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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 本表应由申报者本人填写，用“宋体”五号字体。

二、 近 5年是指自 2016年 5月 1日起至今。

三、 本表填写时，所有列表均可增列。

四、 I-1 从事高等教育及科研工作经历“任职”是指当时本人所担任的专业技

术职务（职称）和行政职务。

五、 Ⅱ-1 近 5年发表（含在线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应按时间顺序由近

及远填写。备注栏中请填写刊物分区、检索情况、影响因子、SCI他引情况

等；署名次序栏中以分数形式“a/b”表示本人在成果中的署名次序，其中，a

表示本人署名第几，b表示该成果共计有几人署名，如“2/3”即表示“该成果共

有 3人署名，本人排序第 2”；且应附论文首页佐证证明材料。

六、 Ⅱ-2近 5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Ⅱ-3 近 5年取得的主要教学、科研

成果、Ⅱ-4 近 5年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Ⅱ-6 近 5年协助指导研究生情况

均需提供证书复印件或项目合同书或相关证明材料。

七、 所有证明材料均需加盖院系公章。

八、 已设立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学院，需对申请资料进行核查并提供审核意

见，未设立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学院，请参照《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指导教

师管理规定》第四十条组成评审小组履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职责。

九、 本表复制（复印时），需保持原格式不变，限用 A4纸双面打印，左侧双

钉装订整齐，提交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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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个人概况

姓 名 陈曦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91年 1月

职 称
研究助理教授/副研究员（副

高）
入职时间 2021年 7月 9日

院系名称 力学与航空航天工程系
硕导申报

一级学科
力学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工学博士学位，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2019
年 3月

国内外主要学术兼职

J. Sound Vib.、Nonlinear Dyn.、Proc. Inst. Mech. Eng.等 SCI
期刊的审稿人；中国振动工程学会转子动力学专业委员会

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
航空发动机结构振动、非线性动力学、振动控制、状态监

测与故障诊断

主要学习经历（自本科开始填写）

自何年何月 至何年何月 就读高校 所获学位

2008.09 2012.07 西北工业大学 工学学士

2012.09 2019.03 西北工业大学 工学博士

从事高等教育及科研工作经历

自何年何月 至何年何月 工作单位及部门 任职

2019.06 2021.06
南方科技大学力学与航

空航天工程系
博士后

2021.07 至今
南方科技大学力学与航

空航天工程系
研究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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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科学研究工作情况

Ⅱ-1 近5年发表（含在线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论文、专著

（论文限填写本人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学术论文）

序号 文章名称
刊物名称、卷（期）、页

码/出版社

发表

年月

署名

次序
备注

1

Dynamic behavior of a
flexible rotor system
with squeeze film
damper considering
oil-film inertia under

base motions

Nonlinear Dynamics,
Online published,

Springer
2021.10 1/3

SCI，JCR
Q1，

IF=5.022，
他引0次

2

Effects of journal static
eccentricity on dynamic
responses of a rotor
system under base
motions using FDM

inertia model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Online published,
Elsevier

2021.10 1/3

SCI， JCR
Q1，

IF=3.655，
他引0次

3

Effect of
flight/structural
parameters and

operating conditions on
dynamic behavior of a
squeeze-film damped
rotor system during
diving–climbing

maneuver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Part G-Journa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235(3), 308-338

2021.3 1/3

SCI ，JCR
Q4，

IF=1.056，
他引0次

4

Nonlinear responses
and bifurcations of a
rotor-bearing system
supported by squeeze
film damper with
retainer spring
subjected to base

excitations

Nonlinear Dynamics,
102(4), 2143–2177

2020.12 1/3

SCI，JCR
Q1，

IF=5.022，
他引2次

5

Dynamic modeling and
nonlinear analysis of a
rotor system supported
by squeeze film damper
with variable static
eccentricity under
aircraft turning
maneuver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485, 115551

2020.10 1/3

SCI， JCR
Q1，

IF=3.655，
他引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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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备注请填写刊物分区、检索情况、影响因子、SCI他引情况等

Ⅱ-2 近 5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主要完成人 转化或应用情况

1

2

3

注：转化或应用的成果包括：发明专利、咨询报告、智库报告、标准制定及其他原创性成果

6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a squeeze film

damped rotor system
considering

instantaneous static
eccentricity in

maneuvering flight

Proceedings of ASME
Turbo Expo 2020,
GT2020-14251

2021.01 1/4 EI

7

Steady-state
characteristics of a

dual-rotor system with
intershaft bearing
subjected to mass
unbalance and base

motions

Proceedings of ASME
Turbo Expo 2018,
GT2018-75215

2018.08 1/2 EI

8

Transient
characteristics of a

dual-rotor system with
intershaft bearing
subjected to mass
unbalance and base

motions during start-up

Proceedings of ASME
Turbo Expo 2018,
GT2018-75227

2018.08 1/2 EI

9

Effects of tightening
torque on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low

pressure rotors
connected by a spline

coupling

Transactions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34(5), 514-523

2017.10 1/3 EI

10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低压转子现场动平衡

级数

航空动力学报，

32(4), 808-819
2017.05 1/4 EI



5

Ⅱ-3 近5年取得的主要教学、科研成果

序

号
项目名称

成果鉴定、颁奖部

门及采用部门
时间 本人排序

1

2

3

Ⅱ-4 近5年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迄

时间

本人承担

经费

（万元）

本人承担任

务（负责人/
参与人）

1
机动载荷作用下弹性环式挤

压油膜阻尼器减振效果试验

研究

中国航发四川燃

气涡轮研究院

2021.03至
2022.10

220 负责人

2
试验器条件下考虑多种力学

参数影响的转子动力学特性

仿真方法研究

中国航发沈阳发

动机研究所

2020.08至
2022.10

75 负责人

3
飞行状态下燃气发生器转子

系统动力学特性研究及验证

中国航发湖南动

力机械研究所

2020.03至
2022.06

274 参与人

4
弹性环式挤压油膜阻尼器动

态响应仿真分析方法研究

中国航发四川燃

气涡轮研究院

2021.03至
2022.10

105 参与人

Ⅱ-5 目前讲授、助教或试讲的课程情况

序

号
年份

主讲、助教

或试讲课程名称
课时

授课对象

（本科生/硕士/博士）

备注

（校内/校外）

1

2

3

Ⅱ-6 近5年协助指导研究生情况

序

号
起讫时间 学生姓名

学生类型

（学硕/专硕/博士）
获学位单位

本人承担任务

（导师/副导师）

1
2018.09至
2020.06

刘一鸣
学硕

（已毕业）

哈尔滨工业

大学
副导师

2 2019.09至今 张博
博士生

（在读）
副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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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0.09至今 张旭
学硕

（在读）
副导师

4 2021.09至今 向凤光
博士生

（在读）
副导师

5 2021.09至今 李宏达
学硕

（在读）
副导师

Ⅱ-7 概述本人在教学和科研中的贡献和成果

（包括但不限于本人的主要研究方向或领域，取得的成果——主要完成项目、发表论文、专

著、专利、获奖情况的意义或影响；培养研究生的人数和质量；主讲课程、编写教材等情况）

本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航空发动机结构振动、非线性动力学、振动控制以及故障诊断等。

开展了多自由度基础运动激励条件下发动机转子系统动力学特性的系统性研究，为快速计算

复杂外部激励的系统动力响应提供了理论指导，揭示了基础转动角速度、简谐幅值及频率等

运动参数对单/双转子系统动力响应的影响。在机动飞行与阻尼器减振方面，做出若干创新性

工作，探究了转子—阻尼—支承系统的非线性振动特性，对高机动性的发动机转子系统动力

学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撑。提出机动飞行环境下高速转子系统稳定性与运动分岔研究方法，揭

示不稳定区域随运动频率的变化规律、不同运动状态之间的转化与关联。发展了柔性转子现

场动平衡理论，解决了转速波动时振幅和相位跳动问题，实现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整机高速

动平衡，为发动机减振起到关键作用，相关技术成果应用于大飞机发动机工程研制。

设计并组织建造了国内唯一的大型陀螺运动转子动力学试验台，实现偏航、俯仰、滚转

等多自由度耦合运动，为研究机动环境下发动机转子系统动力学特性提供了特色试验手段。

近2年，作为合同负责人主持2项军工科研项目，其中1项为型号研制项目，另1项为稳定

支持项目，经费共计295万元；并作为研究主持人负责2项军工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均为型

号研制项目，经费达379万元。

近5年，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国内外高水平SCI和EI论文10篇，其中SCI JCR 1区 4篇。

以第一发明人身份申请4项发明专利（已受理且公开），并已授权1项实用新型。多次参加燃气

轮机领域国际顶级会议ASME Turbo Expo并在大会上宣读论文。还担任J. Sound Vib.、

Nonlinear Dyn.、Proc. Inst. Mech. Eng.等SCI期刊的审稿人。

在南方科技大学进行博士后工作及任职研究助理教授期间，以副导师身份协助甘晓华教

授指导2名博士研究生，协助任光明教授指导3名硕士研究生，其中1名硕士生已顺利毕业，并

远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继续深造。此外，还协助甘晓华讲席教授修改专著《航空发动机工程

通论》的章节内容。

Ⅲ 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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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承诺：

申报表中所填信息真实可靠，若有虚假本人负责。

申请人签名： 日期：

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

分委会主席（或评审小组组长）签名： 日期：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主席（签章）：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