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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简介 
太原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现设物理系、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系、光

源与照明工程系、大学物理教学部、物理实验中心、测控技术研究所、光电工

程研究所及山西省测控技术与新型传感器工程中心八个部门, 是新型传感器与

智能控制教育部（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的主要依托单位。 

学院现有教职工 125人, 其中教师 98人, 工程系列职工 17人, 行政管理职

工 10人。教授 13 人, 副教授 28人。博士生导师 7名, 硕士生导师 83 名, 具有

博士学位的教师 74名。 

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2名, 山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拔尖人才 1 名, 山西省

“新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 333 人才工程”省级人选 2 名, 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

年学术带头人 6 名, 山西省教学名师 1 名。同时有双聘院士 1名, 山西省“百人

计划”入选者 4 名。 

学院现有三个本科专业, 一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两个交叉学科博士学位

点, 七个学术型硕士学位点, 两个专业型硕士学位点, 一个工程硕士学位点。拥

有一个省级实验示范中心, 两门省级精品课程, 两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一个

山西省品牌专业, 一个山西省研究生教育优秀导师团队。现有在校本科生 471名, 

硕士生 252名, 博士生 21名。 

2013年, 学院科研合同经费共计 1247.9万元, 进账经费 969.9万元, 新增校

内可支配经费 289.2万元。 新增科研项目 66项, 其中国家级基金项目 13项, 省

部级项目 40项, 企业技术开发及服务项目 13项。获山西省科学技术（自然科学

类）二等奖 1项, 太原市科技奖优秀科技项目奖一等奖 1项,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科学技术成果奖 1项, 中国（国际）传感器创新大赛一等奖 1项。授权国外发明

专利 1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1 项,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3 项, 发表学术论文 

119 篇, 其中被 SCI收录论文 50篇（影响因子大于 3的论文 15篇）, 被 EI收

录论文 4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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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 
成员 

教  职  工：125 人（教师系列 98 人；工程系列 17 人；行政管理人员 10 人） 

本  科  生：471 人（光源与照明 106 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227 人； 

应用物理 138 人） 

硕士研究生：252 人（电子科学与技术 38 人；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 人；

凝聚态物理 55 人；光学工程 35 人； 

控制科学与工程 28 人；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2 人； 

集成电路工程 54 人；控制工程 21 人） 

博士研究生： 21 人 

教学 
全年承担教学工作量：41317.32（含三本教学工作量 2851.2） 

在编教师人均教学工作量：425.95；人均本科教学工作量：367.6 

科研  

科研合同经费： 1247.9 万元 

进 账 经 费：  969.9 万元 

新增校内可支配经费：289.2 万元 

科研项目：新增科研项目 66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3 项；省部级 40

项；企业技术开发与服务项目 13 项） 

发表学术论文：119 篇 

（SCI 收录 50 篇；EI 收录 41 篇；15 篇影响因子大于 3）  

发明专利：授权国外发明专利 1 项；授权 11 项国家发明专利； 

申请 23 项国家发明专利 

获奖： （见教学、科研部分获奖情况） 

新增学术带头人： 

崔艳霞   入选“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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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院党委                  院行政              

书  记：李建明                  院    长：杨毅彪             

副书记：彭彦彬                  副 院 长：郝玉英   杨毅彪    

院长助理：张明江 

办公机构 
党务行政办公室：张  莉（主任）   刘小平     周颖娟 

教学科研办公室：甄  炜（主任）   李维强 

学生工作办公室：冯志宇（主任）   田彦婷 

院    团    委：秦莺莺（书记） 

研究所、系、部、中心 
测控技术研究所：  王云才（兼所长）   乔铁柱（副所长） 

光电工程研究所：  王云才（兼所长）   张明江（副所长） 

物   理   系：    陈  彬（主任）     厉华明（副主任） 

光信息技术系：    韦宏艳（主任）     张校亮（副主任） 

光源与照明工程系：张明江（主任）     李战峰（副主任） 

大学物理教学部：  康爱国（主任） 

王丽平（副主任）   刘红利（副主任） 

物理实验中心：    杨玲珍（主任）     李  辉（副主任） 

第五届教授委员会 
轮值主席：吕玉祥 

工会 
主    席：彭彦彬     副 主 席：张  莉 

组织委员：陈  彬     宣传委员：樊林林    生活委员：李维强 

文体委员：陈建宾     女工委员：刘瑞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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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各系部人员情况一览表 

物理系（19 人） 

教   授：杨毅彪 吕玉祥   胡  彧  副教授: 张文星  厉华明  薛海斌 
讲   师：张  莹  马  宁  彭  华  孙永丽  冀炜邦  常晓敏  冯  琳 

       张万舟  陈  彬  冀  婷  邓  霄  张  杰 
工程系列：韩国华 

光信息技术系（24 人） 

教    授：李秀燕  郝玉英    
副 教 授：韦宏艳  李晓春  费宏明  王娟芬  蔡冬梅  王冰洁  曹斌照 
讲    师：李国辉  张校亮  刘  欣  武  媛  翟爱平  王文杰  袁树青  

张  荣  刘  丽  陈建宾  贾  鹏  曹中兴  刘香莲  陈景东 
工程系列：张青兰 

光源与照明工程系（18 人） 

教    授：崔艳霞    副教授： 靳宝全   张朝霞  陈智辉  张明江 
讲    师：贾华宇    曹  铃   刘芳宇   孙钦军  王  磊  杨建新    

张  叶    李战锋   王  东   秦  伟  易小刚  田  跃   
工程系列：武银兰 

大学物理教学部（21 人） 

教    授： 康爱国  崔彩娥   黄  平 
副 教 授： 杨跃俊  李孟春   朱林彦   贺晓宏   刘瑞萍   杨  致    

杨  平  刘红利   
讲    师： 王丽平  乔记平   马湘东   张彩霞   张  鹏   郝文涛    

薛萍萍  张雍家   徐利春   郭  玮 

物理实验中心（19 人） 

教    授：杨玲珍            副教授： 朱子鹏   马丽静   马  珺 
讲    师：武余树  李  辉  樊文浩  孙  礼 
工程系列：王宏伟  曹海燕  杨慧岩  杨周琴  郭竹远  魏  循  张机源 

蔡惠明  樊林林  李维强  张义叶 

测控技术研究所、光电工程研究所（19 人） 

教    授： 马福昌  牛憨笨（兼）刘喆颉（兼） 于化忠（兼） 史  方（兼） 
范旭东（兼）  王云才  秦建敏  

副 教 授： 乔铁柱  王  鹏     
讲    师： 王安邦  张建忠  刘绍鼎  程  鹏    张建国 
工程系列： 梁丽萍  薛保平  白雪峰  巩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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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成员 

 
田彦婷：哈尔滨工业大学  曹斌照：兰州大学   陈景东：上海交通大学 
陈建宾：大连理工大学    秦  伟：山东大学   易小刚：北京邮电大学 
徐利春：北京工业大学    贾  鹏：南京大学   王  东：哈尔滨工业大学 
郭龑强：山西大学        郭  玮：吉林大学   田  跃：大连海事大学 
徐  强：清华大学        刘香莲：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张雍家：山东大学        曹中兴：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孙  礼：山东大学        王  鹏：法国巴黎皮埃尔与玛丽-居里大学 
山西省“百人计划”专家两名: 
范旭东：美国密歇根大学终身教授   史方：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调出人员  曹恩思  邢丽丽   张超 

退休人员      

    蔡慧明， 1958 年 3 月生，工程师, 大学本科学历, 中共党员。三十余年来

从事实验教学工作。物理实验中心同仁在其退休之际送对联一副感谢其在实验

室多年的付出，同时祝愿她在以后的日子身体健康、顺心如意。上联：心直口

快，彰显工作作风干净利落；下联：活力十足，呈现生活态度悠然自得；横批：

难得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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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3 学院教师综合情况表 

年份 教授 
副教
授 

讲师 助教 博士 
平均 
年龄 

男女 
比例 

教师 
总数 

职工 
总数 

2009 6 10 23 2 14 37 15:26 41 62 
2010 7 10 28 0 19 37.3 18:27 45 64 
2011 10 13 41 0 40 35.6 30:34 64 87 
2012 12 21 52 0 58 36.1 45:40 85 110 
2013 13 28 57 0 74 36.5 57:41 98 125 

我们的“家” 

一年来，在院党委和行政及校工会的领导下，在广大会员的帮助和支持下，

学院工会继续秉承服务宗旨，努力建设“我们的家”。学院工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为学院所有女会员申报了女职工特病保险一份；大力开展扶贫助困，看望受灾、

生病教职工。特别是学校“6·6”火灾后，学院广大教职工自发的为受灾住户捐款

捐物，共捐款七万余元。 

学院工会积极参加校工会的各项文体活动，先后获得“展巾帼风采，舞魅力

人生庆“三•八”全健排舞比赛三等奖；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系系获太原理工大学巾

帼文明岗；杨玲珍老师获太原理工大学巾帼建功标兵；常晓敏老师获太原理工大

学魅力女人；韦宏艳老师获得太原理工大学“和谐家庭”称号；物理实验中心获太

原理工大学“三育人”先进集体，秦建敏教授获太原理工大学“十佳师德标兵”；张

莉获太原理工大学“三育人”优秀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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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总结 
科研经费 

2013 年科研合同经费 1247.9 万元, 进账 969.9 万元, 新增校内可支配经费

289.2 万元. 

 

2013 年进账经费明细表 

姓名 经费（万元） 姓名 经费（万元） 姓名 经费（万元） 

牛憨笨 100 崔艳霞 17 陈建宾 5 

靳宝全 93 李战锋 17 曹  铃 5 
吕玉祥 71.7 刘绍鼎 15 李秀燕 5 

刘喆颉 58 田  跃 15 彭  华 5 

张明江 54.4 杨玲珍 14 韦宏艳 5 

王云才 53 郝玉英 13.1 张朝霞 5 

范旭东 50 乔记平 12 常晓敏 4.5 

刘雪明 50 秦建敏 12 陈  彬 4 

史  方 50 张万舟 12 费宏明 4 

于化忠 50 张校亮 10.5 王冰洁 4 

黄  平 25 蔡冬梅 10 翟爱平 3 

王  磊 23.4 刘红利 10 刘  丽 2 

陈智辉 19.8 李晓春 10   
冯  琳 19 马  珺 8   
杨毅彪 18 杨  致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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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新增科研项目 

2013 年新增科研项目 66 项, 其中国家级项目 13 项, 省部级项目 40 项, 企
业技术开发与服务项目 13 项。 

 国家级各类项目 

1. 靳宝全, 轧机压下系统机电液耦合致振机理及主动自抑制方法(项目编号 51375327),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80 万, 2014.01-2017.12. 
2. 张明江, 混沌激光相干法实现长距离高分辨率的分布式光纤传感(项目编号 61377089),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82 万, 2014.01-2017.12. 
3. 田  跃, 近紫外激发白光 LED 用含银多聚体的稀土离子掺杂全色发射玻璃荧光体的研究(项

目编号 5130218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25 万, 2014.01-2016.12. 
4. 陈智辉 , 二维硅光子晶体复合结构提高胶体量子点温度传感器的高温灵敏度(项目编号

6130706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8 万, 2014.01-2016.12. 
5. 李战锋, 氟取代联蒽类双极性深蓝光材料的合成及光电性能研究(项目编号 61308093),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5 万, 2014.01-2016.12. 
6. 刘绍鼎, 金属纳米颗粒聚合体中多重Fano共振效应的研究(项目编号11304219),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25 万, 2014.01-2016.12. 
7. 张万舟, 量子蒙特卡罗方法研究含两体三体和自旋翻转隧穿的超固体(项目编号 113051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资金项目, 20 万, 2014.01-2016.12. 
8. 冯  琳, NiFeMnAl中相变诱发的应变玻璃微观结构和磁性的研究(项目编号51301119),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25 万, 2014.01-2016.12. 
9. 王云才, 第六届国际混沌分形理论与应用研讨会(项目编号 61310306058),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3 万, 2013.07-2013.12. 
10. 杨毅彪, 含单空气缺陷腔的一维光子晶体可调谐滤波特性研究(项目编号 61340053),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基金项目, 18 万, 2014.01- 2014.12. 
11. 陈   彬 , 光腔-机械振子-原子三元杂化腔光机械系统中光学性质的理论研究(项目编号

1134718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理论物理专项, 4 万, 2014.01-2014.12. 
12. 曹  铃, 共掺杂 TiO2 可见光光催化活性协同效应的理论研究(项目编号 11347157),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理论物理专项, 5 万, 2014.01- 2014.12. 
13. 陈建宾, 超对称模型研究及其参数空间的限制(项目编号 1134718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理论

物理专项, 5 万, 2014.01- 2014.12. 
 

 省部级各类项目 

1. 牛憨笨, 太原理工大学光电子学科创新团队建设, 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 100 万. 
2. 于化忠, 面向食品安全分析的生物光盘分子检测与诊断技术, 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 50 万. 
3. 刘喆颉, 基于自旋转移矩效应和磁电效应的传感器的基础研究及应用开发, 高校‘131’领军

人才工程, 50 万. 
4. 范旭东, 基于光微流激光器的 DNA 熔解分析, 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 50 万. 
5. 史  方, 新型全印刷式有机聚合物柔性晶体管的研究和开发, 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 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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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雪明, 光纤激光器的光子 Robin Hood 效应应用研究, 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 50 万. 
7. 王云才, 基于 Colppits 混沌电路在线检测传输线故障, 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 5 万. 
8. 郝玉英, 基于表面等离子体激元提高有机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的研究, 高校‘131’领军

人才工程, 5 万. 
9. 李秀燕, 新型复合表面改性抗菌不锈钢的研究, 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 5 万. 
10. 黄  平, 宽激发谱多离子共激活单一基质白色长余辉发光材料, 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 5

万. 
11. 杨玲珍, 光纤散射混沌光层析研究, 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 5 万. 
12. 崔艳霞, 金属纳米结构提高 PTB7 基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 高校‘131’领军人才工

程, 5 万. 
13. 张明江, 面向煤矿顶板应力与巷道温度同步监测的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研究, 高校‘131’领

军人才工程, 5 万. 
14. 王云才, 新型传感器与智能控制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编号 2013011066-6), 山西省实

验室基金, 15 万, 2013.01-2015.12. 
15. 靳宝全, 轧机压下系统机电液耦合振动识别及主动控制方法(项目编号 20130011023-3), 山西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万, 2013.01-2015.12. 
16. 韦宏艳, 大气湍流中激光成像雷达目标回波的散斑特性研究(项目编号 2013011006-3), 山西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 万, 2013.01-2015.12. 
17. 蔡冬梅, 共光路自参考干涉波前测量技术研究(项目编号 2013011006-4), 山西省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3 万, 2013.01-2015.12. 
18. 费宏明, 左手介质嵌入式光波段光子晶体光隔离器理论研究(项目编号 2013011007-1), 山西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万, 2013.01-2015.12. 
19. 王冰洁, 面向煤矿的本安型井下电缆损毁点在线检测方法研究(项目编号 2013011019-3), 山

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万, 2013.01-2015.12. 
20. 张朝霞, 面向光生超宽带混沌穿墙雷达的 PC-HHT 实现兼容性及人体识别的研究(项目编号

2013011019-6), 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 万, 2013.01-2015.12. 
21. 王  磊, 红光发射增强的 YAG:Ce3+, Pr3+ , Pb2+荧光粉的研究(项目编号 2013021004-2), 山

西省青年科技研究基金, 3 万, 2013.01-2015.12. 
22. 翟爱平 , 基于 “2+1”相移算法的复合光栅投影复杂三维面型测量研究 (项目编号

2013021016-4), 山西省青年科技研究基金, 3 万, 2013.01-2015.12. 
23. 陈智辉, 高效矿用红外生命探测器的微纳光耦合结构研究(项目编号 2013021017-3), 山西省

青年科技研究基金, 3 万, 2013.01-2015.12. 
24. 冯   琳 , 吸附磁性原子的石墨烯的磁性调控和自旋输运性质的理论研究 (项目编号 

2013021010-1), 山西省青年科技研究基金, 4 万, 2013.1-2015.12. 
25. 彭   华 , 利用微结构调控实现钙钛矿氧化物热电性能提升的机理研究 (项目编号

2013021010-2), 山西省青年科技研究基金, 5 万, 2013.01-2015.12 
26. 崔艳霞, 2013 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省教育厅强校工程, 10 万, 2013.07-2015.06. 
27. 崔艳霞, 银纳米结构提高 PTB7 基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 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

年学术带头人支持计划, 20 万, 2014.01-2015.12. 
28. 崔艳霞, 基于纳米结构的有机太阳能电池光吸收增强(项目编号 XJ2013002), 香江学者计划, 

10 万, 2014.01-2015.12. 
29. 王云才 , 通信网络信息安全与故障监测山西省科技创新团队 , 山西省其它计划 , 20 万, 

2013.01-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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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王云才, 煤矿水灾综合预测技术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编号 2013091021), 山西省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建设项目, 20 万, 2013.01-2014.12. 
31. 乔记平, 先进电子信息技术推广(项目编号 2013071038-5), 山西省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项目

成果推广项目, 10 万, 2013.01-2014.12.  
32. 马   珺 , 城市生活污水高效处理研究 -渠道数字流量计的研究与开发 (项目编号

20130313007-5), 山西省科技攻关项目, 5 万, 2013.01-2015.12. 
33. 李晓春, 食品中有害物质的数字化分子检测技术, 5万, 山西省留学人员科技活动择优资助项

目, 2013.1-2014.12. 
34. 李晓春, 基于蓝光 DVD 的蔬菜中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技术的研究(项目编号 2013-038), 5 万, 

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项目, 2013.1-2015.12. 
35. 陈智辉, 基于二维硅光子晶体异质结构与 CdSe/ZnS 胶体量子点耦合系统的温度传感器研究

(项目编号 20131402120018),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教师类联合资助课题, 4
万,2014.01-2016.12. 

36. 李战锋 , 高效双极性氟取代联蒽类蓝光主体材料的合成及器器件性能研究 (项目编号

20131402120020),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类项目, 4 万, 2014.01-2016.12. 
37. 蔡冬梅, 液晶大气湍流模拟器的研制(项目编号 LAOF201301), 中科院自适应光学重点实验

室开放基金, 7 万, 2013.07-2016.07. 
38. 陈智辉, 基于胶体量子点与光子晶体异质结构的温度传感器及其物理机制研究, 信息光子学

与光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邮电大学)开放课题基金, 10 万, 2013.12-2015.12. 
39. 张明江, 基于混沌激光实现超宽带生命探测雷达的研究(项目编号 GD201305), 深圳大学光

电子器件与系统(教育部/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3 万, 2013.01-2014.12. 
40. 邓  霄, 基于微流控的 ZnO纳米线阵列气敏传感器研究(项目编号 20133028), 山西省研究生

优秀创新项目, 2 万, 2013.07-2015.06. 
 

 企业技术开发与服务项目 

1. 秦建敏, 黄河冰情自动监测系统研发与现场试验, 5 万, 2013.05-2014.06 
2. 秦建敏, 黑龙江河道冬季封冻期冰情自动检测系统研发与现场试验, 5 万, 2013.10-2014.10 
3. 张校亮, 矿用防爆胶轮车尾气成份快速定量检测的新型光谱技术, 15 万, 2013.10-2014.10 
4. 常晓敏 , 南极中山站近海岸海冰厚度及飘移定位自动化观测系统的开发 , 4.5 万 , 

2013.11—203.12 
5. 黄  平, 沥青路面碾压用隔离剂的研制及应用, 20 万, 2012.03-2013.12 
6. 靳宝全, 照明综保远距离供电短路保护器研究, 75 万, 2013.08-2014.12 
7. 乔记平, 黄河源头鄂陵湖冰情自动监测设备研发与现场试验, 2 万, 2012.12-2013.12 
8. 乔铁柱, 煤矿机电设备工况在线监控系统研究, 40 万, 2013.01-2014.12 
9. 乔铁柱, 红外视觉胶带运行工况在线监测系统研究, 86 万, 2013.01-2014.12 
10. 吕玉祥, 微气象环境参数实时监测系统、电网输电线路数字化实时运行管理与分析, 15 万, 

2013.01-2013.12 
11. 刘红利, SiO2@YAG:Ce3+核壳结构纳米复合材料, 10 万, 2013.05-2014.06 
12. 吕玉祥, 电动汽车充电站充放电管控与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研制,28 万, 2013.05-2014.09 
13. 王  磊, 用于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标线的环保储能自发光涂料, 20.4 万, 2013.10-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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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级各类项目 

2013 年共获得太原理工大学校内可支配经费 289.2 万元. 

 学校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曹斌照(经费 20 万)   曹中兴(经费 12 万)   陈建宾(经费  8 万)   郭  玮(经费 9 万) 
郭龑强(经费 13 万)   贾  鹏(经费  9 万)   李战锋(经费 18 万)   刘香莲(经费 18 万) 
秦  伟(经费 18 万)   孙  礼(经费 12 万)   田彦婷(经费 18 万)   田  跃(经费 18 万) 
王  东(经费 13 万)   王  鹏(经费 20 万)   徐利春(经费 18 万)   易小刚(经费 17 万) 
张雍家(经费 14 万) 

 太原理工大学校基金项目 
优青培育项目： 
崔艳霞(经费  5 万)   刘绍鼎(经费  5 万)   田  跃(经费  5 万)   杨  致(经费  5 万)  
青年项目： 
郝文涛(经费 1.2 万)   李国辉(经费 1.2 万)   曹恩思(经费 1.2 万)   张雍家(经费 1.2 万) 
徐利春(经费 1.2 万)   郭  玮(经费 1.0 万)   孙  礼(经费 1.0 万)   袁树青(经费 1.0 万) 
孙钦军(经费 1.0 万) 
青年团队启动项目： 
张文星(团队负责人, 经费 1.2 万) 马宁(经费 1.0 万) 张万舟(经费 1.0 万) 冯琳(经费 1.0 万) 

发明专利 
2013 年授权国外发明专利 1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1 项,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3
项. 

1. Yuncai Wang, Hucheng He, Bingjie Wang, Anbang Wang, CHAOTIC OPTICAL TIME 
DOMAIN REFLECTOMETER METHOD AND APPARATUS, 专利号：US 8,502,964 B2,
授权日：2013.08. 

2. 乔铁柱, 闫来清, 乔美英, 张建国, 程鹏, 路晓宇, 王福强, 一种钢绳芯运输胶带在线虚拟测

试系统, 专利号：ZL 2011 1 0087038.3, 授权日：2013.01.23. 
3. 乔铁柱, 唐艳同, 闫来清, 牛犇, 胡明明, 一种运输胶带纵向撕裂在线监测预警装置, 专利

号：ZL 2011 1 0182794.4, 授权日：2013.04.03. 
4. 郝玉英, 杨倩, 房晓红, 袁树青, 王振国, 王华, 许并社, 一种电子传输层掺杂氟化锂的磷光

二极管的制备方法, 专利号：ZL201110362206.5, 授权日：2012.03.28. 
5. 黄平, 崔彩娥, 张青翠, 梁丽萍, 武银兰, 刘舵, 杨赟, 杨柯, 一种合成一维红色长余辉发光

材料的方法, 专利号：ZL201110207700.4, 授权日：2013.05.15. 
6. 黄平, 崔彩娥, 刘舵, 郭竹远, 张青翠, 武银兰, 李维强, 张青翠, 杨柯, 一种合成一维红色

长余辉发光纳米管阵列的方法, 专利号：ZL201210026258.X, 授权日：2013.07.10. 
7. 张明江, 王云才, 吉勇宁, 郑建宇, 孟丽娜, 刘鎏, 王安帮, 一种基于混沌激光的超宽带穿墙

雷达探测装置, 专利号：ZL201210059813.9, 授权日： 2013.07.17. 
8. 杨毅彪, 邓霄, 王伟军, 李维强, 魏循, 马清亮, 杨慧岩, 薛保平, 一维光子晶体双通道可见

光波段窄带滤波器, 专利号：ZL201210009604.3, 授权日：2013.09.18. 
9. 乔铁柱, 陈昕, 乔葳, 赵弼龙, 满壮, 郑洪强, 基于虚拟仪器智能相机的煤仓煤位检测方法, 

专利号： ZL201210054165.8, 授权日：2013.12.04 
10. 靳宝全等, 一种水位冗余测量装置, 专利号：ZL201210224475.X, 授权日：2013.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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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建国 , 王丽娟 , 侯冠慧 , 王丽 , 邓霄 , 一种液位与物料位一体化测量装置 , 专利号：

ZL201110460721.7, 授权日：2013.9.25. 
12. 杨毅彪, 张琳, 韩昌盛, 魏循, 李祥霞, 田东康, 一维光子晶体全可见光波段单通道超窄带滤

波器, 专利号：ZL201210186163.4, 授权日：2013.12.25 
13. 冀婷, 冯琳, 张叶, 一种锗衬底上制备单晶氧化物薄膜的方法, 申请号：201310106758.9. 
14. 杨致, 李朋伟, 刘瑞萍, 杨永珍, 李安丽, 刘旭光, 许并社, 一种 Co2P 纳米结构材料的制备

方法, 申请号：201310104932.6. 
15. 冯琳, 冀婷, 张文星, 张彩霞, 李维强, 韩国华, 一种具有磁场驱动马氏体相变效应的磁性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201310056853. 
16. 崔艳霞, 张收, 李国辉, 韩国华, 郝玉英, 张锋, 何赛灵, 一种基于表面等离子激元的薄膜型

光准直器, 申请号：201310141709.9. 
17. 李秀燕, 王鹤峰, 杨慧岩等, 不锈钢基体表面氮掺杂二氧化钛多孔薄膜的制备方法, 申请号：

201310194471.6. 
18. 李秀燕 , 曹铃 , 王鹤峰等 , 一种不锈钢表面二氧化钛纳米管薄膜的制备方法 , 申请号：

201310190524.7. 
19. 李辉 , 王柱 , 陈志权 , 冯亚强 ,  一种简化数字符合多普勒展宽谱仪 , 申请号：

201310139599.2. 
20. 乔记平, 陈燕, 秦建敏, 武媛, 杨建新, 张青兰, 一种智能红外甲烷气体检测装置, 申请号

201310187206.5. 
21. 张明江, 王云才, 张建忠, 王安帮, 王文杰, 马喆, 许卫鹏, 柴晶, 张超, 基于混沌激光相干

法的分布式光纤传感装置及其测量方法, 申请号：201310045097.3. 
22. 张明江, 王文杰, 王云才, 王安帮, 王龙, 张超, 随机码外调制的分布式光纤传感方法及装置, 

申请号：201310055811.7. 
23. 乔铁柱, 赵弼龙, 陈昕, 王峰, 靳宝全, 一种输送带纵向撕裂视觉检测与预警的系统及应用

方法, 申请号： 201310089279.0. 
24. 乔铁柱, 张洺棋, 乔葳, 一种热分布图像在线预测方法, 申请号： 201310090292.8. 
25. 乔铁柱, 张龙, 王峰, 靳宝全, 张雪英, 一种矿用胶带纵向撕裂红外智能检测传感器及使用

方法, 申请号： 201310109902.4. 
26. 张明江, 吉勇宁, 王云才, 王安帮, 武媛, 王冰洁, 一种基于混沌激光的非接触式远程水位检

测方法, 申请号：201310174236.2. 
27. 张明江, 吉勇宁, 王云才, 王安帮, 武媛, 刘丽, 徐航, 一种基于混沌激光的超宽带微波光子

远程测距雷达装置, 申请号：201310174280.3. 
28. 张朝霞 , 周俊杰 , 张东泽 , 乔记平 , 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认知雷达探测装置 , 申请号：

201310291291.X. 
29. 马福昌, 马珺, 祁彧, 一种数字泥石流传感器, 申请号： 201210255081 
30. 马珺, 马福昌, 祁彧, 一种数字泥石流传感器的使用方法, 申请号： 201210255093 
31. 马珺, 祁彧, 侯冠慧, 一种数字泥石流传感器的制备方法, 申请号： 201210255079 
32. 王安帮, 徐航, 王云才, 王冰洁, 武媛, 张明江, 一种类似白噪声的宽带混沌信号的产生方法

及装置, 申请号：201310307906.3. 
33. 王安帮, 王龙生, 张建国, 武媛, 王冰洁, 王云才, 基于啁啾光纤光栅的光反馈混沌激光器, 

申请号：201310324865.9. 
34. 王云才, 王安帮, 王冰洁, 张建忠, 苗丰沛, 一种基于后向瑞利散射产生真随机码的方法及

装置, 申请号：201310389250.4. 
35. 程鹏, 张建国, 李媛媛, 薛保平, 一种跟踪式油水分界面测量装置, 申请号：201310686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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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学术论文 
本年度我院教师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共发表期刊学术论文 91 篇，其

中 50 篇被 SCI 收录， 2 区以上文章 20 篇，15 篇影响因子大于 3；35 篇被 EI

收录；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提交 28 篇学术论文，其中 6 篇被 EI 收录。 

 
 期刊论文 

1. P. Li, Y. Wang (王云才)*, A. Wang, B. Wang, Fast and tunable all-optical physical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based on direct quantization of chaotic self-pulsations in two-section 
semiconductor lasers, IEEE J. Sel. Topics Quantum Electron. 19 (2013) 0600208. (SCI 1区) 

2. Z. Yang (杨致)*, B. Zhang, X. Liu, Y. Yang, X. Li, S. Xiong, B. Xu, The spin-filter capability and 
giant magnetoresistance effect in vanadium-naphthalene sandwich cluster, Org. Electron. 14 
(2013) 2916. (SCI 1区) 

3. Y. Li, Y. Hao (郝玉英)*, W. Li, S. Yuan, H. Liu, Y. Cui, H. Wang, B. Xu, W. Huang, Improving 
working lifetime and efficiency of phosphor doped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s, Opt. Express 21 
(2013) 17020. (SCI 2区) 

4. Y. Cui(崔艳霞), J. Xu, Y. Lin, G. Li, Y. Hao, S. He, N. Fang, Optical curtain effect: Extraordinary 
optical transmission enhanced by antireflection, Plasmonics 8 (2013) 1087. (SCI 2区) 

5. S. Liu (刘绍鼎)*, Y. Yang, Z. Chen, W. Wang, H. Fei, M. Zhang, Y. Wang, Excitation of multiple 
Fano resonances in plasmonic clusters with D2h point group symmetry, J. Phys. Chem, C 117 
(2013) 14218. (SCI 2区) 

6. S. Liu (刘绍鼎)*, M. Zhang, W. Wang, Y. Wang, Tuning multiple Fano resonances in plasmonic 
pentamer clusters, Appl. Phys. Lett. 102 (2013) 133105. (SCI 2区) 

7. A. Wang(王安帮), Y. Wang (王云才)*, Y. Yang, M. Zhang, H. Xu, B. Wang, Generation of 
flat-spectrum wideband chaos by fiber ring resonator, Appl. Phys. Lett. 102(2013) 031112. (SCI 2
区) 

8. A. Wang(王安帮), Y. Yang, B. Wang, B. Zhang, L. Li, Y. Wang (王云才)*, Generation of 
wideband chaos with suppressed time-delay signature by delayed self-interference, Opt. Express 
21 (2013) 8701. (SCI 2区)  

9. A. Wang(王安帮), P. Li, J. Zhang, J. Zhang, L. Li, Y. Wang (王云才)*, 4.5 Gbps high-speed 
real-time physical random bit generator, Opt. Express 21 (2013) 20452. (SCI 2区) 

10. T. Zhao, A. Wang, Y. Wang (王云才)*, M. Zhang, X. Chang, L. Xiong, Y. Hao, Fiber fault 
location utilizing traffic signal in optical network, Opt. Express 21 (2013) 23978. (SCI 2区) 

11. L. Cao*(曹铃), X. Li, D. Wang, L. Zhu, Li-doped NiMgO thin films as a promising p-type 
transparent conductive material with wide band-gap, Mater. Lett. 110 (2013) 73. (SCI 2区) 

12. L. Cao*(曹铃), J. Jiang, L. Zhu, Realization of band-gap engineering of ZnO thin films via Ca 
alloying. Mater. Lett. 100 (2013) 201. (SCI 2区) 

13. G. Li*(李国辉), Y. Cui, J. Wang, Photorefractive inhibition of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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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ically poled MgO doped LiNbO3 waveguide, Opt. Express 21 (2013) 21790. (SCI 2区) 
14. H. Xue*(薛海斌), Full counting statistics as a probe of quantum coherence in a side-coupled 

double quantum dot system, Ann. Phys. 339 (2013) 208. (SCI 2区) 
15. Z. Yang (杨致)*, B. Zhang, X. Liu, Y. Yang, X. Li, S. Xiong, B. Xu, Spin-valve giant 

magnetoresistance in scandium-benzene sandwich cluster, Europhys. Lett. 104 (2013) 500006. 
(SCI 2区) 

16. W. Zhang(张万舟 )*, R. Yin, Y. Wang, Pair supersolid with atom-pair hopping on the 
state-dependent triangular lattice, Phys. Rev. B 88 (2013) 174515. (SCI 2区) 

17. W. Hao(郝文涛), J. Zhang, Microstructure and dielectric property of hot-pressed high density 
CaCu3Ti4O12 ceramics, J. Alloys Comp. 559 (2013) 16. (SCI 2区) 

18. X. Zhang* (张校亮), Z. Liu, X. Li, Q. Ma, X. Chen, J. Tian, Y. Xu, Y. Chen, Transient thermal 
effect, nonlinear refraction and nonlinear absorption properties of graphene oxide sheets in 
dispersion, Opt. Express 21 (2013) 7511. (SCI 2区) 

19. X. Zhang* (张校亮), Z. Liu, X. Zhao, X. Yan, X. Li, J. Tian, Optical limiting effect and ultrafast 
saturable absorption in a solid PMMA composite containing porphyrin-covalently functionalized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Opt. Express 21 (2013) 25277. (SCI 2 区) 

20. Y. Li, Y. Hao (郝玉英 )*, Z. Yan, H. Liu, H. Wang, B. Xu, A single-heterojunction 
electrophosphorescence device with high efficiency, long lifetime and suppressive roll-off, Synth. 
Met. 164 (2013) 12. (SCI 2区) 

21. H. Ping (黄平), Y. Fan, C. Cui (崔彩娥), L. Wang, X. Lei, Luminescent properties of white-light 
long-lasting phosphor: Y2O2S:Dy3+, Mg2+, Si4+, Ceram. Int. 39 (2013) 7193. (SCI 3区) 

22. C. Cui, (崔彩娥), X. Lei, P. Huang (黄平), L. Wang, F. Yang, Influence of sulfuretted temperature 
on the luminescent properties of Y2O2S:Eu3+, Mg2+, Ti4+ nanoarrays, J. Lumin. 138 (2013) 138. 
(SCI 3区) 

23. H. Ping (黄平), Y. Fan, C. Cui (崔彩娥), L. Wang, X. Lei, Luminescence improvement of 
Y2O2S:Tb3+, Sr2+, Zr4+ white-light long-lasting phosphor via Eu3+ addition, Ceram. Int. 39 (2013) 
5615. (SCI 3区) 

24. J. Li, Y. Wang (王云才)*, F. Ma,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of 1.5 GHz chaos generation using 
an improved colpitts oscillator, Nonlinear Dynam. 72 (2013) 575. (SCI 3区) 

25. M. Zhang(张明江) *, M. Liu, A. Wang, Y. Ji, Z. Ma, J. Jiang, T. Liu, Photonic generation of 
ultrawideband signals based on a gain-switched semiconductor laser with optical feedback, Appl. 
Opt. 52 (2013) 7512. (SCI 3区) 

26. X. Deng (邓霄) , S. Sang, P. Li, G. Li, F. Gao, Y. Sun, W. Zhang, J. Hu*, Prepar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mechanistic understanding of Pd-decorated ZnO nanowires for ethanol 
sensing, J. Nanomater. 2013 (2013) 297676. (SCI 3区) 

27. X. Zhang* (张校亮), X. Chen, X. Li, C. Ying, Z. Liu, J. Tian, Enhanced reverse saturable 
absorption and optical limiting properties in a protonated water-soluble porphyrin, J. Opt. 15 
(2013) 055206. (SCI 3区) 

28. X. Li* (李晓春), D. Qu, X. Zhao, X. Meng, L. Zhang, Nonvolatile holographic storage in triply 
doped LiNbO3: Hf, Fe, Mn crystals, Chin. Phys. B 22(2013) 024203. (SCI 3区) 

29. Z. Zhu(朱子鹏), Photo-Induced absorption in pump probe spectroscopy of single-walled carbon 
nanotubes, Chin. Phys. B 22 (2013) 077803. (SCI 3区) 

30. Z. Yang (杨致)*, B. Zhang, X. Liu, Y. Yang, X. Li, S. Xiong, B. Xu. The structural and optical 
properties of CpTMC60 (TM=Sc-Fe) sandwich cluster, J. Phys. B: At. Mol. Opt. Phys. 46 (2013) 
035101. (SCI 3区) 

31. L. Feng (冯琳), E. Liu, W. Zhang, W. Wang, G. Wu, Martensitic transformation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of NiMnAl:Fe, Co ferromagnetic shape memory alloys, Funct. Mater. Lett. 6 (2013) 
1350050. (SCI 3区) 

32. H. Liu (刘红利), Y. Hao, B. Xu, Luminescent properties of Eu2+-activated (Sr1−z, Caz)(Al1−y, 
By)2O4 phosphors for UV LEDs, Mater. Sci. Eng. B 178 (2013) 719. (SCI 3区) 

33. P. Zhang(张鹏), Y. Li, W. Wang, The design, fabrication and properties of B4C/Al neutron 
absorbers, J. Nucl. Mater. 437 (2013) 350. (SCI 3区) 

34. B. Yue, L. Yang(杨玲珍) *, J. Wang, L. Yang. Evolution of dark–dark soliton pairs in a disp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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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d erbium-doped fiber ring laser, Laser Phys. 23(2013) 075016. (SCI 3区) 
35. X. Li(李秀燕), B. Tang, H. Wang, J. Ye, Zr−N surface alloying layers fabricated in pure titanium 

substrates by plasma surface alloying, Trans. Nonferrous Met. Soc. China 23 (2013) 1628. (SCI 4
区) 

36. L. Zhang, X. Yan, J. Zhu, R. Yang, L. Yang(杨玲珍) *, Bandwidth-enhanced random signal 
generation using the figure-8 cavity with an external injection of semiconductor laser, Optik 124 
(2013) 1463. (SCI 4区) 

37. M. Zhang(张明江 ) *, L. Meng, A. Wang, J. Zhang, Y. Wang, Simulation of chaotic 
ultra-wideband over fiber link based on optical injection chaotic laser diode, Optik 124 (2013) 
6475. (SCI 4区) 

38. M. Zhang(张明江)*, J. Zheng, A. Wang, Y. Wang, J. Jiang, T. Liu, Chaotic ultra-wideband over 
fiber link based on optical feedback laser diode. Microwave Opti. Technol. Lett. 55 (2013) 1504. 
(SCI 4区) 

39. T. Zhao, B. Wang, Y. Wang (王云才)*, X. Chang, Free space ranging U tilizing chaotic light, 
Math. Probl. Eng. Volume 2013 (2013). (SCI 4区) 

40. X. Chang (常晓敏), Y. Dou, Z. Dun, An automatic detecting apparatus for antarctic sea ice cracks, 
Mater. Teesting   55 (2013) 478. (SCI 4区) 

41. X. Chang (常晓敏), X. Zhang, J. Qin, Measuring principles of a thrust flow transducer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river flow velocity, J. Testing Evaluation 41 (2013) 894. (SCI 4区) 

42. L. Wang (王丽平), P. Han, C. Zhang, Y. Hao, B. Xu, A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study of the 
geometric and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MgF2 (110) surface, J. Wuhan Univ. Technol. Mater. Sci. Ed. 
28 (2013) 22. (SCI 4区) 

43. Y. Hu (胡彧)*, X. Li, An improvement of DV-hop localization algorithm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Telecommun. Systems 53 (2013) 13. (SCI 4区) 

44. 王磊, 张家骅, 崔彩娥, 黄平, PbO 对 YAG:Ce3+发光性能的影响, 光 谱 学 与 光 谱 分 
析 33 (2013) 1185. (SCI 4区) 

45. 李凯, 王安帮, 赵彤, 王云才*, 光电振荡器产生宽带混沌光的时延特征分析, 物理学报 62 
(2013) 144207. (SCI 4区) 

46. 刘明, 张明江*, 王安帮, 王龙生, 吉勇宁, 马喆, 直接调制光反馈半导体激光器产生超宽带
信号, 物理学报 62 (2013) 064209. (SCI 4区) 

47. 郝玉英, 李云飞, 孙钦军, 崔艳霞, 王华, 许并社, 有机电致发光器件中载流子传输与复合
的调控, 中国科学：化学 43 (2013) 502. (SCI 4区) 

48. 任静琨, 许慧侠, 屈丽桃, 郝玉英, 王华, 许并社, 以1-苯基吡唑为主配体的红光 Ir(III)配合
物的合成及光电特性, 物理化学学报 29 (2013) 1115. (SCI 4区) 

49. 张宝龙, 王东红, 杨 致*, 刘瑞萍, 李秀燕, 合金团簇(FeCr)n 中的非共线磁序和自旋轨道耦
合效应, 物理学报 62 (2013) 143601. (SCI 4区) 

50. 刘红利, 郝玉英, 许并社, 白光 LED 用红色荧光粉 LiSrBO3: Eu3+ 的制备与发光性能研究, 
物理学报 62 (2013) 108504. (SCI4区) 

51. Y. Hu (胡彧)*, S. Han, Layer based and energy-balanced clustering protocol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Sens. Transducers J. 158 (2013) 148. (EI) 

52. T. Qiao (乔铁柱), Y. Tang, F. Ma, Real-time detec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dynamic line-edge for 
conveyor belt longitudinal tear, J. Comput. 8 (2013) 1065. (EI) 

53. T. Qiao (乔铁柱), X. Chen, R. Shen, Study on new adaptive calibration technique of coal level 
detection in coal bin with binocular vision, J. Sci. Instrum. 34 (2013) 1512. (EI) 

54. T. Qiao (乔铁柱), X. Li,  F. Ma, Analysis of magnetic memory signal of dynamic stress changes 
for steel-cord conveyor belt, Energy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t A: Energy Science 
and Research 30 (2012) 07-214.(EI) 

55. T. Qiao (乔铁柱), X. Li, X, Zhang, Singularity detection of magnetic memory signal of steel-cord 
conveyor belt, Telkomnika 11 (2013) 4904. (EI) 

56. T. Qiao (乔铁柱), B. Zhao, R. Shen, B. Zheng, Infrared image detection of belt longitudinal tear 
based on SVM, J. Comput. Info. Systems 9 (2013) 7469. (EI) 

57. 阚杰, 王安帮, 徐航, 张建国, 王云才, 随机信号相关法测量多模光纤差分模延迟, 中国激
光 40 (2013) 116. (EI)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com/search/results/quick.url?CID=quickSearchCitationFormat&searchWord1=%7bTiezhu%2C+Qiao%7d&section1=AU&database=1&yearselect=yearrange&sort=yr�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com/search/results/quick.url?CID=quickSearchCitationFormat&searchWord1=%7bXueying%2C+Zhang%7d&section1=AU&database=1&yearselect=yearrange&sort=yr�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com/search/results/quick.url?CID=quickSearchCitationFormat&searchWord1=%7bQiao%2C+Tiezhu%7d&section1=AU&database=1&yearselect=yearrange&sort=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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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张丽, 王安帮, 李凯, 王云才, 光纤故障可视的混沌光时域反射测量方法, 中国激光 40 
(2013), 0308007. (EI) 

59. 闫政府, 李云飞, 王文艳, 郝玉英, 王华, 许并社, 基于 Zn(4-TfmBTZ)2的 OLED 的电致发光
光谱调控, 光电子·激光 24 (2013) 892. (EI) 

60. 乔铁柱, 陈 昕, 王 峰, 郑补祥, 基于煤位检测的多尺度特征匹配算法, 煤炭学报 38 
(2013) 512. (EI) 

61. 黄平, 杨 帆, 崔彩娥, 王 磊, 雷 星, 掺杂离子对白色长余辉发光材料 Y2O2S:Tb3+, Eu3+, 
M2+, Zr4+性能的影响, 发光学报 34 (2013) 262.(EI) 

62. 黄 平, 杨 帆, 崔彩娥, 王 磊, 雷 星. 煅烧温度对白色长余辉发光材料 Y2O2S:Tb3+, Sr2+, 
Zr4+形貌及发光性能的影响, 硅酸盐学报 41 (2013) 776. (EI) 

63. 崔彩娥, 雷星, 黄平, 王磊, 杨帆, EDTA 络合溶胶-凝胶法制备 Y2O2S:Eu3+, Mg2+, Ti4+红色长
余辉材料, 发光学报 34 (2013) 426. (EI) 

64. 靳宝全, 电液位置伺服系统的变速趋近律滑模控制抖振抑制, 机械工程学报 49 (2013) 163. 
(EI) 

65. 梁俊强, 王娟芬*, 李璞, 王云才, 基于高非线性光纤中四波混频效应实现对混沌激光的采
样, 中国激光 40 (2013) 0402009. (EI)  

66. 张建国, 马福昌, 窦银科, 层析成像技术在冰水两相流参数测量中的应用, 光学精密工程  
21 (2013) 1981. (EI) 

67. 张海涛, 康爱国*, 杨北革, 薛辉, 郭小龙, 基于第一性原理 BaTiO3陶瓷临界尺寸的研究, 人
工晶体学报 42 (2013) 1848. ( EI)  

68. 丁晓娜, 蔡冬梅*, 赵圆, 王昆, 遆培培, 韦宏艳, 分形法模拟大气湍流相位屏性能分析, 中
国激光 40 (2013) 113002. (EI) 

69. 程玲, 韦宏艳*, 张洪建, 蔡冬梅, 斜程大气湍流中激光回波的闪烁指数, 强激光与粒子束 
25 (2013) 2262. (EI) 

70. 韦宏艳, 张洪建, 蔡冬梅, 程玲, 大气湍流闪烁效应对合成孔径激光雷达成像的影响, 光学
学报 33 (2013) 228002.(EI) 

71. 吕迎春, 秦建敏, 吕青, 支撑双层类脂膜电极的温度补偿方法, 计量学报 34 (2013) 587. 
72. 王云才, 魏荷娟, 赵彤, 王安帮, 利用网络自协商信号实现网络故障断点检测, 深圳大学学

报 30 (2013) 508. 
73. 王龙, 王安帮, 李 璞, 赵彤, 徐航, 王云才, 窄带 ASE 注入分布反馈式半导体激光器产生混

沌光实验研究, 中国科技论文 8 (2013) 607. 
74. 张贝贝, 王安帮, 张建忠, 李璞, 王云才, 2.5 Gbit/s 物理随机码发生器, 科学通报 58(2013) 

2049. 
75. 崔丽琴, 秦建敏, 韩光毅, 张瑞锋. 基于空气、冰与水相对介电常数差异的电容感应式冰厚

传感器, 传感技术学报 26 (2013) 1. 
76. 崔丽琴, 秦建敏, 张瑞锋, 基于空气、冰和水电阻特性差异进行河冰冰厚检测方法的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44 (2013) 5. 
77. 程琦, 秦建敏, QPSK 信号经过移动信道时解调特性的建模仿真与改进,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44 (2013) 344. 
78. 黄晓辉, 秦建敏, 王丽娟 张瑞锋, 任杰林, 基于 ZigBee 技术的黄河河道冰情多点监测系统

设计, 数学的认识与实践 43(2013) 114. 
79. 樊晋华, 窦银科, 秦建敏, 张瑞峰, 同面多极电容感应式冰层厚度传感器的设计及应用, 数

学的认识与实践 43(2013) 79. 
80. 常晓敏, 窦银科, 秦建敏, 敦卓, 海冰冰裂缝自动化检测装置及其系统在南极海冰监测中的

应用研究, 数学的认识与实践 43(2013) 96. 
81. 张航, 黄晓辉, 秦建敏, 张瑞锋, 任杰林, 彩信图像监测技术在河道冰一水情远程无人监测

中的应用, 数学的认识与实践 43 (2013) 92. 
82. 任杰林, 秦建敏, 黄晓辉, 张航, 张瑞锋, 南极中山站周边水环境冰情监测系统的设计与研

究, 数学的认识与实践 43(2013) 91. 
83. 刘笑达, 李卉萍, 秦建敏, 张建国, 基于被测介质物理特性差异的冰情检测方法及应用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44 (2013) 336. 
84. 韩光毅, 秦建敏, 张瑞锋, 电阻电路分析方法在冰水情自动监测中的应用, 数学的认识与实

践 4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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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李晓春*, 李运超, 于化忠*, 基于标准光盘/光驱的数字化分子检测技术研究进展, 科学通报 
58 (2013) 777.  

86. 杨玲珍, 岳宝花, 掺铒环形激光器中暗孤子族的演化, 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 30 (2013) 598. 
87. 乔记平, 秦建敏, 闫晓燕, 张朝霞, 基于 LabVIEW 与气体特征吸收光谱的甲烷浓度检测系

统的设计, 仪表技术与传感器 10 (2013) 70. 
88. 张建国, 刘笑达, 张利春, 电阻层析成像技术在冰水两相流流型测量中的应用, 太原理工大

学学报 4 (2013) 543. 
89. 王丽平, 韩培德, 许并社, 氟化镁晶体的应用研究进展, 材料导报 27(2013) 38.  
90. 张海涛, 康爱国*, 马维青, 赵晓龙, 郭小龙, 多层压电变压器不同工作方式下性能与振动模

式分析, 电子元件与材料 32 (2013) 46.  
91. 赵圆, 蔡冬梅*, 丁晓娜，衍射式棱锥波前传感器的设计及数值计算, 光电工程 40 (2013) 

27. 
 

 会议论文 
1. J. Zhang, F. Ma (马福昌), Application of electrical resistance tomography to ice-water two-phase 

flow parameters measurement, Key Eng. Mater. 562 (2013) 686. (EI) 
2. Y. Zhang (张叶), W. Wang, Y. Cui, Z. Li, T. Ji, Y. Hao* (郝玉英), Absorption enhancement in 

organic solar cells based on the plasmonic hot spot effect, 2013 Asia Communications and 
Photonics Conference, Nov 12-15, Beijing, China (2013). (EI)  

3. P. Tong (童培谦), S. Zhang, Y. Cui, Y. Lin, T. Ji, Y. Hao* (郝玉英), Thin film dual band 
metamaterial absorber based on gold triangular patches, 2013 Asia Communications and Photonics 
Conference, Nov 12-15, Beijing, China (2013). (EI)  

4. S. Zhang (张收), G. Li, Y. Cui, Y. Hao, F. Zhang, S. He, Designing a thin beam collimator based 
on a metal/dielectric multilayer structure, 2013 Asia Communications and Photonics Conference, 
Nov 12-15, Beijing, China(2013). (EI) 

5. Y. Ji(吉勇宁), M. Zhang* (张明江), Ultra-wideband microwave-photonic chaotic radar for 
remote ranging,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tical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s, July 
26-28, Chengdu, China (2013). (EI) 

6. X. Deng(邓霄), J. Hu, S. Sang, P. Li, G. Li, W. Zhang, Study the gas sensing mechanism of 
oxygen atom on Pd doped ZnO (0001), The 13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notechnology, Aug 5-8, Beijing, China (2013). (EI) 

7. H. Li, H. Zhang, M. Maekawa, Y. Fukaya, A. Kawasuso, Spin polarization of ferromagnets 
surface observed by a spin-polarized positron beam, The 2nd Japan-China Joint Workshop on 
Positron Science, Dec 20-23, Tsukuba, Japan (2013). 

8. H. Li, H. Zhang, M. Maekawa, Y. Fukaya, A. Kawasuso, Surface spin polarization of 
ferromagnets observed by a spin-polarized positron beam, Application of Positron science and 
related technology in Kyoto University Research Reactor Institute, Dec 6-7, Osaka, Japan (2013). 

9. Y. Cui(崔艳霞), S. He, Plasmonic structures and metamaterials as electromagnetic absorbers,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in film Physics and Applications, 2013, Sep 20-23, Shanghai, 
China (2013). 

10. S. Liu (刘绍鼎 )*. Symmetry engineering in plasmonic oligomer cluster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no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p 5-7, Beijing, China (2013). 

11. Z. Bao, Y. Wu, X. Liu (刘欣), D. Lei, J. Dai, Label-free and high-sensitivity SERS detection of 
organic pollutants,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tofluidics, Hong Kong (2013). 

12. 刘绍鼎*, 金属纳米颗粒聚合体中多重 Fano 共振效应, 全国光学青年学术论坛, Jul 31- Aug 
4, 太原, 中国 (2013). 

13. 林引岳, 崔艳霞, K. Fung, 郝玉英, N. X. Fang, 基于各向异性超材料的黑体设计, 第五届光
学青年学术论坛, 2013, 7. 31- 8. 4, 太原, 中国 (2013). 

14. 田喜敏, 王文艳, 郝玉英, 崔艳霞, 基于金属纳米核壳结构的有机太阳能电池性能研究, 第
五届光学青年学术论坛, 2013, 7. 31- 8. 4, 太原, 中国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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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童培谦, 张收, 崔艳霞, 林引岳, 冀婷, 郝玉英, 基于三角块的双频带电磁吸波材料, 第五届
光学青年学术论坛, 2013, 7. 31- 8. 4, 太原, 中国 (2013). 

16. 王文艳, 宋景成, 郝玉英, 崔艳霞, 包覆型银纳米墙增强超薄有机光伏器件的光吸收, 第五
届光学青年学术论坛, 2013, 7. 31- 8. 4, 太原, 中国 (2013). 

17. 徐杰, 郝玉英, 崔艳霞, 球形金纳米颗粒阵列增强有机光伏电池光吸收的三维理论, 第五届
光学青年学术论坛, 2013, 7. 31- 8. 4, 太原, 中国 (2013). 

18. 张收, 李国辉, 崔艳霞, 郝玉英, 张锋, 何赛灵. 基于金属介质交替层的薄膜型光准直器, 第
五届光学青年学术论坛 2013, 7. 31- 8. 4, 太原, 中国 (2013). 

19. 王志慧, 李战锋, 崔艳霞, 郝玉英. 高效双极性氟取代螺二芴蓝光主体材料的合成及器件性
能研究, 第五届光学青年学术论坛, 2013, 7. 31- 8. 4, 太原, 中国 (2013). 

20. 赵雪娇, 李晓春*, 张校亮, 崔彩娥, 于化忠*, 基于不同软件的光盘定量检测技术对比, 第
五届全国光学青年学术论坛会议论文, p.61. 2013, 7. 31- 8. 4, 太原, 中国 (2013). 

21. 孟雪娟, 李晓春*, 张校亮, 崔彩娥, 于化忠*, 基于色度学的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方法研究, 
第五届全国光学青年学术论坛会议论文, p.63. 2013, 7. 31- 8. 4, 太原, 中国 (2013). 

22. 张校亮*, 温浩, 崔彩娥, 李晓春, 于化忠, 利用石墨烯及长程表面等离子体提高 SPR生物传
感性能, 第五届全国光学青年学术论坛口头报告, p.25. 2013, 7. 31- 8. 4, 太原, 中国 (2013). 

23. 温浩, 张校亮*, 崔彩娥, 李晓春, 于化忠, 石墨烯对 SPR 生物传感性能的影响, 第五届全国
光学青年学术论坛会议论文, p.49. 2013, 7. 31- 8. 4, 太原, 中国 (2013). 

24. 马喆, 柴晶, 许卫鹏, 张明江*. 混沌激光的布里渊散射光的特性研究, 中国物理学会2013年
秋季学术会议,  09.12-15, 厦门, 中国(2013). 

25. 黄敏, 基于 SLD 的3Gbit/s 的真随机码发生器, 中国物理学会2013年秋季学术会议, 09.12-15, 
厦门, 中国(2013). 

26. 孙圆圆, 赵琦, 高速物理随机数的产生. 2013年中国密码会, 10.24-27, 福州, 中国(2013). 
27. 李璞, 利用模式噪声产生160Gbps的高速真随机数, 2013年中国光学学会学术大会, 08.15-18, 

长沙, 中国(2013). 
28. 李璞, Fast all-optical random number generation based on discrete laser chaos, 第六届国际混沌

分形理论与应用研讨会, 08.8-11, 太原, 中国(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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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 
 薛海斌 著.《单分子磁体的电子全计数统计》,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年 4 月 
 王文杰 著.《非线性光子晶体的频率变换》,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年 4 月 
 孙永丽 著.《非晶材料结构与动力学》,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年 6 月 
 刘  丽 著.《综合孔径成像原理与应用》,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 年 7 月 
 张  杰 著.《三能级原子的量子特性研究》,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 年 7 月 
 杨  致 著.《低维磁性纳米材料的模拟计算》,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 年 12 月 

获奖 
 牛憨笨荣获 2013 年 “山西省高校‘131’领军人才”称号. 
 刘喆颉荣获 2013 年 “山西省高校‘131’领军人才”称号. 
 于化忠荣获 2013 年 “山西省高校‘131’领军人才”称号. 
 范旭东荣获 2013 年 “山西省高校‘131’领军人才”称号. 
 史  方荣获 2013 年 “山西省高校‘131’领军人才”称号. 
 刘雪明荣获 2013 年 “山西省高校‘131’领军人才”称号. 
 王云才荣获 2013 年 “山西省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优秀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称号. 
 郝玉英荣获 2013 年 “山西省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优秀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称号. 
 李秀燕荣获 2013 年 “山西省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优秀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称号. 
 黄  平荣获 2013 年 “山西省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优秀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称号. 
 杨玲珍荣获 2013 年 “山西省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优秀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称号. 
 崔艳霞荣获 2013 年 “山西省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优秀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称号. 
 张明江荣获 2013 年 “山西省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优秀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称号. 
 郝玉英教授作为第二参与人的项目-高性能有机小分子 OLED 发光材料的研究获山西省技术

发明奖. 
 崔艳霞入选 2013 年度“香江学者计划”. 
 崔艳霞荣获 2013 年山西省教育厅“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称号. 

学术交流 
2013年，我院有近 120人次的教师进行相关学术交流活动，12人次赴加拿

大、日本、瑞典、德国、美国、香港进修学习或访问交流，110人次参加国内学
术会议，19 人次参加国际会议，承办国际性学术会议 1 次，承办全国性学术会
议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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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篇 

1. 1 月 27 日-3 月 3 日, 李晓春副教授赴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2. 2 月 19 日-3 月 27 日, 崔艳霞教授访问香港浸会大学朱福荣教授小组. 
3. 3 月 26 日至目前, 李辉讲师赴日本 JAEA 量子应用研究开发机构 Dr. Kawasuso 课题组开

展自旋电子学材料表面及界面自旋极化的研究工作. 
4. 5月 13-19日, 受我院冰情检测课题组邀请,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海事大学G.Vadim教授, 

Nadalia博士应邀访问我校, 并作学术报告, 冰情检测课题组将于 2014年 3月派课题组成
员组团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海事大学进行回访. 

5. 6 月 29 日-7 月 20 日, 乔铁柱副教授在日本横滨国立
大学环境情报研究院田村直良、有泽博、徐浩源教授
的指导下, 从事新型传感器、图像处理、人工智能方
面的研究. 

6. 7 月, 彭华讲师赴美国做学术交流. 
7. 8 月 1 日, 李辉讲师成为日本物理学会会员. 
8. 8 月, 秦伟讲师赴美国做学术交流. 
9. 9 月 30 日, 陈智辉副教授作为国家公派博士后, 赴瑞

典皇家工学院应用物理系开展量子点传感技术的研
究工作. 

10. 11 月 26 日, 张建忠讲师参加“中国山西省和德国北威
州双方政府联合资助第十一批研修生”项目, 赴德国
锡根大学传感器系统中心开展光纤传感技术的研究. 

11. 12 月 2-6 日, 郝玉英教授和李战锋讲师赴香港城市大
学参加亚洲太平洋材料化学学术会议(The Asian 
Pacific Conference on Chemistry of Materials 2013 
(APCCOM2013)). 

12. 12 月 6-7 日, 李辉讲师参加日本京都大学原子炉实验
所“正电子科学及工程技术的应用”会议并做大会报
告. 

13. 12 月 15 日，经过近两年的筹备,由秦建敏教授为中方
项目组负责人的中德“气候变化中冰雪覆盖下的水生
态系统”双边科学研讨会申报书已正式提交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德科学中心, 并通过立项预审（项
目编号：GZ1005）, 目前已进入专家评审阶段, 如获
批, 会议将于 2014.4.13-18 在我校举行. 

14. 12 月 20-23 日, 李辉讲师参加日本筑波大学产业技术
综合研究所“第二届中日正电子科学双边会议”会议
并做大会报告. 

 

 国内篇 

1. 3 月 19-21 日, 王云才、杨玲珍、张明江、陈智辉、
王安帮、刘丽、王文杰、梁丽萍、陈曦、王斐斐、刘
艳阳参加在上海举办的慕尼黑上海光博会.  

2. 3 月 22 日-4 月 4 日, 我院冰情检测课题组张丽(2012
级博士生)、龙欣、白云华、李冠阳、周洋(2011 级硕

 
郝玉英、李战锋赴香港参加

APCCOM2013 

 

 
杨玲珍课题组赴上海参加慕尼黑上

海光电博览会 

 
杨玲珍课题组赴中国科学院西安光

机所进行学术交流 

 
杨玲珍课题组赴西北工业大学进行

学术交流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2013 年度报告 

- 21 - 
 

士生)等 5 位研究生参加了由教育部资助、大连理工大学主办,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省水
利科学研究院联合承办的“冰科学与现场实践”冬季研讨班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 我校学
员介绍交流了我校冰情检测课题组近年来在科研与工程应用实践中取得的成果与经验, 
引起多家应用单位的关注, 参观了国内著名的冰工程研究单位, 并取得研讨班结业证书. 

3. 4 月 18 日-22 日, 杨玲珍、张向元、徐乃军、张娟、王
斐斐、陈曦、刘艳阳、杨欢欢, 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
所、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参观
学习并进行了学术交流和研讨. 

4. 4 月 20 日-25 日, 王磊赴南京参加“全国发光学术会议”. 
5. 4 月 26 日-29 日, 于化忠、崔彩娥、李晓春赴西安交通

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并做报告. 
6. 4 月 28 日-29 日, 厉华明赴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李默教授

研究小组做短暂学术交流. 
7. 5 月 5-7 日, 王云才、张明江参加在南通举办的 2013 年

光电技术专业委员会和光机电技术与系统集成分会常
委扩大会及专题学术交流会. 

8. 5 月 16-18 日, 冰情检测课题组乔记平、龙欣硕士生参
加了在南京举行的中国电子学会电路与系统分会第 24
届年会并在大会作学术交流报告, 龙欣、秦建敏宣读的
交流论文“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水库冰情定点连续自动
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应用”被评为大会优秀论文. 

9. 5 月 26-29 日, 陈彬、张杰参加在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
心举办的“Quantum Optics and New Materials(V)”会议. 

10. 6 月 7 日, 于化忠、李晓春赴北京大学参加“第三届纳米
化学前沿论坛”. 

11. 6 月 25 日-28 日 , 刘欣在上海交通大学参加 2013 
COMSOL 上海微纳光学培训. 

12. 7月8-12日, 张建国参加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贵
阳举办的“预防煤矿水害事故专题讲座”. 

13. 7月 27-31日, 陈彬参加在安徽屯溪举办的“第七届冷原
子物理和量子信息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 

14. 7 月 28-30 日, 郝玉英、张明江参加在太原举办的中国
工程院 LED 产业及应用国际高层研讨会. 

15. 7 月 30 日-8 月 2 日, 郝玉英、冀婷、李战锋、秦伟、
袁树青参加在长春举办的第八届全国暨华人有机分子
和聚合物发光与光电特性学术会议, 郝玉英教授做了
题为“有机电致发光器件中载流子传输与复合的调控”
的分会邀请报告. 

16. 7 月 31 日-8 月 4 日, 王云才、杨玲珍、崔艳霞、张明
江、王冰洁、刘丽、王安帮、王文杰、李晓春、李国辉
等带数名研究生参加在山西太原举办的第五届全国光
学青年学术论坛, 会上李国辉、张校亮、王安帮作了口
头报告, 数名研究生作了张贴报告. 

 
杨玲珍课题组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进行学术交流 

 
张明江参加 2013 年光电技术专业委
员会和光机电技术与系统集成分会
常委扩大会及专题学术交流会 

 
郝玉英、冀婷、李战锋、秦伟、袁树
青参加第八届全国暨华人有机分子
和聚合物发光与光电特性学术会议 

 
我院研究生参加第五届全国光学青

年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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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8 月 3 日—4 日，我院承办中国宇航学会深空探测技术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在我
校召开，来自全国 40 多家科研院所与高校的 130 余名专家代表参加了会议。 

18. 8 月 6 日—8 日, 邓霄赴北京参加“The 13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notechnology”, 并应
邀在会上作了题为“Prepar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mechanism of Pd-doped ZnO nanowires for ethanol 
sensing properties”的分会场报告. 

19. 8 月 8-11 日, 光电工程研究所承办了第六届国际混
沌、分形理论与应用研讨会, 我院多名教师参会, 会
上王安帮做了题为“Broadband chaos generation and 
prototype of chaos OTDR and RNG”的大会主题报告. 

20. 8 月 11-15 日, 薛海斌参加在广州中山大学举办的第
十二届国际凝聚态理论与计算材料学会议. 

21. 8 月 15-18 日, 王云才、张明江、蔡冬梅、韦宏艳参
加在长沙举办的 2013 年中国光学学会学术大会. 

22. 8月 19日-8月 22日, 冀婷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第十届
全国分子束外延学术会议, 并做了题为“锗衬底上氧
化铒薄膜的局域电学性质及其退火行为的在位研
究”的口头报告. 

23. 8 月 20-22 日, 秦建敏参加在山东日照举办的中国电
子学会电路与系统分会图论与系统优化专业委员会
2013 年学术年会. 

24. 8 月 26-29 日, 薛海斌参加在兰州兰州大学举办的第
十二届全国磁性理论会议, 并作题为“Full counting 
statistics as a probe of quantum coherence in a 
side-coupled double quantum dot system”的大会报告. 

25. 9 月 3-6 日, 应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水文局邀请, 我院
冰情检测课题组秦建敏教授与博士生乔记平、张丽
一行 3 人赴黑龙江漠河进行现场考察, 通过考察, 
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水文局达成联合开展黑龙江河
道冬季冰情连续观测试验的长期战略合作意向, 并
签订了技术合作合同, 10 月 24 日, 由我院冰情检测
课题组研制的两套河道冰情自动检测系统已调试完
毕并运往漠河, 计划 11 月底由课题组乔记平老师、
崔丽琴博士带领 2012 级四名硕士生赴黑龙江漠河
进行现场设备安装调试, 预计试验将持续 2014.6 结
束. 

26. 9 月 12-15 日, 杨致、冀婷、徐利春、郭龑强带三名
研究生参加在厦门举办的中国物理学会 2013 年秋
季学术会议. 

27. 9 月 20-23 日, 崔艳霞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第四届中国 
印刷电子研讨会. 

 
王安帮参加第第六届国际混沌、分形

理论与应用研讨会 

 
徐利春杨致赴厦门参加中国物理学

会 2013 年秋季学术会议 

 
郭龑强赴厦门参加中国物理学会

2013 年秋季学术会议 

 
崔艳霞带研究生赴北京参加 “2013

亚洲通信和光子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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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9 月 23-26 日, 冯琳参加在青岛举办的第十二届国际材
联先进材料大会(IUMRS-ICAM2013). 

29. 9 月 24-27 日, 崔艳霞参加在苏州举办的第八届薄膜物
理与应用国际会议. 

30. 9 月 29 日,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黄小勇博士应邀来
我院做有关稀土发光材料在通信、生物、能源和环境
多个领域中的应用的学术报告. 

31. 10 月 20-22 日, 贾华宇、张建国前往吉林大学地质系
参观学习探地雷达的设计与应用. 

32. 10 月 28-29 日, 乔铁柱、马珺参加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传感器分会第五次全体会员代表大会. 

33. 10 月 28-30 日, 张建国、贾华宇到吉林大学地球探测
科学与技术学院曾昭发教授实验室调研学习. 

34. 11 月 12-15 日, 崔艳霞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亚洲通信和
光子学会议. 

35. 11 月 16-21 日, 王安帮赴深圳参加中国高新技术成果
交易会. 

36. 11 月 17-19 日, 张明江、王鹏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光学
仪器与技术国际会议. 

37. 11 月 16-19 日, 冯琳参加在桂林举办的第十五届全国
磁学和磁性材料会议并做口头报告. 

38. 11 月 19-22 日, 李晓春赴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39. 11 月 26-30 日, 蔡冬梅、韦宏艳参加在厦门举办的第

五届全国信息光学与光子学学术会议,   韦宏艳作了
题为“斜程大气湍流内外尺度对角反射器目标回波轴
向闪烁指数的影响”的分会场报告. 

40. 12 月 15-17 日, 王云才、张明江、李璞（博士研究生）
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第四届信息光电子学研讨会. 

41. 11月 14日,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吴军副主任等
考察了我校冰情检测课题组南北极科考及国内冰情检
测试验成果, 并听取了课题组负责人秦建敏教授的汇
报, 目前我校已被国家海洋局正式确认为具有南北极科考资质的高校单位, 并将承担国
家南北极科考部分科研任务. 
 
 
 
 
 
 
 

 

 
崔艳霞带研究生赴北京参加 “2013 

亚洲通信和光子学会议” 

 

 
王安帮赴深圳参加中国高新技术成果

交易会 

 

 

我院承办中国宇航学会深空探测技术
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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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承办会议 
7 月 21 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国物理学会物理教学

委员会主办，太原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承办的“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教育学

术研讨会”在我校博学馆报告厅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 300 余名专家代表参加了会议。

吕明校长致辞并颁发了“大会特邀报告纪念证书”。中科院院士薛其坤教授做了题为《反常量

子霍尔效应实验验证》的会议报告、长江学者张卫平教授做了题为《“捕捉薛定谔之猫”与未

来量子技术》的会议报告。我院郝玉英教授做了题为《太原理工大学基础物理课程建设与教

学实践》的大会报告；我院蔡冬梅副教授做了《互动式多媒体教学在普物光学教学中的运用》

的分会报告。本次研讨会历时两天，来自全国各高校 96 位专家代表做主题报告。 

 

8 月 3 日上午，中国宇航学会深空探测技术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在我校科学楼报

告厅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宇航学会深空探测技术专业委员会、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深空 973）项目办公室、飞行器动力学与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办，太原理工大学与北

京理工大学承办，《深空探测学报》协办。国防科技工业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总师吴伟仁、

国防科技工业局系统工程一司熊攀处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总师于志坚、山西省教育厅厅长

张文栋、太原理工大学校长吕明、中北大学副校长熊继军等出席了会议，来自全国 40 多家

科研院所与高校的 130 余名专家代表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为期两天，分别就深空探测总体

及其它相关技术、深空探测导航与控制技术、深空探测测控通信技术以及深空探测有效载荷

技术等专题展开深入讨论和交流。 

   

8 月 8 日-11 日，由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学会（IEEE）和 IEEE 电路和系统分会（CASS）、
香港城市大学、东北大学主办，太原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承办的第六届国际混沌分

形理论与应用研讨会（IWCFTA）在晋祠宾馆和我校逸夫楼（分会场）召开。来自美国、英

国、西班牙、俄罗斯、日本、阿联酋、中国香港以及国内 43 所高校的 100 余位知名学者进

行学术报告和交流。此次会议为国内外科学家、学者、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们提供了一个高水

平的论坛，交换和讨论混沌、分形理论及其在信息学等多个领域中的最新发现与应用成果，

促进了混沌分形理论及应用的发展。本次研讨会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单位的协助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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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亮点一 

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S. D. Liu（刘绍鼎）*, Y. B. Yang, Z. H. Chen, W. J. Wang, H. M. Fei, 
M. J. Zhang, and Y. C. Wang, “Excitation of multiple Fano 
resonances in plasmonic clusters with D2h point group symmetry,” J. 
Phys. Chem. C 117, 14218 (2013). [IF4.814, SCI二区] 
S. D. Liu（刘绍鼎）*, M. J. Zhang, W. J. Wang, and Y. C. Wang, “Tuning 

multiple Fano resonances in plasmonic pentamer clusters,” Appl. Phys. Lett. 

102, 133105 (2013). [IF3.794, SCI 二区] 

研究内容： 
提出通过破坏金属纳米颗粒聚合体对称性，激发等离激元暗态，从而产生多重
Fano 共振效应。结果表明，当金属纳米颗粒七聚体对称性由 D6h 降低为 D2h，
可产生多达八种不同的 Fano 共振效应。 

科学价值： 

金属表面等离激元体系中的多重 Fano 共振效应在四波混频、表面增强 Raman 散
射(SERS)、多波长生物传感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本工作提出了一种简
便的利用聚合体产生多重 Fano 共振效应的方法，并揭示了金属纳米颗粒聚合体
对称性与产生多重 Fano 共振效应之间的关系。 

同行评价： 

同行专家认为：“The authors report multiple hybridized Fano resonance modes in these 
nanostructures, which are tuneable by varying geometries (such as particle size and spacing). Fano 
resonance i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which recently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research 
interests in the field of plasmonics. Therefore the results in this manuscript are potentially 
interesting to a broad range of researchers in plasmonic community.” 

     
 图 纳米颗粒五聚体产生的多重 Fano 共振效应. 

 
       图 D2h对称性纳米颗粒七聚体表面等离激元杂化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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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亮点二 
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Z. Yang (杨致)*, B. L. Zhang, X. G. Liu, Y. Z. Yang, X. Y. Li,  
S. J. Xiong and B. S. Xu, The spin-filter capability and giant  
magnetoresistance effect in vanadium-naphthalene sandwich 
cluster, Organic Electronics 2013, 14, 2916. [IF3.836, SCI 一区] 

研究内容： 
我们研究了以萘为配体、V 为中心原子的有机双环三明治团簇
V2n(C10H8)n+1(n=1-4)的相关性质。结果表明 V2n(C10H8)n+1 具有丰
富多彩的磁序。将 V2n(C10H8)n+1 放置于两个 Ni 电极之间构成分子结后，通过改
变电极的相对磁化方向，分子结展现出了显著的巨磁电阻效应。此外我们还在分
子结中发现了明显的自旋过滤现象。 

科学价值： 

研究表明可以在单分子层次上实现自旋和磁阻的调控。具体的调控手段可以是物
理的，例如通过外加偏压；也可以是化学的，例如通过团簇配体的性质或团簇的
尺寸。 

同行评价： 

同行专家认为：“The manuscript of Yang et al. is on the structural, magnetic and 
spin-transport properties of V2n(C10H8)n+1 sandwich clusters. This is a highly 
interesting work. Large magnetic moments are reported and significant GMR effects 
are obtained at molecular level.”  
 

                                       
图 V2n(C10H8)n+1 的磁序。基态为铁磁态,                图 V2n(C10H8)n+1 的巨磁电阻。 

反铁磁态相对基态的能量用△E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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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亮点三 
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Anbang Wang (王安帮), Pu Li, Jianguo Zhang, Jianzhong Zhang, 
Lei Li and Yuncai Wang, “4.5 Gbps high-speed real-time physical 
random bit generator,” Optics Express 21, 20452 (2013). [IF3.55, 
SCI 二区]  

研究内容： 
利用半导体激光器产生的宽带混沌光作为物理熵源，研制了高
速真随机码发生器，最大码流速率可达 4.5×109 比特/秒。该
随机码发生器至少可稳态工作 24 小时，所产生的随机码流可
通过 NIST 等随机性标准测试。 

科学价值： 

随机密钥是通信信息安全的关键。绝对安全的“一次一密”技术需要大量无重复的
真随机码作为密钥。然而，真随机码通常从电子热噪声等随机物理过程中抽取，
其典型速率仅为数十兆比特/秒，无法满足现行高速数字光通信的信息速率。本
工作成功研制了基于宽带混沌激光的真随机码发生器，将真随机码流速率提高百
倍，已可满足 2.5Gbit/s 干线通信速率，为实现一次一密、安全高速保密通信提
供了理论基础与技术解决方案。 

同行评价： 

同行专家认为：“The authors report on real-time random bit generation up to 4.5 Gb/s 
using a chaotic laser with electronic post-processing devices. The experimental 
implementation of "real-time" random bit generators has been very limited, and their 
results ar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is research field of real-time optical random 
number generators.” 

   
 

 
 
 

图 真随机码发生器的原理和样机图 

图 4.5Gbit/s 随机码的波形图、眼图和二维随机位模式（500bits×500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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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亮点四 
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Yanxia Cui（崔艳霞）, Jun Xu, Yinyue Lin, Guohui Li, Yuying 
Hao, Sailing He, and Nicholas X. Fang, “Optical curtain effect: 
extraordinary optical transmission enhanced by antireflection,” 
Plasmonics, 8(2), 1087-1093 (2013). [IF3.4，SCI二区]  

研究内容： 
以往的研究表明：金属纳米狭缝阵列由于相邻狭缝的入射光
相位被置于其上的纳米小条阵列调控而具有类似窗帘的出射光场分布
(Plasmonics 5, 369, 2010)。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设计了一种基于倒 π 型金属槽的
抗反射结构，在保持类似窗帘的出射光场分布不变的同时，极大地增强了金属狭
缝阵列的透光效率。优化后的器件基本上完全抑制了反射，透光效率可以达到
90%。进一步，我们还研究了倒 π 金属槽的几个子槽在抗反射过程中的作用，说
明了每个子槽对光捕获的作用是相互独立的，总体的效果是二者相互叠加产生
的。随后，我们利用在倒 π 型金属槽上方的入射区域内放置点光源阵列来代替平
面波，发现这些非凡的光学性能仍然保持地很好。 
科学价值： 
近年来，对金属纳米结构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这是由于其可激发传播型表面
等离激元、局域表面等离激元等丰富的共振模式，近而在超常透射、超强聚光、
光场分布调控等多个方面表现出极其优越的性能。我们的研究正是结合了金属纳
米结构的超常透射和光场分布调控两个方面的一个特殊应用例子，该研究有望在
提高发光器件光抽取效率和控制光辐射模式等方面产生潜在的应用价值。 

 
图 基于倒 π型金属槽的抗反射结构及其增强光透射的 

同行评价： 
同行专家认为：“This manuscript describes an interesting method to control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 distribution in the Fresnel region of a metallic slit grating in 
order to drastically reduce the reflectivity and enhance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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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总结 

2013 年我院获批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两门“山西省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资

源共享课”；我院教师编著、参编教材 2 部；1 人荣获校级“十佳师德标兵”；1
人荣获校级“本科教学优秀奖”二等奖；1 人荣获校级“本科教学优秀奖”三等奖；

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6 篇；获批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1 项；省级教改项目 1 项；

校级教改项目 3 项；外出或接待教学交流 24 次；承办全国性教学会议 1 次；承

担学校教学工作量 41314.32。 

本年度学校为我院投入本科实验教学设备购置经费 95 万元，全部用于物理

实验中心、物理系、光信息技术系、光源与照明工程系购置 24 类实验设备，共

计 186 台/套，更换了部分原有损耗严重的仪器。 

教学工作量统计 

全年承担教学工作量 41317.32，较 2012 年减少 4467.6 
在编教师人均教学工作量：425.95；人均本科教学工作量：367.6 

 2013 年学院教学工作量统计表 

  

承担的教学工作量 上半年 下半年 全年 
大学物理 5968.96 3919.76 9888.72 
专业课 1712.4 1618.8 3331.2 

大学物理实验 4118.4 5737.6 9856 
毕业设计 2101.2 0 2101.2 
实习 513.8 0 513.8 

课程设计 238.4 260.8 499.2 
现代科技学院大学物理实验 2851.2 0 2851.2 

研究生 6550 5726 12276 
合计 24054.36 17262.96 413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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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大学物理： 
康爱国  崔彩娥  黄  平  郝玉英  刘红利  李孟春  张彩霞   
乔记平  王丽平  薛萍萍  张  鹏  徐利春 
大学物理实验： 
杨玲珍  胡  彧  马丽静  朱子鹏  马  珺  张文星  武余树   
樊文浩  杨建新  李战锋  袁树青  王宏伟  郭竹远 

教改项目 

1. 张朝霞, 吕玉祥, 张明江, 邓霄, 张莹, 省级教改项目：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开展信号与

信息处理课程群改革与实践, 经费 3 万, 起止年月：2013.05-2015.05 

2. 靳宝全等, 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模式研究(GH-12007), 

经费 0 万, 起止年月：2013.01-2014.12 

3. 张朝霞, 吕玉祥, 张明江, 邓霄, 张莹, 校级重点教改项目：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开展信

号与信息处理课程群改革与实践, 经费 1 万, 起止年月：2013.05-2015.05 

4. 杨玲珍, 樊林林, 朱子鹏, 樊文浩, 校级一般教改项目: 开放性、层次性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优

化改革, 经费 0.5 万, 起止年月：2013.05-2015.05 

5. 杨毅彪, 杨玲珍, 王宏伟, 马丽静, 校级一般教改项目：多元化工科物理实验教学方法和考核

评价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经费 0.5 万, 起止年月：2013.05-2015.05 

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1. 王宏伟, 张丁丁, 熊雄. 分光计快速调节“五步”法. 电子技术, 11, 60-61(2013). 

2. 武银兰, 张青兰. 迈克尔孙干涉实验教学中的素质培养. 物理通报, 1, 58-59(2013). 

3. 樊林林. 基于图像传感系统对牛顿环实验的研究. 电子技术,6, 77-79(2013). 

4. 杨周琴 . 用落球法变温粘滞系数实验仪测液体的粘滞系数误差分析 . 电子技术 , 9, 

89-90( 2013).  

5. 杨周琴. 小组学习法在物理实验中的应用. 物理与工程, 23（5）：57 (2013). 

6. 张彩霞等. 大学物理教学培养学生工程意识的研究与实践. 物理与工程, 23（5）：54～56(2013). 

获奖 

 张彩霞荣获太原理工大学“2012 年度本科教学优秀奖”二等奖 
 乔记平荣获太原理工大学“2012 年度本科教学优秀奖”三等奖. 
 秦建敏荣获太原理工大学“十佳师德标兵”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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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教材 
 康爱国, 刘红利.《大学
物理简明教程》, 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13年12
月 

 朱林彦(参编). “十二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电
工电子技术》第一分册
一章；第五分册一章,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 3 月     

教学交流 

1. 2012 年 12 月-2013 年 3 月, 秦建敏、乔记平老师代领秦建敏老师指导的 2012
级博士研究生、2011 级硕士研究生先后赴内蒙古包头、托克托县、万家寨水
库进行“黄河现场安装调试运行设备”的实践、实习. 

2. 1 月 5 日, 杨玲珍教授应邀参加了吕梁学院物理实验室规划研讨会. 
3. 3 月 10 -16 日, 彭彦彬、韦宏艳、李晓春、张杰老师带领光信专业 0901、0902
班先后赴南京中电熊猫、夏普、长峰科技、常州佳讯光电、昆山龙腾光电等
地参观实习. 

4. 3 月 19 日, 张文星、张校亮老师带领应物专业 0901、0902 班赴山西中电科新
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参观实习. 

5. 3 月 21 日-4 月 6 日, 秦建敏老师指导的 2012 级博士生 1 人, 2011 级硕士生 4
人赴“冰科学理论与实践”冬季学习班进行交流. 

6. 3 月 26-28 日, 韦宏艳、张文星、李战锋赴昆山参加“区校合作联盟暨校企合作
洽谈会(第五届)”. 

7. 4 月 9-11 日, 杨毅彪、韦宏艳、张明江、张莉、冀婷、张校亮老师带领光信、
应物 2009级本科生前往山西晋城沁水县山西沁和能源集团中村煤业有限公司
参观实习. 

8. 4 月 17 日, 吕梁学院教师一行八人, 参观物理实验中心并进行了参观并进行
座谈. 

9. 5 月 17-21 日, 张朝霞、樊林林、王鹏、李战锋参加在太原举行的“2013 全国
高校精品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项目建设与申报暨教学内容、方法改革研
讨会”. 

10. 5 月 21 日, 太原市第十中学学校参观物理实验中心演示实验室, 实验室郭竹
远老师给学生辅导. 

11. 5月 23 -24日, 李战锋陪同校人事处刘光焕处长赴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华北地
区青年教师专业发展座谈会”. 

12. 5 月 24 -27 日, 陈智辉、李国辉、杨建新、王娟芬赴福建石狮市闽南理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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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参加“光电信息主干课程教学研讨会议”. 
13. 5 月 25 日, 在物理实验中心进行太原理工大学物理竞赛. 
14. 6 月 6 日, 太原大学一行二人参观物理实验中心, 了解物理实验室的运行和
教学等情况. 

15. 7 月 11-15 日, 李秀燕参加在吉林大学举办的全国高等学校固体物理课程骨
干教师培训班. 

16. 7 月 20-23 日, 我院承办“2013 年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教育学术研讨
会”, 会议由中国物理学会物理教学委员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物理课程教
学指导委员会主办, 来自全国 350 余名物理教师参加了本次盛会.郝玉英教授
做了题为“太原理工大学基础物理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的大会报告；蔡冬梅副
教授做了“互动式多媒体教学在普物光学教学中的运用”的分会报告. 

17. 7月 22 日, 参加全国物理教学会议的教师先后有 35人参观了物理实验中心. 
18. 8 月 8 -13 日, 冀炜邦赴扬州参加“高等学校第五次计算物理和第十六次数学
物理方法年会”. 

19. 9 月 17 日, 中北大学朔州校区大学物理实验室一行二人参观物理实验中心. 
20. 10 月 26 日, 我院科协、学生会组织我院本科新生参观物理实验中心. 
21. 11 月 23 -27 日, 贾华宇、田跃、李战锋赴厦门大学参加“照明设计与照明工
程培训”. 

22. 12 月 8 日，我院进行应用物理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自评估会，来自山西大学、
中北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太原科技大学、大同大学的 7 名专家对我院应用
物理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进行了评议，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评议结果为“优秀”。 

23. 12 月 8 日, 太原科技大学物理实验负责人一行五人到物理实验中心参观学
习. 

24. 12 月 27 日, 杨玲珍、孙礼参加南方科技大学举办的“高校物理实验骨干教师
研修班暨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 
 
 
 
 
 
 
 

http://map.baidu.com/?newmap=1&s=inf%26uid%3D0c014e071f699cd6fe0eb04f%26c%3D237%26all%3D0&fr=alas0&from=ala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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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2013 年学院共培养毕业硕士研究生 50 人，培养毕业本科生 115 人，其中本

科生校内外升学共 34 人；2013 年全院学生获得国家级、省级、校级各类奖励和

荣誉共 174 人次；参与创新实践项目 4 项。 

2013 届硕士研究生名录（50 名） 
光学工程    魏荷娟   李  凯   梁俊强   周  飞   王  进   屈登学   王  龙     
                杨  礼   张  丽   岳宝花   刘  超   张贝贝   刘  明 

凝聚态物理 郭亚晶   李云飞   任静琨 

物理电子学 郑雪莲   王  娜   阚  杰   武应龙   廖谷然   屈丽桃  杨  帆  
                雷  星   闫政府   逯海军   闫  伟   仝步升  
控制科学与工程    冯  航   李彩萍   张  柱   张  航   黄晓辉   李效露    
                         王  方   任杰林   郭苏玲   张振国   赵利利   高  翔    
                         任  敏   尚  伟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王  伟   英  雪   牛  犇   胡明明   唐艳同   
                               李建勇   刘红乐   王龙山  

 

2013 届本科毕业生名录（115 名） 

应用物理学 

陈  曌   高书伟   李  勤   赵  琦   蔡  鹏   陈  岗  丁江勇  胡晓强   李敬全    
李孟奇   李文盛   李希伟   梁志林   刘凤洋   刘峻屹  刘松生  刘子君   裴元鹏    
乔宗华   任  杰   舍  凡   陶思宇   陶晓炜   王顺飞  徐明山  杨  旗   章林通    
白雅嘉   成凯科   邓召魁   董  杰   管宝岐   黄  羽  蒋永钱  景泽波   李迪清    
李海燕   李宏武   李  特   李晓晨   刘根伸   卢亚鑫  陆国仓  齐曜桢   孙  斌    
唐鹏飞   王建花   吴邦照   吴希武   雍  红   张基彪  王  波  王  浩   周  均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周  淼   孙正平   王  龙   张宏伟   张向鹏   赵久春   马  云  庞  蕊  秦润涛    
田东康   童培谦   张晨龙   赖顺荣   李  鹏   李云龙   刘  畅  刘会亚  刘重斌    
邓安密   董翔宇   顾时侨   郝小敏   黄  鑫   蒋  凡   白  洋  边国峰  李  婷    
马瑞霞   蒙亚平   杨欢欢   于  洋   张仲丽   白  洋   蔡东进  符  坚  郭文磊    
郭亚玭   郭  政   郝晨晖   侯俊峰   李日臻   李岩峰   刘佰康  刘继隆  牛宇刚    
钱  俊   任广亮   史雪津   王靖娴   王  敏   武彩云   项  晓  许  蓬  杨  威    
杨相会   尹若曦   张家铭   张金利   张旭飞   张永宁   杨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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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届本科生升学（34 名） 
专业班级 姓名 录取学校 录取专业 

光信 0902 杨相会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 光学工程 

光信 0902 项晓 中国科学院大学 天体测量与天体力学 

光信 0901 刘会亚 上海科技大学 光学工程  

应物 0901 任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光学工程 

应物 0901 陈曌 浙江师范大学 物理学 

光信 0902 王靖娴 北京理工大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光信 0901 田东康 北京理工大学 光学工程 

光信 0901 张仲丽 北京师范大学 天文系天体物理 

光信 0902 郭政 北京邮电大学 光学工程 

应物 0902 张基彪 电子科技大学 物理电子学  

应物 0901 高书伟 电子科技大学  光学 

应物 0901 李勤 华中科技大学 无线电物理 

应物 0901 章林通 解放军理工大学 光学工程 

光信 0902 侯俊峰 上海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光信 0902 张永宁 太原理工大学 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光信 0902 许蓬 太原理工大学 集成电路工程 

光信 0902 王敏 太原理工大学 凝聚态物理 

光信 0902 史雪津 太原理工大学 凝聚态物理 

光信 0902 郭文磊 太原理工大学 凝聚态物理 

光信 0902 蔡东进 太原理工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光信 0901 周淼 太原理工大学 集成电路工程 

光信 0901 杨欢欢 太原理工大学 光学工程 

光信 0901 童培谦 太原理工大学 集成电路工程 

光信 0901 马瑞霞 太原理工大学 光学工程 

光信 0901 董翔宇 太原理工大学 光学工程 

应物 0902 王建花 太原理工大学 集成电路工程 

应物 0902 孙斌 太原理工大学 集成电路工程 

应物 0902 卢亚鑫 太原理工大学 凝聚态物理 

应物 0902 李海燕 太原理工大学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应物 0902 邓召魁 太原理工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应物 0902 白雅嘉 太原理工大学 人体生物力学 

应物 0901 赵琦 太原理工大学 光学工程 

应物 0901 徐明山 太原理工大学 控制工程 

应物 0901 乔宗华 太原理工大学 凝聚态物理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2013 年度报告 

- 35 - 
 

荣誉与奖励（161 人次） 
国家奖学金  
光信 1001 杨玉霞     

研物 2011 刘  丹     研物 2011 程  玲     研物 2011 丁 龙 

研测 2011 陈  昕     研测 2011 孙  斌     

博 2009   王安帮     博 2009  张建国     博 2010  乔记平      
国家励志奖学金  
应物 1001 郝  锐     光信 1001 尹玉仙     应物 1101 刘 兴     光信 1101 陈雨婷 

光信 1102 陈知凡     应物 1201 岳海涛     应物 1201 朱思宇    光信 1201 曾  玉 

光信 1202 吴  梅     光照 1201 朱美洁     光照 1202 白  茹  

山西省优秀毕业生      光信 0901 刘会亚     研物 2010 刘  明 
山西省三好学生        光信 1101 徐  姣     
山西省优秀学生干部    应物 1101 刘  兴     光照 1201 陆  义  
山西省先进班集体      应物 1101 班 
太原理工大学优秀毕业生  
光信 0901 于  洋     光信 0902 杨相会     应物 0902 黄  羽     应物 0901 赵  琦    

研物 2010 李云飞     研测 2010 李效露  

太原理工大学三好学生  
光信 1001 尹玉仙     应物 1001 各宾宾     光信 1001 李  科     光信 1101 徐  姣  

应物 1201 朱思宇     光信 1201 苏  睿     光信 1202 吴  梅     光照 1201 刘玉瑶   

研物 2011 周俊杰     研物 2012 严  敢  

太原理工大学优秀学生干部   应物 1101 刘  兴     光照 1201 陆  义  
太原理工大学先进班集体    应物 1101 班  
太原理工大学“艰苦奋斗、砺志成才”优秀学生  
应物 1101 刘  兴     光信 1101 马  飞     光信 1102 胡继强     应物 1001 王彦强   

应物 1001 黄昌巍     应物 1001 唐佳贝     光信 1001 杨玉霞     光信 1001 陈莎莎   

光信 1001 尹玉仙  

太原理工大学“艰苦奋斗、砺志成才”标兵   光信 1001 尹玉仙  
太原理工大学光电奖学金  
应物 1101 刘  兴     光信 1001 杨玉霞     应物 0902 王建花     应物 0901 刘松生   

光信 1001 陈莎莎   

研物 2010 李云飞     研物 2010 逯海军      研物 2010 岳宝花    研物 2010 刘  明   

博 2009 李  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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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理工大学毕业生（2013 年）优秀学生奖学金  
 
专业学习类： 
赵  琦    任  杰    刘子君    王建花    李海燕    孙  斌    邓召魁    杨相会  

马瑞霞    武彩云    张永宁    杨欢欢    王靖娴 

社会公益类： 
陆国仓    刘俊屹    李文盛    黄  羽    于  洋    刘会亚     

张宏伟    许  蓬    郭文磊 

科技实践类： 田东康 

太原理工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  
专业学习类： 
杨玉霞   陈莎莎   尹玉仙  王亦文  陈雨婷   林媛媛   徐  姣   于文强   胡继强     

范东生   陈知凡   苏  睿  曾  玉  韩天文   李  旸   杨朝雁   吴  梅   段  典     

武豆豆   陆  义   苏靖婷  崔  璨  朱美洁   王雅娇   秦鹏勇   郝  锐   李  然     

各宾宾   成雪梅   刘  兴  王恩灵  朱思宇   靳年鑫   李占明   刘竖威   

社会公益类： 
郑美珠    王天元    郭荣荣    司长峰    侯志萍    王  帅    张益鑫    黄涌和     

白  茹    刘玉瑶    马  璇    吴凤燕    何  波    王东生   

科技实践类： 薛积禹    郭  涛    朱耀中    张世金    苏丙梧   
校园文化类： 李  科    刘汉桥    王  运   
太原理工大学优秀团干部  杨玉霞    张益鑫    郑美珠 
太原理工大学优秀团员  贾京南    司长峰    王  帅    王天元    王亦文 
太原理工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队员 
王亦文    杨永持    王天元    王  乐    李占明    刘茂杰    刘玉瑶    吴凤燕  

太原理工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硕（博）优秀队员  蒿建龙  
太原理工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通讯员  靳年鑫 

学生创新实践项目 
1、刘兴、杨义、游双荣、贾京南、苏丙梧，基于太阳光的多功能光纤系统，获得节能减排

大赛校二等奖，指导教师：杨玲珍 

2、赵小磊、周凯、刘权亮、吴雅静、白成林、陈昕、司昌楠、赵弼龙，基于 LabVIEW 的

地热能和太阳能辅助沼气发酵恒温监控系统设计，获得节能减排大赛校一等奖、挑战杯校一

等奖，指导教师：马珺 

3、李占明、何波、孙啸、宋芳芳、马莎莎，申报获批太原理工大学“生涯导航—学涯探索”DV

纪录片创作职场探索项目，资助金额 5000 元，指导教师：陈彬 

4、杨义，杨玉霞、李云亭，分布式光纤压力传感器系统设计与研究，指导教师：杨玲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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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工作计划及完成情况 

    

【注：下面的黑色字体是 2012年年底制定的 2013年底工作计划，蓝色字体为完成情况】 

 
师资队伍 

1.根据学科需要，引进各类人才15名以上，基本完成各学科师资的合理布局。

新增设2-3名具有博士学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改善实验技术人员队伍的年龄与学

历结构。 
R：基本完成了2013年引进人才计划任务，引进各类人才18人，包括从教务处调

入博士1名进入物理实验中心实验系列，另有1人按行政系列进入学工办工作。学

院整体年龄、学历与学缘结构有进一步改善。 
2.积极争取1-2名国外知名学者来我院短期工作，申报“千人”或“百人”计划或

学校双聘人才2-3名。 
R：2013年先后有5名国内外学者来我校访问交流。山西百人计划范旭东教授，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史方教授作为山西省“百人”在我院受聘。2013年加拿大贾

宝军副教授以我院为依托单位，申报山西省“百人计划”候选人，已通过答辩。 
3.新增博士生导师3名，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2名，副教授数

量达到30名。启动对35岁以下优秀青年教师的培养办法，促进优秀青年教师的成

长。 
R：学院今年没能增加博士生导师，新增硕士生导师20名。获山西省“131”领军人

才13人，山西省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1人，校级优秀青年团队1个，校级优秀青年

4人。新增教授1人（崔艳霞），新增副教授6人（薛海斌、刘红利、陈智辉、马

珺、王鹏、张建忠）。 
4.落实不同类型（教学、科研）教师的遴选与考核机制，进一步明确岗位职

责，细化考核办法。 
R：有想法、无举措、无进展。 

5.鼓励青年教师到国内外研究机构进修或进行合作研究，本年度进修人数不

少于5人。 
R：今年我院李晓春、陈智辉、彭华、刘欣、李辉、杨跃俊、张建忠、崔艳霞等

8位教师出国进修或进行合作研究。 
6.加强对教师教学质量的监督，强调教学基本功训练，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

加各类教学竞赛活动。 
R：各系部按照学校要求坚持组织两周一次的教学研讨活动，制定了物电学院青

年教师导师制实施办法，青年教师逐一完成公开课教学。针对学校青年教师助课

制度制定和完善了学院内部的具体要求和实施细则，今年有18名青年教师承担了

助课任务。 

人才培养 
7.强化各系部的领导与凝聚力量，组建相对稳定的、敬业的教学团队，支持

教师从事教学活动。逐步提高本科生的培养质量。对专业实验和专业课随课实验

进行梳理，筹备将专业实验室划分各系管理和建设。 
R：调整了物理系和光源与照明工程系负责人，各系部教学队伍稳定。成立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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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系属专业实验室。“应用物理学”本科专业通过了省教育厅首批人才培养质量评

估，获得优秀。大学物理和大学物理实验两门学校公共基础课被评为山西省高等

学校精品资源共享课。 
8.落实与拓展中外合作办学，进一步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机会与深造机会。 

R：学校与香港浸会大学签订本科生“3+2”本硕连读协议。从2014年起将从物电

学院、新材料中心、材料学院选拔15名本科生赴香港浸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9.完善本科生从事科学研究的管理机制，争取本科生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R：本科生进团队机制已经成型，通过专业团队的培养，部分同学已经具备了写

论文的潜力。 
10.继续强调学生活动要实行经费预算和顶层设计，切实加强学生的能力培

养，避免学生形式主义。规范学生考试管理，端正学风考风，形成良好的育人环

境。 
R：全年学生活动围绕“生涯导航”方案开展，已经严格执行了以培养能力和专业

自信为核心的顶层设计，事前规划预算，事后效果反馈。继续执行院领导巡考制

度，通过与代课教师、监考教师的日常沟通，逐步培养学生养成诚信考试与做事

的良好习惯。 
11.规范研究生培养环节，加强研究生专业课程教学，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

的提高。 
R：组织了各学位点负责人查课、听课20人次，使研究生专业课程教学逐步规范

化。 
12.扩大研究生招生宣传，争取硕士研究生招生数量达到100人。 

R：2013年度招收硕士研究生92人，招收博士研究生5名。 

学科建设 
13.筹备申报“物理学”本科专业，或招收“测控技术与仪器”本科专业，完善学

科布局。 
R：根据物理类本科专业在全省的设置情况，近几年不再申报“物理学”本科专业，

努力将“应用物理学”专业办出特色。继续争取“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专业招生。 
14.完成对“仪器科学与测试技术”交叉学科博士点培养方案的制定。 

R：完成了“仪器科学与测试技术”交叉学科博士点培养方案的制定，学院现拥有

一个目录内二级学科博士点，两个目录外的交叉学科博士点，七个学术型硕士学

位点，两个专业型硕士学位点，一个工程硕士学位点。 
15.推动“山西省测控技术与新型传感器工程中心”的快速发展。 

R：措施不多，进展不大。 
16.保证院内学术沙龙的常态化，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统筹科研平台，推

动科研团队的发展与壮大。 
R：组织学术沙龙25讲，其中包括国家基金申报动员讨论会4次，加强了院内学

术交流，促进了学科方向凝练。围绕物理类、光类、电类三个学科方向开展科研

团队建设，目前除了光电工程研究所、测控研究所外，初步形成了12课题组。利

用110万的“物理学科科研基础平台建设”经费，支持了物理类六个科研团队的科

研平台建设。 

科学研究 
17.力保本年度国家级各类项目获准项目数不少于15项，积极争取横向课题，

实现科研进账经费总额超过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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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本年度获批国家级项目13 项，省部级项目40 项，横向课题13 项，校级项

目34项。科研合同经费1247.9 万元，进账经费969.9万元，新增校内可支配经费

289.2万元。 
18.申请30 项以上国家发明专利，并促进专利的转化。 

R: 授权国外专利1项，国家发明专利11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3项。无专利转化。 
19.提升我院的学术水平，产生国内外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发表学术论文数

量大于80篇，其中在SCI数据库检索源刊物上发表的学术文章超过50篇, 影响因

子大于3的论文不少于10篇。 
R: 发表学术论文119篇，其中期刊论文91篇、会议论文28篇；SCI收录50篇，其

中影响因子大于3的论文15篇；EI收录41篇。 
20.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全年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超过

80人次，其中参加国际会议与交流应不少于15人次，积极承办全国性或国际学术

会议。 
R: 12人次赴加拿大、日本、瑞典、德国、美国、香港进修学习或访问交流，110
人次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承办国际学术会议1次，全国学术会议1次、全国教

学会议1次。 

行政服务 
21.加快推行院行政工作实行预算管理，落实执行每年一次全院教职工假期

疗养制度，制定并执行学院教职工相关慰问制度。 
R：院行政工作已经实行了预算管理，教职工慰问制度已初步建立并得到了良好

执行。由于学校规定，今年假期疗养任务未能完成。 
22.力争全院教职工全年各项福利发放总和不低于10万元，充分发挥院工会

平台，热情为青年博士安家、婚庆做好后勤保障服务，积极组织广泛参与的文体

活动。R：一年中，充分利用工会平台，为青年博士安家、婚庆做好了后勤保障

服务；但是文体活动开展乏力，需要继续努力。由于学校规定，福利发放任务未

能完成。 

学生工作 
23.落实与完善本科生“生涯导航”实施方案。创建专业知识应用与实践能力

提高相结合的社会实践基地。 
R：“生涯导航”实施方案已经得到认真落实，偏关老牛湾社会实践基地已经建成，

但是与专业知识应用结合密切的实习实践基地未能建立，需要继续努力。 
24.端正学风考风，继续执行学院各级领导巡考制度。 

R：通过坚持执行领导巡考制度，全院学风、考风有所好转。 
25.“凌云”创新实践基地，全面推开“凌云”成长训练营方案。 

R：“凌云”创新实践基地建立并得到了继续完善，“凌云”成长训练营已经有序推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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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工作计划 

师资队伍 
1.根据学科需要，引进各类人才10名左右，增加电子和控制类人才的引进力

度。新增设1-2名具有博士学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改善实验技术人员队伍的年龄

与学历结构。 
2.积极争取1-2名国外知名学者来我院短期工作，申报“千人”或“百人”计划或

学校双聘人才1-2名。 
3.新增博士生导师2名，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1-2名，新增副

教授5名左右。增加校级优秀青年教师2-4名。 
4.继续鼓励青年教师到国内外研究机构进修或进行合作研究，本年度进修人

数不少于6人。 
5.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训、试讲、助课和教学检查工作，强调教学基本功训

练。组织学院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 

人才培养 
6.加强光源与照明专业课程与专业实验室建设。补充各专业课随课实验仪器

设备，拓展校外学生实习实践基地。加强对本科生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及答辩的

规范管理。 
7.落实物理实验中心往明向校区整体搬迁的各项工作，保障新校区实验中心

建设的顺利进行。补充加强实验中心师资队伍。 
8.落实与香港浸会大学合作办学协议，推选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国际交

流或联合培养。 
9.规范学院本科生考试管理，端正考风考纪，形成良好的育人环境；积极探

索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10.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培养环节，加强研究生专业课程教学，促进研究生培

养质量的提高。争取硕士研究生招生数量稳定在100人左右。 

学科建设 
11.继续争取“测控技术与仪器”本科专业招生，完善学科布局。 
12.争取“光电材料与器件”、“仪器科学与测试技术”博士点招生。 
13.坚持院内学术沙龙的常态化，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统筹科研平台，推

动科研团队的发展与壮大。 

科学研究 
14.力保本年度国家级各类项目获准项目数不少于10项，积极争取横向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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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科研进账经费总额超过500万元。 
15.申请20项左右国家发明专利，并促进专利的转化。 
16.提升我院的学术水平，产生国内外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发表学术论文数

量大于80篇，其中在SCI数据库检索源刊物上发表的学术文章超过50篇, 影响因

子大于3的论文不少于10篇。 
17.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全年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超过

80人次，其中参加国际会议与交流应不少于10人次。 

行政服务 
18.严格执行学院党务、行政工作的预算管理规定；继续坚持党务、院务工

作定期公开制度；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党政工作安排，提高工作效率，做好各项后

勤服务保障；落实校院两级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决定，继续执行

学院教职工相关慰问制度。 
19.积极建设和完善学院教职工之家，继续为青年博士安家、婚庆做好后勤

服务；在不突破预算基础上，充分调动教职工参加活动的积极性；认真组织学院

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创新改革教职工疗养方案。 

学生工作 
20.坚持执行本科生“生涯导航”实施方案；加强与教学、科研团队合作，密

切社会实践与专业实习相互配合，继续创建专业知识应用与实践能力提高相结合

的社会实践基地，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大学生搭建平台。 
21.在坚持执行学院各级领导巡考制度基础上，加强学生管理与教学工作的

配合，进一步培养学生养成自觉学习，诚信考试的良好习惯。 
22.继续加强“凌云”创新实践基地建设，积极探索“工程坊”开放实验室的建设

和运行机制，争取在实体建设上有所突破；继续推行“凌云”成长训练营方案，为

提高本科生科学研究和动手能力奠定基础；争取本院学生能够参加全国本专业领

域的相关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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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旧闻回放 

一月 

3 日，本科生学年鉴定，专业技术类班主任学期工作考核，勤工助学征文。 
7 日，上午在逸夫楼 1002 办公室召开处级党员干部民主生活会，我院 7 名处级
干部参加本次会议。下午，召开 2012 年度民主测评会，测评对象为学院 7 名处
级干部，三个办公室、团委及各系部中心负责人，我院 79 名教职工参加了测评。 
8 日下午，省委组织部来校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调研，我院教
师代表杨玲珍、行政干部张莉参加了本次调研活动。 
10 日，我院教师刘瑞萍喜得 7.8 斤龙子一个。同日，学工办召开班长例会，安排
考试及放假相关事宜。 
11 日，我院举办 2013 年第一次博士招聘面试会，面试分教学测评和科研测评两
个组进行，参加招聘面试的有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中科院物理所、山西大学、吉
林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科院上海技物所、西北工业大学、吉林大学、西安光
机所的 9 名博士。 
12-13 日，学院全体教工携家属赴忻州顿村参加《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2012 年度
总结联欢会》。 
16-17 日，巩秀忠调至我院。学工办召开辅导员例会，安排考试、放假、辅导员
考核、边缘学生摸底等相关工作。 
1 月 17 日-2 月 20 日放假。 
1 月 27 日-3 月 1 日我院教师李晓春在加拿大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开展关于中
加合作食品中有害物质的数字化分子检测技术的研究工作。 

二月 
20 日，假期结束，新学期开始。 
24 日，新学期党政办、教科办、学工办联合办公，为本科生、研究生注册。 
27 日，我院国家基金申报开始，有 24 项项目申报并请相关专家进行审阅。 
28 日，学院党政办、学工办进行新学期教职工、学生思想动态调查。 

三月 
2 日，我院邀请山西大学物电学院院长郜江瑞教授和我校精细化工研究所所长董
晋湘教授对我院准备申报的 26 位老师国家基金申报书进行了讲评。 
4 日，校友苟永植反馈凌云基金 1500 元。 
5 日下午，在多学科楼报告厅召开太原理工大学“三八节”表彰大会。我院杨玲珍、
韦宏艳、常晓敏、光信专业分别获巾帼建功标兵、和谐家庭、魅力女人、巾帼文
明岗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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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上午，在迎西校区体育馆，我院代表队参加学校“展巾帼风采 舞魅力人生”
庆三八全健排舞比赛获三等奖。 
11 日，我院本科专业应物 1001 常阳申报创业基金。 
24 日，我院青年博士教师刘欣赴香港，进修 10 个月，到 2014 年的 1 月 24 日结
束，在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物理系，研究纳米结构等离子体非局域效应的实验和理
论研究的课题。 
27 日，逸夫楼内四至十层展板安装、宣传内容全部完成。 
28 日上午，我校在博学馆报告厅举行科技处处长职位竞岗大会，我院院长王云
才参加了此次竞聘活动。 
29 日，我院青年教师张杰结婚。 
30 日，我院进行 2013 年第二次博士招聘面试，来自巴黎纳米科学研究所、香港
中文大学、山东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科院物质结构研究所、北京大学、大
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的 8 名博士参加了面试。同日，2013 年春季毕业生就业
双选会在迎西校区体育馆举行。 
31 日，我院 2013 级 5 名在职工程硕士研究生报到。 
2012 年 12 月-2013 年 3 月，秦建敏、乔记平老师带领 2012 级博士研究生、2011
级硕士研究生先后赴内蒙古包头、托克托县、万家寨水库进行“黄河现场安装调
试运行设备”的实践、实习。 

四月 
9 日-11 日，杨毅彪、韦宏艳、张明江、张莉、冀婷、张校亮老师带领光信系、
应物系 2009 级本科生前往山西晋城沁水县山西沁和能源集团中村煤业有限公司
参观实习。 
10 日，校发【2013】5 号文件，聘任王云才院长为太原理工大学科技处处长。 
12 日，我院教师张彩霞、乔记平分别获得太原理工大学“2012 年度本科教学二等
奖、三等奖。同日，太原理工大学 2013 届毕业生优秀学生奖学金颁奖，我院学
生杨相会等 35 名学生获此殊荣。 
13 日，2013 级硕士研究生复试面试，分光学工程，凝聚态物理，电子科学与技
术、光电子材料与器件，集成电路工程，测控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控制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6 个组同时进行，86 名考生参加了面试。 
15 日，在物理实验中心 607 实验室，召开了欢送蔡慧明老师退休座谈会。 
19 日，我院本科生光信 1001 班尹玉仙参加“艰苦奋斗·砺志成才”标兵答辩，顺利
获得标兵称号。 
18 日，我院教师冯志宇评为山西省辅导员十大年度人物并获得全国辅导员年度
人物入围奖。 
22 日，我院教师李孟春、薛萍萍、刘红利、张朝霞申报了学校“2013 年度本科教
学优秀奖”。 
同日，物电学院第一届“科技·文化·健身”巡礼月启动，内容包括励志电影巡展、“感
恩母爱·千里传音”母亲节主题活动；宿舍文化展示 ppt 大赛；“优良学风宿舍”创
建汇报会、“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趣味运动会。 
23 日，在逸夫楼 801 会议室学院组织由太原市舍安消防中心给广大教职工进行
春季高校消防安全常识和预防地震安全常识普及宣传教育活动。 
28 日，我院教师冀炜邦老师举行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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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8 日，我院学工办冯志宇参加在上海举行的 2013 年全国辅导员工作创新论坛和
2013 年全国辅导员工作现场会。 
10 日，校党委书记吴俊清到我院调研工作，我院教师代表反馈相关意见建议。 
14 日，巴黎纳米科学研究所,皮埃尔与玛丽-居里大学王鹏博士来院报到。 
17 日-19 日，在迎西校区举行太原理工大学田径运动会，我院教师、学生积极参
加体育比赛，学生代表团获得道德风尚奖。期间，太原理工大学 2013 年创意市
集开市，物电学院学生参市作品 20 余件，销售额 1200 余元。我院教师冯志宇参
加山西省首届辅导员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二等奖第七名的成绩。 
20 日，我院教师曹恩思、邢丽丽调出至学校科技处。 
25 日，我院进行 2013 年第三次博士招聘面试，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的 5 名博士参加了面试。同日，太原理
工大学 5·25 心理活动月启动，我院各班学生心理委员参加了第一届心灵运动会；
自编自导的心理剧在比赛中获得全校第五的好成绩。 
28 日，我院教师杨玲珍申报的“太原理工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获批。 
5 月 31 日-6 月 8 日，我院各分学位点分别举行了 2013 年度硕士研究生答辩会。
物理电子学、光学工程、凝聚态物理、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检测技术与自动化
装置领域 5 个硕士学位点共 49 名毕业生参加了答辩。 

六月 
8 日，我院组织 2013 级博士复试工作小组对入学博士研究生进行了复试，5 名考
生参加面试。同日，我院教师薛海斌喜获蛇宝宝 6.8 斤一个。 
13 日晚，在逸夫楼 1001 党政办公室召开学院党政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决定陈彬
任物理系副主任，厉华明任物理系副主任。会议决定张校亮任光信息技术与科学
系副主任。 
14 日，我院教师费宏明产下 7 斤格格一个。 
15 日，2013 届毕业学生派遣工作完成，一派就业率全校第一。 
21 日，2013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在科学楼二层报告厅举行，共有 115 名学生毕业。 
28 日，我院申报职称工作结束，本年度共有 14 名教师申报副教授职称。经学校
会议研究决定：崔艳霞晋升为教授，陈智辉、王鹏、薛海斌、刘红利、马珺、张
建忠晋升为副教授。 
同日，2013 年度光电奖学金答辩在我院 801 会议室进行，参加本次评选的本科
生共有 13 名，硕士研究生 11 名，博士研究生 1 名，通过评选共有 10 人入选（本
科生 5 名，硕士研究生 4 名，博士研究生 1）。 

七月 
1 日，南京大学贾鹏博士来院报到。 
2 日，上海光机所曹中兴博士、山东大学孙礼博士来院报到。 
5 日，北京工业大学徐利春博士、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刘香莲博士来院报到。
同日，应用物理专业成功申报 2013-2014 学年生涯导航职场探索 DV 纪录片项目，
申请经费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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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我院进行 2013 年第四次引进人才招聘面试，共有上海交通大学、吉林大
学、山西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兰州大学的 5 名博士参加了本次面试。 
8 日，我院教师秦伟和彭华喜结连理。 
10 日，山东大学张雍家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易小刚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田彦
婷博士来院报到。同日，为期四天的干部专题培训研讨在我校举行，我院彭彦彬
副书记参加了本次培训。  
11 日-16 日，我院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启动，共集中组队三支：清泽宝
典职业探索专业社会实践队；“传递梦想希望，助力地方经济”汾酒公益之行暑期
社会实践队和“激扬凌云志，放飞青春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队。 
12 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王东博士来院报到。 
13 日，我院教师孙钦军喜得 8 斤龙子一个。 
20 日-22 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国物理学会物
理教学委员会主办，我校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承办的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
教育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博学馆报告厅隆重召开。吕明校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
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负责人，中国物理学会物理教学委员会全体负责
人，物电学院党政领导以及来自全国各高校 300 余名专家代表参加了会议。 
25 日，我院教师崔艳霞获得 2013 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28 日，我院教师刘绍鼎喜得 8.5 斤龙子一个。 

八月 
3 日上午，中国宇航学会深空探测技术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在我校科学楼
报告厅召开，张文栋厅长和吕明校长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由中国宇航学会深空探
测技术专业委员会、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深空 973）项目办公室、飞行
器动力学与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办，我院与北京理工大学承办，《深空探测
学报》协办。 
5 日，美国密歇根大学终身教授范旭东博士来我校访问工作。范旭东是继刘喆颉
教授、于化忠教授后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引进的第三位山西省“百人计划”特聘专
家。 
8 日-11 日，由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学会（IEEE）和 IEEE 电路和系统分会（CASS）、
香港城市大学、东北大学主办，我校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承办的第六届国际混沌
分形理论与应用研讨会（IWCFTA）在晋祠宾馆和我校逸夫楼（分会场）召开。
来自美国、英国、西班牙、俄罗斯、日本、阿联酋、中国香港以及国内 43 所高
校的 100 余名知名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18 日，我院教师张杰喜得 5 斤小龙女一个。 
28 日，王云才教授获“2013 年研究生教育优秀导师”奖。同日，山西大学郭龑强
博士来院报到。 
29 日，新学期开学。同日下午，在逸夫楼 1001 办公室召开新学期党政联席会议
安排部署新学期工作。 
30 日下午，在逸夫楼 101 教室召开全院教职工大会。大会分别介绍了 13 位新博
士，学院党政领导分别总结了上学期相关工作并提出了本学期的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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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2 日早上，在迎西校区田径场上举行新学期升国旗仪式，我院全体学生、部分教
职工参加了本次升国旗仪式。 
同日上午，我校在迎西校区博学馆报告厅隆重召开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动员大会，相关校领导对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标志着学校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正式启动。我院 8 名党政领导、教职工代表和学生代表参加。 
5 日，兰州大学曹斌照副教授报到。 
10 日，在我校多学科楼报告厅召开了 2013 年太原理工大学“三育人”表彰大会，
我院物理实验中心被评为“三育人”先进集体，秦建敏教授被评为“十佳师德标
兵”，张莉被评为“三育人”优秀教育工作者。 
11 日下午，物电学院在逸夫楼一层 101 教室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
员大会。副校长吕永康、学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三联络组相关负责人
出席大会。学院全体党员、非党员处级干部、教职工代表 150 人参加会议。同日，
大连海事大学田跃博士报到。 
13 日上午，物电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组在逸夫楼十层 1001 召
开专题工作会议。物电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组的全体成员到
会，并进行了集体学习。 
14 日，我院 2013 级研究生 85 名硕士、5 名博士在迎西校区报到入学。 
15 日，我院 2013 级本科生 193 人在明向校区报到入学。 
18 日上午，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在逸夫楼 801 会议室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意见征求会。校第三联络组组长秦晓怀，我院师生代表共 20 余人参加会
议。 
19 日，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带着全院师生的浓浓爱意和美好祝福，
物电学院党政领导放弃节日休息，奔赴明向校区慰问和看望正在坚持军训的
2013 级全体新生。 
22 日，我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面向推免和考研学生举办“研究生专业宣讲会”，28
名硕士生导师和 22 名考研学生参加，会上各研究团队向学生们详细介绍了团队
研究方向及成果。 
23 日晚，物电学院在明向校区 119 教室举行“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开启新的大
学生活”入学教育主题讲座。 
22 日-26 日，冯志宇参加由教育部思政司主办辽宁大学承办的第 54 届全国辅导
员骨干培训。 
29 日，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黄晓勇博士来院面试。 
同日，根据《太原理工大学 2014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工作的通知》要求，经个人申报、学院评选，郝锐（推荐外校）、 李云亭、
杨义、刘伟鹏、许晓祥、唐重樾、余辉、马荔等 8 名同学获推 2014 年推荐免试
研究生资格。 

十月 
10 日，我院青年教师曹恩思结婚。 
13 日，我院进行 2014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
要求，郝锐（推荐外校）、 李云亭、杨义、刘伟鹏、许晓祥、唐重樾、余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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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王酌、关林芳、宋鹏鸿等 11 名同学参加了复试。 
15 日，清华大学博士后郭玮博士加盟我院。 
17 日，原教务处徐强博士调入我院工作。同日，我院党委在 801 会议室组织召
开教工党员、学生党员学习并观看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同志关于《转型跨越中务
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讲话视频。 
20 日，我院教师冯志宇结婚。 
20 日-22 日，我院教师贾华宇、张建国前往吉林大学地质系参观学习探地雷达的
设计与应用并赴该校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曾昭发教授实验室调研学习。 
22 日上午，物电学院组织师生党员观看了《密切联系群众》、《狠抓浪费之风》
和《管好“身边人”》三个教育片。 
26 日，我院科协、学生会组织本科生新生参观物理实验中心。 
28 日-29 日，我院教师乔铁柱副教授、马珺副教授参加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传感器
分会第五次全体会员代表大会。 
31 日，中北大学理学院副院长许鹏教授等一行 6 人来我院进行工作交流。 

十一月 
2 日，我院进行的集成电路工程专业 2013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专业课考试、
面试、资格审查，共 19 名考生参加。 
5 日，我院教师刘香莲产 8.8 斤千金一个。 
11 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材料学院李默教授应我院邀请，在我校迎西校区逸
夫楼七楼会议室，做题为《材料模型和理论：构建联结材料科学到应用的数字化
桥梁》的学术讲座，并在材料工程学院和我院与相关专业教师进行了学术交流。 
12 日-15 日，崔艳霞教授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亚洲通信和光子学会议。 
13 日，我院教师张超博士调离我院至北方控制技术研究所。 
14 日，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吴军副主任等考察了我校冰情检测课题组南
北极科考及国内冰情检测试验成果，并听取了课题组负责人秦建敏教授的汇报，
目前我校已被国家海洋局正式确认为具有南北极科考资质的高校单位，并将承担
国家南北极科考部分科研任务。 
17 日-19 日，张明江、王鹏副教授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光学仪器与技术国际会议。 
16 日-19 日，冯琳参加在桂林举办的第十五届全国磁学和磁性材料会议并做口头
报告。 
19 日-22 日，李晓春副教授赴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22 日，上海交通大学陈景东博士来院报到。 
23 日-27 日，我院教师贾华宇、田跃、李战锋赴厦门大学参加“照明设计与照明
工程培训”。 
26 日-30 日，我院教师蔡冬梅、韦宏艳副教授参加在厦门举办的第五届全国信息
光学与光子学学术会议,韦宏艳副教授做了题为“斜程大气湍流内外尺度对角反
射器目标回波轴向闪烁指数的影响”的分会场报告。 
26 日，张建忠副教授参加“中国山西省和德国北威州双方政府联合资助第十一批
研修生”的项目，赴德国锡根大学传感器系统中心开展光纤传感技术的研究。 
29 日上午，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在逸夫楼 1002 会议室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副校长吕永康，校党委组织部长刘润祥、校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三联络组组长秦晓怀及部分成员应邀出席会议，学院领导
班子及副处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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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晚，在思贤楼 1208 教室，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生涯导航指导中心专家青年
博士薛海斌老师，以“物理学史”为题，以物理学的定义、特点、方法、思想及对
我们的启示为重点，为本学院大二及大三学生进行了一场专业讲座。 
30 日，我院进行 2013 年第五次引进人才招聘面试，共有来自四川大学、武汉大
学、暨南大学的 3 名博士参加了面试。 
本月，我院推荐的 13 名专家获批“山西省高等学校 131 领军人才工程”项目，其
中院士 1 名：中科院牛憨笨院士（经费 100 万元）；知名学者、学术带头人 5 名：
山西省百人刘喆颉教授、于化忠教授、范旭东教授、史方教授、中科院百人刘雪
明教授（经费每人 50 万元）；优秀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 7 名：王云才教授、郝玉
英教授、李秀燕教授、黄平教授、杨玲珍教授、崔艳霞教授、张明江副教授（经
费每人 5 万元）。 

十二月 
4 日，学院举办太原理工大学“凌云”创新实践基地工作汇报会及大学物理竞赛颁
奖。 
5 日下午，在逸夫楼十层 1006 活动室我院党委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学院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通报会。学院党政领导、机关科室干部、各系、
部、中心负责人、党支部书记、教师和学生代表共 70 余人参加了会议。 
10 日，我院教师陈建宾和邢丽丽喜结连理。 
16 日上午，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山西省“百人计划”专家，国务院侨办海外
专家委员会委员、美国隆智半导体总裁史方教授在我校逸夫楼七层会议室做题为
《有机高分子柔性光电器件的发展和应用》的讲座，史方教授是我院继刘哲颉教
授、于化忠教授、范旭东教授后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引进的第四位山西省“百人
计划”特聘专家。 
15 日-17 日，王云才教授、张明江副教授、李璞博士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第四届信
息光电子学研讨会。 
17 日，我院教师杨毅彪教授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基金 1 项；陈彬、曹铃、
陈建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理论物理专项 3 项。 
18 日，我院进行应用物理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自评估会，来自山西大学、中北
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太原科技大学、大同大学的 7 名专家对我院应用物理学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进行了评议，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评议结果为“优秀”。 
同日，太原科技大学物理实验负责人一行五人到物理实验中心参观交流。 
19 日，2013 年太原理工大学社会实践表彰研讨会在逸夫楼七层会议室召开，我
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队被评为优秀实践队伍，11 名学生被评为优秀实践队员，
1 名学生被评为优秀通讯员，1 名教师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 
24 日，来自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林南省博士应邀来我院进行低维超导体的涡
旋动力学方面的学术交流。 
同日，校发【2013】22 号文件，王云才不再兼任我院院长职务。 
26 日，我院大学物理实验、大学物理两门课程获批“2013 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省
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27 日，我院教师崔艳霞、刘绍鼎、杨致、田跃获批校优青培育项目 4 项，张文
星团队（张文星、马宁、张万舟、冯琳）获批校青年团队启动项目 1 项，郝文涛、
李国辉、曹恩思、张雍家、徐利春、郭玮、孙礼、袁树青、孙钦军获批校青年基
金 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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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物理实验中心杨玲珍、孙礼参加南方科技大学举办的“高校物理实验骨干
教师研修班暨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我院 2012 级研究生林引岳获批“2013 年山
西省研究生优秀创新项目”，指导教师：崔艳霞。我院教师王云才教授获批“2013
年山西省科技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1 项。 
12 月，我院 3 名博士研究生：张建国、李静霞、李卉萍通过学院分学院委员会
审核同意授予博士学位。 
截止 12 月底，我院现有党员 207 人，其中教工党员 75 人，学生党员 128 人，流
动党员 4 人；下设教工党支部 7 个，学生党支部 4 个。 
 

凌云之路  成长之树 

 

 

    二Ο一三年，学院深入推进“生涯导航·实践育人”教育培养方案，逐步实现了“学

校-部门-学院-班级”四级管理机制，同时形成了“基地-项目-活动”三合一的育人平台，

以此培养思想、学习、创新、实践、文化等各方面综合发展的优秀人才，同时也实现学院

育人工作的立体化与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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