的影响，都不用再买新仪器了。”

在中科院科研装备研制项目与院重点部署项目的支持下，力学所自主开发建设了“跨尺度界面力学实验

研究平台系统”，这套装备可以实现从纳米、微米尺度到宏观尺度的时间、空间跨尺度研究，可大幅提

高多尺度界面物理力学实验研究能力，并对基础理论、多尺度计算模拟方面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工作有很

大的促进作用。

一批批像王子千这样的年轻人也在这个平台上成长了起来。袁泉子去年从赵亚溥课题组博士毕业并留在

组里工作，2010年他关于电弹性毛细分子动力学模拟的研究成果以封面文章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快

报》上。“赵老师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他在方向性问题上给我们把关，但同时又给我们最大的探索空

间。”回想起导师的教诲，袁泉子说，“这些都是年轻人做科研最需要的。”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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