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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别

学历

会员编号

中国共产党

研究生

S030003796M

身份证号

民族

党派

1989/01/01

姓名 景泽

博士毕业时间 2015-06-14

职称 准聘教授

学科方向 固体力学 研究方向

电磁固体力学

工作单位 西北工业大学 社会任职 无

手机 电子邮件 zejing@xidian.edu.cn

二、主要学历（从大学填写）

起止 专业学校院（系）序号 学位

-

兰州大学1 2006/09/01 理论与应用力学 学士2010/06/21-

兰州大学2 2010/09/01 固体力学 博士2015/06/14-

三、主要工作经历

年月

1 2015/09/14 讲师2021/02/2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 2019/09/30 访问学者2020/09/26- 英国剑桥大学

3 2021/03/01
准聘教授 (即将入职, 正办理

调动手续, 公示见附件)
- 西北工业大学

-

-

-

-

年月起止序号 职务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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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flux
avalanches in type-II superconducting
thin films under transient AC magnetic

fields

1
Superconduct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3: 084006论文
Ze Jing, Mark D. Ainslie

Numerical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s
on the mechanical failure of bulk

superconductors during
magnetization: based on the phase-

field method

2
Superconduct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3: 075009论文 Ze Jing

Thermal coupling effect on the vortex
dynamics of superconducting thin
films: time-dependent Ginzburg-

Landau simulations
3

Superconduct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1: 055007论文

Ze Jing, Huadong
Yong, Youhe Zhou

Influences of non-uniformities and
anisotropies on the flux avalanche

behaviors of type-II superconducting
films

4
Superconduct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9: 105001论文
Ze Jing, Huadong
Yong, Youhe Zhou

卷期页码
/专利状态

期刊名称/专利号序号 论文题目/专利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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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dritic flux avalanches and the
accompanied thermal strain in type-II

superconducting films: effect of
magnetic field ramp rate

5
Superconduct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8: 075012论文
Ze Jing, Huadong
Yong, Youhe Zhou

Vortex structures and magnetic
domain patterns in the

superconductor/ferromagnet hybrid
bilayer

6
Superconduct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7: 105005论文
Ze Jing, Huadong
Yong, Youhe Zhou

Flux-pinning-induced interfacial
shearing and transverse normal stress

in a superconducting coated
conductor long strip

7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112: 043908论文

Ze Jing, Huadong
Yong, Youhe Zhou

Theoretical modeling for the effect of
twisting on the properties of

multifilamentary Nb3Sn
superconducting strand

8
IEEE Transactions on

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

23: 6000307论文
Ze Jing, Huadong
Yong, Youhe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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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介绍候选人研究背景，研究方向与目标，重点介绍研究的创新性以及需要“托举”的需
求，如：专家智囊，学术交流机会等。简要说明推荐理由，以及候选人的亮点等，1000 字内）

        景泽博士长期致力于超导材料应用的力学支撑研究，取得的实质性突破成果获得了学界认
可与奖励。
        他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和面上基金以及国防项目等，发表SCI论文24篇，包括在超
导电工顶级国际期刊《超导科学与技术》发表8篇，获该期刊“Jan Evetts SUST Award 2020”的
唯一一等奖，为国内首位获奖者，被评价为“对超导力学行为的认知做出了独特的推动贡献
”。
        主要学术创新如下：
        1、建立的多场耦合模型及非线性高精度快速计算方法，解决了超导磁热不稳定性实验的模
拟难题。由此实现了瞬态交变电磁场下非均匀、各向异性超导薄膜磁通崩塌的理论预测，揭示
出了其形成与发展的物理机制，被英美等国学者评价为“再现了实验观测”、给出了“超导磁
热稳定性的重要深刻见解”，“揭示了奇异系统相关的磁通分叉模式”等。
        2、提出的超导层间应力表征公式及其力学理论模型，解决了开裂/脱层等破坏行为的应力
准确计算问题。建立的多级等效细观增量平均场模型，实现了对三维扭绞结构等效参数表征和
临界性能退化的有效预测，预测结果与实验吻合良好。建立的超导薄膜-基底力学模型和方法
，获得的强磁场下载流超导带材层间应力公式与脱层行为特征，被国际学者肯定为“提出了
⋯⋯一模型”并大篇幅直接采用。建立的磁化和损伤演化全耦合模型实现了强磁场下超导块材
裂纹萌生与磁场俘获能力关联的再现预测。
        3、发现了超导涡旋/反涡旋共存新现象并揭示出磁通动力学的关联调控机制。基于修正的
可变形超导体Ginzburg-Landau方程得到了变形与超导临界参数之间的关系；建立的超导/铁磁
双层薄膜模型及其涡旋运动分叉调控机制，被国外学者肯定“可以作为一种改变超导磁通运动
的机制”，发现的涡旋/反涡旋共存现象被英国知名超导学者Esching团队的实验证实。
        景泽博士敢于挑战难题、勇于创新。他针对超导材料这一高新技术中的一些深难问题开展
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已被国际学界认可，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能。为此
，特郑重推荐他参评本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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