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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召开 2011 年度学术年会 

2011 年 12 月 17 日至 18 日，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 LNM)举

行了 2011 年度学术年会。中科院基础局综合规划处处长燕琳，力学所副所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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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同志和研究生以及海外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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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LNM 的工作重点是做

好实验室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寻求新的发展思路，面对学科前沿和国家需求争

学学术术会会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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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重大项目。他回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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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祝贺陈少华研究员获得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

张泰华正高级工程师入选院现有关键技术人才，洪友士研究员担任国际期刊主

编，袁福平副研究员获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等。最后，他部署了实验室 2012 年

的任务。 

 随后，燕琳和黄晨光分别致辞。祝贺 LNM2011 年所取得的成绩，肯定了实

验室的科研文化和理性智慧的学术思想交锋的学术氛围，希望实验室把促原创抓

重大当做重要责任，在今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本届年会共安排学术报告 24 个，清华大学陈常青教授，北京大学陈十一教

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邓学蓥教授，普林斯顿大学鄂维南院士、张鹏博士，清华

大学符松教授，马普所动态和自组织系统所何晓舟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廖世俊教

授，千叶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刘浩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刘霄峰博士，范德堡

大学罗昊翔教授，加州大学圣迭亚哥分校乔宇教授，大连理工大学吴锤结教授，

浙江大学杨卫院士，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张忠研究员及肯塔基大学郑仰泽教授；

LNM 陈少华研究员，晋国栋副研究员，谢季佳高工，陈艳、葛婓、王士召、袁

泉子和郑旭博士等作了学术报告。内容涉及纳微尺度力学、仿生力学、流-固耦

合动力学、湍流的机理和模拟等多尺度力学的主要方向和前沿问题。 

本届年会按照惯例举办了 LNM 可视化作品大赛，与会者兴致盎然地观看作

品并投票，评选出一等奖：《生命通道》(周志亮)，《当激波遇到坑》(李栋)；二

等奖：《均匀各项同性湍流中的多尺度涡结构》(高福杰)，《卓越的牙齿》(杜睿

琪)，《蚂蚁足表面微结构》(王琮)，《微尺度涡旋》(孔高攀、郑旭)，《双层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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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受热冲击时惯性力的应力场》(李伟、刘清念、杜睿琪)。 

在第 3 届 LNM 研究生科研成果展中，10 位同学获优秀成果奖。其中《硅纳

米线的碳纳米管复合增强及其在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臧金良)和《薄膜/基底界

面黏附影响因素的仿生研究》(彭志龙)获得最佳成果奖。   

12 月 18 日下午，召开了 2011 年度 LNM 学术委员会会议。会议就 LNM 下

一步发展目标、多尺度力学研究对象关键科学问题的进一步凝炼、人才引进和培

养、实验平台建设、开放课题的管理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附：LNM 第七届（2011 年-2015 年）新组成学术委员会名单 

 

职   务 姓  名  职  称 所在单位 

荣誉主任： 郑哲敏 中科院院士 研究员 中科院力学所 

主    任： 欧阳钟灿 中科院院士 研究员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 

副 主 任： 符  松  教  授 清华大学 

 魏悦广  研究员 中科院力学所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列)： 

 白以龙 中科院院士 研究员 中科院力学所 

 陈十一  教  授 北京大学 

 鄂维南 中科院院士 教  授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方岱宁  教  授 北京大学 

 高鸿钧 中科院院士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何国威  研究员 中科院力学所 

 胡更开  教  授 北京理工大学 

 王自强 中科院院士 研究员 中科院力学所 

 伍小平 中科院院士 教  授 中国科技大学 

 杨  卫 中科院院士 教  授 浙江大学 

秘    书： 晋国栋  副  研 中科院力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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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人员合影 

 
开幕式何国威、燕琳、黄晨光致辞  

 

年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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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华研究员获得 2011 年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2011 年 11 月，力学所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陈少华研究员获得 2011 年

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陈少华在面向微制造、微机电及先进材料的需求与学科前沿领域，系统开

展了两个主要方面的工作：(1)微尺度塑性力学：提出一种不含高阶应力的应变

梯度塑性理论，建立了相应的有限元算法，结合微尺度实验，成功阐明了微丝

扭转、薄梁纯弯曲、悬臂梁弯曲、颗粒增强复合材料强度、块体及薄膜/基底纳

米压痕硬度的尺寸及几何效应；预测了不同载荷形式下的剪切带宽度；构建了

含塑性应变梯度主导区的裂尖应力场，揭示了裂尖微尺度范围内的解理断裂物

理机制；(2)表面/界面接触力学：建立了一系列广义黏附接触模型，包括各向同

性材料、横观各向同性材料、各向异性材料及梯度材料，获得多个封闭解析

解，有效发展了表面/界面力学，并应用于生物材料黏附分析，揭示了生物分子

感应环境信号的可能力学机制及一类生物实现黏附与脱黏的可逆黏附宏观机

制；表征了仿生纳米纤维、纳米薄膜的黏附尺寸效应及纳米纤维阵列表面的黏

附摩擦特征。已出版专著 2 部，发表 SCI 论文 53 篇，包括 3 篇 Journal of the 

Mechanics and Physics of Solids(固体力学与物理杂志)、2 篇 Acta Materialia(材料

学报)、10 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固体与结构国际杂志)。 

陈少华曾获中国科学院王宽诚博士后工作奖励基金、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

奖奖      励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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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称号、力学研究所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一等奖、香港大学“Sino-British 

Fellowship Trust Visitorship”、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3/3)、中国力学学会青年科技

奖等多项奖励。 

魏宇杰获得 2011 年度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择优支持 

经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择优支持专家评审和中国科学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审定，并报财政部批准，力学所“百人计划”入选者魏宇杰研究员获中国科学院

2011 年度“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资助，将获得 200 万元“百人计划”择优专项经

费支持。2011 年度全院共有 192 位“百人计划”入选者获得该项资助。 

 

 
 
 

LNM 室召开全体青年科技人员研讨会 

2011 年 10 月 19 日，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召开了全体助理研究员等青

年科技人员研讨会，针对当前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讨。

会议由实验室主任何国威主持，他介绍了近五年来实验室助理研究员所取得的

科研成果和面临的挑战。青年科技人员就当前科研工作的状况和环境进行了讨

论。何国威主任针对讨论中的问题与参会人员进行了交流，并表示要加强对青年

科技人员对外学术交流的支持。 

 
 
 

研研讨讨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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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M 圆满完成党支部换届工作 

 

基层党支部的工作是党的建设的基础，是党的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基

层党支部是否坚强有力，直接关系到政令畅通，关系到基层建设的正确方向，

关系到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LNM 党委始终把基层党支部建设放在首位，不断

探索改进和提高党支部工作水平的新方法、新举措。 

2011 年 10 月底，LNM 党支部的换届工作顺利完成。从换届结果看，新支委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与行政结合更加紧密；二是新一届党支部委员更加年

轻化。35 岁以下青年占 60％以上，支委更加具有活力、创造力；三是新一届支

委功能更加健全。除党支部书记外，支部还配备了副书记，为方便开展工作，

同时配备了组织委员，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备了青年委员等；四是注重支部工作

的“传帮带”。李战华支部书记连任，她工作经验丰富，非常注重对新人的培养，

为支部传承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党党支支部部活活动动 

LNM 党支部换届会议 LNM 青年委员做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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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日期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1 10月21日 王毅远  
助教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 含预制裂纹岩石材料和类似岩石材料

试样中裂纹起裂和发展过程研究 

2 10月28日 周  全 
副教授 

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

数学和力学研究所 
Universality of Local Dissipation Scales 

in Buoyancy-Driven Turbulence 

3 10月28日 
黄永祥 
博士 

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

数学和力学研究所 充分发展湍流中的双尺度相关 

4 10月28日 
王  兵 
副教授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

院 
气粒湍流两相流动相间作用规律与机

理 

5 10月28日 
晋国栋 
副研 LNM 携带颗粒二相湍流的大涡模拟 

6 11月16日 
王沫然 
教授 

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学

院工程力学系 微纳尺度输运 

7 11月24日 Mo Li 
教授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tress-driven localization process in 
amorphous solids: Atomistic 

simulation,mesoscopic model and 
continuum modeling 

8 12月17日 杨  卫 
院士 

浙江大学 石墨烯的纳米力学研究

(Nanomechanics of Graphenes) 

9 12月17日 陈十一 
教授 

北京大学 Constrained Large Eddy Simulation of 
Wall- bounded Turbulent Flows 

10 12月17日 郑仰泽 
教授 

肯塔基大学 
Understanding and mitigating 

diffusion-induced-stresses  and fracture 
in lithium ion battery electrodes 

11 12月17日 
符 松 
教授 清华大学 

RANS-LES 方法及其在非定常流动问

题中的应用 

12 12月17日 
陈少华 
研究员 LNM 

有限长纳米薄膜黏附力学性能的仿生

研究 

13 12月17日 
张 忠 
研究员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多层级纳米复合材料力学设计 

14 12月17日 廖世俊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Applications of The Homotopy Analysis 

Method For Nonlinear PDEs With 
Moving Boundary 

学学术术活活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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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2月17日 
陈常青 
教授 清华大学 

金属纤维丝多孔材料力学特性： 从
细观到宏观的理论和试验研究 

16 12月17日 
晋国栋 
副研究 LNM 颗粒-流体二相湍流的大涡模拟 

17 12月17日 
谢季佳 
高工 LNM 

复杂应力条件下的疲劳模型及应用分

析 

18 12月17日 
刘霄峰 
博士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The Unsteady Flow Structure and 
Vortex-Corner Interactions in a Cavity 

Shear Layer Elucidated by Time 
Resolved Measurements of Pressure 

Field 

19 12月17日 陈 艳 
博士 

LNM 非晶合金的统一断裂准则 

20 12月17日 袁泉子 
博士 

LNM 微纳结构表面多场耦合润湿行为的跨

尺度界面动力学研究 

21 12月17日 郑 旭 
博士 

LNM 纳流控中界面滑移及表面电荷作用的

实验研究 

22 12月17日 张 鹏 
博士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Dynamics of Binary Droplet Collision 

23 12月18日 鄂维南 
院士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纳米科学与数学 

24 12月18日 
刘 浩 
教授 

日本千叶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 

Flexible Wing Aerodymamics in Insect 
Flight and Bio-inspired Micro Air 

Vehicles 

25 12月18日 吴锤结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我们告诉鱼什么？ 鱼类尾鳍形态拓

扑优化研究 

26 12月18日 何晓舟 
博士 

德国马普所动态和自

组织系统所 
Transition to the Ultimate State of 

Turbulent Rayleigh-Bénard Convection 

27 12月18日 
邓学蓥 
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前体非对称涡诱导的机翼摇滚及其控

制 

28 12月18日 乔 宇 
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 

Energy Capture-A Novel  
Methodology of Protection  and  

Damping 

29 12月18日 
罗浩翔 
教授 美国范德堡大学 

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 in Insect 
Flight 

30 12月18日 王士召 
博士 

LNM 蝙蝠低速飞行中的前缘涡 

31 12月18日 葛 斐 
博士 

LNM 大长径比柱体涡激振动新特性的实验

和数值研究 

32 12月20日 
陈小伟 
研究员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总体工程研究所 
先进钻地弹与高速侵彻机理的若干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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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2月23日 
苗孟河 
教授 

澳大利亚联邦工业及

科学研究组织(CSIRO)
材料工程科学研究所 

Carbon Nanotube 
Yarns-production,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34 12月28日 吴介之 
教授 

北京大学 Vortex-based aerodynamic force 
and moment 

      
 
 
 
 
 

2011 年 LNM 客座研究人员：蒋持平，柯孚久，李治林，毛星原，王连平，

夏蒙棼，杨越，尹祥础，郑仰泽。 

人人员员交交流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