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报道 

关于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拟推荐对象的公示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国科协 科技部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评选第二

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通知》（人社部函〔2020〕27 号）要求，经中国力学学会

民主推选，拟推荐 5位先进个人候选人（按姓氏拼音排序）：范学军、郭旭、吴

应湘、庄表中、庄茁。 

现对拟推荐对象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2020 年 4 月 20 日至 2020 年 4 月 24

日。 

公示期间，对公示的拟推荐对象如有不同意见，请以书面形式，实名向我会

反映。反映情况须客观真实，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以个

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应署实名并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62559209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15号，中国力学学会 

 

中国力学学会 

2020年 4月 20日 

 

 

 

关于面向因抗击疫情延误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

与交流项目的科研人员定向开放项目申请的通知 

（摘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 

各依托单位：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推迟 2020 年度项目申请与结题时间等

相关事宜的通知》（国科金发计【2020】5号）的有关精神以及《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关于面向因抗击疫情延误申请的科研人员定向开放项目申请有关事

宜的通知》（国科金发 计【2020】21 号）有关要求，经与境外合作资助机构商

定，现面向确因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拟申请但无法在下列组织间国际（地区）

合作与交流项目指南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的境内申请人，开放自然科学基金委生

命科学部和医学科学部所属申请代码下的项目申请： 

1. 《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合作与交流

项目征集指南》 

2. 《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香港研究资助局联合科研资助基

金项目指南》 

3. 《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联合科研

资助基金项目指南》 



对于符合要求的科研人员，依托单位应当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 16 时前向自

然科学基金委统一备案。备案方式为在线填报相关信息并上传加盖公章的备案表

（http://gxu-dq-ylf.mikecrm.com/JV9nnhs）。 

开放申请的开始时间为 5月 5日 8时，截止时间为 5 月 20日 16时。 

请依托单位高度重视信息备案和申请组织工作，在信息系统中实事求是填写

备案人员信息，确保备案人员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申请人要合理安排工作，

认真撰写项目申请书。依托单位要严格把关，确保申请质量。 

自然科学基金委向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联系人：殷林飞 曲海波 

联系电话：010-6232-5793 

附件：因抗击疫情延误申请科研人员备案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国际合作局 

2020年 4月 10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物理科学部关于 2020 年度第一期专

项项目（科技活动项目）申请的通知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管理办法》（2018 年 9 月 10 日第 11 次

委务会议审议通过），为加强学科发展战略顶层设计，促进数理领域学术交流，

数学物理科学部现公开发布 2020 年度第一期专项项目（科技活动项目）申请的

通知。 

一、定位、资助范围 

本期专项项目（科技活动项目）用于资助与数理科学发展相关的战略与管理

研究、学术交流、科学传播、平台建设等活动。本期专项项目（科技活动项目）

包括以下 3种类型： 

1. 有影响力的系列国际会议； 

2. 国内一级和二级学科全国性学术会议； 

3. 与基金发展相关的战略与管理研究、学术交流等活动（包括专题讲习班

和研讨会）。 

二、申请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申请条件 

本专项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2.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 

正在博士后流动站或者工作站内从事研究工作、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无

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人员不得申请专项项目。 

（二）限项申请规定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42/info77754.htm


1. 本专项项目不计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员申请和承担总数 2 项

的范围。 

2. 申请人同一年度一般只能申请 1项专项项目。 

（三）申请注意事项 

1. 本专项项目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需求牵引，注重交叉融合，鼓励聚

焦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开展战略与管理研究和学术交流。一般受理 2020 年 8 月 1

日-2020 年 12月 31日期间举办的科技活动。 

2. 本期专项项目试行无纸化申请，申请接收时间为 2020 年 4月 23日-2020

年 4月 30日 16 时。 

3. 申请人在填报申请书前，应当认真阅读本指南和《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指南》中申请须知的相关内容，不符合指南相关要求的申请项目将不

予受理。 

4. 申请书中的资助类别选择“专项项目”，亚类选择“科技活动项目”，

附注说明选择“科学部综合科技活动项目”，根据申请的具体研究内容选择相应

的申请代码（以 A开头的申请代码）。以上选择不准确或未选择的项目申请将不

予受理。 

5. 项目研究期限起止年月统一填写为 2020年 8月 1日~2020年 12月 31日。

申请书正文开始部分标注科技活动的类型：（1）有影响力系列国际会议；（2）

全国一级和二级学科会议；（3）基金发展战略研究与学术交流。各类项目具体

撰写要求如下： 

（1）“国际国内会议类”项目应包括：举办科技活动的背景和意义，组委

会组成情况、活动的起止时间、参加范围、规模、潜在影响，重要报告名称及其

主讲人介绍，境外拟参会人员名单，预期成果等； 

（2）“战略研究类”项目应包括：学科发展的现状、态势、所面临的挑战

与机遇，战略研究目标、内容，研究方案，可行性分析，预期成果等。 

6. 申请书附件应与所申请的类型相对应，具体要求如下： 

 “有影响力系列国际会议”项目申请人在华举办的国际（地区）学术会议

应为国际学术组织发起的系列会议。“全国一级和二级学科会议”项目申请人举

办的会议应为国内一级或二级学科全国性学术会议（一级、二级学科参见申请代

码）。申请书材料需包括相关学术组织授权举办会议的证明材料或主管部门正式

办会的审批文件。 

7. 申请人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关

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关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的补充通知》《关于进一步完善科学基金项目和资金管

理的通知》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预算表编制说明》的具体要求，按

照“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经济合理性”的基本原则，认真编制《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预算表》。“国际国内会议类”项目在预算说明书中除对项目各项

支出的主要用途和测算理由进行说明外，还应对会议整体预算及基本情况进行说

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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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

中所需的附件材料（有关证明材料、审批文件和其他特别说明要求提交的材料原

件），全部以电子扫描件上传。 



9. 依托单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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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申请人申报预算的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进行审核。

具体要求如下： 

（1）应在项目集中接收工作截止时间前（2020年 4月 30日 16时）通过信

息系统逐项确认提交本单位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无需报送纸质申请书。项目

获批准后，将申请书的纸质签字盖章页装订在《资助项目计划书》最后，一并提

交。签字盖章的信息应与电子申请书严格保持一致。 

（2）依托单位完成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的逐项确认后，应于申请材料提

交截止时间前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上传本

单位科研诚信承诺书的电子扫描件（请在信息系统中下载模板，打印填写后由法

定代表人亲笔签字、依托单位加盖公章），无需提供纸质材料。 

三、咨询联系方式 

1. 填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可联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中心

协助解决，联系电话：010-62317474。 

2. 其他问题可咨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综合与战略规划

处：陈国长、张攀峰；电 话：010-62326910、6911；Email：519phy@nsfc.gov.cn 

 

 

 

学术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爆炸力学学术会议第二轮通知 

经中国力学学会批准，第十三届全国爆炸力学学术会议计划于 2020 年 10

月 16日～19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学专业委

员会主办，西北工业大学、冲击动力学及工程应用陕西省重点实验室和飞行器结

构力学与强度技术重点学科实验室、结构力学行为科学与技术创新引智基地、冲

击动力学及其工程应用国际合作基地联合承办。 

会议旨在交流爆炸力学领域最新研究进展，促进爆炸力学学科发展，繁荣爆

炸力学科技事业。会议将设置主题、专题和博士生论坛等多个会场，并邀请爆炸

力学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做大会邀请报告和分会邀请报告，预计参加人数

1000人左右。会议将评选爆炸力学优秀青年学者（年龄 40 岁以下）、优秀论文、

最佳海报以及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 

热忱欢迎广大从事爆炸力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科技工作者以及研究生

踊跃投稿并莅临本届盛会！热忱欢迎爆炸力学专业相关单位厂商协办、赞助和参

展！ 

会议通知详情请参考此链接。 

 

 

 

http://www.cstam.org.cn/article/202050.html


Mini-symposium on “Data-Enabled Predictive Model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 i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at IMECE 2020 conference 

Dear Colleagues, 

As part of the IMECE 2020 (November 13-19, 2020, Portland, Oregon), 

we are organizing a topic on “Data-Enabled Predictive Model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 i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It is listed in Track 12: Mechanics of Solids, Structures, and Fluids: 

https://event.asme.org/IMECE/Program/Tracks-Topics. 

You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submit an abstract to this topic. This 

mini-symposium focuses on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novel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and predictive physics-based computational models. The 

topics of interest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data science, model 

validation,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 real-time assimilation of data, 

reduced-order modeling, optimal design of experiments, Bayesian 

inference, as well as design, control, and 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The presentation only abstract submission deadline is July 13, 2020. 

Abstracts must be submitted online at https://event.asme.org/IMECE. 

We hope that you’ll be able to attend and present your work at the 

conference. 

 

Best regards 

 

Danial Faghihi, University at Buffalo 

Alireza Tabarraei,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  

Kathryn Maupin,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招生招聘 

Post-doc opening in soft contact mechanics at Ital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ob 

https://www.iit.it/careers/openings/opening/1151-1-post-doc-position-for-computational-soft-conta

ct-mechanics 

To be started soon. Contact m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t michele.scaraggi@iit.it  

https://www.iit.it/careers/openings/opening/1151-1-post-doc-position-for-computational-soft-contact-mechanics
https://www.iit.it/careers/openings/opening/1151-1-post-doc-position-for-computational-soft-contact-mechanics
mailto:michele.scaraggi@iit.it


Best regards  

 

PhD Openings in Data-driven Multiscale Modeling 

job 

PhD positions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 materials 

I'm recruiting Ph.D. students (fully funded) to join my research group in Fall 2020 or Spring 

2021 in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 Aerospace Engineering at Utah State University 

(USU). The admitted students will work on computational studies of functional materials 

(energy storage materials/functional polymers) to (i) elucidate the underlying physics of 

materials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ii) design new materials, and (iii) design for 

manufacturing. The research will be built upon multiscale computations and data-driven 

modeling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 & machine learning). 

Admission requirements can be found at 

https://engineering.usu.edu/mae/students/graduate/apply. 

Interested candidates, please send an email to hw209@duke.edu with your CV and 

transcript. 

About USU: USU is located in Logan, Utah, which is 1.5 hours' drive from Salt Lake City and 

surrounded by six national parks. It is also home to the Space Dynamics Lab, a federally 

sponsored research corporation with an annual research funding of more than $150 million. 

The Aerospace Engineering graduate program at USU is ranked as the top 50 by U.S. News. 

 

 

 

学术期刊 

江苏省力学学会期刊 SDHM 2020 年第一期 

Structural Durability & Health Monitoring（简称 SDHM，中文：《结构耐久性与健康监测》）

是由 Tech Science Press 出版社发行的公开季刊，ISSN: 1930-2983（印刷），ISSN: 1930-2991

（在线），期刊由江苏省力学学会主办，河海大学工程力学系承办，出版与力学、结构健康

监测和耐久性相关的原始、高质量的研究论文、通信和评论文章。自创刊以来，深受国内外

读者喜爱，被工程索引 Engineering Index（EI）和 SCOPUS 数据库收录，业内影响力稳步上

升。 

《 SDHM》 

SDHM 2020 年第一期：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å��å¦å�¨æ��/45-4.htm%23《力学学报》


SDHM Vol.14, No.1, 2020 

Finite Element Model Updating for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Amirabbas Haidarpour, Kong Fah Te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n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n Offshore Floating Breakwater 

Hongyi Yan, Dingguo Zhang, Liang Li, Xiaoyu Luo 

 

Integrity Analysis on Existing Crane Runway Girders with Defects Using Constraint-Based R6 

Criterion 

Huajing Guo, Baijian Wu, Zhaoxia Li 

 

Fatigue 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for Steel Box Girder Based on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Meiling Zhuang, Changqing Miao, Rongfeng Chen 

 

Mechanic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Tensile Bolted Connections of Crosslaminated Timber 

Chenxiao Su, Haibei Xiong 

 

 

 

网络精华 

Nature 明年新增 3本子刊，聚焦这些领域 

（摘自科学网） 

4 月 22 日，学术出版商自然科研宣布，将在 2021 年 1 月增添 3 本旗下新刊——《自然

—老龄化》（Nature Aging）、《自然—计算科学》（Nature Computational Science）和《自

然综述—方法导论》 （Nature Reviews Methods Primer）。 

其中，《自然—老龄化》将涵盖整个老龄化研究范围，从老龄化和长寿的生物学直至全

球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挑战和机遇。同时也覆盖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强调的

一些重大挑战，如健康与福祉、减少不平等、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等。 

《自然—计算科学》重点关注最新计算方法的发展及其如何在各学科中用于解决实际问

题和复杂问题。 

在编辑策略方面，该刊计划采用代码同行评审，通过与平台 Code Ocean 的集成实现代

码的存储和评审。为进一步促成研究的尽早分享，该刊将积极支持论文在投稿前以预印本的

形式储存，并列出从原始论文到相关预印本的清晰标识。 

《自然综述—方法导论》将是《自然》旗下的第二本导论类期刊。这一特别的文章类型

为读者概述了科学方法及其如何应用于不同的科学问题。 

http://www.techscience.com/sdhm/v14n1
http://www.techscience.com/sdhm/v14n1/38469
http://www.techscience.com/sdhm/v14n1/38465
http://www.techscience.com/sdhm/v14n1/38468
http://www.techscience.com/sdhm/v14n1/38468
http://www.techscience.com/sdhm/v14n1/38466
http://www.techscience.com/sdhm/v14n1/38466
http://www.techscience.com/sdhm/v14n1/38467


该刊所有文章都采取约稿形式，涵盖用于生命和物质科学中的各种方法，如分析、应用、

统计、理论和计算等。每周出版一期。 

这三本新刊都将在线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自然—老龄化》和《自然—计算科学》自 2021 年 1 月将成为转换期

刊（Transformative Journals），即积极承诺向开放存取转型的期刊。 

这也是自然科研对国际科研资助机构联盟 cOAlition S 呼吁的开放获取“S 计划”的回

应。该计划要求，从 2021 年起，由公共拨款资助的科研成果的科学出版物必须在符合标准

的开放获取期刊或平台上发表。 

此前 4 月 10 日，记者曾从自然科研了解到，尽管该出版社认为 cOAlition S 修订后的‘转

换期刊’标准具有“挑战性”，但仍承诺将绝大多数尚未开放获取的英文期刊过渡为转换期

刊，包括《自然》及自然科研旗下的期刊。这意味着受“S 计划”资助的作者仍能继续向这

些期刊提交研究。 

目前，除《自然》外，自然科研旗下冠名“自然”的子刊已有 32 种，而“自然评论”

系列的子刊有 20 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