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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学历（从大学填写）

起止 专业学校院（系）序号 学位

-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1 2007/09/01 物理学 学士2011/07/05-

北京大学工学院2 2011/09/01 流体力学 博士2017/06/30-

三、主要工作经历

年月

1 2017/07/24 博士后2020/09/30-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机械工程系

2 2020/10/14 研究员- 北京大学工学院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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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material surfaces in the
temporal transition in channel flow1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793, 840-876
(2016)

论文
Yaomin Zhao, Yue
Yang, Shiyi Chen

Vortex reconnection in the late
transition in channel flow

2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802, R4 (2016)

论文
Yaomin Zhao, Yue
Yang, Shiyi Chen

Bypass transition in boundary layers
subject to strong pressure gradient and

curvature effects
3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888, A4 (2020)
论文

Yaomin Zhao, Richard
D. Sandberg

RANS turbulence model development
using CFD-driven machine learning4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411, 109413
(2020)

论文

Yaomin Zhao, Harshal
D. Akolekar, Jack
Weatheritt, Vittorio
Michelassi, Richard D.
Sandberg

卷期页码
/专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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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uous distortion of vortex surfaces in
the lateral growth of turbulent spots5

Physical Review Fluids 3, 074701
(2018)

论文

Yaomin Zhao, Shiying
Xiong, Yue Yang, Shiyi
Chen

Constrained large-eddy simulation of
laminar-turbulent transition in channel

flow
6 Physics of Fluids

26, 095103
(2014)

论文

Yaomin Zhao, Zhenhua
Xia, Yipeng Shi, Zuoli
Xiao, Shiyi Chen

Using a new entropy loss analysis to
assess the accuracy of RANS
predictions of an HPT vane

7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
142, 081008

(2020)
论文

Yaomin Zhao, Richard
D. Sandberg

Data-driven scalar-flux model
development with application to jet in

cross flow
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147, 118931
(2020)

论文

Jack Weatheritt,
Yaomin Zhao, Richard
D. Sandberg, Satoshi
Mizukami, Koichi
Tani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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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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耀民博士基本情况介绍：20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获流体力学博士学位，导师为陈十
一院士和杨越教授，学位论文《壁流动转捩的拉格朗日研究》获中国力学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2017年7月至2020年9月，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20年10月加入北京大
学工学院，现任助理教授、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及创新成果：
赵耀民博士主要关注以航空发动机内流为背景的关键流体力学问题，采用前沿的高精度数值模
拟方法、并行计算技术及机器学习方法，在边界层转捩、湍流工程建模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
新成果，在流体力学、计算物理、叶轮机械等领域顶级期刊发表了多篇论文。主要创新成果包
括：
    1） 航空发动机内流的高精度数值模拟：候选人采用GPU加速技术高效优化计算流体力学程
序，实现了实际工况下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的超大规模直接数值模拟，模拟的精度和规模均位
于国际领先水平，多次获得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瑞士国家超算中心等欧美顶尖超算中心的
项目支持；
    2） 边界层转捩机理研究：采用拉格朗日涡动力学等方法，针对边界层转捩这一流体力学和
航空航天工程中的关键问题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揭示了由槽道流和平板边界层中的自然
转捩，到高雷诺数涡轮叶片边界层中的旁路转捩等不同转捩现象的关键机理；
    3） 数据驱动的湍流工程建模：基于高精度流场数据库，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开展数据驱动的
湍流模型开发。基于基因表达算法，开创了结合雷诺平均模拟和机器学习算法的模型训练框架
，成功开发出适用于工程应用的高预测精度湍流模型.

候选人亮点及推荐理由：
    候选人关注航空发动机这一“卡脖子”领域，针对航发内流这一典型复杂工程流动开展了一
系列研究，实现了由高精度数值模拟、流动机理研究到湍流模型开发的完整框架。研究主要亮
点包括：采用GPU加速技术和机器学习等新技术，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先进性；针对边界层转
捩这一重要问题开展深入研究，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深度；基于流动机理开发工程湍流模型
，研究具有很强的工程应用前景。
    在前期研究中，赵耀民博士展现了明确的研究目标、清晰的研究思路和较强的创新精神，具
备了独立开展研究的能力和可预期的科研潜力。另外，赵耀民博士于2020年底回国工作，现未
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迫切需要学会专家的指导以及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对“托举”具有现
实需求。综合以上理由，特此推荐。

推荐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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