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明 

 

2004 3

 

2018 4  

2

017 12 31

 

20

17 12 31 ― ‖ 2013 1 1 201

7 12 31  

 

 

A4

 

 



1 

 

Ⅰ  

I-1  

2000  

 

合肥工业大学于 1986 年获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现有 16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与能源动力

专业学位相关的一级学科博士点有 3 个，分别为电气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和土木工程，3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都有 8 年以上的博士生培养经验，其中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二级学科为国

家重点学科。1997 年取得工程硕士招生资格，与能源动力相关且具有 8 年以上的工程硕士培

养经验的授权领域有 5 个。 

近 5 年来，本专业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20 余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我校排

名第三，第一、二完成单位分别为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南京南瑞集团公司）、以第一完成

单位在能源动力专业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 

（一）办学定位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满足国家在重大工程项目和重要科技

攻关项目对高层次工程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求，扎根中国大地，瞄准本领域工程科技和工

程管理国际前沿，为工程人才培养、工程科学研究、工程项目承接、工程伦理和文化传承

创新等方面营造一流环境，培养理论基础厚、创新能力强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以全面提高能源动力领域工程科技和工程管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

养能力为核心，培养具有能源动力技术领域内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具备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新以及组织实施高水平工程技术项目等能力

的德才兼备、能力卓越、自觉服务国家的骨干与领军人才，在推动能源动力产业发展和工

程技术进步方面做出创造性成果。 

（三）社会与区域发展需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能源动力领域已经在理论层面上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技术问题与工程实践问题。培养具有组织实施本领域内相

关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工程项目的能力的领军型人才已成为推动我国在本专业领域内全面

进步的急迫任务。安徽省是创新型试点省，拥有淮南、淮北的大规模煤炭资源，马鞍山作

为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合肥市建有国家综合科学中心，在能源开发及利用、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绿色智能建筑等领域具有非常好的地域优势，急需大批工程技术领军人才。  

（四）师资力量 

本专业依托电气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管理科

学与工程等相关优势学科，经过多年的创新发展，在能源动力领域形成了一支素质高、能

力强、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包括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千

人计划专家在内的专任教师 29 人；有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维江、中国工程院院士汤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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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阳光电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仁贤等行业领军专家的行业导师 18 人。所有教师均主持过

或作为主要骨干参加过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要工程类科技项目，行业导师全部具有 15 年

以上工程实践经验。 

（五）人才培养 

全面贯彻和落实研究生指导教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严把研究生培养质量保

证体系的建设主体，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等方面开展了研究与实践，

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4 项。 

近 5 年来，在能源动力专业学位领域累计培养了博士 161 人，工程硕士 1200 余人，毕

业生受到了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 

（六）科研和实践平台 

依托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省部

级科研基地，近 5 年承担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科研项目，总经费年均 3625

万元，其中重大或重点工程类项目年均 2467 万元，专任教师年人均 125 万元，目前正在承

担和参与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0 余项；技术成果应用于数百家企业。 

学校与相关行业骨干企业建有 16 个研究生联合培养和校外实践基地，行业导师全面参

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实践、论文开题、中期检查、以及论文指导与答辩全过程。 

（七）思想政治和社会责任教育 

本专业全面坚持立德树人，将思想教育贯穿于高层次工程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全过

程，全面落实和加强社会责任教育和工程伦理教育。 

本专业建立了完善的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教育制度，加强对学生进行科学精神、科学

道德、学术规范、学术伦理和职业道德教育。在培养过程中安排必修环节，培养和锻炼学

术作风严谨、理论功底扎实、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研究生学术队伍，营造良好的学术研

究氛围和制度环境，促进学术进步和科技创新。 

在社会责任教育上力求达到学以致用、学以致胜，做到‚知行合一‛，鞭策学生在学

习生活中深怀‚工业报国‛之志，秉承‚厚德、笃学、崇实、尚新‛的校训，贯彻‚勤奋、

严谨、求实、创新‛的校风，始终以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为己任，发扬严谨踏实，低调勤

勉的学风，深刻理解个人奋斗与实现伟大中国梦的辩证统一关系。 

（八）质量保障 

本专业明确学校、学院、指导教师等在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中的职责，充分发挥

学校工程类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等组织在质量保证方面的作用。

建有完备的工程博士培养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机制、规章制度和奖助体系，在工程博士的

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大纲、优质师资配备、生源质量要求等都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 

综上所述，合肥工业大学在能源动力专业已经具有培养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

的专门知识以及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新和组织实施高水平工程技术项目

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的能力，具备了培养工程博士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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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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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开发及利用 

办学定位：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紧密围绕国家在电气设备制造、电网运行与规划、新能

源利用及并网发电、电能高效利用等方面的工程需求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培

养本专业领域科研创新能力强和能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并自觉服务于国家的高层次专

门人才。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高尚品格和人文综合素养，掌握能源开发及利用领域内坚实宽广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科学探索精神、科技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团队组

织能力，具有组织实施本领域内相关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工程项目的能力，成为能够

胜任本领域内及相关领域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和管理的德才兼备，能力卓越，自觉服

务国家的骨干与领军人才。 

社会和区域发展需求：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接入电网技术、能源的高效利用技术、电气设备制造的技术已

经在理论层面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技术问题与工程实践问题。培

养具有组织实施本领域内相关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工程项目的能力的领军型人才已成

为推动我国在本专业领域内全面进步的急迫任务。 

师资队伍和科研水平： 

本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支以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千人计划

专家为学科带头人的理论知识扎实、国际视野宽广、工程经验丰富、年龄结构合理的

高水平师资队伍。本领域从相关学科遴选专任教师 9 人，行业教师 6 人。行业导师包

括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维江、中国工程院院士汤广福、合肥阳光电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曹

仁贤等行业领军专家。陈维江院士在我校建有高电压与绝缘实验室和科研团队，倡议

并成立了雷电科学与防护工程协同创新联盟，我校为联盟秘书长单位，共同进行科学

研究和人才培养。 

本领域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86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重要

科技攻关项目和多项企业重大委托课题，获得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奖励，形成了以

新能源综合利用的发电装备制造、电能高效利用技术、智能电网和微电网技术、飞行

器雷电防护等专业领域特色。 

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状况： 

在工程类人才培养中，全面落实双导师制，行业指导教师全面参与工程类人才培

养的专业实践、论文开题、中期检查、以及论文指导与答辩全过程。在本专业领域，

在进行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强调专业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通过我国特高压领域的飞速发展等具体案例，培养学生的―四个自信‖。通过杰出校友

在校期间学习、生活事迹的讲解，使学生了解并传承本学位授权点长期以来形成的严

谨、务实、勤奋、创新的科研和实践风格。 

科研和实践平台： 

本专业领域拥有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教育部光伏

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基地，和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等相

关骨干企业联合建有多个研究生合作培养基地。 

质量保障： 

本专业领域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在招生选拔、专任和

行业导师遴选、课程教学、导师指导、学术训练、学术交流、分流淘汰、实践培训、

论文质量、奖助体系、学风教育、管理服务、就业发展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可有效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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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材料与 

器件 

办学定位：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面向我国能源领域的重大需求、面向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国际科技前沿，结合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理论与方法，培养德

才兼备、能力卓越、自觉服务国家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推动新一代能源材料与器件的

发展。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具备坚

实的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工程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

神和创业意识，能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从事产品研发、工程设计、生产管理、科

学研究等方面工作的骨干与领军人才。 

社会与区域发展需求： 

能源动力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和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随着世界经济的不

断发展，人类社会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多，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化石能源的储量逐

渐消耗殆尽。传统能源的高效洁净利用及具有清洁、低碳、可再生等优势的太阳能、

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安徽省是创新型试点省，合肥市建有国家综合科学中心，急需大批新能源

材料与器件的骨干和领军人才。 

师资队伍和科研水平： 

依托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等相关优势学科，经过多年的创新发展，

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形成了一支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青年千人计划和国家优青

获得者组成的素质高、能力强、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本领域从相关学科遴选专任教

师 7 人、行业导师 5 人，所有教师均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干参加过国家或省部级重大、

重要工程类科技项目，行业导师全部具有 15 年以上工程实践经验。 

近 5 年来，在新型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形成了显著特色和优势。承担国家科技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重点项目多项以及一批重大横向合作项目。年均发表 SCI 论

文 120 余篇，年均申请或者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0-50 项，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和良好产业化前景的科研成果。材料科学进入全球 ESI 排名 1%行列。 

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状况： 

本专业领域始终坚持立德树人，该专业将思想政治和社会责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

养的全过程，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获多门国家级

和省级精品课程，安徽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和教学团队，2 个本科专业通过国家级工程

教育认证，入选―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注重培养学生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自觉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具备良好职业操守，在安全、环

境和社会等方面具有高度责任感。 

科研和实践平台：  

学科拥有有色金属与加工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高性能铜合金

及成形加工工程研究中心、安徽省可控化学与材料化工重点实验室等多个国家级、省

部级科研与实践基地，和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股份公司、中盐安徽红四方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等相关骨干企业联合建有多个研究生合作培养基地。 

质量保障： 

本专业领域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从事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培养。在招生选

拔、导师遴选、课程教学、导师指导、学术训练、学术交流、分流淘汰、实践培训、

论文质量、奖助体系、学风教育、管理服务、就业发展等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

度，可有效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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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智能建筑 

办学定位： 

本专业领域紧密围绕国家重大绿色智能建筑需求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牢

固树立科学人才观，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养本领域科研创新能力强和能解决行

业关键技术问题，并自觉服务于国家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具有相

关工程领域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把握国际产业及行业技术发

展动向，具备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绿色智能建筑工程技术创新和重大项目工

程管理等能力的德才兼备，能力卓越，自觉服务国家的骨干与领军人才。 

社会和区域发展需求： 

随着我国建筑规模的扩大和工程结构使用功能的提高，现代智能建筑和结构工程

正在朝着绿色节能、环保、智能化的方向迅速发展。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关键科学与

技术问题的研究，如绿色建筑与智能结构、结构智能监测与控制、装配式建筑模块化

设计和住宅产业化技术体系等已成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需求，我国亟需培养更

多的绿色智能建筑领域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师资队伍和科研水平： 

本专业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支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

工程入选者为学科带头人的理论知识扎实、国际视野宽广、工程经验丰富、年龄结构

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本领域从相关学科遴选专任教师 7 人、行业导师 4 人，所有

教师均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干参加过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要工程类科技项目，行业

导师全部具有 15 年以上工程实践经验。 

近 5 年，在绿色智能建筑领域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和一批横向企业委托类

项目，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良好产业化前景的科研成果，获得多项省部级

以上科研和教学奖励。 

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状况： 

本专业学位领域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思想教

育渗透于培养全过程，在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创新人才质量标准及质量

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开展持续的研究与实践。 

开展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工作，建立导师是研究生立德树人和思想政治教

育的第一责任人制度。实行专职辅导员和导师兼职辅导员相结合，通过思想政治课程、

职业诚信教育、制度建设、规范学术活动等多种方式加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科研实践平台： 

本专业领域拥有安徽土木工程结构与材料省级实验室、土木工程防灾减灾安徽省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安徽省 2011 协同创新计划―先进钢结构技术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

心‖。本专业学位领域现有实验室面积超过 6000 平米，拥有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等

多个校外实践基地，相关实验室及校外实践基地可以为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有力

的支撑。 

质量保障： 

本专业领域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在招生选拔、专任和

行业导师遴选、课程教学、导师指导、学术训练、学术交流、分流淘汰、实践培训、

论文质量、奖助体系、学风教育、管理服务、就业发展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可有效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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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源管理 

办学定位：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面向我国能源管理重大战略需求，面向能源管理世界科

技前沿，深度融合现代工程管理理论、方法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

能力卓越，自觉服务国家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环境下的能源管理

创新。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具备坚

实的工程管理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能源管理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现状和

趋势，以及具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德才兼备、能力卓

越、自觉服务国家的骨干与领军人才。 

社会和区域发展需求：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能源系统深度融合，能源系统加快向交互化、网络化、绿

色化和智能化发展，智慧能源管理是具有能源生产、输送、使用和储能体系协调发展、

集成互补特征的智慧能源服务系统，能够不断增强供需交互响应能力，加快催生能源

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智慧能源管理是促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推动能源

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背景

下，我国亟需培养更多的智慧能源管理高端人才，为我国在能源科技前沿和能源工程

技术领域占据制高点以及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撑。 

师资队伍和科研水平： 

该专业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支以中国工程院院士为带头人的素质高、能力强、结构

合理的师资队伍，本领域从相关学科遴选专任教师 6 人，行业教师 3 人。近年来，该

领域教师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5 项，承担

国防军工重点项目、国家 863 计划、军委科技委前沿创新项目、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

等 30 余项。研究成果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状况： 

该专业领域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将思想政治和社会责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

过程，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等方面开展了研究与实践，近年来

获多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该专业领域有完备的工程博士培养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机

制、规章制度和奖助体系。 

科研和实践平台： 

本专业领域建有―智能决策与信息系统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过程优

化与智能决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家 111 计划创新引智基地等科研基地，与国

家电网公司、苏州济中节能服务公司、合肥优尔电子有限公司等多家大中型能源企业

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为工程博士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支撑。 

质量保障：  

本专业领域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在招生选拔、专任和

行业导师遴选、课程教学、导师指导、学术训练、学术交流、分流淘汰、实践培训、

论文质量、奖助体系、学风教育、管理服务、就业发展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可有效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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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5  

姓名 张兴 性别 男 
年龄

（岁） 
55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学术头衔 中达学者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合肥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2003 
招生方向 能源开发及利用 所在院系 

电气与自动化

工程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教师基本情况、教学经验、行业实务经历、学术水平、海外经历、

代表性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 300 字） 

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智能光伏发电及其逆变控制技术、超大容量风力发电及其

变流控制技术、分布式发电及其电力电子化稳定控制技术、储能系统及其虚拟同步发电机控制、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技术。学术兼职包括中国电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力电子学会

常务理事，中国电源学会新能源电能变换技术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主持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 项；产学研项目经费 2000 余万元；2014 年被评为安徽省师

德标兵；获台达环境与教育基金会 2010 年度中达学者称号。与全球顶尖逆变器厂商——阳光电

源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了长期而富有成效的产学研合作，实现了光伏、风电、储能及新能源发电变

流器的产业化，取得了优良的社会经济效益。 

拟承担新能源电力系统与发电装备制造方向的课程讲授和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Analysis and Control of Neut

ral Point Voltage for Transfor

merless Three-Level PV Inver

ter in LVRT Oper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

onics, P2347-2359  
201601 通讯作者 

电力电子技术 
科学出版社（‚十二五‛普通高等教

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201507 第一主编 

永磁同步全功率风力发电变

流器及其控制 

电子工业出版社（国家十二五重点图

书出版计划项目） 
201611 第一主编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电网

技术与装备‛课题 

分布式光储发电集群灵活并网关键

技术及示范 
201607-201906 135 

横向委托项目 
三电平光伏模组多目标优化控制及

测试技术 
201508-201808 22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中压三电平永磁全功率风电变流器多

目标优化及双模式并网控制研究 
201701-202012 34.4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09-201712 电力电子技术 44 本科生 

201309-201712 高等电力电子技术 32 硕士生 

201309-201712 现代电力电子专题 32 博士生 

注：1.本表可复制。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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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5  

姓名 苏建徽 性别 男 
年龄

（岁） 
55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学术头衔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合肥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2003 
招生方向 能源开发及利用 所在院系 

电气与自动化

工程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教师基本情况、教学经验、行业实务经历、学术水平、海外经历、

代表性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 300 字）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合肥工业大学能源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光伏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副主

任，国家‚111‛工程‚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创新引智基地‛国内专家。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

事，光伏专委会委员，中国《太阳能学报》和《太阳能杂志》编委。讲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

科生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太阳能发电技术和电力变换控制技术等，承担和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

科技、省级攻关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如‚大型光伏并网示范电站‛、‚光伏并网

功率调节系统的研究‛、‚高压大功率变频节能装置‛、‚微网系统中逆变电源的组网控制及稳

定性研究‛等项目。 

拟承担新能源电力系统与发电装备制造方向课程讲授和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规模化分布式光伏发电接入

配电网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6 第三完成人 

Research on power scheduling 

strategy for microgrid in 

islanding mode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on 

Electrical Energy Systems, 

2017(9).  

2017 第二作者 

Soft-switching single-stage 

three-level power amplifier for 

high-voltage audio distribution 

systems 

Electronics Letters, 2016, 

52(21):1797-1799. 
2016 第二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智能电网技术与装备‛专项 

270kW 高能量效率液流电池储

能模块 
201707-202106 365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智能电网技术与装备‛专项 

中压与低压分布式光伏直流变换

器研制 
201807-202106 98.56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2017 可再生能源及其应用 20 研究生 

2013-2017 现代电机理论及控制系统 16 研究生 

2013-2017 现代电力电子技术应用 16 研究生/本科生 

注：1.本表可复制。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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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5  

姓名 张卫新 
性

别 
女 

年龄

（岁） 
49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学术头衔 获国务院政府津贴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2000 年 12 月 
招生方向 

新能源材料与

器件 
所在院系 化学与化工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教师基本情况、教学经验、行业实务经历、学术水平、海外经历、

代表性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 300 字） 

博士，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香港科技大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作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的设计、制备过程技术、性能调控与产业化关键技术研发。主持完成

国家及省部级研究课题10余项，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Angew. Chem. Int. Ed.、Adv. Funct. Mater.、

J. Power Sources等上发表SCI论文100余篇、EI论文80余篇，论文他引3200余次。获安徽省科学技

术二等奖（第一完成人）、第十一届安徽青年科技奖等。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4项（10项授权），其

中2项专利有偿转让给相关企业。作为安徽省―115‖产业创新团队建设工程―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的制

备技术及产业化‖主持人，参与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股份公司研究开发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制备

技术已应用于该企业的工业化生产，并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上成功应用。正在与中盐安徽红四方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攻关研发锂离子电池三元正极材料。已培养博士、硕士共计40余人。 

拟承担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方向的课程讲授和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A general and mild approach to c

ontrollable preparation of mangane

se-based micro- and nanostructure

d bars for high performance lithiu

m-ion batteries 

Angew. Chem. Int. Ed. 2016, 55, 366

7-3671. 影响因子 12.102, 他引次数 2

8. 

2016 通讯作者 

Self-sustained cycle of hydrolysis 

and etching at solution/solid interf

aces: a general strategy to prepare

 metal oxide micro-/nanostructured

 arrays for high-performance elect

rodes 

Angew. Chem. Int. Ed. 2015, 54, 393

2-3936. 影响因子 12.102, 他引次数 1

2. 

2015 通讯作者 

Controllable preparation of multish

elled NiO hollow nanospheres via

 layer-by-layer self-assembly for s

upercapacitor application 

J. Power Sources 2014, 26, 24-31. 影

响因子 6.945, 他引次数 126, ESI 高倍

引论文 

2014 通讯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

计划培育项目 

一维富锂锰基正极材料介尺度结构演

化过程机制与调控规律（91534102） 
201601-201812 67 

安徽省科技计划项目 
锂离子电池镍钴锰三元正极材料制备

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1501021013） 
201501-201812 27 

合肥市研究院研发资金项目 
高比容量三元材料锂离子电池制造与

产业化 
201501-201712 10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09-201712 高等反应工程 32/年 博士生 

201309-201712 化学反应工程（II） 32/年 硕士生 

201309-201712 化学反应工程 56/年 本科生 

注：1.本表可复制。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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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5  

姓名 任伟新 性别 男 
年龄

（岁） 
58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学术头衔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中南大学/桥梁与

隧道工程/1993 
招生方向 绿色智能建筑 所在院系 

土木与水利工程

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教师基本情况、教学经验、行业实务经历、学术水平、海外经历、

代表性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 300 字） 

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绿色智能建筑中桥梁结构振动与稳定研

究工作。十余年来针对环境激励下智能建筑健康监测中的工作模态参数识别、结构损伤识别和有

限元模型修正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共计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35 篇，

SCI 他引次数达 1000 余次。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10 余项，横向科研项目 40 余项。获得省部级

科学技术二等奖 4 项。连续四年入选爱思唯尔发布的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2016 年入选上海软

科与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合作发布的‚全球土木工程学科高被引学者‛名单。共计指导毕业博士后

11 人，博士 28 人，硕士 75 人。在读博士生 10 人，硕士生 21 人。 

拟承担绿色智能建筑方向的课程讲授和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

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土木工程结构时变参数识别及模型

修正理论研究 

安徽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自然科学） 
201501 排名第一 

A synchrosqueezed wavelet transfor

m enhanced by extended analytical

 mode decomposition method for d

ynamic signal r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SOUND AND VI

BRATION，2013 年 332 

卷 6016-6028 

页，SCI 他引 10 次 

201310 通讯作者 

Circularly-symmetric complex norm

al ratio distribution for scalar trans

missibility functions. Part I: Found

amental 

Mechanical System and Signal Pr

ocessing, 2016 年，Vol.80, pp.58-

77, SCI 他引 8 次。 

201609 通讯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2011 协同中心、重点项目 
先进钢结构技术与产业化协同创

新中心 
201501-201812 200 

安徽省高速控股集团（横向课题） 芜湖二桥健康监测系统设计与研究 201509-201812 13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基于三角小波有限元的桥梁稳定
极限承载力自适应计算理论研究 

201501-201812 83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09-201712 前沿讲座 16 硕士研究生 

201309-201712 桥梁结构系统识别 32 硕士研究生 

    

注：1.本表可复制。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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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5  

姓名 吴红斌 性别 男 
年龄

（岁） 
46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学术头衔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合肥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2005 
招生方向 智慧能源管理 所在院系 

电气与自动化

工程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教师基本情况、教学经验、行业实务经历、学术水平、海外经历、

代表性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 300 字） 

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能源互联网中分布式发电微电网、冷热电联供、可再生能

源等多能协同优化、经济调度和运行控制等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国系统仿真学会电力系统仿真专

业委员会委员。讲授硕士研究生、本科生课程等。主持/参与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863‛

项目、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

科研启动基金等和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项目等多项横向委托项目。2006-2007 年获国家留学基金资

助在康奈尔大学从事访问学者研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 60 余

篇；授权发明 10 项；软件著作权 2 项。获安徽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 

拟承担智慧能源管理方向的课程讲授和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Dynamic economic dispatch of 

a microgrid: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solution algorith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al 

Power & Energy Systems, P336–346,  

他引 27 次 

201412 第一作者 

计及可入网电动汽车的微网

系统经济调度 

电力系统自动化，P77-89， 

他引 24 次 
201405 第一作者 

一种应用于微电网中混合储

能的有功分级分配方法 
发明专利，ZL 201310704296.0 201509 第一发明人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电网

技术与装备‛专项 
城区用户与电网供需友好互动系统 201607-202006 

国拨：100 

配套：99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横向委托项目 

适应能源互联网的配电网规划设计

与运行控制技术研究 
201805-202005 119.9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横向委托项目 
主动配电网柔性互联技术研究 201804-202004 49.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03-201307 电力系统自动装置 32 本科生 

201503-201507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48 本科生 

201504-201707 电力系统暂态分析 32 硕士研究生 

注：1.本表可复制。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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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4 10  

  
 

( ) 
 

 

 
 

 

 

200  

1 陈维江 60 
能源开发

及利用 

中国科学

院院士 

国家电网公司 

副总工程师 
36 

国家电网公司副总工程师。潜心于雷电接闪放电理论与防护技术研发，

其成果在电力、轨道交通等系统广泛应用，2008 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 1 项（排名 1）；全过程参与我国特高压输电技术研发与应用，作为国

家 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主持攻克了特高压电磁与绝缘特性基础难题， 

2012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 项（排名 2），2013 年获中国电力杰出

贡献奖；2013 年获聘为中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家；获国家发明专利 23

项，发表 SCI、EI 论文 80 余篇。 

2 汤广福 52 
能源开发

及利用 

中国工程

院院士 

全球能源互联网研

究院副院长 
27 

“先进输电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

国工程院第九届―光华工程科技奖（青年奖）‖获得者。主要从事超特高

压灵活交流输电技术 、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和直流

电网技术。 

3 汤涌 59 
能源开发

及利用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总工 
35 

电网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国家电网公司优秀青年科技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

从事电力系统仿真技术与软件开发、电力系统运行分析、电力系统稳定

控制等领域的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

奖 4 项，主编行业标准 2 项，出版专著 5 部，授权发明专利 50 余项，发

表论文 180 余篇。 

4 王伟胜 50 
能源开发

及利用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新能源研究所所

长 

26 

国家 863 计划先进能源技术领域主题专家组成员、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

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新能源发电及并网领域的科研、咨

询与管理工作。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科技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和重大

工程咨询项目，研究成果得到广泛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励 10 项。 



14 

 

5 宋金保 51 
新能源材

料与器件 

高级工程

师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

能源有限公司副总

裁、总工程师 

28 

长期从事锂离子电池及材料的研究和产业化，主持和参与国家科技攻关

计划《高性能二次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LiMn204》、国家 863 项目《合

肥市环境工况下新能源汽车适配技术研究》、《锂离子电池全产业链工

艺技术与正负极匹配技术研究》等项目的研究工作。以第一完成人获安

徽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安徽省新兴产业领域

领军人才。 

6 董泽友 45 
新能源材

料与器件 

高级工程

师 

铜陵纳源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 
19 

长期从事能源材料的技术开发与生产管理，担任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铜陵纳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致

力于电池级磷酸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持建设了年产 10000 吨磷酸

铁生产线。 

7 殷永高 58 
绿色智能

建筑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33 

现任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池州长江公路大桥现场

指挥部副指挥长，负责马鞍山长江大桥、望东长江大桥、池州长江大桥

的建设及科研工作。历任安徽省公路勘测设计院桥梁室副主任、安徽省

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处总工程师、安徽省华运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曾荣获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安

徽省公路学会交通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特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第四届全国公路科技创新高层论坛优秀论文奖和―第五

届中国公路百名优秀工程师‖荣誉称号，2009 年获得安徽省享受政府特殊

津贴人选，2014 年获得享受国务院津贴人选。主持的马鞍山长江公路大

桥获得第 33 届国际桥梁大会（IBC）乔治•理查德森奖及 2016 年中国建

筑工程优质奖鲁班奖。 

8 丁大益 53 
绿色智能

建筑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五洲设计院院长 
28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科技带头人，五洲设计院院长，钢结构技术中心主任。

主持国家重点及省部级项目 100 多项，参编国家标准图集 9 部，发表论

文 50 余篇。获国家级科学技术二等奖 1 项，安徽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 

http://www.baidu.com/link?url=IKfI-evFuuj4uPiooT98hqH8_xqt36kUWpR88ajKsflpO7-YoXgrsFYgnBconcXlu0kKOjkhxcdE3U-Xhr_Kzx6ZyvAMXOiAAHOF5ziq674oFBTVoAxLb8cgMHKPT3ZU8Mi7UeBBB3g8ZM6gt6KDeAQ3eaxinriEwuwXbyRiVo1hefBzLVhIJJP0GAvRUveiBEVpnUtttwmgCS3Vl7qMuhq3BKgrri3o7TonJYoIepe&wd=&eqid=9a390f1f00086710000000035b9e4edb
http://www.baidu.com/link?url=IKfI-evFuuj4uPiooT98hqH8_xqt36kUWpR88ajKsflpO7-YoXgrsFYgnBconcXlu0kKOjkhxcdE3U-Xhr_Kzx6ZyvAMXOiAAHOF5ziq674oFBTVoAxLb8cgMHKPT3ZU8Mi7UeBBB3g8ZM6gt6KDeAQ3eaxinriEwuwXbyRiVo1hefBzLVhIJJP0GAvRUveiBEVpnUtttwmgCS3Vl7qMuhq3BKgrri3o7TonJYoIepe&wd=&eqid=9a390f1f00086710000000035b9e4e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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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孙华东 43 
智慧能源

管理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科技部主任 
17 

中国电机工程杰出青年工程师、国家电网‚十大专业领军人才‛、IEEE 

Senior Member、CIGRE 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会员，IEC 可再

生能源并网技术分委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青年与教育委员会委员，

中电联电力试验分会常务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力系统稳定分析

与控制、高比例新能源并网安全分析与控制、电力电子化电力系统稳定

特性分析与控制等。主持或主要参与国家 973 计划、863 计划、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 10 项，国家电网公司科

技重大专项等 30 余项。 

10 曹仁贤 50 
智慧能源

管理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合肥阳光电源公司

董事长 
26 

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电源学会

副理事长，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安徽省光伏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理事长，安徽省可再生能源电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获 2014 年度

安徽省重大科技成就奖，主持承担了 20 多项国家‚十五‛、‚十一五‛

等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主持起草了 3 项国家标准，

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和专利。带领团队研制的太阳能、风能、储能产品

的技术性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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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2 10  

 
   

 

100  

1 
新能源发电系统中

的电力电子技术 
专业必修课 

张兴 

苏建徽 

教授（博导）主讲。该门课程主要讲授新能源发电系统

中所涉及的电力电子器件和拓扑、调制与控制方法、相

关的电力电子装置的原理及应用等。以课堂讲授为主，

并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行汇报和交流。主讲

教师在讲授理论的基础上，强化理论和实践结合，学生

通过课堂授课、汇报交流、研究报告等掌握相关知识。 

2 
可再生能源及其应

用专题 
专业必修课 

张国荣 

茆美琴 

教授（博导）主讲。该门课程主要讲授可再生能源并网

及其应用，以课堂讲授为主，并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研

究方向进行汇报和交流。主讲教师在讲授理论的基础

上，强化理论和实践结合、课堂讲授与课后研究结合、

多媒体教学与文献阅读报告结合，教学效果优良。 

3 
新能源材料化学工

程 
专业必修课 张卫新 

教授（博导）主讲。以课堂讲授为主，授课方式：理论

授课+课堂讨论+小论文相结合。材料化学工程是将传统

化学工程与材料学科交叉融合，以化学工程为基础和手

段，面向能源和环境的需求，利用信息技术提供的计算

模拟和文献检索，进行规模化地制备和应用新材料，建

立通过产品工程的研究解决化学工程所面临挑战的重

要方法。 

 

4 高等结构动力学 专业必修课 王佐才 

教授（博导）主讲。以课堂讲授为主，本课程为土木结

构研究方向基础课程，是开展土木结构动力灾变，结构

振动能力收集应用等研究方向的重要基础课程。主讲教

师在讲授理论的基础上，强化理论和实践结合、课堂讲

授与课后研究结合、多媒体教学与文献阅读报告结合，

教学效果优良。 

5 
工程管理理论与方

法 
专业必修课 

蒋翠清 

余本功 

教授（博导）主讲，行业教师讲授应用专题。以课堂讲

授为主，采用课堂教学、案例教学、现场教学等授课方

式，将工程管理前沿理论、方法、工具与能源动力领域

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工程管理能力。课程授课效果良好，

为工程管理人才培养提供知识支撑。 

6 
新能源接入电网分

析 
专业选修课 

李生虎 

吴红斌 

教授（博导）主讲。该门课程主要讲授新能源（光伏、

风电、储能等）接入电网后对系统的稳态、暂态行为分

析。主讲教师在讲授理论的基础上，强化理论和实践结

合，课堂教师以讲授为主，课后学生通过仿真验证所学

知识，学生提交调研报告、分析报告等完成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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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能源化学与化工 专业选修课 杨则恒 

教授（博导）主讲，行业教师讲授应用专题。以课堂讲

授为主，授课方式：理论授课+课堂讨论+小论文相结合。

利用化学化工理论与技术解决能量转换、能量储存及能

量传输问题，包括化石资源优化利用，超级电容器、锂

离子电池、燃料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的开发利用。 

8 氢能源安全与利用 专业选修课 王昌建 

教授（博导）主讲。以课堂讲授为主，授课方式：理论

授课+课堂讨论+小论文相结合。主要依托安徽省氢安全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开展氢能源的安全利用，以及对建

筑物的安全影响的教学工作。 

9 
新能源车辆动力学

与控制 
专业选修课 卢剑伟 

教授（博导）主讲，帮助研究生掌握新能源车辆系统动

力学与控制的基础理论，并具备对新能源车辆系统进行

建模与分析、仿真计算与实验和系统设计的初步能力，

以满足新能源车辆工程领域的创新型高级工程技术人

才培养的需求。 

10 企业管理与新思维 专业选修课 吴慈生 

教授（博导）主讲。采用系列讲座方式，通过丰富的案

例，讲解企业发展与管理思维、战略管理与新思维、组

织管理与新思维、领导与新思维、控制与新思维等相关

知识，旨在传授企业管理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企业管

理思维水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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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3 10  

   
 

/  
 100  

1 

物联网智能

信息感知关

键技术及应

用 

邓芳明 
电气工程，工学博士 

（201309/201807） 
201505 

成果获得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科学技术奖

技术发明二等奖，针对无源超高频射频识

别传感器标签大规模运用的需求,采用中

芯国际 0.35μm 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CMOS)工艺设计并制造了一种低成本、

低功耗的湿度传感器。团队负责人为导师

何怡刚。博士期间发表 SCI 论文 7 篇，申

请发明专利 4 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 2

项）。 

2 

光伏发电系

统容量可信

度评估 

徐志成 
电气工程，工学博士 

（201209/201708） 
201706 

该成果从模型搭建、评估方法研究、不确

定评估及改善措施等方面进行光伏发电

容量可信度，可以为电力系统规划尤其是

电源规划提供重要的工程参考。在读期间

发表包括 IEEE Trans.收录的 SCI/EI 论文

10 篇，授权发明专利 3 项，2 次获得博士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7 年安徽省品学兼

优毕业生。 

3 

物联芯温室

智慧种植云

管家 

荣慧慧 
电气工程，工学硕士 

（201209/201507） 
201409 

成果获得首届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

大赛银奖，团队指导老师为李奇越。该项

目运用多种相关技术将温室、用户、云端

平台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用户仅通过手机

就可以远程监控温室大棚环境参数、农作

物生长情况和农业设备运行状况等。参加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 

4 

无刷直流电

机抑制转矩

脉动的新方

法 

黄辉 
电气工程，工学硕士 

（201409/201707） 
201605 

该成果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无刷直流电机

转矩脉动抑制的新方法，创造性的将

CLARKE 变换引入到无刷直流电机换相

过程中，得到了抑制转矩脉动的一般性约

束条件。其成果发表于《中国电机工程学

报》和《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SCI 一区期刊），申请发明

专利一项。同时，该成果被用于浙江三木

机电有限公司的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超

过了德国 EBM 电机的噪音控制水平。 

5 

风/光/负荷典

型场景缩减

方法及在电

网规划中的

应用 

解蛟龙 
电气工程，工学硕士 

（201409/201707） 
201610 

该成果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k-means 聚类算

法进行典型场景缩减，分别用于大电网风

电接纳计算和微网经济运行优化。该成果

发表在《中国电机工程学报》、《电力自

动化设备》等期刊，并用于国家‚863‛

项目。在读期间，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斛兵英才‛、‚联发科技‛和‚科威尔‛

奖学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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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elf-sustained 

cycle of 

hydrolysis and 

etching at 

solution/solid 

interfaces:A 

general strategy 

to prepare metal 

oxide 

张颖朦 
材料化学工程，工学博

士（201109/201607） 
201510 

该成果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水解-刻蚀自维

持‖循环的微纳多级结构阵列生长方法，并

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博士期间参与了国

家自然基金项目研究，获得了研究生科技

标兵，两次国家奖学金，联合利华-英国皇

家化学会国际研讨会墙报奖。 

7 

Sequential 

precipitation 

induced 

interdiffusion: A 

general strategy 

to synthesize 

microtubular 

materials for 

high 

performance 

lithium-ion 

battery 

electrodes 

陈飞 

材料化学工程，工学博

士（在读）（201309

至今） 

201808 

该成果提出了一种基于结晶性差异诱导

的界面非平衡扩散来合成空心结构电极

材料的通用方法，并发表在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上。博士期间参加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第四届储能

工程大会暨中日电池研讨会优秀墙报奖，

学术交流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8 

AI 智能索研

发及云服务

平台应用推

广 

罗晓光 

桥梁与隧道工程，工学

博士（在读）（2017.0

9 至今） 

201711 

成果开发了AI智能索研发及云服务平台，

在安徽省路网桥梁的安全监测中获得应

用，项目获得安徽省创新创业竞赛类金

奖。 

9 

一种利用餐

厨垃圾生产

废水反硝化

溶解性碳源

的方法. 

戚莎莎 
市政工程，工学博士

（在读）（2015.9 至今） 
201406 

成果以餐厨垃圾作为底物，应用漩涡重力

分离、筛分及发酵控制技术，生产废水反

硝化需要的可溶性碳源。可以以二百分之

一到三百分之一的比例加入污水厂出水

中作为碳源使用，污水出水深度处理后的

总氮低于 15mg/L，氨氮低于 5mg/L，达到

国家污水排放一级 A 标准。成果第一发明

人为导师胡真虎。（发明专利 ZL 

201410628408.3）。 

10 

基于特征分

析与数据降

维的复杂数

据预测与分

类方法 

邵臻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学

博士 

(201209/201512) 

201512 

成果深入研究了智能电网环境下面向供

给侧的电力能源波动特征、机理及其关键

影响因素，从而为大数据环境下的能源供

给、优化、调度等提供理论借鉴。博士期

间在 Applied Energy 等期刊发表 SCI 论文

3 篇，CSSCI 论文 2 篇。博士期间参与国

家 863 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等课题。博士学位论文获中国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2.―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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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Ⅳ-1 10  

    100  

1 

高渗透率光伏发

电关键技术及装

备 

其他原创性研

究成果 

张兴，杨淑

英，谢震等 

针对高渗透率条件下光伏并网运行中的频

率、电压支撑、谐振抑制、出力平滑等关键

问题进行大胆创新和公关，研制出一系列型

号高渗透率光伏发电逆变器等核心装备，并

通过与阳光电源公司的产学研合作实现了产

业化，推动了我国光伏发电关键技术和装备

的发展和创新。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8 项。 

2 

飞行器雷电防护

设计与试验验证

技术 

其他原创性研

究成果 

段泽民，赵玉

顺等 

该成果瞄准飞行器安全飞行的重大需求，创

建了我国飞行器雷电安全性试验方法体系，

实现了我国飞行器雷电防护鉴定试验的标准

化；研制了多个型号的飞行器雷电试验系统，

关键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构建了飞

行器整机雷电试验方法。项目成果在我国 A

RJ21 支线飞机、及四代机***、大型运输机*

**、预警机***等飞行器的研制中发挥了关键

支撑作用。制定了 GJB3567-1999《军用飞机

雷电防护鉴定试验方法》、GJB7512-2012《机

载雷电抑制器通用规范》国家军用标准，出

版《航空器雷电防护技术》专著。 

3 

特高压与新能源

背景下的安徽电

网安全经济运行

关键技术研究 

其他原创性成

果 
丁明，吴红斌

 等 

针对安徽电网在特高压和新能源背景下的电

力系统安全经济运行问题，本项目围绕安徽

电网的电网源网协调技术、风电接入后的低

频振荡问题及协调控制措施研究、光伏出力

的可调度性及储能系统控制、淮沪特高压的

投运后安徽电网的运行与控制问题，安徽电

网黑启动方案的研究及制定、用电负荷对安

徽电网运行影响、电能质量分析及提高电能

质量的有效措施等内容开展了深入系统的研

究，突破了若干关键技术，获得了一批创新

性的学术和技术成果，进行了示范验证，推

动了行业的技术进步，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

济效益。该成果共取得五项发明专利，发表

高水平论文十余篇，取得安徽省科技进步一

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项。 

4 

石墨烯 / 硫酸铅

复合材料的铅蓄

动力电池关键技

术研究及产业化 

其他原创性研

究成果 

何建波，杨新

明等 

与天能电池集团（安徽）公司的合作成果，

开发出基于石墨烯的‚真黑金‛超能量铅酸

电池系列新产品，2014-2016 三年销售额超 

9 亿元。该成果我校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 20

17 年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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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激励下土木

工程结构健康监

测基础理论研究 

其他原创性研

究成果 

任伟新，王佐

才，颜王吉 

该成果充分考虑到环境激励下土木工程结构

响应测试幅值小、随机性强和数据量巨大等

特点，在结构参数识别、在损伤识别方面，

和结构有限元模型修正方取得了系统创新成

果。8 篇代表性论文被广泛引用，SCI 他引次

数达 646 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 项，软件

著作权 1 项，获 2014 年安徽省自然科学二等

奖。 

6 

基于改进的排序

算法的频域盲源

分离算法 

发明专利 
何怡刚，薄祥

雷等 

被上海聚星仪器有限公司应用，有效解决了

RFID 实际应用中互耦效应等问题，实现了复

杂电磁环境下射频识别识别率等关键性能指

标的分析、测试和优化。产品销往海内外国

家，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 

一种长径比可调

的一维微纳结构

锰基锂离子电池

电极材料的通用

制备 方法， ZL 

201610074122.4. 

发明专利 

杨则恒，刘树

林，李昇，马

国，张卫新

等. 

张卫新教授及团队与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

限公司等联合申报了此项发明专利、并获授

权。联合承担了安徽省科技计划项目，正在

与其子公司中盐安徽红四方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联合攻关研发锂离子电池三元正极材

料。 

8 

一种锂离子电池

用系列纳米锂锰

氧化物的合成方

法， ZL 

200610038148.X 

发明专利 

张卫新，杨则

恒，王强，刘

怡. 

张卫新作为安徽省‚115‛产业创新团队建设

工程‚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的制备技术及产业

化‛带头人，将该专利有偿转让给合肥国轩

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联合研究开发的磷

酸铁锂正极材料制备技术已应用于该企业的

工业化生产，并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上成功

应用。 

9 
焦炉烟气中低温

SCR 脱硝技术 

其他原创性成

果(中国高科

技产业化研究

会 2015/01/23

鉴定成果) 

张先龙 

2016 中国技术市场金桥奖，全国焦化行业烟

气脱硝首选技术。2013 年至今先后在山东铁

雄新沙能源、河北中煤旭阳、东莞挚能、山

东潍焦薛城能源、唐山港陆焦化、玉田县古

玉煤焦化等公司实施工程建设；铁雄新沙于

2015 年 7 月投运。 

10 
《高性能钢结构

技术规范》CECS 
行业标准 王静峰 

为了规范矩形钢管混凝土组合异形柱应用技

术，制定本规程。主要包括矩形钢管混凝土

组合异形柱的基本规定、建筑设计、结构设

计、构件制作与涂装、施工等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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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2  

IV-2-1 10  

 
   

   

 

200  

1 

‚卓越计划‛国

家级工程实践教

育中心 

安徽合力股

份 有 限 公

司、江淮汽

车集团 

合肥 201310 20 9 

依托合肥工业大学‚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以设计、制造、开发为主线，

培养掌握扎实理论基础和丰富工程知识的卓越工程技术人才。合肥工业大

学和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共同建设工程实践教育基地，承担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的校外实践教育任务，以促进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

的建立，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 

2 
新能源发电技术

工程实践中心 

合肥阳光电

源股份有限

公司 

合肥 201202 20 7 

合肥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是可再生能源并网变流器的国内龙头企业，连

续三年光伏逆变器出货量全球第一。与合肥工业大学共建的新能源工程实

践中心，以可再生能源并网变流器为实践对象，全面提升学生在可再生能

源并网发电装备设计、制造、检测环节的实践水平。每年接受相关专业 2

0 名研究生进行实践活动，通过该项活动，学生的实践能力大幅提升。 

3 

新能源发电接入

电网技术研究生

创新基地 

国网安徽省

电力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

院 

合肥 201508 10 3 

该实践基地为合肥工业大学从事电力系统分析、高电压与绝缘、新能源并

网相关专业研究的研究生和教师提供了一个学习、实践平台，研究生通过

参观实习和参与科研项目研究工作，从而了解电力系统理论分析、型式试

验、现场测试的每一个环节，掌握电力系统相关工程技术。 

4 
大功率电机研究

生教育创新基地 

上海电机厂

有限公司 
上海 201209 10 2 

该实践基地为合肥工业大学从事电机相关专业研究的研究生和教师提供

优质平台，研究生通过对该基地的实地考察，让研究生们直接接触到各种

电机从研发、测试到生产的每一个阶段，初步掌握电机的生产制造技术。 

5 
稀土永磁材料实

践基地 

安徽大地熊

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合肥 201206 10 10 

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从事稀土永磁材料的研发、生产与

销售的骨干企业，与合肥工业大学共建的稀土永磁材料及其应用实践基

地。主要实践内容为新型钕铁硼材料的制备方法、制备工艺及检测方法，

重点实践提高表面耐腐蚀性能的工艺，了解钕铁硼永磁材料在现代工业和

电子技术中的广泛应用。每年接受 30 名相关专业研究生进行实践活动，

通过该项活动，大幅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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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合肥工业大学家

电检测实践创新

基地 

国家家用电

器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

心 

合肥 201510 10 3 

以满足家电产品现行最新国家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要求为基础，跟踪国内

外先进的产品及技术标准，学生在基地开展电磁兼容实验、噪声实验、热

平衡实验、污染实验等内容的检测实践与创新。 

7 

高性能锂离子电

池研究生教育创

新基地 

合肥国轩高

科动力能源

股份公司、

中盐安徽红

四方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

司 

合肥 201412 15 3 

该实践基地为合肥工业大学从事锂离子电池专业研究的研究生和教师提

供了一个优质实践平台，研究生通过参观实习和参与科研项目研究工作，

直接接触到锂离子电池从研发、测试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初步掌握锂离

子电池制造技术。 

8 

水性防腐材料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暨江苏省企业研

究生工作站 

江苏科祥防

腐材料有限

公司 

常州 201507 10 9 

校企双方共建水性防腐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建成 3000 平米的研

发中心实验室及中试基地，并为化学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长期进驻提供良

好的生活环境和待遇。通过建立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培育省级创新

人才等举措，研究开发汽车等领域的水性环保涂料，完善提高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的研发能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打造绿色、原创的高新技术企

业。 

9 

装配式建筑产业

化技术研究生教

育创新基地 

安徽省建工

集团 
合肥 201711 30 3 

合肥工业大学与安徽省建工集团共同建设全国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承担

学生的校外实践教育任务，结合国家土木水利工程的发展需求，培养掌握

扎实理论基础和丰富工程知识的卓越工程技术人才，提升学生的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 

10 
公路检测实践教

学基地 

安徽省公路

工程检测中

心 

合肥 201603 10 3 

合肥工业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与安徽省公路工程检测中心共同建设

工程实践教育基地，承担学生的校外实践教育任务，结合国家土木与水利

工程的发展需求，培养掌握扎实理论基础和丰富工程知识的卓越工程技术

人才，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 

1. 2017 12 3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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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能源利用与电气控制实验中心 丁明 能源开发及利用 

建立了分布式发电实验研究平台、风能发电实验研究平台、太阳能发电实验

研究平台、多功能互补微型电网实验研究平台、液体流量检定实验研究平台、

移动机器人实验研究平台、先进控制技术实验研究平台、电机与驱动控制实

验研究平台等，建成的 ‚机器人赛车创新实验室‛、‚DSP 信号处理实验室‛、

‚电子技术实验室‛多年来支持大学生科技大赛中多人次获奖。 

2 新能源发电装备制造过程实践 张兴 能源开发及利用 

在企业现场实践新能源装备的制造过程，掌握电力电子技术在能能源发电

（风、光、储能）中的应用，全面提升研究生的实践水平。全面掌握新能源

装备制造中的相关设计、生产、检测技术。 

3 智能电网及相关技术工程实践 苏建徽、张国荣 能源开发及利用 

通过本实践教学活动，全面了解智能电网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初步掌握包括

智能电网中的检测、监控、调度和补偿等核心技术，使研究生初步具备开发

智能电网相关产品的能力。 

4 分布式发电微电网技术工程实践 丁明、吴红斌 能源开发及利用 

通过本实践教学活动，全面了解分布式发电微电网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初步

掌握包括分布式电源（风、光、储、微燃等）接入微电网的规划设计、优化

配置、经济调度和运行调控，并结合国家 863 计划‚含分布式电源的微电网

关键技术研发‛和‚高密度分布式能源接入交直流混合微电网关键技术‛，

使研究生初步具备开发分布式发电微电网相关产品的能力。 

5 新能源汽车制造技术工程实践 张炳力 能源开发及利用 

结合我校在本领域的学科优势，针对新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术问题，组织研

究生在江淮汽车进行实践教学活动。提升学生在新能源汽车整车车身系统、

电机及其驱动系统、电池管理系统等方面的设计与制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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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制备技术工

程实践 
杨则恒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在企业现场实践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的制造过程，掌握化学工程与技术在新

能源材料制备领域的应用，全面提升研究生的实践水平。全面掌握新能源材

料的相关设计、生产、检测技术。 

6 锂离子电池制造技术工程实践 张卫新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在企业现场实践锂离子电池的制造过程，掌握化学工程与技术在新能源领域

的应用，全面提升研究生的实践水平。全面掌握新能源装备制造中的相关设

计、生产、检测技术。 

7 
安徽省先进钢结构技术与产业化

协同创新 
王静峰 绿色智能建筑 

在安徽省政府政策支持下，以理论创新、人才培养和平台建设为主线，成立

了先进钢结构技术与产业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围绕国家及安徽省钢结构的战

略发展需求和重大科技任务，汇聚一流高水平人才和优势资源，打造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钢结构技术创新研发中心，实现若干基础和前沿领域的重大突破，

取得一批国际先进水平的标志性成果，提升安徽省钢结构科技水平，建立安

徽省钢结构产业化平台。 

8 SYB 创业意识培训 吴其林 

能源开发及利用、新

能源材料与器件、绿

色智能建筑、智慧能

源管理 

培训主要内容为大学生创业政策解析，项目筛选，市场评估，计划书撰写，

团队管理与建设，企业决策，资金需求与资源整合运用（成本核算，企业计

划，记账系统），课程还包含网上创业教学和实战演练，教学生动有趣，对

提高微小企业生存能力有重要意义。 

10 ―互联网+‖创新创业实践教育 梁昌勇 

能源开发及利用、新

能源材料与器件、绿

色智能建筑、智慧能

源管理 

构建了―互联网+‖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平台，服务于创新创业教育。该平台承办

了首届安徽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选拔赛，组织开展了多次互联网与大数据领域的主题报告，指导学生

的创新创业活动。曾获教育部颁发的优秀组织奖，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 

30 多家新闻媒体曾进行宣传报导。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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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奖 
一等 

面向物联网的射频系统关键技

术及应用 

何怡刚 

（第一完成人） 
2015 1/1 

2 安徽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楼钢结

构设计与施工控制关键技术 

完海鹰 

（第一完成人） 
2014 1/6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科技进步奖 
一等 

刚察县热水煤炭产业园区煤炭

运输物流系统优化研究 

胡小建 

（第一完成人） 
2016 1/2 

4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 
新能源发电调度运行关键技术

及应用 

丁明 

（第五完成人） 
2016 3/6 

5 安徽省自然科学奖 二等 
土木工程结构时变参数识别及

模型修正理论研究 

任伟新 

（第一完成人） 
2014 1/1 

6 安徽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 
时速 350 公里及以上高铁动车

组用电线电缆制造及其产业化 

丁运生 

（第一完成人） 
2017 1/2 

7 
教育部高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 
二等 

复杂环境安全高效射频识别关

键技术与装备及应用 

何怡刚 

（第一完成人） 
2014 1/8 

8 
教育部高校科研成 

果科技进步奖 
二等 

基于 DSP 的全数字式高性能科

氏质量流量计的研制与应用 

徐科军 

（第一完成人） 
2013 1/2 

9 安徽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 
自然冷却/蒸气压缩复合制冷技

术研发与应用 

王铁军 

（第一完成人） 
2016 1/5 

10 安徽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 
石墨烯/硫酸铅复合材料的铅蓄动

力电池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何建波 

（第一完成人） 
2017 2/2 

1.

 

2.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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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含分布式电源的微电网关

键技术研发 

（2011AA05A107） 

科技部 国家 863 计划 201207-201506 丁明 323 

2 

270kW 高能量效率液流电

池储能模块 

（2017YFB0903503） 

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 
201707-202106 苏建徽 365 

3 

国产化高性能环氧纳米复

合绝缘材料配方体系 

（2017YFB0903801） 

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 
201707-202006 赵玉顺 526 

4 

高温熔融金属与水接触爆

炸机理及预防技术研究 

（2017YFC0805101） 

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 
201707-20212 沈致和 608 

5 
氢能利用中安全泄爆研究

（2016YFE0113400） 
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 
201612-201911 王昌建 398 

6 

复杂条件下无线通信空中

接口性能分析及评估方法

研究（2016YFF01022） 

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 
201607-202106 何怡刚 360 

7 

高密度分布式能源接入交

直流混合微电网关键技术 

（2015AA050104） 

科技部 国家 863 计划 201505-201805 丁明 269.99 

8 

基于 3He 极化的肺部低场

磁共振成像专用设备研发 

（2016YFF0102202）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 

国家自然基金

重大仪器专项 
201801-201212 徐进章 420 

9 波形发生器系统 

合肥航太

电物理公

司 

企业合作项目 201301-201612 段泽民 1019 

10 
基于虚拟同步发电的微 

网实验系统研究 

合肥阳光

电源股份

有限公司 

企业合作项目 201312-201512 张兴 636.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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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磁同步全功率风

力发电变流器及其

控制（国家十二五重

点图书出版计划） 

张兴，

曹仁贤 
2016 电子工业出版社 

以‚永磁同步风力发电‛和‚电力电

子变流技术‛为基础，系统讨论了永

磁同步发电机、永磁同步发电机控制、

网侧变流器的控制、基于不控整流型

的 PMSG 变流器、基于三电平拓扑的

PMSG 变流器、以及风电变流器主要

部件工艺与设计等内容，为永磁同步

全功率风电变流器技术的应用与研究

提供一定的理论与技术参考。 

2 
新能源发电变流技

术 
张兴 2018 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以典型新能源发电技术为切入

点，深入浅出地阐述和讨论新能源发

电概述、并网逆变器及其控制、并网

光伏发电及逆变器技术、风电变流器

及其控制、微网逆变器及其控制、储

能功率变换系统及其控制、新能源发

电中的孤岛效应、新能源发电并网导

则及故障穿越等内容。 

3 

PWM 整流器及其控

制（国家十二五重点

图书出版计划） 

张兴，

张崇巍 
2012 机械工业出版社 

PWM 整流器以其优良的性能和潜在

的优势正在广泛地应用，已成为电力

电子技术研究的热点。本书以电压型

PWM 整流器为主，兼顾电流型 PWM

整流器，对 PWM 整流器的基本原理、

数学建模、特性分析、控制策略和系

统设计等进行了系统阐述，同时结合

现代控制理论对 PWM 整流器在若干

领域中的具体应用进行了介绍。 

4 钢结构基本原理 王静峰 2015 
合肥工业大学 

出版社 

本书依据国家现行标准，参考土木工

程专业指导委员会建议的钢结构基本

原理课程要求和教育部‚卓越工程师

计划‛要求，吸收国内外钢结构的最

新研究成果编写而成。其内容包括：

概述，钢结构的材料，钢结构的设计

方法，钢结构的加工制作，钢结构的

连接，轴心受力构件，受弯构件，拉

弯和压弯构件。每章均附有本章摘要、

计算例题和课后习题，便于读者掌握

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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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ximizing 

Instantaneous Active 

Power Capability for 

PWM Rectifier 

Under Unbalanced 

Grid Voltage Dips 

Considering the 

Limitation of Phase 

Current 

姜卫东 

（第一

作者，

通讯作

者） 

2016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当电网不对称时，PWM 整流器最大

运行功率会受到功率器件容量的限制

而降低。本文基于瞬时功率理论分析

了 PWM 整流器在电网不对称时的数

学模型，提出了一种协调控制策略

（HBPSIAPC）从而实现 PWM 整流

器功率扩展和有功功率波动最小。 

论文发表于电气工程 TOP 期刊，影

响因子 7.05. 

6 

Finite-time 

synchronization of a 

class of second-order 

nonlinear multi-agent 

systems using output 

feedback control 

何怡刚

( 通 讯

作者) 

2014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 ：
Regular Papers 

该文首次解决了二阶多智能体的有限

时间输出同步反馈问题，发表的期刊

为电路系统理论领域顶级期刊之一，

被评为第八届安徽省自然科学优秀

学术论文一等奖，SCI 他引 30 次。 

7 

Nonlinear structural 

model updating 

based on 

instantaneous 

frequencies and 

amplitudes of the 

decomposed dynamic 

responses 

王佐才 2015 
Engineering 

Structures 

论文针对非线性结构模型修正中非线

性机理复杂等难题，提出了基于非平

稳振动响应瞬时特征的非线性结构模

型修正方法，建立基于主分量瞬时幅

值与瞬时频率的非线性结构模型修正

的优化目标函数，实现了动力荷载作

用下的非线性结构模型修正。 

SCI 一区，影响因子 2.755 

8 

Flexible 

Nitrogen-doped 

Graphene/SnO2 

Foams Promise 

Kinetically Stable 

Lithium Storage 

从怀萍

（通讯

作者 

2015 Nano Energy 

本文利用亚锡离子还原性，在衬底上

一步蒸发诱导组装制备了柔软石墨烯

/SnO2 复合纸。层层有序堆积的石墨

烯纳米片担载了大量均匀 SnO2 纳米

颗粒。表现出优秀的锂离子长循环稳

定性和较高的放电容量。 

影响因子 13.120，他引次数 53 次，

ESI 高被引论文。 

9 

Controllable 

preparation of 

multishelled NiO 

hollow nanospheres 

via layer-by-layer 

self-assembly for 

supercapacitor 

application 

张卫新

（通讯

作者） 

2014 
J. Power Sources 

2014, 26, 24-31.  

本文设计层层自组装方法可控制备单

层、双层和三层壳的 NiO 空心纳米

球。研究结果表明作为超级电容器电

极材料，NiO 双层壳空心纳米球与三

层壳空心纳米球相比，由于其较短的

传输路径和合适的比表面积而具有更

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影响因子 6.945，

他引次数 126，ESI 高被引论文。 

10 

A general and mild 
approach to 
controllable 
preparation of 
manganese-based 
micro- and 
nanostructured bars 
for high performance 
lithium-ion batteries  

张卫新

（通讯

作者） 

2016 

Angew. Chem. 

Int. Ed. 2016, 

55(11): 3667-3671  

本文将均匀一维微纳结构材料的优势

与高能量密度锂离子电池的需求相结

合，基于乙醇/水体系、通过多元金属

离子共沉淀反应实现材料组成、结构

的有效调控，成功地制备出一系列高

性能锰基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 

影响因子 12.102，他引次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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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4 600  

 

 

 

合肥工业大学的能源动力专业，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不断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注重在实践

中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国家科技、国防和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专门人才。同时。

为了加快毕业学生进入职业的衔接过程，相关学科积极组织学生进行相关行业标准和规范学习，鼓励学

生积极参加如‚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注册建筑工程师‛等资格证书的考试。 

毕业生具有基础理论扎实、专业知识宽厚、实践创新能力较强、工科特色鲜明的竞争优势，得到用

人单位普遍赞赏和欢迎。近五年来，已陆续培养了各类博士和硕士 1600 余名，博士生的一次就业率近

95%，硕士生一次就业率近 98%。 

本专业对用人单位进行了多次跟踪问卷调查，以收集、统计、分析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的专业设置、

培养模式、课程结构和毕业生总体评价。通过跟踪调查，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毕业研

究生满意度在 95%以上。通过数据分析表明：本专业培养的毕业生政治素质高，业务过硬，工作中吃苦

耐劳，勤学好问，上进心强，很多都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和业务能手；在知识结构评价方面，普遍认为我

校毕业生在政治理论及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在学科跨度上、相关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上比较好；

在基本能力评价方面，认为我校毕业生在实践操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及学习能力相对较强；同时，对

我校毕业生在公民道德素质及社会责任感、思想政治觉悟、服从组织安排等方面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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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5  

IV-5-1 300  

 

 

中文藏书 

（万册） 

外文藏书 

（万册） 

订阅国内

专业期刊

（种） 

订阅国外

专业期刊

（种） 

中文数据

库数（个） 

外文数据库

数（个） 

电子期刊

读物（种） 

中文藏

书 

（万册） 

外文藏

书（万

册） 

电子期

刊读物

（种） 

12.4 1.2 195 27 58 114 2104 12.4 1.2 2104 

图书馆现有馆舍 4.5 万平方米，阅览座位 4000 余席。馆藏图书 267.49 万册，电子图书 88.13 万种、1

48.13 万册；订购中外文单体数据库 76 个，数据库总数达到 220 个，中外文电子期刊 2.6 万种；订阅中外

文现刊 2446 种。已经购买了包括中国知网、IEEE Xplore、 Web of Science、EI villige 等诸多数据库，

满足能源动力专业的工程博士培养的要求。 

 

IV-5-2 600  

 

 

依托‚双一流‛学科建设、985 优势学科平台建设和 211 工程建设等学科建设项目，合肥工业大学

在能源动力拥有特种显示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等 11

个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基地，与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等大型企业建立了 16 个研究生培养基地。

为工程博士的培养提供了充足的软硬件设施。 

学校制订了工程博士培养方案，拟定工程博士学习年限为 3-5 年，课程体系由必修课程、选修课程

和必修环节组成，必修课程由政治、外语、专业基础课构成，专业基础课参考一级学科进行模块化设计，

并要求至少必修两个模块的课程；选修课程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科技发展前沿，结合我校在能

源开发及利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绿色智能建筑、智慧能源管理等方向上的特色与优势进行设计；必

修环节包括开题报告、中期进度报告、企业行业实践、毕业答辩等。 

学校制订了工程博士培养管理细则，在培养过程中，实行学校与企业双导师制，企业指导教师全面

参与博士研究生的实践教学、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检查、以及论文指导与答辩全过程。 

学校建有完备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证体系和博士学位授予管理制度，且运行情况良好；已制订

了工程博士学位标准。 

合肥工业大学将为工程博士的人才培养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建立了完备的奖助学金体系，‚奖、

助、贷、勤、免‛等一条龙资助体系充分保障研究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 

学校设有工程类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工程博士管理办公室，设立专门岗位，负责管理工程博士

招生、培养、答辩过程中的各项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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