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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报道
－－－－－－－－－－－－－－－－－－－－－－－－－－－－－－－－－－－－－－－－－－－

教育部公布高校获2015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情况

  （摘自教育部网站）

     
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2016年1月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全国高等学校获得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33项，占授奖项目总数42项的81.0%。全国

高等学校获得2015年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一等奖1项、二等奖31项，占通用项目授奖总数50项的64%。

全国高等学校获得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目108项(特等奖1项，一等奖6项，创新团队

奖3项，二等奖98项)，占通用项目授奖总数141项的76.6%。其中，高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获奖项目59项(一

等奖1项，创新团队奖3项，二等奖55项)，占通用项目授奖总数的41.8%。

全国共有120所高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得了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174项，占通用项目总数233项

的74.7%。其中，有67所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获奖项目数为125项，占授奖总数的53.6%。

另外，全国共有17所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了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国防专用项目23项，占授

奖总数的39.0%。

高校在全国授奖项目中的继续保持高比例，说明高等学校的科研实力在不断提升，对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发

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尤其是高校获得的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项目，充分体

现了高校的基础研究和重大原始性创新研究在我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附件：1、高校获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通用项目)统计表

2、高校为第一完成单位获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通用项目)统计表

3、高校获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目录

4、高校获201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目录

5、高校获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通用项目)目录

[返回本期目录栏]            
－－－－－－－－－－－－－－－－－－－－－－－－－－－－－－－－－－－－－－－－－－－

2015年全球大学科技竞争力排名公布
(摘自科学网）

1月6日，四川大学全球大学科技竞争力研究所发布2015年度全球大学科技竞争力排名。

“全球大学科技竞争力排名”（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of Global University，

简称STCRGU）是专门针对全球高校科技竞争力进行科学评价的排名体系。STCRGU采用四项量化指标进行

科技竞争力的分析和排名，这些指标涵盖了科技产出总数、高质量科技成果数量和国际专利数量，保证了评

价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准确性和透明性。

STCRGU（2015）列出了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期间全球科技竞争力排名前200位的大学，排名全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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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的是哈佛大学，位列第二名至第十名的大学分别是斯坦福大学、多伦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密歇根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牛津大学、华盛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其中，哈佛大学的科技

产出总数得分和高质量科技成果数量得分均为最高，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专利数量得分为最高。中国大陆地

区共有18所大学上榜，其中位列世界前100名的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拥有较高的高质

量科技成果数量得分和国际专利数量得分，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拥有较高的科技产出总数得分。

STCRGU是对目前世界大学排名系统的一个有益补充，它更强调大学的最新科技研究成果产出，为世界

高等教育机构科技竞争力的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工具，为广大专家学者、教师、学生、政府、高校管理人

员和企业界人士了解大学科技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提供信息支撑。开展世界大学科技竞争力评价可以更好地满

足政府和大学科技管理需要，通过分析比较排名情况，科学制定大学发展战略，不断提高科技研究质量和创

新水平，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对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潘希）

评价方法

STCRGU选取四项以科技实力为导向的量化指标进行排名计算，包括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论

文数（占STCRGU排名总分的60％）、发表在《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杂志的论

文数（占总分的20％）、申请国际专利数量（占总分的10％）以及在最新自然指数（Nature Index）中

的WFC分数（占总分的10％）。其中，SCI收录论文数指标反映了科技产出总数，发表在《自然》和《科

学》杂志论文数指标以及自然指数WFC分数指标反映了高质量科技成果数量。STCRGU（2015）统计了

在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发表公布的文章和专利。对于每一个指标，若某一大学在某一文章或

专利中有署名，则该大学该项指标数值增加1。具有最大数值的大学的得分为100分乘以该指标在总分中的权

重系数（即该项最高得分），其它机构的计算方法为其数值与最大数值的百分比乘以该项最高得分。每所大

学的总分为四项指标得分的总和。所有大学根据最终的总分进行排名，在排名中具有较高总分的学校则具有

较强的科技竞争力。

全球大学科技竞争力排名网址：http://kjjz.scu.edu.cn/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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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学学会2016年度学术活动计划（部分）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会议文集

（摘要集）编号

时间 地点 会议名称

CSTAM2016-*01 2月中旬 香港 第八届海峡两岸激波/复杂流动学术会

CSTAM2016-*02 3月17-18日 杭州 IUTAM Symposium on Mechanics of Stretchable Electronics

CSTAM2016-*03 3月23-25日 昆明 材料与结构力学测试技术研讨会

CSTAM2016-*04 3月25-27日

江苏

镇江
智能传感力学机理、方法和应用研究研讨会

4月下旬或

5月上旬
杭州 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

http://kjjz.scu.edu.cn/
http://kjjz.s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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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AM2016-*05 5月

巴西

里约热内卢
第一届中巴深水论坛——深水技术与装备

CSTAM2016-*06
5月

6-8日
上海 第十届全国实验流体力学学术会议

5月

-10月
待定 第8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

CSTAM2016-*07 5月 南京 第二届全国生物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

5月 北京 中国力学学会2016年科技周活动

CSTAM2016-*08 5月19-22日 上海 2016年亚太等离子体科学和技术会议

CSTAM2016-*09 5月23-27日 南京 2016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纳尺度物理力学研讨会

CSTAM2016-*10 6月 北京 第二届高温气体动力学国际学术会议

CSTAM2016-*11 6月 杭州 新型材料力学国际研讨会

CSTAM2016-*12 6月 北京 第8届中日先进等离子体科学技术会议

CSTAM2016-*13 6月

云南

玉溪
第十一届全国爆轰学术会议

CSTAM2016-*14 6月10-12日 大连
国际微纳流体和微流控芯片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icrofluidics,Nanofluidics and Lab-on-Chip）

CSTAM2016-*15 7月 延安 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年度会议

7月 待定 第12届全国非线性有限元高级讲习班

CSTAM2016-*16 7月 北京 计算地球动力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

CSTAM2016-*17
7月

9-10日
成都 第三届中国超高周疲劳会议

CSTAM2016-*18 7月中旬 哈尔滨 第十七届全国激波与激波管学术会议

7月中旬 台湾 第18届海峡两岸力学交流暨中学生力学夏令营

CSTAM2016-*19
7月

或8月
南京 第十届全国动力学与控制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

7月

或8月
合肥 微纳尺度流动暑期研讨班

CSTAM2016-*20 7月25-29日

韩国

首尔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Based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WCCM2016 MS 907)

CSTAM2016-*21 7月28-29日 待定 第十二届中国CAE工程分析技术年会

CSTAM2016-*22 7月  或8月 待定 第十一届全国爆炸力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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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AM2016-*23
7月

或8月
待定 第七届全国计算爆炸力学会议

CSTAM2016-*24

7月底

或

8月初

兰州 实验力学在新能源装置（ITER）中的应用与挑战

CSTAM2016-*25 8月 待定 冲击动力学发展前沿研讨会

CSTAM2016-*26 8月 待定 第十届全国工程结构安全防护学术会议

CSTAM2016-*27 8月 厦门 第十五届现代数学和力学学术会议

8月 上海 力学生物学高级讲习班

8月 北京 全国生物力学专委会工作会议

CSTAM2016-*28 8月 上海 第六届中美生物力学大会

CSTAM2016-*29 8月 北京 等离子体技术在国防及航空领域中的应用研讨会

8月 昆明 全国基础力学实验教学研讨会暨培训班

CSTAM2016-*30 8月

呼和

浩特
力学与工程及力学教学 ¾¾ 第16届北方七省市区力学学会学术会议

8月 大连 结构拓扑优化暑期高级讲习班

CSTAM2016-*31 8月 上海 中国力学学会2016管柱和管道力学专题会

CSTAM2016-*32 8月

呼和

浩特
第18届流体动力与机电控制工程学术会议

CSTAM2016-*33 8月 西昌 第九届冲击动力学实验技术学术会议

CSTAM2016-*34 8月

呼和

浩特
实验力学新方法、新技术及应用研讨会

CSTAM2016-*35 8月 哈尔滨 第七届全国固体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

8月

8-12日
武汉 第三届全国等离子体数值模拟讲习班

CSTAM2016-*36
8月

11-12日
青岛 第三届数字岩心技术国际研讨会

CSTAM2016-*37 8月12-18日 兰州 第十二届全国岩土力学数值分析与解析方法研讨会

CSTAM2016-*38
8月

19-21日

韩国

群山
第二届中韩等离子体科学技术应用研讨会

8月底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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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AM2016-*39

9月初

银川 无网格粒子类方法进展与应用研讨会

CSTAM2016-*40 9月 北京 2016年水下技术学会技术会议（SUTTC2016）

CSTAM2016-*41 9月 大连
Predictive Theoretical and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f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CSTAM2016-*42  9月24-25日 合肥 2016年第五届大气压等离子体及应用研讨会

CSTAM2016-*43 10月 西安 第十三届全国流变学学术会议

CSTAM2016-*44 10月 苏州 第十二届全国环境力学学术研讨会暨2016年环境力学专业委员会年会

CSTAM2016-*45 10月 北京 中国地球物理学术年会/地球内部结构及其动力学

CSTAM2016-*46 10月 北京 第十九届全国反应堆结构力学会议

CSTAM2016-*47 10月 杭州 2016全国计算力学大会暨ISCM-V

CSTAM2016-*48 10月 武汉 2016海峡两岸破坏科学与材料试验学术会议

CSTAM2016-*49 10月 西安 2016年装备振动与噪声控制青年论坛

CSTAM2016-*50 10月4-11日 兰州 国际高雷诺数湍流论坛

CSTAM2016-*51 10月14-15日

四川

绵阳
第十四届全国物理力学学术会议

CSTAM2016-*52 10月14-16日 西安 第十九届全国复合材料学术会议

CSTAM2016-*53 10月14-17日 上海 2016年亚洲功能材料与结构力学会议

CSTAM2016-*54
10月

15-18日
西安 实验力学多学科交叉研讨会

CSTAM2016-*55
10月

17-19日
上海 IUTAM Symposium on Storm Surge Modelling and Forecasting

CSTAM2016-*56
10月20-

23日 
南京 第九届全国流体力学学术会议

CSTAM2016-*57
10月

20-23日
深圳 第四届全国工业等离子体会暨国际研讨会 

CSTAM2016-*58 10月21-24日 西安 2016年全国压电和声波理论及器件应用研讨会

CSTAM2016-*59 11月 长沙 2016年不确定计算力学高层学术论坛 

CSTAM2016-*60 11月 广州 损伤与断裂力学及其工程应用研讨会 

 11月 北京 中国力学学会第9届全国中学生趣味力学制作邀请赛

CSTAM2016-*61 11月11-14日

江苏

无锡
第二届全球华人水动力学学术会议

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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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6次活

动）

北京

外省市
 中国力学学会青年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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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tation to participate in ICCMS2016 on 27June-01 July 2016 at IIT Bombay
Six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and Simulation,27June-01 July 2016,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ombay (IIT Bombay), Powai, Mumbai-400 076, India is being organised jointly by IIT Bombay and
VJTI Mumbai under the auspices of "Indian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IndACM)" This congress
attracts academicians, researchers, practioners, budding research students from the various disciplines of science,
mathematics, engineering who are involved with the basic developments of the emerging computational methods
and/or those who are using the existing computational numerical techniques, like the finite elements (FE), the finite
differences (FD), the boundary elements (BE), the meshless methods, the discrete elements and many more for
solving complex real-life continuum and/or discrete problems emerging from a variety fields -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applied mathematics, materials' science, aerospace engineering, civi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and many more.
A 4-page abstract in the prescribed format may please be uploaded immediately on the congress website
www.iccms2016.org.
Full-length papers after proper peer review will also be published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National Science
Academy (ProcINSA) which is indexed in SCOPUS and very soon it will also be indexed in Web of Science.
Interested may also submit such papers to iccms2016@civil.iitb.ac.in in the prescribed format (available on the
website) as early as possible but not later than 31 January 2016.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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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全国复合材料学术会议征文通知（第一轮）
  

全国复合材料学术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osite Materials）由中国力学学会、中国复合材料
学会、中国航空学会、中国宇航学会联合举办，每两年举办一次。第十九届复合材料学术会议（简
称NCCM-19）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西安交通大学承办。本届会议定于2016年10月 14-16 日在西安交通大
学学术交流中心召开。
一、会议主题

本届会议主题为“ 复合材料：创新驱动发展 ”。大会主要包括开幕式、大会特邀报告、分论坛报告、展
览等内容。
二、征文范围

会议将重点交流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领域内复合材料发展的最新成就，同时也将积极关注复合材料
科学的最新进展。会议将邀请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作高水平的大会报告，同时为科研人员搭建一个自由的学
术交流平台。

根据复合材料相关领域研发和应用的动向，结合本次大会的主题，确定本次会议的征文范围及代码如
下：

http://www.iccms2016.org/


“力学动态”文摘2015年第33卷第1期

file:///E|/力学/力学动态/力学动态/33-1/33-1.htm[2016/1/10 16:19:34]

A 金属基复合材料
B 陶瓷基及碳基复合材料
C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D 轻质复合材料与结构
E 柔性与生物复合材料
F 功能与智能复合材料
G 复合材料微、细观理论
H 复合材料3D打印
I 复合材料结构设计、表征与评价
J 复合材料应用及产业发
大会出版会议论文摘要集附全文光盘，会议论文集光盘将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高水平

的研究论文将推荐到权威期刊出版。
三、会议征文要求及注意事项

1. 本届大会不设置摘要审查程序，直接对投稿论文进行审查，凡符合要求的论文将编入论文集。
2. 论文应观点明确，内容新颖，主题突出，文字简练，图表规范，并提供“论文著作权转让书”，涉密单

位请提供“论文保密审查证明”。
3. 摘要发至筹备组电子信箱 fanxueling@mail.xjtu.edu.cn ，并注明“NCCM-19征文”。
4. 截稿日期： 2016年4月30日 

四、 筹备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 范学领
联系电话： 13572990996
Email： fanxueling@mail.xjtu.edu.cn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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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全国疲劳与断裂学术会议第二轮通知
  

“第十八届全国疲劳与断裂学术会议”将于2016年4月15-17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光华大酒店召开。本届会议
旨在提供一个广泛的学术与技术交流平台，活跃学术氛围，促进学科交流，推动我国疲劳与断裂研究领域学
术与应用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目前已收到论文摘要近200篇。现发布第二轮通知，诚挚欢迎疲劳与断裂方面的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和
研究生积极注册参会。
一、主办单位：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材料研究学会、中国航空学会、中国金属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腐蚀与防
护学会
二、承办单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郑州大学
三、媒体支持：《机械强度》、《机械工程学报》
四、会议地点：河南郑州（郑州市高新区光华大酒店）

酒店地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瑞达路68号(与合欢街交叉口)
酒店电话：0371-67992888

五、会议时间：2016年4月15-17日
4月15日 8:00-20:00报到
报到地点：郑州光华大酒店一楼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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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主题：
疲劳与断裂力学
疲劳与断裂物理
复杂环境下的材料失效与破坏
典型材料与结构的破坏理论研究
重大装备的疲劳与断裂工程应用
航空航天中的疲劳与断裂工程应用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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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D Positions in Advanced Virtual Prototyp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I am currently recruiting new PhD students to join my research group at The School of Mechanical, Aerospace and
Civil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The core focus of the group is advanced computing for
engineering simulation. My research interests centre on extreme scale parallel computing, cloud computing and
virtual reality simulation platforms, applied to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problems involving complex processes.
The PhD projects I supervise involve adapting the open source software ParaFEM to solve challenging research
problems of interest to the PhD student and sponsor (where applicable).  Recent projects include:

Novel design of components for fusion reactors
Structural integrity assessment of nuclear reactor cores
Simulation of surgical procedures
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 for wind energy
Multiscale modelling using cellular automata
The study of dinosaurs  

The University will offer full studentships to outstanding home/EU PhD applicants in high impact research areas.
Competition is high, so in practice, this really means holders of a first class degree and/or MSc with Distinction.
 The University's priority areas include Advanced Materials, Energy, Cancer, Industrial Biotechnology and
Addressing Global Inequality, so a PhD proposal in one of these areas will rank highly for the studentship. Award
holders will be supported for 3 years by:

A full RCUK stipend of approximately £14k per year.
Home/EU fees of £4k per year for registration in September 2016.
The stipend may be topped up with industrial sponsorship.

Funding is available for students for September 2016 registration ONLY. The closing date to apply is Friday
12th February 2016. Please send a CV, short research proposal and covering letter
to lee.margetts@manchester.ac.uk. I am happy to receive enquiries before the deadline.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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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D Position in Biomechanics at Heriot-Watt University
 
We look for a candidate with a strong background in Physics, Material Science/Mechanics, or Tissue
Biomechanics. The candidate should hold a MSc or an equivalent degree in a strongly related field. Good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is mandatory. The candidate must be a UK or EU resident. Any residency other than that
cannot be accepted.
With respect to its socio-economic burden osteoporosis is amongst the top five most detrimental diseases affecting
modern societies. A constantly increasing live expectancy and millions of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the disease
necessitate an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those patients. During the last decades extensiv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cal behaviour of bone. On the macro-level the elastic and the irreversible mechanical

http://www.mace.manchester.ac.uk/people/staff/profile/?ea=Lee.Margetts
http://parafem.org.uk/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7338941_Transient_thermal_finite_element_analysis_of_CFC-Cu_ITER_monoblock_using_X-ray_tomography_data?ev=prf_pub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6352921_Spatial_variability_in_the_coefficient_of_thermal_expansion_induces_pre-service_stresses_in_computer_models_of_virgin_Gilsocarbon_brick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2529587_Sutured_tendon_repair_a_multi-scale_finite_element_model?ev=prf_pub
http://parafem.org.uk/news/jobs/182-alstom-epsrc-case-phd-studentship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4372591_Three-dimensional_cellular_automata_modelling_of_cleavage_propagation_across_crystal_boundaries_in_polycrystalline_microstructures?ev=prf_pub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9354653_March_of_the_Titans_The_Locomotor_Capabilities_of_Sauropod_Dinosaurs
http://www.manchester.ac.uk/research/beacons/
mailto:lee.margetts@manchester.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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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ur of bone tissue is well understood and allows to determine stiffness and strength of whole bones and
bone-implant compounds in a patient specific manner. At the lower level of tissue organisation the mechanical
behaviour of bone tissue is not yet understood. Understanding bone tissue at these length scales is crucial for the
design of scaffold structures, bone replacements, or novel implant solutions.
The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of Heriot-Watt University is currently establishing a laboratory
for hierarchical materials testing from the microscale to the macroscale including a state-of-the-art preparation
room for biological hard and soft tissues. Within this effort a fully funded PhD-position (£14057/year) for 42
months is available.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work in a multidisciplinary project involving microscopic
machining, testing (including XRD), imaging, and simulation in the laboratory at Heriot-Watt University and at the
European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in Grenoble/France. Stays up to eight weeks abroad at partner institutions
are necessary.
Edinburgh, also called Athens of the North, is the vibrant capital of Scotland located at the shores of the Firth of
Forth. It is known for its marvellous historical city centre, some of UK's top universities, its fascinating festival
season, its radiant cultural amenities, and its open minded welcoming people. Even though one has to learn a dozen
or so descriptions for the rapid change of sun and rain it is a top place to do a PhD. Please send your application
including a letter of motivation, a complete CV, academic records and a copy of your MSc-Thesis (either in
English, German, French, or Dutch) to:
Uwe Wolfram
Heriot-Watt University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James Nasmyth Building, JN 2.33
Edinburgh, EH14 4AS, UK
Phone: +44 (0) 131 451 4224
Email: u.wolfram@hw.ac.uk
Skype: uwolfram 
www: http://www.hw.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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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与控制学报》

2015年13卷第6期

求解自治非线性薛定谔方程的分离变量法

刘燕,张素英 

空间太阳能电站太阳能接收器二维展开过程的保结构分析

王新栋,胡伟鹏,邓子辰 

分数阶Birkhoff系统基于Caputo导数的Noether对称性与守恒量

周燕,张毅 

mailto:u.wolfram@hw.ac.uk
http://www.hw.ac.uk/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01&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02&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03&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03&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03&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03&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03&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03&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03&fla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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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及移动荷载激励下弹性梁分岔与混沌

李海涛,秦卫阳,田瑞兰 

轮-带驱动系统稳态周期响应谐波平衡分析

李大鹏,储德林,丁虎 

旋转圆环平面外振动的行波法研究

何虹,黄迪山 

含间隙同步锥齿轮锁定后的非光滑动力学分析

李春洋,张伟 

舰船混沌运动的单输入自适应变结构控制

黄谦,李天伟,王书晓,李伟 

中立型时滞反馈扭转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刘铭,徐晓峰,张春蕊 

压电谐振驱动三足机器人的平面运动

李魁,徐鉴 

混合突触作用下耦合时滞对模块神经元网络簇同步的影响

胡丽萍,杨晓丽,孙中奎 

不同脱层位置下脱层屈曲梁振动实验研究

陈得良,付钦,陈昌萍 

带可控臂的绳系卫星短距释放实验研究

王加成,金栋平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04&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05&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05&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05&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06&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07&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08&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09&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10&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11&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12&flag=1
http://dlxykzxb.cnjournals.net/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613&fla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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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力学学报》 2015年32卷6期

《应用数学和力学》 2015年37卷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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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 2015年33卷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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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国家科技奖获奖总数减少 亮点不少

   （摘自科学网）       

国家科技奖励办相关负责人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

奖受理项目和评审通过项目总数进一步减少。与2011年相比，总数减少21%，进步奖减少近100项，减幅

近35%。这些奖励成果既有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项目，也有致力于改善民生的科技创新，2015年度国家

科技奖呈现八大特点。

 
青年人才“冒尖”
 
自然奖发明奖完成人过半是“70后”
 
青年人才成为引领“双创”主力军。青年人才开始“冒尖”，自然奖和发明奖完成人中，“70后”超过一半。

今年第一完成人的平均年龄为54.3岁，主要完成人的平均年龄为47.6岁。自然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潘建伟年

仅45岁。今年自然奖和发明奖最年轻的第一完成人都是39岁，进步奖最年轻的第一完成人38岁。他们活跃在

科技创新第一线，潜力值得期待。

 
重大原创成果迭出

 
自然奖连续三年产生一等奖

 

http://www.cjam.net.cn/
http://www.cjam.net.cn/
http://www.cjam.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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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原创成果引领新兴产业发展。重大原创科学成果接连产出，自然奖连续三年产生一等奖，基础研究

发展的势头喜人。潘建伟院士及其团队，在广域量子通信和光学量子信息处理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

国际影响的原始创新成果。南昌大学江风益教授带领的研究队伍，创造性地发展了新的LED照明技术路线

（其余两条技术线路的主要贡献者分别获得日美两国最高科技奖），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改变了日、

美等国垄断LED照明核心技术的局面。

 
积极服务国家战略

 
高效环保芳烃成套技术关键装备“中国创造”
 
科技服务国家战略取得重大进步。以京沪高铁为代表的中国高铁品牌，形成了完整的高铁工程高端产业

链，推动了世界高铁技术发展。戴厚良教授等人开发了国际领先的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环保芳烃成

套技术，实现了智能控制、装置长周期本质安全和关键装备“中国创造”，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该成

套技术的国家，具有里程碑意义。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国产高端激光加工装备在汽车行业应用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项目成效显著。邵新宇等人通过高校应用基础研究、企业工程设计制造、企业应用验

证与推广，真正意义上建立了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研究体系，建立了技术协同与沟通的长效机制，取得了一

系列关键技术成果，推动了国产高端激光加工装备在汽车行业的全面应用，打破了我国汽车行业高端激光加

工装备被国外垄断的局面。

 
能源及生态领域成果涌现

 
水库大坝病险等研究引人关注

 
国家重大能源战略安全及生态安全领域成果涌现。油气领域的创新成果减少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水利

领域，着眼于提高我国大坝安全管理水平，实现从“工程安全管理”到“工程风险管理”的转变，如张建云等人

对水库大坝病险与溃坝规律、大坝安全评价方法体系、水库大坝风险控制与预测预警等方面开展研究，发挥

了重要作用。

 
医药健康领域表现优异

 
国内小分子靶向抗癌药填补空白

 
医药卫生和人口健康领域表现优异。中药创新领域，实现了我国珍稀濒危动物药材代用品研究的重大突

破，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动物保护方面的话语权和国际形象。西药创新领域，丁列明等人开创了国内小分子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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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抗癌药的先河，填补国内空白并打破国外专利药品的市场垄断。

 
惠民生项目脱颖而出

 
黄曲霉毒素污染检测技术保障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及公共卫生安全等惠及民生的项目脱颖而出。本年度涌现了一系列食品农产品检验检测技术，

如李培武等人发明了针对黄曲霉毒素污染检测的技术和装置，有效保障了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农产品生产

和消费安全。公共安全卫生方面的即时检测系统，如杨瑞馥等人在国际上首次创建了基于稀土纳米上转发光

技术的即时检测系统，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急诊、疾病防控等多领域。

 
国防领域成果显著

 
舰船发供电领域获国际领先地位

 
国防与国家安全领域自主创新成果显著。空间技术、材料科学、军事医学、信息安全和国防工程等领域

取得了一批优秀科技成果，一些项目技术突破性强，在本领域内具有里程碑意义。如海军工程大学电力集成

创新团队，奠定了我国舰船发供电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推动了我军舰船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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