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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I-1  

2000  

 

本专业学位点主干学科为机械工程，1990 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机械设计及理论二级

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支撑学科为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

其中管理科学与工程于 2000 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为国家重点一级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仪器科学与技术分别于 1986 年、1993 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2016 年第四轮学科评估

中，管理科学与工程评估结果为 A，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评估

结果均为 B+。相关工程硕士原授权领域有 6 个，均有 8 年以上培养经验。 

2012 年，本专业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安徽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2013～2017 年以第一

完成单位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 3 项。 

（一）办学定位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科技发展

前沿，为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满足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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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进制造、智能制造工程管理、智能感知与机器人、智能仪器

与系统等领域培养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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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实际工程为背景，以工程技术为主线，结合本学科在先进制造、智能制造工

程管理、智能感知与机器人、智能仪器与系统等领域上的优势和特色，培养具有机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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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骨干和领军人才，满足国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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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社会与区域发展需求 

在建设经济强国进程中，机械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随着“中国制造 2025”的推进，

许多传统机械行业都向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方向迅速发展。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关键科

学与技术问题的研究，如高端装备及其制造过程的智能化技术、先进制造工程管理及系统技

术、制造过程精密测量技术等已成为我国机械领域的重大需求。安徽省作为国家新一轮创新

型试点省，正在大力推进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及“中国制造 2025”试点城市建设，

急需大批工程技术领军人才。 

（三）师资力量 

本专业依托机械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优

势学科，经过多年的创新发展，在机械领域形成了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结构合理的师资队

伍。现有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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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人；现有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建平、奇瑞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立新等行业领军专家的行业导师 19 人。所有教师均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干参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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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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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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才培养 

建立了完善的奖助学金制度，强化学生学术训练和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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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6 项。专业学位落实双导师

制，加强行业导师队伍建设和考核，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近 5 年来，本专业学位领域累计培养了博士 306 人，工程硕士 1400 余人，毕业生受到

了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 

（四）科研水平 

本专业近 5 年承担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科研项目，总经费年均 3530

万元，其中重大或重点工程类项目年均 2566 万元，专任教师年人均 110 万元，目前正在承

担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0 余项；在高端装备系统开发、智能仪器与系

统等关键技术上取得重要突破，技术成果应用于数百家企业，近 5 年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20

余项。 

（五）科研和实践平台 

本专业科研主要依托国家工程实验室等 11 个国家、省部级科研基地，坚持面向国家战

略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本专业还与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江淮汽车集团、芜湖埃伏特智能装备公司等 10 余家机械行业骨干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并建立了 17 个研究生合作培养基地。合作企业都具有机械类相关领域国家级和省

部级技术研发平台，承担多项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研究经费充足，并

为工程博士研究生配备了高水平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行业导师。行业导师全面参与博士研究

生的专业实践、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检查、以及论文指导与答辩全过程。 

（六）思想政治和社会责任教育 

本专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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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师生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和底线意

识。开展全员育人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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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 

（七）质量保障 

本专业为工程博士的人才培养提供充足的经费和制度保障，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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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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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形式及要求、奖助体系、学风教育、管理服务各方面制

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可有效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综上所述，合肥工业大学在机械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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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学校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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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了培养工程博士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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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 

办学定位：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紧密围绕高端装备及其制造过程的智能化技术、先进

制造工程管理及系统技术、先进制造过程精密测量技术等工程需求和地方经济与社

会发展需要，培养先进制造领域科研创新能力强和能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并自觉服

务于国家的领军和骨干人才。 

培养目标： 

面向先进制造行业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

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毕业生应掌握本领域坚实的基础知识

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承担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工作的能力，了解本领域的技术

现状和发展趋势，能够独立运用本领域的先进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解决工程问题。 

社会和区域发展需求： 

先进制造是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战略性领域。国家正在推动经济转

型升级和“中国制造 2025”等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措施，安徽省正在大力推进合肥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及“中国制造 2025”试点城市建设，急需大批工程技术领军

人才。因此，加大在本领域工程人才培养力度符合国家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师资队伍和科研水平： 

本领域从相关学科遴选有专任教师 10 人，其中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1 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3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3 人；遴选先

进制造机械领域行业导师 6 人。近 5 年，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安徽省科技攻关重大重点项目 30 余项，获得省部级的科技奖励 10 余项、教

学团队 2 个。 

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状况： 

近 5 年，该领域培养博士 118 人，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社会高度认同。本领域坚持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思想教育渗透于

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之中，在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教学内容与课

程体系改革、高层次工程应用型创新人才质量标准以及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开展

了持续的研究与实践，教育质量稳步提高。 

科研和实践平台： 

本领域现有科研和实验用房面积 1 万平方米，大型仪器设备 80 余台，设备总值

达 1.5 亿元。已形成了多个重要的研究基地，包括智能机器人先进机构与控制技术国

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安徽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重点实验室等 3 个省级重点实

验室，安徽省汽车技术与装备工程中心、安徽省汽车 NVH 工程技术中心等 5 个省级

工程研究中心。并拥有机械工程实验中心、机械与车辆虚拟仿真实验中心等 6 个国

家级实践教学基地，与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江淮汽车集团、芜湖埃伏特智能装

备公司等知名企业建立了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质量保障： 

本领域在招生选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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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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工程管理 

办学定位：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扎根于中国智能制造工程管理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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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的信息时代的工程管理精英，推动信息时代的智能制造工程管理创新。 

培养目标： 

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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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智能制造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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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合式高层次智能制造工程管理人才。 

社会和区域发展需求：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带动了装备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装备智能制

造过程是一个技术与管理深度融合的系统工程。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装备制

造技术与工程管理严重脱节，缺乏系统性工程管理体系，工程管理的标准化和工程

化建设明显滞后，关键制造环节的工程管理软件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特别是融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能制造工程管理高端缺位，制约了装备产业

的高质量、低成本的快速发展。为了能够实现我国装备制造业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

跑的高质量发展，必须紧密结合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和实际国情，学习国际先进经

验，加强智能制造工程管理领域的标准化和工程化研发，用先进的工程管理标准、

管理技术和管理工具来优化集成各类制造要素，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装备

制造工程系统。为此，亟待加强智能制造工程管理领域的高端人才培养，为智能制

造工程管理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根本的人才保障。 

师资队伍和科研水平： 

本领域从相关学科遴选专任教师 9 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 1 人；行业导师 5 人。近年来，该领域教师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

项、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3 项、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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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余项。研究成果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发表被 SCI 收录论文 100

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38 项。 

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状况： 

近 5 年，该领域培养博士 91 人。本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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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3 项。领域建设有完备的工程博士培养质量管理

体系、运行机制和规章制度。 

科研和实践平台： 

本领域建有“智能决策与信息系统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复杂产品

制造过程优化与决策”国家 111 计划创新引智基地以及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基地，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

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奇瑞汽车、江淮汽车、合锻智能等多家大中型制造企业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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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专业领域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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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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感知与机器人 

办学定位：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紧密围绕国家智能制造、智能装备等工程需求和地方

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智能感知与机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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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和骨干人才。 

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计算机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的能力，能够运用本学科的方法、技术与工具从事高水平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

创新及大型复杂系统的设计、开发与管理工作，在学科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

果。 

社会和区域发展需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计算机与网络应用的普及，急需

大量专业的计算机应用人才，优秀毕业生供不应求。许多行业都向智能化方向迅速

发展。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的研究，如人工智能、数据挖掘与

智能计算、计算机图形学等已成为我国工程领域的重大需求。 

师资队伍和科研水平： 

本领域从相关学科遴选专任教师 6 人，包括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国家千人

计划专家 2 人、国家杰青 2 人；遴选高水平行业导师 4 人，共同形成了一支理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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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

来，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 6 项、地市级奖 2 项。完成及在研的项目的纵向项目 129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52 项（包括国家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等）。 

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状况： 

近 5 年，该领域培养博士 71 人。建立了完善的奖助学金制度，强化学生学术训

练和交流，学生就业情况及用人单位反馈评价良好。开展全员育人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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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和实践平台： 

本领域建设有安全关键工业测控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情感计算与先进智

能机器安徽省重点实验室、特种显示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科研基地，还

与知名校外企业合作，建立有安徽省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等三个研究生校外培养

和实践基地。这些基地与平台为工程博士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支撑。保证了培养

的工程博士能够达到培养目标所要求的理论综合能力和实践综合能力。 

质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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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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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智能仪器与系统 

办学定位：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紧密围绕国家智能制造装备及仪器、自动化控制系统

等工程需求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智能仪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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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和骨干人才。 

培养目标： 

培养信息、制造领域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工程博士研究生。掌握仪器科学与

技术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利用光学、机械、电子、计算机以及控制

等学科理论知识，从事仪器科学相关的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具有专业领

域中表达沟通、组织管理、团队合作能力。培养可胜任机械工程、光电工程、电子

信息、自动控制、计算机应用、环境保护、航空航天、生物医学等领域的仪器系统

设计制造、科研开发、运行管理等方面的高级工程技术研究人才或管理人才。 

社会和区域发展需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仪器行业正加速向自动化、智能

化方向迅速发展。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的研究，如智能仪器的

精度理论和几何量精密测量技术研究及复杂系统建模、智能控制、自动检测等已成

为我国工程领域的重大需求。 

师资队伍和科研水平： 

本领域从相关学科遴选专任教师 7 人，其中包括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 人、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 人；遴选有行业导师 4 人，

均为本领域的行业领军人才。近五年，本领域方向教师承担了大量纵向科研课题，

包括科技部重大仪器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同时，本学科又积极与企业建立

合作关系，利用自身的人才、知识优势，为企业解决科研难题。近五年，本领域教

师年均发表 SCI 超 50 篇，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近 20 部，获批发明专利年均 30 余项。 

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状况： 

近 5 年，该领域培养博士 26 人，学生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竞赛奖励 10 余项。学

位论文盲审抽查全部合格。落实双导师制，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和考核，确保人才培

养质量。学生就业情况及用人单位反馈评价良好。 

开展全员育人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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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和实践平台： 

本领域依托现代测试技术与精密工程省级实验室等科研基地，还与海克斯康测

量技术有限公司、国家家用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宁波华仪宁创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和安徽省计量院等生产和测试单位建立了多个实践基地，开展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工作。 

质量保障： 

本领域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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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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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Ⅱ

Ⅱ 1

 
 

 

35  

 

36

45  

46

55  

56

60  

61

    

 

 

 32 2 9 15 5 1 31 32 0 3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2 9 15 5 1 31 32 0 32 

 

 

   

13 40  14 44  32 100  

1.“ ” 3

 

2.“ / ” / 2017 12 31

/  

 

II-2  

 

 

 

35  

 

36

45  

46

55  

56

60  

61

      

 19 0 2 11 4 2 10 7 15 4 >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9 0 2 11 4 2 10 7 15 4 >15 

 

 

  



8 

 

II-3 5  

 杨善林  男 
 

70 
 

 
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 

 

 

硕士/合肥工业大学/

计算机应用/1985 
 智能制造工程管理  管理学院 

 

300  

现任合肥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智能决策与信息系统”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大

数据流通与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1986 年 7 月至 1987 年 9 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开展合

作研究，1988 年 10 月至 1989 年 12 月在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做访问学者。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2 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 6 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撰写出版学术著作 5 部，在国

内外重要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400 余篇。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3 项，2008 年获

评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2014 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 年获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2017 年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管理科学与工程卷主

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科技委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及管

理学部常务副主任，中国质量协会副会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轮值理事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

业工程分会主任委员，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预测》杂志主编等。 

拟承担智能制造工程管理方向课程讲授和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 

3  

 

  

  

面向复杂产品开发过程管理的

优化与决策方法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 
2015 第一获奖人 

企业管理学（第三版）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本科国家级

规划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主编 

关于发展自主品牌国民车和

高端车的政策建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建议第 19 期 

（总第 371 期） 
2016 第一作者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互联网与大数据环境下高端装备制

造工程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 
201701-202112 1362.60 

    

    

3  

    

201709－201709 学科前沿 6 研究生 

    

    

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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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5  

 訾斌  男 
 

43 
 

 
教授   

 

 

博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2007 
 
先进制造/机

器人 
 机械工程学院 

 

300  

教授，博士生导师。机械工程学院院长, 黄山学者特聘教授。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机电

传动控制》、《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控制及自动化》、《学科前沿讲座》、《工业机器人技术》、

《测试技术》、《电器控制与 PLC 控制技术》、《复杂机电系统设计理论》等课程。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2 月，德国 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 访问学者，2015 年 8 月至 9 月，加拿大 University 

of Ontari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访问教授。发表论文 70 余篇，出版 Springer、科学出版社著作 3

部，授权/申请发明专利 60 余件、申请国际 PTC 发明专利 2 件。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 863 计划重点等项目 20 余项。获中国电子学会技术发明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奖励。 

拟承担先进制造中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等方向课程讲授和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 

3  

 

  

  

智能柔性驱动系统关键技术

及应用 

中国电子学会科学技术奖（技术发

明类）二等奖 
201612 第一获奖人 

智能移动机械装备系统集成

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17-1-R1 201701 第一获奖人 

Dynamic and trajectory 

tracking control of 

cooperative multiple mobile 

cranes 

Nonlinear Dynamics，2016, 83(1-2): 

pp89-108，他引 14 次 
201601 通讯作者 

 

3  

   
 

 

家具喷涂机器人柔性智能装
备系统集成技术研究
（2017YFB130390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201712-202011 195 

多柔体耦合驱动腰部康复机
器人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9174810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
培育项目 

201801-202012 6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电液复合驱动模块化可重构柔索
并联机器人动态耦合特性、控制技

术及实验研究 

201601-201912 56.5 

3  

    

201409-201410 电器控制与 PLC 控制技术 32 本科生 

201510-201512 工业机器人技术 32 本科生 

201610-201512 复杂机电系统设计理论 32 研究生 

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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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5  

 韩江  男 
 

55 
 

 
研究员   

 

 

博士/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制
造及其自动化/2006 

 先进制造  机械工程学院 

 

300  

教授，博士生导师。机械工程学院书记、现代集成制造与数控装备研究所所长。兼任校学术

委员会机械学部委员、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学科负责人、国家级机械工程实验中心主任。是安徽省

装备制造领域首席专家、合肥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安徽省中青年学术骨干。全国数控系统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制造自动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暨华东分会理事长。讲授博士、硕

士研究生课程等。美国密歇根大学访问学者一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专著和教材5部。主持

和参加60余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863、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获教育

部提名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 

拟承担先进制造装备方向课程讲授和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 

3  

 

  

  

A novel gear machining CNC 

design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t J Adv Manuf Techno，JCR 2 区 201605 第一作者 

Precision Control and 

Compensation of Helical 

GearHobbingvia Electronic 

Gearbox Cross-Coupling 

Controll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cision 

Engineering and 

Manufacturing，2015, 16(4): 

797-805. 

201504 通信作者 

一种柔性电子齿轮箱 发明专利，ZL201410212573.0 201603 第一发明人 

 

3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安徽省机械产品数控创新示范工程 201507-201712 47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内齿珩轮强力珩齿机理的研究 201701-202012 87 

企业委托项目 
平流泵用非圆齿轮副的设计制造研

究开发 
201401-201712 95 

3  

    

201704-201706 数控技术 32 本科生 

201704-201706 现代数控技术 32 硕士研究生 

201609-201611 智能制造技术 24 博士研究生 

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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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5  

 汪萌 
 

男 
 

34 
 

 
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 

 

 

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信号与信息处理/2008 

 
智能感知与机

器人 
 
计算机与信息学

院 

 

300  

现任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教授、院长。2012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安徽省百人计划、SCOPUS 第四届青年科学之星, 2013 年获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2014 年获“安徽青年五四奖章”, 2015 年入选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2016 年入选教育部青年长

江学者，2017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入选科睿唯安（原汤森路透）2016-2018 年度“全

球高被引科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多媒体内容分析、检索、挖掘、推荐。在其研究领域发表 200

余篇书籍章节、期刊及会议论文，其中 SCI 期刊论文 100 余篇。论文 Google Scholar 引用 11000

余次，H 因子为 56，SCI 他引 3000 余次。担任 IEEE TKDE、IEEE TCSVT、IEEE TNNLS、IEEE 

TMM 等期刊编委。获得 10 次国际会议论文奖励，包括多次国际顶级会议最佳论文奖。2014 年

获得 ACM SIGMM Rising Star Award（该奖项的首届获得者）。部分研究成果被美国计算机学会

技术新闻“ACM TechNews”、英国“每日邮报”等媒体广泛报道。  

拟承担智能感知与机器人方向课程讲授和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 

3  

 

  

  

视觉媒体的协同分析理论与
方法 

安徽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2017 第一完成人 

Scalable Semi-Supervised 

Learning by Efficient Anchor 

Graph Regulariz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vol. 28, no. 

7, pp. 1864-1877. 

2016 第一作者 

Learning on Big Graph: 

Label Inference and 

Regularization with Anchor 

Hierarchy 

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vol. 29, no. 

5, pp. 1101-1114. 

2017 第一作者 

 

3  

   
 

 

科技部 973 青年科学家项目 大规模异质数据分析、挖掘与管理 201401-201812 200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多媒体分析与搜索 201801-202212 35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大数据环境下复杂多媒体的分析、推

送与展示 
201401-201812 120 

3  

    

201502-201607 电路与电子技术基础 64 本科生 

201709-201710 
 

 
8  

    

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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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5  

 于连栋 
 

男 
 

48 
 

 
教授  百千万人才工程 

 

 

博士/合肥工业大学/精
密仪器及机械/2003 

 智能仪器与系统  
仪器科学与光电

工程学院 

 

300  

教授，博士生导师。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院长、兼任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测量与控

制专业副主任委员、中国计量学会组织委员、理事、全国光电标准委员会委员。发表论文 50 余

篇，其中 SCI 论文 10 篇，授权发明专利 8 项。2001.9-2002.9 在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PTB)

做访问学习，研究方向为现代测试精度理论研究和微纳米测量技术与控制系统。承担国家重大科

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 1 项，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和

多项其他省部级项目若干项。获得省部级奖项 2 项。 

拟承担智能仪器与系统方向课程讲授和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 

3  

 

  

  

Electrokinetic instability in 

microchannel ferrofluid/water 

co-flows 

Scientific Reports  7，46510，p1-p9 201702 第一作者 

Simplification of high order 

Polynomial calibration model 

for fringe projection 

profilometry 

Measurement Science & Technology 

27 (10),0520, p1-p13 
201604 第一作者 

A New Kinematic Model of 

Portable Articulated 

CoordinateMeasuring 

Machine 

Applied Sciences 6(7),181,p1-p12 201602 第二作者 

 

3  

   
 

 

国家重大科学仪器 

设备开发专项 
便携关节式坐标测量机开发与应用 201310-201711 1035.84 

国家外专局和教育部 

（创新引智计划滚动执行） 
现代测试技术与精密工程 201701-202112 45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机器人多参数辨识创新理论与提高
绝对定位精度的校准系统研究 

201901-202212 60（直接经费） 

3  

    

2012-2016 纳米技术 32 研究生 

2016-2017 大尺寸测量技术 32 研究生 

    

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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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4 10  

  
 

( ) 
 

 

 
 

 

 

200  

1 周建平 61 先进制造 
中国工程

院院士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总设计师 
34 

长期从事载人航天工程总体设计及工程管理工作。参与组织载人航天工
程第一步任务（载人飞船工程）的研制和飞行试验技术工作，主持载人
航天工程第二步任务（空间实验室）和第三步任务（空间站）全面技术
工作，解决了空间出舱活动和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工程研制中的一系列重
大关键技术问题，为实现我国载人航天技术跨越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 

2 陈学东 54 先进制造 
中国工程

院院士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

院院长 
29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院长、国家压力容器与管道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先后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 10 余项，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 3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11 项，发表论文 60 余篇。先后荣获第九届
中国青年科技奖、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是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目前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 6 人。 

3 郑静晨 59 
智能制造

工程管理 

中国工程

院院士 

中国国际救援队首

席医疗官，原武警

总医院院长 

36 

我国灾害救援医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主持构建了灾害救援医学工程体
系。建立了新学科灾害救援医学；以灾害救援医学理论为指导，根据救
援现场实际需求，主持研发了现场医院快速部署系统、专家远程医疗支
持系统、复杂灾害环境下的救治技术、灾害心理治疗技术、灾害卫生防
疫技术、航空医疗后送技术，实现了技术、装备创新和集成；把系统工
程相关理论引入到灾害救援医学工程中，建立了灾害救援医学工程管理
模式和运行机制。先后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
等奖 1 项，荣获“光华工程科技奖”。发表论文 69 篇，主编出版《灾害
救援医学》等专著 6 部。被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记一等功。 

4 曹耀峰 65 
智能制造

工程管理 

中国工程

院院士 

中国石化科学技术

委员会委员，国家

地热能中心指导委

员会主任，原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35 

我国超深高酸气藏大规模安全环保开发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负责组织实
施了以我国首个超百亿方高含硫气田——普光气田天然气产能建设为核
心的川气东送工程以及胜利埕岛油田 200 万吨产能海工工程等项目。支
持创新了普光高含硫气田高产高效开发技术、腐蚀防护技术、复杂山地
高含硫气田安全控制技术等。获 2012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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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立新 54 先进制造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奇瑞新能源汽车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28 

2010 年于合肥工业大学获博士学位。奇瑞新能源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 年起，
负责奇瑞公司产品开发管理和项目技术协调工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1 项、省部级一等奖 4 项。 

6 安进 60 
智能制造

工程管理 

高级工程

师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  副董事

长 

38 

工学硕士，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现任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享受省政府津贴。安徽省科协副主席、安徽省汽车工程学会副理
事长。主持的安徽省唯一的国家制造业"863"CIMS 示范工程项目被评为
国家"863"CIMS 应用示范工程。被安徽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
才贡献奖金奖，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荣获安徽省劳动模
范、全国机械工业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以及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

中国汽车工业杰出人物"等荣誉称号。 

7 刘敬桢 51 
智能制造

工程管理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8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
秀创新企业家”、“中国服务业科技创新奖特等奖”、“中国服务业科技创
新人物”，发表论文 20 余篇。 

8 王玉山 47 
智能仪器

与系统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合肥合锻机床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 
24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锻压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第一届液
压机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第十一届委员会理事，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塑性工程分会第十
届委员会委员和机械设计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主持了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大型数控单双动薄板冲压液压机”课题，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标
准的编制工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4 项。毕业 4 名研究生。 

9 周维虎 56 
智能仪器

与系统 
研究员 

中科院光电技术研

究院 
35 

1962 年生于安徽无为县。2000 年于合肥工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8

年-1990 年在法国 Louis Pasteur 大学做访问学者，2001.4-2004.7 先后在美
国 Wisconsin-Milwaukee 大学和 Oakland 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就职于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院。全国光电测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常务副秘
书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和计量测试学会理事。主持国家重大科学仪器
设备开发专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研发专项等各类重大项目若干项。目
前指导博士生 10 名，毕业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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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秀峰 41 
智能感知

与机器人 

高级工程

师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

振动噪声实验室  

主任 

18 

2001 年于合肥工业大学获博士学位。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振动噪声实验室
主任。主导了上汽通用汽车“Library Quiet”超静音君越等多款车型 NVH

性能研发，主持制订国家标准 1 项，发表论文 40 余篇，申请专利 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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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 148 45 121 52 134 78 136 87 130 68 

仪器仪表工程 34 12 47 17 59 29 55 30 67 43 

计算机技术 116 86 97 80 117 90 82 66 64 53 

项目管理 70 56 81 45 86 40 104 30 2 29 

物流工程 43 36 20 39 9 36 20 35 31 18 

车辆工程 98 35 99 45 110 46 100 74 68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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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2 10  

 
   

 

100  

1 智能制造前沿 专业必修课 韩江 

本课程由我校教授（博导）主讲，行业教师讲授应用专 

题。以课堂讲授为主，结合智能制造装备科研工作和成

果，将最新前沿人工智能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

制造技术深度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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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工程管理理论与方

法 
专业必修课 

蒋翠清 

余本功 

2 位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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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与先进制造

领域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工程管理能力。课程授课效果

良好，为先进制造工程管理人才培养提供知识支撑。 

3 
复杂机电系统设计

理论 
专业必修课 訾斌 

本课程由我校教授（博导）主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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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科研项目，介绍如何使用

该理论解决工程问题。学生参与度高，授课效果好。 

4 车辆动力学与控制 专业必修课 卢剑伟 

本课程由我校教授（博导）主讲，帮助研究生掌握车辆

系统动力学与控制的基础理论，并具备对车辆系统进行

建模与分析、仿真计算与实验和系统设计的初步能力，

以满足车辆工程领域的创新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培养

的需求。 

5 
精密机械及仪器精

度理论 
专业必修课 黄强先 

本课程由我校教授（博导）主讲，结合科研实践，讲授

典型精密机械、精密仪器设计方法，分析常用结构的误

差源及处理方法，介绍仪器精度设计方法。本课程体现

了合肥工业大学在仪器精度理论方面的长期的科研积

累，目前课程授课教师由三位资深教授组成，其中一位

为长江学者。 

6 
高级计算机体系结

构 
专业必修课 梁华国 

本课程由我校教授（博导）主讲，主要介绍基本流水线

竞争及静态解决技术、指令集并行性及高级流水线开发

技术，力图通过使学生深入理解计算机体系结构，熟练

掌握多处理器和线程级并行性等现代计算机系统定量

设计原理和高级计算机系统设计方法，培养具有扎实系

统观的高级软硬件设计开发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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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理信息学 专业选修课 胡笑旋 

本课程由我校教授（博导）主讲，介绍信息采集与存储、

信息传输与信息编码、信息安全与信息加密、信息处理、

信息决策理论与方法等，并同时强化实践技能，把理论

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在管理过程中处理信息的

能力。该课程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8 企业管理与新思维 专业选修课 吴慈生 

本课程由我校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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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程为国家级精品视频公

开课。 

9 
智能决策理论与方

法 
专业选修课 刘业政 

本课程由我校教授（博导）主讲。以课堂讲授为主，采

用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等授课方式，将智能决策理论

与技术、决策支持系统技术等与智能制造工程管理领域

相结合，培养学生面向智能制造工程管理的决策能力。

课程授课效果良好，深受学生欢迎。 

10 计算机系统 专业选修课 杨学志 

本课程由我校教授（博导）主讲，从程序设计与性能优

化的角度介绍计算机系统底层架构与逻辑设计方法，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从程序员的角度了解计算机系

统，深入理解硬件、操作系统和编译系统等对应用程序

性能和正确性的影响，并掌握基本的程序优化设计技

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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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3 10  

   
 

/  
 100  

1 

先进动力学

与控制理论

的产品化尝

试（创业类） 

甄圣超 
机械工程，工学博士 

（201009/201412） 
2014 

博士期间开发了直线电机倒立摆系统、

磁悬浮球系统、各类型智能体感车（包

括独轮、双轮、四轮）、基于 TI/DSP

和 Matlab/Simulink 的 CSpace 快速控制

原型和硬件在回路开发系统、智能轮椅

等一系列产品，并成功将系列成果产业

化，实现自主创业。博士期间参加 2

项国家级项目研究，发表 SCI 收录论文

4 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2 

对生物质燃

料腐蚀、润

滑、摩擦特性

进行了创新

性研究 

胡恩柱 
机械工程，工学博士 

（201109/201512） 
2015 

成果针对生物燃料（生物柴油与生物质

裂解燃料）对金属的腐蚀和橡胶的溶胀

特性问题，综合采用 SEM/EDS、XPS、

TG 和 FT-IR 等技术，对金属腐蚀机理

和橡胶溶胀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生

物燃料腐蚀特性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

进展。9 篇论文发表在《Renewable 

Energy》和《Corrosion》等期刊上，申

请发明专利 3 项（授权 2 项）。博士期

间参加 2 项国家级项目研究。 

3 

大数据驱动

下的管理科

学对政府公

共政策制定

的作用 

周开乐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学博

士 

(201009/201506） 

2016 

成果对聚类分析及应用进行了深入研

究，对大数据驱动下的管理科学对政府

解决城镇化危机公共政策制定的作用

提出了前瞻性观点。其成果在 Science

杂志上作为观点性文章发表。博士期间

总计发表了 SCI 期刊论文 6 篇。博士期

间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 

4 

基于连续批

加工的生产

运输协同调

度方法 

裴军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学博

士 

（200909/201406） 

2014 

成果从调度角度出发，研究了物联网环

境下供应链成员之间的生产运输协同

机理，提出了一系列方法解决优化调度

问题，为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利

润和提高客户满意度，从而增强整体供

应链竞争力。在 EJOR 等期刊发表 SCI

论文 7 篇，EI 论文 2 篇，获得博士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 2 次。参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以及 863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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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便携关节式

坐标测量机 
赵会宁 

仪器科学与技术，工学博

士生 

（201409 至今） 

2016 

成果获得第十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金奖，本人为团队负责人。 

便携关节式坐标测量机作为一类计量

仪器，为了确保其在测量过程中可靠

性，便携关节式坐标测量机的精度和重

复性需要定期进行评价，这一过程需要

通过标定或者检验手段来实现。本成果

提出了一种新型核心部件设计方法，有

效降低了测量机成本。可广泛应用于机

械制造、航空航天、汽车制造、模具制

造等领域。  

6 

非均匀复层

多孔油轴承

润滑、摩擦与

表面减摩改

性研究 

张国涛 
机械工程，工学博士 

（201409/201712） 
2017 

成果为一套有效提高金属轴承表面抗

磨减摩性能的表面工艺技术，以孔隙非

均匀分布的复层多孔含油轴承为主要

对象，通过分析多孔轴承内部的流体渗

流与摩擦界面间的流体润滑行为，结合

表面微凸体接触与变形与轴承混合润

滑机理，利用轴承表面硫化改性技术，

实现含油轴承液固协同润滑效应，为提

高我国自产高端轴承性能奠定一定的

理论和实践基础。读博期间，参加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和安徽省科技公关项目

各一项，发表论文 9 篇，其中 SCI 收录

4 篇，EI 收录 1 篇，授权发明专利 3 项。 

7 

液压成形装

备高能效运

行方法与控

制策略研究 

李磊 
机械工程，工学博士 

（201309 至今） 
2018 

提出了液压成形装备能量互通的势能

利用方法和集中供能的全局匹配方法，

有效提高了装备能效；研究成形过程中

装备协调控制策略，实现高效运行。博

士期间参加 3 项国家级项目，在 TMech

等期刊发表 SCI 论文 5 篇，授权国家发

明专利 7 项。 

8 

冲压成形工

艺碳排放建

模与低碳优

化方法研究 

高梦迪 
机械工程，工学博士 

（201209/201706） 
2017 

提出冲压成形工艺变形能耗的分特征

计算方法，量化成形过程碳排放；考虑

到产品的成形质量，采用多目标优化方

法，获得低碳生产过程最优工艺参数。

博士期间参加 2 项国家级项目，发表

ASME 汇刊等 SCI 论文 3 篇，授权国家

发明专利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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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联网建筑

结构健康检

测系统 

吕增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博士

（201209/201706） 

2014 

成果获得 2014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

创业大赛金奖、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安徽省金奖、“挑战杯”安徽省特等奖

等。通过在建筑的关键结构部位安装相

关的应变、振动等传感器，及时采集各

个关键结构的相关参数，再通过多级无

线传感网络将数据汇聚传送至中心服

务器或计算机，实现对建筑结构健康状

况的实时监测和提前预警。获得软件著

作权 4 项。  

10 

基于激光散

斑的三维全

场变形测量

传感器 

涂思琪 
仪器科学与技术, 

工学硕士（201509 至今） 
2016 

成果获得 2016 中国（国际）传感器创

新创业大赛全国二等奖。针对目前光滑

表面力学性能测试困难的情况，建立了

一种改进的数字激光散斑干涉测量系

统。该方法不对被测表面进行任何处

理，可实现光滑表面的高精度全场变形

快速动态测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1.

 

2.“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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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Ⅳ-1 10  

    100  

1 

智能化移动微

创医疗装备及

服务系统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杨善林，丁帅等 

研制了一套适用于多科诊疗的智

能化移动微创医疗装备及服务系

统，重点突破术中协作医疗、微创

移动救治、移动远程教学、内镜智

能诊断等核心技术。相关成果已经

搭载包括辽宁号航空母舰在内的

多艘中国海军大型舰艇，成功保障

了第 19 批亚丁湾护航和也门撤侨

任务，即将装配由运 20 运载的中

国新一代医疗救援方舱，并已在北

京协和医院等数十家大型三甲医

院推广应用。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6 项。 

2 
高端成型装备

及系统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韩江，夏链等 

高端成型装备及系统是重大装备

成型制造的关键，该学科致力于先

进锻压与成型装备的新原理、新技

术、新系统、新装备和新模式的研

究，先后承担了 “大型数控薄板冲

压生产线”、“超高强度汽车结构件

热冲压生产线”、“航天大型复杂薄

壁构件充液拉深装备”等 5 项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运用新一代信息技

术，在装备结构、智能互联、协同

开发、协同制造、远程运维及其工

程管理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成

功应用于神舟飞船和长征系列火

箭关键部件的超塑性成形。获得了

国家发明专利 5 项。 

3 

关于发展自主

品牌国民车和

高端车的政策

建议 

智库报告 杨善林 

针对自主品牌汽车的品牌价值、中

高端汽车技术、国民对自主品牌汽

车的认知度、自主品牌乘用车的国

内市场占有率、自主品牌汽车产业

集中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组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工业协会、

将自主品牌“国民车”和“高端车”

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产品、加大对自

主品牌汽车的新闻性报道和公众

人物的宣传、实施政府提前采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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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策、实施国民尽可能购买自

主品牌汽车的鼓励性政策、积极引

导自主品牌汽车企业进行战略性

重组等政策建议。该建议已通过中

国工程院呈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全国人大办公厅、全

国政协办公厅以及中央和国务院

有关部门及单位。 

4 
非稳态声场分

离方法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毕传兴、陈剑等 

利用先进的实时声场重建原理，构

建了多种先进非稳态声场分离与

分析方法，开发了相关的软硬件技

术，并成功应用中航工业沈阳黎明

航空发动机公司某型航空发动机

外部噪声以及机械激励下叶片振

动辐射声场的重建，实现了中航集

团沈阳航空发动机公司某发动机

外部辐射声场信息的提取，准确重

建并定位出了机匣外部噪声源位

置，在相关领域突破了国际技术壁

垒。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5 项，发

表高水平论文 10 余篇。 

5 

基于波分复用

多通道输出时

域地址查询技

术的光纤光栅

传感方法及系

统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余有龙，刘春晓等 

针对国防和航天领域特殊应用场

景下网络带宽受限的问题，采用基

于新型波分复用多通道输出时域

地址查询技术，有效改善了光纤信

息传输密度，该技术先后与哈尔滨

工业大学和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

院合作，在探月工程三期的预研和

地面工程测试项目中分别承担钻

具的热力学、力学和动力学参数在

线测试任务。获国家发明专利 6 项。 

6 

采用光热干涉

测量大气气溶

胶吸收系统的

装置 

发明专利 李保生等 

将光热干涉测量技术应用于大气

污染防治设备中，成果与合肥福瞳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功的解

决了精确测量大气颗粒物吸收系

数的测量问题，为公司增加了市场 

竞争力，新增产值达 1800 万元，

新增利税 150 万元，获得了较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获国家发明

专利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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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电站 330KV

高压电缆温度

及绝缘状态智

能监测装置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刘征宇等 

与上海布鲁克电缆公司合作，开发

了工业高压电缆温度及电阻等关

键参数的检测系统和多套相关设

备，系统成功应用于刘家峡水电站

开关站改造工程中，监测高压接头

温度及电缆外金属层绝缘状态。经

一年时间实际在线运行，验收符合

运行要求，实现了带电情况下的参

数监测。获国家发明专利 4 项。 

8 

一种基于感知

哈希的实用安

全图像取证系

统及其取证方

法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胡东辉等 

成果为哈希感知图像标定技术在

大数据主动监测领域的成功应用，

通过与安徽矽索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合作，开发了多套具有网络图像

的主动检测和追踪算法支持的系

统，产品已为安徽省版权局及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使用，取得非常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果

包含国家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5

项。 

9 

一种用于测量

力的多孔质喷

嘴浮板机构 

发明专利 黄斌等 

该专利在提升合作方现有产品性

能、开发新产品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2015年创造经济效益500万元。

该项技术有望用于液晶玻璃平板

检测仪器等多项新产品研发项目，

预计可带来 3000 万元/年经济效

益。 

10 

可实现回转角

度测量的球铰

链及测量方法 

发明专利 胡鹏浩等 

我单位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四

十一所合作，在烟草电子工程研究

中，应用了该专利，利用等效磁荷

模型和三维角度检测法，解决了烟

支高速转动过程中受力的精确模

拟等难题，实现了弹烟作用力精度

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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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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 201310 20 9 

合肥工业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结

合国家装备制造业发展需求，以机械制造装备及数控技术为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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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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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计划”国家

级工程实践教学

中心 

江淮汽车集

团 
合肥 201208 25 6 

合肥工业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结

合国家装备制造业发展需求，以机械制造装备及数控技术为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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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工业大学和江淮汽车有限公司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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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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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工业机器人工程

实践中心 

芜湖埃伏特

智能装备公

司 

芜湖 201605 10 8 

芜湖埃伏特智能装备公司与合肥工业大学共建工业机器人工程实践中心，

致力于培养学生对工业机器人的全方位认识和研究。实践中心每年接受 10

名硕士研究生进行机器人相关的研究工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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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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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型金属材料加

工中心 

合肥合锻机

床股份有限

公司 

合肥 201309 20 6 

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肥工业大学共建大型金属材料加工中心，

致力于难变形金属、汽车零部件变形问题的研究，该中心每年接受 20 名硕

士研究生进行工程问题的研究，针对金属材料变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

现场分析与解决。 

6 

合肥工业大学机

械工程学科联合

培养研究生示范

基地 

安徽巨一自

动化装备有

限公司 

合肥 201409 30 4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巨一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每

年平均接受 30 名硕士研究生，学生依托企业自动化生产线设计与制作流

程，学习机械产品流水化生产的关键技术与产线设计。 

7 
合肥工业大学计

量技术实践基地 

安徽省计量

科学研究院 
合肥 200611 12 3 

学生依托基地开展计量测试技术的应用与开发研究，主要进行仪器测量原

理、测绘仪器开发、计量标准实验等实践课程的教学活动，基地每年接受

12 名左右硕士研究生。 

8 

合肥工业大学 -

海克斯康实践创

新基地 

海克斯康测

量技术有限

公司 

青岛 201706 10 2 

海克斯康测量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三坐标测量机制造龙头企业，我校与海

克斯康 2017 年正式建立合肥工业大学-海克斯康实践创新基地。基地每年

接受 10 名硕士研究生，学生依托该基地进行接触式坐标测量仪器、光电式

坐标测量仪等产品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实践活动。 

9 

合肥工业大学 -

宁波华仪宁创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创新基地 

宁波华仪宁

创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宁波 201703 15 3 

宁波华仪宁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合肥工业大学共建的实践创新基地，基

地每年接受 15 名硕士研究生，学生依托该基地进行智能仪器、光机电一体

化产品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实践活动。 

10 

合肥工业大学 -

江苏昊华传动控

制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创新基地 

江苏昊华传

动控制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 201704 15 2 

学生依托该基地进行气动元件、导轨丝杠、电气产品、减速机、减速电机、

联轴器、计量仪器等传动控制自动化元件技术研发与创新实践活动。基地

每年接受 15 名左右硕士研究生。 

1. 2017 12 3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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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2-2 10  

 
   

 

200  

1 全国小平科技创新实践团队 姜武华 先进制造 

此项活动是在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的支持下，在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设立 10 周年之际，为更好地完成邓小平

同志遗愿，促进青少年科技创新事业发展，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

联、全国少工委面向全国组织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全国高校大学生科技创新

团队的最高荣誉，汪俊同学作为获奖代表接受了刘延东副总理的授牌。 

2 SYB 创业意识培训 吴其林 先进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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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创新实践教学 张阳 智能仪器与系统 
基于智能车平台，开展汽车传感、自动控制、导航等相关技术学生自主创新

实践活动，已形成研究生-本科生良性循环互动。 

4 自建案例库 纪峰 智能仪器与系统 
针对光电检测技术，建立了工业主流光电检测技术实践与开发案例库，为学

生的实践创新、主流工业检测技术开发等方面积累了大量开发原型样机等。 

5 新能源汽车制造技术工程实践 张炳力 先进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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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平

台 
梁昌勇 智能制造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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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济南复强动力有限公司的再制造

运营管理（原创教学案例） 
刘渤海 智能制造工程管理 

本案例获“第四届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奖，其主题所涉及的再制造行业

为我国新兴产业，是我国循环经济的组成部分。案例结合具体企业的再制造

流程，针对其不同于传统制造的运营策略、逆向物流、库存控制、生产计划、

质量控制等运营管理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对策思路。案例具有前瞻性

和实用性，已应用于本科生、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学过程中，效果良好。 

8 信息安全项目实践教学活动 胡东辉 智能感知与机器人 

与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所、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中新软件有限公司合作，

开展信息安全方向的实践教学活动，通过理论与实践教学，介绍了社会关注

的热点安全技术，激发学生投身国家信息安全建设和保障工作的兴趣。 

9 校企合作实践活动 李建华 智能感知与机器人 

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青马培训班校企合作参观实习系列实践活动。2018

年，第九期活动得到了安徽省广播电视大蜀山发射台、华霆(合肥)动力技术有

限公司、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支持。学院共计八十余名研

究生参加本次实践教学活动，对于发射台发射机的信号循环监控、电动汽车

电池的组装工作流程以及雷达处理数据工作原理和数控终端进行了深入的参

观和学习。 

10 
“学习马克思，畅享新时代”主

题实践活动 
毕翔 智能感知与机器人 

本活动为深入学习并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更好的在学习、工作、生活实践中践行理论，组织学院学生党员发

展对象班学员集体观看传记电影《青年马克思》。活动提升了党校学员的相关

理论知识和联系自身实际的能力，认识到作为青年一代党员的历史使命和责

任担当，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到自身的工作学习中。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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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95 

IV-3-2 10  

 
 

 

 
   

N/M  

1 安徽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 
智能移动机械装各系统集成

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訾斌 

（第一完成人） 
2017 1/5 

2 安徽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 
面向全生命周期的家电产品
绿色制造关键技术及应用 

刘志峰 

（第一完成人） 
2013 1/2 

3 安徽省自然科学奖 一等 
视觉媒体的协同分析理论与

方法 

汪萌 

（第一完成人） 
2017 1/2 

4 安徽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 
车用高精度催化还原尾气净
化喷射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 

刘屹 

（第一完成人） 
2015 2/2 

5 
教育部高校科研成
果（人文社科） 

二等 
制造工程管理中的优化理论

与方法 

杨善林 

（第一完成人） 
2015 1/2 

6 安徽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 
大容积冰箱绿色智能关键技

术研发及应用 

黄海鸿 

（第一完成人） 
2017 1/2 

7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自然

科学奖） 

二等 
复杂条件下的近场声全息理

论与方法研究 

毕传兴 

（第一完成人） 
2017 1/1 

8 
中国汽车工业科学

技术奖 
二等 

汽车自动变速器关键共性技
术及产业化应用 

赵韩 

（第一完成人） 
2017 1/3 

9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自然

科学奖） 

一等 
基于供应链创新的决策问题

研究 

梁樑 

（第一完成人） 
2015 

中国科大 

为唯一完成单位 

10 安徽省自然科学奖 一等 
分布式决策环境下的数据包

络分析理论与方法 

梁樑 

（第一完成人） 
2017 

中国科大 

为唯一完成单位 

1.

 

2.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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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3 10  

 

 

 
     

 

1 

大数据知识工程基础理

论及其应用研究

（2016YFB1000900） 

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 
201607-202012 吴信东 3000 

2 

标准型数控系统的产业 

化及专用型齿轮机床数 

控系统的研究开发

（2012ZX04001-21） 

科技部 
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 
201203-201412 韩江 230 

3 
MRO决策支持工具研究

（2009AA043403） 
科技部 

国家 863 计

划（民口） 
201001-201312 杨善林 303 

4 

便携关节式坐标测量机

开发与应用 

(2013YQ220893) 

科技部 

国家重大科

学仪器设备

开发专项 

201401-201711 于连栋 1035.84 

5 

平板显示屏自动光学检

测仪器开发与应用 

(2013YQ220749) 

科技部 

国家重大科

学仪器设备

开发专项 

201401-201812 卢荣胜 950 

6 

互联网与大数据环境下

高端装备制造工程管理

理论与方法研究 

(7169023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 
重大项目 201701-202112 杨善林 1362.60 

7 

扫描成像及复检显微成

像单元开发与集成 

（2013YQ22074901） 

科技部 
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项目 
201310-201510 杨永跃 324 

8 

多层次多维度信息聚合

与呈现技术 

（SS2014AA012204） 

科技部 
国家 863 计

划 
201401-201612 洪日昌 377 

9 

家具喷涂机器人柔性智

能装备系统集成 

技术研究

（2017YFB1303903） 

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 
201712-202011 訾斌 195 

10 
S 系列变速器装配及测

试开发 

安徽巨一自动

化装备有限公

司 

企业合作项

目 
201312-201412 林巨广 18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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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4 10  

    
/ 

 
100  

1 

复杂产品开发工

程管理理论与方

法 

杨善林 2012 科学出版社 

系统地论述了复杂产品开发工程管理

中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提出了相应的

优化理论与方法、智能决策理论与方

法、群决策理论与方法以及评估理论

与方法;结合云计算技术的发展, 研究

了云计算环境下复杂产品开发过程信

息服务系统的有关问题, 分析了该系

统的应用前景。 

2 

Integrated Vehicle 

Dynamics and 

Control  

陈无畏 2016 
John Wiley & 

Sons Inc 

本书深入介绍了对车辆系统动力学和

控制。本书的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了单

车系统动态模型和控制方法的发展。 

通过专注于防抱死制动系统（ABS），

主动悬架和电动助力转向系统（ABS）

等单独的控制系统。本书的第二部分

重点介绍了车辆综合动态模型与控制

方法的发展。  

3 

Pattern Matching 

with Wildcards 

And Length 

Constrains 

吴信东 2016 科学出版社 

本书由吴信东教授“千人计划”研究

团队出稿撰写，围绕带有通配符和长

度约束的模式匹配这一科学前沿问题

进行算法设计与分析，系统、深入地

阐述带有通配符和长度约束模式匹配

的问题描述、算法设计、理论和实验

结果分析。对每个算法都给出了详细

的介绍和实验结果，聚焦处理带有通

配符和长度约束的模式匹配问题。 

4 
Data Mining with 

Big Data 
吴信东 201401 

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本文为 ESI 高被引论文，被引用 600

次。本文针对大数据在物理、生物和

医学领域的应用，提出了一个创新性

HACE 定理，描述了大数据革命的特

征，并从数据挖掘的角度提出了一个

大数据处理模型。 这种数据驱动模型

涉及信息源的需求驱动聚合，挖掘和

分析，用户兴趣建模以及安全和隐私。

为处理具有多个自治源的大容量，复

杂，不断增长的数据集提供了一种开

创性思路。文章还分析了数据驱动模

型以及大数据革命中的挑战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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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mage Annotation 

By 

Multiple-Instance 

Learning With 

Discriminative 

Feature Mapping 

and Selection 

洪日昌 201405 
IEEE Transactions 

on Cybernetics 

本论文 ESI 高被引论文，被引用 95

次。多实例学习（MIL）因其探索图

像的区域级视觉信息的能力而在图像

注释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本文提出

了一种具有判别特征映射和特征选择

的 MIL 方法，通过理论与实验，验证

了方法能够大幅提升 MIL 辨别和过

滤噪音的能力。论文为进一步应用

MIL于图像处理领域提供了一种较为

创新的思路与方法。 

6 

Robust Face 

Recognition via 

Adaptive Sparse 

Representation 

Wang 

Jing 
201412 

IEEE Transactions 

on Cybernetics 

本论文被引用 74 次。基于稀疏表示

（或编码）的分类（SRC）近年来在

人脸识别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

SRC过于强调稀疏性并且忽略了相关

信息，这些信息在现实世界的人脸识

别问题中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本文

提出了一种基于自适应稀疏表示的兼

顾稀疏性和相关性的分类（ASRC）

框架，有效降低了 SRC 的局限性。算

法得到领域中知名专家的认可。 

7 

New results 

onstability 

andstabilization of 

aclass of 

nonlinearfractional

-ordersystems 

Chen,L

iping 
201403 

Nonlinear 

Dynamics 

本文为 ESI 高被引论文，被引用 66

次。本文讨论了一类具有 Caputo 导数

的分数阶非线性系统的渐近稳定性和

稳定性问题。 利用 Mittag-Leffler 函

数，Laplace 变换和广义 Gronwall 不

等式，保证了一类分数阶的非线性系

统的局部渐近稳定性和稳定性。首次

给出了此类系统全局渐近稳定性和稳

定性的充分条件。 

8 

Fibre guiding at the  

Dirac frequency 

beyond photonic 

bandgap 

谢康 201506 
Light: Science 

&Applications 

期刊影响因子 14，被引用 13 次。光

子晶体光纤传统上依赖于全内反射

（折射率引导光纤）或光子带隙（光

子带隙光纤）来实现场限制。本文首

次报告了通过所谓的光子带结构的狄

拉克点发现光纤内的新光捕获。本发

现对新型光子晶体光纤的制备有极高

的指导意义，也可以为光子，声子和

电子的传输现象的许多相对论量子效

应提供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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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ear-infrared-light

-based 

nano-platform 

boosts endosomal 

escape and controls 

gene knockdown in 

vivo 

李炳南 201405 ACS Nano 

期刊影响因子 13.4，被引用 52 次。目

前基于纳米颗粒的基因递送技术面临

两个主要限制，即内体降解和纳米颗

粒的细胞溶质释放不良以及治疗的非

特异性。本文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种基

于光的基因传递方法，实现远程纳米

换能器效应以激活内体逃逸和基因敲

除。在小鼠黑色素瘤模型中体内观察

实验证明了该系统的巨大临床潜力。 

10 

Smartphone based 

visual and 

quantitative assays 

on upconversional 

paper sensor 

李炳南 201601 
Biosensors & 

Bioelectronics 

期刊影响因子 8.173，被引用 49 次。

本文借助 3D 打印技术开发了一种辅

助可重复使用的装置，将 980nm 微型

激光器，光学滤波器和微型腔有序组

装在一起，对试纸上的发光变化进行

数字成像和定量分析。这项工作初步

证明了将转换纳米传感器与智能手机

数字成像集成在纸质平台上进行即时

分析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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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4 600  

 

 

 

合肥工业大学在机械领域的相关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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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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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合肥工业大学在机械领域的相关学科培养的各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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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就业方向主要为国内大中型

骨干企业、研究所、高校等。近五年来，相关领域已陆续培养了博士和硕士 1700 余名，博士生的一次

就业率近 95%，硕士生一次就业率近 98%。近五年毕业生进入国有企业工作的最多，其次为民营企业、

其他事业单位与科研院所，部分毕业生赴国际知名高校与国内知名高校深造。 

根据用人单位问卷调查结果，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超过 95%。根据毕业生问卷调查结果，就业

专业对口率研究生超过 90%。相关专业对用人单位进行了多次跟踪问卷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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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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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机械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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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机械领域拥有汽车技术与装备、智能决策与信息系统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 12 个国家和省部

级科研基地，与国机集团、中国航发集团、国家电网等大型企业建立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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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校在先

进制造、智能制造工程管理、智能仪器与系统、智能感知与机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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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