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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亦興院士於2013年6月18日逝世於臺北
 

（摘自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
　

　

    本所創辦人鮑亦興院士於2013年6月18日逝世於臺北，享壽84歲。 

    鮑院士於1930年出生，1952年畢業於臺灣大學，並於1959年取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專長為理

論與應用力學、物理聲學、磁彈力學及土木工程學。 

    1984年，在臺灣國防科技與經濟建設之研發的需求下，鮑院士應臺灣大學虞兆中校長與行政院政務委員

李國鼎先生的邀請，回臺擔任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的首任所長。鮑院士履職後積極帶領應用力學研

究所師生參與國防科技研究，同時獲參謀總長郝柏村先生聘為中山科學研究院計畫與科技人才評審委員

會常設委員。爾後研發成功海對海雄風飛彈，地對空之天弓飛彈，空對空之天劍飛彈以及經國號戰機，

其間鮑亦興院士之穿梭努力居功甚偉，尤以先生長期戮力於應用力學教育、為厚植國防科技研發實力，

功不可沒。 

    1981年之後，鮑院士因罹患視網膜萎縮重症，視力逐漸衰退，至1998年完全失明。但鮑院士仍舊戮力於

研究工作，眼疾或許影響鮑院士進行研究的方式，但不曾影響他嚴格治學的精神，反而更激發他全力以

赴，以取得更具突破性的成果，其專注與嚴謹，在教學與傳承的過程中，給學生及後輩們立下了典範。 

    鮑院士是國際著名的力學專家，曾任教於美國康乃爾大學、臺灣大學及浙江大學，逝世前為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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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力學研究所特聘研究講座教授、名譽教授、美國康乃爾大學理論與應用力學名譽講座教授及浙江大

學建築工程學院土木工程學教授兼工程力學、岩土工程、結構工程、與交通工程博士研究指導。鮑院士

於1985年獲頒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1986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第16屆院士，並曾於1989年獲德國宏堡基

金會資深科學家獎、2003年獲總統科學獎（應用科學組）等多項學術榮譽。 

    鮑亦興院士靈堂目前設置在鼎峰會館（臺北市民權東路二段143號TEL: 25162277，開放時間：上午8點-

晚間10點）。本校已成立治喪委員會，其家屬並擇定2013年7月17日（星期三）下午2點假臺北市立第二殯

儀館「景仰廳」舉行追悼公祭。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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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度“长江学者”建议人选开始公示
 

（摘自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人事司日前发布《关于对2012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建议人选名单进行公示的通

知》。  

    根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办法》，经高校推荐、通讯评审、会议评审等程序，共产生213名

2012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建议人选，现将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自2013年7月3日至7月10

日。若对人选有异议，请于7月10日前，以真实身份署名书面向我司反映，并提供联系电话，原则上不受

理匿名意见。  

    电话及传真：010-66097602，66096573（fax） 

    电子邮箱：changjiang@moe.edu.cn

    通信地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邮编：1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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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初评结果公示

　

（摘自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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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初评工作已经结束，初评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55项，国家技术发明奖项目

73项（通用项目57项，专用项目16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191项（通用项目139项，专用项目52

项）。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现将初评通过的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55项、国家技术

发明奖通用项目57项以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目139项在科技部网站（http://www.most.gov.cn）和

我办网站（http://www.nosta.gov.cn）公布。同时公布的另有2012年度初评通过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

项目1项(因异议处理推迟至2013年提交评审)。专用项目在适当范围内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20日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公布项目和项目主要完成人、主要完成单位持有异议的，应

当以书面方式向我办提出，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为便于核实查证，确保客观公正处理异议，提出异

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表明真实身份，并提供有效联系方式。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须在书面异议材

料上加盖本单位公章；个人提出异议的，须签署真实姓名。凡匿名、冒名或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 

    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政策研究处（督查处），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4号，邮政编

码:1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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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名单
　

（摘自中国工程院网站）
　

　

    201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第一轮评审工作已经结束，各学部经过候选人材料审阅、专业组评审、全学

部评审和投票等程序（医药卫生学部采用通信评审、工程管理学部候选人在相关专业背景学部评审），

从560位有效候选人中产生了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173位，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

的规定，现予以公布，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投诉受理截止日期为7月31日，匿名投诉原则上不予受理。
 
 

中国工程院 

201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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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届国际热应力大会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

　

　

    第十届国际热应力大会（隶属IUTAM）于2013年5月31日--6月4日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召开。会议由中

国力学学会和江苏省力学学会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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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宗旨是汇集热应力领域国际权威专家学者，就该领域的理论研究、试验方法和计算技术等方面的最新进

展进行学术交流，同时给年轻学者创造机会，使他们能够与国际一流专家进行互动，从中获益。 

    会议共收到来稿143篇，经专家评审最终接受了其中的131篇。正式参会代表123名，其中海外代表53

名。参会代表分别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瑞典、波兰、匈

牙利、罗马利亚、乌克兰、埃及、坦桑尼亚、印度、伊朗、以色列、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中国香港

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80余个研究单位。大会设分会场2个，合计完成口头报告91个，其中大会报告5个，分

组报告86个。报告内容主要涉及热应力与变形；热弹性与粘弹性；热生物力学；热冲击；热传导、对流

与辐射问题；热力学实验方法；热力学计算方法；智能材料热应力等研究领域。 

    大会开幕式由宁波大学王骥教授主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聂宏教授代表学校致欢迎词，他对全体代表

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发展状况。浙江大学陈伟球教授代表中国力学

学会发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熊克教授代表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发言。大会发起人、美

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Hetnarski教授简要回顾了国际热应力大会的发展历程，并介绍了国际热应力大会的

意义和宗旨。大会主席、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存法教授介绍了大会的主要议程、会场情况、报告形式及

注意事项等。 

    会议共安排了5个大会报告，分别为：瑞典吕勒奥理工大学Lars-Erik Lindgren教授的“Thermo-
Mechanics and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in Manufacturing Simulations”、香港科技大学张统一教授

的“Grain Boundary Segregation and Stress-Induced Solubility in Nanograined Materials”、意大利萨勒诺大

学Michele Ciarletta教授的“Some Non-standard Problems Related with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rmoelasticity with Microtemperatures”、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Erasmo Carrera教授的“Some Results on 
Thermal Stress of Layered Plates and Shells by Using Unified Formulation”和浙江大学陈伟球教授

的“General Solution for Magneto-Electro-Thermoelasticity and Its Applications”。 

    会议期间，Springer出版社做了新书《Encyclopedia of Thermal Stresses》现场发布会。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钱征华教授主持了闭幕式，并总结了本次会议的报告完成情况。下一届会议主席加拿大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的Z.T. Chen教授介绍了下届大会的地点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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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会议主办方和会议发起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会议顺利完成了预定议程，取得了圆满成功。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处以及国家自然基金委

为本次大会提供了财政支持。中国力学学会、江苏省力学学会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学院也对本

次大会给予了大力支持。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也得到了浙江大学、宁波大学等单位的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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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个人赛）试卷复核与评奖 
及团体赛参赛学校遴选工作圆满结束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

　

　

    2013年6月22日，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个人赛试卷复核与评奖及团体赛参赛学校遴选工作在

中科院力学所301会议室进行。竞赛领导小组副组长蒋持平教授，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俊峰教授，仲裁委

员梅凤翔教授、武际可教授、徐秉业教授，北京市力学学会秘书长庄茁教授等二十余位专家参加了此项工

作，其中四川大学的秦世伦教授和魏泳涛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张莉教授、湖南省力学学会秘书长李道

奎教授分别从四川、黑龙江和湖南专程赶来。  

    为了确保评奖工作公平、公正地进行，试卷复核专家小组对全国各赛区选送的近千份竞赛试卷重新进行

了装订、密封。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完成了试卷的复核工作。评定出了全国特等奖6名、一等奖34名、二

等奖54名。根据个人赛成绩还遴选出入围团体赛的30所学校。 

    个人赛获奖名单已在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的网站上（http://zpy.cstam.org.cn/templates/jiaoyu_001/
index_54.html）公布。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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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议
－－－－－－－－－－－－－－－－－－－－－－－－－－－－－－－－－－－－－－－－－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xperimental Mechanics ICEM16, 7-11 July 2014 
in Cambridge, UK

　

　

　

 The 16th in a series of conferences, starting in Delft in 1959 and following on from the last conference in Porto 
in 2012 this is the premier event to showcase novel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in Experimental Mechanics. The 
conference will take place in Cambridge with the accommodation at Robinson College and the technical sessions 
at both Robinson and the West Road Concert Hall. 
        The conference brings together internationally leading researcher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in both 
academia and industry to interchange ideas and discuss new research 
        An interactive exhibition of state of the art instrumentation will take place at the conference. 
        The Young Stress Analyst Competition brings together the brightest early career researchers in an event that 
is sponsored by industry. 
        Celeb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journal Strain,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Strain Measurement and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Hopkinson Pressure Bar. 
        Enjoy the sights of Cambridge, the reception at the Fitzwilliam museum and the banquet under the wings of 
Concorde at the world famous Duxford air museum.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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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isciplinary Symposium on Advanced Nano/Biosystems: Design, 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Sept. 25-27, 2013)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will host a Symposium on "Advanced Nano/Bio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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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to be held in Urbana, Illinois, USA, September 25 to 27, 2013.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e symposium is to stimulate interdisciplinary discussion on recent advances in the rapidly evolving 
fields of nano/biomaterial design, 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among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mechanics, and material science. 
        The symposium will include two days of lectures (Sept. 25-27) and one day (Sept.27) of hands-on 
simulation tutorials and laboratory demonstrations, featuring work at the Beckman Institute and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s Frederick Seitz Materials Research Laboratory. Professor John A Rogers and Professor Klaus 
Schulten will deliver plenary lectures. The topics of interest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Advanced mechanical testing and materials analysis techniques 
        -Multiscale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Evalu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at extreme conditions (e.g. shock/blast wave 
impact, high and low temperature) 
        -Mechanics of functional/smart/energy/biomaterials 
        -Self-healing materials and systems 
        -Design and fabrication of multifunctional nano/biomaterials system 
        -Bio-inspired design and fabrication of actuator/sensor/gate/switch 
        -Self-assembly of bio/nanomolecules and particles  
 
        The deadline for abstract submission is July 8, 2013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the symposium webpage:http://publish.illinois.edu/advancednanobi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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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D positions at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Ph.D. student positions are available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t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The research topic in Dr. Zhang's lab is interdisciplinary by nature, spanning over 

structural dynamics, fluid mechanic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lid mechanics, and structural reliability. The 

positions will be filled in 2014 Spring and Fall. 

        Research background in the following areas is preferred:  

            1. Fatigue and fracture of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2. 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s, wind engineering/ocean engineering; 

            3. Structural dynamics, vibration control, random vib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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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ulty positions in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Southeast University (www.seu.edu.cn) is located in Nanjing, China, which is one “985 Project” university and 
directly manag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The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was founded in 1952, there are several research areas covering 
Dynamics and Control, Solid Mechanics, Fluid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Mechanics involving in Aerospace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Civil Engineering. Afte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the department has 
a key laboratory called Jiangsu Engineering Mechanics Analytical Key Laboratory and one experimental 
mechanics teaching center in Jiangsu province. More informationabout this department refers to civil.seu.edu.cn .  
        Some faculty positions are now available in Dynamics and control, solid mechanics, fluid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mechanics in Dept.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1. Qualifications: Ph. D in Mechanics, Aerospace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Civil 
Engineering or related areas. 
            2. Applications: Please submit your detailed CV, three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and one lett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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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from your advisor to Dr.Fei( QGFei@seu.edu.cn) if you are interested. 
            3. More detail about the department and university, please refer to www.seu.edu.cn or civil.s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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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学报》 

　

(2013年45卷3期)

　

研究论文

飞行器变后掠过程非定常气动特性形成机理

陈钱, 白鹏, 李锋

 

微尺度泊肃叶流的高阶连续模型分析

宋诚谦, 尹协远, 秦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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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轴旋转可压缩流动中液体射流稳定性

吕明, 宁智, 阎凯, 付娟, 宋云超, 孙春华

 

矩形通道高宽比对单相层流特性的影响

幸奠川, 阎昌琪, 王畅, 孙立成

 

基于小扰动理论的微弯河岸沿线扰动压力分布

林俊强, 严忠民, 夏继红

 

潮流发电装置运动衰减特性与不规则波响应

马勇, 张亮, 由世洲

 

蜂窝层芯夹层板结构振动与传声特性研究

任树伟, 辛锋先, 卢天健

 

黏弹性功能梯度材料裂纹问题的有限元方法

彭凡, 马庆镇, 戴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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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耗散能计算的高周疲劳参数预测方法

李源, 韩旭, 刘杰, 姜潮

 

颗粒摩擦对颗粒材料剪切行为影响的试验研究

戴北冰, 杨峻, 周翠英

 

波尔兹曼数字岩芯致密砂岩渗透率研究

朱伯靖, 石耀霖

 

裂隙挤喷流对孔隙介质排水体积模量的影响

宋永佳, 胡恒山

 

陀螺进动与强迫进动轨道

曹静, 袁建平, 罗建军

 

三维引力辅助解析分析方法研究

贾建华, 王琪

 

基于区域分解的结构动力学系统首次穿越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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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丽梅, 徐伟

 

多体系统中深沟球轴承旋转铰内接触分析

齐朝晖, 王刚, 李坦

 

飞网抛射过程母卫星姿态干扰分析与姿态控制

高智杰, 孙富春, 闵海波, 王士星

 

 

研究简报

基于卡门尺度和滤波方法的SST方程改进

张扬, 白俊强, 华俊, 鲁俊

 

非傅里叶热弹性的时域间断迦辽金有限元方法

郭攀, 武文华, 吴志刚

 

一种考虑剪切作用的各向异性超弹性本构模型

郭国栋, 彭雄奇, 赵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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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降维积分的结构系统可靠性分析研究

黄贤振, 张义民, 吴茂昌, 李鹤

 

求强非线性自治振子同宿轨的广义Padé逼近方法

李震波, 唐驾时, 蔡萍

 

科学基金

2013年度力学科学处基金项目受理情况介绍

詹世革, 张攀峰, 王立峰, 许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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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期刊近期目录 

 

力学与实践     2013年 35卷 3期

应用数学和力学   2013年34卷7期

固体力学学报    2012年33卷6期

工程力学      2013年30卷6期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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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创新指数瑞士全球第1 中国第35
　

（摘自科学网）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7月1日在日内瓦共同发布《2013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报告显示，瑞士和瑞典

继续位列全球创新指数前两名，中国排名第35位，中国香港位列第七。

《2013全球创新指数》由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撰写。报告通

过对重点大学水平、风险投资、人力资源等84个指标进行分析，对全球142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进

行评估。报告显示，尽管受经济危机影响，高收入国家和新兴国家均加大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并且

自2010年起开始取得积极成效。报告的作者之一、康奈尔大学教授苏米特拉·杜塔表示：“2013全

球创新指数显示了今天全球的创新状况。排名前25位的国家位于世界各个地区，其中包括北美、

欧洲、亚洲、大洋洲和中东。在高收入国家在榜单上占据前列的同时，一些新兴国家的创新能力

和创新成果也出现了增长。”

报告显示，瑞士和瑞典继续排名前2位，两国在多项创新指数中均位列前25名，显示了十分平衡的

创新能力。英国、荷兰和美国分列第三至第五位，其中美国由去年的第10名上升五位，主要原因

是雄厚的教育基础和知识密集行业的强劲增长。

报告还指出，包括中国、哥斯达黎加和塞内加尔在内的中低收入国家在创新方面充满活力并超过

同类国家，但仍没有进入全球创新指数的领先位置。对此，报告作者之一、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欧

洲创新力项目负责人布鲁诺·朗万表示：“创新指数显示，全球范围内存在创新能力的差异。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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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去年的前十名，都是相同的国家，只是排名有一些变化。这表明，存在看不见的障碍让排名靠

后国家没有能够进入前列。但对那些被称作‘创新学习者’的国家来说，也有好消息，这些国家

在创新领域表现出迅速的进步和增长，他们正在努力成为更好的创新者。”

《2013全球创新指数》指出，中国位列第35位，较2012年的第34位下降一名，突破创新中存在的障

碍、鼓励制定创新政策是中国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不过，杜塔教授仍对中国在创新中取得的成

绩表示了肯定：“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只有三年的时间，三年内已经有了非常出色的表现。中

国高校排名指数位列第9，高科技制造排名第16。所以我想中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并且也正在朝

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全球创新指数由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于2007年创立，每年发布一次，到今年已发布6份报告。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强调，创新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创立创新指数的

目的不是排名，而是希望能够为全球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和建议：“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

者，是全球经济成功的关键。我们认为，全球创新指数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促进全球创新政策的

制定，给各国提供指导。”（原标题：2013全球创新指数显示 瑞士排名全球第一 中国位列第3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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