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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研究院于2009年开始筹备，2010年正式成立。2009年，由张杰校长担任院长，邀请了普林斯顿大学鄂维南教授、纽

约大学柯朗研究所的蔡申瓯教授和我一起参与筹划、设计自然科学研究院。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在以工科著称的上

海交通大学打造一个高端的理科研究和交叉研究的学术平台。通过聚集一批优秀的人才及应用数学、统计、物理、生物、天文、

计算机等学科的交叉，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和学术前沿，产生一批有国际影响和对国际经济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学术成果，并

培养一批杰出的人才。同时，在上海交通大学内部，也能够促进理科和工科、理科和医学等领域的交叉研究，以便推动上海交通

大学的整体发展，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自然科学研究院成为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高地。

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7年以来，在国内及国际学术界上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其优势和特点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聚集了大批优秀人才。任何一个研究机构最重要的是人才，自然科学研究院聚集了一批在国际学术前沿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学术带头人，比如蔡申瓯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通过这些学术带头人召集了一批优秀的具有雄厚的学术背景的年轻

人，他们大多来自国际顶尖学府，具有较好的海外学术研究背景。截至目前，已有二十多位年轻人加入自然科学研究院，其中80%

获得了国家层次的奖励，包括中组部“青年千人”、“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和自然基金委的“优秀青年基金”。

如此高比例的优秀年轻人才在国内研究机构是非常少见的。

第二，推崇与国际学术机构接轨的软环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自然科学研究院推崇学术自由，不限制研究人员的

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既鼓励从事兴趣驱动的学术研究，占领国际学术研究的高地，同时也提倡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影响力

的各种交叉学科的课题，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其次，对科研人员的考核比较简单，但是强调同

行评议。采用国际评估，让国际同行对科研人员进行评议。这与美国长聘体系的评估一致，请国际相关领域的教授给他们写评估信，

根据评估信决定是否给与长聘教授的职位。最后，在自然科学研究院，无论是领导还是行政部门，他们的定位就是服务，我们打

造了一支非常专业的行政队伍和秘书队伍，他们的目的就是尽量减轻研究人员的行政负担，让他们能够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

行政以外的琐事，如报销等，都让行政人员帮他们做，这样可以极大地保证学术研究的时间。

第三，浓厚的学术氛围。我们有非常活跃的学术交流机会，每年有若干个国际学术会议，几乎每天都有多个学术演讲，如此

浓厚的学术氛围，可以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可以尽快地接触到国际学术前沿。同时，通过各种各样的讨论班和研讨会，大家能够在

一起交流各自的学术思想，这样能形成一种很自然的学术合作，从而产生新的学术思想。此外，我们鼓励年轻的研究人员来筹办

国际学术会议，一方面能够培养他们学术以外的一些能力，比如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这些对他们的未来成长也是重要的，另一

方面也能增加他们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希望通过提供他们这样的机会，确立他们的学术地位，增强他们的国际影响力。

第四，与致远学院捆绑合作。致远学院与自然科学研究院几乎同时成立，目的是培养具有科学前沿视野和雄厚的数学及物理

背景的，适合未来科学发展的这些年轻人才。学院的课程设计强调数理通融，对于未来的交叉研究是良好的学术准备。此外，我

们不光为学生提供优质的课程，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学生可以随时敲开教授的门，即转身遇见大师。教授对学生影响不光在课

堂上，在课后，老师对学术的热情及投入也能极大地影响同学们，学生能看到教授刻苦的学习精神，对研究的热爱，营造了一个

研究和教学相互促进的氛围，蔡申瓯教授是这方面的一个表率，可能一些不经意的谈话，会影响学生的一辈子。蔡申瓯教授对自

然科学研究院的创立、成长和发展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不幸的是，不久前，蔡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想，对蔡申瓯教授最

好的纪念就是将自然科学研究院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人才的聚集点和学术研究的高地，成为人才培养的一块沃土。

院｜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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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概况

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于2010年。学院致力于突破学科单一的传统桎梏，以交叉科学研究为特色，营造有利于开

展原创性研究的环境，成为原创性跨学科的研究平台和交叉科学人才培养的孵化器，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级交叉科学研究的智创中心。

截止2017年12月，学院拥有教职工26名，外籍访问教授4名，在站博士后10名。固定科研人员包括讲席教授1名，特聘

教授1名，长聘正教授1名，长聘副教授10名，长聘教轨副教授 9名。其中，国家千人计划获得者1名，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

获得者8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4名，国家青年拔尖人才3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3名，

上海市千人计划获得者3名。 

自然科学研究院交叉科学研究主要涉及应用数学、统计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程学、生命科学众多学科领域，

目前已发展出的主要核心研究方向包括生物系统的物理过程、理论和计算神经科学、软物质物理、材料科学、现代统计与数据科学、

高效计算方法、流体力学及其数学理论。近年来，学院在一系列新的科研方向上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研究成果，如非线性色散波动力

学的特征刻画、神经元及其群体网络动力学特性、生物输运网络适应性生长、活性物质的力学和统计特性、颗粒物质的结果和动

力学特征、蛋白质的功能型运动、膜活性肽，膜蛋白的结构、功能和动力学、高维统计推断、图像科学数学建模与算法、贝叶斯

推断与不确定性量化等领域。2010-2017年，学院固定科研人员共计发表学术论文360余篇，其中在Nature, Nature Communications, 

PRL, PNAS等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

学院的显著特征和独具魅力在于通过营造浓郁、宽松、自由、独立的学术氛围，形成良好的科研环境，让一批杰出学者和有

学术潜力的青年研究人员在这片“创新天堂”中，凭借对科学的热爱和兴趣思考一些根本的科学问题。学院的科研成果往往基于

不同学科的实验科学家、理论科学家和计算科学家之间的交叉研究与紧密合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注入新颖独特的思想源泉。

学院通过经常性地邀请一批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来院进行长期或短期访问，组织寒暑期学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

不断激活学术氛围。通过设置流动成员岗位，以双聘方式聘请校内其他院系教师来学院从事合作研究，激活学术创新的源头活水，

使学院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交流重镇。

学院主动对接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积极参与致远的招生与培养工作，包括担任致远招生委员会委员，承担学生毕业论文

指导等。同时，学院来访学者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既激发了学生的科研兴趣，也历练和提升了他们的科学素养与综合品质。2012年，

学院开始实施“交叉科学博士生培养计划”，通过该计划，学生获得系统的学术训练，参与交叉科学的前沿研究，逐步形成从交

叉科学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复杂问题的能力，为日后成长为科技创新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未来，自然科学研究院将不断探索，按照国际主要研究中心的运行方式，将进一步建设成为国际化管理模式的样板，有重要

国际影响的创新研究中心，成为青年学者成长的沃土，有国际竞争力的博士培养基地，培养优秀的交大理科、理工、医工交叉研

究人才，为推进基础学科交叉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人才队伍

22 名  固定科研人员

10 名  流动科研人员

4 名    客座教授

11 名  博士后

其中，学院 22 名固定科研人员包括：

1 名    国家千人

1 名    杰青

8 名    青年千人

4 名    优青

3 名    青年拔尖

3 名    青年长江

学术交流

251 名 访问研究人员

248 场 学术报告

8 次      学术研讨会

3 次      国际会议

3 次      暑期学校 / 冬季学校

8 次      短期课程 / 系列课程

学生培养

56 名  博士研究生

20 名  硕士研究生

8 名    博士毕业生

教授课程

17 门  春季课程

16 门  秋季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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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自然科学研究院与 IFSA 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举办的天体物理

中磁重联过程的理论和数字模拟研究小型双边国际研讨会，

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包玉刚图书馆 601 报告厅举行。

1.18
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研究院血流计算小型研讨会在上

海衡山宾馆举行。会议邀请了来自心血管医学，生物力

学工程和计算流体力学等领域的专家。议题主要聚焦在

实验研究，流体结构相互作用模型和数值方法领域。

3.1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赴学院调研。自

然科学研究院的青年人才就各自在科研道路发展中遇到的

问题提出了一些疑问和困惑，张校长就大家提出的相关问

题一一进行了解答。

3.21
Physics World 记者对自然科学研究院理论物理及其交叉

学科的发展情况进行专访。

4.6
高维偏微分方程的张量数值方法短期课程班在包玉刚图

书馆 6 楼 601 报告厅进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数学科学

研究所的 Boris N. Khoromskij 和 Venera Khoromskaia 教

授为 32 名学员进行了系统地授课。

年度
大事

5.4 日
自然科学研究院与数学科学学院联合举办的科学工程计算最

新进展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中会议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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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自然科学研究院与数学科学学院联合举办的“贝叶斯逆问

题与成像小型研讨会”在包玉刚图书馆 601 报告厅举行。

5.31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忠钦一行赴学院调

研。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石教授对学院过去 7 年来的发

展工作进行了总结汇报，林校长对学院的工作成绩表示肯

定，并对学院未来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

6.8
受国际数学家大会组委会邀请，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研

究院 / 数学科学学院金石教授将在第 28 届国际数学家大

会上作 45 分钟报告。

6.16
由自然科学研究院主办的高维守恒律及其相关问题国际研

讨会在包玉刚图书馆 601 报告厅举行。

6.29
自然科学研究院与致远学院联合举办 2017 ZY-INS 自然

科学学生研讨会，该系列学生研讨会已连续举办三届。

7.10
张 洁 教 授 课 题 组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发表关于

二维无序固体中振动模式的

实验研究结果。

7.25
洪亮课题组及其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合作者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发表了在蛋白质动力学转变现象

上的新发现。

7.3
由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研究院举办的软物质与生物物理

学暑期班，在包玉刚图书馆 601 报告厅举行，共有 38 位

学员参加了本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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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由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研究院举办的“偏微分方程的随

机分析与应用暑期班”，在包玉刚图书馆 601 报告厅举行，

共有 32 名学员参加了本次课程。

7.24
由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研究院，致远数学中心，科学工

程计算教育部重点实验联合主办的“流体力学中的不确定

量化问题计算国际研讨会”，在包玉刚图书馆 601 报告厅

举行。

8.22
张何朋课题组及其合

作者关于运用实验、

理论和数值的方法对微结构中的物质扩散现象开展系统研

究结果，在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上发表。

9.18
意大利比萨大学物理系 Kia Ling Ngai 教授为自然科学研究

院学生讲授了玻璃态物理系列短期课程。

11.10
关于 PDE 小型研讨会在包玉刚图书馆 601 报告厅举办，

议题涵盖了流体力学，几何和材料科学的偏微分方程等

领域。

11.5
蔡申瓯教授追思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在闵行校区举办，校党

委书记姜斯宪，上海交大原校长张杰，副校长徐学敏，校

党委副书记顾锋，校机关部处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上海

交大自然科学研究院、致远学院师生，蔡申瓯教授亲属、

生前同事、好友、同窗、学生等出席追思会。

12.25
由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研究院、致远学院和中国神经科

学学会举办的计算神经冬季班，在包玉刚图书馆 601 报告

厅举行，共有 45 名学员参加了本次冬季班。自 2010 年开

始，学院计算神经冬季班已连续举办九届。

     7.3
大数据可视化的表达和处理、机器学习理论的系列短期课

程在包玉刚图书馆 602 报告厅进行，香港城市大学数学系

周定轩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纪辉副教授为 34 名学员进

行了系统地授课。

年度
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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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东

2017 年 9 月，入选 2016 年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项目

刘卫东，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8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

博士学位。2010 年获全国百

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与国

际华人数学家大会颁发的新

世界数学银奖。2008-2009 赴

香港科技大学从事博士后研

究工作，2009-2011 赴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从

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1 年

1 月进入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

学研究院 / 数学科学学院工

作至今。刘卫东在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方向上有着广泛的

兴趣，研究方向包括高维数

据的统计推断，时间序列分

析，非参数估计，概率极限

理论等。截止 2017 年 12 月，

已 在 统 计 学 四 大 顶 尖 期 刊

Ann.Statist.、JASA、JRSSB、

Biometrika 和概率论顶尖期刊

Ann.Probab. 上发表 14 篇重要

学术论文。

教师
荣誉

胡丹

2017 年 8 月，获上海交通大

学首届“教书育人奖”三等奖

2018 年 1 月， 入 选 2017 年

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

学者项目

胡丹，教授，博士生导师。北

京大学学士和博士，美国纽约

大学库朗研究所博士后。2010

年 1 月进入上海交通大学自然

科学研究院 / 数学科学学院工

作至今。他在物理和生物体系

的建模、模拟和分析等方面有

广泛的兴趣，研究内容主要包

括生物膜的流体动力学性质，

血液流动和血管的自适应生

长，以及活性微观流体和移动

接触线等问题。他长期工作于

科研教学第一线，教授的课程

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他在生

物输运网络、脉搏波和生物膜

与抗菌肽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科

研工作发表于 Physical Review 

Letters，PLoS Biology，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 国 际 顶 尖

杂 志，2012 年 12 月 发 表 于

PLoS Biology 的 文 章 被 Nature 

Highlight 选 为 亮 点 工 作， 被

F1000 选为必读文章。

金石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9 日，第 28 届国际

数学家大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

受国际数学家大会组委会邀请，金石教

授将在大会上作 45 分钟报告

金石，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 年

获 北 京 大 学 数 学 学 士 学 位，1991 年 获

美国 Arizona 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

1991-1993 年在纽约大学柯朗所做博士

后，1993-1998 年在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

数学系担任助理教授，1998-2000 年担任

副教授并获得终身教职（tenure），2000

年至今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数学系正教

授，2008-2011 年 任 该 系 系 主 任，2015

年来为该系 Vilas 杰出成就教授。2009 年

6 月以来任上海交通大学红杉中国讲席教

授，其中 2011-2014 年任上海交通大学

数学系系主任。1997 年获乔治亚理工学

院的 Sigma Xi 青年教授奖，2001 年获中

国科学院冯康科学计算奖，2001-2006 为

清华大学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2002 年

获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B

类），2007 年 获 威 斯 康 星 大 学 数 学 系

Van Vleck 杰出研究奖和三年一度的（第

四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晨兴数学奖

银奖，2010 年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

究 生 院 Vilas Associate 奖，2012 年 当 选

为美国数学会首批会士，2013 年当选为

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SIAM）会士，是

Communications in Mathematical Sciences 

的创刊及现任主编，并担任过八个国际著

名计算和应用数学杂志的编委。主要研究

领域：计算流体力学，双曲型守恒律方程，

高频波计算，计算物理和多尺度问题的

计算方法，不确定量化，生物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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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栋焯

2017 年 7 月，获上海交通大学

优秀教师奖  一等奖

2017 年 8 月，获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周栋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

京大学学士和博士，美国柯朗

研究所博士后。2010 年 1 月进

入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研究

院 / 数学科学学院工作至今。主

要从事计算数学与神经科学交叉

研究，截止 2017 年 12 月，在国

际著名学术刊物 PNAS，PRL 和

PLoS Comput Biol 等共发表论文

29 篇，曾应邀在世界华人神经

科学家大会和世界华人数学家大

会作特邀报告。周栋焯一直担任

致远学院及数学科学学院的教学

工作，教授课程包括数学物理方

法、渐近分析、生物物理学、概

率论等。

张何朋

2017 年 5 月，荣获校“唐立新

优秀学者奖”

2018 年 1 月，入选 2017 年度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张何朋，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0 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本科毕

业后，赴纽约城市大学物理系从

事软物质和玻璃相变的研究并于

2004 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到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开始博

士后研究工作。2010 年 5 月进

入上海交通大学工作至今。在理

论和交叉物理领域作出了一系列

突出的成果，2015 年获国家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2013 年当选

上海市东方学者。截止 2017 年

12 月， 已 在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等杂志上

发表论文 27 篇，论文被他人引

用 800 余次。

教师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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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培养

2017年博士
毕业生姓名

指导教授 毕业论文题目 毕业去向

蒋诗晓 蔡申瓯，周栋焯 海洋系统和 FPU 链中的色散波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后

李平 罗卫东 拓扑绝缘体结构设计与表面态调控的第一性原理研究 安徽建筑大学，副教授

刘九龙 张小群 高维医学影像的变分方法建模及算法研究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

刘沛 徐振礼 电解液界面关联效应的建模分析和计算 宾州州立大学，博士后

马征 金石 带多尺度和不确定性的输运与波动问题的计算方法 美国普渡大学，访问助理教授（博士后）

王艺红 唐敏 强各项异性扩散方程算法研究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副教授

张玲 张洁 非晶固体本征振动性质的实验研究 中南大学，讲师

张雪 张小群 图像处理中的非凸建模 , 算法及应用 山西师范大学，讲师

2017 年，学院在读研究生76名 , 其中博士研究生50名，2017 年博士生毕业生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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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星 

特别研究员

谢春景 

教授

徐恒

特别研究员

徐振礼

特别研究员

姚振威

特别研究员

应文俊

教授

张何朋

教授

张洁

特别研究员

张镭

特别研究员

张小群

教授

周栋焯

教授

戴德昌 

特别研究员

洪亮 

特别研究员

胡丹 

教授

金石 

院长，讲席教授

李敬来 

特别研究员

刘成杰 

特别研究员

刘卫东 

教授

唐敏 

教授

Jakob Ulmschneider  

特别研究员

王海涛

特别研究员

王维克 

常务副院长，特聘教授

固定科研人员
新引进 2 名成员

刘成杰
2014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

学，获博士学位。2014-2017 年，

在香港城市大学从事博士后工

作，期间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助

理 研 究 员。2017 年 9 月 进 入

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研究院

/ 数学科学学院工作。主要研

究方向：偏微分方程，流体力

学的边界层理论。近几年一直

从事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和流体

力学及相关问题数学理论的研

究，在 Prandtl 方程组适定性理

论和相关流体模型的边界层理

论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

果，这些结果发表 Comm. Pure 

Appl. Math.，Adv. Math.，Arch. 

Ration. Mech. Anal., J. Math. Pures 

Appl., SIAM J. Math. Anal. 等本领

域重要的国际学术期刊上。

王海涛
2015 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获得数学博士学位，2015 年 5

月 -2017 年 6 月在台湾“中央

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2017 年 7 月进入上海交通大学

自然科学研究院 / 数学科学学

院工作。他主要的研究方向为

守恒律方程、动理学方程和数

学物理。王海涛对于用严格的

数学工具精确描述物理现象有

广泛的兴趣，他通过精细的理

论分析得到了可压缩 Navier-

Stokes 方程初边值问题解的具

体表示、动力学方程组初始奇

性的精确演化、以及一维疏

散波的精细的渐近行为，在

Archive for Rational Mechanics 

and Analysis 等顶尖国际学术期

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引起了学

界的广泛关注。

附录
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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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Simone Severini

访问教授

客座教授

流动科研人员

蔡伟 

访问教授

Erik Luijten

访问教授

何士刚

特聘教授

何小刚

讲席教授

景益鹏

讲席教授

金贤敏

特别研究员

季向东

讲席教授

李从明

讲席教授

罗卫东

特别研究员

陆品燕

客座研究员

王立河

讲席教授

邢向军

特聘教授

杨彤

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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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e Kyu Choi

博士后

郭正光

博士后

何晓  

博士后

柯颂

博士后

Asatur Khurshudyan 

博士后

Benjamin Lindner

博士后

龙旸靖

博士后

Fatih Olmez

博士后

唐豪

博士后

王茂基

博士后

杨晨星   

博士后

博士后

聂映玉

科研秘书

行政人员

蔡荣 

IT 工程师

陈青

财务秘书

于依琼

外事秘书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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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国（境）外工作单位 职称 来访日期

Peter Hanggi 德国奥格斯堡大学 欧洲科学院院士 2017 年 1 月 8 日至 23 日

Masaki Sano 日本东京大学 教授 2017 年 2 月 19 日至 23 日

Boris N. Khoromskij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数学研究所 教授 2017 年 4 月 6 日至 12 日

Venera Khoromskaia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数学研究所 教授 2017 年 4 月 6 日至 12 日

John Michael Kosterlitz 美国布朗大学 美国科学院院士 2017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

Stefano Bianchini 意大利国际高等研究院 教授 2017 年 6 月 9 日至 20 日

Denis Serre 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校 教授 2017 年 6 月 20 日至 23 日

Jay X. Tang 美国布朗大学 教授 2017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7 日

Alexei Sokolov
美国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 / 橡树岭

国家实验室
教授 2017 年 7 月 3 日至 9 日

周定轩 香港城市大学 教授 2017 年 7 月 3 日至 7 日

纪辉 新加坡国立大学 副教授 2017 年 7 月 3 日至 7 日

Xiaolin Cheng
美国田纳西大学 /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分子

生物物理学中心
教授 2017 年 7 月 2 日至 8 日

Walter Schirmacher 德国美茵茨大学 教授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11 日

Panagiotis Souganidis 美国芝加哥大学 教授 2017 年 7 月 17 日至 21 日

Benoit Perthame 法国巴黎六大 教授 2017 年 7 月 17 日至 21 日

张东晓 北京大学工学院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2017 年 7 月 24 日至 27 日

George Karniadakis 美国布朗大学 教授 2017 年 7 月 24 日至 27 日

袁光伟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教授 2017 年 9 月 10 日至 12 日

Kia Ling Ngai 意大利比萨大学物理学院 教授 2017 年 9 月 18 日至 21 日

辛周平 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 2017 年 9 月 22 日

Matthew Turner 英国华威大学 教授 2017 年 9 月 25 日至 26 日

MASAKI SANO 东京大学 教授 2017 年 9 月 25 日至 26 日

Hugues Chate 法国萨克莱研究中心 教授 2017 年 9 月 25 日至 26 日

Christian Klingenberg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 教授 2017 年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3 日

陈焱来 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分校数学学院 教授 2017 年 12 月 13 日至 15 日

徐春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2017 年 12 月 25 日至 29 日

于玉国 复旦大学 研究员 2017 年 12 月 25 日至 29 日

斯白露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研究员 2017 年 12 月 26 日至 29 日

王凯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2017 年 12 月 26 日至 29 日

刘力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2017 年 12 月 27 日至 29 日

管吉松 清华大学 研究员 2017 年 12 月 27 日至 29 日

高尚邦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2017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

武志华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2017 年 12 月 29 日

郭增才 清华大学医学院 助理教授 2017 年 12 月 29 日

来访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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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新增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1项，其中新增面上项目9项，新增优秀青年基金项目1项，累计合

同金额661万。新增其他项目累计合同金额309万元，其中国防科研项目2项、横向项目2项、教育部

博士后科学基金3项，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1项。

科研
项目

高水平论文

序号 发表时间 论著（论文）名称 论著（论文）作者 发表载体 影响因子

1 2017 Granular materials flow like complex fluids B. Kou, Y. Cao , J.D. Li, C. Xia, Z. Li , H. 
Dong, A. Zhang, J. Zhang, W. Kob, Y. Wang Nature 40.137

2 2017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vibrational modes in a 2D 
amorphous solid

Ling Zhang, J. Zheng, Y. Wang, L. 
Zhang, Z. Jin, L. Hong, Y. Wang, J. 
Zhang

Nature 
Communications 12.124

3 2017 Hydrodynamic and entropic effects on colloidal 
diffusion in corrugated channels

X. Yang, C. Liu, Y. Li,  F. Marchesoni, P. 
Hänggi, H.P. Zha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661

4 2017 Dynamical Transition of Collective Motions in Dry 
Proteins

Z. Liu, J. Huang, M. Tyagi, H. O'Neill, 
Q. Zhang, E. Mamontov, N. Jain, Y. 
Wang, J. Zhang, J. C. Smith, L. Hong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8.462

5 2017 Ion structure near a core-shell dielectric 
nanoparticle M. Ma, Z. Gan, Z. Xu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8.462

6 2017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hippocampal theta-driving 
neurons—a time delayed mutual information 
approach

S. Li, J. Xu, G. Chen, L. Lin, D. Zhou, D. 
Cai Scientific Reports 4.259

7 2017 Topological vacancies in spherical crystals Z. Yao Soft Matter 3.889

8 2017
Nonlinear geometric optics method based mu
ltiscale numerical schemes for a class of highly 
oscillatory transport equations

N. Crouseilles, S. Jin, M. Lemou
Mathematical Models 
& Methods in 
Applied Sciences

2.86

9 2017

A stochastic Asymptotic-
Preserving scheme for a kinetic-
fluid model for disperse two-
phase flows with uncertainty

S.Jin, R. Shu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2.746

10 2017 A subset multicanonical Monte Carlo method for 
rare failure probability estimation X. Chen, J. Li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2.746

11 2017
On an adaptive preconditioned Crank–Nicolson 
MCMC algorithm for infinite dimensional Bayesian 
inference

Z. Hu, Z.W. Yao, J. Li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2.746

12 2017
An Asymptotic Preserving method for strongly 
anisotropic diffusion equations based on field line 
integration

M. Tang, Y. H. Wang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2.746

13 2017
Gamblets for opening the complexity-bottleneck 
of implicit schemes for hyperbolic and parabolic 
ODEs/PDEs with rough coefficients

H. Owhadi, L. Zhang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2.746

14 2017 Pointwise estimates for bipolar compressible Navier-
Stokes-Poisson system in dimension three Z. Wu, W. Wang Archive for Rational 

Mechanics and Analysis 2.392

15 2017

An Asymptotic-Preserving Stochastic 
Galerkin Method for the Semiconductor
 Boltzmann Equation with Random 
Inputs and Diffusive Scalings 

S. Jin, L. Liu
SIAM Multiscale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1.865

16 2017 Dynamic SPECT reconstruction with temporal 
edge correlation Q. Ding, M. Burger, X. Zhang Inverse Problems 1.620

备注：2017 关于论文、科研项目、教学等相关数据统计人员指学院 22 位固定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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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课程

2016-2017 年春季学期

2017-2018 秋季学期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人姓名 授课课时（学分） 授课学院 / 选课对象 授课学期

1 生物物理学 Jakob Ulmschneider 3 学分 物理与天文学院（本科生） 春季学期

2 大学物理 戴德昌 4 学分 工科平台（本科生） 春季学期

3 连续介质力学 胡丹 1.5 学分 致远学院（本科生） 春季学期

4 生物物理 胡丹 2 学分 致远学院（本科生） 春季学期

5 本科生研讨课 胡丹 2 学分 致远学院（本科生） 春季学期

6 数理统计 刘卫东 3 学分 致远学院（本科生） 春季学期

7 泛函分析 谢春景 4 学分 致远学院（本科生） 春季学期

8 应用数学方法 徐振礼 3 学分 数学科学学院（研究生） 春季学期

9 高等统计物理 姚振威 4 学分 物理与天文学院（研究生） 春季学期

10 软物质物理学导论 姚振威 3 学分 物理与天文学院（研究生） 春季学期

11 数值分析与程序设计 应文俊 3 学分 致远学院（本科生） 春季学期

12 计算数学选讲 应文俊 3 学分 致远学院（本科生） 春季学期

13 生物物理 张何朋 2 学分 致远学院（本科生） 春季学期

14 弹性介质力学 张何朋 1.5 学分 致远学院（本科生） 春季学期

15 物理学引论（II） 张洁 6 学分 物理学院（本科国际班） 春季学期

16 常微分与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张镭 3 学分 致远数学班（本科生） 春季学期

17 概率论 周栋焯 3 学分 致远学院（本科生） 春季学期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人姓名 授课课时（学分） 授课学院 / 选课对象 授课学期

18 大学物理 戴德昌 4 学分 工科平台（本科生） 秋季学期

19 热力学统计物理 洪亮 4 学分 物理与天文系（本科生） 秋季学期

20 高等计算方法 李敬来 3 学分 数学学院（研究生） 秋季学期

21 数学分析（3） 刘成杰 4 学分 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生） 秋季学期

22 高等数理统计 刘卫东 4 学分 数学科学学院（研究生） 秋季学期

23 概率论 唐敏 3 学分 工科平台 ( 本科生） 秋季学期

24 微积分一 ( 习题课 ) 王海涛 4 学分 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生） 秋季学期

25 数学分析 王维克 4 学分 致远学院（本科生） 秋季学期

26 流体力学 魏星 3 学分
物理与天文学院 / 数学科

学学院（研究生）
秋季学期

27 数学分析（III） 谢春景 5 学分 致远学院（本科生） 秋季学期

28 大学物理（助教） 徐恒 5 学分 物理与天文学院（本科生） 秋季学期

29 大学物理 I 习题课 徐恒 5 学分 数理平台（本科生） 秋季课程

30 科学计算选讲 徐振礼 2 学分 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生） 秋季学期

31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应文俊 3 学分 数学学院（研究生） 秋季学期

32 最优化方法 ( 留学生） 张小群 3 学分 面向全校留学生（研究生） 秋季学期

33 专业研讨课 周栋焯 1 学分 致远学院（本科生） 秋季学期

15



姓名 所属单位 授课时间 课程题目 备注

Boris N. 

Khoromskij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

科学数学研究所

2017 年

4月6日至12日

Short Course on Tensor Numerical 

Methods for Multidimensional PDEs

多维偏微分方程张量数值方

法短期课程

Venera 

Khoromskaia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

科学数学研究所

2017 年

4月6日至12日

Short Course on Tensor Numerical 

Methods for Multidimensional PDEs

多维偏微分方程张量数值方

法短期课程

Stefano 

Bianchini
意大利国际高等研究院

2017 年

6月12日至15日

Linear transport and ODEs for weakly 

regular vector fields

线性运动和弱正则矢量场的

ODE 系列讲座

Denis Serre 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校
2017 年

6月20日至23日

Divergence-Free Positive Symmetric 

Tensors. Applications to Fluid Dynamics
Denis Serre 教授系列讲座

周定轩 香港城市大学
2017 年

7月3日至7日

Short Course on Machine Learning 

Theory
机器学习理论短期课程

纪辉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17 年

7月3日至7日

Short Course on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Big Visual Data: A Data-

Driven Perspective

大视觉数据表示和处理

短期课程

Xiaolin 

Cheng

美国田纳西大学 / 橡树岭

国家实验室

分子生物物理学中心

2017 年

7月3日至4日
Protein dynamics, allostery and function

软物质与生物物理学

暑期班课程

Jay X. Tang 美国布朗大学
2017 年

7月3日至4日

Dynamic patterns and collective motion of 

self-assembled biomolecular systems and 

motile bacteria

软物质与生物物理学

暑期班课程

Alexei 

Sokolov

美国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

尔分校 / 橡树岭

国家实验室

2017 年

7月5日至6日
Polymer Dynamics

软物质与生物物理学

暑期班课程

Walter 

Schirmacher
德国美茵茨大学

2017 年

7月5日至6日

Theory of disordered condensed-

matter systems

软物质与生物物理学

暑期班课程

短期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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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所属单位 授课时间 课程题目 备注

Kia Ling Ngai 意大利比萨大学物理学院
2017 年

9月18日至21日
Glass transition dynamics K. L. Ngai 教授系列讲座

陈焱来
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

分校数学学院

2017 年

12月13日至15日

Short Course on Reduced Basis 

Methods
简化基础方法短期课程

徐春
中国科学院

神经科学研究所

2017 年

12 月 25 日

Context Processing and behavioral 

regulations
计算神经冬季班课程

于玉国 复旦大学
2017 年

12 月 25 日

Energy consumption of individual 

neurons and glial cells
计算神经冬季班课程

斯白露
中国科学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2017 年

12 月 26 日
Neural Network Models of Memory 计算神经冬季班课程

王凯
中国科学院

神经科学研究所

2017 年

12 月 26 日
Optical Neuroimaging 计算神经冬季班课程

刘力
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究所

2017 年

12 月 27 日

Visual learning and memory in 

Drosophila
计算神经冬季班课程

管吉松 清华大学
2017 年

12 月 27 日

Neural mechanisms of learning & 

memory
计算神经冬季班课程

高尚邦
华中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7 年

12 月 28 日

How we move our body, motor circuit 

and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计算神经冬季班课程

武志华
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究所

2017 年

12 月 29 日

Inhibitory neural networks and striatal 

oscillations
计算神经冬季班课程

郭增才 清华大学医学院
2017 年

12 月 29 日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working 

memory
计算神经冬季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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