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数学和力学》第 ４３ 卷总目次
（２０２２年）

刘小靖　 周又和　 王记增　 小波方法及其力学应用研究进展 １（ １ ）

孙文静　 王毅泽　 压电超材料梁中弹性波带隙特性与界面传输的主动控制 １（ １４ ）

蒋睿嵩　 徐萌波　 张　 帆　 胡伟鹏　 邓子辰　 航天器中精密器件布局的保结构优化 １（ ２６ ）

李嘉钰　 陈梦成　 王开心　 基于剪切效应纤维梁单元的结构非线性有限元数值模拟 １（ ３４ ）

王金城　 关　 晖　 卫志军　 吴锤结　 壁面结构对三维可压缩气泡群影响的数值模拟研究 １（ ４９ ）

梁　 佳　 高　 明　 陈　 露　 王东民　 王治云　 章立新　 基于格子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方法的液滴撞击具有

　 　 　 　 不同润湿性孔板的研究 １（ ６３ ）

王沐晨　 李立州　 张　 珺　 黄钰棋　 张　 林　 石　 玥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气动力降阶模型的

　 　 　 　 翼型优化方法 １（ ７７ ）

杨　 静　 谈文慧　 魏周超　 Ｖａｌｌｉｓ 系统的不变代数曲面研究 １（ ８４ ）

赵　 玮　 任凤丽　 基于自适应控制的四元数时滞神经网络的有限时间同步 １（ ９４ ）

马丽新　 刘　 晨　 刘　 磊　 基于 ａｃｔｏｒ⁃ｃｒｉｔｉｃ 算法的分数阶多自主体系统最优主⁃从一致性控制 １（ １０４ ）

石金诚　 一类热弹性板的空间衰减估计 １（ １１５ ）

唐颖卓　 卢光宇　 蔡国平　 基于绳索作动器的大型太空望远镜桁架结构的振动主动控制 ２（ １２３ ）

芦泽阳　 李树江　 王向东　 计及位置不确定的喷雾机喷杆系统仿形姿态渐近跟踪控制 ２（ １３２ ）

杨宇娇　 徐慧东　 张建文　 离散动力系统 １ ∶ ２ 共振情形下的余维二分岔反控制 ２（ １４２ ）

关玉铭　 戈新生　 基于非约束模态的中心刚体⁃Ｔｉｍｏｓｈｅｎｋｏ 梁动力学建模与分析 ２（ １５６ ）

张　 博　 史天姿　 张贻林　 孙东生　 袁从敏　 丁　 虎　 陈立群　 旋转输液管动力稳定性理论

　 　 　 　 分析 ２（ １６６ ）

郑素佩　 李　 霄　 赵青宇　 封建湖　 求解二维浅水波方程的旋转混合格式 ２（ １７６ ）

魏剑英　 葛永斌　 一种求解三维非稳态对流扩散反应方程的高精度有限差分格式 ２（ １８７ ）

曹　 娟　 任凤丽　 Ｍａｒｋｏｖ 切换时滞基因调控网络的均方同步和随机无源同步 ２（ １９８ ）

周　 军　 张　 健　 杨顺枫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路由器随机建模与收敛性分析 ２（ ２０７ ）

吴　 迪　 李小林　 时间分数阶扩散波方程的无单元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法分析 ２（ ２１５ ）

王亚辉　 求解双曲守恒律方程的三阶修正模板 ＷＥＮＯ 格式 ２（ ２２４ ）

潘俊杰　 刘焕文　 李长江　 周期排列抛物形系列沟槽引起的线性水波 Ｂｒａｇｇ 共振及共振相位

　 　 　 　 上移 ３（ ２３７ ）

刘　 浩　 娄　 钦　 黄一帆　 Ｔ 型微通道内液滴在幂律流体中运动机理的格子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方法

　 　 　 　 研究 ３（ ２５５ ）
１



白　 羽　 方慧灵　 张　 艳　 Ｏｌｄｒｏｙｄ⁃Ｂ 流体绕拉伸楔形体的非稳态滑移流动与传热分析 ３（ ２７２ ）

孙　 强　 彭东升　 张义明　 董庆辉　 岳前进　 吴　 峰　 阎　 军　 钟万勰　 悬链式单点系泊浮筒

　 　 　 　 主尺度可行域研究 ３（ ２８１ ）

周　 杰　 赵婷婷　 陈青青　 王志勇　 王志华　 基于 ＧｏｏｇＬｅＮｅｔ 的混凝土细观模型应力⁃应变

　 　 　 　 曲线预测 ３（ ２９０ ）

李利萍　 唐　 垒　 潘一山　 邰英楼　 张海涛　 基于 ＦＬＡＣ⁃３Ｄ 砂岩块体超低摩擦鞭梢效应研究 ３（ ３００ ）

马　 明　 李明东　 郎钞棚　 张京伍　 万愉快　 刚性挡墙绕底转动时的非极限主动土压力数值解 ３（ ３１２ ）

史小波　 高　 英　 拟凸函数的近似次微分及其在多目标优化问题中的应用 ３（ ３２２ ）

肖文可　 陈星玎　 求解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问题的重启 ＧＭＲＥＳ 修正的多分裂迭代法 ３（ ３３０ ）

柳　 冕　 程　 浩　 石成鑫　 一类非线性时间分数阶扩散方程反问题的变分型正则化 ３（ ３４１ ）

欧阳柏平　 具有空变系数源项的半线性 Ｍｏｏｒｅ⁃Ｇｉｂｓｏｎ⁃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方程全局解的非存在性 ３（ ３５３ ）

徐晓建　 邓子辰　 基于简化的应变梯度理论下 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 板模型边值问题的提法及其应用 ４（ ３６３ ）

胡启平　 陈　 哲　 周　 娟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力学下框筒结构剪滞翘曲位移模式研究 ４（ ３７４ ）

葛仁余　 张佳宸　 马国强　 刘小双　 牛忠荣　 微分求积法分析平面接头应力奇异性 ４（ ３８２ ）

曾维鸿　 傅卓佳　 汤卓超　 水槽动力特性数值模拟的新型局部无网格配点法 ４（ ３９２ ）

毛良杰　 张孝诚　 薛继彪　 詹　 宁　 刘　 君　 隔水管注气双梯度钻井井筒参数计算研究 ４（ ４０１ ）

王小霞　 含非线性阻尼的 ２Ｄ ｇ⁃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解的一致渐近性 ４（ ４１６ ）

姬安召　 王玉风　 张光生　 不对称裂缝单井渗流模型的 Ｇｒｅｅｎ 函数构造方法 ４（ ４２４ ）

闫琴玲　 唐三一　 基于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 前向方程评估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疫情的动态变化 ４（ ４３５ ）

李雅芝　 刘利利　 登革热传播模型的最优综合控制研究 ４（ ４４５ ）

陈乾君　 蒋　 媛　 刘子建　 谭远顺　 具有 Ｇｉｌｐｉｎ⁃Ａｙａｌａ 增长的随机捕食⁃食饵模型的动力学行为 ４（ ４５３ ）

沈旭辉　 具有梯度源和非局部源的反应扩散方程解的爆破时刻下界 ４（ ４６９ ）

彭世彬　 郭　 瑞　 冯上升　 金　 峰　 主动冷却点阵夹层防热结构温度响应计算模型 ５（ ４７７ ）

刘　 鑫　 吴倩倩　 于国财　 吴林志　 碳纤维 ／树脂基复合材料曲壁蜂窝夹芯结构的三点弯曲

　 　 　 　 性能 ５（ ４９０ ）

郭　 凡　 杨　 操　 郭　 锐　 姜　 炜　 超轻碳气凝胶的机械鲁棒性增强策略及其应用 ５（ ４９９ ）

邓　 健　 肖鹏程　 王增贤　 邵光冉　 卢天健　 基于黏聚区模型的 ＥＮＦ 试件层间裂纹扩展分析 ５（ ５１５ ）

林　 臻　 吴九汇　 含间隙非线性弹性超材料的低频宽带机理 ５（ ５２４ ）

杨　 航　 马　 力　 多材料点阵结构的热可编程力学行为 ５（ ５３４ ）

张　 杰　 张　 赛　 高伟业　 胡世旺　 汪振毅　 多孔介质热弥散系数的分形模型 ５（ ５５３ ）

高伟业　 张　 赛　 张　 杰　 胡世旺　 汪振毅　 含湿相变粗糙多孔材质的热质耦合分形研究 ５（ ５６１ ）

杜志鹏　 张　 磊　 谌　 勇　 华宏星　 泡沫覆盖层对水下爆炸气泡射流防护机理缩比试验研究 ５（ ５６９ ）
２

Ｉｎｄｅｘ⁃Ａｐｐｌ．Ｍａｔｈ．Ｍｅｃｈ． ｔｏ Ｖｏｌ．４３（２０２２）



严　 浩　 代胡亮　 王　 琳　 倪　 樵　 气⁃液横向流动下悬臂柱体结构涡激振动机理研究 ５（ ５７７ ）

王　 奇　 朱寅鑫　 牛培行　 刘少宝　 柔性扑翼翼型的气动性能仿真分析 ５（ ５８６ ）

齐子涵　 吴志强　 焦云雷　 贾文文　 Ｘ 构型张力非线性系统共振激励下的拍振现象 ６（ ５９７ ）

张尚元　 聂玉峰　 李义强　 ＲＢＦ⁃ＰＵ 方法求解二维非局部扩散问题和近场动力学问题 ６（ ６０８ ）

史美娇　 徐慧东　 张建文　 双侧弹性约束悬臂梁的非光滑擦边动力学 ６（ ６１９ ）

丁洁莹　 薛　 峰　 苟晓凡　 考虑磁通流动效应的超导薄膜基底结构界面断裂行为研究 ６（ ６３１ ）

张炳彩　 丁生虎　 张来萍　 一维六方准晶双材料中圆孔边共线界面裂纹的反平面问题 ６（ ６３９ ）

张东东　 栾福强　 赵礼辉　 郑　 玲　 基于变体积约束的阻尼材料微结构拓扑优化研究 ６（ ６４８ ）

周保良　 李志远　 黄　 丹　 二维瞬态热传导的 ＰＤＤＯ 分析 ６（ ６６０ ）

李　 静　 孙桂全　 靳　 祯　 种内竞争时滞对植被周期振荡模式的影响研究 ６（ ６６９ ）

冯欣怡　 孙祥凯　 不确定信息下分式半无限优化问题的近似最优性刻画 ６（ ６８２ ）

曹晓春　 荆文君　 靳　 祯　 基于白噪声的网络传染病模型动力学分析 ６（ ６９０ ）

陈虹伶　 李小林　 分数阶 Ｃａｂｌｅ 方程的有限点法分析 ６（ ７００ ）

李　 亮　 石瑞芳　 林建忠　 气固两相弯管湍流场中圆柱状颗粒取向和沉积特性的研究 ７（ ７０７ ）

袁嘉瑞　 丁　 虎　 陈立群　 微曲输流管道振动固有频率分析与仿真 ７（ ７１９ ）

李迎雪　 王浩原　 娄　 钦　 含多个矩形加热器通道内流动沸腾传热性能的介观数值方法研究 ７（ ７２７ ）

薛江红　 何赞航　 夏　 飞　 李泽嵘　 金福松　 杨　 鹏　 基于偶应力理论微纳米 Ｍｉｎｄｌｉｎ 板的尺度

　 　 　 　 效应分析 ７（ ７４０ ）

徐　 华　 曹　 政　 邹云鹏　 杨绿峰　 裂纹面分布加载裂尖 ＳＩＦｓ 分析的广义参数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单元 ７（ ７５２ ）

吴雨程　 殷　 红　 彭珍瑞　 基于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和提升小波变换的随机模型修正 ７（ ７６１ ）

陈海玉　 徐福卫　 细观等效理论预测再生混凝土宏观力学参数 ７（ ７７２ ）

郑丽颖　 杨永清　 许先云　 基于时变拓扑结构的二阶多智能体系统采样一致性 ７（ ７８３ ）

罗美铃　 李高西　 黄应全　 刘丽颖　 存零约束优化问题的序列二次方法 ７（ ７９２ ）

王亚辉　 基于新的参考光滑性指示子的改进的三阶 ＷＥＮＯ 格式 ７（ ８０２ ）

李远飞　 Ｋｅｌｌｅｒ⁃Ｓｅｇｅｌ 趋化模型解的全局存在性和爆破时间的下界估计 ７（ ８１６ ）

卢　 恋　 任伟新　 王世东　 基于分数阶 Ｆｏｕｒｉｅｒ 变换的结构瞬时频率识别 ８（ ８２５ ）

王启生　 蒋建平　 李庆军　 江国期　 邓子辰　 空间机器人组装超大型结构的动力学分析 ８（ ８３５ ）

董方方　 喻　 斌　 赵晓敏　 陈　 珊　 双移动机械臂空间协作动力学建模研究 ８（ ８４６ ）

张宇航　 刘文光　 刘　 超　 吕志鹏　 圆锥角对功能梯度壳非线性振动响应的影响 ８（ ８５７ ）

郭　 鹏　 唐荣安　 孙小伟　 洪学仁　 石玉仁　 非线性弹性杆波动方程的显式精确解 ８（ ８６９ ）

崔春丽　 徐耀玲　 预测纳米纤维复合材料有效弹性性能的界面模型和界面相模型 ８（ ８７７ ）

马永斌　 李东升　 考虑记忆效应及尺寸效应窄长薄板的磁－热弹性耦合动态响应 ８（ ８８８ ）
３

《应用数学和力学》第 ４３ 卷总目次（２０２２ 年）



孙凤琪　 连续综合控制系统的状态反馈广义 Ｈ２ 控制 ８（ ９０１ ）

刘飞扬　 李　 兵　 混合时滞复值神经网络的事件触发状态估计 ８（ ９１１ ）

周艳平　 王　 珣　 别群益　 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 方程温和解的全局适定性 ８（ ９２０ ）

王霄婷　 龙宪军　 彭再云　 求解非单调变分不等式的一种二次投影算法 ８（ ９２７ ）

赵　 珂　 陈昌义　 席炎炎　 黄东威　 吴　 锋　 钟万勰　 控制棒下落与流体流动的耦合状态方程

　 　 　 　 及其保辛算法 ９（ ９３５ ）

刘慧敏　 蒲学科　 等离子体中双流体模型的调制逼近 ９（ ９４４ ）

饶　 凯　 谢志辉　 关潇男　 孟凡凯　 戈延林　 射流通道内方柱发热器件的几何设计 ９（ ９５５ ）

朱帅润　 李绍红　 钟彩尹　 吴礼舟　 时间分数阶的非饱和渗流数值分析及其应用 ９（ ９６６ ）

彭梦瑶　 顾水涛　 周洋靖　 王世猛　 冯志强　 基于 ＬｉＴｏＳｉｍ 平台的疲劳寿命评估 ＬｔｓＦａｔｉｇｕｅ

　 　 　 　 软件开发及应用 ９（ ９７６ ）

卓英鹏　 王　 刚　 齐朝晖　 张　 健　 节点参数含应变的空间几何非线性样条梁单元 ９（ ９８７ ）

潘先云　 余江鸿　 周枫林　 非齐次弹性力学问题双互易边界元方法研究 ９（１００４）

李　 悦　 蒋戎戎　 蒋　 涛　 基于耦合纯无网格方法时间分数阶下孤立子波碰撞过程的数值模拟

　 　 　 　 研究 ９（１０１６）

伍　 康　 吕毅斌　 石允龙　 王樱子　 有界多连通区域数值保角变换的 ＧＭＲＥＳ（ｍ）法 ９（１０２６）

梁　 青　 一类带扰动的随机脉冲泛函微分方程解的渐近性 ９（１０３４）

曹艳华　 张姊同　 李　 楠　 时空多项式配点法求解三维 Ｂｕｒｇｅｒｓ 方程 ９（１０４５）

齐　 进　 吴锤结　 可压缩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的时空耦合优化低维动力系统建模方法 １０（１０５３）

贺啸秋　 熊永亮　 徐　 顺　 彭泽瑞　 陈　 波　 底部加热肥皂泡上准二维湍流的数值模拟 １０（１０８６）

王　 强　 徐　 涛　 姚永涛　 高超声速流动与换热数值仿真研究 １０（１１０５）

陶　 然　 周焕林　 孟　 增　 杨小猛　 基于响应面法和改进算术优化算法的抱杆优化设计 １０（１１１３）

李　 情　 陈莘莘　 基于重构边界光滑离散剪切间隙法的复合材料层合板自由振动分析 １０（１１２３）

雷　 剑　 谢宇阳　 姚明格　 何玉明　 变截面二维功能梯度微梁的振动和屈曲特性 １０（１１３３）

彭旭龙　 黄海平　 李进宝　 陈　 央　 陈子光　 变厚度各向异性功能梯度转动圆盘的弹性分析 １０（１１４６）

陈　 妍　 时间周期的离散 ＳＩＳ 模型的传播动力学 １０（１１５５）

宋　 雪　 杨赟瑞　 杨　 璐　 带有外部输入项的时间周期 ＳＩＲ 传染病模型的周期行波解 １０（１１６４）

田　 娅　 秦　 瑶　 向　 晶　 一类带有变指数非局部项的反应扩散方程解的爆破行为 １０（１１７７）

刘静静　 孙峪怀　 一类分数阶修正的不稳定 Ｓｃｈｒöｄｉｎｇｅｒ 方程的新精确解 １０（１１８５）

黄　 钦　 余凌峰　 陈　 凯　 相变材料耦合冷板电池热管理系统的优化设计 １１（１１９５）

张新春　 王俊瑜　 汪玉林　 黄子轩　 王　 凯　 覃江毅　 基于膜力因子法的方形锂离子电池

　 　 　 　 冲击动力响应研究 １１（１２０３）
４

Ｉｎｄｅｘ⁃Ａｐｐｌ．Ｍａｔｈ．Ｍｅｃｈ． ｔｏ Ｖｏｌ．４３（２０２２）



严浩源　 赵天阳　 刘晓川　 丁肇豪　 计及多重阻塞的电动汽车移动储能特性建模 １１（１２１４）

郝俊红　 邬学峰　 张师宁　 田　 亮　 戈志华　 基于标准热阻的多类储热材料归一化动态表征

　 　 　 　 及应用 １１（１２２７）

黄　 河　 高佳徐　 任智彬　 赵　 明　 内三角管式快速蓄放热单元的肋片拓扑优化 １１（１２３８）

杨小虎　 李少丹　 陈　 凯　 第二类边界条件下固液相变问题的改进型准稳态近似解 １１（１２４９）

杨国欣　 郑世风　 李定玉　 李卫国　 考虑损伤判据温度相关性的相场法模拟氧化铝热冲击

　 　 　 　 裂纹扩展 １１（１２５９）

毛晓敏　 张慧华　 纪晓磊　 韩尚宇　 基于 ＸＦＥＭ 和 ＧＡ⁃ＢＰ 神经网络的裂纹智能识别研究 １１（１２６８）

王　 兰　 董宜平　 曹进德　 基于准 ＡＲＸ 模型和 ＳＶＲ 算法的非线性系统切换控制 １１（１２８１）

刘杨秀　 胡彦霞　 带参数时空分数阶 Ｆｏｋａｓ⁃Ｌｅｎｅｌｌｓ 方程的精确解 １１（１２８８）

崔建譞　 石成鑫　 柳　 冕　 程　 浩　 具有 Ｒｏｂｉｎ 边界条件的时间分数阶扩散方程的源项辨识

　 　 　 　 问题研究 １１（１３０３）

杜　 晨　 彭雄奇　 变厚度连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铺层设计优化方法 １２（１３１３）

杨启航　 李林安　 李利青　 米少瑄　 基于变分模态分解的结构裂纹识别 １２（１３２４）

张　 洁　 李新颖　 杨宗凯　 达　 虎　 时滞对磁通耦合及化学耦合神经元分岔及同步的影响 １２（１３３６）

李　 煦　 苏　 睿　 张　 欢　 翁倩茹　 江晓禹　 微裂纹群对主裂纹尖端损伤行为的影响 １２（１３４７）

李　 山　 李　 晔　 基于立体视觉和波浪理论的波面测量方法初探 １２（１３５９）

孔祥伟　 刘祚才　 靳彦欣　 川渝裂缝性地层自动压井环空多相压力波速特性研究 １２（１３７０）

庄　 昕　 刘付军　 孙艳萍　 王惠玲　 非等温黏弹性聚合物流体圆柱绕流的高精度数值模拟 １２（１３８０）

赵丽志　 冯晓莉　 一类随机对流扩散方程的反源问题 １２（１３９２）

宫赤坤　 汝青杨　 袁立鹏　 死区输入下未知严格反馈非线性系统自适应约束控制 １２（１４０２）

乔心州　 陈永婧　 刘　 鹏　 方秀荣　 粒子群优化与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相结合的结构非概率可靠性

　 　 　 　 分析 １２（１４１２）

沈世磊　 宋传静　 广义算子下约束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系统的 Ｎｏｅｔｈｅｒ 定理 １２（１４２２）

５

《应用数学和力学》第 ４３ 卷总目次（２０２２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