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天航空学院 2021 年（第七届） 

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通知 

为促进全国高校大学生之间的交流，开阔青年学子的知识视野，了解前

沿动态，增进优秀大学生对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和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了解，感受浓厚的科研氛围，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将

于 2021年 7月 24日至 7月 25日举办“2021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 

在此次夏令营活动中，将通过专题介绍、学术讲座、互动交流等方式，

让同学们体验未来学术生涯的无穷魅力，结交学界挚友，深入了解航天航空学

院。此次夏令营也将作为我院 2022年研究生推荐选拔的途径之一。 

一、 活动形式及时间安排 

1. 全部活动线上举办，详情参见后续通知。 

2. 7 月 24 日：开营仪式、学院概况介绍、教授专业解读、专家学术报告、

优秀学子经验分享交流等； 

7月 25日：综合面试。 

二、招生人数：校外 200人（校内不限）。 

类型 专业 

学术型（硕博贯通、直博） 
力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专业学位 机械（航空工程、航天工程） 

三、活动内容 

1. 学院介绍：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的发展历史，以及人才培养、教学

和科研等情况。 

2. 国家重点实验介绍：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历史、研究方

向、研究成果、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等情况 

3. 专业宣讲会：由各系所负责人向学生介绍各专业的研究方向、专业实验室

的规模和研究生毕业去向等，使学生对各专业及研究方向有进一步了解。 

4. 知名教授学术前沿讲座：知名教授和学科带头人做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

解答学生疑惑、培养学生对科研工作的兴趣。 

5. 优秀航天学子经验分享交流。 



6.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西

迁纪念馆等宣传片观摩。 

7. 线上参加学院组织的相关面试。 

四、申请条件 

力学、航空航天、机械、能源动力、化工、材料、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

业背景的三年级在校本科生（2022 届本科毕业生），且学习成绩优异，前五学

期专业成绩满足： 

1. A类“双一流”建设院校，排名前 20%； 

2. B类“双一流”或“双一流”学科建设院校，排名前 10%； 

3. 非“双一流”院校，排名前 5%。 

（在科研、竞赛等方面有优异表现者，可适当放宽） 

4. 对航天航空领域的科学研究有浓厚兴趣，具有较强的科研潜力和团队协作

精神。 

五、报名申请流程 

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申请人登录“西安交通大学夏令营报名系统”

（http://yzbm.xjtu.edu.cn/）——阅读查看学院夏令营相关规定——注册获取报名

号——用报名号重新登录—填写报名信息、上传报名材料后保存提交。 

上传材料清单：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2021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申请表（参见附件,

含盖章）； 

 本科阶段成绩单 1份（加盖学校或学院教务部门公章）； 

 英语四、六级证书复印件或其他外语水平的证明材料； 

 其他证明材料（如已发表论文、专利、各类获奖或资格证书)； 

 身份证（正、反面）和学生证扫描件。 

【注意事项】 

所有报名材料请按上述顺序统一扫描整理到一个完整的 PDF 文档中并压缩

后上传（PDF文件请以“姓名+学校+报名学科”命名），材料力求精简，突出重

点，总页数最多不超过 20 页，英语水平证明和其他获奖证书建议采用缩印的形

式，图文清晰即可。 

 

 



六、资格审核 

  夏令营的材料审核与入营工作将于 2021年 7月 1日至 7月 15日进行，请申

请者密切关注并及时确认是否参加。入营名单及相关安排将在西安交通大学航天

航空学院网站上公布。届时未接到入营通知的同学皆为未入选者，不另行通知。 

七、优惠政策 

  学院将根据申请材料、面试成绩以及入营期间的表现，选拔合格的营员，提

供相应的研究生招生优惠政策。 

八、注意事项 

1. 未在规定时间内审核确认者视为自动放弃参加入营资格。 

2. 入选营员要求全程参加线上夏令营活动。 

3. 若发现申请材料弄虚作假，取消或追回申请人一切由此获得的权益，并保

留追诉的权利。 

九、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29-82668754              

学院主页网址：http://sae.xjtu.edu.cn/  

更多相关内容请留意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网站相关招生信息。 

                      

2021年西安交大航天学院夏令营交流 QQ群        2021年西安交大航天学院公众号 

（加群验证请求：姓名+学校）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2021年 5 月 20日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简介 

航天航空学院历史悠久，1923年建立高等力学实验室，1942年创办航空系。

2003年航空航天学院成立，2005年正式成立航天航空学院。学院拥有完善的本-

硕-博教育体系。有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和飞行器动力工程三个本科专

业。拥有力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航天工程、航空

工程两个专业学位授权点，设有力学、宇航两个博士后流动站。力学学科 2017

年成为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之一。 

学院拥有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力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教育部/外专局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2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 个，陕西省重

点实验室、研究中心 4个，建有国际工程教育中心、国际应用力学中心、丝绸之

路空天技术创新中心三个国际基地。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员工 179 人，其中教授 49人、副教授 44人、

副研究员 1 人，讲师 6 人、助理教授 40 人。国家杰青获得者 4 名、国家 973 项

目首席科学家 5人次、“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12名、博导 57名。100%教师具有博士学位、94%以上具有海外经历、30%教师从

哈佛、牛津、剑桥、东京大学等一流大学获博士学位，45岁以下教师近 60%。拥

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教育部创新研究团队和 2个 111 引智基地。 

学院以首席单位主持国家 973项目 5项，以及 863项目、国家重大专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等国家级科研项目 300余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

等奖 6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家科技发明奖 6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50余项；

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10余项。 

工程力学系创建于 1957 年，为我国成立最早的几个力学专业之一。我国首

批博士点（1981）、首批国家重点学科（1988），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力学排名全

国第三，A类学科，获批国家一流专业。本系现有教师 52名，其中教授 22名，

研究员 1 名等，拥有国家级人才 3 名、国家级青年人才 4 名、校青年拔尖人才

14 名等，培养高华健、锁志刚、陈政清等为代表的大批优秀人才。研究生主要

培养方向为固体力学、动力学与控制、流体力学、生物力学、交叉力学等。 

空天工程系办学历史可追溯于 1933年交通大学设立的航空门，1942年创办

的航空系，2005 年成立航天航空学院空天工程系。飞行器设计与工程本科专业

为国家一流专业、教育部特色专业。培养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学术型研究生、

机械（航天工程、航空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现有教师 40 余人，均具有博士

学位及海外留学、研究经历，其中杰青、长江、青千、跨世纪人才、博新计划人

才近 10 余人次，教授 13人、副教授 14人，45岁以下占 75%。 



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简介 

实验室的前身是 1985 年由原国家计委投资建设的首批国家重点实验室

—“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1988年建成并向国内外开放，2011

年科技部批准重建“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坚持“饮水

思源，和谐奋进”，经过 30 余年的建设、运行和发展，已成为我国力学领域基

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及高级力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在国内外享有良好

的声誉。 

实验室研究高端装备设计、制造与服役中的共性关键问题—“结构强度与振

动”，为提高机械结构的内在品质、效率及设计水平、确保装备安全，提供基础

理论、方法与技术，服务“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战略转变。聚焦能源动

力、航天航空装备等国家重大需求及世界科技前沿，围绕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的

基础理论、实验方法与技术、数值算法和软件等，实验室设立如下四个研究方向： 

1. 固体强度理论与失效机理 

2. 智能材料力学与结构多功能化 

3. 装备结构振动与可靠性评价 

4. 机电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实验室总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现有仪器设备总价值逾 2 亿元，其中 30 万元

以上大型精密仪器设备 63 台套（50 万以上 40 台套、100 万元以上 18 台套）。

实验室拥有亚洲唯一 MTS 双轴材料试验系统、自主研发亚洲最高（30m）落锤

冲击实验系统；建成从高温到低温、高速到低速、大载荷到小载荷的体系完整的

多场复杂加载、微观分析、无损检测、强度和振动实验系统。 

近年来，实验室从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东京大学等

国际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引进优秀人才 30 余名。现有固定研究人员 76 名，全部

具有博士学位。其中：50 岁及以下人员 57 人、占 75%，15 人在海外知名高校取

得博士学位。实验室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教育部创新研究团

队”（两个）和“国家外专局/教育部高校 111 引智计划”团队（两个）。形成了年

龄结构、学历结构和学缘结构合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队伍。 

实验室在国际交流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美、英、日、德等国家的一流大

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实验室实行“开放、流动、联

合、竞争”的运行机制，热忱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利用本实验室的先进仪器设备，

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 

实验室主页： 

http://mssv.xjtu.edu.cn/ 

http://mssv.xjt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