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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上海力学研究生学术节在上海大学成功召开

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教授

上海市力学学会副理事长郭兴明教授发表讲话
构及其减阻控制的实验研究”，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清华
大学宝音贺西教授的“小行星探
测中的散体动力学仿真”，国家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上海
大学江进武教授的“热导率的力
学调控和结构设计”。这些精彩
的报告为年青学子展现了最新研
究成果，传播了科学研究方法。
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各大高校
研究生投稿摘要50余篇，文集最终
收录48篇。下午，研究生学术交流
环节按学科分为一般力学、流体
力学、固体力学、工程力学四个平
行会场。每个会场安排了12个15分
钟报告。上海市力学学会青年工作
委员会委员龚晓波（上海交通大

力学研究生学术节的历史，指出了
学术节通过不断的传承和创新，已
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上海市力
学学会的支持下，研究生学术节必
将会越办越好。出席学术节还有大
会主席陈立群教授、青年工作委员
会主任卢东强研究员、学会秘书黄
小双老师和部分青年工作委员代
表。开幕式由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
科学学院副院长周全研究员主持。
上午主会场的四个特邀报
告分别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同济大学李岩教授的
“植物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多层级
力学研究”，教育部高等学校新
世纪优秀人才获得者、天津大学
姜楠教授的“湍流边界层想干结

2019年11月3日，“上海力学
研究生学术节”暨“上海大学力学
与工程科学学院第六届研究生学术
年会”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J楼方
润华讲堂隆重开幕。来自上海大
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
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应用
技术大学等兄弟院校的师生约250
人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
“上海力学研究生学术节”
是由上海市力学学会和上海大学
共同主办，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
学研究所、上海市力学学会青年
工作委员会共同承办，于2016年
首次召开，迄今已经在上海大学
成功举办了四届。学术节旨在促
进上海各大高校力学或相关专业
研究生的学术交流，为人才培养
和学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教授
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
迎辞。他代表学校对上海力学研究
生学术节的召开表示诚挚的祝贺，
对学术节为力学学子搭建的专业知
识与科研实践相结合的平台给予高
度赞赏，并希望广大力学研究生能
继续传承钱伟长先生等老一辈科学
家的爱国奉献精神、勤奋刻苦、珍
惜机遇、积极交流、在学术节平台
上展示和完善自我。上海市力学学
会副理事长郭兴明教授回顾了上海

（2019年11月3日，上海大学宝山校区）

一等奖

二等奖

学术节合影留念

为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 7月3日，江苏省力学学会邀
请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力学学
会代表，在南京召开建设“长三角
力学共同体”筹备会议，商讨长三
角力学一体化发展事宜。江苏省力
学学会理事长唐洪武、副理事长钱
向东，上海市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薛雷平，浙江省力学学会秘

书长王杰，安徽
省力学学会副理
事长刘一华、副
秘书长吴枝根等
出席会议。
“长三角力
学共同体”的建
立，将发挥一市
三省力学学会各
自优势，有机结
合，在资源、信
息、成果等方面
建立共享平台，在学术交流、人才
培养、科学普及、成果转化等方面
开展区域合作。围绕长三角一体化
国家战略，发挥学术团体的特点，
以学术为龙头，带动其他各方面的
合作和一体化发展，为实现“一极
三区一高地”的目标定位，贡献智
慧和力量。

（张姝姝 宋家斌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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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力学学会青年工作
委员会供稿）

第四届上海力学研究生学术节获奖名单

三等奖

“长三角力学共同体”筹备会在南京召开

同济大学田小娟获得了一等奖。
“砥砺前行，坚于力心”！
上海力学研究生学术节极大地促
进了上海市各高校相关力学学科
研究生的学术交流，获得了与会
师生的一致好评。与会代表对上
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会务
组师生的精心组织表示感谢，并
借此机会在会议结束后观赏了久
负盛名的“上海大学第十七届菊
文化节”的花展。

学）、金哲岩（同济大学）、邱翔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孙秀婷
（同济大学）、王莉华（同济大
学）、谢锡麟（复旦大学）、邹璐
（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青年学者
胡育佳（上海理工大学）、夏玉显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大学
部分老师组成了评审专家组，根据
各位研究生报告的学术水平、自我
展示、即兴答问等综合表现，评出
4个一等奖、8个二等奖、12个三等
奖。复旦大学顾智博、上海交通大
学刘德运、上海交通大学谢方涛、

姓 名

单 位

顾智博
刘德运
谢方涛
田小娟
刘 伟
雷知迪
景 鹏
杨 达
刘丽霞
孟 豪
汪 婷
江冬冬
杨文武
张义招
李姜华
季雪芹
叶益民
秦 垦
耿晓峰
毛晓晔
谭 霞
刘 飞
简晓彬
赵世晨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
同济大学
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长三角力学共同体在南京成立
9月21日，“长三角力学共同体”成立
大会在南京市江北新区举行，300多位来自
长三角的力学专家和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见
证“长三角力学共同体”成立这一重要时
刻。
浙江省力学学会理事长、中科院院士、
浙江大学朱位秋教授，江苏省力学学会理事
长、河海大学党委书记唐洪武教授，安徽省
力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
罗喜胜教授，上海市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上
海市交通大学薛雷平教授等长三角代表，江
苏省科协学会学术部李政部长，江北新区科
创局聂永军局长出席会议。会议由江苏省力学学
会副理事长、河海大学钱向东教授主持。
会上，朱位秋院士、唐洪武书记、李政部
长、聂永军局长分别致辞，并和罗喜胜副校长、
薛雷平教授共同启动仪式，“长三角力学共同
体”正式成立。
“长三角力学共同体”将有助于实现一市
三省力学学会的优势互补，并形成有机结合，在
资源、信息、成果等方面建立共享平台，在学术

交流、人才培养、科学普及、成果转化等方面开
展区域合作。
今后，“长三角力学共同体”将围绕长三
角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发挥学术
团体的特点，以学术为龙头，带动其它各方面
的合作和交流，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贡献智慧，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建言献策、
提供决策参考。

（文/张姝姝 图/刘成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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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程与力学研讨会会 议 纪 要
2019年7月20日，在上海航
天科技交流中心成功组织举办了
“航天工程与力学研讨会”。此
次会议由上海市力学学会、上
海市宇航学会主办，上海市力学
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宇航学会卫星总体专业委
员会承办，航天八院科技委卫星
与应用总体技术专业组、上海卫
星工程研究所协办。会议主题是
探讨航天工程中力学相关应用问
题及力学相关理论研究的最新进
展，研究力学新理论、新方法、
新技术在航天工程的应用。
参会的有上海市力学学会副
理事长薛雷平、上海市宇航学会
徐钫秘书长、上海市宇航学会朱
佳平副秘书长，上海航天八院科
技委常务副主任陈杰，上海交通
大学蔡国平教授、彭志科教授、

海市宇航学会卫星总体专业委员会
组长、八院科技委卫星与应用总体
技术专业组组长、509所周徐斌副
所长和上海市力学学会理事、上海
交通大学蔡国平教授主持。
上海市力学学会副理事长薛
雷平、八院科技委常务副主任陈
杰致欢迎词；上海市宇航学会秘
书长徐钫作为会议主办方，发表
讲话，对研讨会的成功召开表示
热烈祝贺。
509所张伟所长作为会议承
办方，致欢迎词，并作了主题演
讲。对各位领导和专家参加此次
研讨会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
感谢，并扼要回顾了航天工程发
展中的力学研究进步，对此次研
讨会给予了高度期盼，希望各位
专家在航天工程的力学问题上多多

陈巨兵教授，东南大学费庆国教
授，上海大学陈立群教授，深圳
大学傅愉教授，中国农业大学龙
运佳教授，812所齐晓军副所长，
509所张伟所长、周徐斌副所长、
顾亦磊副总工程师、陈树海副总质
量师，舒适、陆国平、李文峰科技
委副主任、满孝颖项目办主任、江
世臣副总师等
领导和专家，
同 时 还 有 509
所 、 812所 、
811所、805
所 、 801所 、
800所、803
所、复材设计
师，共计85人
参加会议。
会议由上
常务副主任陈杰致欢迎词

宇航学会秘书长徐钫发表讲话

力学问题，并针对未来我国成为
世界一流航天大国所需要解决的
关键力学问题提出了研究方向。
下午大会按照固体力学、动
力学与控制、新技术新理论三个
分论坛进行了分组交流。固体力
学分论坛由杜冬、赵发刚主持；
动力学与控制分论坛由蔡国平、
吕旺主持；新技术新理论分论坛
由齐晓军、申军烽主持。
最终，经过专业组专家评审，
从51篇论文中评选出优秀论文9篇。
上海交通大学蔡国平教授、
上海市宇航学会卫星总体专业委
员会组长周徐斌副所长作了大会
总结。在讲话中，由衷感谢会务
组的精心组织和安排，赞扬大会
报告组织的好，反映了航天工程
和力学的最前沿的研究方向、论
文质量高、会务安排的好，感谢
各级领导对航天工程的力学技术
的关心，感谢与会专家教授和作
者的支持和参与。
航天工程与力学研讨会是对
航天工程中的力学技术的全面总
结和方向指导，为航天科技人员
搭建了一个深入研究最新力学技
术，持续开展好航天工程与力学
技术专业研究的沟通交流平台。

交流，提出独特的见解，碰撞出新
的学术火花，同时也为航天工程中
的技术问题排忧解难、储备技术。
会议由大会报告和分组交
流两部分构成。上午进行大会
报告，分别由上海交通大学彭志
科教授作了题为《基于微波感知
的振动测量方法与技术研究》报
告，东南大学费庆国教授作了题
为《气动噪声环境下飞行器结构
响应预示若干关键技术》的报
告，深圳大学傅愉教授作了题为
《激光动态测量及其应用》的报
告，上海大学陈立群教授《隔振
和减振的非线性设计》的报告，
与会专家进行了扼要的讨论。
最后，由周徐斌副所长作了
题为《航天工程中的力学问题》
的报告，全面总结了航天工程中

对优秀论文进行颁奖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
蔡国平供稿）

周徐斌副所长作大会总结

工程结构诊断和加固技术专委会
举办薄壁钢结构防火性能专题报告会

举办激光三维扫描工程应用创新解决方案专题报告会

钢结构仍需解决的问题包括钢材高
温下材料性能、热工性能、石膏板
开裂和剥落对温度场分布的影响、
连接节点的防火性能等。报告后，
各位参会人员就薄壁钢结构的应用
及仍需解决的问题与王永昌教授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
王永昌教授是曼彻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国际
知名的结构和火灾研究团队的带
头人。1988年毕业于谢菲尔德大
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获
结构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
在建筑研究院(BRE)火灾研究所工
作8年，并作为BRE的核心成员参
与Cardington火灾研究项目，1997
年进入曼彻斯特大学工作。王永
昌 教 授 是 英 国 标 准 协会和欧洲标
准化委员会的成员，负责Eurocode
3 Part 1.2 (for fire safety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以及Eurocode
4 Part 1.2 (Fire safety of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structures)的修订工
作。其论文曾被评为
2014年“The Structural
Engineer”期刊最佳研
究性论文，并因此获
得了结构工程师学会
颁布的“2015 Henry
Adams Award”。

作为装配式结构体系之一的
轻钢薄壁结构应用越来越广泛。然
而，钢材不耐火，薄壁钢结构的防
火性能是薄壁钢结构推广应用不容
忽视的问题。
2019年8月1日，上海市力学
学会工程结构诊断与加固技术专
业委员会特邀请了英国曼彻斯特
大学王永昌教授，做了题为“Fire
Resistance of Thin-Walled Steel
Structures in Fire”的学术报告。专
委会委员许清风教高、王卓琳教
高、高润东教高，以及专委会依托
单位的主要技术骨干等共50余人参
加了本次学术交流。
交流会上，王永昌教授主要介
绍了薄壁钢结构的应用和耐火性能
的影响因素、薄壁钢结构的耐火性
能简化计算方法及设计建议、抗火
性能计算等，同时指出了今后薄壁

2019年10月18日，上海市力
学学会工程结构诊断与加固技术
专业委员会特邀请了同济大学测
绘与地理信息学院刘春教授作了
题为《地面激光雷达的基本原理
及其工程应用》的学术报告。专
委会委员王卓琳教高、高润东教
高，以及专委会依托单位的主要
技术骨干等共30余人参加了本次
学术交流。
交流会上，刘春教授从地面
激光雷达（LiDAR）的原理、
技术发展历程、技术类型等基
本信息切入，之后详细地介绍了
LiDAR技术在工程应用时测站
分布、数据拼接与坐标系转换、
数据的分离提取、点云去噪、面
片切割、纹理映射等步骤的关键
技术。最后聚焦到不同类型的工
程上，结合各自的特色需求分析
LiDAR技术的应用前景与优势，
包括：大场景扫描数据的拼接与
精度、轨道扫描与变形监测、古
建筑建模与分析、隧道监测、岩
壁监测、玻璃幕墙监测等。专题
报告后，本次交流会还组织了徕
卡RTC 360激光扫描仪的应用介
绍，展示了该款仪器具备的实景
控制技术、视觉追踪、智能扫描
等特色技术，以及该款仪器在碰
撞分析、立面图测绘、工厂数字

务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成员。此
外，还担任国际数字地球学会
激光雷达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测绘学会地籍与房地
产测绘专业委员会委员和上海
市土木工程学会计算机应用专
业委员会委员，国际杂志Journal
of Location Based Service的编委。
2011年获得中国测绘科技进步
一等奖和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
奖，2006年获建设部科技进步
三等奖，2004年获上海市科技
进步二等奖和上海市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奖。2008年获中国高
校十大GIS创新人物称号，2009
年获上海市 高 校 优 秀 青 年 教师
称号。获得发明专利2项，软件
著作权登记9项，出版中英文合
著6部、发表论文近100篇，其
中SCI和EI检索论文30余篇。

化、消防演练、改造设计等方面
的应用案例。
会后，刘春教授以及徕卡设
备研发人员与参会人员结合工作
中遇到的既有建筑检测、历史建
筑保护等方面的应用技巧进行了
交流研讨。
刘春是工学博士，国家注册
测绘师，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
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
大学现代工程测量国家测绘地理
信息局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同济
大学青年英才攀登计划入选者，
江西省赣鄱555柔性高端引进人
才，多年来一直从事空间数据不
确定性、三维激光扫描数据处理
以及空间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的
研究和教学。先后在中国香港理
工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和美国
俄亥俄州立大学从事博士后和高
级访问学者研究，
主持了包括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家
973计划课题、国
家863计划和上海
市地方重点创新科
研课题等三十多项
科研项目，现任国
家973计划课题负
责人，国家863计
划导航与位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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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海市流体力学学术年会在
喷水推进技术重点实验室成功举行

2019年7月6日，由上海市
力学学会流体专委会主办，喷
水推进技术重点实验室和上海
市地面交通工具空气动力与热
环境模拟重点实验室承办的
2019年度上海市流体力学学术
年在上海顺利召开。来自清华
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

体年会。
同济大学与中国商飞北研
中心杨志刚教授主持了上午的
主题报告会，来自喷水推进技
术重点实验室陈刚教授、上海
交通大学廖世俊教授、清华大
学许春晓教授和中国空气动
力发展中心王勋年教授分别

主题报告现场
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
海理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及
中国空气动力发展中心、中国
商飞上飞院、中船重工第702
研究所、中船工业第708研究
所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
究生，一百多人参加了本次流

以“水下航行体推进泵技术
研究”、“三体前沿问题研
究”、“高雷诺数壁湍流减阻
控制策略研究”和“声学风洞
气动噪声源测量识别技术”为
题作了主题报告。会议探讨了
船舶、航空、车辆等领域的基

上海市力学学会振动力学专业委员会
第一次工作会议暨学术交流会

础和前沿问题。四位专家以独
特的视角分别阐述了海洋装
备、三体问题、高雷诺数壁湍
流、声源定位技术等方面的观
点。与会专家、老师和学生积
极与报告人进行全方位的交流
与讨论。
下午与会者参观了喷水推
进技术重点实验室的拖曳水池
和自由液面循环水槽，就试验
设施的规模功能等做了现场介
绍，对大家兴趣和关注点做了
重点介绍。
下午会议分两个会场。分
会场一：浙江大学邓见副教授
和商 飞 上 飞 院 王 祁 旻 分 别 就
仿生飞鱼的空气/水动力机理
研究和大型客机低速增升优
化设计做了介绍；同济大学
王旭副教授介绍了通风隔声
窗；上海交通大学的许辉副
教授介绍了通过粗糙单元降
低摩擦阻力的策略；上海大学
王伯福副教授就一种短时风速
预测的混合方法做了报告；喷
水推进技术重点实验室张伟博
士就喷水推进泵模型数值模拟
研究做了介绍。分会场二：上
海大学杨小权副教授介绍面向
工程的高阶间断伽辽金方法；
复旦大学杨爱明副教授、上
海理工大学朱兵博士分别介绍
了高效率旋翼配平方法研究和
变形扑翼的获能特性研究；同
济大学杜旭之博士和林晨森博
士分别介绍了汽车挡风玻璃结
霜机理及除霜控制研究和液滴
在化学异质表面上运动的耗散
粒子动力学模拟研究；七〇二
所孙文愈研究员做了船桨自由
液面相互作用的实尺度与模型
尺度数值模拟研究的报告，喷
水推进技术重点实验室蔡佑林
研究员就喷水推进推力测量技
术做了报告。与会人员针对船
舶、航空、车辆等流体力学应
用研究领域的数值方法、流动
机理和测试技术等相关问题进
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
本次会议高度结合“产学-研”领域前沿问题，参会
人员拓宽了眼界和研究思路，
会议达到预期效果。

会议现场

工作的要求，并
对振动力学专业
委员会工作提出
了具体要求和建
议。各位参会委
员和代表进行了
交流，并就振动
力学专业委员会
今后的活动内
容、形式和工作
计划进行了热烈
而富有建设性的
讨论，达成了如
2019年6月28日下午1:30-4:30，
在上海市宛平南路75号2号楼上海市
建筑科学研究院第六会议室举行了
上海市力学学会振动力学专业委员
会2019年第一次工作会议暨学术交流
会。具体内容如下：
一、学术交流会
下午1:30-1:50，上海市力学学
会振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建兵教
授主持了开幕式。上海市建筑科学研
究院院长蒋利学教授级高工代表承办
单位致欢迎辞。他简要介绍了上海建

会议现场
科院的基本情况，对专委会的各位专
家和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预
祝会议圆满成功。随后，振动力学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同济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赵昕教授级高
工、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王
秀瑾高工、振动力学专业委员会秘书
长、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彭勇波研究
员先后主持了学术交流会。来自上
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吴华勇高工、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任晓丹副教
授和上海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胡
育佳副教授分别以“城市基础设施运
维安全监测技术与应用”、
“基于损伤理论的结构非线性
行为的分析与模拟”和“基
于随机振动测试的机械结构
状态监测和损伤探测研究”
为题做了精彩的特邀主题报
告，与会代表针对相关学术
与工程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
二、振动力学专业委员会
工作会议
下午3:50-4:30，举行了
振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彭勇
波秘书长首先向各位委员和代表汇报
了本届振动力学专业委员会的学术活
动情况，陈建兵主任随后传达了上海
市力学学会近期工作动态和对专委会

下重要共识：
（一）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促进信息交流与共享
开展学术交流，是学术组织的
主要任务和生命力所在。振动力学专
业委员会涵盖多个专业领域，包括土
木、机械、海洋、航空航天、核能、
力学和应用数学等，并且拥有合理的
人员结构。振动力学专业委员会有委
员40人，分别来自11所高校和14个工
程研究与设计单位的一线研究者和工
程师。这些为组织跨学科中具有共性
的振动力学理论与实践
问题交流与研讨提供了
有利条件。希望可以有
效利用微信、电子邮件
等现代通讯平台，积极
共享资源，实现实时化
交流。同时，根据实际
情况，专委会可以每年
举办两到三次学术交流
活动，让各位委员可以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二）引进更多的
新单位、新力量，逐步提高专委会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引进新单位，为专委会注入新
力量，不但可以逐步扩大振动力学学
科的应用领域，而且可以扩大专委会
的影响力。同时，解决实际问题是专
委会学术共同体的生命力所在。要把
振动力学学科的理论应用到实际工程
中，这样才可以逐步提高专委会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最后，与会专家饶有兴趣地参观
了依托上海建科院设立的上海市工程
结构安全重点实验室。

与会专家参观实验室

各位委员和代表一致肯定了本次
会议的良好效果，同时认为本次会议
为高校和企业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
良好交流平台，必将进一步促进上海
市振动力学学科的发展。

上海市力学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第十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
2019年11月3 日下午，上海
市力学学会在科学会堂思南楼903
会议室召开了第十二届理事会第
十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会议由
徐鉴理事长主持，副理事长陈迎
春、龚剑、郭兴明、叶国强、薛
雷平，监事时蓓玲，常务理事李
向民、刘宇陆、刘桦等共计18人

参加会议
会议一致通过在微信公众平
台申请上海市力学学会公众号，及
《力学动态》以电子版在微信公众
号推送，取消印刷和寄送服务。
会议全体与会人员一致通过正
式聘任黄小双同志任上海市力学学
会办公室专职工作人员的决议。

学会秘书处通报了换届准备
工作，全体参会人员经讨论确定
了会议主题、会议手册内容及会
议会务预算。
经2019年11月3日理事长工
作会议提名第十三届理事长候选
人：郭兴明、廖世俊。由时蓓玲
监事主持选举，常务理事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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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理事长候选人进行投票。
经黄小双同志整理汇总，会议应
到19人，参会常务理事16人（书
面委托1人）。实发选票15张（郭
兴明回避），收到选票15张。统
计后，时蓓玲监事宣读选举结
果，郭兴明以10票获得当选。
对于11月3日理事长工作会议

提名的第十三届理事会理事、常
务理事、副理事长候选人名单，
第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参会
常务理事以举手方式全部同意通
过。
徐鉴理事长发表简短感谢
词，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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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海纵横”
2019年船舶海洋工程与力学国际暑期学校圆满落幕
8月2日上午，“船海纵横”——2019
年船舶海洋工程与力学国际暑期学校在木
兰楼A200举行了闭幕仪式，至此为期两
周的精彩活动圆满落下帷幕。首尔大学
Yonghwan Kim教授、船建学院副院长夏利
娟、国际化与对外发展办公室高艺、学生
工作办公室史舒婧出席闭幕仪式，仪式由
暑期学校项目负责人、船工系副系主任余
龙主持。

首先，余龙对暑期学校进行了总结，
为大家克服酷暑坚持学习表示敬意，并向
在座的学员们发出了邀请，希望大家将来
能够再聚交大。
随后，夏利娟、余龙、高艺分别为船
模竞速赛获奖团队代表颁发了获奖证书及
奖品，并由一等奖获奖团队成员、来自于
上海海事大学的王宇鑫分享了她在船模制
作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接着，由YonghwanKim和夏利娟分别
为国际学生和国内学生代表颁发了结业证
书，学员代表、来自于印度理工学院马德
拉斯理工学院的AshokKumar分享了他在暑
期学校期间学习生活的感受。

然后，为了感谢首尔大学和YonghwanKim
教授一直以来对暑期学校的支持与帮
助，暑期学校项目负责人余龙向其赠送
了纪念礼物，并邀请YonghwanKim教授
致辞。

最后，史舒婧为志愿者代表颁发了志
愿者证书，感谢他们在这两周时间的辛勤
付出，并合影留念。
回顾本次暑期学校，课程精彩、活动
充实，聚焦船舶、海洋工程与力学领域发
展前沿，84名国内外青年学子在交大度过
了难忘的暑期生涯。

本届国际暑期学校共邀请了24名驰名海内外船
舶、海洋工程与力学领域的顶尖学者与知名教授为
青年学子带来27场精彩课程，涉及领域广泛，由船
建学院中青年教师骨干分别担任会场主席，现场讨
论热烈，学术氛围浓厚，广大同学深受启发，专家
学者收获颇丰。

除了聆听专家学者授课之外，暑期学
校还安排了学生学术海报展示评比交流平
台。来自国内外高校的30名研究生，将自
己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精心制作成
海报，依次陈列在木兰楼一楼大厅，引得
不少专家教授和往来同学的驻足阅览。7月
25日下午，上海交大船建学院顾解忡、刘
亚东、孟帅、程正顺、张显涛、崔进举五
位专家老师担任评委，一一听取了同学们
的海报陈述，并与同学们展开零距离的交
流探讨，对每一幅海报作品进行了打分评
比。根据规则评选出一等奖（Outstanding
Winners ）3名，二等奖（Meritorious
Winners）5名和三等奖（Honorable
Mention）10名，并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

同时，为了让学员们互相增进了
解，将理论融入实践，暑期学校首次举
办了船模竞速赛。学员们自行组队，每
组在一周内利用课余时间分别制作一艘
限重船和一艘无限制船，并于7月31日
下午举行了竞速比赛，邀请了浙江大学
白勇教授、上海交大船建
学院余龙、冯正平、顾解
忡三位专家老师，以及 全
国海洋航行器大赛获奖学
生于特担任评委。每条船
的船型设计满分为20分，
竞速成绩满分为30分，根
据 规 则 评选出了一等奖团
队（Outstanding Winners ）2
支，二等奖团队（Meritorious
Winners）3支和三等奖

（Honorable Mention）团队5支。

课程实践之余，同学们还在志愿者
们带领下参观了学校海洋工程国家重点
实验室、多功能船模拖曳水池、空泡水
洞等大型实验室，加深对上海交大船建
学院的了解。
7月27日，全体暑期学校学员在负责
人余龙的带领下前往位于江苏海门的招
商局重工(江苏)有限公司走访参观。学
员们与工程师们们就船企发展、人才培
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反响热烈。
7月28日，学员们分为两队，分别前
往徐汇校区和航海博物馆参观学习，感
受中华文化，树立海洋情怀。
本届船舶海洋工程与力学国际暑期
学校以国际化、前沿化、学科交叉化为
特色，联合国内外优秀师资，为参与学
生打造了一个了解学科最新动态、丰富
专业知识、交流学习经验、提高素质技
能的平台，激发了学生的创新力和创造
力。明年将是船舶海洋工程与力学国际
暑期学校的第十二个年头，青年学子们
将在交大继续向前沿探索，共同为“大
国海洋梦”积蓄智慧。
（文/史舒婧 图/代朝进 罗 敬 王加鑫）

祝贺岩土力学专委会李耀良副主任荣获首届“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岩土工程技术创新奖”
7月19日，首届“茅以升科学
技术奖——岩土工程技术创新奖”
颁奖仪式在天津第十三届全国土力
学及岩土工程学术大会开幕式上隆
重召开。四年一度的全国土力学及
岩土工程学术大会是我国岩土工程
领域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深远
的学术会议，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主办，本届
大会参会代表超过2500人，创历届
参会人数新高。首届茅以升岩土
工程技术创新奖颁奖典礼作为本
届大会开幕式的一个重要环节，
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
土工程分会副理事长王卫东（同
时也是我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
会主任）主持，我学会岩土力学专
委会副主任李耀良荣获首届茅以升
岩土工程技术创新奖个人奖，中国
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郭允冲（原
建设部副部长）、天津大学党委
书记李家俊和基金会理事长茅玉
麟对首届获奖者进行了颁奖。

普及等活动，以促进国家科技教
育事业的繁荣，促进科技后备人
才的成长。成立以来基金会设立
了面向全国的茅以升科学技术奖
项，其中“茅以升土力学及岩土
工程大奖（含茅以升土力学及岩
土工程青年奖）”已评选13届，
成为该领域业界公认的个人最高
荣誉奖，被授予的获奖者已成为
我国岩土力学与工程领域各个方
向的领军人物，
极大地促进了我
国土力学及岩土
工程科学与技
术的进步和人才
的 培 养 。 为了促
进我国绿色、节
能降耗和可持续
发展的岩土工程
技术的创新与发
展，培养一批岩
土工程创新型人
李耀良副主任（左三）与基金会茅玉麟理事长（左一）合影 才，基金会特设

“ 茅 以 升 科 学 技 术 奖 ——
岩土工程技术创新奖”由北京茅
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设立。基金
会是为了纪念我国杰出的桥梁专
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茅以升
先生于1991年捐资设立的，基金
会的宗旨是纪念茅以升先生一生
为工程建设以及科研教育的贡献
并继承其未竟事业，支持学术交
流、人才培养、成果奖励、科技

立了“茅以升岩土工程技术创新
奖”，旨在奖励在岩土工程新技术
与设备的研发、推广与应用中做出
突出贡献并产生显著社会经济效益
的集体和个人，每两年评选一次。
首届茅以升岩土工程技术创新奖
个人奖授予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李耀良副总裁。
李耀良同志现任上海市基础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任
上海市力学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其主持研发
形成了“复杂软土地层中超深地
下基础工程施工关键技术”，包
括：软土超100m深地下连续墙、
超110m深钻孔灌注桩、大吨位高
精度逆作法竖向支撑桩柱调垂、
超深超大规模基坑土方单元组合
式立体高效运输、地下工程施工
工作泥浆制备和再生利用及废弃
泥浆绿色化处理、超深等厚度水
泥土搅拌墙及110m深N-JET工法
和80m深CSM工法地基加固、环

境微扰动压入式沉井等系列高效
绿色施工技术。成果获授权发明
专利19项，发表论文30余篇，形
成国家级工法2项，主编国家标准
2部、地方标准2部，参编行业和
地方标准3部。先后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2项，获得上海市科技
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成
果为全国地标性超高层建筑和城
市综合体、超大超深市政地下空
间开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新增产值超百亿元，社会
经济环境效益显著，应用前景广
泛。
李耀良同志因其在地下工程
领域施工技术创新与研发方面作出
的贡献获得茅以升岩土工程技术创
新奖，实至名归。该奖项的设立也
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绿色、节能降
耗和可持续发展的岩土工程技术
的自主创新与健康发展，激励岩土
工程创新型人才的成长。

（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