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学动态”文摘2012年第19卷第3期

 “力学动态”文摘，第19卷，第3期，2012年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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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长江学者”教授名单公示

     首批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人选公示

     关于公布2012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建议资助项目申请人名单的通告

     2012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公示

     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2012年度开放课题申请指南

    ◆ 学术会议

     第十六届华东固体力学学术会议最后一轮通知

     力学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Contact Mechanics

     The ESAFORM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terial Forming

    ◆ 招生招聘

     西北工业大学国家“千人计划”教授刘轶军招聘博士后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9-3.htm（第 1／19 页）2012-8-10 1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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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E6%A1%8C%E9%9D%A2/%232011%E5%B9%B4%E2%80%9C%E9%95%BF%E6%B1%9F%E5%AD%A6%E8%80%85%E2%80%9D%E6%95%99%E6%8E%88%E5%90%8D%E5%8D%95%E5%85%AC%E7%A4%BA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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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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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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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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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动态”文摘2012年第19卷第3期

     Open Postdoctoral Position

     A new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the mechanics of glassy/amorphous materials

     Assistant Professor Position in Computational and Theoretical Solid Mechanics

    ◆ 学术期刊

    Theoretical & Applied Mechanics Letters 2012 vol.2 No.4 

    部分期刊近期目录 

   ◆ 网络精华

    浙大校长杨卫：大学要实现学科个性化发展

   ◆ 友情链接

    Fractional Derivative & Applications Express Vol4, No1, Jul.15, 2012

  “水的文摘”文摘第3卷第1期2012年07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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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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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长江学者”教授名单公示

（摘自教育部网站）

   
根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办法》，现将经高校推荐申报，同行专家通讯评审、会议评审产生的

248名2011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人选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2年7月30日-8月5日。期间，

对公示人选若有异议，请署名书面向教育部人事司人才与专家工作处反映。以单位名义反映的，须加盖

本单位印章；以个人名义反映的，须签署本人真实姓名，并提供联系电话。

 
联 系 人：田 辉 邬平清 

联系电话：010-66097602 66096573 

传 真：010-66096573 

电子邮件：changjiang@moe.edu.cn 

联系地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邮编：1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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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1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人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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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人选公示

（摘自千人计划网） 

　

　

根据《关于做好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首批申报工作的通知》的规定，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组织实施

了首批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申报评审工作。经初审、通讯评审、面试评审，共有201名人选通过评审，

现予以公示，公示期7天。如对人选的资格条件等有异议，请于2012年8月13日之前将有关意见发至邮箱

qnbj@1000plan.org。 
 
  附件：首批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公示人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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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2012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建议资助项目申请人名单的通告

（摘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根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2012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建

议资助项目申请人名单予以公布。 
 
　　建议资助项目申请人有违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

或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在15日内（8月8日——8月22日）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提出书面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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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12年8月8日

附件：2012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建议资助项目申请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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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公示

（摘自科学网）

2012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专家审定会日前在京结束，共有100篇博士学位论文入选。目前，此次

评选活动进入公示异议期。异议期自公示之日（8月3日）起为期60天。 
        本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是继1999年首届评选后的第十四次评选，评选对象为全国所有博士

学位授予单位2009年9月至2010年8月间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学位论文，2005年9月至2009年8月间的少量

论文也参加了评选。经过学位授予单位推荐、省级学位委员会或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初选、同行专家通

讯评议三个阶段，由专家审定会最后确定入选论文名单。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异议期的设立是为了更好地保证所评选出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质

量，提高评选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气和维护科学道德。自公示之日起60日内，如

发现入选论文存在学术失范行为，或论文的主要研究成果不能成立等严重问题者，可以书面方式向教育

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提出异议。提出异议的书面材料应包括异议论文的题目、作者姓名、学位授

予单位名称、异议内容，支持异议的具体证据或科学依据，以及提起异议者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

系地址、联系电话等（如需保密，请注明）。有关材料请直接寄送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地

址：北京市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邮政编码：100816）。 
        异议期结束后，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由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附件：2012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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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2年度开放课题申请指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存法教授供稿）

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面向国家航空航天等战略需求，以先进飞行

器为主要载体，针对结构动力学与控制、轻质结构强度和结构智能化等问题，以力学与控制、信息和材料

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为特色，以发展机械结构强度和振动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以及提升我国先进飞行

器和复杂机械系统的研究水平为目标， 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和技术领域的研究。根据“开放、联合、流

动、竞争”的运行机制，欢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申请本实验室2012年度开放课题项目，参与本实验室的科

学研究工作。 
 
一、项目类型 
        2012年度设置校外开放课题项目5项，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项目起始时间均为2012年11
月1日，研究期限为2年。 
二、申请指南 
1. 课题研究内容应紧密围绕重点实验室5个主要研究方向，即： 
        1）结构动力学与控制； 
        2）机械结构强度； 
        3）振动利用与精密驱动； 
        4）微纳系统力学； 
        5）智能材料与结构。 
2. 侧重引领学科前沿的基础性研究，支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原始创新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

等。 
3. 鼓励力学、材料、信息技术等学科交叉的选题。 
4. 重点支持有利于培养和提高青年教师科研能力的选题。 
5. 已承担实验室课题未结题者，不得再次申报新的课题。已获得资助的各级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三、申请程序 
        请申请人首先阅读附件一和二，以了解实验室基本情况和开放课题管理办法，然后填写附件三，即开

放课题项目申请书(附件一、二、三可登录http://skl.nuaa.edu.cn 下载)，于9月15日前将其电子版发送至 

skl@nuaa.edu.cn ，同时将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的纸质文件，一式四份寄至如下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御道街29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320信箱 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邮编：210016  
联系人：严刚 
电话：025－84896316，13951965703 
传真：025－8489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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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yangang@nuaa.edu.cn 
 
实验室将组织专家评审，并于2012年10月15日前通知申请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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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华东固体力学学术会议 
    最后一轮通知

 
（2012年9月7-9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为交流固体力学学科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加强华东地区及全国力学工作者的联系与合作，第十六届华东

固体力学学术会议将于2012年9月7日-9日在南京举行。本次会议由华东固体力学联络委员会和江苏省力

学学会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上海力

学学会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协办。自第一轮会议通知发出后，得到了华东各省力学同仁的积极响应，预

计将有近百位代表确定参会。会议目前仍接受摘要（300-500字）投寄。 
        请尚未投稿的作者，在2012年9月1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将摘要发送给会议联系人，以便收入摘要集。

优秀论文将被推荐到《力学季刊》和《中国科学》G辑（中文版）等刊物上发表。
 
会议初步日程
 
会议从9月7日下午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御苑宾馆开始报到注册，会议不安排接站。之前到达的代表可先

行到御苑宾馆登记住宿。会议初步日程如下：

                     
2012年9月7日 11:00-20:00 报报到注册（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明          明故宫校区御苑宾馆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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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8日 开开幕式，大会报告，分组报告，晚宴

2012年9月9日 上大会报告，分组报告，闭幕式，参观
 
请各位代表准备好报告PPT文件，会场将提供多媒体设备。会议具体日程和会场安排将在会前发给大家。 
 
住宿（报到）地点：御道街30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御苑宾馆一楼大厅
 
        参会代表的住宿由会议统一安排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御苑宾馆，住宿费由参会代表自理。具体房型

价格如下： 
        标准间（或单人间） 268 元/天/间 
所有房间价格中均含双早餐和网费。 
宾馆联系方式：025-84893434；84893315 
 
交通信息：
 
1.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A线：机场出发层入口，乘机场－瑞金路民航大廈的机场BUS至终点（票价25元，行程约40分钟）。 
        B线：机场地面层出口，直接乘出租车至南航西大门（票价约125元，行程约40分钟）。 
2.南京站： 
        A线：出口后，直接在地下车库乘出租车至南航西大门（票价约18元，行程约15分钟）。 
        B线：出口后，上地面层，东50米，乘17路（始发站）到御道街站下（票价2元，行程约15-20分

钟）。 
3.南京南站: 
        乘地铁1号南延线（迈皋桥方向）到新街口站下车，换乘地铁2号线到明故宫站，步行至御苑宾馆。 
 
会议注册费
 
    2012年9月1日前汇款： 
        正式代表：900元 
        学生代表及陪同人员：800元 
    2012年9月1日后汇款及现场注册： 
        正式代表：1000元 
        学生代表及陪同人员：850元 
    注：注册费包含中、晚餐，茶点，资料和礼品等费用。 
 
        注册费汇款可采用以下任一方式： 
            (1)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御道街支行 
                收款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帐 号：32000663901014900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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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款用途必须标注：HDMC-XXX (XXX为注册人姓名) 
 
            (2) 邮局汇款 
                收款人： 宋豪鹏 
                地 址：南京市御道街29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邮政编码：210016 
                汇款单必须标注：HDMC-XXX (XXX为注册人姓名) 
                请在通知回执中注明所需注册费发票的抬头（单位或个人），如无特别要求，发票将在会议报

到时提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宋豪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市白下区御道街29号，邮编：210016 
         Email: shp305@163.com; hpsong@nuaa.edu.cn 

         Tel: 025-84896612； 1520514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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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2012年9月22-23日，北京大学） 
第一轮通知

　

近年来力学与物理、数学、材料、生命、能源、化学、信息等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在两弹一星、载人航

天、高速铁路、航空母舰、抗震减灾、油气开采等领域有广泛应用，与国防科技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2012年9月22日-23日，北京大学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工学院力学与空天技术系将举

办“力学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本次会议是一个面向全国各高校博士研究生的专题会议。重点交流力学

各分支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及成果，包括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等学科领域。 
        会议将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会议内容涉及固体力学、弹塑性力学在新材料、新结构

体系中的发展与应用；实验固体力学方法的发展动态，实验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手段；计算固体力学的最

新研究进展，先进的数值计算方法和发展趋势，以及多尺度计算的研究动态；湍流基础理论与应用；计

算流体力学方法及其应用；生物流体力学；复杂力学系统控制、多智能体协同动力学与控制、非线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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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与鲁棒控制；近空间飞行器动力学与控制、航天器动力学分析与控制、散体介质冲击动力学关联系

统。 
        组织方式： 
        1．会议容量：200人左右 
        2. 会议面向对象：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等学科领域提交会议论文的博士生  
        3．报名方式：以“在读院校-作者姓名-专业-论文名称”为标题+一份作者自我介绍（可选），将电子

版文档发送至邮箱zhaoni@coe.pku.edu.cn。 

        4．报名截止日期：2012年8月30日 
        5．筛选方式：经过力学学科各领域专家双向匿名评选，最终选取了优秀文章汇编成集，并在论坛专

场中进行报告。 
        6．录取通知：2012年9月10日前经专家组评审后，组委会将于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入选者发出正式录

用通知。 
        7．收费方式和食宿：无注册费，免费提供食宿，交通费自理。北京市区院校及单位人员不提供住

宿。 
        8．联系人：赵妮  
        E-mail：zhaoni@coe.pku.edu.cn；电话：010-62753257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工学院力学楼4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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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Contact Mechanics 
　

Dear Colleague, 
        It is our pleasure to invite you to participate in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Contact Mechanics (ICCCM 2013), to be held in Lecce, Italy, on July 10-12, 2013. 
        ICCCM 2013 is one of the Thematic Conference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of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Applied Sciences - ECCOMAS (http://www.eccomas.org). The aim of the Conference is to provide an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all who are concerned with modern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contact mechanics. The participa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iscuss recent advances and identify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field. Sessions related to specific topics will be introduced by a keynote lecture. 
        The Conference will take place in the beautiful baroque city of Lecce, the "Florence of the South". The 
venue will be the Castel of Charles V,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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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spective speakers are invited to submit contributions, in the form of two-page abstracts, on any of the 
Conference topics. Directions for submission and registration, as well as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event, can all 
be found on the Conference webpage, http://icccm2013.unisalento.it.  
Important dates 
        Deadline for abstract submission: 01 March, 2013 
        Acceptance of contributions for oral presentation: 15 March, 2013 
        Deadline for early payment: 15 April, 2013 
        We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in Lecce on the occasion of this event. 
        Best regards, 
        The Organizers of ICCCM 2013 
        Giorgio Zavarise, Chairman (University of Salento, Italy) 
        Peter Wriggers, Co-Chairman (Leibniz University of Hannover, Germany) 
        Laura De Lorenzis, Secretary (University of Salento,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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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SAFORM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terial Forming
　

　

Dear Colleagues 
        Following the last successful events in the past years, the next ESAFORM Conference on Material Forming 
(ESAFORM 2013) will represent the 16th edition of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well-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meetings on the material forming field. The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Aveiro, 
Portugal, from 22 to 24 of April, 2013. 
        Promoted by ESAFORM -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Association for Material Forming, the conference will 
cover a multitude of disciplines related to material forming processes and materials, including metals, polymers, 
ceramics, composites and biomaterials. Topics related to forming processes, either conventional or innovative, 
are of relevant interest, and studies comprising theoretical analyses, experimental testing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are very welcomed.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event is already available at:http://esaform2013.com/ and you are invited to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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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ok at it, as new information is constantly being provided. Please keep in your calendar the first deadline 
(October 1st) for the submission of a one-page abstract. Please do not hesitate in contact us in case you need any 
information, and we hope to meet you in Aveiro next year.
 
Best regards, 
Ricardo Alves de Sousa, Robertt Valente (Conference Chairmen) 
email: info@esaform2013.com  

GRIDS Research Group 
Center for Mechanical Technology and Automation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Aveiro, Portu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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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国家“千人计划”教授刘轶军招聘博士后

（西北工业大学校金友供稿）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刘轶军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力学博士后流动站）面向海内外诚聘博士后。研究方向: 
计算力学数值方法研究及其工程应用，包括但不限于：快速边界元法、高性能有限元法或无网格方法的

理论与工程应用，大规模并行计算分析方法与编程等。 
        申请人应具有：（1）理工科背景（数学，物理，力学），很强的理论推导能力；（2）研究计算方

法的兴趣和独立钻研的能力；（3）能熟练使用至少一种计算机语言（如C/C++、Fortran、Java等）；

（4）较强的英文阅读与写作能力，应有英文论文发表记录。 
        提供以下应聘材料（用一个pdf 文件）：（1）大学本科以来的学习工作简历，主要研究简介；学位

证书扫描或复印件；（2）论文及其它著作目录，应聘博士后需另外提供代表性论文；（3）个人研究兴

趣及未来工作设想（500字以内）。  
        其它事项: 1）按照西北工业大学规定提供相关工资和福利待遇；（2）感兴趣者请将应聘材料发至以

下邮箱： xiaojy@nwpu.edu.cn（校金友收）；（3）本招聘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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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Postdoctoral Position
　

The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group (http://www.nd.edu/~ame/people/paoluccisamuel, http://www.nd.edu/
~ame/people/matouskarel ) at the Aerospace &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s seeking a highly qualified candidate for the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position i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develop and implement multiscale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for the 
modeling of chemo-thermo-mechanical response of solid/fluid mixtures. 
        Qualifications: 
        • Ph.D. in Mechanics, Engineering Scienc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pplied Mathematics, Physics, or 
related engineering/science discipline. 
        • Knowledgeable in computational nonlinear mechanics, numerical methods, and continuum mechanics. 
        • Knowledge of Fortran 90, C/C++, and UNIX operating system is required. 
        • Experience in parallel programming (strongly preferred). 
        Closing Date: 
        Review of applications will begin immediately and continue until the position is filled. 
        Contact: 
        Interested applicants should send a CV with a cover letter, names of at least three references, and a summary 
of recent work. All applications should be submitted electronically (paperless process) as a single PDF document 
to: 
        Dr. Samuel Paolucci 
        Professor\\ 
        E-mail: paolucci@nd.edu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s an Affirmative Action, Equal Opportunity Employer. 
        Women and minorities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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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the mechanics of glassy/amorphous materials
　

A new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the mechanics of glassy/amorphous materials is available at the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The project will focus on strongly non-linear phenomena such as cavitation, shear-banding 
and fracture, with applications to Bulk Metallic Glasses, and will involve advanced theoretical and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Highly motivated candidates, with a strong background in theoretical mechanics and/or physics, and 
experience with analytical and computational modeling,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To apply, please send CV, publications list and a 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rests to Dr. Eran Bouchbinder, 
eran.bouchbinder@weizmann.a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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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ant Professor Position in Computational and Theoretical Solid Mechanics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Industri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has 
an opening at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level for an outstanding individual with demonstrated expertise and 
research potential in Advanced Computational/Theoretical Solid Mechanics, and is seeking an exceptional person 
who will be expected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leader in this field. This is an academic year, tenure-track 
position, beginning January 2013. Outstanding candidates may be considered for the Carroll D. Billmyer 
Professorship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terested applicants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 department by visiting 
the department’s web site (http://mcise.uri.edu).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join an already strong solid mechanics program, and will be expected to 
establish a nationally recognized research program by applying various cutting edge computational modeling 
schemes in one or more areas such as: micro, nano and atomistic simulations; multi-scale modeling; materials 
under extreme environments including high temporal and spatial resolutions; biomechanics. The candidate will 
also be expected to teach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level course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 required qualifications are: (1) a PhD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r closely-related field, and (2) a 
demonstrated proven track record of scholarly activity in Computational/Theoretical Solid Mechanics including 
journal publications and technical presentations. 
        Visit the URI jobs website at (https://jobs.uri.edu) to apply and view complete details for job pos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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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845). 
        A review of applications will begin October 15, 2012, and will continue until position is filled. Only online 
applications will be accepted, and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three PDF attachments: (1) a cover letter, (2) a 
current curriculum vitae, and (3) “Other Document”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detailed research 
plans, a statement of teaching interests and experiences, the name, address, telephone number and email address 
of a at least three references. 
        The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is an AA/EEOD employer and values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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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 Applied Mechanics Letters

（2012 vol.2 No.4）

　

Elastic metamaterials with local resonances: an overview

Xiaoming Zhou, Xiaoning Liu, Gengkai Hu

 

Large-scale edge waves generated by a moving atmospheric pressure

Chao An, Philip L-F. Liu, Seung Nam S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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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Modeling and control of mechanical/biomechanical systems

Jan Awrejcewicz, Pawel Olejnik

 

Internal motion of the complex oscillators near main resonance

Jan Awrejcewicz, Roman Starosta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construction of kinetic models for reactions of 
metal complex catalysis

Jan Awrejcewicz, Yuliya B. Lind, Irek M. Gubaidullin, K. F. Koledina

 

Stability case study of the ACROBOTER underactuated service robot

László L. Kovács, László Bencsik

 

Command functions of open loop galvanometer scanners with optimized duty cycles

V. F. Duma

 

Stability analysis of the extended state observers by Popov criterion

Christiav Erazo, Fabiola Angulo, Gerard Olivar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using the piezoelectric and electromagnetic vibration 
absorbers in m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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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in Hoffmann, Krzysztof Marchelek, Miroslaw Pajor, Arkadiusz Parus

 

Adaptive control of anti-aircraft missile launcher mounted on a mobile base

Izabela Krzysztofik, Zbigniew Koruba

 

Energy harvesting by two magnetopiezoelastic oscillators with mistuning

Grzegorz Litak, Michael I. Friswel, Cedrick A. Kitio Kwuimy, Sondipon Adhikari, 
Marek Borowiec

 

Optimal control of quadratic functionals for affine nonlinear systems

M. Popescu, A. Dumitrache

 

Parametric vibrations in offset printing units

Yuriy Pyryev, Juliusz Krzyzkowskib

 

Middle ear reconstruction estimated by recurrence plot technique

Rafal Rusinek, Jerzy Warminski, Marek Zadrozniak, Marcin Szymanski

 

Pseudoelastic effect in autoparametric non-ideal vibrating system with SMA spring

Danuta Sado, Marek Pietrzakowski, Krzysztof Gaj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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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s of vehicles with high gravity centre

Szymon Tengler, Andrzei Harlec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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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校长杨卫：大学要实现学科个性化发展
（摘自科学网）

　

 一项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高校国际科技论文占全国总数的82.92%，国际合作论文占79.10%，科技论文

占比65.37%，发明专利占比23.86%。 

   很显然，在各项科技政策的演变推动下，中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能力正在持续加强。但在浙江大学校长

杨卫看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中国大学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挑战，大学

要实现从数量到质量的提升、实现学科个性化发展。不久前，他在美国世界银行发表的一次专题演讲

中，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 

   拨款方式：从垄断到竞争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所谓科技政策指的是一个国家为强化其科技潜力，以达成其综合开发之

目标和提高其国家地位而建立的组织、制度及执行方向。科技政策的本质是一种制度设计，对科技活动

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据杨卫介绍，目前在我国，与大学直接相关的科技政策与计划主要有四个领域：一是学科领域，包括国

家重点学科、“211工程”、“985工程”；二是项目领域，包括重大科技专项、科技支撑项目、行业重大

专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三是基地领域，包括国家、部门重点基地和各类知识转移平台；四是人才

领域，包括“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计划、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 

   “在科技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科技投入迅速增长。科研经费也已成为中国高校经费的首要来源。”杨

卫说，而在科技政策的主导下，中国科技拨款方式也已经从垄断性向竞争性转变。“近年来，政府不断

减少来自行业部门的指令性科研计划项目，增加以竞争和评估为基础的竞争性科研经费拨款。目前，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已成为大学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和资助高水平人才的重要推动力。” 

   拨款方式的转变，使得大学参与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大学承接国家重大项目的能力显著

提升。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国内大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10819项，经费370979万

元，占面上项目总经费的81.99%；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304项，经费67568万元，占重点项目

总经费的70.05%。 

   成绩与问题并存 

   美国著名教育家范内瓦‧布什在其一篇报告中曾指出，大多数企业和政府研究部门都着重现有科学在实

际问题中的应用，只有学院、大学、研究所将其大部分研究力量放在扩展知识的前沿和基础研究上。因

此，要加强政府对科学研究的宏观管理，重视基础研究，要关注大学的科学研究，发挥大学在科技人才

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无疑，大学在国家科研全局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杨卫说，如今中国大学已经成为了国家技术创新体

系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110个，占全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51.9%；大学承担

了50%以上国家“973”计划项目和重大科学研究项目；大学全面参与国家16个重大专项的研究任务；大

学的国家创新研究群体占全国总数的55%。 

   “近年来，高校的条件设施不断改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学术声誉不断提升。这是很多人都能够看到

的，但其中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杨卫说，这些问题包括基础研究比重相对偏少、原创

性成果偏少，学术评价制度不利于出学术大师和重大创新成果，来自政府的常规性拨款偏少，以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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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日益重视科研的同时对教学有所忽视等。 

    高校需要“和而不同” 

   在讲演中，针对上述问题，杨卫也指出了一些解决之道。 

   首先，相关部门对高校办学绩效的评判要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更加关注反映内涵的人均指标。“看人

均指标的同时，总量也要达到一定的临界质量。要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绩效内涵目标，通过逐步演

进的配套政策加以激励和引导。”杨卫说。 

   其次，制定学科间差异化体系，实现从“一刀切”到“和而不同”的转变。杨卫表示，要制定各学科的

内涵发展路线图，体现不同学科的差异化特征。另外，还要逐步建立符合国内外宏观环境的薪酬按学科

配平的机制，从而更好地激励各学科教师努力工作、提高水平。 

   第三，大学要面向国家战略主题和区域重大需求，着力建设若干个重大学科交叉平台，设立一批跨学科

岗位，推动跨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推动学科交叉，关键在于政策的正确引导和制度的科学安排。要探

讨建立交叉研究绩效机制。 

   最后，实现从校内到校外的协同创新。2011年，我国推出协同创新计划，目的是促进高校对国家发展和

企业的贡献，教育、产业、政府三者协同合作。对此，杨卫表示，相关部门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

政策项目引导，鼓励大学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通过各种途径，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

促进资源共享，达到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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