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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开始申请
 

  （摘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
      
为做好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申请和2014年应结题项目结题等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项目申请 
（一）项目申请接收。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2015年度项目申请集中接收工作自2015年

3月2日开始，3月20日16时截止（法定节假日不办公）。 
2.2015年度集中接收申请的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联合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

项目（自由申请）、数学天元青年基金项目和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等。 
3.不在集中接收申请范围的项目类型，其申请接收时间将另行公布。对于随时受理申请的国际（地

区）合作交流项目，申请人应避开集中接收期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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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书撰写方式。 
自2015年起，各类型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一律采用在线方式撰

写。 
（三）申请人事项。 
申请人应认真阅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以下简称《条例》）、《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相关类型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于2015年1月15日后登录

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以下简称ISIS系统；没有系统账号的申请人请向依托单位基金管理联系

人申请开户），按照各类型项目的撰写提纲及相关要求撰写申请书。 
自2015年起，各类项目申请经费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其中，直接费用包括设备费、

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

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其他支出；间接费用是指依托单位在组织实施项目过

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依托单位为项目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

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有关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以及绩效支出等。《指南》所列资

助强度为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之和。申请人只需填报直接费用部分，间接费用及项目申请经费在

申请书中自动生成。 
申请人完成申请书撰写后，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下载打印最终PDF版本申请书，并

保证纸质申请书与电子版内容一致。申请人应及时向依托单位提交签字后的纸质申请书原件以及

有关证明信、推荐信、承诺函和其他特别说明要求提交的纸质材料原件等附件。 
（四）依托单位事项。 
依托单位应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基金工作管理办法》的要求组织申请工作，对本单

位申请人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核，并在规定时间内将申请材料报送

自然科学基金委。具体要求如下： 
1.依托单位应在自然科学基金委规定的项目申请截止时间前提交本单位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并

统一报送经单位签字盖章后的纸质申请书原件（一式一份）及要求报送的纸质附件材料。鉴于全

部项目均采用在线方式撰写并提交申请书，ISIS系统需要一定时间处理，请依托单位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本单位项目申请书收取的截止时间。 
2.依托单位提交电子申请书时，需通过ISIS系统逐项确认。 
3.依托单位报送纸质申请材料时，还应包括本单位公函和申请项目清单。材料不完整不予接收。 
4.依托单位可将纸质申请材料直接送达或邮寄至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材料接收工作组（以下简称材

料接收组）。采用邮寄方式的，请在项目申请截止时间前（以发信邮戳日期为准）以快递方式邮

寄，并在信封左下角注明“申请材料”。请勿使用邮政包裹，以免延误申请。 
（五）受理信息公布。 
自然科学基金委于2015年5月5日前公布申请项目初审结果，并受理复审申请。 
二、项目结题 
（一）项目负责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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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应认真阅读《条例》和相关类型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根据项目的完成情况，实事求

是地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结题报告》（以下简称结题报告），并保证填报内容真

实、数据准确，注意知识产权保护，不得出现《国家科学技术保密规定》中列举的属于国家科学

技术秘密范围的内容。 
1.项目负责人登录ISIS系统，按要求撰写结题报告并将附件材料电子化后一并在线提交；项目负责

人下载并打印最终PDF版本结题报告，向依托单位提交签字后的纸质结题报告原件（不含附件材

料）。项目负责人应保证纸质结题报告内容与电子版一致。 
2.项目负责人撰写结题报告时，应当使用“基金委成果在线”收集本项目发表的论文。请不要将待

发表或未标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和项目批准号等的论文列入结题报告；不要直接复制论文内

容作为结题报告内容。 
3.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准予项目结题之后，将在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npd.nsfc.gov.cn）及国家科技

报告服务系统（www.nstrs.cn）上公布结题报告。 
（二）依托单位事项。 
依托单位应按照《条例》等要求对结题材料进行审核，并于2015年3月2日至3月6日（16时以前）

期间将结题材料报送自然科学基金委。未按时报送结题材料的应结题项目，按逾期待结题处理，

计入相应的限项申请范围，同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按《条例》的有关规定对项目负责人和依托单

位进行处理。具体要求如下： 
1.依托单位通过ISIS系统对结题材料进行审核并逐项确认，在规定的结题材料报送时间内统一报送

经单位签字盖章后的纸质结题报告原件（一式一份），以及单位公函、结题项目清单和《项目资

助经费决算汇总表》，材料不完整不予接收。 
2.依托单位可将纸质结题材料直接送达或邮寄至自然科学基金委材料接收组。采用邮寄方式的，请

在结题材料报送截止时间前（以发信邮戳日期为准）以快递方式邮寄，并在信封左下角注明“结

题材料”。请勿使用邮政包裹，以免延误结题。 
三、项目进展报告及管理工作年度报告 
（一）项目进展报告。 
项目负责人使用原有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ISIS系统，按要求在线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进展报告》（以下简称进展报告）；依托单位按《条例》及相关管理办法等要求，通过ISIS系

统对进展报告进行审核，并于2015年1月15日前逐项确认，无需提交纸质材料。对未按规定提交进

展报告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二）管理工作年度报告。 
依托单位通过ISIS系统在线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工作年度报告》（以下简称管

理报告），于2015年3月25日至4月15日提交电子材料，无需提交纸质材料。自然科学基金委将依

托单位管理报告提交情况记入其信誉管理档案，对未按规定提交管理报告的，按《条例》及相关

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处理。 
四、材料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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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接收组负责统一接收依托单位送达或邮寄的申请材料和结题材料，各局（室）及科学部不接

收上述材料。自然科学基金委不接收个人直接报送和非依托单位报送的材料。 
材料接收组办公地点设在自然科学基金委行政楼101房间，2015年3月16-20日期间在中德中心多功

能厅集中办公。 
五、其他 
（一）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均应当使用唯一身份证件申请项目，曾经使用其他身份证件作为申请

人或主要参与者获得过项目资助的，应当在申请书中说明，否则按不端行为处理，依托单位负有

审核责任。 
（二）自2015年起，自然科学基金委向依托单位提供本单位人员承担与参与所有在研项目清单，

原联络网平台为依托单位提供的“申请与在研项目检索”功能停止服务。 
（三）依托单位如果发生单位名称、基金管理联系人等注册信息变化，应及时向自然科学基金委

提出变更申请。 
（四）《指南》于2014年12月发行，并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公布。 
（五）自然科学基金委随时公布新的项目指南、通知通告和工作动态，请申请人和依托单位关注

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了解相关信息。 
（六）申请书、结题报告等纸质材料建议双面打印并装订。 
 
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　http://www.nsfc.gov.cn/

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ISIS系统）网址　https://isisn.nsfc.gov.cn/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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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启动 

　

(摘自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网站）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以及《关于受理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规定》要求，现将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相

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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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荐办法和要求

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采取单位推荐和专家推荐两种方式。

（一）单位推荐

1．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原则上每个推荐单位限推荐1人，请注重推荐一线工作的杰出科学家。推荐前需向我办申请推荐号

和密码，申请截至日期为2014年12月15日。

2．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

各推荐单位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遴选机制，推荐本地区、本部门优秀项目和人选。推荐的项目应

在本地区、本部门范围内进行公示，并责成项目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进行相应公示；公示内容应

按照《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手册》（可在我办网站www.nosta.gov.cn下载）的要求

进行，公示时间不少于10天。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方可

推荐。公示情况需上传到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综合业务管理平台。各推荐单位应严格按照下达指标

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综合业务管理平台中查看）进行推荐，各奖种指标不得挪用，超指标推

荐的，一律不予受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推荐指标不限。请注重推荐学术水平高、国际影响大，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且

长期友好的候选人或外国组织。推荐前需向我办申请推荐号和密码，申请截至日期为2014年12月

15日。

各推荐单位可以于2014年12月1日起凭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综合业务管理平台，按

要求组织推荐。

（二）专家推荐

1．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每人每年可推荐1项（名）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人选）。

2．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3人（含）以上可共同推荐1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候选人（外国组织）或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仅限1人独立完成的项

目）。

3．1975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中青年人员牵头完成的基础研究项目，可由3名以上国内知名同行专

家（至少有1名院士）共同推荐国家自然科学奖。

专家应推荐本人所从事的学科或专业领域的项目（人选），且每年只能推荐1次。当推荐项目（人

选）出现异议时，推荐专家有责任协助处理。我办进行项目公示时将同时公布推荐专家姓名。专

家推荐前需向我办申请推荐号和密码，申请截至日期为2014年12月15日。

（三）推荐项目（人选）的基本条件

推荐项目（人选）必须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的推荐要求，还必须满足

以下条件：

1．推荐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提供的主要论文论著应当于2012年1月1日前公开发表，技术发明奖和

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应当于2012年1月1日前完成整体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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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入国家或省部级计划、基金支持的项目，应当在项目整体验收通过后推荐。

3．同一人同一年度只能作为一个推荐项目的完成人参加国家科技奖评审。

4．2013年、2014年获奖项目的前三完成人，不能作为前三完成人推荐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

二、推荐书填写要求

推荐书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的主要依据，请推荐单位（推荐人）按照《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推荐工作手册》要求填写，重点突出推荐项目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内容。推

荐书应当完整、真实，文字描述要准确、客观。

非涉密通用项目的推荐材料，需登录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综合业务管理平台，按照要求在线填写、

提交和推荐。专用项目和涉密项目，需通过专用的单机版推荐系统（可于2014年12月1日至2014年

12月15日期间联系专项奖励处或相应专用项目委托管理单位获取）填写，不得通过网络填写和推

荐。

三、推荐材料报送要求

请推荐单位按规定做好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推荐材料的审核把关工作，并以正式公函的方

式报送推荐材料。发函要求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等推荐单位应是人民政府或

办公厅发文，国务院各部门和直属机构等推荐单位应是部发文，社会力量设奖的推荐单位应由法

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推荐材料包括：⑴推荐函1份，内容应包括推荐项目公示情况及结果，推荐项目数量和汇总表（附

件2、3）；⑵纸质推荐书原件1份，推荐书主件、附件应一并装订，不要封皮；⑶专用项目推荐书

及汇总表的电子版，按推荐单位刻录在1张光盘上；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候选人还需报送推荐书

从基本情况到推荐意见共九个部分的合订本30套；⑸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科普类项目还需附3套科

普作品。

四、推荐时间要求

（一）网络推荐截止时间

为了保障网络推荐工作的顺利进行，我办分类确定各推荐单位网络推荐截止时间，请积极配合。

具体要求如下：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特别行政区、计划单列市，网络推荐截止时间为

2015年1月11日上午8时。

2．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和事业单位，网络推荐截止时间为2015年1月12日上午8时。

3．协会、学会及其他推荐单位（推荐人），网络推荐截止时间为2015年1月13日上午8时。

（二）推荐材料报送截止时间

2015年1月14日—15日报送推荐材料，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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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授奖项目公布

  （摘自教育部网站）

　

2014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在同行专家通信评审的基础上，进行了网络会议

评审并召开了评审委员会组长会，评出拟授奖项目，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奖

励委员会审核，教育部批准，授奖项目为295项(其中：一等奖101项，二等奖194项).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分设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科技进步奖

(推广类)和专利奖。自然科学奖为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内取得的发现、阐明自

然现象、特性和规律的科学研究成果；技术发明奖为利用自然规律首创的科学技术成果；科技进

步奖为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专利奖为专利技术实施后取得了显著效益的科学技术成

果。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面向全国高等院校，每年评审一次。

 

获奖清单：http://www.cutech.edu.cn/cn/zxgz/2014/12/14173705271642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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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计算力学青年学术沙龙活动总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固体力学所刘波副教授供稿） 

　

2014年11月29日下午2:30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主楼C706会议室成功召开第1次全国计算力学青年

学术沙龙活动。本次活动是计算力学界的青年学者自发组织和发起的。参加本次沙龙活动的领导

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固体力学所所长邢誉峰教授、中国力学学会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

大学工学院陈璞教授、全国计算力学青年学术沙龙主要发起人清华大学柳占立副教授。本次沙龙

活动邀请了刚体、固体、流体、多物理场耦合等领域的四位专家做学术报告，分别是：北京工业

大学机电学院张伟教授，北京大学工学院与海洋研究院刘谋斌研究员，英特工程仿真技术（大

连）有限公司总裁张群博士，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刘岩副教授。从事各领域研究的参加本次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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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活动的老师有近30位，分别来自天津大学、重庆大学、湖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强度环境研究所、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与科

学工程计算研究所、北京机电工程研究所等单位。还有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学、西北

工业大学等单位的约40位研究生参加本次沙龙活动。活动讨论热烈，原计划2个小时的报告与讨论

时间持续了近3个小时。作为第1次全国计算力学青年学术沙龙活动，

本次活动还讨论了后续全国计算力学青年学术沙龙活动如何开展等问题，参会老师提了很多宝贵

意见，并确定第2、3、4次全国计算力学青年学术沙龙活动2015年将分别在西安交通大学、大连理

工大学、清华大学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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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与控制学报》自2015始由季刊改为双月刊

　

近两年来，在广大动力学与控制学科学者的大力支持下，本刊的稿件质量和数量不断提高，为了

使录用论文能够更快出版，缩短论文发表周期，更好地为我国动力学与控制学科的兴旺发达做出

贡献，把本刊办成动力学与控制学科的权威期刊，经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批准，自2015年始，

本刊由季刊变更为双月刊，双月下旬（20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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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全国非线性振动 

暨第十二届全国非线性动力学和运动稳定性学术会议

2015年5月8－10日，湖南大学，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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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文桂林教授供稿）

【第1号通知】

　

“第15届全国非线性振动会议”暨“第12届全国非线性动力学和运动稳定性学术会议”初步定于

2015年5月8—10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由湖南大学承办。

本次会议征文范围包括非线性动力学与控制；非线性振动理论与应用；运动稳定性理论与控制；

多体动力学与控制；随机动力学；分析力学；转子动力学；复杂网络与神经动力学；运载工具动

力学与控制；故障诊断；振动、冲击与噪声控制；结构动力学与优化；流固耦合振动；动力学与

振动实验；动态测试与信号分析等方面的报告。热烈欢迎力学、机械和土木等工程技术、数学、

物理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和学生踊跃参会和积极投稿。

投稿重要日期：

2015年1月30日前，请提交 400 字左右的摘要，以及稿件所属征文范围、全部作者、主要作者单

位、通讯地址、邮编、E-mail地址、获资助情况等详细信息。

2015年2月1日前，发出论文摘要录用通知。

研究工作交流可以分为会议PPT报告和海报张贴两种形式。其中，以PPT报告为主；海报张贴需要

作者自制海报，会场负责准备张贴专区。

请大家将上述论文摘要Word文档按期发送至：nonlinear201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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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osite Materials (ICCM 20)
　

    Copenhagen is a great destination for a congress of this size and importance, and the city is currently amongst 
the most popular congress cities in the world. It is a vibrant metropolis, the gateway to Scandinavia and amongst 
the safest and cleanest cities in the world. Copenhagen is very easy to get to and is, with one of the most efficient 
transport systems in the world, also very easy to get around in. In 2008 the famous lifestyle magazine Monocle 
awarded Copenhagen the title ‘Most Livable city in the world’. 
    The ICCM20 is organized by the Scandinavian Organizing and Scientific Committee which encompasses 
Aalborg University (AAU), the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 (DTU), the Danish Plastics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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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of Composite Materials (Danish composites industry), along with Swedish and Norwegian key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composite materials. 
    The practical organisation and finally the professional congress organizers MCI Copenhagen. 
 
Important dates : 
    FINAL DEADLINE for abstract is 16 December! 
 
         • 20 August 2014 - Abstract submission opened 
         • 2 December 2014 - Deadline for abstract submission     
         • 15 February 2015 - Notification of acceptance    
         • 1 May 2015 - Deadline for Full Paper submission 
         • 15 March 2015 - Deadline for early bird registration 
　

  Read more about the conference at•www.iccm20.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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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osium on Architected Materials at Mach 2015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symposium "Design, 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rchitected 
Materials" at the upcoming 2015 Mach Conference (http://machconference.org).  A full description of the 
symposium is provided below. Abstracts are due December 5, though please let us know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but need additional time to prepare the abstract. 
    Material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are rapidly advancing and manufacturers now have the ability to control 
material architecture, or topology, at unprecedented length scales. This provides unique opportunities for 
optimizing material properties through the design of a material’s architecture. For example, materials with 
architectures characterized as microtruss lattices have been shown to offer high strength and stiffness at low 
densities, while more complex architectures have been designed with topology optimization to achieve 
previously unrealized combinations of multi-physics properties.  
    This minisymposium will discuss the latest advancements in computational design, 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rchitected materials.  Topics of interest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Advances in Design 
       Architectural design algorithms based on optimization (topology, shape, parametric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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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erial systems such as micro-truss lattices, hierarchical architectures, and functionally graded 
architectures  
       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 and flaw-tolerance (robustness) 
Advances in Manufacturing 
      Advances in additive manufacturing for realization of architected materials 
      3D weaving, knitting and other fiber forms/preforms 
      Multi-material, multi-length-scale fabrication processes 
      Scalable self-assembly techniques 
Advances in Characterization 
      Multi-scale testing (e.g. linking constituent, topological and bulk properties) 
      3D tomography and related techniques 
Applications of optimized architected materials are also of interest, including applications as structural, band gap, 
and multifunctional materials.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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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招聘 
－－－－－－－－－－－－－－－－－－－－－－－－－－－－－－－－－－－－－－－－－－－

　

Scholarships for Advanced Masters in Structural Analysis of 

Monuments and Historical Constructions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胡少伟教授供稿）

　

    Applications for the Advanced Masters in Structural Analysis of Monuments and Historical Constructions, 
approved and financially sponsor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Erasmus+ 
Programme, are opened up to January 20, 2015. 
    This Master Course is organized by a Consortium of leading European Universities/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composed by University of Minho (coordinating institution, Portugal), the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Catalonia (Spain), the Czech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Prague (Czech Republic), the University of Padua (Italy) 
and the Institute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of the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 (Czech Republic). 
The course combines the most recent 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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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scholarships, ranging from 4,000 to 25,000 Euro, are available to students of any 
nationality. 
    The Consortium is also available to provide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s to outstanding non-European Scholars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for a period of up to three months. 
    Please find full details on the MSc programme, as well as electronic application procedure, on the website 
www.msc-sah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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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PhD Positions in Computational Modelling of Structural Batteries at TU Delft 
    
    Applications are invited for two PhD positions (four years) in the area of computational modelling in the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of Materials group of the Facul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Geosciences at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the Netherlands.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s will work with Dr. Angelo Simone on a project funded by 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through the ERC Consolidator grant StruBa (Computational Modelling of Structural Batteries). The 
positions are to commence in May 2015 or as soon as possible thereafte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positions and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 can be foun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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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toral Fellow in Topology Optimization at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Applications are invited for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t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The research project involves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periodic structures and porous 
materials for aerospace and medical applications. Main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osition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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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tructural concepts via systematic use of topology and shape optimization that can account for 
manufacturing constraints and conflicting design requirements. The project requires solid knowledge of 
computation mechanics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shape and topology). The candidate is expected to work in 
collaboration with industrial partners and members of the Pasini lab (pasini.ca), contribute to the supervision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s well as liaise with international research groups.  
Qualifications:  
    Suitable candidates are required to have a Ph.D. degre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r a related discipline 
with a very strong background in topology optimization and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besides expertise 
in CAD (e.g. Solidworks, Rhino) modelling if possible. The candidate must hav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kills, must be a good team player and be ready to deliver high quality research papers.  
Interested candidates should send a cover letter, complete CV with publications and an account of their 
research experience to Damiano Pasini at damiano.pasini@mcgil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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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工程》

（2014年 23卷 5期）

工程数值仿真与CAE算法

复杂科学与工程问题仿真的隐式微积分建模

（作者：陈文）

　

新型阻尼车轮振动特性试验与仿真方法

（作者：王谛,薛弼一,肖新标,韩健,王瑞乾,金学松）

　

基于材料与结构一体化的车辆吸能结构碰撞仿真

（作者：刘小波,阎帅,陈秉智）

　

基于等效结构应力的铝合金地铁车体疲劳寿命预测

（作者：李伟伟,陈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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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列车车下燃油箱保温性能CFD仿真

（作者：林鹏,邓小军,刘韶庆,付善强,李恒奎）

　

CAE技术在高分子材料齿轮箱设计中的应用

（作者：王凤,陈国栋,陈军,卜继玲,周滨）

　

海底柔性管道的抗内压分析和设计

（作者：李鹏,马国君,汤明刚,阎军,岳前进）

　

三维薄膜型FLNG储舱晃荡载荷的数值仿真

（作者：朱小龙,阮诗伦,陈世文）

　

大型浮吊滑动摩擦材料回转支撑力学行为

（作者：袁振钦,杨婵,于骁,岳前进,阎军,卢青针）

　

中水浮拱浮力舱的结构强度分析

（作者：吕东,赵岩,谢鹏,汤明刚,阎军,岳前进）

　

基于壳单元的火箭推进剂贮箱容积计算算法

（作者：蒋亮亮,王博,李国爱,栾宇,唐霄汉）

　

钝化外形对旋成体气动性能的影响

（作者：屈志朋,崔凯,胡守超,李广利）

　

GH4169合金涡轮盘锻造成型的数值模拟和分析

（作者：陈文豪,周晚林,张付军）

　

混凝土楔入劈拉破坏的损伤塑性模拟

（作者：余快,雷冬,金剑）

　

锥齿轮齿根应力有限元模型和分析

（作者：杨生华）

　

等离子硅刻蚀及其工艺参数的多尺度优化

（作者：阎军,杨明强,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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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与技巧

JSTAMP/NV中提升仿真计算效率的策略

（作者：罗序利,刘红伟,盛国强,马荣鑫）

　

CAE软件操作小百科（23）

（作者：鲍照,武秀根）

　

信息

中国计算力学大会2014暨第三届钱令希计算力学奖颁奖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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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院士：创新人才岂是教出来的

   （摘自光明日报）        

王元 1930年出生于浙江兰溪，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数学奖得主。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主

要研究领域为解析数论。

“所谓创新，一定是前人没有想到的、没有做到的。靠老师手把手地去教，一定教不出来创新人

才。”

11月16日，在中科院计算机所的一间会议室里，84岁的中科院院士、数学家王元对记者说：“我

从来不会帮学生解答具体的专业问题，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我其实也不懂。”在他看来，培养独

立创新精神才是育人的关键。

 

学位之惑

“现在有一个倾向，一个单位引进人才首先要看是不是‘海归’、有没有‘博士’学位。那些其

实是评价一般人才的标签，真正的创新人才不能看这些。”王元说，“华罗庚是中国最出色的数

学家，但他只有初中学历。我是华罗庚先生的学生，也只是本科毕业。”

华罗庚26岁时留学英国剑桥，师从当时赫赫有名的数学家哈代。哈代鼓励他说：“你可以在两年

之内获得博士学位！”华罗庚却摇头道：“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者！”

哈代一脸不解，博士学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对于只有初中文凭的华罗庚来说，更是机会难

得。华罗庚这样回答：“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学位！”求学两年，华罗庚集中精力

研究堆垒素数论，并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哥德巴赫问题发表了18篇论文，获得了轰动国

际的学术成果，但最终也未戴上博士帽。

王元这一生，也从来未把博士学位当成自己追求的目标。大学毕业后，他把全部心思投入数学研

究，首先将解析数论中的筛法用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并证明了命题3＋4，1957年又证明了2＋

3。他证明的2＋3表示的是：每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至多两个质数的乘积再加上至多3个

质数的乘积。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这一研究领域跃居世界领先地位。其成果为国内外有关文献频

繁引用。当时王元只有27岁。

“30岁前是一个人最具创新能力的阶段，不要把精力放在去追求学位上，专心去研究些创新的问

题，才不枉今生。”王元这样说。

 

兴趣之重

采访当天，王元在参加一个科学家与艺术家交流的聚会。聚会现场，当着欧阳中石等书法大家的

面，王元欣然挥毫题字。笔法看似朴拙，但功力自现，引来行家颔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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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66岁开始练习书法，坚持至今。”王元说，自己这一生，只要是兴趣所及，都肯花费时间刻

苦钻研。中学时候，他喜欢看小说，不管多厚的书本，他都要想方设法挤时间看完。后来，他看

别人拉二胡，自己也动了心，投入大量时间苦练，又肯动脑筋琢磨技巧，很快成为出色的二胡演

奏者。广泛的兴趣，养成他不怕困难和强烈进取的精神。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总比别人

学得好。

王元认为，兴趣是激发一个人求知欲望的重要动力。“只有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去做研究，才会

不知疲倦、以苦为乐，才会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才会有创新火花迸发。”

 

独立为要

“自由的环境，专注的研究，才是一个人成才的必由之路。”王元说，“现在的教育，就是条条

框框太多，才培育不出创新人才。”

回忆自己师从华罗庚的岁月，王元说，当时华罗庚在专业研究上从未对他有过任何约束，一直放

手让他进行独立自主的研究。在青年时代，能有这样一位老师给予自己充分信任和自由空间，至

今仍让王元充满感激：“培育人才要是一直像幼儿园老师一样小心翼翼，肯定出不了创新人才，

要敢于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探索。”

说到这里，王元谈起了自己的学生张寿武。1983年，张寿武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攻读硕士学

位。当时，王元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经典解析数论已无出路可言，但看中了张寿武的勤勉和悟

性，鼓励他自由选择方向。

三年时间里，王元基本没管过张寿武。那要是张寿武有解决不了的专业问题怎么办？“他24小时

钻研都没弄明白的问题，我从未研究过怎么会懂？”王元认为，对于创新人才，老师的作用在于

引导与点拨，不可能手把手地教。

1986年，张寿武硕士论文答辩时，王元说：“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考

虑到你每天很早就来办公室，很用功，这个硕士学位就送给你了。”如今，张寿武已成为美国科

学与艺术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跻身为世界上最出色的华人数学家之一。

“师从华罗庚先生的学生不下百人，但最终获世界数学界认可的人物，不过五六人。”王元

说，“这些人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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