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是上海市力学学会甲子大庆
之年。

六十载历程，风雨同舟，携手担起
党和政府与科研人员的桥梁纽带，担起
科研学术和新型产业的衔接转化，蓦然
回首间，上海力学人将满怀信心，尽心
描绘“科创”的蓝图，昂首走上创建
“科创中心”的康庄大道。

5月26日下午，上海力学大会2019'暨
上海市力学学会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在
上海科学会堂卢浮厅隆重召开。

会议特邀上海市科协学术部葛朝晖
副部长、上海市民政局社团管理处轧铸
调研员、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方岱
宁院士、浙江省力学学会理事长朱位秋
院士、秘书长王杰、江苏省力学学会
理事长唐洪武教授、副理事长钱向东教
授、秘书长邬萱、香港力学学会会长林
向晖博士等参加会议。学会理事长徐鉴
教授、副理事长郭兴明、涂善东、薛雷
平、叶国强，特邀第七届理事长方如华教
授、第十届理事长刘桦教授、第十一届理
事长仲政教授、副理事长翁培奋教授、特
邀嘉宾、历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本届理事
会常务理事、监事、理事、委员会代表、
团体单位代表、会员代表以及高校研究生
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薛雷
平教授主持。上海市科协学术部葛朝晖
副部长、上海市民政局社会团体管理处
轧铸调研员、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方
岱宁院士、浙江省力学学会理事长朱位

秋院士、江苏省力学学会理事长唐洪武
教授、香港力学会会长林向晖博士、上
海市力学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方如
华教授分别向大会致辞。

学会副理事长叶国强教授为第十届
理事会理事长刘桦教授、第十一届理事
会理事长仲政教授颁发荣誉奖。

学会理事长徐鉴教授做了“上海市
力学学会60周年工作报告”。

他在报告中总结了学会60年来取得
的丰硕成果，上海市力学学会历届理事
会及下属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团结
奋进、不断创新，广大会员踊跃参与，
为上海力学学科大力发展、力学人才精
心培养、力学知识科学普及、力学服务
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建设中做出了
重要贡献，学会也持续发展壮大。他着
重介绍了学会近十年取得的重要成绩：

1. 改革和加强学会组织工作，提升

学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2. 大力开展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发

展和研究成果 
3. 面向青少年开展普及力学知识，

培育科技创新意识
4. 主动承接政府咨询课题，构建产

学研相结合的活动平台
5. 深化青年人才培养机制，助力青

年成长成才                
报告最后，他对上海力学新时代提

出展望：
1. 进一步提高学术交流质量，树立

精品意识，提倡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
和融合，促进自主创新，推动力学学科
的发展，使部分力学研究和应用达到和
超过国际水平。

2. 充分利用学会人才荟萃、智力密
集、横向沟通便利的特点，积极鼓励科
技与经济相结合，研究成果与产业重构
相结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坚定不移

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3. 坚持学会深化改革，加强学会自

身建设，以人为本，努力为会员服务，
不断增强学会凝聚力，继续把提高会员
的学术水平、业务能力和提高会员的满
意度作为衡量学会工作的重要标准。

在《上海市力学学会成立 60周年工
作报告》后，会议举行了特邀学术报告
会。

《先进结构技术》—方岱宁院士报

告提出以“结构基因组工程”为特征的
先 进 结 构 技 术 —— 探 索 结 构 的 综 合 性
能与材质、组元构型、制造工艺等因素
之间的相互关联，通过多尺度组元结
构设计达成性能、功能、智能、仿生等
的精准定制，实现结构设计原理、制造
技术、评价技术的融合创新和颠覆性突
破。报告结合了近年来国际上结构创新
设计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实例与本课题组
的相关研究工作，从先进

薪火甲子   力创天地

第二期
（总第113期）

2019年7月18日

上海市力学学会

（下转第2版）

上海力学大会2019’暨上海市力学学会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召开

叶国强教授（左）为刘桦教授（右）、

仲政教授（中）颁发荣誉奖

徐鉴理事长做报告

葛朝晖 轧 铸 唐洪武方岱宁 林向晖 方如华 叶国强 涂善东 郭兴明

方岱宁院士做报告

祝贺上海力学大会2019’
暨上海市力学学会

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
顺利召开



>> 2019 年 7 月 18 日第二期   （总第113期）02

结 构 的 设 计 分 析 技 术 、
实现技术、检测与表征评价技术三个单
元，七个领域方向，介绍了先进结构技
术的具体内涵、存在的挑战，以及应当
聚焦的研究内容。

《三体问题周期解研究进展》—廖
世俊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他的最新研究
成果：三个星球（视为质点）在万有引
力作用下如何运动？这个著名的三体问
题源自牛顿，曾吸引了众多著名学者研

究。其周期解具有重要意义，一直受到
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他例举了三百多年
业界研究状况，提出了一种高精度、求
解混沌动力系统的数值计算方法。不同
于传统算法，该方法能够将数值噪音降
低到足够小，从而能在很长的有限时域
内获得混沌动力系统可靠的数值解，因
此能准确地计算三体问题的运动轨迹。
廖世俊与他人合作应用该方法和超级计
算机发现三体问题二千余个全新的周期
解家族，并发现它们都近似满足一个广
义的开普勒定理：平均周期的平方与总

机械能的立方近似成反比。
《声学黑洞研究的近期进展》—成

利教授介绍了近年来学术界日益关注声
学黑洞的研究。近期对声学黑洞现象在
理论、数值分析、以及设计和应用上的
成果表明，这一新技术在应用上的巨大
前景。例如轻型高阻结构，改噪增能等
等。控制波导弯曲在变厚度薄壁结构中
的传播，可以产生声学黑洞现象。厚度
的减薄可以减少弯曲波的相位速度。理
论上在边缘可为零，导致波的零反射和
高度能量聚焦。他曾经在两年前对类似
题目作了演讲，今天的报告总结了他在
声学黑洞的最新研究进展，包括模型
化，分析，各类控制不同声振传播应用
的声学黑洞结构设计。

《商用飞机发展》— 张美红报告指
出，发展大型客机，是党中央、国务院
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经过10年
的 艰 苦 奋 斗 ， 目 前 A R J 2 1 支 线 飞 机 已
经航线运营，C919大型客机正在飞行
验证，中俄联合研制的CR929远程宽
体客机正在全面开展研制。她介绍了

世界商用飞机的现状、中国商用飞机
的发展以及中国商飞公司成立以来所
取得的进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着
重介绍了中俄两国联合研制的远程宽
体客机的情况，对我国在大型客机研
制中的总体气动、机体结构、机载系
统、动力装置等几个方面的技术状况
进行了分析，与俄罗斯方面相关的情
况进行了简明的对比，并对未来商用
飞机的有关技术进行了展望。

上海市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大
学教授郭兴明为大会做简短总结并向与
会代表致谢。

六 十 载 春 华 秋 实 ， 新 征 程 催 人 奋
进。

祝福身处前沿核心科学的力学之花
常开长盛，祝福担负国民经济、社会发
展和国家安全的力学之果枝繁叶茂、硕
果累累。

撰稿 陆仲绩
修改 吴慧玲
制作 马一恺

廖世俊教授做报告

成利教授做报告

会议现场 会议现场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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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力学学会工程结构诊断与加固技术专业委员会组织召开

我国地震多属于灾害性地震，
而且大多发生在农村地区和乡镇地
区，地震造成的死亡人员近60％为
农村人口。地震破坏作用不可低
估，突发破坏力大，次生灾害多，
对广大农村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造
成很大损失。

2019年3月9日，上海市力学学
会工程结构诊断与加固技术专业委
员会特邀请了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朱立新研究员，做了题为
“农房抗震安全现状及防灾对策”
的学术报告。专委会委员许清风教
高、高润东博士，以及专委会依托
单位的主要技术骨干等共40余人参
加了本次学术交流。

交流会上，朱立新研究员针对
我国农房在地震中存在的中震大
灾、小震成灾的现状和存在的具体
问题，作了以下几方面具体介绍：
结合典型地区的震害介绍了农房建
设抗震安全现状及存在问题，逐条

分析了产生各种震害的原因，解析
了农房抗震技术要点，政策、相关
标准和技术指导情况，以及新时期
农房建设的新要求。会后，朱立新
研究员和各位参会人员就对相关技
术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朱立新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
工程抗震和城市、村镇防灾减灾。
承担和参与了多项村镇建筑防灾减
灾领域的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
主参编多部村镇建筑标准规范，是
《农村危房改造基本安全技术导
则》主要起草人。多年来配合住建
部村镇司开展村镇建筑现状调研、
震害调研、农村危房改造技术指
导、农房建设技术政策制订等相关
工作。现为农房建设技术指导全国
专家组召集人、住建部防灾研究中
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村镇绿色建筑
综合防灾专业委员会委员。

（陈玲珠 供稿）

举办大跨工程结构的振动舒适度问题与
工程实践专题报告会

举办农房抗震安全现状及
防灾对策专题报告会

国际上已经将振动列为
七大环境公害之一。楼面过
大的竖向振动轻则引起使用
者恐慌和心里不安，给人们
的工作、休息、身体健康带
来很大影响，重则造成结构
的局部破坏，严重影响结构
的使用性能，因此，对于大
跨工程结构的竖向振动舒适
度已成为强度和挠度变形要
求以外，结构设计重要的控
制因素之一。

2019年4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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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大学陈隽教授，做了题
为“大跨工程结构的振动舒
适度问题与工程实践”的学
术报告。专委会委员许清风
教高、王卓琳博士、高润东
博士，以及专委会依托单位
的主要技术骨干等共40余人

参加了本次学术交流。
交流会上，陈隽教授从

工程振动舒适度研究背景、
人致荷载振动分析、HS与
便携式无线振动试验三个方
面 介 绍 了 共 振 振 动 的 实 际
问题由来，包括国内外振动
引起的人员伤亡事件和工程
案例；自振频率、振动幅度
等分析方法以及通过加速度
和位移限值来控制的解决方

案，并结合实际工程展示了
研究成果的应用。报告后，
各位参会人员就工程振动相
关问题与陈隽教授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

陈隽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为工程结构的振动舒适度与
振动控制、大数据技术在土
木工程中的应用等。是土木
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成
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

新团队成员，上海市高峰
学科骨干教师，曾获上海
市优秀学术带头人、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霍英
东教育基金委优秀青年教
师，上海市浦江人才等称
号。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重
点项目、面上项目等纵向
科研项目19项。

（陈玲珠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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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学术交
流，上海市力学学会固体力学专业委
员会于2019年6月14日下午在上海核工
程设计研究院举行了2019年第一次会
议。会议由专委会副主任贺寅彪总师
负责组织承办，吴慧玲常务副秘书长
和来自高校和企业的17位专家学者参
加了会议。

会议由专委会主任霍永忠教授主
持。首先所有参会人都做简要自我介

绍，然后核工院沈小
要博士介绍了核工院
发展情况，展示了核
工院及中国核电的历
史、现状和未来。接
着，贺寅彪副主任向
大家做了核电中的力
学问题的主题报告，
就核电中的力学问题
与参会学者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最后，参
会者参观了核工院的

展示室。
会议讨论了专委会接下来的工作计

划，初步决定了下次会议的举办方式和地
点。

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增进了学
术交流，加强了产学研结合，必将促
进 上 海 市 固 体 力 学 学 科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同济大学  杨帆）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应许丽萍总工
的邀请，3月11日下午，上海市力学学会
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2019年度第一次工作
会议在上勘大厦3楼中会议室举行。力学
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吴慧玲莅临了本次会
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王卫东，副主任王怀忠、黄茂松、周
质炎、顾倩燕、许丽萍、熊诚、娄荣祥，
秘书戴斌，李耀良总工因工作安排未能参
会，上海交大陈锦剑教授、华东院李青博
士也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王卫东主任
主持，王总对各位副主任百忙之中前来参
会表示欢迎，并向许丽萍总工的精心安排
表示感谢；随后，戴斌汇报了2018年专业
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李青介绍了2019年拟
开展的学术会议及技术交流活动；最后，
与会领导围绕今年的工作计划及专业委员
会未来的发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形
成了以下意见：

1. 人员调整
决定吸纳上海交通大学陈锦剑教授为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吸纳华东院李
青博士为专业委员会秘书，协助戴斌处
理委员会日常事务，相关正式任命待委
员会换届之时正式发布。

2. 2019年工作计划（见下表）
3. 关于工作计划的讨论 工作计划的

讨论 工作计划的讨论
（1）规范宣贯会：两个规范因涉及

内容不同，宣贯会安排应细致考虑，可
上午举行宣贯、下午就相关技术进行交
流，应邀请参与规范修订的专家介绍相
关来龙去脉

（2）院士学术报告会：不局限于岩

土工程专业，建议邀请的院士报告应具
有前瞻性（如融合大数据或AI技术等）

（3）青年学术论坛：黄教授、许总
都提出举行青年学术论坛的想法，给更多
的青年人才提供展示、交流的平台，会议
提议由陈锦剑教授负责牵头，策划组织本
次青年学术论坛，后续请陈教授提供青年
学术论坛的初步想法和时间安排

（4）2019年上海市岩土与地下工程
学术年会：许总初步确定可提供两个报告
包括：隧道三维激光扫描扫描技术、大规
模基坑群自动化监测技术

4. 信息化平台建设构想
顾总提出建立线上的“岩土工程大课

堂”的构想，可以将专委会的活动或一
些前沿技术等放在平台上发布，给青年
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学习平台。目前上勘
院的“绿色岩土网（http://www.greengeo.
net/）”也具有类似功能，许总提出是否
可以相互融合。会议提议由熊总和许总
初步构思信息化平台建设相关事宜。

5. 沪苏浙皖联合论坛或技术交流
为进一步扩大专委会的影响力、增强

与周边地区同行的联系，大家提议未来
可以联合沪苏浙皖地区的岩土工程专业
委员会开展联合学术论坛和技术交流。

6. 参与或组织市科协的相关活动
力学学会吴慧玲副秘书长转达了市科

协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参与科协活动的
想法，后期我们也将通过吴副秘书长了
解科协的相关要求，如有需要，请各位
副主任委员能够组织并积极参加科协的
相关活动。

（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力学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
2019年度第一次工作会议纪要

上海市力学学会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
2019年第一次会议成功举办

  第十二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上海）
个人赛于5月19日上午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进行。
本次竞赛活动，由上海市力学学会组织、复旦大学
承办。为保证考试严密、公正、平稳进行，学会与
复旦大学等赛前及各高校负责老师认真做好考前各
项准备工作，使得整个竞赛组织严密规范，操作程
序流畅，考场秩序井然。

在上海市力学学会组织下，本次竞赛有华东理
工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电机学院、上海应
用技术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上
海理工大学、上海电力大学十二所高校614名学生
报名参加竞赛。

6月2日，由各高校组成的阅卷组20余名老师在
复旦大学进行了阅卷。本次竞赛活动圆满结束。

本次活动得到了复旦大学大力支持，特别感谢
复旦大学的领导和老师。        （上海市力学学会）

上海市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力学竞赛（个人赛）

上海交通大学

刘铸永  刘锦阳  赵社戌  陶昉敏  陈巨兵

复旦大学

杨永明  倪玉山

同济大学

王炳耀  姜建华  袁国青  范   武

上海理工大学

黄元辰  胡育佳  宋有硕  翁国华

第十二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上海）个人赛顺利结束

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获奖名单

2018年学会财务报表（元）

总收入 总支出

415289.32 331642.87

会费 188200.00 出版印刷费 60880.00

提供服务费 169242.65 科技活动费 139633.37

其中科技收入 165359.15 会议活动费 7332.00

利息收入 55366.21 工资及办公费 123605.20

其他 2480.46 其他 192.30

结余 83646.45

总收入 总支出

389000 307700

发行收入 7900 纸张印刷费 80000

其他收入 381100 人员工资总额 70000

稿酬 87000

员工培训总额

其他 70700

结余 81300

2018年力学季刊财务报表（元）

一等奖

李钧正  何静海  张泽宇     杨德志  徐    鸿  马子琦  

杨熙玲  姜   健  方啸思远  陈    默  孟诗乔  张远航  

程屹歆  欧阳桐澄  贾兴臣

二等奖

王金强  刘琮寅  刘鑫旺  孙    昊  何佳欣  刘   恒  

徐昭辉  李泽阳  侯章瑛  潘柄屹  翁景行  张书恺  

高致远  薛文远  高程展  王   峻  徐英楠   陈天成  

张坤玉

三等奖    33人           优秀奖    9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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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4日，上海市力学学会第
十二届六次党工组、十二届十一次常务理
事会议在同济大学顺利召开。学会党工组
组长叶国强、党工组成员、理事长徐鉴、
副理事长陈迎春、郭兴明、涂善东、薛雷
平及常务理事等20余人参加了会议。

党工组组长叶国强主持会议，带领
大家学习了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主要精神，并与大
家一起回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我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结合到学会
的发展，大家从内心深有感受，在党中
央正确路线指引下，国家在重视经济发
展的同时重视科技发展，知识分子得到
重用，学会获得重生的机会，并得以不
断壮大。我们要珍惜目前的好机遇，加
强内部治理，提高自身竞争力，为推进
力学学科发展做贡献。叶国强还组织学
习了李克强在“两会”上所做的政府工
作报告主要内容，从2018年总结的一串

串数据中，大家看到我国实实在在的
重要变化，从2019年的工作任务中，大
家看到中央正在花大力气，为经济谋发
展，为民众谋福利，由此看到中国的光
明前景，看到中国的强大。

徐鉴理事长主持常务理事会议。会
议主要围绕学会2019年工作计划（共45
项，其中综合性重要活动3项，学术活动
19项，科普活动6项，青年创优评优活动
3项，科技评价6项，大学生力学竞赛1项

等），进行了认真而有效的讨论，着重
逐项落实了上海力学大会2019’暨学会
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的具体工作、确定
十三届理事会换届工作方案和具体实施
进程，讨论确定开展科技评价项目和单
位及责任人。

会 议 投 票 选 举 出 中 国 力 学 学 会 第
十一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和会员代表，
对学会组织发展、承接政府项目、学会
2018年财务报告等进行了审议并通过。

在接后召开的十二届十一次常务理
事扩大会议上，各委员会负责人对本年
度的重点工作做了介绍，针对实施方
案，学会领导与大家进行了讨论和协
商，共同的目的是，认真落实好各项工
作，争取圆满完成年度任务。学会秘书
处也表示积极配合各项活动，做好支持
和服务工作。

徐鉴理事长在会议总结中说，今年
是本届理事会收官之年，我们要认真落
实好既定工作，要换好届，交好班，让
本届理事会圆满结束。

（上海市科协网）

上海市力学学会召开十二届六次党的工作小组暨
十二届十一次常务理事会议

1 月 24 日，徐鉴理事长、吴慧玲常务副秘书
长拜访慰问了学会第七届理事长方如华教授，第
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秘书长何福保教授，第八
届秘书长刘正兴教授。

拜访方如华教授

拜访何福保教授

拜访刘正兴教授

徐鉴代表上海市力学学会向曾经为学会做出贡
献的老领导致新年问候，新老领导一起叙旧迎新，
共同关心学会的工作，共同讨论上海力学新情况，
共同回忆力学发展历史，呈现出融洽气氛。

徐鉴和吴慧玲希望老领导保重身体，祝他们
身体健康！

（上海市力学学会）

拜访学会老领导

2019年6月8日，上海市力学学会第十二届

理事长工作会议在同济大学顺利召开。学会理

事长徐鉴、副理事长郭兴明、涂善东、薛雷平

及监事时蓓玲等人参加了会议。

理事长徐鉴主持会议，并向与会人员通报

了现任常务副秘书长吴慧玲因身体状况欠佳，

无法胜任目前学会工作，向学会提出辞职。鉴

于吴慧玲同志的辞职理由客观合理，会议决定

同意吴慧玲同志辞去上海市力学学会常务副秘

书长职务，并于本月完成学会的交接工作。会

议同意在2019年底上海市力学学会年会上对吴

慧玲同志进行表彰和一定的奖励，以感谢吴慧

玲同志多年来对学会工作做出的贡献。

与会人员研究、讨论并通过了《社会公

开招聘专职人员试用办法》。对应聘人员黄

小双同志进行了面试和考察，会议同意对黄

小双同志任职学会秘书处专职工作人员进行

试用。

徐鉴理事长向与会人员通报了财务审计发

现的问题，并依据审计建议讨论和通过了加强

财务管理、明确财务职权、规范财务流程的改

进措施。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文件》和上海市

民政局发放的《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会

议讨论了《上海市力学学会章程》部分关键条

款的修改。

与会人员认真学习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全国学会组织通则》，讨论并决定了下届理事

长和副理事长候选人应具备的条件。

会议决定，按照理事长和副理事长提名的

原则，换届领导工作小组开始考虑理事长和副

理事长候选人的提名，确认理事长当选后，由

理事长提名秘书长人选，按照《上海市力学学

会章程》审议通过秘书长。
（上海市力学学会）

上海市力学学会
第十二届理事长

工作会议

通过讲座同学们了解到了科技前沿知识，开拓了同学
们的视野。同时，同学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科学文
化知识，为祖国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腾飞的中国大飞机
放飞学子三万英尺之上的梦想

2019年5月22日下午,同济大学飞行器研究所所长沈海军
教授为西大银翔学子们带来了《腾飞的中国大飞机》的科
普讲座。

本次讲座中沈教授讲到了什么是大飞机，大客C919的
含义，中国大飞机和先进国家的差距，中国大飞机的技术
难题，中国航空的发展前景，国际局势对C919进展的影
响，中国大飞机的往事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同学们听得聚
精会神，为中国的大飞机感到骄傲与自豪。

（沈海军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