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值模拟研究值得推荐

做研究一般通过下列四种途径院理
论研究尧实验研究尧数值模拟研究和现

场监测研究遥理论研究往往需要研究者

有较强的理论功底袁本科生往往不具备

这方面的条件遥实验研究需要一些设备

和场所袁如果不和专业教师联系袁也难

以获得遥现场监测研究需要采用一些设

备并亲临现场袁周期可能较长袁本科生

往往由于有紧张的学习任务也难以有

机会去做这方面的研究遥 所以袁对于一

些本科生而言袁 数值模拟研究值得尝

试遥
数值模拟研究的优点在于院节约人

力尧物力曰正演尧反演均可曰可以复现过

去袁预测未来曰各种量的结果提取方便袁
可以方便地开展参数的敏感性研究曰可
以模拟当前技术条件下难以开展的物

理实验曰可以检验有关的假说袁阐明复

杂现象发生的机理及过程袁等等遥
什么是数值模拟研究钥 就是通过建

立数值模型和计算获得数值结果遥数值

模拟研究需要利用程序或软件和硬件遥
硬件是计算机遥 程序或软件是研究工

具遥 获得研究工具通常有下列途径遥 其

一袁 在网上寻找开源代码或破解软件袁
例如袁从一些论坛或国内外研究人员的

网站尧博客等上下载曰其二袁在一些专

著尧教材中寻找遥一些专著尧教材的附录

中往往会公开一些源程序袁将这些程序

录进计算机袁仔细研读袁就成为了研究

工具曰其三袁向专业教师咨询袁他们往往

会留存一些做研究的有用工具遥
有了研究工具袁通过阅读相关的手

册尧论文尧专著尧日志等把软件的原理尧
使用或程序的流程尧子程序的功能和语

句的含义等都搞清楚袁这需要下一定的

功夫袁但肯定是值得的袁本科生克服了

这一困难袁在写学术论文的道路上就前

进了一大步遥

寻找研究问题

写一篇学术论文袁除了要有研究工

具袁还要有一个研究问题遥 寻找到一个

研究问题往往不是一个本科生的能力

所及袁靠凭空想象是不行的遥 本科生在

写学术论文的过程中袁如能得到专业教

师的指导最好不过遥 寻找研究问题的捷

径还是向专业教师请教遥低年级本科生

应该通过网络或通过向研究生尧高年级

本科生了解专业教师的研究方向和成

果袁将专业教师的相关论文尧专著简单

看看遥当本科生对有关的研究有了些许

的了解后袁 就可以和专业教师取得联

系袁向专业教师请教袁寻求支持遥 通常袁
对于本科生的这些积极进取的要求袁专
业教师都是乐于支持的遥 这样袁就可以

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以做研究的方式

取得学术成果袁 写成学术论文并发表遥

如果专业教师对于本科生做的研究较

为满意袁相信他还能给本科生提供多方

面的支持遥 本科生向专业教师请教什

么钥 主要是请教有什么值得研究且研究

起来难度不太大的问题遥 如果请教不来

这样的问题袁本科生可以将想研究的问

题向专业教师汇报一下袁听取一下专业

教师的建议袁这对本科生而言也是极有

利的遥
即使在没有专业教师的支持下袁本

科生只要方法得当袁仍然能写出学术论

文并发表遥 在没有专业教师的支持下袁
本科生只能自己根据兴趣和能力选择

研究问题袁应该多听一些讲座袁多看一

些科技报道袁多浏览或关注有关科技机

构的网站尧博客尧微信公众号袁上面会有

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和文献袁例如袁我所

就建有博客渊计算力学研究所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378290713冤 和

微信公众号渊计算力学研究所冤袁上面有

一些原创的科普文章和学术论文写作

技巧袁例如袁叶局部破坏尧应变局部化和

剪切带概述曳叶破坏和稳定性是一回事

吗钥 曳叶原来野斑冶也可以被利用要要要谈梁

山好汉杨志及数字图像相关方法的基

本原理曳叶跳跳虎不懂力学要要要谈平衡

状态的稳定性曳叶优秀科技论文的创新

性之一要要要方法创新曳袁 选择那些自己

感兴趣或自己有能力把控的研究问题袁
针对这些问题开展数值模拟研究遥

数值模拟研究的过程

在具备研究工具和研究问题的情

况下袁即可开展数值模拟研究遥
首先袁要建一个几何模型袁一个几

何模型可能包括不同的部分袁对每一部

分进行单元剖分遥 建立的几何模型可以

是与过去的模型相同的模型袁也可以是

稍有发展的模型遥
然后袁还要给几何模型赋予材料参

数和边界条件等遥 不同的材料可能遵循

不同的本构模型或本构方程袁不同的本

构模型需要不同的参数遥 所谓本构模型

就是应力与应变之间的关系遥 边界条件

一般包括应力边界条件和位移边界条

件遥 具备了上述条件后的几何模型就是

数值模型或力学模型遥 实际上袁建立力

学模型往往需要利用工程和力学的概

念和理论遥
最后袁采用程序或软件就可以计算

出数值结果渊例如袁应力尧应变尧位移尧塑
性区等的时空分布冤遥 程序或软件中包

含各种力学方程渊本构方程尧几何方程尧
运动方程等冤 的执行顺序和求解方法遥
几何方程是位移与应变之间的关系遥 运

动方程是力与运动之间的关系遥 以运动

方程的求解为例袁可以采用模态分析方

法和直接时间积分方法进行求解遥 模态

分析方法只适于线性系统袁 应用受限遥
直接时间积分方法应用不受限袁又可分

为显式积分方法和隐式积分方法遥 例

如袁纽马克方法是隐式积分方法袁中心

差分方法是显式积分方法遥 运动方程控

制着物体上所有点的运动遥 搞清楚物体

上所有点的运动袁物体的变形尧破坏和

稳定性就搞清楚了遥
如果想研究某一因素渊例如袁加载

速度尧边界上力的大小等冤的影响袁可以

设计多个方案遥 每个方案除了一个因素

不同外袁其他条件均相同遥 获得了各方

案的结果后袁要确保结果的正确性或基

本正确遥这样袁就获得了研究成果遥根据

研究成果袁运用工程和力学的概念进行

判断和解释袁就可以作出科学结论遥

学术论文的写作

接下来袁就可将研究成果整理成一

篇学术论文袁 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

作遥 一般袁可以遵循下列顺序遥
首先袁应对所采用的程序或软件的

基本原理尧计算模型尧计算步骤尧参数尧
方案进行详细的介绍遥

其次袁对研究成果进行细致的分析

和讨论遥 应该对不同方案的结果进行比

较和分析袁应该将前人的结果与目前的

结果进行对比和分析遥 在必要时袁应该

指明所获得结果的深刻意义袁或者应该

指明作者的新观点袁或者应该给出有价

值的建议遥
然后袁应将研究成果凝练成 3 条左

右的结论袁注意明确每条结论成立的前

提遥
最后袁完成摘要和题目遥 摘要要写

清研究方法尧研究问题和研究结果遥 研

究结果同结论袁 研究方法就是研究工

具袁研究问题就在何种条件下研究的何

种问题遥 中文摘要的第 1 句建议这样

写院 采用 A 方法在 B 条件下开展了 C
对 D 影响的数值模拟研究袁或者采用 A
方法在 B 条件下开展了 D 的数值模拟

研究袁其中袁A 是方法的名称袁例如袁有
限元方法尧有限差分方法尧离散元方法尧
连续-非连续方法等曰B 是条件的名称袁
例如袁静水压力尧单轴压缩尧双轴压缩尧
不同侧压系数尧 开挖卸荷等曰C 是某一

个自变量袁例如袁围压尧加载速度尧强度

参数等曰D 是研究问题袁 例如袁 能量释

放尧声发射尧破坏过程尧失稳过程等遥 接

下来袁写一句院主要结果如下遥 最后袁重
新写一遍结论遥 中文摘要写完之后要译

成英文袁建议请研究生帮助完成遥 学术

论文的中文题目可起为 B 条件下 C 对

D 影响的数值模拟研究袁或者 B 条件下

D 的数值模拟研究遥 如果必要袁数值模

拟研究之前可以添加 A 方法遥 同样袁中
文题目需要译成英文遥 需要译成英文的

通常还包括院作者名尧机构尧图名尧表名

等遥 本科生的机构就是所在院系遥
此外袁还需要写一个引言遥 引言不

太好写袁建议最后写袁这样袁由于其他各

部分都写好了袁 引言不至于写得过大袁
空洞无物遥引言分 3 段遥第一段院介绍研

究问题的背景和意义遥 第二段院介绍和

研究问题相关的研究现状遥 这一段需要

写清楚院前人采用什么方法针对什么问

题开展了研究袁 得到了什么重要的结

论遥 除此之外袁还需指明哪些研究还不

够深入袁 或者哪些研究还未见报道袁或
者随着研究的深入又出现了哪些值得

研究的新问题袁或者前人针对同一问题

的哪些观点矛盾袁等等袁这部分一定要

引用参考文献遥 第三段院介绍本文工作袁
重新写一遍摘要的第一句话遥

引言写完之后袁将文中引用的所有

参考文献渊例如袁引言中的尧A 方法的基

本原理介绍中的和结果分析讨论中的冤
按征稿简则的要求列于文末遥 不同期刊

的征稿简则不同遥 想投哪个期刊建议首

先要研读那个期刊的征稿简则遥
一篇学术论文除了题目尧作者名及

机构尧 摘要和参考文献之外就是正文遥
正文包括野1 引言冶尧野2 A 方法的基本理

论介绍冶尧野3 计算模型尧 参数及方案冶尧
野4 结果分析及讨论冶及野5 结论冶几部

分遥 第 2-第 4 部分除了文字还包括图尧
表尧公式等遥 如果必要袁第 1 部分也可包

括图尧表尧公式等遥
写学术论文要用科技语言

通常袁 就我接触的本科生而言袁他
们的文字表达能力都不好遥 他们平时只

关注知识点和解题袁几乎不关注有关内

容如何组织和表达袁有关语句是否符合

语法遥 这种文字表达能力方面的欠缺在

写学术论文时就会暴露无遗遥 往往袁有
的本科生写的汉语毫无章法袁句子成分

残缺不全袁语义模糊尧有歧义袁层次不清

楚尧逻辑推理和标点符号使用错误遥 这

些内容在高中时他们几乎都接触过遥 令

人遗憾的是袁他们上了大学袁汉语水平

反而不如高中了遥 可以这样认为袁学术

论文是高中的记叙文尧说明文和议论文

的有机组合袁其中袁前两者的份量最重袁
后者必不可少遥 就前两者而言袁说明文

份量更重遥 学术论文就是将研究成果按

一定的顺序渊规则同记叙文冤说明白渊规
则同说明文冤袁 同时袁 进行适当的议论

渊规则同议论文冤遥
为了弥补汉语运用能力的不足袁建

议有写学术论文意愿的本科生应该仔

细体会科技语言的使用精髓袁知名出版

社出版的专著尧教材和知名学术期刊上

的语言就是科技语言遥 写学术论文要用

科技语言袁而不是日常用语遥 本科生应

该仔细剖析自己撰写的学术论文中的

每一句话袁 看是否满足基本的语法袁看
主语尧谓语尧宾语尧定语尧状语和补语都

在哪里遥 我建议袁不妨以英语语法规则

剖析每句汉语袁如果满足袁在图尧表尧公
式等各方面都规范 渊符合征稿简则冤的
情况下就可以考虑投稿了遥

投稿

未发表的只是稿件和草稿袁发表后

的才能称之为学术论文遥 稿件投出之

前袁 建议请研究生或专业教师看一看遥
对于大部分本科生袁不建议向那些好的

期刊投稿袁例如 SCI渊科学引文索引冤期
刊尧EI渊工程索引冤期刊尧CSCD渊中国科

学引文数据库冤期刊尧中文核心期刊等袁
投中的难度相对较大遥 对于大部分本科

生袁为了使学术论文尽快发表袁可以选

择那些省级期刊遥 这些省级期刊每期往

往要厚一些袁 每篇学术论文要短一些袁
往往 1-3 页袁相对容易投中遥

根据我的经历袁在国内发表学术论

文都要交纳一定的费用袁 俗称版面费遥
有的好的期刊版面费不高袁但对于很多

好的期刊袁 一篇学术论文要收 5000-
6000 元版面费遥 而本科生容易投中的

省级期刊一般几百元就够了遥 建议看好

期刊的真伪袁CNKI渊中国期刊网冤尧万方

数据库尧维普数据库等数据库收录的期

刊都是正规期刊遥 一些期刊的名字很

像袁甚至非正规期刊和正规期刊可能只

差一个字遥 不要向非正规期刊投稿和汇

款遥
投稿后袁静等期刊编辑部的录用通

知遥如果 2-3 个月还没有消息就可以问

问遥 如果未被所投期刊采纳袁再投下一

个期刊袁投之前袁还是要先阅读下一个

期刊的征稿简则袁根据前一个期刊编辑

部返回的有价值的意见袁对稿件进行必

要的修改遥

由简单问题的数值模拟研究向

先进的计算力学迈进

数值模拟研究工具 渊程序和软件冤
基本功能的使用并不难袁但只会使用还

不够袁 有能力的学生应做二次开发袁或
研制数值模拟研究工具袁甚至创造新的

数值模拟研究工具遥 数值模拟研究工具

是如何产生的呢钥 程序和软件是集力

学尧 算法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产品遥
研制此类产品需要计算力学袁有一定难

度遥 计算力学是根据力学中的理论袁利
用计算机和算法袁解决力学问题的一门

新兴学科遥 计算力学是力学这棵老树发

的新芽遥 计算力学是力学通向工程的桥

梁遥 计算力学是力学与高新技术的结合

点遥 在进入 21 世纪后袁力学研究的对象

日益广泛尧问题更趋复杂尧规模也更趋

庞大袁 而计算机科学和技术在不断发

展袁应用计算机进行数值模拟逐渐成为

解决这些关系国防尧交通尧能源尧机械等

领域的力学问题的强有力的工具遥 中国

科学院尧工程院院士尧中国两弹一星功

勋奖章获得者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在

20 世纪就指出院野在 21 世纪袁 力学加计

算机将成为工程设计的主要手段冶遥 工

程设计包括一切工程的设计袁 例如袁机
械工程尧土木工程尧车辆工程尧隧道工

程尧防护工程尧采矿工程等遥 另外袁在工

程的制造或建造尧运行等过程中袁也都

需要计算力学遥 计算力学兼具基础性尧
普适性尧广泛应用性和时代性袁值得深

入学习浴 做一些简单问题的数值模拟研

究还不是从事计算力学袁但是可以以此

向先进的计算力学迈进遥 计算力学工作

者平时往往从事算法研究尧编写和优化

程序尧建立复杂模型尧研制软件和开展

并行计算等工作袁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

的问题袁能干别人干不了的工作袁将来

特别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遥
计算力学不仅独立发展袁也向其他

学科分支渗透袁例如实验力学遥 数字图

像相关方法是一种光学测量方法遥 在使

用该方法时袁获得物体位移场的过程和

由位移场获得应变场的过程都需要计

算遥 从广义上看袁只要是利用计算机和

算法通过计算获得力学问题的解答的

力学分支都应归于计算力学的范畴遥
目前袁我所的计算力学研究主要涉

及下列方面遥 其一袁商业软件的二次开

发袁以拓展商业软件的既有功能遥 例如袁
某一商业软件不具有计算能量释放的

功能袁通过编写程序袁使其具有此功能袁
以拓展该商业软件的功能遥 其二袁连续-
非连续方法研究和应用遥 连续-非连续

方法适于模拟连续介质渊完整的尧未破

坏的冤向非连续介质渊破碎的尧松散的冤
的转化过程遥 众多灾害在力学本质上都

是连续介质向非连续介质的转化袁或是

非连续介质的进一步演化遥 连续-非连

续方法研究意义重大袁 应用前景广阔遥
其三袁 数字图像相关方法研究和应用遥
数字图像相关方法用于实验室尺度模

型变形破坏过程观测研究袁 具有无接

触尧高精度尧受干扰少等优势遥 其四袁光
滑粒子流体动力学方法研究和应用遥 上

述所有研究都要编写或多或少的程序袁
不是现成商业软件的直接应用袁研究手

段新颖袁研究起点较高遥 经过硕士阶段

学习袁我所硕士生夯实了数学尧力学基

础袁综合能力较强袁计算机水平和培养

质量较高袁多数签约至北尧上尧广等大城

市遥固体力学 10 级某硕士生发表第 1尧2
作者学术论文 8 篇袁其中袁EI 论文 2 篇袁
签约至上海遥 固体力学 12 级某硕士生袁
发表第 1尧2 作者学术论文 5 篇袁 其中袁
EI 论文 4 篇袁以第 2 发明人撰写发明专

利 3 项袁签约至柳州遥 固体力学 13 级某

硕士生袁 发表第 1尧2 作者学术论文 3
篇袁其中袁EI 论文 1 篇袁以第 2 发明人撰

写发明专利 1 项袁签约至北京遥 力学 15
级某硕士生袁发表或录用第 1尧2 作者学

术论文 5 篇袁其中袁EI 论文 1 篇袁以第 2
发明人撰写发明专利 4 项袁 签约至广

州遥
在硕士阶段重视计算力学的学习袁

或有从事计算力学研究的经历袁即使将

来使用商业软件工作袁 也会得心应手袁
轻车熟路袁大材小用袁因为不仅知其然袁
也知其所以然遥

关 注

姻王学滨渊计算力学研究所冤

工科本科生写数值模拟方面学术论文技巧

作者院(美) 亚历山大

H. 斯洛克姆著 王建

华等译

出版社院 机械工业出

版社,
索书号院TH122/859
馆藏书库院 科技书库/
北校区书库

本书既有先进的

基础理论体系袁 又特

别重视工程实际袁是

精密机械领域一部传授知识尧启迪智慧尧
激励创新的经典之作袁 是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公开课程的指定用书遥 本书将精密

机械作为一个各个部件之间相互协作的

集成系统袁 重点放在精密机械零件的机

械结构设计及其与传感器和控制系统集

成袁以达到系统性能佳曰在设计中袁强调

设计将如何影响整个系统的精 确度尧重
复性和分辨率曰 提供了许多具有创造性

的设计案例遥

作者院唐敖庆编著

出版社院科学出版社

索书号院O413/65
馆藏书库院科技书库/葫
芦岛借书处渊3冤/北校区

书库

本书根据唐敖庆

院士 1978 年在全国

量子化学研修班的讲

稿整理而成遥 全书共

12 章袁分别讲述薛定谔方程尧本征值和

本征函数尧分立谱尧表象理论尧量子条件尧
运动方程尧初等应用尧微扰理论尧碰撞问

题尧相同粒子体系尧辐射理论和电子的相

对论方程遥

作者院俞茂宏,昝月稳,徐
栓强著

出版社院科学出版社

索书号院TU45/64
馆藏书库院 科技书库/北
校区书库

岩石强度理论是

岩石力学和岩土工程

分析的重要基础遥 叶岩
石强度理论及其应用曳

介绍岩石在单轴尧 双轴和多轴条件下的

强度性质袁系统总结各种岩石强度理论袁
并阐述岩石统一强度理论尧 三参数统一

强度理论和非线性统一强度理论遥 统一

强度理论是基础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袁
是对沃伊特-铁木辛柯百年难题的破

解袁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工程实践意

义遥

作者院王鑫等著

出版社院科学出版社

索书号院X832/21
馆藏书库院科技书库/葫
芦岛借书处渊3冤

该书面向水利信

息化领域袁详细介绍多

源监测信息融合的基

本原理和方法袁并结合

作者近年来对于水环境监测尧 灌区监测

信息融合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实践袁 详细

介绍相关融合应用模型尧方法和技术遥
渊图书馆冤

叶精密机械设计曳

叶量子力学讲座曳

叶多源监测信息融合技术及应用曳

叶岩石强度理论及其应用曳

工大讲坛

本科生写学术论文的过程就是

一个提升自己的过程遥经过这样的一

个过程袁他们多方面的能力袁例如袁搜
集文献的能力尧写作能力尧科研能力

及组织协调能力等袁都会得到不少提

升遥学术论文发表后对本科生自己有

利渊例如袁考研尧就业等冤袁对专业建设

有利袁对学校亦有利遥
2014 年我在葫芦岛校区受邀进

行了一次针对本科生的野本科生科技

论文的撰写冶讲座渊野工大讲堂冶之二

十七期冤遥现在袁我就将一些看法写下

来袁让一些有强烈写学术论文意愿的

工科渊例如袁机械尧土木尧力学尧采矿

等冤本科生受益遥 网上能查到众多专

家撰写的学术论文写作技巧袁但是往

往不是针对本科生的遥 尽管如此袁也
推荐本科生们看看遥

本科生发表学术论文对自己有

利袁对专业建设有利袁对学校亦有利遥
如此有利的事情袁 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和关怀遥本科生应该寻求别人的帮助袁
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学术成果袁或
者完全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学术成

果袁这才是真正的提高袁也才能真正品

尝到收获的喜悦袁这才是正道遥鉴于数

值模拟研究工具容易获得袁 研究难度

相对小袁 研究过程和学术论文写作有

章可循袁建议机械尧土木尧力学等工科

专业的本科生重视力学和计算机的学

习袁积极开展数值模拟研究遥本科生发

表了学术论文袁 尽管写作质量还不够

高袁但是袁那是他们成长道路上蹒跚的

脚步袁稚嫩的脚印袁应予以宽容对待和

鼓励遥
21 世纪袁力学加计算机是工程设

计的主要手段遥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越来越需要

原创的高科技支撑袁小康社会尧人民的

美好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先进的计算力

学浴 计算力学是力学这棵老树发的新

芽遥计算力学是力学通向工程的桥梁遥
计算力学是力学与高新技术的结合

点遥 计算力学兼具基础性尧普适性尧广
泛应用性和时代性袁 由简单问题的数

值模拟研究向先进的计算力学迈进值

得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