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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初审结果公布
 

（摘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2013年度项目申请集中接收期间，共接收依托单位提交的各类项目申请

157986项。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2013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申报等有关事项的通告》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等

有关规定，我委对项目申请进行了初审。 

    经初审，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受理项目申请153543项，不予受理项目申请4443项。初审结果通知将发函至

各依托单位，同时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不予受理项目的申请人。依托单位可登陆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

（简称ISIS系统）查询本单位项目申请受理情况。申请人如对不予受理决定有疑问，可向相关科学部咨

询；如对不予受理决定有异议，可在2013年5月20日前向相关科学部提出复审申请。有关复审申请程序和

要求见我委网站（www.nsfc.gov.cn）中的“特别关注”栏目。 

    附件：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不予受理项目复审申请与审查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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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计划2014年项目网评结束 223个项目进入复评
　

（摘自科技部网站）
　

    截至3月25日，973计划网上申报733项，其中青年科学家专题项目205项。根据《973计划管理办法》、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承担人员管理的暂行办法》以及项目申报要求的有关规定，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

心对申报项目进行形式审查，共36个项目形式审查不合格，不予受理，已通过申报系统反馈。 

    目前，网上初评工作已经结束。根据专家综合打分结果排序，共遴选出223个项目进入复评，其中青年

科学家专题47个项目。复评将于5月8-15日期间以网络视频方式进行，申报项目在本地进行答辩，答辩地

点由地方科技厅（委、局）安排。初评结果、未通过初评项目的专家评审意见以及复评安排（各项目具

体答辩时间、答辩要求等）将通过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反馈和通知申报单位。请申报单位通过申

报账号和密码登录网站进行查询，按要求组织相关工作。 

    今年973计划评审工作预计将于6月中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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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团队研制出仿生复眼照相机

-骨干成员浙江大学副教授吕朝锋

(摘自新华网)

　

　

    节肢动物的复眼一直是科学家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中国研究人员参与的一个国际科研团队5月1日在英国

《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开发出模拟复眼特性的人造同位复眼照相机，这种相机可实现视角和景深

极大化，且不会产生轴外像差。 

    论文作者之一、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黄永刚告诉新华社记者，复眼有非常大的视角和景深，对运动物体

的感应也十分灵敏。他们受此启发研制出的人造同位复眼照相机由一组弹性微型透镜阵列和一组可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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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硅基光电感应阵列组成，分别布置在弹性薄膜基底的两侧，其中每个微型透镜和光感元件构成一

个“小眼”。 

    黄永刚说，这两个阵列都在平面上制造并组装起来，然后经由弹性变形转换成近乎完整的半球形状

（160度），上面集成了180个小眼，与火蚁和树皮甲虫复眼中的小眼数相近。这一特性使新相机实现了视

角和景深的极大化。 

    据介绍，可拉伸电子器件对于人造同位复眼的研制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传统的脆性电子器件不能承

受变形，无法像昆虫的复眼那样把光电感应阵列分布在一个半球形的表面上。 

    参与研究的浙江大学副教授吕朝锋介绍说，这一相机名称中的所谓“同位”，指弹性薄膜基底在液压

调控下变形成任意曲率的球面时，微型透镜和光感元件都能保持高度对应性，从而确保复眼照相机不会

发生轴外像差，即由于折射球面存在球面像差和像面弯曲，衍生出实际像与理想像的偏差。 

    吕朝锋指出，人造同位复眼照相机在微型广角无限景深监视设备、内视镜等监视技术领域具有广泛应

用前景，其柔性结构设计也可为其他仿生照相机技术提供新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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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大师风采，弘扬创新精神
　

　

    时间：2013年5月18日（周六）9:00～15:30 

    地点：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活动内容： 

        （1）科普讲座，观看纪录片；  

        （2）动手操作； 

        （3）专题展览；  

        （4）园区、实验室参观活动。 
 
    （1）力学科普讲座，观看纪录片 

        时间：9:00～10:00 

        地点：1号楼2层半小礼堂 

        报告人：段祝平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时间：10:00～15:30 

        地点：1号楼2层半小礼堂 

        纪录片：2012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纪录片（郑哲敏、王小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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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动手操作 

        时间：9:00～15:30 

        地点：篮球场 

        主要内容：①无处藏身；②单向自锁；③前仰后翻；④巧扎气球；⑤乒乓球投篮。 
 
    （3）专题展览 

        时间：9:00～15:30 

        地点：篮球场 

        展览内容：郑哲敏院士科学成就；力学学科介绍；力学史；力学家；力学与现代工程；身边的力学；

力学与艺术。 
 
    （4）园区、实验室参观 

        时间：9:00～15:30 

        地点：力学所院内 

        参观地点：钱学森、郭永怀办公室；钱学森、郭永怀塑像；力学所展室；重点实验室、爆炸洞等。 
 
    欢迎广大公众参观访问。 

    联系人：刘俊丽、郭亮 

    电话：010-62554107；010-82543902；010-82543907； 

    传真：010-62559588  

    电子邮件：liujunli@cstam.org.cn

         guoliang@cstam.org.cn

    联系地址：北京市北四环西路15号，中国力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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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力学学会更改邮箱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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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
 
因雅虎邮箱出现状况，原江苏省力学学会雅虎邮箱将停止使用，现启用新的邮箱：jslxxh@163.com，请及

时更新。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江苏省力学学会 

2013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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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学学会学术大会'2013 专题研讨会征稿通知

MS63 "智能可变形飞行器关键技术研讨会"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韩芳供稿） 
　

　

中国力学学会学术大会’2013将于2013年8月19－21日在陕西西安（西安交通大学承办）举行，经中国力

学学会常务理事会批准，届时将召开由“中国航空学会空气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宇航学会空气动力

与飞行力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力学学会流固耦合专业委员会”共同牵头举办的 “智能可变形飞行器关键

技术研讨会”。 
 
一、征稿主题： 
        本专题研讨会将围绕智能可变形飞行器相关的关键技术研究课题开展研讨，包括： 
        1、 可变形飞行器总体概念和设计优化方法； 
        2、 可变形气动布局概念设计和优化技术； 
        3、 可变形飞行器变形过程中的气动特性预测方法和非定常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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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变形飞行器变形过程中的飞行力学特性； 
        5、 智能变形材料和结构设计与力学特性； 
        6、 可变形飞行器变形蒙皮设计与力学特性； 
        7、 基于智能材料的高效驱动装置设计； 
        8、 智能可变形飞行器变形控制方法； 
        9、 智能可变形飞行器变形过程中飞行控制技术； 
        现郑重邀请您向本专题研讨会投稿并作学术报告，具体要求见中国力学学会学术大会’2013征稿通

知：http://cctam2013.cstamconferences.org
 
二、会议征稿： 
         拟向本专题研讨会投稿的作者请于2013年4月30日之前提交一份论文的摘要，内容包括：（1）论文

标题；（2）作者简介及通讯地址；（3）摘要正文。摘要内容应控制在1页A4纸以内。摘要将由大会学术

委员会审稿。 
•     投稿者可选择相应的专题研讨会进行投稿，专题研讨会目录请参见网页：http://cctam2013.

cstamconferences.org 

•     论文采用在线提交的办法，提交网址为：http://cctam2013.cstamconferences.org 

•     提交的详细摘要及论文全文必须严格参照大会稿件排版格式要求。 
 
三、重要截至日期： 
        1、详细摘要投稿截至日期：2013年4月30日； 
        2、全文投稿截至日期：2009年6月15日。 
 
四、联系方式： 
        韩芳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地 址：北京7201信箱3分箱 邮 编：100074 
        电 话：010-88592611  
        E-mail：hf269@sina.com（请注明：“智能可变形飞行器关键技术研讨会”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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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工程及其理论研讨会2013(CAETS 2013) 会议通知

  
（《计算机辅助工程》杂志社于杰供稿）

　

为推动在工程应用背景下我国自主CAE软件产业的发展，探讨与交流CAE软件产业应用的基础性、共性

实践技术及产品集成化共性软件技术，中国力学学会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计算机辅助工程》杂志社

定于2013年7月举办计算机辅助工程应用与理论研讨会2013(CAETS 2013)。 
        会议网址：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news.aspx?id=20130425035348001

征文通知网址：http://www.chinacae.cn/ch/reader/view_news.aspx?id=20130109025515001
 
一、主办单位 
        中国力学学会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 
        《计算机辅助工程》杂志社 
二、承办单位 
        江苏如东县人民政府 
三、会议时间、费用、预计参会人数 
        报到时间：2013年7月5日会议 
        会议时间：2013年7月6日全天，7月7日上午离会 
        离会时间：2013年7月7日下午 
四、会议地点 
        江苏如东中天黄海大酒店 
        地址：江苏省如东县掘港镇日晖西路8号 
五、收费 
        会务费：1000元/人，学生为600元/人，含会议费、资料费，不含住宿费和交通费。 
        住宿费：如东中天黄海大酒店，（标间）240元/间•天，单人间258元/间•天 
        参会代表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会议无补助。 
六、大会初步议程 
        7月5日：全天报道；晚上召开《计算机辅助工程》编委会。 
        7月6日：上午开幕式、致欢迎辞、优秀论文颁奖、大会特邀报告（3个，约1.5小时）；下午分组报

告，16:30会后茶歇；晚上如东县政府招待晚宴。 
        7月7日：上午参观如东洋口港，下午离会。 
七、联系人 
        于杰 手机：13671699734 QQ：274226135 电话：021-38284908 
        E-mail: smucae@163.com 

        陈锋杰 手机：13482863149 
八、接送与交通路线 
        1. 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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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务组将安排车辆负责上海虹桥机场与江苏如东的接送。只在上海虹桥机场安排接站，上海虹桥火

车站离虹桥机场只有一站地铁的路程，抵达虹桥火车站的参会代表请乘坐地铁或者步行至虹桥机场，以

便接站。 
        2. 飞机或火车 
        建议乘坐飞机抵达虹桥机场，或乘坐火车抵达上海虹桥火车站。 
        3. 汽车 
        参会代表可乘坐长途汽车至如东汽车总站。如东汽车总站距中天黄海大酒店600米，参会代表可步行

抵达酒店。

　

中国力学学会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

《计算机辅助工程》杂志社

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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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报名通知
　

（国防科技大学罗亚中供稿）

　

为长期搭建一个空间轨道设计的研究交流平台，促进交流与相互学习，共同推进我国空间轨道设计的研

究与应用，并向工程实践提供参考建议。由中国力学学会、国防科技大学航天科学与工程学院、航天飞

行动力学技术重点实验室共同主办2013年第5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 
        国防科技大学航天科学与工程学院航天系统分析与仿真中心为本届竞赛的出题单位，不参加本届竞

赛，其他各单位与团体均可参加。 
本次竞赛活动的日程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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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5月1日：各参赛队伍开始报名 
        2013年6月1日：公布竞赛题目 
        2013年8月1日：各参赛队提交竞赛结果 
        2013年9月：公布各参赛队设计结果 
        2013年10-11月：竞赛颁奖大会暨专题研讨会（地点初定于长沙） 
 
        参赛队伍报名时请注明：单位、联系人、联系方式（电子邮箱、电话）、参赛队员等。 
        报名及其它事宜请联系： 
                罗亚中：luoyz@nudt.edu.cn，13875845577，0731-84576316 

                沈红新：shxnudt@163.com 

                李羿霏：lyf_bacc@163.com, 18600222770
 
 

中国力学学会 
国防科技大学航天科学与工程学院 

航天飞行动力学技术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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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toral Researcher – Numerical modelling in nanomechanics

　

Applications are invited for a 24-month postdoctoral position at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Tor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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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y, in the area of theory and numerical modelling in the nanomechanics of bio-inspired hierarchical materials. 

The position is part of an ERC IDEAS Starting Grant funded programme, with the aim of designing synthetic 

(composite) materials with exceptional mechanical properties. The post holder will develop multiscale simulation 

codes for such problems as the optimization of strength and toughness, self-healing or super-/anti-adhesion in 

hierarchical composite nanomaterials, analyze examples of biological/bioinspired materials, perform parametric 

studie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optimal characteristics and hierarchies for maximization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We are looking for applicants with strong experience in numerical modelling, who a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a 

multidisciplinary team at the engineering – physical sciences – biological sciences interface. Ideally, applicants 

should have experience in scientific programming,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and/or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using commercial software packages (e.g. Comsol, Ansys). Applicants with a PhD in physics, 

engineering or a related field with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the ability to work independently as well as 

part of a team should apply. Potential applicants are welcome to contact Federico Bosia (Email: fbosia@to.infn.

it)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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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post-doctoral positions in the field of modeling, simulation, assess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multi-functional materials 

　

　

  The Czech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Prague - University Center for Energy Efficient Buildings offers nine post-
doctoral positions in the field of modeling, simulation, assess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multi-functional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Start date: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21 June 2013, until all positions are filled 
        Contract duration: until 30 June 2015 (with a critical evaluation after the firs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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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esent project integrates nine different topics, each of which will be supervised by a mentor from the 
Faculty of Civil Engineering of the Czech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Prague. The particular topics include 
        1. Drying and desalination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using hydrophilic mineral wool 
        Mentor: Robert •erný (e-mail: cernyr@fsv.cvut.cz) 

        2. Low-energy building materials 
        Mentor: Robert •erný (e-mail: cernyr@fsv.cvut.cz) 

        3. Modeling of coupled cracking, creep and hygrothermal effects in construction materials 
        Mentor: Milan Jirásek (e-mail: Milan.Jirasek@fsv.cvut.cz) 

        4. Ultra high performance fiber-reinforced concrete in different loading conditions 
        Mentor: Petr Konvalinka (e-mail: petr.konvalinka@fsv.cvut.cz) 

        5. Wood-based materials 
        Mentor: Petr Kuklík (e-mail: kuklik@fsv.cvut.cz) 

        6. Numerical and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concrete performance in irradiated environment 
        Mentor: Petr Štemberk (e-mail: stemberk@fsv.cvut.cz) 

        7. Durability of reinforced cementitious materials 
        Mentor: Vít Šmilauer (e-mail: smilauer@cml.fsv.cvut.cz) 

        8. Micromechanical modeling of thermal and acoustic insulation materials 
        Mentor: Jan Zeman (e-mail: zemanj@cml.fsv.cvut.cz) 

        9. Development of FFT-based solvers for homogenization of periodic media 
        Mentor: Jan Zeman (e-mail: zemanj@cml.fsv.cvut.cz)
 
        Interested candidates are invited to send their applications directly to the relevant mentor, using the e-mail 
address provided above, no later than 31 May 2013. 
        Additional details are available at http://mech.fsv.cvut.cz/wiki/index.php/Department_of_Mechanics:

_Vacancies:_UCEEB_Postdocs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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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D posi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in the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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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is a PhD opening in the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Engineering Mechan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to work with Professor Katerina E. Aifantis. The research topic is not defined yet, but will be in the area of 
continuum mechanics at the nanoscale. A bachelor in engineering is required and a master's would be preferred. 
The start date will be in mid August but the position needs to be filled as soon as possible. Those interested can 
contact katerinaaifanti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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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 机 辅 助 工 程

(2013年 2 期)

　

工程数值仿真与CAE算法

碳纤维层合板冲击吸能有限元模拟

（作者：朱亦钢,王晋,张子龙）

 

废气再循环对某SI缸内直喷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作者：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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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内直喷发动机油气分离器模拟分析及试验验证

（作者：胡景彦,苏圣,吴丰凯,洪进）

 

集中质量-弹簧碰撞模型在汽车被动安全预研阶段的应用

（作者：赵凯绅,施欲亮,张秀琴,吴沈荣）

 

高速动车组转向架防冰雪导流罩的空气动力学性能分析

（作者：李俊民,单永林,林鹏）

 

转向架齿轮箱吊杆的优化设计

（作者：曾晶晶,卜继玲,刘建勋）

 

航空发动机真实机匣的包容性数值仿真 

（作者：陈思佳,章定国,段玥晨,廖连芳）

 

齿轮齿根应力和轮齿变形的三维整轮仿真 

（作者：杨生华,李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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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窗机悬挂轨道三维结构有限元分析 

（作者：张军红,杨欣,崔瑾）

 

二种夹套结构聚酯终缩聚釜有限元分析比较 

（作者：龙臻,钱才富）

 

基于ANSYS的静力问题结构可靠性分析方法 

（作者：陈惠亮,张明,朱焜,于浩,薛国宏）

 

填充对钢管脐带缆截面力学性能影响分析 

（作者：杨志勋,王刚,阎军,卢青针）

 

不同运动状态下国产人工膝关节接触压力分布有限元分析 

（作者：张绪树,郭媛,安美文,陈维毅）

 

夹层板系统碰撞性能数值仿真分析技术 

（作者：周红,张延昌,岳亚霖,刘昆）

 

连续热镀锌线气刀吹锌过程中锌波纹产生的大涡模拟 

（作者：姚敢英）

 

应用技术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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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下载）基于JSTAMP/NV的汽车横梁回弹分析 

（作者：黄义关,李彦波,刘红武）

 

CAE软件操作小百科(14)

（作者：胡腾越,胡新建,武秀根）

 

行业动态与访谈

（开放下载）明导国际发布全新一代电子产品散热仿真软件FloTHERM®XT

 

（开放下载）关于评选Imagine.Lab AMESim一维仿真平台和Virtual.Lab三维仿真平台高校奖学金的

通知

 

（开放下载）IDAJ全新CFD软件解决方案及升级服务公告

 

信息

（开放下载）MSC 50周年庆典暨中国区用户大会将于2013年6月6—7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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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论文数世界第一难改“世界工厂”尴尬
　

（摘自新华网）
 
    我国拥有这样三项世界第一――“现役”和“后备”工程师数量排名世界第一；2010年起SCI数据库收

录中国科技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一；2011年起超越美日成为世界上申请专利最多的国家。  

    但是这三项看似风光无限的世界第一，却没有改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尴尬，在全球产业布

局中，仍然暂时不能改变“世界工厂”的尴尬。其中原因何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马德秀归纳为三个脱节。  

    一是科技与教育的脱节。我国工程师数量虽多，但据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2012－2013全球竞争力

报告”，中国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用度”指标中，仅排名第46位。报告预计，美国81％的工程专业

毕业生可以立刻胜任工作，印度有25％的毕业生可能做到这一点，中国的比例只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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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70％－80％，而我国仅为31．6％，

预计2020年达到60％，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因此我国科技论文数量虽多，但在全球被引用次数居于前

1％的论文（即“高被引论文”）数量仅居世界第6位。专利数量虽多，但整体转化率低于20％，产业化

不到5％。  

    三是学科与学科的脱节。长期以来，我国基于学科的知识体系，高中实行文理分科，大学实行专业细

化，造成一些学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很多交叉学科的人才、项目、创新团队等评选找不到归属，

面向现代科学前沿领域的创新动力和活力受到限制。  

    如何改变这三个脱节？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马德秀委员建议，我国未来必须进一步深化科教体制

机制改革，加快转变大学发展方式，推动以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充分释放大学的创新活力。  

    她举例说，第三代核电大型铸锻件曾是卡在中国核电装备业咽喉中的骨鲠，多次试验都没有成功。上

海交大潘健生院士主动向负责研发的上海重型机器厂讨项目，并提出“这个项目立不上一个课题、拿不

到一分钱也要做！”  

    潘健生带领的十几位教师加盟后，基础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的优势显现。去年7月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第三代核电大型铸锻件研制成功，上海交大科研团队也从大锻件生产工艺中归纳提炼出基础理论问

题，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学生，迄今发表高水平论文100余篇，并从这个产学研合作中衍生出“973”计划

项目。  

    马德秀委员认为，加快转变大学发展方式，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学要调整自身不适应生产力发

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同时，也需要外部，尤其是政府给予有力支持。她就此提出五点建议：  

    一是要改变单一的科研评价体系、人才评价体系和教授晋升标准，淡化对大学的论文、专利、项目等

数量考核，更加注重创新质量和经济社会效益，更加注重创新人才、重大成果和重大贡献的产出。  

    二是政府支持研究型大学建立一批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和共性技术突

破。 

    三是国家从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上，明确产业界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的社会责任，为大学生参加高水

平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建立稳定的渠道。  

    四是从国家层面制定鼓励交叉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规划，设立国家级交叉学科发展基金，并在学科

专业目录中设置交叉学科专业。  

    五是建立更加积极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移政策，在国家层面设立技术转移专项支持基金，制定落

实对大学技术发明人的股权激励政策，为大学技术扩散和成果转化扫清障碍。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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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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