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液体新思路：“覆油可收”—原位超浸润可逆转化
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化学学院刘欢研究员课题组利用电化学方法，发展了一种二元金属的“living”表面，在线原位的可逆调控了液膜在基
底上的铺展 / 收缩，实现了超浸润的原位可逆转化，基于此发展了一种外场驱动下的柱状刚性纤维操控液体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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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英才，共奋进
——北航举办第六届国际青年学者唯实论坛
6 月 15 日至 16 日，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办，人事处、高

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房建成为在本次论坛做报告的

层次人才中心、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承办的第六届北航国际青年学

青年学者代表颁发报告证书，王云鹏为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

者唯实论坛在北京唯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本次论坛围绕“扎

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颁发聘书。衷心希望各位青年才俊在唯实论

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汇聚全球英才，打造卓越

坛分享学术成果，交流发展经历，不断激发和释放创新活力，取

师资队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瑞士苏黎世

得更大的成就。

联邦理工学院、东京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百余位青年
才俊参加论坛。我校常务副校长房建成、副校长王云鹏，相关学科
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和学院领导等出席论坛开幕式。论坛开幕式由人
事处处长谭华霖主持。
王云鹏副校长代表学校致开幕辞，祝贺第六届唯实论坛成功
开幕，并对来自海内外的青年优秀人才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近
年来学校持续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工作，建立健全教师队伍发展体系。
一是分类评价，通过岗位目标激励，推行分系列发展；二是智引人
才，实行优岗、优选、优责，促进引入人才在北航落地生根；三是
精育发展，着力实施青年科学家团队支持计划，提供配套经费支持，
鼓励前沿交叉研究；四是优质服务，用高质量服务让青年人才安居
乐业，潜心科研。学校以平台机制聚才、以事业责任聚心、以改革
发展聚力，为“双一流”建设助力引航。

常务副校长房建成为在本次论坛做报告的青年学者代表颁发报告证书

第六届国际青年学者唯实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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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优势医工为学科建设方针，打造“大项目、大团队、大平台、
大成果”，诚邀海内外广大青年才俊加入北航，与学校携手共进，
筑梦远航。
在大会学术报告环节，焦宗夏教授作了题为《电液伺服系统
自适应抗扰非线性控制》的专题报告，杨树斌教授作了题为《基
于超薄二维材料特性构建新能源材料》的专题报告，许骏教授作
了题为《锂电池安全行为研究》的专题报告。现场气氛活跃，掌
声不断。
15 日下午，工程科学、信息科学、数理科学、经济管理与商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医工交叉等六个分论坛分别在唯实国际文化交
副校长王云鹏为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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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常务副校长房建成作了《聚才育才，北航助您实现人

间的交流与合作。

生梦想》大会报告，围绕不忘初心、科技创新、聚才育才三个方面，

本次论坛为期两天，通过主论坛专题报告会、分论坛学术研

全面介绍了北航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建校发展之路和持之以恒、

讨会、人才洽谈会和“卓越百人”人才项目评审，为海内外优秀

数十年磨一剑的科技创新之路。深入阐述了北航心系国家发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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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国家战略需求的使命和担当，以及北航人空天报国，敢为人先，

建设目标，汇聚全球英才，深入贯彻落实“鲲鹏逐天”人才队伍

投身国家事业的红色基因和血脉传承。未来北航，在京两校区学科

建设规划。

协调布局，实现“双核发展”态势，以顶尖工科、一流理科、精品

分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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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师文力担任机器人领域著名期刊
《Soft Robotics》副主编
日前，我校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教师文力接受了国际著名期刊《Soft Robotics》（《软体机器人》）
主编以及编委会的邀请，担任该杂志副主编。
机器人是人工智能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国重要的发展方向，而软体机器人是机器人领域的学术前沿。《Soft
Robotics》期刊列机器人领域影响因子第一位（JCR Q1 区杂志），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该期刊鼓励多学
科交叉，涵盖了机械、材料、控制、力学、化学、生命科学等多个领域。《Soft Robotics》期刊目前共有来自
英国剑桥大学、瑞士联邦理工、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共 9 位教授担任副主编。文力是该期刊目前唯一来自
中国的副主编，将主要负责仿生软体，软体驱动与传感，类生命机器等多个方向的投稿论文，并发起前沿研究
的专刊 (special issue) 等。

文力简介
文力，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机电工程系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为
仿生软体机器人、智能材料与比较生物力学。曾任美国哈佛大学 George Lauder 实验室博士后研究员。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基金与科技部重大研发计划等多项研究课题。在《Science Robotics》封
面文章，《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封面文章等期刊或会议上共发表论文 70 余篇。相关研究成果被
《Science》，《Nature》，《MIT Technology Review》撰文评价报道。文力目前还担任机器人国际期刊《IEEE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Letters》的副主编。

网站链接：https://home.liebertpub.com/publications/soft-robotics/616/editorial-board
（通讯员 / 宋婉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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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北京软物质科学与工程论坛在我校举办

2019 年 4 月 27 日上午，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及北京地区相关高校及研究所软
物质研究团队联合召集的区域性会议首届“北京软物质科学与工程论坛”在我校新主楼会议中心第二报告厅举
行。会议旨在促进北京地区的软物质研究人员与国际顶尖学者的交流合作，推动不同学科间的交叉合作，为青
年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
本次会议的主题突出多学科交叉合作。哈佛大学的 Weitz 院士系统地介绍了运用微流控加工技术进行软
物质功能材料加工；来自德国的 Hermann 教授介绍了 DNA 及多肽的纳米组装的最新研究进展；清华大学的
冯西桥教授展示了肿瘤软组织力学的前沿研究；北京大学的徐莉梅教授详细阐述了玻璃态物质的结构及动力学
关系的研究成果。最后，来自北航软物质物理及其应用研究中心的土井正男教授就软物质体系的动力学理论研
究进行分析介绍。此外，《Cell》子刊《iScience》主编李健博士向软物质领域的学者介绍了该杂志的情况及
投稿建议。
会议特别为青年学者提供学术交流机会，增进青年学者与国际著名学者之间、青年学者之间的互动合作。
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科院物理所、中科院力学所、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天津大学等国内著名学术机构的
42 名青年学者，主要是博士后和研究生，在会上做了精彩的口头短报告，在较短时间（4 分钟）内介绍了自
己研究工作的亮点成果。会议评选出 7 个优秀口头报告，鼓励青年学者在该领域进一步探索和发展。
本次会议由北航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副院长徐晔教授、化学学院周嘉嘉副教授、机械学院张佩佩副教授
和中科院物理所叶方富研究员共同组织。整个学术会议安排紧凑，反响热烈，富有成效。本次会议是推动北京
地区软物质相关领域研究的一次盛会，受到哈佛大学 Weitz 院士及各位与会专家的盛赞。各位专家教授及青年
学者在会议上热烈交流讨论，为各科研单位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契机。最后，与会人员一致决定在今年下半年
举办第二届会议。
（通讯员 / 宋婉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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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自旋存储与计算学术研讨会
暨费尔北京研究院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举行
2019 年 5 月 20 日至 22 日，第四届自旋存储与计算（Spin
Memory and Logic）学术研讨会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费尔北京研究
院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在新主楼会议中心第二报告厅举行。科技部外
国专家服务司领导班子成员易凡平，北航副校长黄海军，国际交流合
作处、大数据科学与脑机智能高精尖创新中心负责人出席会议。
第四届自旋存储与计算学术研讨会由北航微电子学院、北京
市大数据科学与脑机智能高精尖创新中心和北航费尔北京研究院共
同主办。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Albert Fert 教授，费尔北京研究院
院长赵巍胜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Kang L. Wang 教授等来
自海内外近 10 个国家 30 余位专家学者，以及 200 多名国内高校
师生参与其中。会议由赵巍胜教授主持。
易凡平代表科技部外国专家服务司对北航超低功耗自旋存储
与计算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的高速发展表示肯定，赞扬了基地对“引
才用才聚才”环境营造的重视，鼓励基地坚持原创性研究，再接再
厉推动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黄海军简要回顾了费尔北京研究院的
发展历史和已有成果，并表示北航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微电子学院
的发展，争取在自旋电子领域获得更多原创性成果。
今年恰逢费尔北京研究院成立五周年，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尔教授特意前来参与庆祝活动，并发表致辞。
赵巍胜向大家详细介绍了 2014 年至今研究院的建设情况。他表示，
研究院将进一步围绕“超低功耗自旋存储与计算”开展工作，聚焦
原创性科学研究，开展高水平人才引育，积极探索产学研合作，力
争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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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会上，北航还与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Moscow

也有工业生产应用。提问与掌声不断，思考与交流不停。会场同时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Technology，MIPT）达成了合作意向，

还设有海报展示专区，学院的硕博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展示自我风

黄海军副校长与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的 Konstantin Zvezdin 教授

采，向专家学者请教学习。

共同交换了合作协议。
本次研讨会共持续三天，海内外的学者们纷纷将自己最新的

第四届“自旋存储与计算”学术研讨会在完成各项预定议程
后落下帷幕。作为国内自旋电子领域的高水平会议，本次会议延续

研究成果与在场嘉宾共同分享。报告主题涉及自旋电子材料、器件、

了前三届的高标准、高质量，进一步彰显了北航在自旋电子领域的

电路、计算系统和架构等各方面的研究热点，既有基础理论探究，

综合实力，也向世界表现出北航期待交流合作的美好意愿。
（通讯员 顾慧毅 / 文 白中扬 /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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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神经元动态的非对称基函数时
变 NARX 模型及其在帕金森冻结步态
检测中的应用

大脑能够有效地处理各种快变和慢变的信息，我们认为这与

电位（EPSP）和抑制性突触后电位（IPSP）。突触后电位具有

神经元突触后电位（Post-Synaptic Potential，PSP）的特殊形

不同的幅值，可以用 alpha 函数近似描述。当来自不同神经元的

状密切相关。受此启发，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时变 NARX 模型来

突触后电位在细胞膜上的累积和超过一定阈值时，动作电位被激发。

描述非平稳过程。仿真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更为有效地刻画系统中

总的来说，神经元动态主要包含以下特点：超完备的神经元连接；

快变和慢变参数。基于此模型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新的参数化时频谱

具有 alpha 函数形状的突触后电位；描述神经元激活的非线性动

估计方法用于帕金森冻结步态的准确检测。

态过程。

为了验证我们的想法，我们用具有不同对称度的 来拟合生成

基于以上发现，模拟神经元动作电位产生和传播的机理，我

的 100 组随机信号，结果如图 1 所示。由图可见，和 PSP 有相似

们提出了一种基于神经元动态的 TV-NARX 时变模型。该模型应

形状的非对称基函数具有最强描述能力。这意味着 PSP 的特殊形

用 NARX 框架描述神经元的激活过程，用时变参数来描述动作电

状能够帮助神经元更有效地传递信息，换句话说，传输相同的信息

位在神经元之间的传播。模型中的时变参数由一组非对称 alpha

使用的锋电位序列更少。这解释了为什么 PSP 具有相似的非对称

基函数逼近，模拟 PSP 作用下神经元突触不同离子通道的电导变

形状。

化。所有的 alpha 基函数组成了一组超完备基，在训练过程中，

动作电位是神经元通信的基本单元，神经元能够以不同的形

这些时变参数由该超完备基上的稀疏组合表示。

状、频率、模式的动作电位编码信息。动作电位通过突触从一个神

大量数值仿真验证了所提模型的有效性。图 2 是含四个时变

经元传至另一个神经元并产生突触后电位，其中包括兴奋性突触后

参数的系统的辨识结果。结果表明，所提模型应用较少数量的单尺

(a)

(b)

(c)
2

图 1 PSP 的描述能力分析：(a) 突触后电位；(b) 不同的非对称基函数拟合的平均 R 值的三维图；(c) 不同的非对称基函数拟合的平均 R2 值的高
度图，颜色显示了平均 R2 值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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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时变模型变换到频域，我们提出了一种参数化非平稳时频谱
估计方法。该方法应用于帕金森病冻结步态检测，相关成果发表
在《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作为世界第二大神经退行性疾病，帕金森病 (Parkinson's
disease，PD) 严重影响全球 1600 多万人，且这一数字到 2050
年将会翻一番。在日常生活中自动检测患者 FOG 对于增加其活动
能力和避免跌倒至关重要，这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增强自信
心并延缓病情恶化。冻结步态多发于帕金森病末期，随着药物疗效
降低，非药物干预，例如声源或者视觉干预能减少或消除冻结步态
并防止摔倒。然而连续的外源性干预可能增加患者的认知负担，并
(a)

且不恰当的干预甚至会干扰患者的步态进而增加摔倒风险。因此精
确检测冻结步态的发生且仅在必要情况下给予精准干预对于帕金森
病人的自动护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可穿戴技术的发展使研究
人员能够客观地评估帕金森病的严重程度，获得有关神经系统疾
病患者步态特征的深层次信息，甚至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准确检测
FOG。
冻结指数定义为加速度信息在冻结步态频段和正常步态频段
的能量比。对加速度信息建模并将所得时变模型变换至频域以精确
估计时频谱，然后得到相应的冻结指数。在 Daphnet Freezing of
Gait 数据集上的验证结果表明基于时变模型的时频谱估计能够有
效提高时间和频率分辨率，从而获得的冻结指数具有比基于短时傅
里叶变换和小波变化获得的冻结指数更优的性能。此外，基于新的

(b)

冻结指数计算方法，能够在多数冻结步态实际发生前检测到。结合
低成本的可穿戴惯性传感器，该结果在冻结步态的非药物外源性干

图 2 模型性能比较研究：(a) 基于多尺度基函数的 state-of-the-art 模型；
(b) 本文提出的模型，仅使用单尺度非对称基函数。

预方面具有良好应用前景。

度非对称基函数可以获得比相应多尺度对称基函数模型更好的辨识

郭 玉 柱， 自 动 化 科 学 与 电 气 工 程 学 院 , 副 教 授 ,E-mail: yuzhuguo@
buaa.edu.cn

效果。而且，我们的模型与生物神经元动态密切相关，建立了生物

参考文献

神经元与数学模型之间的联系，为研究新一代锋电位人工神经网络

Guo, Y., Wang, L., Li, Y., Luo, J., Wang, K., Billings, S. A., & Guo,

提供了新思路。

L. Neural activity inspired asymmetric basis function TV-NARX model for

不同于人工神经网络，本文提出的模型能够给出显式结构用

the identification of time-varying dynamic systems. Neurocomputing. vol.
357, pp. 188-202, 2019.

于分析模型中各非线性项及系数如何对系统行为产生影响。将辨识

(a)

(b)
图 3 在冻结步态检测中的应用：(a) 脚踝加速度信息；(b) 时频谱；(c) 冻结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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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研究新进展

图 第一性原理计算得出的氧化还原过程及氧空位的形成机理。a、抽出两个 Li 离子后的 DOS，只有 Ni 离子参与氧化过程，如蓝色箭头所示。b、抽
出四个 Li 离子后的 DOS，激活了氧离子的氧化过程，如红色箭头所示。c、不同价态的 Ni 所对应的电子的自旋密度。d、氧空位的形成能与形成锂
空位数量的关系曲线。d 中的虚线表示阳离子氧化还原与阴离子氧化还原的分界线。紫色、银色、绿色和红色球分别代表 Mn、Ni、Li 和 O 原子。

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具有很高的能量密度，有望替代目

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得到了验证。计算研究发现（如图）正极材料

前商业化的正极材料而实现锂离子电池储能性能的突破。富锂层状

的充电过程会首先氧化镍离子，当所有镍离子都到达 +4 价以后，

正极材料的高容量源自其可以在充放电过程中激活氧离子的氧化还

氧原子的氧化被激活，同时也体现在了能带结构的变化上。当氧原

原，而不仅是利用过渡金属作为氧化还原离子。激活氧离子的氧化

子被氧化后，氧空位的形成能还会进一步降低，从而促进更多空位

还原反应需要较高的充电电压才能实现，因而往往造成更严重的材

的生成。由于氧化后的氧离子的扩散能垒会大幅降低，其由晶粒内

料界面衰退现象，其中材料表面的相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衰退机制。

部向晶粒外扩散，促成了氧空位从表面向晶粒内的大规模迁移。这

对层状正极材料表面衰退机制的认识近年来不断加深，人们通过多

一机制深化了人们对氧离子在正极材料中扩散的认识，揭示了激活

种分析和表征手段揭示了材料与电解液发生副反应所引起的析氧、

氧的氧化还原后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析氧现象，指出了其是优化

过渡金属还原溶解和脱锂等现象。其中，作为材料失效关键环节的

正极材料稳定性所需要解决的重要挑战。

析氧过程，被普遍认为局限在材料表面层。
为了解决这一科学问题，科研团队利用透射电镜和第一性原
理计算相结合系统研究了电池循环过程中在材料表面和内部氧空位

刘利民，物理学院，研究员，E-mail: liminliu@buaa.edu.cn

的形成过程。通过系统的透射电镜表征发现，在富锂材料中氧的扩

参考文献

散远比人们想象的容易。氧离子在电池循环过程中的扩散流失导致

Pengfei Yan, Jianming Zheng, Zhen-Kun Tang, Arun Devaraj,
Guoying Chen, Khalil Amine, Ji-Guang Zhang, Li-Min Liu & Chongmin

材料内部形成了大量纳米尺寸的气泡，并同时引发材料晶体结构相

Wang. Injection of oxygen vacancies in the bulk lattice of layered

变。这种从材料表面产生氧空位后逐渐扩散到体材料中的现象，也

cathodes. Nature Nanotechnology, volume 14, pages 602–608 (2019).

2019 Beihang University REPORTER 9

成果简报

北航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院刊

65803 Didymos 双星系统碎片流的
脱落演化
Didymos 于 1996 年 4 月 11 日被美国亚利桑那州基特峰国家
天文台所发现，其双星性质在 2003 年 11 月 24 日的阿雷西波雷达
成像中才被观测到，故将这颗小行星命名为“Didymos”，意思是“双
星”。其主星（小行星）直径约 800 米，卫星直径约 150 米，卫星
运行轨道距离主星约 1.1 公里。目前 Didymos 双星系统作为欧美航
天局进行碰撞检测和偏转评估（AIDA）的任务目标而受到广泛关注。

图 2 脱落粒子随时间的演化过程

计质量损失；或在双星系统上实现质量转移，形成子星。
最后，研究团队定义了一个包括主星、脱落粒子和太阳在内
图 1 阿雷西波雷达于 2003 年 11 月 24 日观测到的 Didymos 小行星和它的卫星

的封闭系统，考虑影响粒子脱落的四种因素：（1）主星重力；（2）
卫星重力；（3）太阳引力引起的潮汐力；（4）作用于粒子上的

本团队利用雷达形状模型，研究了不同控制参数下 Didymos
主星表面的稳定性，研究发现主星表面可能具有疏松的风化层，风
化层的局部小尺度崩塌可能导致轻微的表面物质重新分布或脱落；
主星上局部斜坡的稳定性取决于内部性质和外部扰动；形成双星构
型的主要力量可能是热疲劳引起的地表破坏、局部结构蠕变引起的
地面震动等区域性事件。
研究者们进一步开发了一个软球离散模型（SSDEM）来模
拟小行星表面可能发生的滑坡现象，并对小行星表面物质是否有脱
落的风险进行了评估。实验主要以一小块颗粒层为样本，结合主星
的引力场模型和旋转状态，研究了风化材料在主星表面上的动力学

太阳辐射压力，使用大量不同尺寸的粒子作为实验对象，然后在不
稳定区域随机采样来实现数值模拟。结果表明，这些粒子的动力学
行为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大部分脱落粒子转移到子星上，形成
较大的卫星；而几乎所有的质量增加都来自直径大于 1 毫米的颗粒，
直径小于 1 毫米的颗粒对卫星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逃逸的脱落体
包括绝大多数 1 毫米以下的颗粒和一部分 1 毫米以上的颗粒。
基于双星系统碎石流的演化研究，为解决小卫星的生长如何
依赖于双星结构、AIDA 任务中航天器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碎片环境
等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这一研究也极大的提高了我们对小行
星表面脱落过程的认识。

行为，确定了滑动碎石流的运动特性，同时描述了在主星表面发生
局部滑坡的条件，进一步定义了主星表面的不稳定区域。实验发现

于洋，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E-mail: yu.yang@buaa.edu.cn

采样的风化层的运动主要受地表位势差、环境接触力、科里奥利效

参考文献

应的影响，在小于 10 米的滑动距离内，碎石流的平均滑动速度和
倾斜角度都是时间的线性函数。
随后，研究者们讨论了脱落碎片的后续演化过程。由于区域
性滑坡通常是由低能量事件引发的，所以风化层与地表分离时的相
对速度会很小，一旦达到脱落条件，这些碎片将进入一个复杂的演
化阶段。研究发现，碎片最终的命运可能是逃离双星系统，导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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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Y., Michel P., Hirabayashi M. et al. The expansion of debris flow
shed from the primary of 65803 Didymos[J].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2018, 484(1): 1057-1071.
相关链接
论

文

链

接：https://academic.oup.com/mnras/article-

abstract/484/1/1057/5266838
AIDA 链

接：http://www.esa.int/Our_Activities/Operations/Space_

Safety_Security/Hera/Asteroid_Impact_Deflection_Assessment_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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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液体新思路：
“覆油可收”—原位超浸润可逆转化
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化学学院刘欢研究员课题组利用电化学方法，发展了一种二元金属的“living”表面，在线原位的可逆调控了液
膜在基底上的铺展 / 收缩，实现了超浸润的原位可逆转化，基于此发展了一种外场驱动下的柱状刚性纤维操控液体的新思路。

对液体的操控是实现很多重要工业和

液膜操控的优势。因此发展一种策略实现

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化学学院刘

生活应用的关键过程，在微电路印刷、生

在线原位的超浸润的快速可逆转变，对于

欢研究员课题组利用电化学方法，发展了

物芯片、薄膜器件和微流控等方面有重要

液体的操控非常重要。

一种二元金属的“living”表面，在线原位

应用。由于液体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发展
有效操控液体的方法是当前重要的前沿挑
战课题。操控液体的核心是实现精确调控
液膜在基底的铺展／收缩／移动，即三相
接触线在基底的移动／锚定。在这方面，
外场响应的浸润性表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尤其是外场响应的超浸润可逆转变的表面，
由于其可以实现液膜在完全铺展和不铺展
两种状态间的可逆转化，为操控液体提供
了新契机。目前实现超浸润可逆转变的方
法主要是利用光照、温度、溶剂、pH 等外
部刺激，在刺激前后固体表面表现出完全
相反的超疏 / 超亲浸润性能。现有的方法
基本是在非原位水平上发生的固体表面超
浸润的可逆转变，且需要较长的响应时间。
利用电化学氧化还原反应，可以实现表面
浸润性原位的改变，但局限在很小范围内
实现（从约 50°到 110°或是小于 10°到
约 90°之间），无法体现超浸润表面对于

图 1 电化学调控的超浸润原位可逆转变。通电时，球状液滴逐渐在基底铺展，直至完全铺展，
实现从超疏到超亲的转变；断电时，完全铺展的油滴逐渐收缩，直至恢复成初始的球状液滴，
实现从超亲到超疏的转变，从实验上首次原位的实现了超浸润可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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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逆调控了液膜在基底上的铺展 / 收缩，
实现了超浸润的原位可逆转化，基于此发
展了一种外场驱动下的柱状刚性纤维操控
液体的新思路。构筑微纳米复合结构的铜
电极，对其施加特定的小电位，表面球状
的液滴（超疏液）会逐渐铺展，直至完全
铺展状态（超亲液），完成从超疏液到超
亲液的转变；当去除电位以后，完全铺展
的液膜（超亲液）在电极表面可以原位的
完全收缩成球状液滴（超疏液），完成从
超亲液到超疏液的转变，实现了超浸润在
原位水平的快速可逆转变。电化学原位拉
曼结果表明，施加电位时，锡原子逐渐沉
积到电极表面，有效抑制了电极表面氢键
网络的形成，此时电极表面不利于水的铺
展，因此油滴极易在该表面完全铺展，形
成超亲的状态；而移除电位之后，锡原子
逐渐溶解，电极表面恢复成高表面能的铜
原子表面，易于形成稳定的氢键网络，此
时电极表面不利于油的铺展，因此油滴在
该表面会逐渐收缩，直至完全收缩成球状

图 2 二元金属表面超浸润转化的机理分析：（a）原位电化学拉曼结果表明施加电压和去除
电压时该表面的氢键网络显著不同；（b）原位超浸润转化的机理卡通图。

（超疏液）。因此，构筑了一种“living”
的二元金属表面，实现了原位的超浸润可
逆转变，该转变可多次循环，且对极性的
／非极性的液体均适用。利用这种简单的
方法，大范围内原位调控了液膜的铺展和
收缩，实现了外场驱动下的柱状刚性纤维
对液体的可控操控：连续快速的收集／合
并微小液滴，并可控释放为一个完整的液
滴。重要的是，这一全新的二元金属“living”
表面具有良好的普适性，可扩展到其他二
元 金 属 体 系， 包 括 Cu/Pb，Cu/Sb，Au/
Sn，Au/Pb 和 Au/Sb， 代 表 了 一 类 新 型
的操控液体的智能表面。相关工作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DOI:10.1038/
s41467-019-09201-1) 上， 北 京 航 空 航
天大学研究生徐波杰和汪前彬为本文第一
作者。
该工作不仅为开放体系液体的操控提
供了新思路，且有望用于液体中原位调控
气／液／固三相接触线的相关反应体系。

图 3 （a）二元金属表面超浸润转化的能量理论分析及模拟；（b）该表面可以实现多种范围
内表面浸润性的转变；（c）基于该体系实现了柱状刚性纤维对液体的可控操控。

该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王栋
研究员和北航化学学院江雷院士的大力支
持，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刘欢，化学学院，研究员，E-mail: liuh@buaa.edu.cn
参考文献
Qianbin Wang, Bojie Xu, Qing Hao, Dong Wang, Huan Liu*, Lei Jiang, In situ reversible underwater
superwetting transition by electrochemical atomic alterna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9, 10(1):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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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驱动磁斯格明子移动的研究进展
自旋电子学利用电子的自旋属性作为信息载体，具有非易失性、

主要来源。因此，有必要探索利用电场驱动磁斯格明子的高效、高

运行速度快、可靠性高等优点，被认为是“后摩尔时代”最具潜力

速移动，以避免电流产生的热效应，降低功耗，并提高可靠性。我

的替代技术之一。近年来，磁斯格明子的发现为超低功耗、超高

们通过理论分析，在纳米线上设计等间距全同的分立电极，临近三

密度自旋存储和逻辑器件开辟了新的途径。磁斯格明子是一种具有

个电极为一组，分别施加正、零、负电压。通过电场控制磁各向异

手性的自旋结构，其手性来自于对称破缺导致的 Dzyaloshinskii–

性来构建磁斯格明子的能量梯度，进而驱动其向能量势阱处移动，

Moriya 相互作用，如图 1(a)，(b) 分别为体和界面对称破缺诱导的

如图 3 所示。通过各参量调节并结合理论分析，我们发现当磁斯格

Bloch 型与 Néel 型磁斯格明子结构。磁斯格明子的尺寸最小可达

明子直径与电极宽度相等时，可建立线性能量梯度，此时磁斯格明

2

2

几个纳米，具有拓扑稳定性，并可利用小电流 (10 A/cm ) 驱动 [1,2]，

子移动速度最大。该工作利用全同分立电极三个为一组构建能量梯

因此，磁斯格明子是赛道存储、自旋逻辑等功能器件的理想信息载体。

度，可实现电场驱动的均一厚度薄膜中磁斯格明子的长距离移动，
并获得很高的移动速度，功耗相较于电流驱动降低 3 个数量级。
该文章发表在《Phys. Rev. Appl.》上 [4]，并被选为“Editors’
Suggestion”。目前，课题组正依据该理论设计开展相关实验研究，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获得突破。

图 1 （a）Bloch 型磁斯格明子；
（b）Néel 型磁斯格明子

当前有关磁斯格明子功能器件的理论设计，均基于纳米线条中
磁斯格明子的移动来实现，高效驱动磁斯格明子移动是实现低功耗
器件的核心问题。本课题组围绕这一问题，在实验以及理论方面开
展工作。基于电流驱动 Néel 型磁斯格明子移动的理论与实验结果，
利用电流产生自旋轨道矩是有效的驱动方式 [1,2]，因此，寻找并制
备强自旋轨道耦合的磁斯格明子材料体系是高效驱动其移动的关键。
在重金属材料中，W 具有最大的自旋霍尔角，并且与具有较大自旋
霍尔角的 Pt 符号相反，二者有效结合将具有非常强的自旋轨道耦合
作用。我们设计并成功实现了新型的 Pt/Co/W 多层膜结构，利用洛
伦兹透射电子显微镜、磁力探针显微镜等实验方法，成功实现了磁
斯格明子的产生及探测，如图 2 所示。这一材料体系拥有高效的电
流驱动磁斯格明子移动的潜力，该工作发表在《Phys. Rev. B》上 [3]。
利用自旋轨道矩驱动磁斯格明子移动，电流依然是产生能耗的

图 3 电场驱动磁斯格明子移动器件

雷娜，微电子学院，副教授，E-mail: na.lei@buaa.edu.cn
参考文献
[1]R. Wiesendanger, “Nanoscale magnetic skyrmions in metallic
films and multilayers: a new twist for spintronics,” Nat. Rev. Mater. 1,
16044 (2016).
[2]A. Fert, et al., “Magnetic skyrmions: advances in physics and
potential applications,” Nat. Rev. Mater. 2, 17031 (2017).
[3]T. Lin, et al., “Observation of room-temperature magnetic
skyrmions in Pt/Co/W structures with a large spin-orbit coupling,” Ph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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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Y. Liu, et al., “Voltage-Driven High-Speed Skyrmion Motion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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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t/Co/W 多层膜体系的磁滞回线以及相应的迷宫畴与磁斯格明子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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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系统恢复力研究
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城市发展的“城市病”，而交通时空资
源的供需矛盾是其主要病因，具体表现为短时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与交通
供给能力提高缓慢之间的不匹配。城市交通需求的特点是短时增加快，空
间差异大，很容易形成局部的拥堵，在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情况下难以及时
疏解，就有可能形成拥堵的时空传播，导致城市交通的区域性瘫痪。在极
端天气、大型活动或其他应急场景下，甚至会形成全市范围的大规模拥堵
和交通能力降级。而现有解决方案一方面集中在路段和交叉口层面的微观
调控，较少考虑路网层次的拥堵疏解；另一方面，交通路网包含大量路段
和路口，状态空间巨大，直接调控就容易出现“组合爆炸”。这其中的一
个关键基础问题就是理解城市交通的时空组织特点。从系统可靠性的角度
讲，即是对系统的故障（拥堵）模式识别。唯有正确辨识交通的组织行为
和拥堵模式，才能支撑及时和精准的可靠性管理决策。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研究了城市交通流的时空模式。基于北京和深
圳的实时路况数据，通过渗流理论对高峰、平峰等不同时段的路网交通资
源时空配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了两种典型模式：其中一种模式出现在工

图 1 交通的时空韧性定义。（A）城市交通拥堵区域的演化
示意图；（B）拥堵时空子团截面面积随时间变化曲线。拥堵
时空子团截面面积关于时间的积分，即图示灰色区域代表拥
堵时空子团的尺寸，是交通韧性的度量；（C）前三大拥堵时
空子团尺寸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作日非高峰期以及休息日中，组织特点类似高维渗流，整个城市交通流组
织相对均匀；而在工作日的高峰期，其组织特点接近经典的二维渗流，城
市交通被“降维”，导致交通资源的配置“模块化”明显，模块之间的通
行能力大幅下降。通常一个网络只会对应一种渗流模式，而从实际交通数
据中挖掘的这两类模式区分明显，表现为渗流过程的两种普适类。进一步
挖掘原因，研究团队发现，北京、深圳这类特大城市的市内“快速”路段
具有较强的调控效果，少量地疏解这些“快速”路段，就有可能使得城市
的交通组织从不均匀的低维“模块化”向均匀的高维状态转化，以提高路
网整体的通行能力。这一结果同时也得到了模型的验证。
在研究交通拥堵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开展了交通韧性的研究。系统韧性
的研究始于对生态系统自恢复的探究。通常，面对生物入侵或环境突变，生态
系统可以凭借一定的适应能力从这些扰动中恢复。这种系统从扰动中恢复的能
力被称为韧性。自从 Holling 在生态学中提出了韧性的概念，韧性理论已经被
扩展到包括大气、经济甚至大脑研究中，对系统的可靠性管理提供了新思路。
在城市交通的供需矛盾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愈加突出的背景下，城市管理者在交
通可靠性管理上面临着严峻挑战。如果能够提高交通韧性，就可以避免交通系
统大范围崩溃，并且更快地从性能降级中恢复。而目前对于城市交通的韧性规
律理解较少，其中如何度量城市交通的韧性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发现了城市交通韧性的标度关系。与以往的研
究相比，该研究基于拥堵的时空传播定义了系统韧性（图 1），更加立体

图 2 交通韧性的无标度律。（A）、（C）、（E）分别代表北京、
深圳和京沈高速的拥堵时空子团尺寸分布；（B）、（D）、（F）
分别代表北京、深圳和京沈高速的拥堵恢复时间分布。

和自然地反映了城市交通的适应和恢复能力。基于大量实证数据，研究发
现城市交通的韧性分布遵循幂律形式（图 2）。这些结果说明不同时空尺
度上城市交通具有相同的适应规律。我们提出的城市交通的渗流建模方法，
将能够对城市交通流的疏导、城市交通时空资源分配等提供科学依据，为

李大庆，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研究员，E-mail: daqingl@
buaa.edu.cn
参考文献
Limiao Zhang, Guanwen Zeng, Daqing Li*, Hai-Jun

不同尺度、不同方式的城市交通系统宏观调控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而城

Huang*, H. Eugene Stanley*, Shlomo Havlin. Scale-free

市交通韧性标度关系的发现，也说明了城市交通韧性的内在禀赋，将能够

resilience of real traffic jam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为城市交通管理的新范式提供建议。

Academy of Sciences, 2019, 116 (18) 8673-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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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激光诱导制备宏观二维石墨烯纸材料
及其多功能特性研究
我校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罗斯达教授团队利用原位激光诱导石墨烯（LIG）技术成功制备出大尺寸、自支撑的
宏观二维石墨烯纸材料。这也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利用该技术实现无基底石墨烯纸的制备。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著名学
术期刊《Small》上。

石墨烯是迄今为止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厚度最薄、强度最高、
导热导电性能最好的材料，享有“新材料之王”的美誉。由于具备
非常突出的光学、电学、力学特性，石墨烯在生物医学、能源、航
空航天、国防等领域均展现出极佳的应用潜力。然而，传统制备工
艺一直难以突破技术复杂、成本高、效率低、规模小的瓶颈，严重
制约了石墨烯的产业化发展。
为了打破传统工艺的局限，罗斯达教授团队利用激光诱导石
墨烯技术制备大尺寸石墨烯纸材料，并取得突破。激光诱导石墨
烯（LIG）是一种直接将特定烃基聚合物转化为石墨烯的先进制造
技术 [1]。该技术因操作简单、绿色环保、生产效率高等优势越来
越受到学者们关注。然而，现有高分子基底材料内部分子链间的
强相互作用使激光诱导过程极易出现结构疏松、失焦、形变严重
以及破损等问题，因此当前还未有利用 LIG 技术成功制备无基底
大尺寸石墨烯纸的相关报道。罗斯达教授在进行 LIG 应变传感器
及阵列的研究时 [2]，发现多孔聚酰亚胺纤维聚合薄膜（PI 纸）相
较于其它高分子基材可以均匀吸收并分散激光能量，形成表面平
整度与导电性大幅提升的 LIG 结构。基于上述特性，他指导团队
系统探索在大尺度加工条件下如何将 PI 纸整体转化为 LIG 结构，

图 1 a) 激 光 诱 导 连 续 制 备 石 墨 烯 纸（LIGP） 示 意 图 ; b) 大 尺 寸
LIGP( ～ 1400cm2)； c)LIGP 柔性与可折叠性； d)LIGP 二次加工形态； e)
LIGP 与硅胶、树脂等复合材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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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基底表面开始出现少量膨胀的大孔结构；随着功率不断增大，
介于 0.75W-1.5W 之间时，大孔结构逐渐衍变为片状和卷曲的多层
微孔状结构；当激光能量密度持续增加，使功率大于 1.5W 时，多
孔状和卷曲片状石墨烯结构逐渐瓦解为纤维状结构。根据激光还原
动力学的相关研究可知，激光能量密度不同会造成 PI 纸石墨化程度
的差异，随能量密度的增大，PI 纸会逐渐变化为片状结构 - 多孔状
结构 - 纤维状结构 - 碳液滴等四种状态。实现不同形貌 LIGP 的可
控制备对材料自身物理化学性能的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图 2 LIGP 微观结构随加工条件的调控演变

在 探 索 了 加 工 - 结 构 - 性 能 关 系 的 基 础 上， 该 研 究 又 对
LIGP 物理化学性能进行了系统分析。如图 3 所示，LIGP 的拉伸
断裂强度高达 15.46MPa，这是因为高功率下制备的石墨烯纸具

以及如何使 LIG 结构在保持高平整度与导电性的同时具备良好的

有更疏松的微观结构，在拉断强度实验中不易发生较大形变；由

力学稳定性。经过系统的理论剖析和实验验证，一种基于 LIG 技

于 PI 纸石墨化程度差异造成 LIGP 碳元素含量的不同，其导电率

术制备无基底大面积石墨烯纸的新方法就此诞生。如图 1 所示，

随着功率的增大先增加后趋于稳定，最大导电率为 208 S/m；同

以优化后的激光加工条件对 PI 纸正反两面进行激光诱导，可以得

样基于 LIGP 内部微观结构的疏松程度不同，其表现出不同的压

到表面平整、结构可控的激光诱导石墨烯纸（LIGP）。LIGP 具

阻特性，灵敏度系数介于 4.8~12.1 之间；除此之外，LIGP 表现

有优异的柔韧性和结构设计性，配合激光的高精度雕刻工艺，可

出优异的焦耳热特性，可将其作为热源用于树脂复合材料的固化，

满足材料不同复杂形状及二次加工的目标需求。此外，还可进一

实现复合材料低能耗非热压罐（OOA）制造。基于众多优异的性能，

步和树脂、硅胶等先进工业材料结合实现一体化融合制造。相比

LIGP 可广泛应用于传感、环保、储能以及航空航天装备等领域，

于传统石墨烯纸制备方法（包含复杂的原料合成、样品制备、后

将 LIGP 与硅胶复合用于手势识别和软体机器人行为控制传感器；

处理等工序 [3]），LIGP 技术可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缩减生产

直接将 LIGP 作为油水分离膜用于油水分离；将 LIGP 作为嵌入

成本，简化操作流程。

式传感器用于航空航天复合材料的原位固化监测和结构健康监测；

LIGP 技术的一大特色是通过设定特定的激光能量密度、聚焦

将 LIGP 用于超级电容器电极用于储能设备的构建。

距离、打印密度，实现不同结构和特性的定制化制造。图 2 揭示了

该研究首次将先进的 LIG 技术用于二维宏观石墨烯纸的加工

激光功率对 LIGP 微观形貌状态的影响与演变规律。当功率为 0.75W

制备。LIGP 出色的柔韧性可匹配激光二次加工实现多尺度复杂结
构制备，并可以和树脂、硅胶等先进工业材料进行一体化融合。
通过对加工 - 结构 - 性能关系的探索研究，该研究实现了对 LIGP
物理化学性能调控及优化。鉴于 LIGP 优异的力学、电学、热学及
机械特性，其在可穿戴传感器件的构筑与集成、航空航天智能复合
材料功能一体化制备以及储能器件制造领域展现出了极佳的应用前
景，为宏观石墨烯材料与结构的大规模制备及商业化应用带来一定
的指导性思路与科学意义。
罗斯达，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教授，E-mail: s.luo@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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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LIGP 物理化学性质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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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滤过程中多糖分子间的交联作用
对膜污染的影响
膜法水处理技术已被广泛用于水处理、海水淡化以及废水回

染倾向，一直是膜污染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然而目前的研究大都

收利用，然而膜污染仍然是膜技术推广应用的瓶颈。膜污染会导

从宏观层面解析污染物浓度、种类和膜污染之间的关系，忽视了

致膜系统运行压力增大，出水水质下降，以致不得不通过清洗甚

微观层面污染物分子细微结构以及分子间的相互交联作用对膜污

至更换膜组件来继续运行，这极大地提高了膜系统的运行成本。

染的影响。

在各类膜污染中，有机物（主要包括多糖、蛋白质和腐殖酸）造

在这项研究中，常见多糖物质海藻酸钠和黄原胶及其混合物

成的膜污染最为严重，而其中多糖污染物因其分子量大、分子呈

被用来研究多糖物质的分子结构和分子间交联作用对膜污染的影

长链状、易与其他物质交联等特点，具有比其他有机物更高的污

响。如图 1 所示，在相同的运行条件下，海藻酸钠引起的通量下降

图 1 (a) 在不同黄原胶含量下的膜污染情况； (b) 初始膜通量下降速率随进水中黄原胶含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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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而黄原胶从过滤过程一开始到结束，引起的膜污染都比海藻

这项研究中我们测量了各种条件下多糖物质形成透明胞外聚

酸钠严重。最意外是海藻酸钠和黄原胶的混合物造成的膜污染问题

合颗粒物（Transparent Exopolymer Particles， TEP）的情况

比单种多糖物质更为严重。膜通量的下降与混合物中黄原胶的含量

以对分子间的交联作用进行半定量解析。结果显示，TEP 能够较

密切相关，呈现随黄原胶比例增加而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黄原

好地指示污染物质分子间的交联程度，对于深入探究膜系统进水的

胶含量为 50% 的时候达到峰值。通过对过滤阻力的分析、污染后

膜污染倾向具有一定意义。这项研究清楚地表明，污染物分子间的

膜表面的微观表征和模型拟合发现，多糖物质表现出不同的膜污染

相互作用会严重影响膜污染发生机制，因此，将多糖的结构 - 功

倾向是由其分子构造的差异性导致的。海藻酸钠分子比较小并且分

能知识与其污染倾向相结合对于以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

子链比较灵活，所以分子链之间不易互相交联形成复杂的结构；而

值得注意的是，膜系统的进水中除了多糖物质，还有很多无机盐和

黄原胶因其大而坚硬的分子，分子间反而更容易互相作用形成复杂

其他大分子有机物，例如蛋白质、腐殖酸等，这些物质也会影响

的网状结构。所以海藻酸钠在微滤过程中能够进入膜孔，导致膜孔

污染物分子交联，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一一论证。本研究发表于

阻塞造成污染，而黄原胶则更倾向于在膜表面形成一层凝胶层。海

《Water Research》，是水资源领域排名第一的期刊，并入选自

藻酸钠和黄原胶混合在一起时，两种物质的分子通过羟基和羧基之

然指数期刊。

间的交联形成氢键，从而使两种污染物质相互作用形成更大的三维
立体结构，导致膜污染。由于羟基和羧基在各类污染物中普遍存在，
所以以上的污染物通过分子交联形成更大聚合体导致膜污染的现象
在膜过滤过程中广泛存在。而膜污染究竟是由膜孔堵塞还是膜表面

孟淑娟，空间与环境学院，副研究员，博导，E-mail： mengsj@buaa.
edu.cn
参考文献
Meng, S. J., Fan, W. H., Li, X. M., Liu, Y., Liang, D. W., Liu, X. X.

污染层形成导致，将取决于污染物分子间交联所形成的聚合体的尺

Intermolecular interactions of polysaccharides in membrane fouling during

寸和过滤过程所采用的膜孔尺寸。

microfiltration. Water Research 143 (2018): 38-46.

图 2 黄原胶、海藻酸钠以及它们的混合物中存在的分子间相互作用导致不同的膜污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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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成员
杨涛

程颖

高庆

副研究员

副研究员

研究员

编码与无线通信（网络编码，信
道编码，多输入多输出，迭代信
号处理等）

智能制造服务管理与分析

量子控制（基于量子系统的操控、
高精度测量以及人工智能）

yingcheng@buaa.edu.cn

gaoqing@buaa.edu.cn

tyang@buaa.edu.cn

张天霄

张少辉

谢家新

研究员

副研究员

副研究员

结构可靠性设计，液压及机械零
部件和系统的可靠性设计

综合评估模型；能源 & 资源效率；
气候变化；环境影响评估

数值优化与计算调和分析

txzhang@buaa.edu.cn

s_zhang@buaa.edu.cn

常凌乾

金碧希

曹越

研究员

副研究员

研究员

微纳米加工，生物芯片，微纳米
生物传感器，纳米电穿孔，单细
胞分析纳米技术

语料库语言学，学术英语，第二
语言教育

车联网通信及信息安全，新能源
汽车充电管理及交通规划

bxjin@buaa.edu.cn

yuecao@buaa.edu.cn

程玉杰

邓岳

李睿智

副研究员

研究员

副研究员

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

人工智能及其在交叉学科中的应用

chengyujie@buaa.edu.cn

ydeng@buaa.edu.cn

微纳米力学，材料结构强度与寿
命预测，可重复使用运载器

xiejx@buaa.edu.cn

changlingqian1986@buaa.edu.cn

li_ruizhi@buaa.edu.cn

杨庆春

余旭东

余霞

副研究员

副研究员

研究员

空天组合循环动力

超声无损检测，结构健康监测，
复合材料结构技术

光纤激光器 / 传感器及其在精密
光谱测量、非线性成像等生物医
学领域的应用

yangqc@buaa.edu.cn

yxudong@buaa.edu.cn

xiayu@buaa.edu.cn

盛律

冯伟莹

李小虎

副研究员

副研究员

副研究员

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图像和
视频处理

环境地球化学，湖泊污染与控制
研究

高级氧化与先进生物能源技术

lsheng@buaa.edu.cn

fengweiying@buaa.edu.cn

朱秉钧

张靖

朱大鹏

副研究员

研究员

副研究员

金属有机骨架，生物质多孔碳材
料，气体吸附和分离，电催化，
有机污染物降解

机器学习与多组学数据挖掘

自旋电子学材料与器件

jz2716@buaa.edu.cn

zhudp@buaa.edu.cn

xiaohuli@buaa.edu.cn

zhubingj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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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位两院院士、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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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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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位青年千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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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年获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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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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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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各学院联系方式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2

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

13

宇航学院

14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15

物理学院

16

中法工程师学院

17

化学学院

18

空间与环境学院

张老师，82316431，zlx@buaa.edu.cn

刘老师，82317134，lyjun@buaa.edu.cn
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张老师，13466380139，13466380139@163.com

官老师，82317737，07434@buaa.edu.cn
3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洪老师，82338319，hongye@buaa.edu.cn

赵老师，82317333，zhaoyuxia@buaa.edu.cn
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蔡老师，82317241（临时），caihy@buaa.edu.cn（优先联系方式）

张老师，82339512，zhangxueqin@buaa.edu.cn
5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老师，82339307，chenjing619@buaa.edu.cn

徐老师，82317535，xuyani@buaa.edu.cn
6

计算机学院

刘老师，18911068787，27huaxue@buaa.edu.cn

续老师，82317632，koko@buaa.edu.cn
7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空间科学方向：

梁老师，82317732，smea@buaa.edu.cn
8

刘老师，82339605，liuwenlong@buaa.edu.cn

经济管理学院

环境方向：

林老师，82317832，linyaohu@buaa.edu.cn
9

丁老师，82317933，dingqin@buaa.edu.cn
10

19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老师，61716617，shuang_li@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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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洪老师，82313598，shenghong@buaa.edu.cn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王老师，82339733，lingwang@buaa.edu.cn

11

梁老师，82339539，environment@buaa.edu.cn

数学科学学院

20

微电子学院
邵老师，82316712，shaolin@bua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