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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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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令希计算力学奖申请开始
 

  （“钱令希计算力学奖” 委员会供稿）
　

    为纪念钱令希院士对中国计算力学的贡献，中国力学学会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组织于2010年设立“钱令

希计算力学奖”，奖励授予在计算力学研究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国内学者。大连理工大学“钱令希力学

奖励基金会”作为奖励委员会的秘书单位负责奖励工作的具体实施。 

    本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专家提交推荐书的时间定为偶数年的3月11日至4月10日。4月 21日－5月20日进

行网上公示和评议。在该年召开的中国计算力学大会前一个月由评审委员会完成最终评审。评奖结果将

在其后召开的中国计算力学大会上宣布。 

    2014年第三届“钱令希计算力学奖” 的申报工作已开始。 

    评选日程如下： 

        3月11日发出通知； 

        3月11日－4月10日，为专家推荐日期； 

        4月21日－5月20日，网上公示和评议 ； 

        5月中下旬，召开第三届评审会 ；  

    通知获奖者准备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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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高 强 

        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 

          Tel: 86-411-84707608 
                              Email: qgao@dlut.edu.cn　 

    武金瑛 

        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 

         Tel: 86-411-84708393 
                             Email: lsai@dlut.edu.cn

　

详细情况请查询：http://sail.dlut.edu.cn/qlxjslxj/ 
 
附件：“钱令希计算力学奖”推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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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批“青年千人计划”名单公布
 

（摘自科学网）
　

　

    根据“千人计划”有关规定，经形式审查、通信评审、面试评审、公示及复核、审批等程序，本次共

396人入选第十批“青年千人计划”资格名单。 
 
附件：查看详细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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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定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

　

（摘自中国科学报）

　

    

    根据教育部网站3月17日公布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我国将从上一学年度全国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的论文中分别抽检10%和5%，结果将反馈至学位授予单位，并在一定范围内采取适当形式公

布。 

    根据办法，对“存在问题学位论文”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学位授权点，依据有关程序，责令限期整

改。经整改仍无法达到要求者，视为不能保证所授学位的学术水平，将撤销学位授权。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同时公布《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

和《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根据这套文件，今后我国要建立研究生毕业前质量反馈和毕业后质量

跟踪调查制度，推动研究生培养单位建立常态化的自我评估制度，健全不合格学位授权点强制退出机

制。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表示，如何发挥学术组织、行业部门和社会机构在质量监督中

的作用，将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一个重点。 
 
附件：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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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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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IN DESIGN

 
（Ponta Delgada/Azores, 26-30 July 2015)

　

（同济大学仲政教授供稿）
 
  M2D'2015 is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nterested in the fields of mechanics, 
engineering design, advanced materials, energy harvesting, reliability, quality and safety engineering, and is 
planned for July 26-30, 2015 in Ponta Delgada/Azores, Portugal. 
    The first conference was held in Toronto in 1994, the second in Orlando '1998, the third in Nottingham '2000, 
the fourth in Nagoya '2002, the fifth in Porto '2006. These meetings resulted from the belief that of those 
disciplines associated with advanced engineering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mechanics,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nanoengineering, composites engineering, failure analysis and diagnostics, reliability and safety 
engineering have made the most significant advances in recent years. Important and dramatic improvements in 
systems and component design can be made by the use of the latest advances in these disciplines, and the 
associated failure mechanisms. Their effect on the environment is significant and will help in avoiding global 
warming and harmful emissions.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s of Nanotechnologies, Nanomaterials, Biomechanics and Experimental and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applied to Mechanical, Aeronautical, Space, Civil, Automotive, Biomedical, 
Environmental, and Nuclear Engineering will be welcome.
 
Key Dates： 
    Submission of abstracts：15 December, 2014 
    Notification of acceptance：07 January, 2015 
    Deadline for early registration：31 January, 2015 
    Submission of full-papers：15 March, 2015 
    Conference：26-30 July, 2015 
 
Contacts： 
    Scientific: Email sg@fe.up.pt　; Tel. +351 91 725 89 50 
    Administrative: Emails npinto.porto@abreu.pt; lcatalino.porto@abreu.pt　 ;  

    Tels. +351 22 2043571/3 
    http://paginas.fe.up.pt/clme/m2d2015/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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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随机振动理论与应用学术会议

暨第三届全国随机动力学学术会议通知（第一号）
　

（2014年10月8日~11日 甘肃省兰州市）

（同济大学陈建兵教授供稿）

　

　

　

    全国随机振动理论与应用学术会议是由中国振动工程学会随机振动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系列学术活动之

一，近年来分别在天津（2008年）、武汉（2010年）、成都（2012年）成功举办了第六届、第七届和第八

届全国学术会议。会议内容涉及土木工程、机械工程、航空航天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等多个领域中的

随机振动基础理论与工程应用问题。 

    随机振动与随机动力学研究工程结构在随机动力作用下的响应分析、损伤控制与可靠度设计问题，包

括结构振动、结构动力稳定性、结构动力损伤与疲劳破坏、结构随机最优控制与可靠性分析等主要内

容。目前，随机振动与随机动力学的基础理论与工程应用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通过

基础理论研究与工程应用研究的融合与发展，随机振动与随机动力学在土木工程、机械工程、航空航天

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乃至信息与通讯工程等领域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应用。 

    第九届全国随机振动理论与应用学术会议暨第三届全国随机动力学学术会议将于2014年10月8日~11日在

享誉“丝路山水名城，中国黄河之都”的兰州举行。本届会议由中国振动工程学会随机振动专业委员会

主办、由兰州理工大学承办、并由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随机动力学学组等单位参与协

办。 

    热忱欢迎从事随机振动、随机动力学及地震工程研究的专家学者、科技人员、研究生和相关工程企业

与会交流，以期推动我国随机振动、随机动力学及地震工程研究在理论、试验与实践方面更好更快地发

展。 

    论文摘要不少于300字并不超过1页，格式不限，尽量能反映论文的核心内容。论文摘要及全文投递请采

用电子邮件，投稿专用邮箱：sjzd2014@gmail.com。摘要提交截止日期： 2014年4月30日。 

    大会将从参会宣读论文中遴选35篇左右优秀论文，由《振动与冲击》、《动力学与控制学报》和《西南

交通大学学报》正刊发表。同时，将从参会宣读论文中评选两篇优秀青年学者论文、两篇优秀研究生论

文，每篇论文奖金2000元，并颁发优秀论文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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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注册费：正式代表800元/人，学生代表400元/人(须持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家属400元/人。 

    会议期间食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 

    收入论文集的论文不收版面费，经评审在刊物上正式发表的论文按刊物规定由编辑部收取版面费。 

来信请寄：甘肃省兰州市兰工坪路287号兰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收件人：韩建平 

邮编：730050 

联系人： 程选生 13919053004 

李万润 13919084412 

E-mail：sjzd2014@163.com  

会议网址：http://civil.lut.cn/contentview.asp?id=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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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国固体力学学术会议 
第一轮通知

　

（2014年10月10~12日 四川省成都市）

　

　

    主办单位：中国力学学会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 

    西南交通大学力学与工程学院 

    四川大学破坏力学与工程防灾减灾省重点实验室 

    顶峰多尺度科学研究所 

    会议网址：http://ncsm2014.org.cn/  
 
    经中国力学学会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决定并报请中国力学学会批准，“2014全国固体力学学术会议”将

于2014年10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家园国际酒店举行。本次会议将重点交流近四年来我国固体力学前沿研究及

工程应用等方面所取得的主要进展和成果，会议报告分为大会特邀报告、分会场邀请报告和分会场报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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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14年10月10~12日（10日报到，11-12日会议） 

    会议地点：成都市家园国际酒店（5星，成都市机场路181号） 

二、会议主要内容 

    会议将重点交流我国固体力学研究及工程应用等方面取得的主要进展、成果。结合国家需求和学科发

展，会议将安排反映固体力学及其交叉学科重大进展和重要发展趋势的大会特邀报告；同时，安排若干

分会场报告，交流近年来我国固体力学前沿研究及工程应用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学术会议议题有:  

    1、微-纳米力学 

    2、力-电-磁-热等多场耦合 

    3、新型材料的断裂、损伤、疲劳及本构关系 

    4、多尺度力学与跨尺度关联 

    5、航天航空材料及结构中的力学 

    6、工程中的强度及灾变力学 

    7、先进材料及结构力学性能的实验方法和技术 

    8、材料及结构的动力学响应和波的传播 

    9、生物固体力学 

    10、固体的多尺度计算方法 

    11、固体力学理论和方法的工程应用 

    12、固体力学相关的其它研究 

三、会议组织形式 

全国固体力学学术会议采用主会场和分会场相结合的交流形式。 

•   主会场：组织有关固体力学学科展望、前沿、综述等方面的大会邀请报告。 

•   分会场：固体力学各分支研讨会 

四、会议秘书处 

1. 联系人：万强 

电 话：0816-2484434，18780503468，E-mail: wanzhenyu@126.com  

联系地址：四川省绵阳市919信箱401分箱 621900 

2. 联系人：阚前华 

电 话：028-87601442，13980573140，E-mail: qianhuakan@swjtu.edu.cn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学力学与工程学院 610031 

3. 联系人：刘永杰 

电 话：028-85406919，13882271777，E-mail: liuyongjie@scu.edu.cn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610065 

4. 联系人：彭馨 

电 话：13980604581，E-mail: xinpeng@pims.ac.cn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川大路东二段四川大学江安校区第二基础实验楼B410室 610207 

五、投稿要求和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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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可以登录会议网站http://ncsm2014.org.cn/直接提交；也可以E-mail附件形式提交：ncsm2014@126.

com，投稿时请注明是会议稿件。 

会议将出论文摘要集。优秀稿件将推荐到《固体力学学报》等期刊；通过评审的稿件经作者同意，将由

《固体力学学报》等期刊以增刊形式发表。 

六、重要时间 

摘要投稿截稿时间: 2014年5月15日 

摘要录用通知时间: 2014年5月31日 

全文投稿截稿时间: 2014年7月15日 

全文录用通知时间: 2014年7月31日 

会议注册时间：2014年8月10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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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力学与工程学院诚聘力学英才

（西南交通大学蒋晗供稿）

　

        始建于1896年的西南交通大学一直非常重视力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并于2008年依托力学学科成立了

力学与工程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力学学科1982年获得全国首批固体力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年设

置力学博士后流动站，2005年获得力学一级博士学位授予权，下设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动力学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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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程力学四个二级学科。目前西南交通大学力学与工程学院拥有中组部“千人计划”专家1人，国家杰

出青年获得者1人，教育部跨世纪和新世纪人才基金获得者3人，国家级教学名师1人，四川省百人（千

人）计划入选者3人；拥有国家工科基础课程力学教学基地1个，国家级力学实验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精

品课程3门，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2个，四川省青年科技创新团队1个，四川省重点实验室（评审中）1
个； “工程力学”本科专业为国家特色专业。 
        西南交通大学正全力实施人才强校主战略，积极引进各类急需人才。力学与工程学院积极响应学校

号召，为了促进力学学科的发展升位，亟待引进一批优秀人才。学院将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为引进人

才在科研启动经费、实验室及办公条件、团队建设、薪酬等方面提供优厚待遇。学院在全体同仁的共同

努力下，已形成了团结和谐的教学科研氛围，相信您能心情愉悦地在我院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我们热

忱期待您的加盟！ 
一、招聘类别、条件及待遇 
1、学科领军人才 
条件： 
        任职于海内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年龄一般不超过50岁，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能

成为我校学科领军人物的人才。海外留学归国人才应具有境外高校教授或相当职务；国内人才原则上应

为聘期已满且考核优秀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或讲座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或相关领域国内外

公认的知名学者。 
相关待遇（具体面议）： 
对于海外留学归国人才： 
1) 进校后直接认定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聘为校“首席教授”特设岗位。 
2) 可实行年薪制。 
3) 视工作需要保证其科研启动经费、办公室、实验室和设备等；视需要可为其专门建立研究机构，协助

其搭建工作团队。 
4) 在聘任期内，为其提供租住房或租住房补贴；配偶如符合我校岗位聘用条件的优先聘用；如不符合，

学校每月为其发放配偶安置费（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提供三年）；在聘任期内，若配偶在境外居

住，学校为其提供探亲往返国际旅费（每年一次）；积极协助解决子女在本市入学、入托。 
5) 对于外籍人员，学校负责为其办理在华长期工作和居留手续；参照本校职工保险水平，为其购买商业

保险。 
对于国内人才： 
1) 进校后直接认定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聘为校“首席教授”特设岗位。 
2) 全职在我校工作的受聘者可享受“首席教授”特设岗位奖金和学校的其他同等待遇。 
3) 学校为校外全职受聘者提供安家费；提供租住房一套或提供租住房补贴；酌情安排配偶工作。 
 
2、学科带头人 
条件： 
        任职于海内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年龄一般不超过45岁，在国际学术界具有较大学术影响，能成

为我校学科带头人的人才。海外留学归国人才应具有境外高校副教授、助理教授或相当职务；国内人才

应担任国内高校教授或相应职位，各类国家级人才称号获得者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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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待遇（具体面议）： 
对于海外留学归国人才： 
1) 进校后直接认定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聘为校“特聘教授”特设岗位。 
2) 可实行年薪制。 
3) 视工作需要保证其科研启动经费、办公室、实验室和设备等，视需要可为其专门建立研究机构，积极

协助其搭建工作团队。 
4) 享受相关社会保险在聘任期内，为其提供租住房或租住房补贴；配偶如符合我校岗位聘用条件的优先

聘用，如不符合，学校每月为其发放配偶安置费（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提供三年）；在聘任期

内，若配偶在境外居住，学校为其提供探亲往返国际旅费（每年一次）；积极协助解决子女在本市入

学、入托。 
5) 对于外籍人员，学校负责为其办理在华长期工作和居留手续；按照相关办法，为其购买商业保险。 
对于国内人才： 
1) 进校后直接认定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聘为校“特聘教授”特设岗位。 
2) 全职在我校工作的受聘者可享受校“特聘教授”特设岗位奖金和学校的工资、保险、福利待遇等。 
3) 学校为全职在我校工作且人事关系在我校的校外受聘者提供安家费；提供租住房一套或提供租住房补

贴；酌情安排配偶工作。 
3、优秀学术骨干 
条件： 
        学术业绩明显超过我校本学科同类人员学术水平，年龄一般在 45 岁以下，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和在某

一学术方向的前沿研究领域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的能力。海外留学归国人才应在境外著名高校取得

博士学位或有三年以上工作经历，国内人才优先考虑国家级、省部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相关待遇（具体面议）： 
1) 科研启动费。 
2) 提供安家费、租住房补贴。 
3) 协助解决子女入学、入托问题。 
4) 对于特别优秀的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可实行年薪制，可先聘后评为教授或副教授，可参加研究生导师

遴选等。 
4、优秀博士后出站人员及优秀博士毕业生 
条件:  
博士毕业生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下，博士后出站人员年龄一般在40岁以下。应为海内外知名大学毕业，有

在境外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学习经历者优先考虑。 
相关待遇:  
提供安家费及租住房补贴，由学校科研项目提供科研启动费。对于优秀的海外博士，可实行年薪制，同

时提供科研启动费、租住房补贴。 
二、招聘方向（按优先顺序） 
1、 流体力学方向。 
2、 动力学与控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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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力学方向。 
4、 生物力学方向。 
5、 固体力学方向。 
三、应聘者应提供的材料 
1、 个人履历。包括受教育情况和学术科研情况（含获奖、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发表论文、专著等）。 
2、 个人发展计划。 
3、 三位推荐人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和通讯地址。 
4、 代表作论文3篇。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李丹柯 028-87600797 
邮箱地址：lidanke@163.com；guozhengkang@126.com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111号西南交通大学力学与工程学院 
邮编：6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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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2014人才招聘启事

（重庆大学陈泽军供稿）

　

  重庆大学以“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为办学宗旨，着力促进各学科协调发展，为国

家和社会的发展输送大量优秀人才，为了适应国家和西南地区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需求，重庆大学充分

发挥工程学科的优势，以力学学科为基础，于2013年12月26日正式成立航空航天学院。 

        着眼于发展的需要，学院正以开放的心态大力引进航空航天相关领域人才。 

一、招聘人才专业领域： 

        1.材料 

        结构材料: 轻质结构材料(高分子基复合材料、FML等)、高温材料、涂层材料与材料界面技术。 

        功能材料: 换能材料，如传感与制动器材料(压电材料等)；其他功能材料(如电池波屏蔽、隐身和仿生

材料等)；储能材料(如电池技术等)。 

file:///H|/25-6.htm（第 12／19 页）2014-3-25 12:13:11



“力学动态”文摘2014年第25卷第6期

        计算材料科学: 分子动力学、第一原理、基于连续体理论的数值模拟、跨尺度模拟等 

        2.结构 

        结构动力学: 结构振动分析、冲击与波动理论等、噪声与振动控制 

        结构分析与设计: 结构强度分析、基于连续体理论的计算固体力学、结构优化设计与多目标优化设计

理论 

        结构与材料的监控与评价技术: 在线的结构损伤监控、下线的材料与结构的无损评价技术 

        3.流体与空气动力学 

        气动弹性、可变翼、morphing、MAV技术等 

        计算流体力学 CFD等 

        实验流体力学与现代流体测试技术 

        4.导航与控制 

        姿态控制、自动控制技术、机器人•机器手技术、对接技术等 

        通信、遥感与导航技术 

        5. 燃烧与发动机 

        燃烧学理论、热力学、传热学等 

        发动机系统、各类推进系统技术等 

        6.飞行器设计 

二、招聘人才的层次类别： 

        （一）高层次人才（常年招聘） 

        在航空航天相关相关领域做出杰出贡献者，能担任某方向的学术带头人，能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

教学任务。待遇参照学校引进高层次人才政策，面议协商。 

        （二）学术骨干（按学校“百人计划”引进，常年招聘） 

        基本条件：年龄一般在40岁以下，拥有博士学位，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有优秀的学术潜质，具备

带动学科发展或独立发展一个学科方向的能力。能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任务。 

        待遇：实行年薪制，提供科研启动经费及研究条件，并建立与学校同类人员相应的档案工资，学校

购买社会基本险。 

        1.年薪：面议后决定； 

        2.研究条件：学校可提供科研启动经费和研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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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活条件：提供安家费20万，“百人计划”全职引进人才在预聘期内，可购买虎溪校区80平方米人才

房。 

        （三）专任教师 

        基本条件：年龄40岁以下，拥有博士学位，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有良好的基础研究能力，能承担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的教学任务。 

        待遇：聘期内享受校内同等人员的国家工资、岗位劳酬等待遇，此外，聘期内可享受2千元∕月租房

补贴、1万元∕年博士津贴，学校购买社会基本险。 

        1.研究条件：学校可提供科研启动经费和研究条件。 

        2.生活条件：具有博士学位的新聘教师聘期内享受10万元安家费。 

        有意者请与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联系，或将个人资料发至学院联系人邮箱。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付老师 023-65102510 

        邮 箱：fucaihong@cqu.edu.cn 

        邮 编：400044 

        地 址：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大学A区理科楼102办公室 

        http://www.fe.cqu.edu.cn/html/inform/hrm/20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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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 position in Solid/Computational Mechanics, Politecnico di Milano -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Postdoc position in Solid/Computational 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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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ed term position for up to 18 months 
Salary: 25,000 Euro per annum 
 
        A Postdoc position will be soon opened at the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of 
Politecnico di Milano, to work within the Safer Helmets project. This project will be conduct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Pavia, the Chemistry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nd 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Politecnico di Milano, and the Centro Internazionale Disordini Apprendimento 
Attenzione ed Iperattività. The aim of the project is to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bike and ski helmets through 
microstructured polymeric composite materials, by decreasing in amplitude the acceleration peaks (already 
recognized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o cause injuries) and also shifting them toward frequencies less dangerous 
for the human brain. 
        The goals of the work to be carried out are: provide an effective (homogenized) constitutive law for the 
polymeric materials; model the effects of high strain rates, typically experienced during an impact event; define a 
suitable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s density (gradation), compatible with standard production processes, so as to 
reduce peak values of local accelerations at the helmet/head interface; model damage/cracking in the above 
defined functionally graded materials; model the global response of the helmet. 
        Applicants should hold a PhD (or equivalent) in Civi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omputational 
Physics or Applied Mathematics. They should have experience in continuum and multi-scale modelling of solid 
materials. Preference will be given to applicants with a proven research record and publications in relevant areas. 
Applicants as also expected to be fluent in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Stefano Mariani ( stefano.mariani@polimi.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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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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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23卷第1期) 
 

    （《计算机辅助工程》于杰供稿）

　

　

工程数值仿真与CAE算法

基于近似模型的车身气动外形优化（作者：高静,杨志刚,李启良）

轿车乘员舱内气流对气动阻力影响的数值模拟（作者：王东,王艳松）

聚氨酯橡胶摩擦轮有限元及疲劳寿命分析（作者：赵锐,韩业鹏,张群,王平,关振群）

大型矿车用减速机齿轮系统的疲劳分析（作者：薛运锋,王建明,何其昌,朱永杰）

机车车轮对流传热系数计算（作者：朱琳,王励,石伟）

轴承综合试验台强度有限元分析（作者：徐聪,徐玲玲,崔雷,王明海）

基于AMESim的安溢活门系统动力学仿真（作者：刘靖东,喻天翔,宋笔锋,金朋）

空间钢框架全焊接节点抗火设计的有限元分析（作者：孙燕飞,席丰）

混凝土水力劈裂的数值模拟（作者：金剑,雷冬,余快）

修井机Y形支座受井架坠落撞击的数值模拟（作者：万夫,周兆明,毛德森）

旧混凝土路面共振破碎力学机理（作者：范晨光,罗斌,李灿,谢奇峻）

四元数与欧拉角刚体动力学数值积分算法及其比较（作者：徐小明,钟万勰）

基于祖冲之类方法的多体动力学方程保能量保约束积分（作者：吴锋,高强,钟万勰）

面向环境力学的离散元分析软件研发和工程应用（作者：季顺迎,赵金凤,狄少丞,孙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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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与技巧

JSTAMP/NV自动报告书功能详解及其应用（作者：李彦波,刘红武）

基于Adams/Car的二次开发和应用（作者：胡礼,易忠路,龚成斌,王存杰,胡少洪）

CAE软件操作小百科(19)（作者：从曙光,武秀根）

信息

中国计算力学大会2014（CCCM 2014）将于2014年8月10日在贵阳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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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或文章标题有多重要？

   （摘自科学网武夷山的博客）

　

        Journal of InformationScience杂志2014年第1期发表塞尔维亚学者Sinisa Subotic和印度学者Bhaskar 
Mukherjee合写的文章，Short and amusing: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title characteristics, downloads, and 
citations in psychology articles（短而逗：从心理学论文看标题特征与下载量、被引量的关系），原文见

http://jis.sagepub.com/content/40/1/115.full.pdf+html。 

    过去，人们分别研究了论文标题的不同特征（如长度、类型、可乐性与愉悦性、特定标题“标示

器”――冒号、抓人眼球的词语等――的使用，等等）与下载量和被引量的关系。本文则试图将所有这

些因素都一并考虑在内开展研究。 

    两位作者从ScienceDirect数据库中取了129篇上过“热点论文25强”（即下载次数最多的25篇论文）榜的

论文，另外取了未上过榜的129篇论文进行对照，将这258篇论文作为研究样本。 

    研究的总体结论是，最要紧的标题特征是长度和可乐性／幽默性。采用偏最小二乘模型进行分析，发

现：较短的标题与较高的被引量相联系，但是，该效应完全可以由发表论文的期刊之影响因子这个中介

变量做出解释，也就是说，看表面是短标题带来了高被引，但其实真正起作用的不是短标题，而是与期

刊影响因子相关的某个更高阶的东西，或许是编辑过程或同行评审过程。标题的可乐程度与下载量弱相

关，与被引量不相关。另外还发现，下载量与被引量正相关，较逗的标题往往也是较短的标题。 

    该研究中，标题长度这样的变量最好办，标题的可乐性与愉悦性则是不易确定的，本研究中请了7位英

语好、熟悉科学传播且了解心理学的人来打分。特别逗的标题的例子：“上帝：我引起您注意了

吗？”，非常枯燥的标题的例子：“测度之不变性：实践综述及启示”。 

    博主：标题的重要性，我是有亲身体会的。Chinainfo网站是我所历史上办过的一个网站，曾经非常

火，它在某段时期的点击量甚至超过了科学网。维护该网站的是本所的信息分析研究中心，当时我是中

心负责人，故我也时常为Chinainfo写点东西，相当于现在科学网博客的“原创”博文。有一回，我翻译

了一个表格，因为我觉得表格中的数据很有参考价值，表格原名称就是“世界各国某指标排行情况”。

将其发出后，到了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点击量才5次。此时，该条信息已经不在首页，滚动到后面去了。

我想，这么好的内容怎么没有人看呢？看来得在标题上动脑筋。于是，我把标题改为“中国在某指标上

排名世界第几”。到第二天上午上班时一看，这条不处于首页的资料居然被点击了67次！在当时，6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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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高点击了，这完全是标题变化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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