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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别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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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

民族

党派

1991/07/30

姓名 徐翱

博士毕业时间 2017-11-16

职称 副教授

学科方向 流体力学 研究方向 湍流结构和输运

工作单位 西北工业大学 社会任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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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近3年内回国且具有2年及
以上的海外经历

否 是否为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往届
入选者

否

二、主要学历（从大学填写）

起止 专业学校院（系）序号 学位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近代力学系1 2009/09/01 理论与应用力学 学士2013/07/01-

香港科技大学 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
系

2 2013/09/01 机械工程学 博士2017/08/31-

三、主要工作经历

年月

1 2017/10/06
博士后（Research

Associate）
2018/10/05- 香港科技大学 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系

2 2018/10/10 副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学院 流体力学系

-

-

-

-

-

-

年月起止序号 职务工作单位

一、个人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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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ristable flow states and reversal of the
large-scale circulation in two-

dimensional circular convection cells
1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2021, 910,
A33

论文
A. Xu; X. Chen; H.D.
Xi*.

Correlation of internal flow structure
with heat transfer efficiency in
turbulent Rayleigh-Bénard

convection

2 Physics of Fluids
2020, 32 (10),

105112论文
A. Xu*; X. Chen; F.
Wang; H.D. Xi*.

Transport and deposition of dilute
microparticles in turbulent thermal

convection
3 Physics of Fluids

2020, 32 (8),
083301

论文
A. Xu*; S. Tao; L. Shi;
H.D. Xi.

Statistics of temperature and thermal
energy dissipation rate in low-Prandtl
number turbulent thermal convection

4 Physics of Fluids
2019, 31 (12),

125101论文 A. Xu; L. Shi; H.D.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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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代表性工作（8项以内）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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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tice Boltzmann simulations of
three-dimensional thermal convective

flows at high Rayleigh number
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19, 140,
359-370

论文 A. Xu*; L. Shi; H.D. Xi.

Thermal effects on the sedimentation
behavior of elliptical particles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18, 126,
753-764

论文
A. Xu; L. Shi; T.S.
Zhao*.

Accelerated lattice Boltzmann
simulation using GPU and OpenACC

with data management
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17, 109,
577-588

论文
A. Xu; L. Shi; T.S.
Zhao*.

Lattice Boltzmann modeling of
transport phenomena in fuel cells and

flow batteries
8

Acta Mechanica Sinica 2017, 33 (3),
555-574

论文
A. Xu; W. Shyy; T.S.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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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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翱围绕“湍流结构和输运”这一流体力学核心问题开展基础研究。发表SCI论文29篇（其
中以第一作者身份在《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Physics  of  Fluids》等发表论文13篇
），SCI他引816次，h因子为17；研究成果被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英国皇
家工程院院士等著名学者正面评价。受邀为力学学会主办期刊《Acta Mechanica Sinica》撰写格
子玻尔兹曼数值模拟方法及其应用的综述，单篇引用108次并入选ESI高被引论文。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防科工局重大工程子课题、国防科工局重点实验室基金等科研项目。现任国际
权威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副编辑(Associate Editor)。主要学术贡
献为：

        一、热湍流中涡的演化规律方面，澄清了对大尺度环流反转起源的认识
        大尺度环流是热湍流系统中的重要拟序结构，其流动方向自发反转的起源存在争议。一种
观点认为角涡的生成和增长是引起流向反转的必备条件，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角涡对流系统中羽
流喷射亦可引起流向反转。徐翱发现，沿着对流腔体壁面的逆压梯度势必引起流动分离，对流
腔体中的角涡或二次涡是一种固有存在。在圆形对流腔体中，流动也并非完美的单涡结构，而
是由一个主涡和两个二次涡组成。二次涡增长破环了主涡，从而发生流向反转。相关结果发表
在《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2021）。

        二、湍流结构对热输运的调控方面，建立了流动模态与传热效率的对应关系
        热湍流在相同的控制参数下可能呈现出多个流动模态，然而系统在不同的流动模态下是否
具有相同的热输运特性尚不明确。徐翱通过对瞬时传热效率分布的统计分析，建立了对流系统
内部流动模态与全局传热效率的对应关系。给出了关于对流腔体内竖直双涡结构不利于传热、
而水平双涡结构利于传热的直接证据。相关结果发表在《Physics of Fluids》（2020），并入选
编辑精选（Editor’s Pick）。

        三、湍流结构对物质输运的调控方面，揭示了热湍流中颗粒输运和沉积的规律
        热湍流中颗粒输运和沉积的研究可为抑制机舱内病毒飞沫传播等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徐翱
确定了颗粒群悬浮状态关于颗粒大小和密度的变化规律，发现了颗粒群轨迹均方位移的各向异
性。颗粒倾向于跟随上升热羽流运动并沉积在较热的壁面，进一步得到了颗粒在壁面沉积位置
的相图。通过改变湍流场中大尺度环流的方向，可以改变颗粒沉积位置的空间分布，为控制颗
粒传输提供了新思路。相关结果发表在《Physics of Fluids》（2020）。

        徐翱继续上述研究将进一步提升我国青年学者的国际影响力。他所在团队与德国马普所
Eberhard Bodenschatz教授、荷兰屯特大学Detlef Lohse教授课题组联系紧密，“托举”将加深和
国际一流课题组的实质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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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奖推荐表附件材料

1、项目申报书（包括所有推荐人签字） （共1个附件）

   （1）项目申报书 - 合并签字.pdf

2、个人照片（共1个附件）

   （1）徐翱_照片.jpg

3、博士证书（共1个附件）

   （1）香港科技大学博士证书.pdf

4、其他佐证材料（共8个附件）

   （1）代表作1-JFM2021.pdf

   （2）代表作2-PoF2020.pdf

   （3）代表作3-PoF2020.pdf

   （4）代表作4-PoF2019.pdf

   （5）代表作5-IJHMT2019.pdf

   （6）代表作6-IJHMT2018.pdf

   （7）代表作7-IJHMT2017.pdf

   （8）代表作8-AMS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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