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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郑哲敏院士荣获2012年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2国家最高科技奖 

郑哲敏院士荣获了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2012年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郑哲敏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

士，也是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他是中国爆炸力学学科的奠基人和

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力学学科建设发展的组织者和建设者之一。 

郑哲敏院士是我实验室的创始人，曾担任实验室的第一任主

任，目前仍担任学术委员会的名誉主任。他领导和制定了实验室发

展的学术方向，强调以学科前沿及国家需求为实验室学术研究目

标，他的学术思想和战略思考为实验室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倡导开

放和自由交流的学术氛围，成为实验室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郑哲敏院士始终活跃在实验室科研工作的第一线。九十年代初

期，他和他的学生高剑波博士合作发展了混沌时间序列的识别方

法，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方法之一。九十年代末，他引领实验室开始

微尺度力学的研究。他和张泰华研究员合作从理论和实验上发现了

纳米压入能量标度关系—“C-C”方法，它是该领域的开拓性工

作。 

作为工作在郑先生身边的科研人员，我们由衷地祝贺郑先生荣

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并要以郑先生为榜样，在科研和实验室文

化建设上做出新的成绩。 

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室务会，党支部 

二O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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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哲敏先生关于“C-C方法”的工作 

郑哲敏院士70年代末开始重视材料力

学行为的研究。1978年，他在全国力学学

科规划中将材料力学性质列为14项重大课

题的首项。1988年，他在力学所成立了中

国科学院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开放研究实

验室，为首任主任。同时，自己也身体力

行地研究纳米压入力学测试技术。 

上世纪90年代，郑哲敏院士敏锐地注

意到国际上正在兴起纳米压入硬度的测试

和表征，而这些缺乏有效的研究方法和理

论基础。他与合作者发展了量纲分析结合

有限元模拟的研究方法，创造性地发现了

识别参量即压入硬度和折合模量(H/Er)与

测量参量即压入卸载功和总功(Wu/Wt)之

间存在近似线性关系，丰富了压入理论基

础，开辟了识别力学参数的新途径，提出

一种基于压入功识别弹性模量和硬度的新

分析方法，同时还研究压入测量中的影响

因素，提高了测试的可靠性。 

目前该部分工作影响显著、应用广

泛。在国际上，压入能量标度关系及其识

别弹性模量和硬度的分析方法，被按其与 

合作者的姓氏命名为C-C方法；相关结果

被收录到国外专著《Nanoindentation》中

(A.C. Fischer-Cripps, Springer-Verlag, 2002)，

单 独 作 为 一 章 (Chapter 6. Scaling 

Relationships in Nanoindentation)。2004年，

他与合作者撰写有关压入问题研究的综述

文章发表在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R-Reports[1]期刊上，SCI他人引用近400次。

发展识别弹性模量和硬度的分析方法被中

国国家标准《仪器化纳米压入试验方法通

则》(GB/T 22458—2008)所采纳。 

2008年，杨荣和张泰华等人实验证实

了该压入能量标度关系的存在，并拟合出

线性系数为0.2；理论分析揭示出锥类压

头半锥角为决定近似线性关系的主控参

量；发现国际标准ISO 14577:2002混淆了

压入弹性功和卸载功之间的区别，误导测

量参量的使用。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Appl 

Phys Lett 2008, 92:231906[2]。国家标准

《仪器化纳米压入试验方法通则》(GB/T 

22458)已采用卸载功的定义。 

 

 

[1]   Yang-Tse Cheng, Che-Min Cheng. Scaling, dimensional analysis, and indentation 

measurements.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Reports, 2004, 44(4-5): 91-149. 

[2]   Rong Yang, Taihua Zhang, Peng Jiang, Yilong Bai.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ardness, elastic modulus, and the work of 

indentation.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2008, 92: 231906. 

 
 

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张泰华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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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哲敏先生关于 

“False-Nearest Neighbor方法”的工作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three most revolutionary scientific theor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long with relativity and quantum mechanics, chaos theory deals with a periodic, highly irregular 

time series arising from deterministic systems that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only a few degrees of 

freedom instead of a random system with infinite number of degrees of freedom.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of chaos theory to the general science is the method 

for reconstructing a suitable phase space from a measured scalar time series so that all the 

invariant measures of a dynamical system can be inferred from a single scalar time series. For the 

approach to be truly useful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 parameters of the reconstruction, called 

the embedding dimension and the delay time, have to be optimized. In early 1990’s, Gao and 

Zheng developed a fundamental dynamical method for simultaneously determining the optimal 

embedding parameters. This is one of the two main approaches for optimal embedding, together 

with a static geometrical method, called the false-nearest neighbor method. Gao and Zheng’s 

method also provides an excellent estimate of the largest positive Lyapunov exponent.  

In chaos research, a fundamental problem is to distinguish chaos from noise. The Gao and 

Zheng approach, being dynamical, offers one of the most stringent test for deterministic chaos. 

The three papers of Gao and Zheng are highly cited, and in many applications are considered as 

important as the seminal Grassberger-Procaccia’s algorithm for estimating the fractal dimension.  

Perhaps even more important, the computational algorithm developed by Gao and Zheng is 

critical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omputation of a multiscale complexity measure, the scale-

dependent Lyapunov exponent (SDLE). So far, SDLE has the richest theoretical scaling laws, and 

can classify all known models of time series, including chaos, noisy chaos, random 1/f processes, 

random Levy processes, stochastic limit cycles, and complex data with multiple scaling laws on 

different scales. SDLE has found numerous applications in various area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cluding finance, physics, geophysics, and especially biomedicine.  

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高剑波 （客座研究员） 

[1]   J.B. Gao and Z.M. Zheng, Direct dynamical test for deterministic chaos and optimal embedding of a 
        chaotic time series. Phys. Rev. E V49: 3807-3814 (1994).  
[2]   J.B. Gao and Z.M. Zheng, Direct dynamical test for deterministic chaos. Europhys. Lett. V25: 485-490 
        (1994).  
[3]   J.B. Gao and Z.M. Zheng, Local exponential divergence plot and optimal embedding of a chaotic time 
        series. Phys. Lett. A V181: 153-158 (1993).  
[4]   J.B. Gao, J. Hu, W.W. Tung, Y.H. Cao, Distinguishing chaos from noise by scale-dependent Lyapunov 
        exponent. Phys. Rev. E V74, 066204 (2006).  
[5]   J.B. Gao, J. Hu, W.W. Tung, Entropy measures for biological signal analysis. Nonlinear Dynamics V68, 
        431-444 (2012).  
 [6]  J.B. Gao, J. Hu, W.W. Tung, E. Blasch, Multiscale analysis of physiological data by scale-dependent  
        Lyapunov exponent. Frontiers in Fractal Physiology January 2012. 

 



郑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治学态度 
－－热烈祝贺郑哲敏先生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专题报道（一） 

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党支部主办   

   (本期编委：黄鑫，王子千，何东，朱家明、孙成奇） 

郑哲敏 院士 

编者按： 

郑哲敏院士1960年开始从事爆炸加工、地下核爆炸、穿破甲、材料动

态力学性质等方面的研究。50余年来始终勤恳工作在科研第一线，为中

国近代力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本期内容： 

• 介绍郑先生主要学术成就； 

• 摘录郑先生关于科研方向、科研方法的教导。 

供大家学习、参考。 

1. 主要学术成就 

（1）爆炸成型的理论和应用 

1960年秋天一个下午，中科院力学所操场上，

一个小型爆炸成形实验正在进行。科研人员屏息静

气，只听“砰”的一声，一块5厘米长宽，几毫米

厚的铁板被单发雷管炸成一个小碗。标志着郑哲敏

院士开始创建一门新学科——爆炸力学。 

郑哲敏院士成功研究出

“爆炸成形模型律与成型机

制”，并与工业部门合作，应

用此理论成功地生产出高精度

的导弹零部件，为“两弹一

星”作出重要贡献。 

力学所爆炸成型实验 

吴有训副院长视察爆炸成形试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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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体弹塑性体模型 

1964年，我国开始地下核

试验的预研。由于缺乏描述介

质在爆炸冲击载荷下本构响应

的基本方程，难以连续描写地

下核爆炸的全部过程。郑哲敏

院士承担了相关任务。 

在大量实验和计算分析的基础上，郑哲敏院士1965年提出了一种新的力学模型——流体弹

塑性体模型。该模型将爆炸及冲击荷载作用下介质的流体、固体特性及运动规律用统一的方程

表述，可准确预测地下核试验压力衰减规律，为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的当量预报作出了重要贡

献，并奠定了爆炸力学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 

（3）穿、破甲理论 

在穿破甲研究方面，郑哲敏院士带领团队开创性

地提出射流开坑、准定常侵彻、靶板强度作用的相关

理论；得到穿甲相似律比国际流行Tate公式更为有效

的穿甲模型。 

地下核试验示意图 

穿

甲

弹 

建立破甲弹高速流拉断的理论；建立金属装甲破甲机理模型和破甲相似律，获得比国际公

认的Eichelberger公式更符合实际的侵彻公式。 

这些工作为中国相关

武器的设计与效应评估提

供了坚实的力学基础。 

破甲——聚能射流 



“我们坚信科学繁荣孕育于智慧信息自由交流的雨露之中。” 

• “科学的认识既来自于基础科学的研究，也来自技术科学的研究，因为他们都属于科学实践

的范畴，都以发现和创新作为追求的目标。” 

 

• “搞应用科学、搞工程科学，要了解工程后从工程中提出科学问题，这不能靠工程师，提出

科学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责任。找到困难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提炼然后进一步解决，找到

一条路子，创造一种方法，这是科学研究该承担的责任。” 

 

• “技术科学不是给工业‘打小工’，而是解决工业共性、规律的问题。如果离开这个本质去

做别的，就不是科学研究了。” 

 

• “要做国家所需要的，下苦功夫，啃硬骨头”；“做爬坡的工作，”“出汗的工作。” 

 

• “科学研究是枯燥和辛苦的，要经得起寂寞和痛苦。搞科学试验，一条曲线出来，与想象不

一样，让人苦恼。可发现规律的刹那，那苦尽甘来，令人欣喜。 

 

• “科研需要耐心。现在，一些人都急于求成，沉不下心来坐冷板凳，这样做出的也最多是中

等成果，很难有出色的、有重大影响的成果。有的人急于要实效，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最

终会极大地制约整体科技的发展。 

 

• “现在的年轻人确实压力比较大，但还是希望他们能眼光放远一点，不要为一时的得失计较

太多，还是要多做点实事。我从过去走到现在，并没有什么清晰的路线。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那就是富国强民的愿望。” “在充满机会和诱惑的年代，科学工作者要把握好自己的人生，

过有意义的生活。” 

 

• “一个人思想要开阔，就要与同行多交流。观点是在启发碰撞中形成的。”“从事科学研究

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物质和精神的需要，搞自然科学也要追求真善美。”     

2. 科研方向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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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先生与LNM实验室 
－－热烈祝贺郑哲敏先生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专题报道（二)  

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党支部主办     

(本期编委：何东、朱家明、黄鑫、王子千、孙成奇） 

编者按： 

郑哲敏院士于1988年创立LNM实验室，历任实验室

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在实验

室的建设和发展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提出了LNM实验室

科研理念并塑造了实验室文化。本期回顾1988年郑先生提

出LNM实验室建设的主导思想，刊登了2008年郑先生为

庆祝LNM成立20周年的讲话，供大家学习。 

1. 1988年 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开放实验室成立，主任郑哲敏 
 

LNM成立的主导思想： 

• 在经过两弹一星等重大项目之后，力

学所需要在基础研究领域重新积累 

• 更突出基础和前沿问题，并有明确、

重要的应用前景 

• 我们坚信科学繁荣孕育于智慧信息自

由交流的雨露之中 

 

1995年郑先生主持LNM年会 1988年郑先生为LNM 
实验室揭牌 

1996年郑先生在LNM 
材料实验室 



2. 2008年郑先生在LNM实验室20周年纪念会发言摘要 

《力学是实证科学》 

LNM实验室20年来有很大进步，表现在SCI文章发表、获奖项目等。 

这些成绩有一定的显示度。我们这个实验室有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 坚持走自己的路； 

• 强调宽松的环境，给予发展的空间； 

• 实验室创造条件，组织学术讨论，坚持举办年会，扩大眼界，强调交流，思维跳越，平等地讨论，

鼓励不同意见的争辩。 

在此也提几点希望： 

• 力学是实证科学，最后的判断是实证，原理需要验证。希望研究人员重视实验，从实验中有新发

现。走自己的路，把实验和理论更好地结合。理论应建立在坚实的实验基础上； 

• 发扬“好斗”的精神，在争论中增长才干。LNM是个开放的研究室，应该把办公室的门打开，增

强交流。 

2008年郑先生参加LNM实验室党支部组织诚信座谈会 

2012年郑先生参加LNM学术年会 

1999年郑先生参加LNM学术年会 

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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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二O一三年 

第一次室务会通报 

LNM室务会 

时  间：二O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地  点：力学所主楼344会议室 

主持人：何国威研究员 

参加人：宋凡研究员、魏悦广研究员、魏宇杰研究员、李战华研究员、沈楠（秘书） 

会议讨论并形成决议如下： 

1、讨论以实验室为单位开展向郑哲敏先生学习系列活动，包括收看相关报

道、学习郑先生精神，以展板和专题网站形式宣传和召开座谈讨论会或

学术研讨会等，由支部书记李战华研究员负责相关事务； 

2、讨论向所汇报两项重点科研目标的内容。 

  

  

                                                                                                                 LNN室务会  

二O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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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M实验室文化传统”品牌的建设 

党支部活动 

LNM党支部2012年工作总结 

根据所党委对品牌建设的要求，LNM党支部

把支部工作重点放在“传承LNM实验室优秀科研

传统”的品牌建设上，积极配合实验室行政领

导，以实验室科研发展为中心，把营造科研氛

围、宣传科研理念作为支部工作的目标，提高实

验室凝聚力。 

2012年又是我支部10名委员在换届之后开展

工作的第一年。各位委员认真负责，明显改进和

推动了各自承担的工作。如： 

学习委员施兴华组织了3次青年力学沙龙。

“LNM青年力学沙龙系列活动”是2012年支部计

划推出的一项活动，以增进LNM科研人员的交流

为目的。活动邀请青年科研人员主讲，全室科研

人员参加。几次活动后大家一致认为，对于增进

青年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拓宽青年科研人员的

学科领域十分有意义；另外，年会期间与副书记

武晓雷共同组织了《第四届LNM实验室研究生科

研成果展》，全室有27位研究生参加。今年改变

评审方式，邀请出席年会的外单位老师作评委，

有效扩大了LNM科研成果的影响范围。 

青年委员刘小龙、蔡松林和李霄娜成功组织

了4次“LNM研究生座谈会”。 举办该论坛的目

的是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和增强友谊的平

台。主题包括同学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如：科研

论文写作、科研方法、出国与就业等。同学们感 

到研究生座谈会确实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 

2013年继续组织。另外，青年委员们积极组织

了LNM篮球队参加力学所IMBA篮球联赛，获

得冠军。年会上成功协助组织了晚会。 

宣传委员孙成奇在LNM网站上增加了

“LNM党支部”网页链接，对支部活动进行集

中介绍。为了深入宣传十八大精神，出版了两

期墙报，并在所网站“综合新闻”和“LNM新

闻报道”投稿7次，扩大了支部的影响。 

组织委员马寒松、邵颍峰负责管理支部71

位党员和9位积极分子。工作繁重。为了增强

与积极分子的思想交流，支部组织2次积极分

子座谈会并安排6人参加了京区研究生入党积

极分子培训班。 

2012年支部召开了3次支委会讨论工作，

副书记宋凡根据室里工作安排，对支部工作提

出建议，副书记武晓雷经常提出一些改进思

路。支部主动邀请党委委员洪友士、实验室主

任何国威出席支委会予以指导。今年，支部除

了完成所党委交给的各项任务，坚持开展了实

验室的常规活动“毕业生欢送会”、“中秋国

庆迎新会”等，还尝试开展了上述新提出的活

动。支部将继续完善“LNM实验室文化传统”

品牌的内涵，使得支部工作有奋斗的目标。 

LNM党支部2013年工作安排 

  
2013年1月11日 LNM支部召开了支委会，讨论了2013年工作计划安排。支部将继续开展LNM实

验室文化品牌的建设，在营造科研氛围、提高实验室凝聚力等方面开展工作。主要三方面工作： 

一. 加强学术交流。支部继续开展小规模学术交流活动（青年科研人员学术交流，全年组织3次；

研究生学术交流，1次/月）。在2013年12月召开的LNM年会上继续举办“第五届研究生科研进展

成果展”。同时要在全室开展科研道德规范教育，重点在迎新会上以《LNM实验室科研道德规范

细则》为基础进行宣讲； 

二. 实验室文化品牌建设。首先借助郑先生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机会，重温郑先生提出的

LNM实验室科研文化。2013年4月-5月之间组织全室外出活动。依照往年惯例，6月份为毕业生开欢

送会；在新生入学的9月份召开中秋、国庆迎新会，以提高实验室的凝聚力； 

三. 积极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目前支部有9名积极分子，准备2013年上半年召开发展会，全年召

开2次积极分子座谈会，交流培养经验。  

在全室范围内开展十八大精神的宣传，充分利用支部网站、墙报等各种信息手段，以党小组

或支部活动的方式开展思想交流。 

  

 LNM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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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召开2012年度学术年会 

2012学术年会 

2012年12月 22日至23日，非线性力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LNM)举行了2012年度学术

年会。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二处处长吴

根、董智勇博士，中科院基础局综合规划处处

长燕琳、天文力学空间科学处彭良强研究员，

力学所党委书记乔均录，副所长黄晨光、戴兰

宏，郑哲敏、白以龙、王自强院士，LNM学术

委员会委员及LNM全体工作人员、研究生和海

外学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科院数学所、理论物

理所、过程工程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共计200余

人参加了年会。 

开幕式由LNM副主任宋凡研究员主持，他

代表实验室向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实验室主

任何国威研究员作了年度工作报告。他汇报了

2012年LNM的主要工作，包括五年仪器设备建

设、基金委项目的申请和科研成果的产出，介

绍了实验室围绕多尺度力学的核心科学问题，

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还

介绍了实验室2013年的工作设想。随后，吴

根、燕琳和彭良强分别致辞，祝贺LNM在2012

年所取得的成绩，希望实验室能长期坚持系统

性工作的理念，保持 LNM学术年会的传统，引

领学科前沿的发展，取得更好的成绩。 

本届年会共安排学术报告25个。其中邀请 

的嘉宾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丁航教授，北京

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鄂维南院士，美国布

朗大学高华健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郭万林

教授，大连理工大学郭旭教授，清华大学李群

仰副教授，罗格斯大学Lin Hao副教授，西密

歇根大学刘天舒教授，美国匹兹堡大学、浙江

大学毛星原教授，北京大学米建春教授，美国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乔宇教授，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北京大学佘振苏教授，北卡罗琳娜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Yue Wu教授，大连理工大

学吴锤结教授，浙江大学杨卫院士，纽约大学

张骏教授，新加坡高性能计算研究院张永伟教

授，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张宇博士，堪萨斯大

学 Zheng Zhonquan教授。LNM实验室的邀请

报告人为：白以龙院士，魏宇杰特聘研究员，

武作兵研究员，许向红、袁福平、张健副研究

员。报告内容涉及材料细 观非均匀性的跨尺

度效应、纳米结构力学、仿生及生物流体力

学、湍流理论及湍流燃烧等多尺度力学的前沿

科学问题。           

12月23日下午，召开了2012年度LNM学术

委员会会议，晚间进行了丰富多彩的联欢活

动。在年会期间，还举行了“LNM 可视化作

品竞赛展”及“第四届研究生科研成果展”。 

郑哲敏和杨卫院士参加2012学术年会 学生成果颁奖 

 

全体代表合影 

 

何国威主任作报告 

 

白以龙院士作学术报告 

 

吴根处长讲话 

 

燕琳处长讲话 

 

彭良强研究员讲话 



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12年度学术年会日程 

时间：2012年12月22日～23日 

地点：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二层半小礼堂 

  

一、22日上午8:30～9:00 开幕式           

主持人： 宋凡 研究员 

1、主任报告（何国威 研究员）：LNM2012年工作报告 

2、领导讲话 

3、全体代表合影 

二、22日上午9:00～12:15学术报告 

9:00-10:00   主持人：白以龙 院士 

10:00-10:15  休息、可视化作品竞赛投票,  

10:15-12:15  主持人：王自强 院士，李战华 研究员 

时  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9:00-9:30 
高华健 教授 

美国布朗大学 

Ductile vs Brittle Fracture Behaviors and Related 
Deformation Mechanisms in Nanostructured Materials 

9:30-10:00 
杨卫 院士 

浙江大学 
石墨烯上的金属团簇演化 

时  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白以龙 院士 

LNM 
细观非均匀性的跨尺度效应和新尺度涌现 

鄂维南 院士 

北京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Stability of Laminar Shear Flow 

佘振苏 教授 

北京大学 

A Symmetry-Based Theory for Wall-Bounded 
Turbulence 

袁福平 特聘副研究员 

LNM 
多级纳米结构的动态变形机理 

三、22日下午13:30～18:15 学术报告 

13:30-15:30  主持人：梁乃刚 研究员，胡国庆 研究员 

时  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毛星原 教授 

美国匹兹堡大学、浙江大学 

In Situm Mechanics on Li-Battery  

and Liquid Pump 

刘天舒 教授 

美国西密歇根大学 

Toward Unified Image-Based Measurements  
in Fluid Mechanics 

郭万林 教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纳智能结构系统物理力学 

Zhongquan Zheng教授 

美国堪萨斯大学 
Anti-symmetric Modes of Crow In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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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5:45  休息、可视化作品投票  

15:45-18:15  主持人：傅德熏 研究员，赵亚溥 研究员 

时  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Yue Wu教授 

美国北卡罗琳娜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Dynamic Signatures 
of Metallic Supercooled Liquids Approaching  

Glass Transition 

张健 副研究员 

LNM 
湍流MILD燃烧的大涡模拟 

许向红 副研究员 

LNM 
陶瓷热震裂纹的斑图及规律 

米建春 教授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MILD燃烧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 

17:45-18：15 
张宇 博士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CFD在脑血管疾病诊断和 
术后预测中的应用实例 

四、23日上午8:15～12:40学术报告 

8:15-10:20 主持人：戴兰宏 研究员，方新 副研究员  

时  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张永伟 教授 

新加坡Institute of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Nanostructure, Size and Surface Effects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etallic Nanowires 
张骏 教授 

美国纽约大学 

Erosion of Simple Structures by  

Unidirectional Flows 
乔宇 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Developing Infrastructural Materials for the Moon 

Lin Hao 副教授 

美国罗格斯大学 

The Interaction of Electric Fields with Cells and 
Vesicles. 

武作兵 研究员 

LNM 液滴热毛细迁移研究进展 

10:20-10:35   休息、可视化作品竞赛投票 

10:35-12:40  主持人：王柏懿 研究员，洪友士 研究员 

时  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郭旭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非匀质材料粘附接触问题的若干新结果 

丁航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ecent Progress in Numerical Solution of Moving 
Contact Lines: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李群仰 副教授 

清华大学 

微纳米接触力学——从单分子层石墨烯到地质构
造板块的摩擦现象研究 

吴锤结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没有尾涡就没有推力吗？ 

魏宇杰 特聘研究员 

LNM 
石墨烯的弯曲特性及5-7环缺陷对其强度的影响 

五、学术委员会及研究生科研成果展评选会 

1)  23日下午 14:00-17:00  LNM学术委员会会议    

主持人：  符松 教授 

地点：    力学所主楼344会议室 

2)  23日下午 14:30-16:30  LNM研究生科研成果展评选会   

主持人：  施兴华 副研究员 

参加人员：特邀评委专家，所有参展学生  

地点：    力学所主楼小礼堂内会议室 

六、23日17:30～20:00 晚宴（贵宾及

LNM全体成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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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威主任首先代表非线性力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LNM）室务会作2012年度工

作报告。工作报告主要内容包括LNM近

期研究方向、2012年室务会主要工作、

2012年LNM 论文及著作发表情况、研究

经费申请和实验装备建设、人员队伍建

设、国际合作与交流情况、实验室科研取

得的主要进展和2013年室务会将开展的主

要工作计划8个方面。 

LNM科研工作近期突出的方向是多

尺度力学，它是牛顿力学和连续介质力学

的新发展。在多年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实

验室逐渐凝炼出多尺度力学的四个核心科

学问题，即微观到宏观的跨尺度表征、时

空多尺度耦合、离散与连续的耦合、随机

性与确定性的耦合，并提出了多尺度力学

的发展路线图。围绕多尺度力学的核心科

学问题，LNM 室务会在2012年主要工作

集中在国家重点实验室5年仪器设备建

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的申请和重

要科学成果的产生三个方面，并取得了明

显成绩。2012年LNM 科研人员共发表SCI

论文110篇。申请经费和实到经费都达到

历史最高水平。2012年度由魏悦广研究员

作为项目首席科学家的国家重大科学研究

计划(纳米973)项目"纳米材料及结构的力

学新原理及精细表征技术研究" 启动、何

国威研究员和宋凡研究员获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重点项目的支持、袁福平副研究员

获2012年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支

持，实验室研究人员还获得面上基金、青

年基金等15项。 

LNM已形成以院士、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中科院百人计划获得

者为主体，老、中、青相结合，结构

合理的人才队伍。实验室在2012年引进

3名优秀的青年科研人员充实研究队

伍。何国威主任以献花的方式向我国

著名力学家、LNM学术委员会荣誉主

任郑哲敏院士为LNM的创立、发展及

为我国力学学科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

达敬意。    

LNM在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方面

取得重要进展。LNM 在2012年由23人

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作邀请报告或主

体报告。以白以龙院士为主席的第23届

世界力学家大会在北京顺利召开，取

得巨大成功。担任世界力学家大会主

席工作反映了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及白以龙院士在国际学术界的影

响力。应美国斯坦福大学湍流研究中

心P.Moin教授的邀请，何国威研究员参

加了该中心2012年的暑期计划，并开展

了“多相湍流大涡模拟的拉格朗日滤

波方法”的研究，用于描述多相湍流

的界面和颗粒轨迹。 

L N M各课题组科研取得主要进

展。如戴兰宏研究员团队提出并研制

了一种新概念空间防护结构—非晶合

金梯度复合Whipple防护结构，超高速

撞击实验验证了该结构具有显著的防

护效果，在空间防护领域具有重要的

应用前景，相关研究成果见 I n t .  J . 

Impact Eng. 42, 1-10(2012)及发明专利 

( 新型梯度复合空间防护结构， 

200910088494.2)。魏宇杰研究员团队建

立了二维晶体材料中的典型缺陷的应

力场，并导出了典型晶界对二维材料

强度的影响。相关结果发表在Nature 

Materials上。确定了控制单层石墨烯屈

曲的两个关键弹性常数。相关结果发

表在Nano Letters上。 

2013年LNM室务会将继续促进优

秀科研成果的产生，特别是以新建仪

器设备促进科研成果产生，同时抓紧

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并努力建全流

体力学研究队伍。 

北京人说：北京好，北京一天一个

样。巴黎人说：巴黎好，巴黎三百年一

个样。变有变的追求，不变有不变的坚

守，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对我

们实验室来说，有些事我们希望日新月

异，有些事我们希望保持传统，关键是

要有我们自身的独特性。祝非线性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发扬追求卓越和创新引

领的传统，在保持科学研究自由交流和

探讨的氛围中越办越好。 

  

-------据科学院基础局综合规

划处处长燕琳在2012年学术年会上讲话

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追求卓越、创新引领 

2012可视化大赛 

获奖作品 

LNM学术年会一个坚持多年的特色

内容是举办可视化大赛。其对作品要求

是要反映美学与科学的有机结合。获奖

人由全体参会人员无记名投票产生。本

届年会共收到图片作品39幅。 

图片类一等奖作品《单层水分子在

相互摩擦的硅块体间的运动》（获奖者

为2010级硕士生由孟鑫，导师陈少华研

究员）；图片类二等奖作品《最小的红

蝙蝠》（获奖者为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

学院合作研究生2010级硕博连读生杜睿

琪和郑庆华，导师为宋凡研究员）。 

 

一等奖作品《单层水

分子在相互摩擦的硅

块体间的运动》（获

奖者为2010级硕士生

由孟鑫，导师陈少华

研究员） 

二等奖作品《最小的红

蝙蝠》（获奖者为四川

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合

作研究生2010级硕博连

读生杜睿琪和郑庆华，

导师为宋凡研究员） 

 



2012学术年会 

Mar. 2013  (总第206期) 01 

18 2012学术年会 

Mar. 2013  (总第206期) 01 

19 

2012研究生科研成果获奖作品 

LNM学术年会期间，党支部和室务会联合开展了第四届研究生科研成果展及评比活动。本次活

动共有27名研究生参加，参展作品的内容丰富多彩，极大地丰富了参展作品的多样性和新颖性。 

一等奖作品《柔性扑翼自推进的数值研究》（获奖者为2010级硕士生朱晓珏，导师张星副研究

员）；二等奖作品《Capillary wave propagation during the delamination of grapheme by the precursor films in 

electro-elasto-capillarity》（获奖者为2010级硕博生朱雪燕，导师赵亚溥）；二等奖作品《功能梯度材

料表界面力学的研究》（获奖者为2008级硕博生陈培见，导师陈少华研究员）。 

 

一等奖作品 

《柔性扑翼自推

进的数值研究》

（获奖者为2010

级 硕 士 生 朱 晓

珏，导师张星副

研究员） 

 

二等奖作品 

《 Capillary wave propagation during the delamination of grapheme by the precursor films in 

electro-elasto-capillarity》（获奖者为2010级硕博生朱雪燕，导师赵亚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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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作品 

《功能梯度材料表界面力学的研究》（获奖者为2008级硕博生陈培见，导师陈少华研究员）   

2012学术年会晚会 

2012年12月23日晚，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以下简称LNM)2012年会晚宴在湘临天下酒

店隆重举行。LNM全体人员以及参加本次年会的

嘉宾们欢聚一堂，度过了一个欢畅而难忘的冬

夜。 

17点30分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晚宴正式拉开

序幕，何国威主任为晚宴发表祝酒词。何主任对

各位来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对在座各位

嘉宾在过去几年为LNM发展所提供的帮助表示衷

心的感谢；并感谢LNM全体成员过去一年为实验

室发展所做的努力；期望老师们和同学们继续前

进，争取明年产出更多优秀的科研成果；最后何

主任希望大家共度一个美好的晚会。 

伴随着晚宴的开始，一道道的美味佳肴端上

桌面供大家享用，与此同时会务组为大家准备的

精彩节目也一一登台。女生独唱《流年》，考验

大家观察力的同时又串联起年度热点事件的 

何国威主任发表祝酒词            

师生合唱《好日子》 

晚宴进行到八点，来宾们还沉浸在

一片欢歌笑语的欢乐海洋，尽情享受

着这样一个热闹而温馨的夜晚。大家

表示，LNM每年的年会晚宴都很给

力，满足了大家对晚宴的期待“放

松，休息，娱乐”。在一片赞扬的气

氛中，LNM年会晚宴圆满落幕。相信

这个夜晚在每位来宾心中定会留下一

份难忘而美好的回忆。让我们期待明

年再聚。 

 

“你看你猜——蛛丝马迹”游戏，带领我们重温

古典音乐的二胡笛子合奏《晴雯曲》，积极向上

的合唱《明天会更好》以及师生同乐的“我爱记

歌词”游戏连续上演，博得观众阵阵掌声。整个

晚宴中穿插着本年度LNM可视化和研究生成果展

评比的颁奖，加之激动人心的现场抽奖环节，使

得整个晚宴高潮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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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所《弹塑性力学》 

课程被评为优秀课程 

近期，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布了2011-2012学年春

季学期优秀课程评选结果，力学所李晖凌副研究员

主讲的专业基础课《弹塑性力学》（40学时/2学分）

荣获中国科学院大学2011-2012 

学年院系优秀课程。 

从2003年起，李晖凌一直为研究生讲授此课程，

他热心教学，认真负责，深受大家好评。 

奖励与荣誉 

施兴华及蒋敏强同志 

入选2013年度中国科学院青

年创新促进会 

2013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经各单

位推荐、专家评审、青年促进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并报

院审核，力学研究所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施兴

华及蒋敏强同志入选。 

中科院于2011年起开始成立“中国科学院青年创

新促进会”，是为了全面提升35岁以下优秀青年科技

人才的创新能力、科研组织能力和交流合作能力，培

养具有 较高思想品德、善于把握科技前沿、能够带领

团队进行自主创新的新一代学术技术带头人，根据

《中国科学院“创新2020”人才发展战略》的部署。

青年促进会 实行会员制，以向会员提供科研活动与培

训支持、组织会员开展学术交流合作等方式培养青年

人才。全院每年选拔300名会员，任期4年。会员入会

后院每年资助 10万元的专项经费，主要用于会员的学

术交流、科研活动、培训与个人补贴等方面。 

许巍荣获2012年 

“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 

日前，中国科学院公布了2012年度中国科学

院各项冠名奖评审结果，力学所博士研究生许巍

荣获2012年“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 

许巍是2009年9月入所的博士研究生，导师魏

悦广研究员。许巍同学入所以来，学习刻苦，独

立开展科研工作能力强，课题进展很快。他在金

属薄膜粘结界面实验中观测出了粘结体系强度的

尺度效应现象，揭示出薄膜粘结界面的失 效问题

是一跨尺度问题；通过采用粘聚力模型刻划失效

过程，利用精细有限元模拟出了金属薄膜粘结体

系的几种新的、奇特的失效特征，对应论文发表

在粘结领域的 国际著名刊物Int. J. Adhesion & 

Adhesives 上；通过研究，他系统地建立了界面损

伤演化对薄膜粘结体系的影响规律，文章发表在

材料计算科学的核心刊物上 Comput. Mater. 

Science；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建立了薄膜粘结

体系的胶质依赖关系以及从界面奇异性到剪切滞

后特征的演变规律，此项工作已被国际期刊 J. 

Adhens. Sci. Tech.接受发表。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正式发表或接收第一作

者期刊论文7 篇，其中SCI收录4篇，EI收录1篇。 

魏悦广与许巍讨论问题 

魏宇杰团队入选 

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交叉与合作团队” 

根据《中国科学院“创新2020”人才发展

战略》，为促进骨干科技人才在交流合作中更

好地成长，中科院于2012年开始支持一批跨单

位、跨学科领域的优秀中 青年科技人才组成科

技创新交叉与合作团队。交叉合作团队根据科

技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结合创新集群建

设、新兴交叉学科发展、重要科研平台和大科

学工程 建设等要求组建。团队负责人所在单位

为依托单位。 

科研进展 

经研究所推荐、专家组评审及院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审定，力学研究所非线性力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魏宇杰研究员负责的“新型低维材料

在多场耦合环境下的力学行为”研究团队入选

2012年第二批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交叉与合

作团队”并获100万元经费支持，其团队成员有

浙江大学王宏涛、力学所刘崇、清华大学李晓

雁、力学所施兴华。 

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何国威研究员在2013年度美国航空航天年会（AIAA-2013）上作邀

请报告，介绍了该课题组在生物推进领域的最新进展。 

该课题组进行了全世界最大的数值计算，模拟了真实蝙蝠悬停的流场结构，首次发现蝙蝠的展向

变形运动可以显著提高升力，揭示了蝙蝠与昆虫飞行的基本差异：蝙蝠的流场为湍流，它可以采用

大攻角和展向变形运动取得高升力，而昆虫的流场为层流，昆虫只能通过改变攻角取得高升力。该

项工作由王士召，张星和何国威合作完成，它为微型飞行器的设计提供了新的力学模型。 

何国威研究员 
在美国航空航天学会2013年会做邀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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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层石墨烯弯曲特性研究进展 

近期， Nano Letters（《纳米通讯》期刊）上发表了力学所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魏宇杰研

究员等关于单层石墨烯的弯曲刚度和高斯弯曲特性的论文。 

在非约束或弱约束条件下石墨烯在热力扰动下将不可避免发生屈曲，这一过程由两个关键的物理

量控制 — 正常弯曲刚度和高斯弯曲刚度。依据富勒烯和单壁纳米碳管的几何特性，需要两个主曲率

半径来决定富勒烯的几何结构，但碳管仅需一个曲率半径（见图一）。这一 特征使得研究者能结合

第一原理计算与Helfrich哈密顿量来准确确定单层石墨烯的弯曲刚度和高斯弯曲系数。结果表明，单

层石墨烯的正常弯曲刚度为1.44电子伏(2.31 ´10-19牛米)，而其高斯弯曲刚度为-1.52电子伏(2.43 ´10-19

牛米)。魏宇杰等发现单层石墨烯的弯曲刚度和生物细胞膜的弯曲刚度接近，从力学上表明这一材料

和生物细胞之间可能轻易产生相互匹配作用。 

示意图展示控制单层石墨烯屈曲的两个关键弹性常数。 

 

近期学术报告 

形式 日期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学
术
报
告 

2012年12月12日 
Dr. Yucang 

Wang 

Commonwealth Science 
and Industry Research 

Organization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theory, 
calibration, coupl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2012年12月19日 
Dr. Jinju 
Chen 

Newcastle University 
Micro/Nanomechanics in Biological 

and Engineering Systems 

2012年12月27日 Dr. Ke Bai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patial Distribution, Temporal 
Development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Endothelial 

Glycocalyx in Vitro 

2012年12月27日 Dr. Bo Feng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fect Effect on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Nano Structure 

2013年1月16日 
Prof. Ke-
Qing Xi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agrangian Measurement in Thermal 
Turbulence: Particle Pair Dispersion, 
Acceleration and Local Dissipation 

Rate 

2013年1月22日 
Prof. Jian 

Lu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sign, Processing and Integration 
 of High Strength and High Ductility 

Nanomateri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