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2018年

全国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营员手册

（2018年 7月 6日-7月 8日）

中国·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入营须知

感谢各位同学对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的关注，欢迎大家参

加本次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请仔细阅读以下入营须知：

一、报到时间与地点

报到时间：2018年 7月 5日全天

报到地点：西安古诚酒店（咸宁路与兴庆路十字东北角翠庭大厦）

二、提交材料

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办理报到手续时须提交下列材料：

（1）身份证、学生证复印件各一份（验原件）；

（2）营员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追加邮寄申请材料之外的补充资料，

可在面试时提交专家查阅。

三、营员食宿

（1）住宿安排：

入住地点：西安古诚酒店

入住时间：2018年 7月 5日全天

（2）用餐安排

请持就餐卡在康桥苑、梧桐苑就餐，具体就餐时间详见日程安

排表。

四、费用报销

（1）将为外地营员提供单程交通费。报到时凭来西安车票报销本次

夏令营的硬座车票（非高铁）。营区活动将于 7月 8日 12:00前

结束，外地营员在 14:00之前办理退房手续。

（2）本校营员住宿自理，需要 7月 5日前往西安古诚酒店办理报到



手续。

五、安全保险

夏令营期间学院将统一为营员购买保险。营员应听从工作人员安

排，参加全程的各项活动，有问题及时与负责老师沟通联系。除统一

组织的活动外，营员不得单独外出。如确有必要，需事先报告班主任，

且外出期间安全责任自负。

六、退房

7月 8日 14:00前需完成退房手续，请将房卡交回前台，逾时不

交者，费用自理。

七、夏令营工作组

组长（兼班主任）：王娴

组员：陈妮、孟庆华、王文娟、李英、陈爱萍、马子林、来丽君、

杨利娜、王亚莉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2018年全国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日程安排

活动时间 活动内容 活动地点 负责人

7月 5日
（星期四）

全 天 全体营员报到 西安古诚酒店
孟庆华

志愿者接待

7月 6日
（星期五）

9:00-9:10 开幕致辞（徐自力）

航天航空学院二楼南

第 5会议室
王娴9:10-9:50 院长介绍（申胜平）

9:50-10:30 研究生招生情况介绍（李跃明）

10:30-11:00 合影、休息 四大发明广场靠近主楼台阶处 王亚莉

11:00-12:00 参观实验室 航天航空学院 王娴、李群

12:00-13:00 午餐 康桥苑、梧桐苑 志愿者带队

13:30-18:00 参观创新港
13:30在学院大门口集合乘车出

发，参观完毕后集体乘车返回

王亚莉、李

英、陈爱萍

18:00-19:00 晚餐 康桥苑、梧桐苑 志愿者带队

19:30-21:00 茶话会
航天航空学院二楼南

第 2、3、4、5会议室

王文娟，李

英、陈爱萍



7月 7日
（星期六）

7:00-8:10 早 餐 西安古诚酒店

讲 座

航天航空学院二楼南

第 5会议室

董龙雷、刘益

伦8:40-11:50

8:40-9:20 倪明玖：托科马克环境下液态金属

自由表面流的数值模拟和实验研究

9:20-10:10 吴莹：力学与脑科学

10:10-10:30 茶 歇

10:30-11:10 董龙雷：机器学习在航天器综合力

学环境研究中的应用

11:10-11:50 刘益伦：软体机器人力学设计与系

统优化

12:00-13:00 午餐 康桥苑、梧桐苑 志愿者带队

14:30-18:00 综合面试
航天航空学院二楼南

2、3、4、5会议室

王娴、陈妮

（各系）

18:00-19:00 晚餐 康桥苑、梧桐苑 志愿者带队

19:00-21:00 自由活动 交大校园



7月 8日
（星期天）

7:00-8:10 早 餐 西安古诚酒店

讲 座

航天航空学院二楼南

第 5会议室
胡建、谢勇8:30-10:40

8:30-9:00 范学领：先进制造中的若干变革性技

术

9:00-9:30 胡建：软物质力学：高强韧水凝胶的

力学行为研究

9:30-9:40 茶 歇

9:40-10:10 谢勇：神经系统的非线性行为

10:10-10:40 Marie-Jean Thoraval: Ultrafast
Dynamics of Drops and Bubbles

10:40-10:50 领导致辞（李跃明）

11:00-12:00 参观校史馆 11:00在学院大门口集合 杨利娜

12:00-13:00 午餐 康桥、梧桐苑 志愿者带队

14:00前 办理退房手续 西安古诚酒店
孟庆华

（志愿者）

备注：

1. 具体活动时间根据实际情况可能进行微调，如无通知按计划进行；

2. 所有活动请统一着装。



附件 1:西安交大地理位置图

西安火车站转乘 607路公交至兴庆公园站，下车即西安交通大学北门。或 602路公交至交大电脑城站，下车向南步

行 100米至校东门（彩虹桥）。乘出租车至学校北门约 15元。



附件 2:西安交大校区地图

航天航空学院

(教一楼)夏令营地点

梧桐苑

（用餐地点）

西安古诚酒店

住宿地点

康桥苑

（用餐地点）



*备注：

1. 王娴老师将作为这次夏令营班班主任负责开营期间各位营员的日

常管理工作。联系方式：029-82663762，18700863899

2. 后续的录取工作由陈妮老师负责。联系方式：

029-82668754，qq 群名“2018 年航院夏令营”，群号：

805581012，（加群请备注“夏令营 xxx”）

3. 面试地点：

第一组：第五会议室 （力学教研室负责）

第二组：第二会议室 （结构教研室负责）

第三组：第三会议室 （航空教研室负责）

第四组：第四会议室 （航天教研室负责）

4. 茶话会地点：

力学教研室、国际应用力学中心、力学实验教学国家示范中心：

第五会议室

结构教研室：第三会议室

航空教研室：第二会议室

航天教研室：第四会议室



附件 3

航天航空学院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一览表

【说明】

个人主页：http://gr.xjtu.edu.cn/web/xxx，Email：xxx@mail.xjtu.edu.cn，

“xxx”参见下表“个人主页/Email”

（一）工程力学系

（1）力学教研室

姓名 职称 个人主页/Email 研究方向 电话

王铁军
教授/
博导

wangtj
固体变形、损伤与断裂; 结构轻量化

与冲击动力学; 重大装备结构强度与

振动; 飞行器结构设计

卢天健
教授/
博导

Tjlucn/tjlu

多功能轻质材料和结构的设计/制备/

性能/应用一体化研究；生物及软物质

力学; 流动、传热、传质与先进冷却

技术；减振降噪技术

029-82665937
13991111472

倪明玖
教授/
博导

mjni009 计算流体力学、实验流体力学、多相

流传热、磁流体力学、流固耦合
13552764173

陈振茂
教授/
博导

chenzm
结构安全检测与可靠性; 飞行器结构

健康监检测与可靠性; 功能材料与结

构的力热电磁多场耦合行为

13571871273
029-82668736

徐自力
教授/
博导

zlxu
能源动力与推进装备结构强度与振

动;转子动力学与故障诊断;大型结构

振动控制与实验技术

029-82664686
13891982768

田晓耕
教授/
博导

tiansu
智能材料和结构；非经典热弹性理论；

超轻结构吸能性能及优化；周期结构

弹性波能带特性

029-82665420

洪灵
教授/
博导

hongling
非线性系统分岔混沌全局动力学；模

糊和随机不确定非线性动力学；工程

结构非线性动力学与控制；

029-82663723

李录贤
教授/
博导

luxianli
力学基本理论及新型材料力学行为；

新型数值方法及应用; 飞行器结构设

计

13072980815

方钦志
教授/
博导

fangqz 固体变形、损伤与断裂; 新型数值算

法与实验技术；航天结构功能材料
13152172951

马利锋
教授/
博导

malf
细观夹杂力学、接触力学、损伤与断

裂、 摩擦学、表面力学、非线性固体

力学

15891721055



尚福林
教授/
博导

shangfl
固体变形、损伤与断裂; 新型材料多

尺度力学行为；微小材料与结构强度；

塑性力学；复合材料力学

15339062878

王刚锋
教授/
博导

wanggf 微纳米力学、接触和摩擦、生物力学 029-82668434

谢石林
教授/
博导

slxie 振动与噪声控制技术，智能材料与结

构，结构损伤检测，载荷识别
18066826716

宋亚勤
教授/
博导

yqsong 功能材料与结构的力热电磁多场耦合

行为;微纳尺度力学
18629362989

李群
教授/
博导

qunli 固体变形、损伤与断裂;工程结构强度

优化设计；
029-82667535
13709190483

陈春刚
教授/
博导

cgchen
计算流体力学高精度数值格式；地球

流体力学及大气科学数值模拟；数值

天气模式

15129560928

谢勇
副教授/
博导

yxie 神经动力学；工程结构非线性动力学

与控制；随机动力学；复杂网络理论
15934819352

张改慧 研究员 zhanggh 大型结构振动控制与实验技术

张伟旭
副教授/
博导

zhangwx
热障涂层、新能源材料力学，先进材

料力、热、化学行为，热检测、热力

学

13152139736

刘益伦
副教授/
博导

yilunliu
纳米力学；能源材料力学；计算力学；

纳米复合材料；多功能吸能结构与材

料

18591990366

卢同庆 副教授 tongqinglu 软物质力学、软机器设计、智能材料

与结构力学、断裂力学
15389257586

邓谦 副教授 tonydqian 跨尺度模拟，软物质力学，能量俘获 13035316236

裴翠祥 副教授 pei.cx
新型超声、红外监检测技术和系统的

开发；机械结构无损检测与完整性评

价;

18292875580

张杰 副教授 j_zhang 计算流体力学，磁流体力学(MHD)，多

相流体力学，气泡运动
15349289565

高扬 讲师 gaoyang.925 软物质力学，智能材料 15829256307

唐敬达 讲师 tangjd 软物质力学，水凝胶力学行为 15829553746



（2）结构教研室

姓名 职称 个人主页/Email 研究方向 电话

赵桂平
教授/
博导

zhaogp 结构轻量化与冲击动力学; 金属多孔
材料及其多功能化

18991924405

胡建
教授/
博导

hujian 软物质力学;智能材料 15888770823

李勇
副教授/
博导

yongli 结构安全检测与可靠性;
飞行器结构健康监检测与可靠性

13892834577

秦庆华
副教授/
博导

qhqin
结构轻量化与冲击动力学；轻质多孔
材料及其多功能化；超材料设计与表
征，复合材料力学；海洋管道力学；
结构防护设计与穿甲力学，薄膜力学

13484938054
029-82664382

辛锋先
副教授/
博导

fxxin
固体变形、软物质力学、材料结构减
振降噪、生物力学、金属多孔材料及
其多功能化

13484511564

解社娟
副教授/
博导

xiesj2014 结构无损检测与可靠性;
飞行器结构健康监检测与可靠性

15353695067

029-82664682

许丁 副教授 dingxu
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多尺度湍流
数值模拟方法；高精度计算流体力学
数值算法；稀薄气体动力学

13379243667

郁汶山 副教授 wenshan 纳米材料力学行为；多尺度方法 15619398825

罗亚军 讲师 luo_yajun 智能材料和结构力学；大型结构振动
控制与实验技术

13201778280

贾坤 讲师 kunjia 声辐射力理论及应用；柔性机械 18509266298

杨建海 讲师 yangjianhai 功能柔性材料构建及力学行为、介电
弹性体材料

18091865968



（二）空天工程系

（1）航天工程教研室

姓名 职称 个人主页/Email 研究方向 电话

申胜平
教授/
博导

sshen
功能材料与结构的力热电磁多场耦合
行为; 新型数值算法与实验技术; 飞
行器环境工程与热防护技术

徐明龙
教授/
博导

mlxu 空天精指向结构设计与智能控制; 大
型结构振动控制与实验技术

13892890998

李跃明
教授/
博导

liyueming
热-声超构材料；材料/结构多尺度力
学行为; 飞行器环境工程与热防护技
术；岩土边坡稳定性分析与安全评价

13909219032

张希农
教授/
博导

xnzhang
结构综合力学环境与大规模高效计
算; 大型结构振动控制与实验技; 大
型空天结构设计与智能控制

江俊
教授/
博导

jun.jiang
非线性动力学与控制; 多体与转子系
统的动力学与控制，流体诱发和流固
耦合振动，以及振动控制

029-82669089

陈刚
教授/
博导

aachengang 流固耦合振动与噪声；飞行器气动与
总体设计; 飞行动力学与控制技术

18191021265

董龙雷
副教授/
博导

dongll 结构综合力学环境与大规模高效计
算; 飞行器环境工程与热防护技术

13087554598

荣海军
副教授/
博导

hjrong 人工智能;智能飞行控制;脑机接口;
飞行器跟踪与定位技术

15091531766

梁勇奇 副教授 yqliang
飞行器对抗与跟踪、制导技术、航天
器精密定轨与特征识别、组合导航系
统与信息融合技术

15802977376

刘振 副教授 liuz
无人飞行器总体设计；智能飞行器流
动控制；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飞行
器综合力学环境

13572801891

孙剑
副教授/
博导

sunjian10 无人机导航与控制技术;激光雷达及
其应用技术

15802966721

杨艺 副教授 jiafeiyy 航天航空遥感影像处理;信息融合技
术;智能信息处理;组合导航系统

13152093026

阳倦成 副教授 yangjc 磁流体力学与表面界面力学 13186088625

张建勋 副教授 jianxunzhang 结构轻量化与冲击动力学;飞行器结
构强度与设计

13474158332

孟雪广 讲师 mengxg 动物飞行的流体力学 18165273103



（2）航空工程教研室

姓名 职称 个人主页/Email 研究方向 电话

刘马宝
教授
/博导

mliu
飞行器结构健康监检测与可靠性;先
进飞行器结构设计；基于石墨烯的特
种传感器研制

029-82665720
13991303863

周进雄
教授
/博导

jxzhouxx 软机械设计与仿真; 先进飞行器结构
设计

13619246772

金峰
教授/
博导

jinzhao 功能材料与结构的力热电磁多场耦合
行为; 金属多孔材料及其多功能化

029-82667091

胡淑玲
教授/
博导

slhu 计算流体力学; 气动与飞行器总体设
计

13468811279

白长青 教授 baichq 重大装备结构强度与振动; 高速驱动
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15332354780

武俊梅
教授/
博导

wjmxjtu 空气动力学; 燃烧、流动、传热、传
质与先进冷却技术

13572169559

范学领
教授/
博导

fanxueling
飞行器热防护技术；发动机叶片热障
涂层技术；复合材料力学，航空、航
天结构疲劳断裂

029-82667864
13572990996

王娴
副教授/
博导

wangxian

计算流体/传热力学；计算气动声学；
大规模高性能计算；燃烧、流动、传
热、传质与先进的冷却技术；舱内热
管理

18700863899
029-82663762

杨利花
副教授/
博导

lihuayang
轴承性能分析；高速旋转机械转子系
统动力学与控制；重大装备结构强度
与振动

13891866962

雷蒋 副教授 leijiang 燃烧、流动、传热传质与先进冷却技
术；透平机械气动热力学

15353666953

杨亚晶 副教授 yjyang
燃烧、流动、传热传质与先进冷却技
术；金属燃料、液体燃料燃烧机理及
应用；热声振荡机理及控制

13772082439

夏巍 讲师 xwei 气动弹性力学；流-固耦合分析与实
验；热防护系统载荷分析技术

18991841669

张科 讲师 kezhang 实验流体力学，实验空气动力学，流
动控制

15929329558

冯上升 副教授 shangshengfeng 燃烧、流动、传热传质与先进冷却技
术；多孔介质流动与传热

13991111472

张虎 讲师 huzhang
热防护材料隔热性能评价与优化；隐
身超材料设计；高超声速飞行器热防
护

13096959271

张扬 讲师 youngz 空气动力学，湍流模拟，飞行器气动
外形设计

13630212298

薛瑞 讲师 ruixue 超声速燃烧；组合循环发动机；燃烧
流动；排放

18309202564



（三）力学实验教学国家示范中心

姓名 职称 个人主页/Email 研究方向 电话

陈玲莉 教授 wwchen 结构安全检测与可靠性 13669242304

张陵 教授 zhangl
重大装备结构强度与振动;大型结构
振动控制与实验技术;循环经济及其
装备制造中的力学问题

13571958620

张新华
教授/
博导

xhzhang 流变力学及其地球科学中应用；非线
性动力学与控制

13186000736

左宏
教授/
博导

zuohong
固体变形、损伤与断裂；飞行器结构
疲劳断裂及寿命评估；动力结构健康
监检测与可靠性；生物材料力学

13384987398

吴莹
教授/
博导

wying36 工程结构与智能材料动力学分析与控
制;神经系统动力学分析

18202988350

丁春华 教授 chding 新型材料多尺度力学行为 13991285172

韩省亮 副教授 hansl 重大装备中的非定常流动与流固耦合 15929726527

王一兵 副教授 wangyb 大型空天结构设计与智能控制 13096938389

刘睫 副教授 cindy 重大装备中的非定常流动与流固耦合 13379271730

殷民 副教授 yinmin 重大装备中的非定常流动与流固耦合 13519175835

张亚红 副教授 zyhxjtu 大型结构振动控制与实验技术，多体
系统动力学

13720530370

伍晓红 副教授 wuxh1022 功能材料与结构的力热电磁多场耦合
行为

18629379089

刘启达 副教授 qdliu 功能材料与结构的力热电磁多场耦合
行为

15991719201

王飞
教授/
博导

wangfei 新型纳米及非晶材料制备和微结构表
征；微/纳米结构及多尺度力学行为

13152181035

谭宁 副教授 tanning 动力学系统非线性理论 13022813328



（四）国际应用力学中心

姓名 职称 个人主页 研究方向 电话

锁志刚
教授/
博导

http://www.seas.harvard.edu/suo/；
http://icam.xjtu.edu.cn/

软机器力学；软物质力
学

029-82668087

高华建
教授/
博导

http://www.engin.brown.edu/Faculty
/gao/gaogroup/；
http://icam.xjtu.edu.cn/

纳米力学；软物质与生
物材料力学

029-82668087

刘子顺
教授/
博导

http://gr.xjtu.edu.cn/web/zishun；
http://icam.xjtu.edu.cn/

软机器力学；软物质与
生物材料力学；纳米力
学;计算固体力学；超
轻材料力学特性

15209208735

陈曦
教授/
博导

http://www.columbia.edu/~xc2107/；
http://icam.xjtu.edu.cn/

软物质与生物材料力
学；先进能源与环境力
学

18710947000

Marie-Jean
Thoraval

教授/
博导

http://gr.xjtu.edu.cn/web/mjthorav
al；http://icam.xjtu.edu.cn/

流体力学；高速界面流
体动力学；复杂多相
流；界面流体力学的大
规模并行数值模拟

13772073859

沙振东
特聘研究

员/博导

http://gr.xjtu.edu.cn/web/zhendongsh
a/home；
http://icam.xjtu.edu.cn/

纳米力学；材料力学 18966896202

徐光魁
特聘研究

员
http://gr.xjtu.edu.cn/web/guangkui
xu；http://icam.xjtu.edu.cn/

生物组织与疾病的多

尺度力学；脑科学中的

力学问题；先进功能材

料力学；仿生力学

18691867576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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