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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卢天健和常务理事王建祥担任国际理论与

应用力学联盟（IUTAM）重要职务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2014年8月，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盟（IUTAM）在丹麦科技大学召开全体理事大会。期间，

IUTAM大会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经过激烈竞争，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王建祥教授当选为

IUTAM大会委员会委员，任期四年；现任IUTAM大会委员会委员、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卢天健

教授担任IUTAM固体力学奖（The Rodney Hill Prize in Solid Mechanics）评审委员和IUTAM专题研

讨会固体组评审委员，大大提升了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组织事务的学术话语权。

此外，IUTAM大会委员会还确定了下一届世界力学家大会（ICTAM）的大会邀请报告人，中国力

学学会理事长胡海岩院士和特邀理事方岱宁院士被推荐为第24届世界力学家大会（ICTAM2016）

的大会报告人，在一届大会上同时有两位中国学者被推选担任ICTAM大会报告人尚属首次。

IUTAM成立于1946年，并于1947年加入国际科学联盟（ICSU），通过常设大会委员会组织与力学

相关的国际会议和参与其它一些有助于促进力学学科发展的活动，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力学学

科领域最具学术权威的国际学术组织。中国力学学会在1980年经中国科协报国务院批准代表中国

以国家会员的身份加入该组织，目前在IUTAM中任职的中国科学家共6人，包括理事4人：胡海岩

院士、李家春院士、白以龙院士、杨卫院士，以及大会委员会委员2人：卢天健教授、王建祥教

授。其中，杨卫院士于2012年担任IUTAM执行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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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Book: Recent Advances in Radial Basis Function Collocation Methods
 
  

 The Authors: Chen Wen, Fu Zhuo-Jia, Chen C.S.
(Prof. Wen Chen and Dr. Zhuo-Jia Fu work at Hohai University. Prof. C.S. Chen work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
　

Key Features:

●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s various RBF collocation methods for domain and boundary-only discretization, 
including some very recent techniques not covered elsewhere.

●     Introduces new approaches to constructing characteristic kernel RBFs.
●     Provides illustrative benchmark examples.
●     Includes open-source codes.

      This book surveys the latest advances in radial basis function (RBF) meshless collocation methods 
which emphasis on recent novel kernel RBFs and new numerical schemes for solving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The RBF collocation methods are inherently free of integration and mesh, and 
avoid tedious mesh generation involved in standard finite element and boundary element methods. This 
book focuses primarily on the numerical algorithms,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and highlights a large 
class of novel boundary-type RBF meshless collocation methods. These methods have shown a clear 
edge over the traditional numerical techniques especially for problems involving infinite domain, 
moving boundary, thin-walled structures, and inverse problems.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RBF meshless collocation methods, there is a need to summarize 
all these new materials so that they are available to scientists, engineers, and graduate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 to apply these newly developed methods for solving real world’s problems. This book is 
intended to meet this need.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is book, please go to the link: http://www.springer.com/materials/
mechanics/book/978-3-642-39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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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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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 CAE 软件自主研发-引领工业创新论坛

（2014年10月23-24日，大连仲夏花园酒店）

　

主办单位：

中国力学学会产学研工作委员会

先进装备设计与CAE软件开发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省力学学会 

一、会议概述

为推动我国装备制造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成功转型，提升中国工业企业创新能

力，促进中国自主研发CAE企业在国家两化融合工作中的作用和影响力，特举办本论坛。本次论

坛通过促进CAE领域产、学、研的合作，推进我国自主知识产权CAE软件的发展及其在基础装备

业、军工等领域创新设计中的应用，从而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CAE技术应用水平，实现CAE技术

引领的装备制造产业的自主创新。

现由中国力学学会产学研工作委员会、先进装备设计与CAE软件开发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心、大连理工大学、辽宁省力学学会主办，大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支持指导，英特工程仿真

技术（大连）有限公司、大连集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二届中国CAE软件自主研发-引领

工业创新论坛”将于2014年10月23-24日在大连仲夏花园酒店召开。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二、会议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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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讨我国自主研发CAE软件走向商业成熟的机遇和挑战

2、为高校成果与CAE软件企业提供对接平台

3、为我国装备制造企业提供CAE企业和高校联合的服务体系

4、筹建“中国仿真产业联盟”

三、参会人员 

1、全国范围的CAE自主研发企业和单位

2、国内知名CAE技术领先的高校代表

3、应用CAE技术的装备制造业企业

4、国家研究院所及国家超算中心

5、CAE行业相关代理销售商

6、行业媒体和社会媒体 

四、会议形式

主题演讲：

1、自主研发企业CAE软件专题

2、高校研发团队在CAE软件核心算法、核心技术专题

3、企业在CAE技术和软件应用和需求介绍

圆桌论坛：

1、我国自主研发CAE软件走向商业成熟的机遇和挑战

对接会：

1、高校核心CAE技术与自主产权CAE软件研发企业对接

2、工业企业客户与自主产权CAE软件研发企业对接

产品和技术推介演示会：

1、自主研发CAE软件推介演示

2、高校CAE技术核心算法推介演示

五、会议日程安排、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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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地点

10月22日

星期三

14:00-20:00 报到 酒店大堂

 

10月23日

星期四

 

08:30-09:00 大会开幕式、嘉宾致辞 3号会议楼第一会议室

09:00-11:30

大会特邀报告:

CAE软件自主研发报告

3号会议楼第一会议室

11:30-12:00 拍照 3号会议楼第一会议室

12:00-13:00 中餐 酒店餐厅

13:00-16:30

 

大会特邀报告:

CAE技术及其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

3号会议楼第一会议室

16:40-17:30

圆桌讨论

我国自主研发CAE企业走向商业成

熟的机遇和挑战

3号会议楼第一会议室

10月23日

星期四

9:00-17:30

展示及对接会:

高校核心CAE技术与自主产权CAE

软件研发企业对接会

3号会议楼第二会议室

9:00-17:30

展示及对接会:

CAE软件用户单位与自主产权CAE

软件研发企业对接会

3号会议楼第三会议室

10月23日

星期四

18:00-20:30

晚宴，颁奖

INTESIM之夜

酒店餐厅

10月24日

星期五

08:30-12:00

13:00-17:30

分会场报告：

CAE算法和技术专场

3号会议楼第二会议室

12:00-13:00 中餐 酒店餐厅

08:30-12:00

13:00-17:30

分会场报告：

CAE工程应用专场

3号会议楼第三会议室

 

2、会议地点：大连市仲夏花园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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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222号

电话：0411-82492222

3、会议住宿

组委会与大连市仲夏花园酒店签约，普通标准间￥300元/晚，豪华标准间￥380元/晚，房费均含

￥58元/位自助早餐2份（住宿费用自理），参会代表根据需求在会议回执表中标注，组委会将统一

协助安排。 

六、大会奖项

此次论坛以专家学者主题演讲为主，并设有以下奖项：

1、最佳自主创新商业CAE 软件奖

2、最佳高校 CAE研发成果奖

3、最佳自主品牌CAE软件工程实践案例奖

4、最佳CAE技术用户实践奖

5、最佳产、学、研合作奖

七、报名方式

1、邮件：请将参会回执表填好后E-mail至icae@intesim.com

2、传真：请将参会回执表填好后传真至0411-84898201

八、会务费

学生500元/人，企业人员及教师1000元/人（含会议费、资料费、餐饮费。不含往返交通费和住宿

费）。其余由赞助商、承办方承担。企业对本次会议的冠名、赞助、协办等费用，根据情 况具体

协商。本论坛会务费由大连仲夏花园酒店代为出具正式会务费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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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hock Waves (ISSW30)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ing and Scientific Committees, 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to the 3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hock Waves (ISSW30), which will be held on July 19-24, 2015 in Tel-
Aviv (the city that never sleeps), Israel. ISSW30 is a continuation in the series of biannual international 
symposia that have been held all over the world since 1957. ISSW12 was held in Jerusalem, Israel, in 
1979.
ISSW30 will be held in the elegant venue of the Dan Panorama Convention Center of the Dan 
Panorama Hotel in Tel Aviv that is located along the picturesque sea shore of the Mediterranean.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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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will be held in Patra Jasa Bali, 
Indonesia, 26-27 August 2015.
　

Conference Topics:

●     Advances in Aerospace and Automotive
●     Agrotechnology
●     Applied Sciences and Biosciences 
●     Biomechanics and Medical Technology
●     Computational Modelling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     Dynamic, Vibration, Acoustic and Control System
●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System
●     Energy, Environment and Biomass
●     Engineering Economics and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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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Policy
●     Health/Safety and Forensic Engineering
●     Industrial Design
●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anufacturing Process and System
●     Material Science and Processing
●     Mechanics of Solid, Structures and Fluids
●     Micro and Nano Systems
●     Numerical Analysis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     Quality, Reliability,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     Robotics, Mechatronics and Sensor Technology
●     Social Science Studies related to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     Sport Sciences
●     Strategic and Defence Technology
●     Structural and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     Transportation Systems
●     Tribology

Submission:
　

All submitted papers should be in the form of Adobe PDF file and are to be limited to a maximum length 
of 5pages (A4 size, single space, Times Roman of font size 12, minimum 4 pages), including figures, tables 
and references.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the template available from the website.
All accepted papers will be published in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ISSN No. 1660-9336),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which will be indexed in major academic databases, including SCOPUS. Extended 
version of selected papers will be published in a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JMechE (ISSN No. 1823-5514, SCOPUS indexed).

For more information of the conference, please go to http://www.icame2015.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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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诚聘海内外优秀人才 

(湘潭大学周益春供稿)

　

湘潭大学是老牌的文、理、工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是教育部、湖南省人民政府、国家国防科工

局共建高校。应学校发展需求，决定与西北核技术研究所发挥强强优势，共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西北核技术研究所是以核科学和技术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机构，仅本所专家

中产生的两院院士有10名。共建的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由院士担任院长，已建设有一支

包括中组部“千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湖南省“百人计划”等在内的高水平研究

队伍。建设有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国家重点学科（华中、华南

两大区域中唯一拥有的力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有国家发改委工程实验室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1个、湖南省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1个、湖南省重点实验室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个、教育部

创新团队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学科ESI排名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前0.3%。

我院致力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材料与力学学科交叉为特色，着重解决信息、能源、航空航

天、探测技术等领域的材料设计、制备、性能与应用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建设成特色鲜明、优势

突出的“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的研究型人才培养和研究机构。

为加速推进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发展，现面向海内外诚聘优秀人才。

一、招聘领域

所需专业为材料科学与工程、力学、核科学与技术、物理学、化学、仪器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

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等一级学科及下设的各专业。

研究方向咨询人：

材料设计与加工：赵满秀，18907327118；邮箱：zhaomanxiu@xtu.edu.cn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谢淑红，13789308582；邮箱：shxie@xtu.edu.cn

微电子材料与器件：孙立忠，18673289281；邮箱：lzsun@xtu.edu.cn

材料测控技术与装备：杨丽，15200330326；邮箱：lyang@xtu.edu.cn

核科学与技术：王秀锋，13217323997；邮箱：onexf@xtu.edu.cn

二、应聘层次及条件

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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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岗敬业、勤奋踏实，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

（2）具有上述领域的海内外博士学历、学位；

（3）在上述领域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优秀论文，或者是获得一定数量的发明专利，或者是解决了工

程或者科学问题；

（4）身心健康，且具有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团队合作精神。

招聘类别：

（1）高层次领军人才 

“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家特支计划”领军人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及讲座教授、“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名师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项目入选者。年龄一般不超过50

岁，对急需发展的学科，引才年龄可适当放宽。

任职于海内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具有上述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条件和竞争潜力的优秀人才，

年龄应在45岁以下。

（2）优秀青年拔尖人才

已入选“青年千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等青年人才项目

或具备上述项目申报条件者，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和领导组织能力，在所从事领域已取得较为突出

的学术成绩，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良好的国际合作背景，具备成长为青年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潜

力。

（3）优秀博士、博士后

海内外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博士、博士后，年龄在32岁（特别优秀的适当放宽条件）以下。

三、待遇

具体参照人事处相关人才引进政策（见附件），特别优秀者待遇面议。

四、应聘材料

（1）应聘者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最高学历、

联系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等）；

（2）个人学习、研究、及工作经历（应聘“高层次领军人才”和“优秀青年拔尖人才”另需提供

研究计划）；

（3）学历、学位证书和职称证明的复印件；

（4）目前从事的工作领域和主要业绩；

（5）反映本人工作业绩的材料，包括近五年来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PDF文档限通讯作者或第一

作者）、主要完成的科研项目、获得的科技成果奖励证书和授权专利证书的复印件等。

（6）其它证明材料。

五、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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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公室

联系人：蒋文娟 15573209810（手机）

电 话：073158298119，传真：073158298119

E-mail：wenjuanjiang@xtu.edu.cn

 

附件：湘潭大学人才引进暂行办法

附件：湘潭大学人才引进暂行办法.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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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 Faculty opening in Andlinger Center for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at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seeks a distinguished senior or mid-career scholar to be a leading faculty member 
within the Andlinger Center for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acee.princeton.edu). Candidates from all 
disciplines in engineering and the sciences are welcome.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receive a joint 
faculty appointment between ACEE and an academic department that will depend on the candidate's 
particular field. Potential research areas of interest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energy conversion and 
storage, biosynthesis of or biomass conversion to fuels,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energy-water 
nexus, energy-relate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green computing, smart grids, and smart buildings.
Complete applications, including cover letter, curriculum vitae, and succinct description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terests should be submitted online at https://jobs.princeton.edu (see requisition 
#1400688). Candidates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before December 31, 2014. Princeton University is an 
equal opportunity employer. All qualified applicants will receive consideration for employment without 
regard to race, color, religion, sex, national origin, disability status, protected veteran status, or any 
other characteristic protected by law. This position is subject to the University’s background check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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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Engineering Faculty Posi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t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The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t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one or more tenure-line faculty positions in the general area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The 
position is open to all ranks. The Department seeks candidates who have demonstrated outstanding research in 
areas that align with the strategic research thrusts of the Department and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Research 
thrusts relevant to this position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autonomous and adaptive systems, 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 Beyond the specific areas of research interest, the candidate’s intellectual depth and promise in 
both research and teaching are of the highest priority. Individuals having demonstrated the ability to 
collaborate across disciplines are especially encouraged to apply.
The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is a dynamic group with 30 tenure-line faculty, 
annual research expenditures exceeding 10 million dollars, 33,000 peer-reviewed paper citations indexed by 
Thomson’s Web of Science, and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rankings of 14th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and 
22nd for the Civil Engineering graduate program. The Department’s faculty has received a number of 
prestigious honors including 6 NSF CAREER awards and NAE membership. Excellent opportunities exist for 
candidates to interact with faculty in multidisciplinary projects through the Penn State Materials Research 
Institute, Institute for Cyberscience, Larson Transportation Institute, Institute for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Sustainability Institute, Protective Technology Center, Civil Infrastructure Testing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among others. Penn State is one of the nation’s leading research universities with expenditures exceeding $840 
million annually. The university is also one of the nation’s leaders in industry-sponsored research, with 
partnerships involving over 400 companies on an annual basis.
Applicants shall hold a Ph.D. in Civil Engineering or closely related discipline. Candidates will be expected to 
engage in instruction at both th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levels in the area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nd 
enhance the Department’s existing curriculum.
Applications should be sent as a single pdf file including curriculum vitae, statements of research interest and 
teaching philosophy, up to three relevant publications, and names, affiliation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ree 
references.
Apply to job 53642 at http://www.psu.jobs  

Applications received by November 30, 2014 will receive full consideration, though review will continue unt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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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ition(s) is filled. The position(s) is anticipated to begin in August, 2015.
Employment will requir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background check(s) in accordance with University policies.
CAMPUS SECURITY CRIME STATISTICS: For more about safety at Penn State, and to review the Annual 
Security Report which contains information about crime statistics and other safety and security matters, please 
go to http://www.police.psu.edu/clery/ , which will also provide you with detail on how to request a hard copy 

of the Annual Security Report.
Penn State is an equal opportunity, affirmative action employer, and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o minorities, women, veterans, disabled individuals, and other protected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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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工程》

（2014年 23卷 4期）

 
　

工程数值仿真与CAE算法

桥梁主塔施工用钢管桩支架结构有限元分析

尚伟,杨晓婧,毛毳,宋吉宁

 

基于BIM数据的建筑抗震弹塑性分析建模技术

曾翔,陆新征,许镇

　

收集口形状和角度对汽车风洞试验段轴向静压因数的影响

徐玉冬,杨志刚,李启良

 

发动机盖舷窗角部表面凹陷分析

罗仁平,赵金龙,孙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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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灵敏度分析的白车身扭转刚度优化

郑孟,李阳,郝海舟,张健

 

浮筒转塔式系泊系统中的动态管缆数值分析

陈金龙,汤明刚,阎军,卢青针,岳前进

 

虚拟样机技术在FPSO系泊力监测系统设计中的应用

孙晔,武文华,樊哲良,岳前进

 

磨刀门水道垂向盐水楔及其流动的二维精细模拟

阮波,包芸

 

70%低地板轻轨车车内噪声分析和降噪优化

雒磊,周劲松,李卓

 

基于主S-N曲线法的焊接结构疲劳寿命预测系统开发和关键技术

李向伟

 

乘波体组合高压捕获翼构型的性能分析

李广利,崔凯,胡守超,屈志朋

 

合成气非预混燃烧的数值模拟

郭培卿,葛冰

 

复杂工程建模和模拟的验证与确认

王瑞利,温万治

 

基于改进波前法的曲面网格生成算法

覃先云,张见明

 

应用技术与技巧

用三维实体单元分析薄壁箱型结构应注意的问题

武世靖

 

CAE软件操作小百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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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牧原,武秀根

 

行业动态与访谈

第十届中国CAE工程分析技术年会在贵阳成功召开

 

第九届中国系统建模与仿真论坛征文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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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s of Materials, Vol. 79, December 2014

Journal of the Mechanics and Physics of Solids, Vol. 72, December 20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tigue, Vol. 69, December 2014

应用数学和力学 2014年35卷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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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5年十大引智成果揭晓:高速动车上榜

   （摘自科学网）        

　

摘要：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国际人才交

流》杂志组织发起引智成果评选活动。“新中国65年十大引智成果”今天揭晓。

1.      高速动车

2005年，中国与西门子签署CRH3动车组合同及技术转让协议。随后，中方引进西门子150余人次

专家来华对动车组的设计、制造等进行指导。中德专家团队合作，中国轨道客车迅速跨越30年的

变化。2008年京津城际铁路投入运营，北京天津仅仅半个小时就可直达，创造了运营速度、运

量、节能环保、舒适度四个世界第一。外方项目总协调人威斯德获2008年中国政府“友谊奖”。唐

车公司参与建设并提供全部高速动车组——CRH3型动车组的“京津城际铁路工程”，荣获2012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      量子通信技术

中科大潘建伟量子信息研究团队与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以及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际知名大

学和科研机构开展国际合作，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特别是在发展实用化的量子

通信技术方面走在了国际前列，使得我国在量子信息这一新兴领域在国际上牢牢地占据了一席之

地。该团队成果曾1次入选英国《自然》杂志评选的年度十大科技亮点、5次入选欧洲物理学会或

美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国际物理学重大进展、7次入选由两院院士评选的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新闻。

3.      月宫一号

人类在外太空长期生存的核心技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自2004年起，

北航刘红教授引进外国专家100余人次，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继而自主创新，从无到有建立了

空间生物再生生命保障技术体系，经过10年努力研制出我国第一个世界上第三个空间基地生命保

障地基综合实验装置“月宫一号”，并于2014年5月成功完成了我国首次长期高闭合度集成实验，密

闭实验持续了105天。使我国此项技术水平与国际最高水平同处于同一水平上。研究成果将为我国

今后深空探测生命保障提供理论和基础技术。

4.      互联网技术

1987年9月14日，中德专家经过4年努力，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发出中国第一封通过自行

搭建的邮件系统发送的电子邮件，使中国正式接入国际计算机网络，成为国际互联网注册国家。

德国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维纳•措恩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后经过中美等专家共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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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1993年，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租用AT&T国际卫星信道建立的接入美国SLAC国家实验室的

64K专线正式开通，成为我国部分连入Internet的第一根专线，中国互联网时代从此开启。

5.      “CR-01”6000米水下机器人

我国机器人事业的开拓者蒋新松率领团队，从1992年起，与俄罗斯合作，以我方为主，开始研制

6000米无缆自治水下机器人。1995年8月， “CR-01” 6000米无缆自治水下机器人研制成功，使我国

机器人的总体技术水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CR-01” 6000米无缆自治水下机器人被评为1997年中

国十大科技进展之一，获得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9年3月开始，中俄继续合作联合研制

7000米载人潜水器，掌握深海探测关键技术。

6.      节水灌溉技术

从以色列、美国等国引进滴灌、喷灌技术在我国干旱地区广泛应用，已在冀鲁豫陕等北方地区推

广的美国渗灌技术，节水效率提高50%，增产幅度达30%-50%。

7.      大亚湾核电站建设

中国大陆首座使用国外技术和资金建设的核电站。1982年启动，1994年全面建成投入商业运行，

并获得美国国际电力杂志评选的“1994年电厂大奖”，成为全世界5个获奖电站之一，也是中国唯一

获得这一殊荣的核电站。技术和设备全部从国外引进，起步阶段，从厂长到部门主管，都由外国

专家担任，大部分工程技术岗位也由外国专家担任。当时的大亚湾工地上有多达26个国家的外国

工程技术人员，最多时外国专家人数超过2000人。为了掌握国际先进技术，中方先后将100多名技

术人员送到国外培训。

8.      北京电子对撞机

1988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首次对撞成功，被誉为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

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1984年，中美联合启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合作项目；2004年，开始正负电子对撞机及其探测谱仪的改造工程，2009年全面达到指标。2013
年3月，由11个国家300多名科学家参与的国际合作组宣布，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发现一个新的共

振结构，这一发现很可能为寻找和研究新型强子态开启了一扇大门。李政道、丁肇中等外籍专家

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9.      水稻旱育稀植

一种省种、省肥、省水、省工、增产的水稻栽培技术，平均每亩增产10%以上。20世纪80年代从

日本引进，到1998年种植面积达2亿多亩。日本专家原正市从1982年至2002年，应邀63次来华传授

水稻旱育稀植栽培技术。

10.  武汉长江大桥

1957年大桥通车，结束了千年以来长江上无桥的历史，成为连接我国南北的大动脉，对促进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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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大桥是苏联援华156项工程之一，苏联专家为大桥的设计与建造提

供了大量的指导，大桥建设采用苏联专家西林提出的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施工方法，最终获得成

功。作为新中国建设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大桥图案入选1962年4月开始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该

桥2013年入选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新中国65年十大引智成果”评选主要依据：一、该成果对国家经济、科技、社会未来发展影响深

远；二、海外专家及国际智力合作在该成果中作用突出。评委由来自国家外国专家局相关业务

司、科技部引智办、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中国工程院国际合作局、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

局、各地方外国专家局共34名专家组成，同期在新浪网、中国日报发起网络投票，最终根据专家

票(70%权重)、网络票(30%权重)综合加权评定，评选出“新中国65年十大引智成果”。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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