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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发展，创造未来
——北航校长徐惠彬院士在《Science》发文
向世界介绍北航

综合新闻北航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院刊

今年是北航建校 65 周年。1952 年 10 月，由当时的清华大学、北洋大学等八所中国著名高校的

航空院系合并组建成立了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新中国创建的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

学府。作为一所肩负神圣使命、承载宏伟愿景的大学，学校的理想抱负、传承发展始终与国家发展、民

族振兴、社会进步紧密相系。建校 65 年以来，北航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现在的北航，拥有三

个校区，30000 余名在校学生以及近 4000 名教职员工。2016 年学校确立了以“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

世界一流大学”为发展远景目标。2017 年学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

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特征要打造一流的师资队伍、培养出一流的创新人才、产生一流的科研成果，

要为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历史性的贡献。学校坚持全球视野，坚定特色发展，积极探索创新，

加快建设引领发展和创造未来的世界一流大学，在传承人类文明中彰显价值，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鲜明特

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北航路径。

学校突出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坚持“把一流学生培养成一流人才”的育人理念，在人才培养中创

造知识，在创造知识中培育人才，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和国家建设发展培养了一批领军人物和奠基人

才，一批批各领域杰出人才、行业精英从这里走出，将北航的精神火种播撒到世界各地。2017 年，北

航迎来了建校 65 年以来最大的人才培养改革，按照“学生为本、通识为基、融合一体、创新开放”的

理念，成立覆盖一、二年级的“北航学院”，实施完全大类招生，强化通识教育，实行宽口径、大平台

的专业设置与培养，整合全校教育资源，统筹书院建设，着力培养理想高远、学识一流、胸怀寰宇、致

徐惠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北航 65 周年校庆之际，2017 年 10 月 20 日出版的《Science》杂志刊发了北航校长徐惠彬

院士的署名文章《Trend-setter and future-creator：Building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rooted in 

China》。现将文章内容以中文形式刊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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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唯实的领军领导人才。北航吸引了中国最优秀的学子就读，每年全国高考有将近 1000 万考生，

平均排名前千分之三的考生才能考到北航。

学校始终坚持学术至上，形成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学术前沿的科研基础和创新力。

2017 年“ 软 科 世 界 一 流 学 科 排 名”(ShanghaiRanking's Global Ranking of Academic 

Subjects) 航空航天工程学科排名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排名世界第二、中国第一。学校在尖

端技术研究领域始终居于中国高校前列，研制成功的多种型号飞行器填补了多项空白，近年来

共获得 11 项国家级科技奖励一等奖，创造了一所大学连续获得国家高等级科技奖励的纪录，

被誉为科技创新的“北航模式”。学校不断强化基础前沿研究，原始创新能力显著提升。近年来，

多项高水平基础研究成果在《Science》、《Nature》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在仿生界面、热

电材料、量子测量等领域初步实现了引领科学前沿。现在的北航，平均每月有一项重要学术发现，

每两个月有一项重大科研成果产生。

面向交叉前沿科学研究，学校着力推进优势工程科学与生命科学、医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

做出了拓展医工交叉的重大战略决策。通过高起点建设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汇聚了以 Alan 

J. Heeger 教授、Albert Fert 教授、Thomas C. Südhof 教授等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代表的全

球顶尖人才，打造“中国医工硅谷”，形成辐射京津冀、影响全球的世界级生命科学、医学与

工程科学交叉融合的创新平台。北航李晓光教授团队针对脊髓再生这一世界难题，成功研发出

“脊髓重建管”，为截瘫患者的治疗提供了全新思路。2017 年联合诺贝尔奖获得者 Thomas C. 

Südhof 教授，与美国“迈阿密计划”合作，协同国际一流脊髓损伤临床研究专家发起“2017 

SCI- 北京计划”，致力于为百万脊椎受伤患者带来福音。刘红教授主持的中国第一个、世界

第三个空间基地生命保障地基综合实验装置“月宫一号”，入选新中国 65 年十大引智成果，

2017 年 5 月份启动“月宫 365 计划”，进行为期一年的多人次密闭实验，对载人深空探索事

业提供科研保障。

学校立足人才强校，着力打造一支高端引领、储备厚实、整体卓越的世界一流师资队伍。

建校之初，学校就汇聚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化学术背景、代表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他

们中的佼佼者毕业于 MIT、加州理工、帝国理工、斯坦福、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学，可谓精英荟萃、

群星闪耀。近年来，北航坚持高端引领，以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为载体，探索实施以重大科学

问题为牵引的国际化人才汇聚与支持模式，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 3 人，汇聚了 8 位美国工程院、

欧洲科学院、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等著名院士，以及 26 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新增院士 8 位，

30 余位教授入选长江学者、杰青等各类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以国际青年学者唯实论坛为窗口，

吸引一大批毕业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一流大学的

优秀青年才俊加盟北航。

学校坚持扎根中国，融通中外。通过实施“UPS 国际化发展战略”，构建北航国际交流

合作网络和平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有力提升了学校的国际影响力

和竞争力。先后与国外近 200 所著名高等院校、一流研究机构和知名跨国公司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加入了国际宇航联合会、“中欧精英大学联盟”、“中俄工科大学联盟”等国际

联盟和学术组织。创设了“中德软件联合研究所”、“中英空间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等一

批高端国际合作平台。2005 年创办的中法工程师学院，融合中法两国工程教育优势，被誉为

中法高等教育合作典范。2017 年成立“国际通用工程学院”，努力建设全新高水平国际化通

用工程教育示范学院。获批设立“联合国附属空间科学与技术教育亚太区域中心”、“亚太空

间合作组织教育培训中国中心”和“北斗国际交流培训中心”。2017 年，联合“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顶尖高校共同建设“北航北斗丝路学院”，开启北斗导航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新起点。

北航，一所有担当、有梦想、有情怀的大学。在这里中西文化汇通，科技与艺术交织，传

承与创新共融，激情与灵感碰撞，在这里每一个舞台都可以绽放梦想，每一条道路都能够通向

远方。六十五载办学薪火相传、硕果累累，这所中国年轻的重点高校——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北航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院刊

2017 年 10 月 20 日出版的《Science》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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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我校举办第三届国际青年学者唯实论坛

12 月 25 日至 26 日，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办，人事处、

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经济与商学研究院承办的第三届北航国际青

年学者唯实论坛在北航唯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来自哈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密

歇根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近百位青年学者齐聚北航。

我校党委副书记程基伟教授、副校长房建成院士、副校长王云鹏教

授出席论坛开幕式。参加此次论坛的还有来自各个领域的院士、长

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四青”人才，以及各学

院书记、院长。论坛开幕式由副书记程基伟和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郭雷教授主持。

副校长房建成在开幕式致辞中对各位青年学者不远万里来到

北航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表示，国家适时提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方案，标志着国家对高校立德树人、创新

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的新一轮建设发展大潮悄然来临，核心

是人才，面对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形势，北航诚心聚力，筑巢引凤，

国际青年学者唯实论坛就是为有志之士提供的施展才华的平台。

房建成在讲话中表示，一直以来学校对标世界一流，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围绕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总体布局，瞄准建设扎根

中国大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实施人才队伍的“鲲鹏逐天”计划，

持续增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能力，为人才发展搭台筑基；在人才

队伍建设中，纲举目张、有的放矢。建立完善“校－院－平台团队”

三级责任体系，聚焦学科方向，面向全球遴选优秀青年人才，构建

具有国际一流竞争优势的人才队伍；在人才发展保障上，凝心聚力、

掷地有声。坚持从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服务保障等方面为学校人

才队伍发展提供更大的机遇和更广阔的空间。

副校长王云鹏为本次论坛做报告的学校青年学者代表青年千

人杨树斌教授、许骏教授，以及来自哈佛大学、德州农工大学、斯

坦福大学、剑桥大学、马普固体物理研究所和密歇根大学的青年学

者颁发报告证书，赞赏和肯定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杰出成就。

随后，王云鹏作了《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建设扎根中国的世界

一流大学》大会报告。全面介绍了北航的诞生及辉煌的历史，细数

自建校伊始至今从海内外学成归来的历届北航人。北航自建校起一

直肩负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历史使命，入校的首届学子成长为行业

内领军人才、国之栋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北航人延续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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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十一项国家级科技奖励一等奖的辉煌业绩，2017 年共计七项科

研成果荣获国家奖项。王云鹏强调，聚才爱才、开放包容是北航建

设高层次人才队伍的核心理念，当前学校正在全面推进实施“鲲鹏

逐天”计划，深化人才人事制度改革，智引精育优秀青年人才，协

同成就高端领军人才，全面贯彻“识才、爱才、聚才”的指导思想，

全方位为海外归国英才打造“宽平台、新机制、优环境”的创新发

展生态环境。北航欢迎海内外青年人才加盟北航，围绕家国事业，

共同推进北航一流人才队伍建设，为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

大学贡献力量。

在大会报告环节，副校长房建成作了《量子传感技术的发展

与展望》专题报告，全面介绍了量子传感技术的发展及量子导航应

用；优秀青年学者代表青年千人杨树斌教授、许骏教授分别做专题

报告，介绍了入校至今的职业经历和学术发展，并结合自身专业领

域和科研成果进行了详细的学术报告。

25 日下午，数理科学、化学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工程科

学和经济管理与商学五个分论坛分别在唯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

行。与会青年学者围绕各自领域的国际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展开了

深入的交流与探讨，通过学术报告的思维碰撞，开拓国际视野、启

发创新灵感、增进学术情谊，促进了海内外青年学者间的交流与合

作。

本次论坛为期两天，各学院与海外青年学者进行人才对接，

全面介绍了学院的学科水平、学术环境和人才成长发展规划，共同

探讨合作意向。同时，唯实论坛期间，学校人事处组织“卓越百人”

人才项目评审，选拔优秀青年人才。

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国 际 青 年 学 者 唯 实 论 坛（Beihang 

University Vision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Young Scholars）计

划每年组织两届，旨在聚焦国际学术前沿，持续推动高水平交叉科

学研究及青年学者成长发展。通过主论坛专题报告会、分论坛学术

研讨会和人才洽谈会等形式，为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搭建学术交流

平台。围绕“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汇聚全球英

才，全面落实“鲲鹏逐天”人才队伍建设规划。

（通讯员 李彦  李真 / 文 王宇辰 / 摄影）

“外专千人”计划教授、“费尔北京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Albert Fert 教授凭借其对我校自旋电子学

科的建设发展以及在促进中法高等教育合作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

献获 2017 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这也是我校历史上第 4 位

获此殊荣的外国专家。

Albert Fert 教授是法国科学院院士，凝聚态物理学和自旋

电子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先后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和巴黎第

十一大学学习工作。1995 年负责成立巴黎第十一大学、法国科

学院与泰雷兹集团联合实验室并担任首席顾问至今。Fert 教授在

Phys. Rev. Lett 等重要国际学术杂志发表论文超过 350 篇，总

引用次数超过 17,000 次。他曾获得诸多国际奖项，因发现巨磁

阻 (GMR) 效应获得 200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巨磁阻效应的发

现直接推动了高密度存储磁硬盘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从基础学科

发展到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一个成功典范。

Albert Fert 教授与我校“青年千人”赵巍胜教授开展长期深

入的合作，他大力推动我校自旋电子学科发展，2014 年与北京

市科委及北航共建“费尔北京研究院”并担任首席科学家，并于

2015 年入选“外专千人”计划。依托“费尔北京研究院”，北

航先后获批科技部“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和国家外国专家局

“超低功耗自旋存储与计算学科引智基地”。2016 年，Albert 

Fert 教授与赵巍胜教授联合成功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仪器

专项项目“实时、原子尺度界面自旋表征及调控系统”。他积极

推进科研成果转化，作为北京市科委项目“自旋电子学 1MB 随

机存储器研制”项目首席科学顾问，为该项目提供了大量关键建

议，攻克了多个技术难关。他支持我国引才引智及青年后备人才

培养，举荐其 2 名助手加盟北航科研团队。2015 年起，已在北

航招收博士生 4 人，联合指导博士生 1 人。

中国政府“友谊奖”是我国政府为表彰在中国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设立的最高荣誉奖项。2017

年共有来自 21 个国家的 50 名外国专家获此殊荣，行业领域主要

涉及工业、农业、教育、科技、体育、医疗卫生、工程建设等。

（通讯员 王意晴）

“外专千人” Albert Fert 教授
荣获 2017 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北航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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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至 18 日，“软物质

物理及其应用展望国际会议”在北航

唯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并圆满落

幕。此次会议由软物质物理及其应用

中心、化学学院和物理科学与核能工

程学院联合举办，会议邀请国内外专

家教授一起讨论软物质物理及其应用

研究的未来挑战、发展方向和机遇。

 会议由化学学院院长江雷院士

主持开幕。来自英、美、德、丹麦、

韩国、中国香港以及内地各大学、科

研院所的知名学者一共呈现了 32 场

精彩绝伦的报告。

 

“软物质物理及其应用展望”国际会议在北航举行

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所长 Kurt Kremer

教授做了题为“Towards molecular control 

of physical processes in soft matter”

的报告。

整个会场参会嘉宾听得专心致志，休息

期间学术讨论气氛浓烈，大家在软物质领域

各抒己见，互相学习和交流。

此次国际研讨会不仅仅是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在软物质学科等相关领域影响力提升的

具体表现，同时也是北航国际地位进一步提

升的一次机会，对于进一步提高我校的国际

影响力和知名度，推动我国软物质科学及其

应用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梁鑫阁 / 文 宋子杭 / 摄影）

综合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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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千人计划”樊文飞教授
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

2017 年 8 月，欧洲科学院宣布北航“千人计划”专家、大数

据科学与脑机智能高精尖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樊文飞教授当选为欧

洲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主席 Sierd Cloetingh 教授向樊院士致

函宣布了这一消息并致以祝贺。

欧 洲 科 学 院（Academia Europaea 或 the Academy of 

Europe），全称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其总部位于英国伦敦，

是由欧洲 35 国科学部长倡导创立，并由英国皇家学会等代表欧洲

国家最高学术水平的国家科学院共同发起成立的国际科学组织。科

学院分 20 个学部，其学科领域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

学和科学技术等，是国际上跨地域和学术领域最广泛、学术地位最

高、影响最大的科学组织之一。

欧洲科学院院士主要从欧洲各国科学院院士中选出，代表欧

洲人文和自然科学界最优秀的科学精英和学术权威。外籍院士选自

与欧洲有长期合作的学者。院士候选人选拔过程严格，首先由来自

不同国家的院士推荐到科学部，经学部初审后推荐到提名委员会进

行通讯评审，最后由欧洲科学院的专门委员会审核通过。

欧洲科学院目前有 3707 名 ( 含外籍 ) 院士，包括 73 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6 位图灵奖获得者，15 位菲尔兹奖获得者，其中有

236 位计算机信息科学领域的院士。2017 年，共有 84 位来自不

同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入选欧洲科学院 ( 含外籍 ) 院士。

据悉 , 樊文飞教授此次当选，缘由其在大数据计算和数据质量

理论、算法与应用领域的杰出贡献。樊教授提出的大数据有界计算

理论，已在工业界得到验证 , 增进查询效率高达 10 万倍（5 个数

量级）；他提出的基于不动点计算的并发模型，实现了串行图算法

的自动并发化和大众化；他奠定了数据质量五个核心问题（一致性、

精确性、时效性、完整性、实体识别）的理论基础，引发了国际

学术界对数据质量这个重要研究领域的重新定位；他的工作以独创

性、理论与应用结合被国际学术界称道。作为数据库历史上仅有的

两个“大满贯”得主之一，樊院士囊括了国际数据库领域四大顶级

理论和系统会议的最佳论文奖和时间检验奖 （SIGMOD 2017， 

PODS 2010 和 2015，VLDB 2010， ICDE 2007）；作为长江

学者和千人计划专家为国效力的十年间，他获得了八项国际大奖和

荣誉，并对国内两个 973 项目做出了重要贡献。

樊院士还是英国爱丁堡大学信息学院主任教授，英国爱丁堡 /

苏格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计算机协会会士（ACM Fellow）。

他的团队目前在国内致力于打造大数据查询系统（BEAS）和图计

算并发系统（GRAPE），以填补中国大数据计算引擎在国际学术

界和工业界的空白。

（通讯员 董仙慧）

综合新闻北航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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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视角北航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院刊

2014 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称“北航”）赵巍胜

教授的邀请下，费尔来到中国。他与北京市科委及北航共同建

设成立了“费尔北京研究院”，北航也因此先后获批科技部“国

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和国家外专局“超低功耗自旋存储与计

算学科引智基地”。他还倡议并协助组建了工信部“自旋电子

协同创新中心”，为我国电子信息工程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众多的科研合作邀请中，为什么选择中国？中国的科研

发展迅速、充满活力，政府对科研的支持力度大，与中国合作

对他来说很有吸引力。科研重在专注，他选择了在北航开展自

己的研究。3 年多来，北航也没有让他失望。“北航实验室的质

量非常高，很多设备仪器比欧洲国家更先进，科研水平、教学

水平也很高。”费尔说，尤其是中国学生对科研的热爱和投入、

师生团队的高效协作，令其印象深刻。

费尔已经 79 岁了。如此高龄还活跃在科研前线，靠的是

什么？“科研就是一旦开启了一扇大门，就会吸引着人前去探索，

继而发现更大的空间，促使人进一步深入研究，可研究的领域

也就会越来越广阔。”费尔说道，自己确实年事已高，常常感

到身体疲倦，“但是思想却停不下来”。

费尔表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研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在近 20 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与中国政府的大力

投入不无关系。比如中国发起了“千人计划”项目，兴建了大

量科研实验室，配备了先进仪器和设备；此外，中国鼓励双创，

注重科研的成果转化，为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

“科学是全球化的，是没有国界的。”费尔说，在北航的

国际合作基地，他得以和中国及世界各地的专家开展研讨和交

流，本人也从中收获不少。说到被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他谦

虚地表示：“这是对我在中国的科研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中法

科研合作关系的肯定。”

“每个国家各有所长，研究领域也有所不同。只有通过专

业的交流、讨论和合作，互相启发、借鉴，才能促进科技获得

更大、更高层次的发展。”费尔说，“引力波的发现就是欧美

科学家合作的成果，国际合作带来的是全球科研的进步，这是

一个很好的例证。”费尔表示，中法之间有很多科技交流项目，

希望两国能够开展更多的科研合作，促进双方共同进步。

（人民日报驻法国记者 龚鸣） 

科学没有国界，合作带来进步

《人民日报》刊发专访我校 2017 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获得者阿尔伯特·费尔教授文章《科学没有国界，合作带来进

步》。

《人民日报》2017 年 12 月 20 日报道

作为 200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法国物理学家阿尔

伯特·费尔教授在电子信息工程领域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创

立的自旋电子学为电子信息技术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应用打开了

广阔前景，如数据存储器、传感器等，正在成为一门炙手可热

的学科。走进费尔教授位于巴黎家中的办公室，三面书墙一张

书桌，小小的空间塞得满满当当。书桌上两台笔记本电脑，见

证着费尔教授的晚年生活。虽已是耄耋之年，费尔仍然身兼数

职，活跃在院校和企业的科研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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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CFRP) 加

固混凝土结构已经引起土木工程领域的广

泛关注，并且该技术的相关国际规范已经

出版。这是因为 CFRP 材料有很多优点，

包括轻质高强、低热传导率以及在恶劣环

境下的优良耐久性能。

该技术多采用聚合物如树脂将 CFRP

材料粘贴在混凝土表面来实现加固效果。

在不考虑火灾情况下，聚合物胶用于粘贴

是十分有效的。然而如果在火灾情况下，

聚合物胶的力学性能会迅速恶化导致加

固失效。这是因为聚合物有玻璃态转化温

度 Tg，当温度超过 Tg 时聚合物就会从稳

定的玻璃态转化为不稳定的橡胶态而出现

软化现象。聚合物的这种性质极大限制了

CFRP 加固混凝土结构技术的发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

种 CFRP-ECC 复合体系用于加固混凝

土结构已解决火灾高温失效问题。首先测

试了该体系在 500 摄氏度高温条件下的

拉伸、压缩等力学性能。然后通过直接拔

出 实 验 将 CFRP 从 ECC 中 拔 出 来 研 究

CFRP 与 ECC 在高温条件下的界面性能。

同时为了找到 CFRP 最佳埋深，采用了不

同的 CFRP 粘接长度。最后通过钢筋混凝

土梁的四点弯曲试验验证该 CFRP-ECC

复合体系的加固效果。

经过 28 天养护之后，ECC 样品在高

温炉中进行高温处理。高温炉达到目标温

度后恒温一个小时确保样品温度均匀稳定。

实验在采用 MTS 810 材料试验机进行。

三个钢筋混凝土梁进行了四点弯曲实

验。第一根梁没进行加固用于对照，第二

根梁采用 CFRP-ECC 复合体系加固，第

三根梁采用 CFRP- 水泥砂浆加固。

（下接第9页）

CFRP-ECC 复合体系用于加固修复混凝土结构

北航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院刊

图2 温度对ECC拉伸应力应变曲线的影响（左图）；以及对ECC抗拉强度和极限拉应变的影响（右图）

图 1 ECC 与普通混凝土弯曲能力的比较（左图）；ECC 拉伸的应力应变曲线（右图）

图 3 (a) CFRP 拔出强度与其在 ECC 中埋入深度的关系；(b) 温度对 CFRP 拔出强度的影响。

高温处理后，对样品进行拉伸实验以探究

高温对材料的力学性能影响。

直 接 拔 出 实 验 中，CFRP 直 接 从

ECC 中拔出以探索二者界面关系。为了

找到 CFRP 最佳埋入深度，采用了 6 种

CFRP 长度，分别为 25 mm,50 mm,75 

mm,100 mm,135 mm 和 170 mm。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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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整体流是地球磁层尾部磁场重联的产物，是地球磁层中

物质、能量运输的重要机制，并引发磁层中电流体系和磁场位形

的剧烈变化。尽管磁流体力学模型能够模拟磁尾的高速整体流及

其相关的动力学过程，但是三维的电流体系仍然得不到全面的解

释。更由于磁流体力学固有的缺陷，无法描述内磁层中的动理学

过程，因此内磁层中最主要的环电流是如何受制于磁尾高速流的

机制还不清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间与环境学院於益群教授及其合作者利

用了与内磁层动理论物理相互耦合的磁流体模型，探究了磁尾高

速整体流对全球尺度电流体系的作用，着重研究了对内磁层环电

流的影响。他们使用的全球模型成功展现了磁层中完整的三维电

流体系及其相互关系。

当磁尾高速整体流向地球方向运动并遇到高压磁场而“刹车”

时，内磁层中相应地出现了几个涡旋，极大调制了西向的环电流。

涡旋引起了西向环电流的径向扰动，更使得西向环电流从赤道面

附近向高纬凸起，产生场向的电流分量。当西向环电流被严重扭

曲时，环电流断裂，通过场向电流与电离层链接，并引发电离层

扰动。此类场向电流区别与常见的亚暴锲形电流，是与内磁层环

电流相连，而非磁尾电流。这种新型的电流关系借助了全球磁流

体模型与动理学环电流模型的相互耦合才得以发现。这个模拟结

果全面揭示了与磁尾动力学过程有紧密关系的内磁层中尺度结构，

而这种关系是很难利用多颗卫星联合观测实现的，因此充分显示

了全球模拟的优势。

於益群，空间与环境学院，教授，青年千人，E-mail：yiqunyu@buaa.

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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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尾高速整体流对全球尺度电流体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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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 对照梁；(b) CFRP- 水泥浆加固梁；(c) CFRP-ECC 复合体系加固梁的破坏模式对比

图 带色线条代表磁层中的三维电流体系。平面中的颜色代表赤道面的

涡度。当磁尾高速整体流在10个地球半径处“刹车”并向东西方向转向，

整体流转向边界和内磁层中均出现漩涡（分别是 vortex type I 和 vortex 

type II）。在内磁层中，西向的环电流（靠近地球的带色线条）受到涡

旋影响而向高纬弯曲，从而产生场向电流分量（红色和蓝色分别代表

沿着磁力线方向和反向）。高纬处的弯曲程度极大，使得场向电流（FACs）

直接进入电离层，形成类似于磁尾亚暴锲形电流的形态，但是连接的

是内磁层的环电流，而非磁尾处的磁尾电流。

本 研 究 的 结 论 是 CFRP-ECC 复 合

体系在 500 摄氏度高温下的力学性能良

好。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结果可以判断，

CFRP-ECC 复合体系用于加固混凝土结

构有很好的应用潜力。实验结果表明直接

将 CFRP-ECC 复合体系浇筑在混凝土

结构表面是不行的。本研究建议需要在混

凝土结构表面先设置剪力钉，然后再浇筑

CFRP-ECC复合体系实现最佳加固效果。

这种界面处理的手段可以有效的保证在高

温环境下该复合体系与混凝土结构的界面

粘接。

（上接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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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类石墨烯材料喷墨打印技术
的突破性“配方”
——实现下一代激光与光电子器件的大批量生产

    该项研究设计了一种制作高性能稳定黑磷墨水的方法，解决了黑磷材料制作加工的难题。采用该方法打印

的黑磷应用到超快激光器和光探测器中均展现了良好性能。该项研究拓展了其他类石墨烯材料的应用前景，使

得大规模生产下一代激光和光电子器件成为可能。

黑磷是一种继石墨烯材料后

格外受到科研人员关注的新纳米材

料，它为制造新型激光和光电子器

件提供了更多可能。尽管黑磷在实

验室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性能，但是

黑磷材料制备的复杂性和在外界环

境中的不稳定性严重阻碍了这种独

特材料的实际应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梦老师与

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和浙江大

学的研究人员密切合作取得突破性

进展，有望克服这个障碍。该研究

团队通过平衡复杂且相互竞争的流

体效应优化化学成分，制备出能与

传统的喷墨打印技术相兼容的黑磷

墨水。通过高速打印这种特殊“配方”制备的黑磷墨水，可以制

备出具有高质量和高均匀性的新功能光电子器件——就像在纸上

打印复杂的图形和照片一样。这使基于黑磷的电子和光电子器件

的大批量制备成为可能。

该研究工作展示的喷墨打印技术能够充分利用黑磷材料的突

出优点，尤其可以通过改变黑磷原子层数从而改变其半导体能带

带隙的大小，使其能带带隙可以覆盖从可见光到近红外区域的电

磁光谱。

研究人员所展示的基于打印黑磷的非线性光学器件，可以很

方便地应用到激光器中以用作超快光开关，将激光器的连续光输

出转变为超短脉冲序列，因此非常适合于工业和医疗方面的应用，

比如加工、钻孔、成像、探测。相比于其他研究，使用打印黑磷

设计的非线性光学器件显著提升了激光器的运转性能和稳定性。

该团队还展示了黑磷作为高效和高响应光探测器的能力，扩展了

传统硅基光电探测器可以工作的波长范围。

该研究对这种新二维材料的独特开发方式，为黑磷在光电子

学和光子学方面的应用开拓了更多新机遇。黑磷墨水可以与现有

的 CMOS 技术无缝集成，同时该研究开发的喷墨打印技术支持

北航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院刊

图 用于喷墨打印的实用黑磷墨水及其在超快激光和宽带光电探测器的长时间稳定应用 

制备异质结材料。异质结材料可以利用多层纳米材料互不相同而

又互补性质的优点，具有诱人前景。

相 关 工 作 发 表 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 8, 278 

(2017)] 上。 论 文 链 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

s41467-017-00358-1.pdf。 

张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卓越百人，E-mail:mengzhang10@

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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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类似䲟鱼的游动 - 吸附 - 脱离过程。这项研究工作不但从生

物力学角度揭示䲟鱼的吸附机制，同时为未来的低功耗水下仿生软

体机器人、水下吸附装置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于生物体机制，这种机器人虽然吸附力可观，却不会对吸附

表面造成破坏，在军民领域都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如国防科技、水

下救援、海洋生态检测等，可发挥重要作用。

图 2 集成仿生吸盘的水下航行器。

文力，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副教授，卓越百人，E-mail:liwen@buaa.

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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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  鱼软体吸盘机器人

研究团队通过环境扫描电镜、microCT、高速相机同步运动追

踪等生物测量手段，获得䲟鱼吸盘的宏观与微尺度结构与运动模式，

发现䲟鱼头部吸盘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1. 吸盘外周的唇圈，该部

分主要由柔性的肌原纤维组成，主要产生负压。2. 吸盘内部的鳍片

结构，该部分主要由硬质的结构组成，外表包裹一层厚度约为 500

微米的软组织。吸盘内部存在 15 至 28 排不等鳍片，这些鳍片可由

肌肉驱动产生在垂直方向的微动 ( 幅度约 100 微米 )。3. 吸盘鳍片

上的锥状小刺结构，每个锥状小刺底部直径为 200 多微米，顶部为

1 至 5 微米。

研究者们进一步利用复合多材料 3D 打印技术实现一体化打

印成形，吸盘样机材料刚度跨越三个数量级（杨氏模量 1 兆帕至

3000 兆帕），并与哈佛大学 Robert Wood 实验室合作，利用高精

度激光加工技术制作了碳纤维硬质小刺（底部直径 270 微米）嵌入

到复合材料的样机鳍片中。同时，课题组用轻量化、防水的软体纤

维增强的直线驱动器驱动，实现䲟鱼吸盘内部鳍片的微动 ( 幅度范

围 20 至 200 微米 )。

随后，研究团队对完成的样机进行了最大吸附力和摩擦力实验。

实验表明，仿生吸盘样机在光滑玻璃表面可以产生 436N 的吸附力，

约是其体重的 340 倍，在更粗糙的表面上，如鲨鱼皮上，其产生的

吸力约为 167N。通过实验，课题组还首次揭示，吸盘内部鳍片的

主动抬起、鳍片上硬质小刺以及软组织的协同作用使䲟鱼能够吸附

在多尺度的粗糙表面。

最后，研究团队通过将仿生吸盘集成到水下机器人 (ROV) 上，

䲟鱼，俗名“吸盘鱼”，作为海洋鱼类的一种，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头部由背鳍进化而成的吸盘。在游动过程中，䲟鱼可以通过其头部

的吸盘完成对鲨鱼、海豚、海龟、人造航行器表面等不同海洋生物表面和非生物表面的快速吸附。这种“搭顺风车”（hitchhiking）

的行为，有利于䲟鱼躲避天敌，并在捕食过程中减少能量的损耗。

封面文章北航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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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域到时空域：视频显著（主要）物体分割

物体，为构建视频显著物体分割模型提供了理论支持。该数据集是

领域最大的视频显著物体分割数据集，目前可在课题组网站公开下

载（cvteam.net）。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提出了近邻可逆的视频主要物体分割方

法 [2]。该方法主要包括空域和时域两个模块，在空域模块中，首

先提出一种互补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并利用图像显著物体分割领

域现有的大规模数据集进行训练。该网络包括两个互补输出分支，

分别侧重于前景区域检测和背景区域检测，如图 2 所示，该互补

网络可以将视频帧中最为明显的前景区域和背景区域分割出来，

而模棱两可区域则表现为互补分支输出结果融合图上的“黑洞”。

为了填补这些黑洞，在时域模块中提出一种具备近邻可逆特性的帧

间关系构建方法。该方法通过双向的 K 近邻计算，能够在时域跨

度较远的帧中找到精确对应的超象素块。通过将空域预测结果在上

述近邻可逆流中迭代传播，可以利用时域信息修正空域预测结果中

的“黑洞”，并改进预测效果。在 VOS 等数据集上的实验证明，

该方法能够高效、精准地分割视频主要物体，其性能超出了 18 种

国际前沿方法。

李甲，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卓越百人，E-mail:jiali@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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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物体分割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经典问题之一。近年来，

随着卷积神经网络、堆栈式自编码器等新型机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

展，图像显著物体分割技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进步。现有技术

已经能够在复杂场景和多干扰物的情况下，将图像中的显著物体精

确地分割出来。然而，在分割视频中最为显著的物体序列时，即视

频主要物体（Primary Video Object），由于存在运动、遮挡、形变、

镜头变化等挑战（如图 1 所示），现有的视频显著物体分割技术往

往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其原因主要有二：

1）视频显著物体难以定义，不能简单沿用图像显著物体的定

义；

2）缺少大规模视频显著物体数据集，难以训练复杂模型，特

别是深度模型。

 

图 1 视频显著物体分割存在运动、遮挡、形变等多种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本课题组构建了一个包含 200 个真实场景视

频的大规模数据集 VOS[1]，用于视频显著（主要）物体分割。为

了减少标注歧义，在 VOS 数据集构建过程中采集了两类用户数据，

包括由 4 位被试手工标注七千余张视频关键帧中所有物体和区域

的蒙板（Mask），以及由 23 位被试观看视频时通过眼动仪记录

的注视点（Fixation）。通过组合上述数据，可以将视频显著物体

序列精确标注出来，并最大限度地避免标注歧义。同时，通过观测

上述两类标注数据及其特征规律，课题组提出将视频显著物体定义

为“在视频中能够持续吸引人类视觉关注（注视点密度）”的主要

图 2 近邻可逆的视频显著物体序列分割方法

北航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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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力学与计算几何学交叉融合的历史与展望

与分析的发展逐渐独立，有限元网格生成这一新的研究方向随之

诞生。设计与分析无缝融合重要性的讨论在二者走向独立之初就

开始了，然而对工程实践的影响一直很小。如今计算机辅助设计

与分析之间的几何模型转换已成为先进制造领域亟需解决的核心

问题之一，而先进制造产业的发展水平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

志，因此 2005 年等几何分析的概念被提出再次掀起研究热潮，短

短 10 年多就有许多成果发表。等几何分析的概念来自等参单元的

概念，这预示着计算力学与计算几何学的第二次深度交叉与融合。

现代工业不断向更高、更快、更精等方向发展，伴随出现的

计算固体力学问题呈现高精度、自适应、高效率、强非线性、多

尺度等现象，基于常规的低阶有限元处理该类问题时遇到困难，

必须采用高阶单元，高阶网格生成对计算力学与计算几何学的融

合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的研究工作将计算力学与计算几何学的

基本理论有机结合，提出非均有有理拉格朗日函数（NURL），实

现了计算几何学与计算力学基函数的统一。在该工作及前期高阶

单元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得到面上项目和横向项目的支持展开计算

机辅助设计与分析无缝融合软件开发（图 2）。我们的程序在建模

的过程中就充分考虑和保留了网格生成需要的信息，包括生成高

阶网格需要的信息，从而可以实现设计和分析的深度融合。

在工业中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CAD）给出的标准几何模型

一般是基于非均匀有理 B 样条（NURBS）的边界表示（B-Rep）

模型。而工业中结构分析所采用的主要是有限元方法，有限元方法

一般采用线性或二次的没有重叠的单元来表示几何模型。因此，从

设计到分析的整个工作流程中，网格划分这一几何转换过程成为一

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网格划分及分析一般在计算机辅助工程（CAE）

系统中完成。尽管对于很多固体力学分析这一几何转换过程并不难，

然而对于复杂几何模型来说这一转换过程的计算量很大、很难完全

实现自动化、容易出现有问题的网格，常常需要用户手工改进网格。

据统计，工程设计中 80% 以上的时间被投入到这一几何转换过程，

真正用于计算的时间所占比例非常小。对于高效率的虚拟产品开发

来说，这一几何转换过程已成为一个苛刻的瓶颈（图 1）。因此工

业中无论以设计为导向还是以分析为导向的群体，都迫切需要二者

之间几何模型的无缝衔接。这一无缝衔接本质上是计算力学与计算

几何学的交叉与融合。

计算力学与计算几何学第一次交叉融合出现在上世纪六十年

代等参单元的提出，如今计算力学软件主要采用的就是等参单元。

在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非均匀有理 B 样条（NURBS）的提出，计

算机辅助几何设计迅猛发展，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此设计

图 1 工业设计越来越复杂，使得分析时间和成本激增。

主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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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分析无缝融合软件开发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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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线性单元采用 5000(e8.6) 多自由度的精度都不及二次、三次单元采
用不到 100(e4.5) 自由度的精度。我们的高阶单元的自由少几个量级，精
度高几个量级。

图 3 采用微分求积升阶谱有限元方法 (DQHFEM)、等几何分析 (NURBS) 和
常规有限元方法 (FEM) 求得简支板的离散频谱相对误差对比

图 4 采用微分求积升阶谱有限元方法模拟 TC18 钛合金晶粒结构 (a) 及
纳米颗粒增强复合材料 (b)。界面尺度与基体和颗粒有量级差异仍然能
够得到正确结果。

在自然科学青年基金的支持

下，我们把解析方法与数值方法

相结合，提出微分求积升阶谱有

限元方法，解决了自从有限元方

法被提出起就困惑着计算力学界

的高阶单元的数值稳定性和计算

效率问题，在此基础上与等几何

分析结合解决了高阶网格生成问

题。微分求积升阶谱有限元方法

只需划分一次网格，因此可以极

大地简化前处理这一长期以来制

约有限元应用的瓶颈问题。微分

求积升阶谱有限元方法与计算机

辅助设计与分析无缝融合技术结

合，可以实现高精度、自适应、

高效率、强非线性、多尺度等问

题的分析。其高精度（图 3）、

自适应特性分别在空间望远镜姿

态控制模拟（要求 8 位以上有效数字的精度）和 3D 打印等模拟（需

要自适应）等前沿热点问题中具有显著优势。微分求积升阶谱有限

元方法对网格奇异不敏感（图 4）、只需很少的自由度就可得到很

高的精度（图 5），因此在多尺度（存在奇异）、强非线性模拟（需

要大量迭代计算）中有重要意义。

北航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院刊



2018  Beihang University REPORTER  15

图 1 以反应 (A) 为基础的环四硅氧烷亚基的生成，并由分子间发生 Piers-Rubinsztajn 反应形成聚环
四硅氧烷基环状聚合物。

图 2 (A-C) 含乙烯基和十二烷基的环状聚合
物 1（见图 1 表）在不同尺寸下的 AFM 高度
图；(D) 含乙烯基和十二烷基的环状聚合物 1
的 FESEM 图（喷金）

图 3 负载金纳米颗粒的环状聚合物 14（见图
1表）的 TEM 图（标尺 20nm）

聚合物拓扑结构控制

中合成一系列环状聚合物，并通过多种分

析检测手段来进行佐证。与此同时，首次

证实了使用环状聚合物引导无机粒子自组

装的可行性，也发现了第一个可溶于有机

溶剂的环状金纳米颗粒组装体。刘宇宙教

授 课 题 组 利 用 Piers-Rubinsztajn 反 应

一步合成具有新型结构特点的环状聚硅氧

烷。特别地是，采用三 -（五氟苯基）硼

来催化不同有机的三（二甲基硅氧烷基）

硅烷和三烷氧基硅烷的偶联反应，从而制

备出多种主链含有环四硅氧烷亚基的新型

环状聚硅氧烷。硫醇化的环状聚硅氧烷在

引导环形组装金纳米粒子方面有较高的效

率。在聚合物主链上存在不稳定的环状结

构是前所未有的，并且为这些环状聚合物

的创新应用提供了可能性。

聚合物拓扑结构的调控在高分子合成

化学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常见的聚

合物拓扑结构有线形结构、支化结构、超

支化结构、星形结构以及环状结构等。具

有相同化学组成的聚合物，其性质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其拓扑结构。通过改变聚合

物的拓扑结构就可以得到具有不同性质的

聚合物，所以寻找一个简单易行地控制聚

合物拓扑结构的方法一直是高分子科学家

长期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在各种结构的

聚合物中，线形聚合物是研究得较透澈的

一种，其合成方法简单，容易制得。环状

聚合物和超支化聚合物因其特殊的环形结

构和支化结构，以及表面多官能团等特点

而具有一些独特的化学与物理性质。然而

绝大部分的环状聚合物和超支化聚合物的

  

  

  

合成方法都较为复杂且制备困难，因此目

前这方面的研究尚存在较多空白，限制了

环状聚合物和超支化聚合物的应用。

近年来，随着高分子合成领域研究的

不断发展，将含有张力的环四硅氧烷嵌入高

分子化合物中已经被证实是合成多种功能材

料诸如薄膜电解质、自修复材料、热稳定材

料、高透氧膜、扩散剂、液晶等材料的重要

手段。但是，由于缺少主链中含环四硅氧烷

结构的环状聚合物的有效合成方法，目前仍

没有对含有张力的硅氧烷环是如何与环状聚

合物结合方面的研究，所以此前提到的环状

聚合物在这些领域的应用也受到了限制。

最 近， 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化 学 学

院 刘 宇 宙 教 授 课 题 组 首 次 利 用 Piers-

Rubinsztajn 反应从简单的有机硅烷单体

主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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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宙，化学学院，教授，青年千人，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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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HBP-1 端基硅氧六元环发生开环反应制备 Janus 型超支化聚合物（JHBP-1）。（A-C） 不同浓度的 PSt-HBP-1 氯仿溶液旋涂在硅片上的 AFM
自组装成像。A图样品浓度为 10-4mg/ml,B、C 图样品浓度为 10mg/ml；（D-F） 不同浓度的 JHBP-1 氯仿溶液旋涂在硅片上的 AFM 自组装成像。D
图样品浓度为 10-4mg/ml,E、F 图样品浓度为 10mg/ml。

图 5 合成 Janus 型聚合物的不同方法的比较

图 4 端基为硅氧六元环的超支化聚合物（HBP-1）的合成机理

与此同时，刘宇宙教授课题组还利用

Piers-Rubinsztajn 反应成功合成了一种端

基为高张力环的新型超支化聚硅氧烷 HBP-

1。目前，由于缺乏对分子内环化控制的有

效方法常导致惰性环的形成，从而使得进一

步进行分子结构修饰受到了阻碍，该课题组

成功地突破这一阻碍，通过选用合适的反

应物利用分子内环化反应制备出了端基为高

张力环的超支化聚硅氧烷，张力环的高反应

活性可作为反应位点，利用阴离子开环反应

简单有效的合成了端基接聚苯乙烯的嵌段

聚合物 PSt-HBP-1，和端基同时接两种不

相容聚合物臂的三嵌段聚合物—Janus 型

（JHBP-1），它们在自组装中具有潜在的

应用，通过实验发现 JHBP-1 通过非共价

相互作用自组装成一种有趣的巨型环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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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滴蒸发虽然是普通的生活现象，却是一个复杂的科学

问题，比如聚丙二醇和水混合液滴在玻璃板上的自发无规则

运动、液滴蒸发后残留溶质形成的丰富图案等等。如何控制

液滴运动的方向和残留溶质图案的形状不仅是工业制造上的

关键技术问题之一，而且还是物理、化学、材料等多学科交

叉的一个重要科学问题。对液滴蒸发的研究在微流体器件制

造、表面自清洁技术、喷墨打印技术、控制热传导等很多方

面上有着广泛应用。然而到目前为止，对此类问题物理机制

的理解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学院满兴坤副教授和土井正男教

授基于 Onsager 变分原理，提出了适用于研究液滴蒸发的

动力学模型，不仅成功解释了残留溶质在衬底上的各种图案

形成的机理，而且还阐明了如何控制液滴运动方向的物理机

制。该理论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用一阶动力学方程，而不是

传统高阶 Navier-Stokes 方程来描述复杂流体力学问题，

使得理论结果更能反应出问题的物理本质。液滴蒸发动力学

研究的系列工作连续发表在物理领域顶级期刊《Phys. Rev. 

Lett.》上。

理论研究指明，液滴会从蒸发速率快的一侧移动到蒸发

速率慢的一侧、会从表面张力小的一侧移动到表面张力大的

一侧。当蒸发速率和表面张力同时起作用时，液滴则会表现

出吸引、排斥、追赶等复杂运动现象。当两个液滴相互靠近时，

两液滴之间区域的蒸汽浓度大于两液滴之外区域的蒸汽浓度，

使得液滴蒸发速率轴对称性破缺，产生蒸发速率梯度，进而

驱动液滴运动，为控制液滴运动的方向提出了新的思路。

对于单个液滴沉积图案，研究结果表明，可以通过调控

液滴接触线在衬底上的滑移能力和液滴蒸发速率大小，来实

现沉积图案从“咖啡环”到“火山状”再到“山状”结构的

连续变化。当接触线几乎不动时，蒸发导致的液滴内部流场

把溶质带到接触线附近沉积而形成“咖啡环”图案；相反，

当接触线可以自由滑移时，液滴内部流体流向中心，以至于

大部分的溶质在中心沉积而形成“山状”图案；当接触线滑

移能力介于自由和不动之间时，接触线与溶质同时向中心运

动并在某一时刻相遇，导致溶质在液滴中间成环而形成“火

山状”沉积图案。

我们还研究了两相邻液滴蒸发后残留溶质在衬底的非对称

环状图案。通过引入两液滴相互作用机制，我们把之前单液滴

蒸发动力学模型扩展到两液滴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两个液

滴之间的蒸发速率梯度是形成非对称沉积图案的主要原因，即

非对称蒸发速率使得溶质粒子的速度不再具有轴对称性。通过

控制非对称蒸发速率梯度的大小和接触线在衬底的滑移能力，

理论上预测了获得扇形和月食形沉积图案的实验条件。

满兴坤，物理科学与核能工程学院，副教授，软物质物理及其应用研究中心，

E-mail: manxk@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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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滴蒸发动力学研究

图 1 蒸发速率梯度效应：液滴从蒸发速率快的一侧移动到蒸发速率慢

的一侧。两个水滴自发靠近对方运动的示意图。

图 2 液滴蒸发沉积图案连续的从“咖啡环”到“火山状”再到“山状”

结构的变化。

图 3 两相邻液滴蒸发所形成非对称环状残留物结构。

主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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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MEMS（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传感器由于其微小集成化等特点较为广泛的应用于热力参数的

测量。然而现在 MEMS 传感器都是测量单一的数据，如测量

流量、压力、温度、热流等参数。若想要同一时间测量多个参

数，则需要在 MEMS 上设置多个测量单元，无法集成在一起，

影响 MEMS 的尺寸大小，违背了 MEMS 的微小集成化的设计

初衷，使其无法应用于微小通道内流体的热力参数测量。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 MEMS 传感器以及基于 MEMS 传感器

的热力参数测量方法，该装置通过第一至第八结构以及第一导

热薄膜、第二导热薄膜之间的相互配合，在气流通过的时候能

够一次性同时测得四种热力参数（温度，压力，热流，流量），

有效减小了 MEMS 传感器的尺寸大小，使其更适用于在微小

通道流动中测量。如下图，MEMS 传感器集中加工在硅衬底上，

具有 MEMS 器件一般性质和特点——微型，精确，响应时间

短等。在日益增加的对于微观下的测试需求，这种器件正好符

合微尺度测试的要求，相当于是用四分之一倍的体积完成了 4

种热力参数的测量，极大的节约了成本和空间。

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是发动机最重要的热端部件之一。在

叶片的内部冷却中，冷却气体的进口条件（进口速度，入口湍

流度）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影响着内部冷却效果，因此在实验

研究中需要对气体进行整流。在实际实验中，一般采用阻尼网

对进口条件进行控制，其效果主要取决于阻尼网的张紧程度。

现有的阻尼网的固定装置主要有固定式装置和弹性连接装置。

固定式的连接方式，是将阻尼网直接固定在整流段的筒体上，

存在阻尼网的张紧度不能调整，流动不能控制的问题；弹性连

（已授权：ZL201610173202.5）

发明人：陶智，谭啸，徐天彤

鸣谢来稿：李海旺副教授 ,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E-mail: lihaiwang@

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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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EMS 传感器的热力参数测量方法

阻尼网张紧装置

（1、石英玻璃 2、单晶硅 3、硅梁 41-48、测试 Pt 薄膜 5、加热 Pt

薄膜 61-62、测试 Au 薄膜）

图 2 阻尼网张紧装置 A-A 剖面图 （1、被张紧网；2、第一压紧环；3、

垫片；4、螺钉；5、第一螺母；6、螺杆；7、弹性件；8、环形凹槽；9、

环形凸起；10、第二螺母；11、第二压紧环）

 图 1 阻尼网张紧装置示意图 

（1、被张紧网；2、压紧环）

图 1 MEMS 传感器截面示意图         图 2 MEMS 传感器信号传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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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则需要在整流段上开孔，存在

整流段密封等问题。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阻尼网张

紧装置，通过对夹紧结构夹紧力

的调节而实现对被张紧网拉拽程

度的调节，最终实现对被张紧网

张紧程度的调节，该装置不需要

在整流段上开孔，不存在密封的

问题，而且安装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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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电系统（MEMS）

是近年来高速发展的一项新

技术，它采用先进的半导体

工艺技术，将整个结构集成

在一块芯片中，在体积、重

量、价格和功耗上有十分明

显的优势，在航空航天、军

事、生物医学、汽车等行业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当前，

MEMS 技 术 在 工 业 上 面 临

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封装。

封 装 为 MEMS 提 供 了 电 源

分配、信号分配、散热通道、

机 械 支 撑 和 环 境 保 护 等 功

能， 其 成 本 通 常 占 MEMS

总成本 50 ～ 75%，因此封

装 不 但 直 接 影 响 着 MEMS

的电、热、光和机械性能，

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了整个系

统的小型化、可靠性和成本。

随着 IC 芯片的不断缩小，重力不再起主导作用，与物体表面积

相关的范德华力、表面张力和静电力等粘附力以及原子力则突

显出来，物体的受力特性与密度、表面粗糙度、湿度以及外形

密切相关，给微操作也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一切导致产生

了常规工作状态下难以遇到的许多新现象、新规律，对现有失

效诊断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使得相应的研究也变得十分迫切

和格外重要。

（发明专利 已受理：CN20161002155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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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硅硅键合检测图像的处理方法及系统

图 1 软件程序界面

图 2 处理结果

封装工艺一直制约着 MEMS 技术的发展，目前对 MEMS

封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改变硅基材料的性质来实现高效的

键合封装，不断提高硅片键合的质量是 MEMS 技术快速发展的

保障。封装现在往往以检测键合力的形式来体现键合效果，这

种方式是破坏性的测试，并且存在着测量精度差，无法分析局

部键合效果等问题。

本专利采用现在较为先进的红外透射法来进行键合测试并

且对红外透射法测量硅硅键合率方法进行优化。首先，对红外

透射法获得的键合图像进行背景干扰消除。而后对键合图像进

行小波图像去噪，小波图像增强，对比度增强等变换，突出键

合图像重要信息，消除图像环境干扰。最后，划定键合部位的

图像特征，通过图像处理明晰显示键合面与非键合面，最后计

算键合率。整个研究以 matlab 为平台，开发出了软件。提高了

红外透射法测量硅硅键合率的精确程度，量化了硅硅键合的优

劣程度，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科技发明



20  Beihang University REPORTER 2018

刘钰山

卓越百人副研究员
电气工程，电力电子变流技术，新
能源及新型发电技术，分布式发电
技术，准 Z 源变换器，智能电网
yushan_liu@buaa.edu.cn

欢迎新成员

刘知琪

青年千人

膜材料电子特性
zhiqi@buaa.edu.cn

邱璐

卓越百人副研究员
航空发动机传热，微尺度液滴相
变传热
qiulu@buaa.edu.cn

吴晓君

卓越百人副教授
太赫兹科学与技术
xiaojunwu@buaa.edu.cn

张思萱

卓越百人副研究员
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创新，战略管理
sixuan_zhang@buaa.edu.cn

邱春雷

青年千人
金属增材制造及热等静压近净成形
chunlei_qiu@buaa.edu.cn

周重文

卓越百人研究员
替代航空燃料燃烧详细模型的构建
及在航空发动机中的数值模拟应用
cwzhou@buaa.edu.cn

杨顺川

卓越百人副研究员
计算电磁学，电磁兼容
scyang@buaa.edu.cn

李儒雅

卓越百人副研究员
柔性传感技术
liruya@buaa.edu.cn

任强

卓越百人副研究员

计算电磁学
qiangren@buaa.edu.cn

孙志远

卓越百人副教授
非线性动力系统、水波、量子流
体和微流体
sunzhiyuan@buaa.edu.cn

刘杰

卓越百人副研究员
基于人工智能的故障检测、故障
诊断、故障预测和维修保障计划
liujie805@buaa.edu.cn

桂海潮

卓越百人副教授
航天器动力学，非线性控制与估
计理论在空间系统中的应用
hcgui@buaa.edu.cn

李敬轩

卓越百人副研究员
燃烧不稳定性测量、预测和控制
jingxuanli@buaa.edu.cn

Motohiko Kusakabe

卓越百人副研究员
理论核天体物理学
kusakabe@buaa.edu.cn

杜轶

青年千人
二维材料，表面物理化学，低温
扫描隧道显微镜
yi_du@buaa.edu.cn

姜寅

卓越百人副教授
高能核物理
jiang_y@buaa.edu.cn

张瑾

卓越百人副研究员
计算流体力学,燃烧与热辐射耦合,
核反应堆热工水力及事故分析
jin_zhang@buaa.edu.cn

梁洁

卓越百人副研究员
生物质资源化利用
jieliang@buaa.edu.cn

孟淑娟

卓越百人副研究员
膜法水处理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膜污染，胞外透明聚合颗粒物
mengsj@buaa.edu.cn

邓伟文

千人计划
汽车电动化与智能化，智能驾驶，
模拟仿真技术
wdeng@buaa.edu.cn

Fabio Tronchetti

卓越百人副研究员
航空法，空域法
fabio.tronchetti@buaa.edu.cn

屈晓磊

卓越百人副研究员
医学超声成像，医学图像处理，
机器学习
quxiaolei@buaa.edu.cn

孙江涛

卓越百人副研究员
电学层析成像，多相流测量
jiangtao_sun@buaa.edu.cn

钟晓岚

卓越百人副研究员
微纳米光子学，光与物质强耦合，
表面等离子体光学
zhongxl@buaa.edu.cn

刘利民

青年千人
新型能源材料的机理与设计
liminliu@buaa.edu.cn

刘颖

卓越百人副研究员
民事诉讼法，民商法
chuoliu@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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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诚邀海外优秀人才
依托北航申报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

一、学校简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成立于 1952 年，是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现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

建校以来，北航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是全国第一批 16 所重点高校之一，也是 80 年代恢复学位制度后全国第

一批设立研究生院的 22 所高校之一，首批进入“211 工程”，2001 年进入“985 工程”，2013 年入选首批“2011

计划”国家协同创新中心，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A 类建设高校名单。

学校涵盖工、理、管、文、法、经、哲、教育、医和艺术 10 个学科门类 , 有 8 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并列

全国高校第 7 名），28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9 个北京市重点学科，10 个国防特色重点学科。航空宇航科学与

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力学、仪器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等 7 个学科入选国

家一流学科，入选学科数并列全国第 16 名；在 2017 年 12 月公布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北航有 14 个 A 类学科，

其中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为金牌学科（A+ 学科），金牌学科数并列

全国第 11 位。工程学、材料科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化学五个学科领域的 ESI 排名进入全球前 1%，工程学进

入全球前 1‰，具备了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基础。凝聚了以 3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24 位两院院士、27 位中组部“千

人计划”创新项目入选者、31 位“973”计划首席科学家、75 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48 位“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3 位国家级教学名师等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和以 56 位青年千人、38 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为代表的优秀青年才俊，涌现出众多国家一等奖获得者、领域专家和型号总师，以及一大批年轻有为、造诣精

深的专家学者。学校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导，强化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关键瓶

颈技术汇聚、与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顶级创新平台和一流科研团队，科研总量不断扩大，科研经费人均位居全国

高校第一。现有 9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4 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66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有 6 个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12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6 个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和 7 个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

队。“十五”以来，北航共获国家三大科技奖励 60 余项，其中，近 13 年获得 12 项国家级科技奖励一等奖、3 项国

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创造了一所大学连续获国家最高等级科技奖的记录，被社会誉为科技创新的“北航模式”。学校

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协同增长，实现了在《Nature》、《Science》等顶级期刊发表文章的突破。

云空高远启征程，星光璀璨映华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校将立足时代、面向未来，抢抓机遇、创新超越，

以坚定的信心、豪迈的气魄、百倍的努力，加快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以“北航梦”助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北航竭诚欢迎海外英才加盟，希望和杰出人才一起，把握机会，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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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聘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力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机械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数学、系统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土木工程、

可靠性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物理学、核科学与技术、化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地球物理学等，以及其他医工交叉等新兴前沿交叉学科。

三、申报资格及支持条件

（一）申报资格

1. 自觉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

2. 属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以国家通知为准）。

3. 申报时具有连续 36 个月以上的海外科研工作经历，并已取得博士学位。

上述海外科研工作经历指获博士学位后全职或全时在海外工作的经历，不包括同

时与国内单位保持聘用关系，且领取薪酬的海外工作经历。

国内取得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不得突破上述年限要求。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研

究人员，如果取得突出研究成果或其他突出成绩，可突破年限要求，用人单位应在申

报材料中附破格说明。

4. 申报时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知名企业研发机构有正式教学或科研职位。

已经在国内工作的，回国（来华）工作时间应在一年以内。

5. 引进后全职在国内工作 3 年以上。

6. 为所从事领域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有成为该领域领军人才的发展潜力。

在申报截止日前未履行和妥善处理原协议的国家公派留学人员、高级访问学者、“博

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人员，由国家财政支持出国的其他人员，不允许申报。对于

与原派出单位解除协议的上述人员，应当在申报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支持条件

学校将为“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提供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1. 薪酬：人民币 40-60 万 / 年（税前）；

2. 住房 / 安居补贴：按照学校规定提供住房或 100 万元安居补贴（税前）；

3. 科研经费：除享受国家提供 50 万补贴和 100-300 万元科研经费外，可申请学

校的 100-300 万元启动经费；

4. 职称：聘任入选者为特别研究员（正高级）、博士生导师；

5. 资源配置：保证博士生、卓越百人博士后的招收指标和办公及实验面积；

6. 保障条件：为子女提供自幼儿园至高中的一体化优质教育资源，协助解决配偶

工作和北京落户。

四、联系方式

热忱欢迎青年人才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相关学院（见

附件）联系并递交应聘材料，相关政策咨询请联系北航人事处。感谢您对北航的信任

与支持！

学校人事处联系人：王老师、贾老师

联系电话：86-10-82317776/7779

电子邮件：rsc@buaa.edu.cn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事处

单位及学院联系人联系方式：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老师，82317134，lyjun@buaa.edu.cn

2 电子信息与工程学院 

          官老师，82317235，07434@buaa.edu.cn

3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赵老师，82317333，zhaoyuxia@buaa.edu.cn

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张老师，82339512，zhangxueqin@buaa.edu.cn

5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老师，82317535，xuyani@buaa.edu.cn

6 计算机学院 

          续老师，82317632，koko@buaa.edu.cn

7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梁老师，82317730，smearenshi@buaa.edu.cn

8 经济管理学院 

          林老师，82317837，linyaohu@buaa.edu.cn

9 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丁老师，82317933，dingqin@buaa.edu.cn

10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王老师，82339280，lingwang@buaa.edu.cn

11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邵老师，82339923，shaolin@buaa.edu.cn

12 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 

          张老师，82316431，zlx@buaa.edu.cn

13 宇航学院 

          程老师，82316530，chengying@buaa.edu.cn

14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洪老师，82338319，hongye@buaa.edu.cn

15 物理科学与核能工程学院 

          蔡老师，82317241，caihy@buaa.edu.cn

16 中法工程师学院 

          张老师，82339307，zhangli@buaa.edu.cn

17 化学学院 

          祝老师，82317615，zhujingchao@buaa.edu.cn

18 空间与环境学院 

          空间科学方向：

          安老师，82317921，anan@buaa.edu.cn

          环境方向：

          梁老师，82339539，environment@bua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