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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工程爆破学术会议论文审稿会在广州举行 

（中国力学学会工程爆破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宋锦泉供稿） 

第十届全国工程爆破学术会议论文审稿会 6月 29 日—7月 2日在广州峰景

缘酒店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58 名专家参加了这次审稿会。本届学术会议由中

国工程爆破协会和中国力学学会沟通主办，会议共收到来自全国22各省市的260

余篇稿件，其中北京和广东分别以 39 篇和 38 篇分列前两位。 

7 月 30 日上午，审稿会召开全体审稿专家会议，会议由中国工程爆破协会

秘书长高荫桐主持。承办单位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

力学学会工程爆破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郑炳旭致开幕词，他首先对大家来到广州

表示热烈欢迎。他特别指出，宏大公司能承办此次会议，深感荣幸。表示将竭尽

全力做好服务，为开好审稿会创造条件。 

中国工程爆破协会理事长汪旭光院士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特别感谢各位专

家对中国工程爆破协会和中国力学学会工作的热情支持，中国爆破事业的发展离

不开广大会员单位和专家的强力支持。他强调大家要继承和发展过去的优良传

统，将此次审稿会办好，将本届学术会议办成一届高水平的学术盛会。 

他对审稿会及与会的审稿专家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要求大家要严把质量

关。每篇文章要经两位专家审阅，一人主审，一人副审，最后的审稿意见上两人

都得签字。对抄袭及重复发表的文章一定要严肃处理；第二，要认真负责，修改

提升。俗话说：文章不厌千次改。好文章是改出来的。与会专家都是行业精英、

写文章的高手。这次审稿，不但要审，而且要改。特别是针对那些来自一线企业

和边疆省份的文章，要下足功夫，认真负责，好好改一改。他还举例说明一篇文

章的发表对一个人、一个企业的巨大影响。要求大家不要轻易放弃每一篇投稿文

章，有些稍差一些的要求审稿专家写成详细摘要收录到出版的论文集中。对退稿

的文章一定要写明充足的理由；第三，要做到促进行业发展及达到出版要求。既

要将高校与科研院校高质量、有水平的文章收录进来，又要照顾到一线基层单位

和来自边疆省份的文章，促进行业均衡发展。这次审稿会还邀请了出版社的负责

人，专门为文章出版型式要求把关，将具体到各分组进行指导；第四，要将大会



 

报告、优秀论文及推荐参加国际交流的论文选出来。要将具有行业代表意义，引

导行业发展方向的先进性、代表性文章推荐为大会报告。为鼓励全国爆破工作者

的积极性，按照惯例，本届会议将对优秀论文进行表彰，按照论文总数的 10%-15%

进行推优，对论文作者将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根据收到的投稿论文的归类和与会专家的专长，审稿会分设综合与爆破理论

组、岩土（含露天、地下）与水下爆破组、拆除爆破组、爆破器材、起爆网路与

测试及安全组、特种爆破组，并明确了各组的正副组长及成员。 

7 月 1 日上午，各组分组讨论，对各自组内的文章进行汇总处理，形成初步

意见，并进行推优协商。上午举行组长会，对各组的初步意见进行汇报。经领导

与组长们的商议进行适当调整。下午 16:00 开始举行全体与会专家会议，各组组

长分别通报了各自组的总审稿论文数、录用数、推荐为大会报告论文数、推荐一

等奖论文和优秀论文数、改写为详细摘要篇数、退稿论文篇数及各所占的比例等

情况。 

中国工程爆破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工程爆破专业委员会郑炳旭主任

委员和中国工程爆破协会理事长汪旭光院士先后在全体专家会议上讲了话。他们

认为此次审稿会开得很成功，与会专家认真负责，勤勉高效，圆满完成审稿任务，

为办好第十届全国工程爆破学术会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们表示，论文要达到

出版要求还有许多繁琐的工作要做，会后将成立一个 5-8 人的工作小组，针对修

改意见及每一篇入选文章的进一步完善等细节问题进行处理。审稿会完成各项议

程后圆满结束。 

本次会议由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公司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专

门的后勤接待与保障小组，他们出色的工作获得了与会专家的广泛赞誉。 

 

 

中国力学学会 2012年海峡两岸力学交流 

暨中学生力学夏令营活动正式开营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 



 

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台湾省中央大学承办的“2012 年海峡两岸力学交流

暨中学生力学夏令营”活动于 7月 17 日在台湾省中央大学拉开帷幕。 

由中国力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济福带队的内地

师生代表团一行 24 人，以及台湾力学工作者及优秀中学生代表 56 人参加了此次

夏令营活动。 

台湾省力学学会秘书长、台湾省清华大学教授饶仁达、中国力学学会副秘书

长周济福、台湾省中央大学教务长李光华、台湾省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陈志臣教

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仪式由中央大学周宪德教授主持。 

开幕式后，开展了力学理论竞赛、力学实验竞赛、力学科普交流和参观访问

等活动。在力学知识竞赛中，学生们被分为 9个小组，从动手制作、趣味力学知

识问答等多种形式中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和力学的乐趣。同时，两岸力学工作者

及中学教师就力学科普、教学与科研等多方面进行了交流，并参观了中央大学土

木工程系实验室、高速公路五杨段工程。 

 

 

中科院研究生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摘自科学网） 

近日，经教育部批复，同意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1978 年由国务院批准成立，是中科院直属、具有教育

事业法人地位并独立运行的高等学校。成立迄今，在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

关爱和大力支持下，该校及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已为国家培养了 4.7 万名博士、5.3

万名硕士。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名称与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5 年制定的《研究生院

设置暂行规定》中 “研究生院是指在承担研究生培养任务的高等学校中组织实

施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管理机构”的规定不符，从而使该校在日常管理运行以及毕

业生就业时易产生理解上的歧义，进而带来是否按照高等学校进行政策定位等疑

问。  

事实上，国际上已有许多专门从事研究生培养的知名大学，例如美国洛克菲

勒大学（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日本先端研究生大学（The Graduate 

University for Advanced Studies）、韩国科技联合大学（Kore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在我国，也有以研究生培养为主的中国协和医科大

学等。  



 

更名后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其研究生教育培养管理及学位授予权等基本属性

不作改变，现有的法人地位、行政隶属关系、人员编制等方面的体制机制不作改

变。 

 

 

国家公派高研访学（含博士后研究）录取名单确定 

（摘自科学网） 

根据《2012 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拔简章》及《2012 年国家

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含博士后研究）项目选派办法》，经组织专家对

各单位推荐的候选人进行评审并经教育部批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确定了

2012 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含博士后研究）项目录取人员名单

（详见附件），现予公布。  

录取通知及其附件材料将于近期通过各受理机构转发至留学人员所在单位，

请留学人员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被录取人员的留学国别、留学身份、留学期限

等事宜请查看录取通知。有关外语培训事宜将由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另行

通知。 

  

附件：2012 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含博士后研究）项目录取人员名单 

 

 

博士点基金与香港研资局补助金合作项目开始申请 

（摘自科学网） 

根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与香港研究资助局(以下简称“研资局”)的协议，

为促进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以下简称“博士点基金”)资助院校和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香港）资助院校的学者及博士研究生的合作和交流，进一

步加强两地科学研究建设和人才培养，双方共同设立“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

科研基金与香港研究资助局研究用途补助金合作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1．本项目必须由内地高校与香港教资会资助院校共同申请(香港教资会资助

8所院校每校最多提交10份申请)，内地高校的申请人为在高校科研第一线工作、

经正式批准具有指导博士生资格的教授（已退休者不得申请）。为使本项目与人

才培养密切结合，申请课题必须有在读博士生参加。  



 

2．本项目 2012 年度在博士点基金申报高校中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部委

所属的高校中试运行，省属高校暂时不能申请此项目。  

3.作为课题负责人或者参加人已经申报 2012 年博士点基金课题的，不得申

报本课题。  

4．每位申请人作为项目负责人或者参加人最多申报一项此类课题，不得超

项申报。 

  

二、申报学科领域、资助情况和执行要求  

1．本合作项目的资助范围包括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包括医学)”、“新能源”、“新材料”、 “地球科学”六个领域。  

2．本合作项目 2012 年拟资助课题 10 项左右，每项课题内地高校申请人的

申请额度不超过 40 万人民币，香港地区高校申请人的申请额度不超过 40 万元港

币。本项目采用资金不过境方式，博士点基金专项经费用于内地合作高校的科研

工作、香港合作方来内地合作交流的费用以及符合《博士点基金管理办法》规定

的其他费用。  

3．本项目的完成周期一般为三年，本年度申请的课题执行时间从 2013 年 3

月 1 日到 2016 年 2 月 29 日。  

4．内地高校申请人与香港地区高校申请人分别提交的申请书的题目和内容

应保持一致，如提供的资料不全或者不一致，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和香港研究资

助局可取消申请人的申请资格。  

5．本项目的申报时间截至 2012 年 9 月 3 日下午 5时，逾期不予受理。内地

申请人所在高校须通过申报系统提交申报人的电子版申报材料。学校统一将《申

请书》（纸质版）一式一份、《申请清单》（在《基金项目网络申报平台》中打

印并加盖学校公章）一式两份同时报送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同时还需报上香港

地区高校合作申报人向香港研资局提交的申请书复印件一份及申请书电子版一

份（申请书电子版可由申报系统提交）。内地高校申请人的申报模板、申报系统

以及申报操作手册请与 2012 年 7 月 26 日登录《基金项目网络申报平台》

（http://211.68.23.117/SRApply）。  

6．本项目主要用于资助学术思想新颖、创新性强、有重要应用前景的课题，

凡申报本项目课题的内地申请人必须进行国内外科技查新，并将《查新报告》作

为附件与本年度申请课题的《申请书》（纸质版）一起上报。请各校就近在教育

部科技查新工作站进行查新，若本地区没有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可在其他省

部级科技查新站进行查新。在 2011 年 7 月 31 日之后进行的查新本年度申请课题

有效。  

7．根据有关规定：申请者所在学校须按申报的基金课题数交纳课题评审成

本支出费,即申报费，每项 500 元。申报费汇寄至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并在附

言中注明“博士点基金评审费”。  

开户单位: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开户银行:广发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帐 号:137011516010007132 

  

三、资助课题的管理要求  

1．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和香港研资局分别对申请课题组织同行专家进行评

审，根据评审结果共同确定资助课题。  

2．资助课题的内地高校合作方须按时向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提交中期报告

和结题总结。  

3．为使本合作项目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能尽快发表和交流，充分利用现代

技术手段提高学术交流的效益，规避学术不端行为，本项目内地合作人在结题前，

应至少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http://www.paper.edu.cn）“首发论文”栏

目上发表论文 2篇（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上发表后，允许同时在其它刊物上

发表），并认定与其它刊物发表等同。 

  

四、其他注意事项  

1．香港地区高校申请人申请本项目应按照香港研资局发布的《高等学校博

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与研究资助局研究用途补助金合作项目 2012/13 年度接

受申请通告》（http://www.ugc.edu.hk/big5/rgc/fund/srfdp_rgc_jrs.htm）

的各项要求执行。  

2．其它事项内地高校以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发布的通知、《博士点基金管

理办法》的要求为准执行；香港地区高校以香港研资局的相关要求为准执行。 

  

五、联系方式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联 系 人:刘昕民 张剑飞  

联系电话:+8610－62514684  

电子邮件：jijin@cutech.edu.cn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35 号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基金处  

邮 编:100080  

香港研究资助局：  

联 系 人：余慧宜  

联系电话：00852-28449989  

电子邮件：byu@ugc.edu.hk  

通信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 6—8号瑞安中心 7字楼 

  

附件一：2012 年博士点基金与香港研究资助局研究用途补助金合作项目内

地申报高校清单 



 

附件二：2012 年博士点基金与香港研究资助局研究用途补助金合作项目香

港地区申报高校清单 

原文链接：关于申请 2012 年度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与香港研

究资助局研究用途补助金合作项目的通知 

 

学术会议 

 

International CAE Conference 2012 - Poster Award 

The International CAE Conference held on the 22nd-23rd October in Italy will be 
running a competition for the best poster that illustrates the use of CAE technology. 

Enter for free and win a Tablet PC!  

3 posters will be awarded from each of the 2 categories;  

• Industry  
• Academic  

 
Deadline: 28th September 2012  

Find out more and submit your poster now > http://bit.ly/caeposter 

More about the conference;  

In the field of numerical analysis, the International CAE Confere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in Italy and one of the leading conferences in Europe. It features two 
congress days and some Users' Meetings of the main technologies developed by the 
most important worldwide CAE players, such as ANSYS, Flowmaster, MAGMA, 
Forge, modeFRONTIER and many others.  

The International CAE Conference will present the state-of-the-art of CAE in diverse 
industries. Significant user testimonials will prove how such technologies help 
increase the product efficiency and ROI. This annual appointment is a major, and 
efficient platform for designers, analysts, IT managers, engineers, professors, 
researchers, associations and students involved or interested in virtual simulation 
tools.  



 

An accompanying exhibition will run parallel to the Conference Program. The 
exhibition traditionally offers a networking platform, where CAE technology solution 
providers offer their knowledge, advice and expertise to the participants. A special 
section of the exhibition area will be dedicated to members of associations and 
scientific bodies, the technical press as well as to hardware vendors who provide the 
necessary know-how to implement machines and components in order to perform 
today’s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alyses.  

 

《第十届全国分析力学学术会议》通知第一轮 
尊敬的先生（女士）您好！ 

为了能够更好地消化吸收中国力学学会-2011 暨钱学深诞辰100 周年纪念

大会和即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动力学与控制学科发展论坛“2012”的会议精

神，更好地促进我国分析力学学科的发展，经研究决定，由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

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主办、商丘师范学院承办的第十届全国分析力学学术会议于

2012 年10 月6 日—8 日期间于河南商丘师范学院举行，会期3 天。这是我国分
析力学界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会议，届时将邀请我国分析力学及相关交叉学科的

部分老前辈和中青年学者共同参加此次学术会议，广泛交流我国分析力学及相关

学科的研究成果，共同探讨分析力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为分析力学及

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能够充分交流与合作的契机。 

一、会议议题：1、Birkhoff 系统动力学及应用研究；2、约束系统的几何动力学
与控制理论；3、广义哈密顿系统动力学理论及其应用；4、动力学系统的几何数
值积分方法及其应用；5、分析力学与其它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 
二、会议论文征集：参加学术会议的代表可向大会提交学术论文摘要。以便制作

会议论文摘要集。会议论文摘要截止日期为2012 年8 月31 日。具体要求详见附
件1 
三、报到时间：2012 年10 月5 日 
四、会期及安排： 2012 年10 月6 日至2012 年10 月8 日 
（具体安排：10 月6 日至10 月7 日上午开会。 10 月7 日下午到8 日全天外出
考查） 

五、报到地点：河南省商丘市华驰粤海酒店(商丘市南京路与神火大道交叉口西
南角) 
六、交通路线： 

1. 坐飞机到郑州新郑机场（学校派人接应到机场回商丘的大巴车上） 
郑州新郑机场到商丘华驰粤海酒店每天有三趟往返民航班车，具体时间是： 

新郑机场到商丘华驰粤海酒店的发车时间：上午 11:00，下午14:00 和18:30； 
商丘华驰粤海酒店到新郑机场的发车时间：上午 5:30 和9:00，下午14:00 。 
2. 坐火车到商丘站下车的同志，学校派车接送 
公交路线：从商丘火车站坐 3 路公交车到南京路与神火大道交叉口（即红色“商”
字雕塑广场）下车。 

3.坐火车到商丘南站下车的同志，学校派车接送 
公交路线：从商丘火车南站坐 3 路小公交车到华驰粤海酒店下车（可随时停车）。 



 

另外，商丘火车站和商丘火车南站到华驰粤海酒店的距离都是5 公理，乘出租车
均大约10 元车费。 
七、会后考察：1、商丘永城芒砀山汉墓群（7 日下午14:00~20:00）；2、开封
清明上河园、开封龙亭、开封宋朝铁塔、大相国寺或菊展（8 日7:30~19:00）。 
八、费 用： 

1、（统一）会务费：800 元（含考察费） 
2、住宿统一安排, 费用自理（标准间328 元/天；商务标准间358 元/天）； 
3、交通费自理：请参会代表自行订购返程的飞机票和火车票 

九、关于回执 

若参加会议，请于 2012 年8 月31 日前将回执表及会议论文摘要通过
E-mail 寄给hi_zsw0@163.com，hi_zsw@sina.com。 
在此诚挚邀请您参加第九届全国分析力学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 

十、联系人及方式： 

1）刘世兴：沈阳市崇山中路66 号，辽宁大学物理学院，邮编：110036 

电话：15940062414（手机），E-mail: ydylsx@163.com  

2）郑世旺：商丘市文化中路298 号，商丘师范学院 物理与电气信息学院，邮编：

476000  手机：15203709563，电话（办）：0370-2594511; 

E-mail: hi_zsw0@163.com , hi_zsw@sina.com 

 

为做好会议的组织接待工作(特别是为了方便接车)，请参加会议的代表务必

于8 月31 日前将回执通过电子邮件或寄（发）到上述联系人。第二轮会议通知

将在9 月15 日前发出。感谢您的合作。 

 

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第十届全国分析力学学术会议筹备组 

2012 年6 月25 日 

 
附件 1：摘要格式要求 

附件 2：回执 

 

 

Full scholarships available at European Commission funded 

workshop on physically based material modeling 

European Commission' s JRC (Joint Research Centre) is organizing a workshop on 
physics based modeling of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in 
collaboration with METU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The workshop will be 
held in Ankara on 22-23 October 2012.  



 

The Workshop will include lectures by keynote speakers: W. Curtin, F. Dunne, L. 
Malerba, J-F Molinari, A. Needleman and B. Svendsen, and presentations by 
participants (oral or posters).  

There is no registration fee for the workshop. The refreshments at the coffee breaks, 
the lunches and the work-shop dinner will be free of charge for all participants. There 
will be travel grants for participants coming from the target countries of European 
Commission's Enlargement & Integration Action.  

Interested people are asked to register using the attached registration form.  

For any questions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the JRC organizers: Tuncay 
Yalcinkaya tuncay.yalcinkaya@ec.europa.eu and K-F Nilsson 
(karl-fredrik.nilsson@jrc.nl or the METU organizers: E. Gurses 
gurses@metu.edu.tr and D. Coker coker@metu.edu.tr  

 

 

 

招生招聘 

 

常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健康科学研究院诚聘海内外英才 

（江苏省常州大学武进校区生物医学工程与健康科学研究院 董进供稿） 

一、研究院简介 

常州大学目前正处于向综合性大学高速发展时期，根据对国内外科技发展趋

势和地方产业经济发展需求的审时度势，决定在强化传统优势学科的同时，大力

发展生物医学工程学科。为此，常州大学于 2012 年 2 月成立正处级建制的生物

医学工程与健康科学研究院，并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邓林红博士担任研究

院院长。该研究院近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1）细胞与分子生物力学；2）先进生

物材料与组织工程（再生医学）；3）生物微机电系统与信息学。在此基础上逐



 

步实现建设特色鲜明和有一定国际影响的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目标，以引领常州

大学生物医学大学科的长远发展战略。 

研究院位处常州科教城中心，与数百家知名大学、大院、大所的研究机构为

邻。十二五期间，科教城将建成一流的技术研发中心、技术转移中心、人才集聚

中心、科技创业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和国际科技合作中心。生物医药也是常州

市重点发展的五大支柱产业之一，《常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

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十二五期间，“生物医药产业园重点发展生物技术新药及

试剂、先进医疗设备及医用材料、工业生物产品等，推动生物产业集群化发展，

产值年均增长 34%，到 2015 年实现销售 300 亿元，形成我国具有明显技术优势

与特色的新医药产业基地”。 目前科教城已汇聚了众多生物医药企业，并紧邻

多家现代化大型医院，为研究院的教学、科研和技术产业化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适时加盟常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健康科学研究院将是有志于生物医学工程创

新、创业者的理想选择。 

为尽快组建起一支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团队，研究院在政府和学校的大力支持

下，正积极搭建国际化、高水平的科研平台，现面向海内外招聘与上述研究方向

相关的高层次人才。 

二、招聘信息 

招聘岗位：学术领军人才（教授、副教授）；学术骨干（副教授、讲师） 

招聘专业：生物力学、生物材料及相关专业 

要求： 

1. 有博士学位； 

2. 在相关研究领域有相当研究经验和学术造诣； 



 

3. 有较强的责任感和团队精神。 

三、联系方式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dlh@cczu.edu.cn ；dongjin@cczu.edu.cn 

网址： http://ibmehs.cczu.edu.cn 

联系人：常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健康科学研究院 董进 

联系电话：0519-86330103 

 
  

Ph.D. student positions (fellowships) in Civil Engineering at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上海交通大学乔丕忠教授供稿） 

 

There are two doctoral student positions (fellowships) in Civil Engineering 
(http://www1.ccny.cuny.edu/prospective/gsoe/civil/index.cfm) at 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New York, NY.  The position provides about $20,000/year of stipend 
plus tuition waiver.  The research area will be in Advanced Structural Materials and 
Mechanics.  Any students with an MS degree and background in Solid Mechanics 
and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re welcome to apply.  If interested, please contact Prof. 
Qiao at qiao@sjtu.edu.cn(who is on behalf of a friend to recruit Ph.D. students).  July 
14, 2012. 

 
 

PhD posi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in Mechanics 

PhD positions are available at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to work on the 
following projects: hybrid materials with internally engineered architecture (negative 
stiffness), wave propagation in Cosserat and higher order continua and non-linear 
media, vibrations and self-assisted healing in structures with topological interlocking, 
and fracture propagation and localisation in materials with microstructure. The 
projects have industry applications in Civil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s 
Science, Rock Mechanics and Petroleum. Graduates with strong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degrees in Mechanical, Civi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Geomechanics and Science majored in Maths, Phys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Successful candidates will be awarded a scholarship for three 



 

years, with a tax free value of A$27,228 per annum. A top-up of A$10,000 per annum 
can be negotiated upon performance. Please contact Prof Elena Pasternak 
elena@mech.uwa.edu.au.  
 

 

ERC Starting Research Grant (IDEAS) on Multi-field and 

multi-scale computational approach to design and durability of 

photovoltaic modules 

Principal Investigator: Prof. Dr. Ing. Marco Paggi  

CALL FOR PhD STUDENTS (Jan 2013 – Dec 2015; application: deadline in summer 2012)  

Prof. Marco Paggi is opening at Politecnico di Torino 3 new positions for PhD students (PhD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supported by 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see SCUDO, 

http://dottorato.polito.it/ for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 to be announced soon).  

Brief description of research 

The PhD positions are in the field of computational strategies for the durability assessment of 

photovoltaic (PV) modules. The aim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scale and multi-field 

computational approach combined with innovative experimental methodologies to assess the 

evolution of microcracking in Silicon cells and its effect on the electric response of the PV 

module. The research will be conducted at Politecnico di Torino, in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res in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1 year Post-doc position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PhD activities can also be opened.  

Requested skills 

- Proficiency in English (at least PET certificate with “Pass with merit” required by the PhD 

school). 

- Master Degree in Civil/Mechanical/Aerospace/Energetics/Electronic/Electric engineering 

with at least 107/110 marks, or good marks in the exams and Master thesis do be discussed 

by the end of December, at latest. 

- Knowledge of fundamentals of strength of materials. 

- Willing to programming in Matlab/Fortran for finite element subroutines, or interest in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Contact 

Interested candidates are requested to contact as soon as possible Dr. Paggi by email:  



 

Dr. Ing. Marco Paggi 

Department of Structural, Geotechnical and Building Engineering 

Politecnico di Torino, Corso Duca degli Abruzzi 24, 10129 Torino 

E-mail: marco.paggi@polito.it 

Web-page: http://staff.polito.it/marco.paggi  

 
Attachment Size 

call_PhD.pdf 300.56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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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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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数值仿真与 CAE算法 
 
高炉环缝洗涤器流场和阻力特性数值模拟（作者：陈君,贾彩清,钟渝） 
 
基于有限元分析的重型装备空投系统匹配和评估（作者：王红岩,郝贵祥,洪煌杰,
李建阳,牛四波） 
 
CAE 技术在汽轮机高温强度计算中的应用（作者：王恭义,程凯,陈勇,杨建道,余
德启,吴晓明,彭泽瑛） 
 
湍流模型和网格分布对水下航行体回转水动力数值计算的影响（作者：卢锦国,
梁中刚,周轶美,吴方良） 
 
立铣加工过程中的微元铣削力建模分析（作者：李初晔,邓凌,马岩） 
 
汽车侧面碰撞 CAE对标分析（作者：彭昌坤,刘伟,杨健） 
 
上海地铁统型车轮热机耦合有限元分析（作者：赵长龙） 
 
三铰扑翼建模及数值计算（作者：张云飞,叶正寅,谢飞） 
 
特种材料蒸发器抗震性能分析（作者：孔晓宁,钱才富） 



 

 
计算机辅助工程及其理论研讨会 2011 
 
基于背景网格的成形模面等距合理性判断算法（作者：王伟华,郑国君,郭威） 
 
裂纹对石墨烯拉伸力学性能影响的数值仿真（作者：韩聪聪,贺鹏飞,郑百林） 
 
高速列车浮式地板振动响应有限元分析（作者：朱建新,郑百林,武秀根） 
 
有限元分析后处理中 Surfer与 Word的互接（作者：王慧娟,胡著秀,杨永涛,张建
海） 
 
应用技术与技巧 
 
JSTAMP/NV 在汽车管材液压成形数值模拟中的应用（作者：李彦波,刘荣丰,刘
红武） 
 
CAE软件操作小百科(9)（作者：李娟,武秀根） 
 
行业动态与访谈 
 
业绩节节攀升，技术步步提高——专访MSC大中国区总经理刘宏宇和技术总监
姜元庆（作者：） 
 
LMS Virtual.Lab 11 版新功能（作者：） 
 
中国计算力学大会’2012（CCCM 2012）第一轮通知（作者：） 
 
信息 
 
Altair 2012 HyperWorks技术大会论文征集（作者：）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我刊副主编张洪武入选大连市首批领军人才（作者：） 
 
Optimus实现与Maple/MapleSim的直接连接（作者：） 

 

部分期刊近期目录 

力学与实践 2012年 34卷 3期 

力学学报   2012年 44卷 4期 



 

应用数学和力学 2012年第 33卷 第 6期 

工程力学   2012年 29卷 7期 

 

网络精华：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发表论文 
（摘自科学网蒋继平博客） 

国内科教界目前有关学术论文的讨论很激烈。 主要对国内科教界目前盛行
以学术论文为指标的职称评定和基金申请有争论。 有些人对此很有意见， 而另
一些人认为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标准。 据我个人的观察， 反对这种做法的人主要
是在应用领域和工程领域的实干家， 这些科教人员注重的是产品的开发和应用， 
对发表论文的兴趣不大， 因此，在这种评价体制下，很吃亏。 支持这种做法的
人主要是一些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工作的科教人员，他们以发表论文来提出新的

观点和主张， 不需要作具体的试验，也不需要实质性的新产品； 还有一些支持
者是在论文写作上很有水平的大牛们，他们的一个特长就是会用英文写出高水平

的文章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我觉得这两方都有一定的道理， 不同的观点是
由于各人的处境不同造成的。 不过，一个公正的评价体制应该照顾到各方面的
利益，不能偏重于一方。 凭我个人的感觉， 目前国内的评价体制好像更有利于
基础研究和会写论文的学者。 

  
我本人长期以来一直在美国的私人企业任职， 从事的是生物领域的科研工

作，一直在科研第一线实干。我现在来简单地谈谈美国科教界在发表论文方面的

一些倾向，借此向读者们介绍一下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发表论文，希望能起到一些

参考和比较的价值。 
  
一般情况下，凡是在大学中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包括研究生和教授， 不

管是在基础理论领域，还是在应用科技或者工程领域，都必须将自己的研究成果

及时发表。 这是因为研究生一方面是为导师和学校完成一些特殊的科研任务， 
另一方面是自己完成学位的一个任务。 发表论文是衡量和满足这些任务的具体
指标。 而且， 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和培养未来的科学家， 不是为了商业利
益， 所以，几乎所有的教授们搞研究是为了社会和公众的利益。 他们的研究经
费的主要来源也是社会和公众提供的。因而，将研究成果及时公布于世是他们的

义务和责任。  
  
在政府研究机构工作的科技人员， 除了涉及到国家机密的项目外，一般也

要将研究成果及时发表公布。其中道理与学校差不多。 
  
在私人企业研究机构工作的科研人员， 几乎没有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 都



 

是在应用科技领域和工程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美国的私人企业之间的商业竞争异常激烈。 公司的科研经费都是由公司本

身负担，没有国家和大众的支持。 公司从销售产品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开发
更具竞争力的新产品。 要是科技人员拿着公司给的研究经费， 将获得的研究成
果及时地公布于世，那么其他的竞争对手就可免费获得这样的研究成果，就可用

同样的方法来获得同样的新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你是一个私人大公司的老

板，你还会投入大量的经费来搞自己的科研吗？ 
  
道理不用多讲， 大家很容易从中得出结论， 那就是在私人研究机构从事科

研的人员，一般不能及时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论文的方式发表的。 这些研究
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将研究成果写成报告交给上级， 由上级决定是否适合发表和
以什么方式发表。 

  
有的网友出于好奇心问我是否发表过一些论文。 因为我在私人研究机构从

事科研， 我很少发表论文，我只是给公司写一些研究报告。 当然，有的时候，
在得到公司的同意后，会与团队人员一起发表一些论文。因为我的研究领域是在

生物学领域，尤其是在育种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过程很漫长， 要开发一个新
品种，通常需要至少 5到 10年的时间。 当我们的一些新品种已经在市场上占领
主导地位，赢得了顾客，赢得了信誉后，我们就可以发表论文了。 这是因为，
到那个时候， 即使竞争对手获得这样的信息，他们要重复这样的程序，至少也
要 5年时间。 到 5年后，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我们可能已经开发出更好的产品
了， 而且 5年后顾客的要求也会不一样， 是不是？ 

  
但是，在开发新品种的过程中，任何新的，非常关键的设计步聚， 配方， 具

体操作过程等都不可以用来及时发表。  
  
记得我在皮托（Petoseeds, Inc） 任职期间， 和一个胡萝卜育种家一起研发

抗病新品种，合作很有成效。 后来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合并， 新成立的公司
（Seminis Seeds, Inc.） 又来了两位胡萝卜育种家， 他们知道我独自开发了胡萝
卜真菌抗病筛选的几套方法， 要求我与他们合作， 为他们进行抗性筛选育种。
结果那位皮托的育种家知道后，对我很生气，找到公司的研究主管， 要求立即
终止那两位育种家与我的抗性筛选合作。我说这些，不是炫耀我的资历， 而是
说明， 科研成果不是随便可以公布与世的。 

  
可以这么说， 私人企业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都是属于企业本身的“机密”， 

是企业之间用于竞争的秘密武器。 谁会将自己的机密用论文的方式来发表呢？  
  
鉴于此，美国的私人研究机构一般不看重研究人员的论文数量，而是注重实

际的工作成就。正因为如此，我根本不想发表论文， 一来省事， 可以更加有成
效地做科研，二来对公司也有利， 保守机密！  

  
私人研究机构有时也会“鼓励”或者“故意”发表一些论文，那是用来做商

业广告的， 借此一方面推广自己的新产品，一方面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但是，



 

那都是在新产品已经成功占领市场以后的事。 不管是微软(Microsoft)的“视窗”
（Window）, 还是苹果（Apple）的平板电脑（Ipad）, 他们都是先有新产品，
然后才对外公布一些相关的数据。其他的公司，也几乎毫无例外。   

 

 友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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