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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概要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成立于 2002 年 1 月，其前身是机械工程学院和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分
别创建于 1921 年和 1908 年。

概况
学院下设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系、动力与能源工程系、工业工程与管理系、核科学与系统工程
系、航天航空工程系等 5 个系。设有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工业工程、核工程与
核技术 4 个本科专业。具有 4 个国家重点学科（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及理论、动力机
械及工程和制冷及低温工程），2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2 个博士和 15 个硕士学位授予点。
振动、冲击、噪声实验室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动力机械与工程实验室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太阳能发电及制冷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学院现有 3 个博士后流动站（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机械工程、核科学与技术），接受国内外博士学位获得者继续深造。
全院共有 400 多名教职工，其中有教授 79 名，副教授 91 名，博士生导师 96 名（包括兼职），
中国工程院院士 1 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7 名。现有博士生 340 名，硕士生 570 余名，
工程硕士 460 余名，本科生 2000 余名。本科教育按“大机械工程”平台实施。
多年来，学院承担大量国家攻关、“863”计划、“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预研、
省部级科技攻关及大量企业委托项目任务科技成果丰硕，国际交往密切。

国际化办学
国际合作是机械与动力学院的另一重要办学特色。上海交通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共建
SJTU-UM 机械工程学院的协议于 2000 年 8 月 2 日在上海正式签约，旨在创建与国际接轨的创新人
才培养体系，该协议已获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复。国际合作办学实行“4+2+3”的教学计划：在 4
年本科阶段，有 20-30 门课程英语双语教学密西根大学将承担 10 余门课程的教学；在两年硕士阶
段和 3 年博士阶段，优秀毕业生将可获得上海交通大学或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学位。2000 年和 2001
年入校新生中已分别选拔了 60 名同学进入试点班学习。目前第一批 12 名研究生在完成了第一阶
段（两学期）的课程后，已赴美国密西根大学进行第二阶段的学习。
由于学院教学改革、科研工作成绩显著，荣获国家及部级的多项奖励，其中教学方面包括国
家特等奖、一等奖及二等奖共 5 项，省部级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4 项；科研方面，
包括国家级二等奖学 2 项、三等奖 3 项；省部级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12 项、三等奖
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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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科研情况概要
学院近三年来，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4 项，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 2 项，省部级一等奖 3 项。
获得国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4 项；获 ASME 国际论文竞赛奖 2 项；获“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
外科技作品大赛奖 2 项。

一、代表性科技奖项
1. 2002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轿车车身制造质量控制技术及其应用（林忠钦、严隽琪
等）；
2. 2002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环境控制通风系统优化技术研究开发（任世瑶 等）；
3. 1999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轿车活塞关键制造工艺设备及技术的研究开发（胡德金、
张增泰）；
4. 1999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现代机械设备手册 （翁史烈、胡宗武等）；
5. 2001 年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机械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和实践（陈关龙、朱昌
明等）；
6. 2001 年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传热学（杨世铭 等）；
7. 2002 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制造业信息化中的协调与集成技术研究与应用（严隽琪、
马登哲等）；
8. 2001 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基于数值模拟的轿车冲压件成形质量控制（林忠钦、严
隽琪等）；
9. 2001 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个性化骨关节假体 CAD/CAM 技术与临床工程系统（王成
焘、姚振强等）。

二、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1. 杨建国 导师 薛秉源 倪军 数控机床误差综合补偿技术及应用（2001 年）
2. 翟祖清 导师 傅志芳 结构动力缩聚技术：理论与应用（2001 年）
3. 张鹏 导师 王如竹 超流氦膜沸腾的物理机制研究（2002 年）
4. 黄宏钟 导师 胡宗武 机械模糊可靠性理论与方法研究（2002 年）

三、ASME 学生制造设计竞赛
1. 基于齿系补偿的机械手设计（二等奖）陈亮（2001 年）
2. 仿昆虫蠕动微型车及控制系统（二等奖）姚沁（2002 年）

四、在研的重要科研项目
学院目前在研项目有国家 973 项目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8 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5 项；国家（科技部）科
技攻关计划重点项目 2 项；国家 863 计划项目 8 项；上海市科委重大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2 项。代表
项目包括：
1.

国家 973 项目：
1)

翁史烈、陈汉平 等，复合工质新型动力系统及动态仿真

2)

王如竹、吴静怡 等，能量利用系统中的稳态与非稳态特性

3)

黄震 等，替代燃料设计理论及其均质压燃着火燃烧的基础研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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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

3.

4.

5.

6.

7.

丁汉 等， 先进电子制造中的重要科学技术问题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严隽琪 等，虚拟制造的理论与技术基础；

2)

黄震 等，燃用生物生成乙醇混合燃料的压燃式柴油发动机研究

3)

黄震 等，代用清洁燃料在内燃机中的燃烧特性与控制问题的研究；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

林忠钦，铝合金板冲压成型机理及实验研究；

2)

王如竹，基于传热传质过程和吸附过程的吸附式制冷循环分析体系；

3)

黄震，发动机可控预混合燃烧研究

4)

倪军，车身制造质量控制

5)

李杰，基于 Web 驱动的远程监控及智能维护技术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重点项目
1)

陈进，基于网络的设备远程检测与故障诊断系统

2)

张圣坤，胡宗武，三峡升船机整体动态仿真研究

国家 863 项目
1)

卓斌、张建武，QR 纯电动轿车；

2)

杨林、卓斌，燃料电池轿车用高性能的镍氢、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组及其管理模块；

3)

杨林、卓斌，燃料电池轿车多能源动力控制系统；

4)

来新民，轿车行业现代集成制造系统总体方案设计与关键技术攻关；

5)

丁汉、刘成良，基于嵌入式网络的设备智能维护系统；

6)

奚立峰，基于 Agent 的制造单元混合式控制系统设计与开发技术；

7)

曹其新，海底管线检漏与维修技术；

8)

孟光，关键生产装置和生产设备故障监测、诊断与维护技术。

上海市科委重大项目
1)

8.

李理光 等，高十六值燃料均质压燃低温燃烧的新技术新途径的基础研究

黄震、罗永浩等，天然气输配与高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国防军工重大项目
1)

汪荣顺等,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五、科研经费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在原机械工程学院和原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合并前科研总经费为非
5000 余万元，2002 年合并第一年科研经费总额达到了 6602.8 万元（扣管经费 3825.77 万元）。预
计 2003 年度经费总额将达到 8000 余万元（扣管经费 5000 万元），到十五期末年度经费总额将超
过 1 亿元（扣管经费 6000 余万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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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2002 年度科研概要
2002 年度是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合并成立的第一个年头，学院班子通过广泛听取意见实施了
以责任教授为核心的年薪制制度，在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在学校先行一步。
2002 年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总计获得科研经费 6602.8 万元，其中纵向科研经费 2760.59 万
元，横向科研经费 3842.21 万元。总经费中扣管经费为 3825.77 万元。
2002 年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共计有 25 个科研项目通过鉴定，该年度共计获得省部级以上
成果奖励 17 项，其中“轿车车身制造质量控制技术及其应用”
、
“环境控制通风系统优化技术研究
开发”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制造业信息化中的协同与集成技术研究与应用”获得了上海
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2 年学院师生共计申请专利 31 项，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 项、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 20 项。
学院一些站在学科前沿的教授还出版了专著 4 本和其它书籍 3 本，其中《吸附式制冷》、
《汽
车摩擦学》分别是由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专著出版基金资助的
专著。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师生本年度共计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47 篇，其中国际期
刊论文 116 篇。在 SCI 和 EI 年度论文检索中，分别有 27 和 130 篇论文获得光盘检索。
在各类人才计划中，2002 年我院林忠钦教授和王如竹教授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支
持，吴静怡教授和来新民教授获得了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资助，王如竹教授获得了曙光杰出人才
计划资助，王德忠教授获得了教育部资助优秀青年教师资助。
我院张鹏（导师王如竹教授）“超流氦膜沸腾的物理机制研究”、黄宏钟（导师胡宗武教授）
“机械模糊可靠性理论与方法研究”双双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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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研项目与经费

2002 年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总计获得科研经费 6602.8 万元，其中纵向科研经费 2760.59 万
元，横向科研经费 3842.21 万元。总经费中扣管经费为 3825.77 万元。以下表示出了学院 2002 年
度经费统计情况。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2002 年科研经费一览表
2002 年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建立了以责任教授为核心的学科梯队/团队，各个责任教授梯队
完成科研经费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梯队负责人

到款经费(万元)

扣款数(万元)

免扣款(万元)

1

胡德金

140.400

46.400

94.00

2

姚振强

107.070

99.070

8.00

3

张建武

195.578

111.529

84.05

4

林忠钦

382.723

215.018

167.70

5

叶庆泰

289.765

202.978

86.79

6

蒋寿伟

28.485

23.485

5.00

7

王石刚

195.300

95.300

100.00

8

王成焘

177.212

93.156

84.06

9

曹其新

749.043

247.079

501.96

10

冯正进

149.485

89.320

60.16

11

马登哲

326.612

156.612

170.00

12

彭颖红

29.513

27.512

96.00

13

丁 汉

24.000

23.200

0.80

14

江志斌

152.153

101.967

50.19

15

张丁旺

2.000

0.000

2.00

16

陈汉平

244.487

127.309

117.18

17

谷传钢

125.740

77.740

48.00

18

苏 明

134.400

102.800

31.60

19

陈 进

554.189

288.589

265.60

20

孟 光

189.323

137.818

51.50

21

邓康耀

91.100

88.900

2.20

22

黄 震

445.029

344.055

100.98

23

卓 斌

528.400

233.400

295.00

24

章明川

77.000

77.000

0.00

25

田子平

46.000

46.000

0.00

26

王如竹

414.401

278.001

136.40

27

顾安忠

475.088

258.930

216.16

28

杨燕华

44.547

43.247

1.30

29

程惠尔

45.650

45.650

0.00

30

范绪箕

174.350

125.600

48.75

31

退休

63.76

18.10

45.66

总计

6,602.80

3,825.77

2,871.0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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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度梯队到款总经费前 10 名
名 次

1

2

3

负责人
经费 万(元

曹其新

陈

进

749.043

554.189

卓

4

5

6

7

8

9

10

顾安忠

黄

震

王如竹

林忠钦

马登哲

叶庆泰

陈汉平

528.400

475.088

445.029

414.401

382.723

326.612

289.765

244.487

10

)

斌

2002 年度梯队到款(扣管理费)经费前 10 名
名 次

1

负责人

黄

2

震

经费 万(元

344.055

3

4

5

进

王如竹

顾安忠

曹其新

卓

288.589

278.001

258.930

247.080

陈

6

7

8

9

斌

林忠钦

叶庆泰

马登哲

孟

233.400

215.018

202.978

156.612

137.818

光

)

根据科研经费类别,2002 年新增项目和主要在研项目大致情况如下: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02 年度学院累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8 项，其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面上基金
和青年基金 16 项。
z

2002 新增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

林忠钦，铝合金板冲压成型机理及实验研究；100 万元

2.

王如竹，基于传热传质过程和吸附过程的吸附式制冷循环分析体系；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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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2002 年批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负责人

金 额
(万元)

柴油机尾气中碳烟微粒和氮氧化物的
同时催化净化（GM）

上官文峰

25

03.01-05.12

50276034

微尺度器件中流动计算方法与 PIV 测量
研究

谷传纲

26

03.01-05.12

3

50276035

柴油机氧化剂改进与燃烧排放控制

乔信起

23

03.01-05.12

4

50278052

储能地下含水层的传热与流动特性研
究

马捷

21

03.01-05.12

5

50275095

内表面获得低粗糙金刚石涂层新技术

陈明

20

03.01-05.12

6

50275093

稀土改性能无机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
材料冲击磨损性能研究

程先华

21

03.01-05.12

7

50275092

广义执行机构概念设计理论\方法及应
用研究

邹慧君

26

03.01-05.12

8

50206012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两相流动特性研
究(青年)

于立军

21

03.01-05.12

9

50208011

基于城市街道布局的数值模拟数学优
化偶合模型研究

王嘉松

19

03.01-05.12

10

50206011

柴油机瞬态喷雾粒子图像粒度时间场
测量新技术

吴志军

22

03.01-05.12

11

50205018

力反馈虚拟操作理论及在产品开发中
的应用

朱利民

26

03.01-05.12

12

70271036

基于自治与协调机制的可适应生产调
度方法的研究

江志斌

15

03.01-05.12

13

70271037

电子产品回收逆向供应的规划、调度与
仿真

朱向阳

14

03.01-05.12

14

60205006

基于扩大现实技术机器人弹性变形装
配力交互机理研究

殷跃红

24

03.01-05.12

15

60273048

特大型工程地震安全评估的并行算法
及软件

金先龙

22

03.01-05.12

16

90210016

多流体碱雾发生器烟气脱硫的基础研
究(重大研究计划)

周月桂

25

03.01-05.12

序
号

批准号

1

50222203

2

名

称

年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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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63 项目
2002 年学院新增 863 项目 7 项:
经 费
(万元)

序
号

申请人

1

彭颖红

高强高韧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开发

340

2

孟

光

关键生产装置和生产设备故障检测、诊断与维护技术

60

3

杨

波

用于海流发电的渐线式水轮机

20

4

牛

刚

浅海石油开发多相相混输动态检测用电容传感器的研制

20

5

孙方宏

钠米金刚石复合涂层的应用与生产化

80

6

张建武

上海磁浮轨道巡检车研制

310

7

王丽亚

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下的企业管理及电子商务群体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35

批准项目

3. 博士点基金
2002 年学院新批准中国博士点基金 4 项:
序
号

申请人

1

邹介棠

2

题

目

经 费
(万元)

湿空气预混合燃烧火焰结构与 PIV 可视化实验研究

3

孟光

发动机转子系统非线性振动故障的彷真分析、试验验证和主动控制

6

3

喻凡

基于非线性刚柔耦合多体模型车辆主动悬架系统设计研究

3

4

王石刚

复杂机电系统性能健壮设计方法的研究

3.4

4. 上海市科技项目
2002 年学院新批准上海市科技项目 17 项
经 费
(万元)

序
号

申请人

1

胡德金

基于图象在线识别的复杂曲面精密磨削关键技术

60

2

朱训生

眼底病针刺手法治疗仪研究

5

3

程先华

化学法制备碳纤维表面稀土活性膜增强聚亚胺复合材料特性

6

4

程先华

自组装稀土纳米膜基础问题研究

15

5

陈

铭

上海废旧汽车回收关键技术与示范工程

100

6

金

烨

快速原型几何建模及其制造关键系统研究

24

7

马登哲

航天产品网络化异地设计协同设计制造

72

8

范秀敏

虚拟环境纳米操纵技术研究

40

9

奚立峰

再制造物流网络的健状性设计方法的研究

5

10

苏 明
陈汉平

上海紫竹科技园区软件大楼冷热电联产系统

100

11

黄 震
顾安忠

燃气发动机热泵与建筑热环境设备研制与应用

150

12

黄

燃气发动机热泵关键技术研究

30

13

施建伟

室内空气净化装置中试研制与应用

20

震

题

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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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上官文峰

高效纳米光解制氢材料的研究

20

15

王如竹

节能建筑湿度控制中的传热传质与流动机理研究

20

16

黄兴华

汽液两相混合物在官束间流动沸腾的基础研究

30

17

鲁雪生

碳纳米纤维储氢材料的研究

10

5. 新增有代表性的合同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横向科研项目
经 费
(万元)

序
号

申请人

1

莫锦秋

合作开发全视觉系统多功能贴片机

100

2

陈建平

先进半导体公司 MCC 电控柜

110

3

陈建平

POLO 轿车座椅机器人焊接生产线

182

4

蒋伟康

城市轨道交通声屏障关键部件的开发与研制

197

5

章明川

前罝式碱雾发生器烟气脱硫技术开发

120

6

徐

噪声试验设备气源系统设计制作安装调度

145

7

许煜雄

上海春天花园热水系统工程

345

烈

题

目

6. 人才计划项目
经 费
(万元)

序
号

申请人

1

吴静怡

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余热驱动下吸附式制冷的控制特性研究

12

2

王如竹

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余热驱动的再热高效吸附制冷循环理论与实验
研究

20

3

来新民

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基于状态空间方程的轿车车身装配流建模与公
差设计研究

12

4

王德忠

教育部资优青/二维流道中 CTAC 减阻流体的流动及传热强度控制研究

8

人才计划/研究项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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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序

项目

号

负责人

1

成果鉴定

成果名称

鉴定日期

组织鉴定单位

陈芝久

制冷系统新型控制器研制

02.06.12

上海市科委

2

丁国良

房间空调器智能仿真

01.11.10

上海市科委

3

勾厚渝

093 潜艇-回路余热排出泵和净化泵减振抗
冲击研究

01.11.17

09 总师办

4

汤渭霖

目标回波预报模型和数值模拟研究

01.11.21

中船重工集团
军工部

5

王如竹

发动机余热驱动的固体吸附式制冷研究

02.01.18

上海市科委

6

苏

明

汽轮发电机组性能监测、管理与相关故障
诊断系统

02.03.28

上海市科委

7

黄

震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优化设计研究

8

陈

明

难加工材料高速切削工艺研究

02.01.29

上海市科委

9

王石刚

轴瓦壁厚自动测量分选机研制

02.07.03

上海市科委

10

花家寿

自控无极变速液粘稠调速器的研究开发

02.07.22

上海市科委

11

林忠钦

别克 w-Car、GL-8 和 S-Car 车身制造尺寸
精度控制研究

02.07.18

上海市科委

12

范秀敏

基于虚拟环境的机器人远程控制

02.08.05

上海市科委

13

习俊通

反求工程与快速成型应用研究

02.08.05

上海市科委

14

陈芝久

汽车空调压缩机电动变排量控制阀系统研
究

02.08.05

上海市科委

15

罗永浩

望亭电厂 14 号锅炉低 NOX 燃烧技术的研
究

02.10.17

上海市科委

16

上官文峰

纳米光催化剂及空气净化装置

02.10.09

上海市科委

17

上官文峰

纳米复合光催化剂

02.10.09

上海市科委

上海市科委

18

王

冰

真空助力器装配检测线

02.10.23

上海市科委

19

徐

榕

液压制动主汽缸装配检测线

02.10.23

上海市科委

丁国良

二氧化碳超临界循环汽车空调装置研究

02.09.30

上海市科委

黄

柴油发动机有害排放控制新方法—燃油喷
雾内部 EGR 研究

02.10.28

上海市科委

李柱国

船用柴油机磨合规范优化研究

02.10.24

中国船舶公司

汪鸿振

某舰声纳罩声性能研究

02.10.22

上海市科委

24

姚振强

轿车密封件多工位自动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

02.10.28

上海市科委

25

金先龙

神威 1 号超级计算机的并行化移植和开发

02.10.28

上海市科委

20
21
22
23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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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序号

获奖人

成果获奖
获奖名称

等级

1

林忠钦,严隽琪,黄纪荣,荀逸
中,来新民,李淑慧,孙正,范忠 轿车车身制造质量控制技术及其应用 国家科技
明,史济平,许林华

二等

2

任世瑶,任 勇,樊启泰,徐鑫
祥,任彩琴,陈子煜,沈海东,尚 环境控制通风系统优化技术研究开发 国家科技
晓玉,毛海东,王德禹

二等

3

严隽琪,范飞雅,习俊通,马登
制造业信息化中的协同与集成技术研
哲,严隽薇,陈 云,金烨,林财
究与应用
兴,倪炎榕,朱昌明

上海市

一等

4

苏 明，忻建华, 叶 春, 陈汉
汽轮发电机组性能监测管理与故障诊
平,金 兴,袁伯英,翟海青,魏
断系统
敬举,韩瑞杰,余岳峰

上海市

二等

5

李柱国,尉世明,俞五全,张品
D6114 柴油机磨合规范优化研究
江,金大镶,唐 祥,葛卫华,

上海市

三等

6

丁国良,张春路,沈建,杭晓东,
房间空调器智能化仿真技术
郭卫东,顾中华

上海市

二等

7

孟光,陈进,赵玫,汪尉军,姚国 旋转机械的非线性振动、故障诊断与
治,
振动控制

上海市

三等

8

林忠钦,金 隼,陈关龙,陈 杰, 车身功能尺寸互动优化设计系统及在
来新民
桑塔纳轿车上的应用

上海市

三等

9

杨如清

教育部

二等

10

汤渭霖, 徐海亭,范 军,赵
洪,潭红波, 刘 涛,安俊英,崔 目标回波预报模型和数值模拟研究
志光,万 琳

国防科学

二等

11

翁史烈,陈汉平,王永泓,黄善
舰用燃气轮机故障诊断专家与数据库 国防科学
衡,宋华芬

三等

12

翁 史 烈 , 苏 明 , 刘 永 文 , 张 会 柴用燃联合动力装置及其控制系统半
国防科学
生,陈汉平
物理计算机

三等

13

顾安忠,汪荣顺,鲁雪生,刘华 艇用液氧储罐技术研究及隔振抗冲击
国防科学
萱,勾厚渝
技术

三等

14

徐济鋆,张琴舜,徐 明,杨燕
饱和汽轮机监控技术
华,戴正熙

国防科学

三等

15

顾安忠,汪荣顺,鲁雪生,刘华
艇用液氧储罐技术研究及隔振抗冲击
萱,勾厚渝,楼松年,林文胜,石
技术
玉美,韩祖舜,韩雪华

中船总

二等

16

徐济鋆,张琴舜,徐 明,杨燕
饱和汽轮机监控技术
华,戴正熙

中船总

三等

17

翁史烈,陈汉平,王永泓,黄善
舰用燃气轮机故障诊断专家与数据库
衡,宋华芬

中船总

三等

DMJ1600H 高速马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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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序号

编号

名称

申请日

控制集箱内流量分配
1

F－111

和 汇集均匀的导流

.970425.

板
2

3

管内机器人正立方体
F－157

F－194

型蠕动行走机构
脉管式气波制冷机

990806

991230

申请号

专利
发明人

公开日 公开号 授权公告日

.97106 王思禄等
4008.

2人

991139 李明东等
62.3

4人

991272 徐烈等3
02.1

人

授权公告号

.020320.

CN1081313C

.020320.

CN1081112C

.021113.

CN1094189C

.021009.

CN1092333C

.021030.

CN1093595C

.020814.

CN2505834Y

.020717.

CN2501249Y

.020717.

CN2501250Y

.020109.

CN2469675Y

.020116.

CN2471072Y

.020109.

CN2469667Y

.020116.

CN2469671Y

消除管道式混浊度传
4

F－198

感器挂壁现象的豁口

.000302.

机构
5

6

7

8

双燃料汽车双达标低
F－331

排放控制系统

.001228.

多层平面移动式滚道
f-581

存放停车设备

.020208.

整体无阀结构的吸附
f-582

式太阳能冰箱

.020227.

油罐容积检测系统及
f-594

标定方法

.020402.

.00111

杨汝清

783.1
.00135 朱义伦等
194.X
.02110

5人
程晓鸣

8196.

.02081 CN136
4.

.02110

李明等4

9125.

人

3752A

.02092 CN137
5.

0968A

.02111 奚汉达等 .02100 CN137
2320.

2人

9.

3349A

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
9

f-607

蒸汽轮机联合发电系

.020416.

统
10

白车身数字化封样方
f-609

法

.020423.

.02111

于立军

3858.

.02103 CN137
0.

7097A

.02111 林忠钦等 .02103 CN137
4617.

5人

0.

5770A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11

f-631

蒸汽轮机联合发电系

.020516.

统
12

13

14

15

16

17

18

管道式混蚀度传感器
S－546

圆孔机构

.000302.

可变屋顶弓式结构的
s-598

同步控制装置

.001228.

可变屋顶弓式结构的
S－599

抗干扰同步控制装置

.001228.

工厂化育苗自动播种
s-623

机穴盘输送机构

.010405.

工厂化育苗自动播种
s-624

机穴盘定位机构

.010405.

工厂化育苗自动播种
s-625

机打穴机构

.010405.

工厂化穴盘育苗流水
s-626

线播种机构

.010405.

.02111

于立军

6423.
.00216

3.
杨汝清

679.8
.00265 杨汝清等
498.9

4人

.00265 杨汝清等
499.7

4人

.01238 吕恬生等
6936.

3人

.01238 吕恬生等
6928.

3人

.01238 吕恬生等
691x

3人

.01238 吕恬生等
6898.

.02111 CN137

3人

949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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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工厂化育苗自动播种
s-627

机振动机构

.010405.

工厂化育苗自动播种
s-628

机覆土机构

.010405.

工厂化育苗自动播种
s-629

机平整机构

.010405.

穴盘育苗栽培土自动
s-633

s-636

上料装盘设备
太阳能半导体冰箱

.010419.

.010430.

各基元叶型相同的薄
24

s-640

壁空心机翼型轴流风

.010607.

机叶片
25

26

27

28

29

30

开关式真空气吸点钞
s-644

机

.010628.

汽车启动电机转子的
s-656

顶推式分度机构

.010821.

涡轮平衡配重自动整
s-657

形下料机

.010821.

定节距热交换器螺旋
s-664

盘管成形专用设备

.010821.

纳米光催化空气净化
s-688

器

.011122.

直膨式太阳能热泵热
s-715

水器

.011230.

用于太阳能制冷空调
31

s-730

中的大口径真空管吸
附发生器

.020227.

.01238 吕恬生等
6901.

3人

.01238 吕恬生等
688x

3人

.01238 吕恬生等
6944.

3人

.01238 吕恬生等
9323.

3人

.01239 王如竹等
1425.

2人

.01245 任世瑶等
7817.

5人

.01246

仲华等2

1989.

人

.01253 沈乃勋等
2304.

2人

.01253 沈乃勋等
2320.
.01253

3人
胡贵钱

2312.
.01254 上官文峰
8413.

等6人

.01276 王如竹等
4566.

4人

.02215 王如竹等
9169.

3人

.020109.

CN2469672Y

.020109.

CN2469669Y

.020109.

CN2469668Y

.020116.

CN2471093Y

.020814.

CN2505782Y

.020327.

CN2483544Y

.020501.

CN2489408Y

.020619.

CN2496178Y

.020515.

CN2491159Y

.020710.

CN2499146Y

.020918.

CN2510150Y

.021113.

CN2520486Y

.021204.

CN252417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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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出版专著与教材

1. 王成焘等著.汽车摩擦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2002
2. 王如竹,吴静怡,代彦军等著.吸附式制冷,机械工业出版社,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2002.9
3. 丁国良,张春路著,制冷空调装置智能仿真,科学出版社,2002.8
4. 王如竹,丁国良等著,最新制冷空调技术,科学出版社, 2002.9
5.

Wang Ruzhu,Wang Wen, Lu Zhen, Huang Xinhua.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rption
Heat Pump Conference’02, Science Press, 2002,9

6. 来新民，质量检测与控制，高教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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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发表论文

制造技术及自动化研究所（胡德金梯队）
[1]
[2]

陈锦林，邵华， 桑车踏板自动化焊接误差分析与控制, 机械设计与研究 2002,5:60-61
程建明，王海丽，邵华，用用户宏程序实现编程零点变换和成组加工，机械设计与研究,
2002,5:65-66

[3]

邓琦林，胡德金等，激光熔覆成型金属零件中微裂纹的减少和消除，机械工程学 报
2002.12,Vol.38,增刊，p117-121

[4]

方建成，徐文骥，邓琦林，李志刚，周锦进，等离子熔射成形件激光熔凝数值计算，中国
机械工程，2002,Vol.13,15，P1324~1327.
高德明,邵华,吕志军, 凝固模拟所用沙型热物性参数的测定和研究, 铸造技术,VOL.23,
2002,5:311-313
刘德凯，胡德金，Windows 98/2000 平台下串行通信程序设计，微计算机应用，2002，No.6，
P326-329

[5]
[6]

[7]
[8]
[9]

裴景玉，胡德金等. 智能模糊控制技术在微细电火花加工中的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1,12. P76~P79.
秦月霞，胡德金，活塞异型截面曲线数控加工中的一种逼近方法，组合机床与自动化加工
技术,2002，No.10
宋 刚，胡德金，基于新节点算法的曲面加工工艺研究，机械与电子，2002，No.5，P28-30

[10] 宋刚，胡德金，基于普通编码器的高精度测速方法，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2，No.8，
P1169-1172
[11] 王海丽，翁德玮、胡德金，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刀具磨损识别，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2，
No.8，P1086-1090 EI Number: EIP02447178598
[12] 王海丽、张广鹏、翁德玮、胡德金，“刀具破损状态的特征提取及自动识别”，制造技术与
机床，2001，No.12，P23-25
[13]

王吉华,邵华,钱定芳,
输车, 2002,2:24-26

面向内燃机的多参数实时同步测量方法与应用实例,拖拉机与农用运

[14] 徐文骥，金诛吉，邓琦林，方建成，卢毅申，基于等离子熔射成形技术的快速模具制造，
制造技术与机床，2002年第3期。
[15] 徐文骥，金洙吉，方建成，邓琦林，卢毅申，基于等离子熔射成形技术的防护性薄壁件制
造，中国机械工程，2002,Vol.13,P1507~1508.
[16] 许黎明，胡德金等，压电陶瓷微位移驱动技术研究，机械工程学报，2002.12,Vol.38,增刊，
p43-47
[17] 张广鹏，胡德金等，机床整机动态特性的解析方法，上海交通大学学报，No.12, 2001
[18] 周治贵，李勇，宋刚，胡德金，间断采样条件下的系统辨识算法研究，机床与液压,2002，
No.5，P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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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技术及自动化研究所（姚振强梯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H Su, M S Hong, Z J Li, The error analysis and online measurement of linear slide motion error
in machine tools. Measur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2, 13(6)
韩正桐，洪迈生，三点法圆度误差分离及其演化形式与精度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2，
36(9)，1225-1227
洪迈生，李自军，广义位移传感器在形状误差与误差运动分离中的读数贡献，光学技术，
2002，28（6），505～507
洪迈生，李自军，李济顺，苏恒，魏元雷，圆柱度表面形貌重构基准的提纯，上海交通大
学学报，2002，36(8)，1068-1070
洪迈生，李自军，苏恒，叶飞帆，虚位数据法—具有新概念的运动误差·形状误差分离法 中
国工程科学 2002，4（10）
，48～51
洪迈生，李自军，魏元雷，苏 恒，钟志峰，乱序四点法直线误差分离技术，上海交通大学
学报 2002，36(9)，1221-1224，
洪迈生，梁学军，魏元雷，基于随机 Hough 变换的螺纹可旋入性判别法，光学精密工程，
2002，10(1)，14～18
洪迈生，苏恒，李自军，魏元雷，数控机床的精度诊断——评述与对策，机械工程学报，
2002，38，2，90～94
洪迈生，苏恒，魏元雷，李自军，梁学军，一种基于虚拟基准的虚拟环规——检测螺纹的
新方法，光学技术，2002，28，3，231～233
洪迈生，苏恒，熊诗波，魏元雷，李自军，数控机床运动误差检测技术——评述与新检测
方案（1），组合机床与自动化 2002，N01，18～20，23
洪迈生，苏恒，熊诗波，魏元雷，李自军，数控机床运动误差检测技术——评述与新检测
方案（2），组合机床与自动化 2002，N02，52
李济顺，张洛平，洪迈生，误差分离统一理论——时域频域分离一致性，计量学报，2002，
（23）3，164～166
李自军，洪迈生 Machining Accuracies for step multi-element varying-parameter vibration
drilling on laminated composite materials Shanghai Jiaotong Daxue Xuebao/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v 36 n 8 August 2002. p 1100-1103
李自军，洪迈生，王立江，苏恒，魏元雷，阶跃式多元变参数振动钻削叠层复合材料的加
工精度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2，36(8)，1100-1103
李自军，洪迈生，魏元雷，苏恒，精确的频域三点法直线误差分离技术，机械设计与研究，
2002，N03，54～55
李自军，洪迈生，叶飞帆，苏恒，魏元雷，先行分离出直行运动误差的二次相移三点法，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2，36(8)，1057-1059 continue 1063
苏恒，洪迈生 CNC machine spindle radial motion error on-line test and signal processing Jixie
Gongcheng Xuebao/Chinese 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v 38 n 6 June 2002. p 56-60
苏恒，洪迈生 The error analysis and online measurement of linear slide motion error in
machine tools Measur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 13 n 6 2002. p 895-902
苏恒, 洪迈生, 魏元雷, 李自军，机床主轴径向误差运动在线检测与信号处理，机械工程学
报，2002，38(6)，56～60
苏恒, 洪迈生, 熊诗波, 李自军, 魏元雷，角位移和线位移圆度误差分离技术的比对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2，36(8)，1060-1064
苏恒，洪迈生，李自军，机床直行部件运动误差测量的精度分析与对策，高技术通讯 2002，
12（9）46-51，
16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科研年报（2002 年度）

[22]
[23]
[24]
[25]
[26]
[27]

苏恒，洪迈生，魏元雷，李自军，在线检测数控机床主轴径向误差运动，机械制造，2002，
No.3，49-51
苏恒，李自军，魏元雷，机床主轴运动误差的在线高精度测量. 现代制造工程，2002（3），
46－47
王鹏，方志梅，叶飞帆，洪迈生，虚拟企业计划和控制系统研究，机床与液压，2002，No.4
118-120
许新建，胡俊，王宇晗，三维实体数字化测量与数控加工一体化技术的研究现状，机械制
造，2002.10 vol.40
胡俊，王宇晗，陈浩，蔡建国，自由曲面激光仿型测量数据光顺方法，机床与液压 2002.5
李晔，王宇晗，胡俊，小型可重组数控机床设计，制造技术与机床，2002.5:25~28

[28] Chen Ming, Jian Xiaogang, Sun Fanghong, Development of diamond coated drills and their
cutting performance. 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 Vol.129 (1-3),
2002,10:81-85
[29] 陈明，袁人炜，三维有限元分析在高速铣削温度研究中应用。机械工程学报，2002,7. Vol.38,
76-79
[30] J.G. Yang, Y.Q. Ren, Z.C. Du. An Application of Real-time Error Compensation on a NC
Twin-spindle Lathe. 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 2002, Volume 129, Issues 1-3,
pp:474-479
[31] Z.C. Du, J.G. Yang, Z.Q. Yao, B.Y. Xue. Modeling Approach of Regression Orthogonal
Experiment Design for Thermal Error Compensation of a CNC Turning Center. 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 2002, Volume 129, Issues 1-3, pp:619-623
[32] 窦小龙，杨建国，关贺，邓卫国. 机床主轴热误差建模中的温度测点优化布置. 机械制造 2002
年，12 期 ;PP: 57-59
[33] 窦小龙，杨建国，李晔. 温度测点优化在机床主轴热误差建模中的应用. 机械制造，2002
年，12 期，pp：57-59
[34] 杜正春，杨建国，关贺，窦小龙，制造机床热误差研究现状与思考，制造业自动化,2002，
Vol24，No10，1－3
[35] 杜正春，杨建国，姚振强，误差补偿压电微位移作动器动态特性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
报,2002，Vol36，No9，1245－1249
[36] 杜正春，杨建国，姚振强，颜景平，Research On The Dynamic Property Of Piezoelectric Micro
Displacement Actuator For Boring Error Compensation，机械工程学报(English Edition),2002，
Vol15，No2，97－102
[37] 任永强, 罗磊, 杨建国. 摇架式凸轮轴磨床凸轮轮廓数控成形分析. 精密制造与自动化，
2002 年，第 2 期，pp：27-30
[38] 孙方宏, A new technology on enhancing heat transfer of grinding contact zone through jet
impingement during creep feed grinding. Machi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6 (1),
2002,6:43-52
[39] 孙方宏,张志明，陈明，沈荷生, Fabr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igh quality diamond-coated tools.
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 Vol.129 (1-3), 2002,10:435-440
[40] 简小刚，孙方宏，赵国伟，刘国良，陈明，金刚石薄膜膜基界面结合强度测量技术的研究
进展。金刚石与磨料磨具工程，2002，No.3:3-7
[41] 晋占锋，孙方宏，陈明，CVD 金刚石薄膜窗口试样制备及力学性能测量，金刚石与磨料磨
具工程，2002，6：3-5
[42] Tao Yimin, Yao zhenqiang, Liu Longquan, Precision Metrology of Micro Work-pieces on Their
Tribological Performance with Error Compensation Method 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 Oct, 2002 Vol 129/1-3pp 22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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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47]
[48]
[49]

罗友发，姚振强，张雪萍. 轿车密封条生产线的快速相应设计 机械设计与研究，2002，
Vol18, No 6, 56-58.
陶益民、姚振强， 微型轴承性能的测试与分析 机械工程学报 2002，Vol38，No11，88-92
杨渝书，姚振强等，心电图时频域指标在驾驶疲劳评价中的有效性研究 机械设计与制造
2002（5），94－95；
姚振强，张雪萍，俞亚波等. 轿车后轮轴承磨粒磨损失效特性与产生机理 机械科学与技
术，2002，Vol21,No3,363-365.
袁光杰，王青华，姚振强等 冲旋钻井中钻柱纵向振动仿真模型的建立与求解石油钻探技术
2002（5）pp20-22.
袁光杰，姚振强等.背压式液动冲击器密封问题研究 天然气工业 2002（5）:62-63
张雪萍，姚振强，轿车轮毂轴承微动磨损实验分析 机械工程学报 2002，l38(17):105-107

汽车工程研究所（张建武梯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Cheng XH, Xue YJ, Xie CY，Effect of rare earths modification of glass fiber on friction and
wear properties of PTFE composite，NOV 2002 J INORG MATER 17 (6):1321-1326 NOV
2002
Cheng XH, Xue YJ, Xie CY，Effect of rare earths-treated glass fiber on impact wear-resistance
of metal-plastic multilayer composites，J RARE EARTH 20 (4): 282-286 AUG 2002
F. YU, J.-Z. FENG and J. LI, A Fuzzy Controller Design for Vehicle ABS with a On-line
Optimized Target Wheel Slip Rati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tomotive Technology. Vol.3,
No. 4, pp. 165-170 2002
FanYu, Xiqiang Guan, Jianwu Zhang, Modeling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for a City Low-floor
Bus Based on a Non-linear, Rigid-elastic Coupling Multi-body Model, SAE Paper No
2002-01-3094, Truck & Bus Meeting & Exhibition, November 18-20, Detroit, Michigan.
2002
Feng Jin-Zhi, Li Jun, Yu Fa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vehicle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hardware-in-the-loop simulation, 2002 SAE Congress, March 4-7, 2002, Detroit, Paper No
2002-01-0568.
H.G. Li, J.W. Zhang, B.C. Wen, Chaotic behaviors of a bilinear hysteretic oscillator,
Mechanics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02, 29:283-289
Jianwu Zhang, Li Chen and Gang Xi, System dynamic modeling and adaptive optimal control
for automatic clutch engagement of vehicles, IMechE J. Automobile Engineering, 2002,
216(D8): 983-991
Jun Li, Fan Yu, Jianwu Zhang, et al,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 vehicle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to an antilock braking system based on hardware-in-loop simulation,
ImechM J. Automobile Engineering, 2002,216(D2):95-105
Wang Huaibao, Xu Weili, Stamping and stamping simulation with a blankholder gap, J.
Materials Proc. Techn. 2002, 120:62-67
Xue YJ, Cheng XH, Xie CY，Effect of rare earth elements on tensile properties of glass fiber
reinforced PTFE composites，J INORG MATER 17 (3): 531-538 MAY 2002
Xue YJ, Cheng XH，Effect of rare earth elements' surface treatment on tensile properties and
microstructure of glass fiber-reinforced polytetrafluoroethylene composites， J APPL POL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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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SCI 86 (7): 1667-1672 NOV 14 2002
Yanqing Liu, Jianwu Zhang, Nonlinear dynamic responses of twin-tube hydraulic shock
absorber, Mechanics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02, 29:359-365
Ye Xiaofeng, Zhang Jianwu, Effect of turbulence on Taylor dispersion for oscillatory flows, Int.
J. Heat & Mass Transfer, 2002, Vol.45:4373-4380
Z. R. Wang, Weili Xu, Huibao Wang, et al, A simplified method of weinkling simulation, J.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 2002, 121(1):19-22
Zhang J.W, Jia L. P, Shu Y. P, Wave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in shells of revolution by
frequency-wave number spectrum method,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2002,251(2):367-372
包继华,张建武,于岩, 大角度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的设计理论, 起重运输机械,
2001,12:10-13
程东升,顾力强,张建武, 基于反馈线性化的汽车 AMT 离合器滑模控制, 汽车工程, 2002,
24(5):384-386
程东升，徐延海，张建武，非比例循环加载下 316 不锈钢晶体塑性数值模拟 上海交通大
学学报 2002，36（3）：403-406
程先华 Friction and Wear of Rare-Earth Modified Glass-Fiber Filled PTFE Composites in Dry
Reciprocating Sliding Motion with Impact Loads WEAR 2002, Vol 253, Iss 7-8, pp 869-877
程先华等, 稀土对玻璃纤维填充金属-塑料多层复合材料抗冲击磨损性能的影响, 中国稀
土学报, 2002, 20(3): 261- 264
程先华等, 新型热作模具钢 CH95 的热稳定性能研究, 机械工程学报, 2002, 38(2):123-126
程先华等, 新型热作模具钢 CH95 高温磨损性能研究, 摩擦学学报, 2002, 22(7):
冯金芝,喻凡,李君,张建武, 车辆防抱死主动系统与主动悬架联合控制, 农业机械学报,
2002, 33(2):15-19
高远, 程先华,镀铬及超精加工对减振器连杆耐蚀性的研究, 中国表面工程, 2002, 15(1):
45- 48
高远, 程先华,汽车减振器连杆快速镀铬吸氢与耐腐蚀性能研究, 表面技术, 2002, 31(1):
25- 29
高远, 程先华, 汽车减震器连杆电镀铬及耐蚀性研究, 材料保护, 2002, 35(9):35- 36
顾力强，刘恩茂，张建武，采用 87C196CB 单片机控制的电控机械式自动变速器，机床与
液压，2002，5，123-125
管西强,屈求真,张建武, 四轮转向汽车的模型跟踪变结构控制, 机械工程学报(中文版),
2002, 38(3):54-58
管西强，屈求真，张建武，三轴汽车前后轮转向时的侧向动力学控制，机械科学与技术，
2002，21（1）：69-71
郭毅超，何维廉，金属带式无级变速器的力学分析，机械传动，2002，26（1），41-44
花家寿，何维廉，黄宏成，液粘调速器的结构和理论分析，传动技术，2002，16（2），32-38
贾丽萍,徐延海,葛剑敏,张建武, 几何造型技术在轮胎径向振动分析中的应用, 农业机械学
报, 2002, 33(4):81-83
贾丽萍,徐延海,黄宏成,张建武, 子午线轮胎非线性分析的分片 Rayligh-Ritz 法, 上海交通大
学学报, 2002, 36(3):407-410
李鸿光，张建武，一类轿车横向水平振动固有频率的计算方法，力学与实践，2002，24
（2）：22-23
李 君 喻 凡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 Vehicle Electronic Control-System 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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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798

[17] 李玉明 彭颖红 Mesh optimization method based on kernel technique Shanghai Jiaotong
Daxue Xuebao/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v 36 n 4 April 2002. p 45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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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林忠钦，董洪智等，基于遗传优化算法的曲线光顺性研究， 中国机械工程 2002.13 Vol.13
[20] 林忠钦，刘罡，李淑慧，倪军，应用正交试验设计提高 U 形件的成形精度， 机械工程学报
2002, vol.38(3), 83-89（EI0241713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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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6 Vol.9（2），56-59
[24] 罗来军，来新民，林忠钦，基于遗传算法的车身装配三维曲线匹配位置优化， 机械科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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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彭颖红 Development of a knowledge-based process planning system for an auto pan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v 19 n 12 2002. p 898-904
[28] 彭颖红 Development of a practical blank layout optimisation system for stamping die desig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v 20 n 5 2002. p 357-362
[29] 王海亮，金先龙，林忠钦 低地板城市客车车身结构有限元分析，汽车工程 2002，Vol.24
（2）14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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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为忠,梁庆华, 邹慧君 机电一体化产品创新的概念设计研究,中国机械工程, 2002.16:
141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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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新华，杨汝清，徐正飞.船用消防机器人自动控制技术的研制，船舶工程，2002 年 1 月，
总 136 期，p35-38
徐泽亮 马培荪 A wall-climbing robot for labeling scale of oil tank's volume Robotica v
20 n 2 March/April 2002. p 209-212
徐正飞 杨汝清 Obstacle recognition method based on fuzzy-neuro network for articulated
mobile robot autonomous negotiation
Shanghai Jiaotong Daxue Xuebao/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v 36 n 3 March 2002. p 289-292
徐正飞,许春权,顿向明.ZXPJ01 型消防机器人的研制，机器人,2002 年第 2 期，p29-31
徐正飞，杨汝清，许春权.消防机器人控制系统设计，机械设计，2002 年 02 期，p29-31
徐正飞，杨汝清，仲昕.关节式移动机器人自主越障中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障碍识别方法，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2 年 03 月，第 36 卷第 3 期，p289-292
杨东海，胡波，翁新华.冷媒充填机的 PLC 控制，机电工程，2002 年 5 月，第 19 卷，总第
99 期，p18-29
杨汝清，高建华，胡洪国.匀料码垛模式规划模型的建立及其应用，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2
年 02 期，p34-37
杨汝清，李光布，张健. 动态建筑的“静－动－静”设计原则，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2
年 3 月，第 36 卷第 3 期，p420-423
殷跃红.机器人与蓝牙技术集成研究策略，高技术通讯， 2002 年 10 月，12（10）96-101
殷跃红.基于 Voronoi 图的机器人复杂装配新策略，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2 年 10 月，36
（10）1408-1412
张春荣，费燕琼，赵锡芳. 汽车后视镜转向器的复合装配方法，组合机床与自动化加工技术，
2002 年 3 期
张广立，付莹等.一种新型平面三自由度冗余并联机器人的运动学分析，机械设计与研究，
2002 年第 5 期,Vol.18,p19-21，
张广立，谈世哲等.基于 Windows NT 的开放式机器人控制系统，机器人，2002 年,Vol.24,
第 5 期,p443-446
张伟军，贾传圣，杨汝清.基于时延 Petri 网模型的机器人装配任务规划，中国机械工程，
Vol.13，2002 年 14 期，p1219-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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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90]
[91]
[92]

郑金川，陈建平，言勇华.使用 Directx8.0SDK 实现机器人的手柄示教，计算机应用研究，
2002 年精扩本（下册），p225-226
仲昕，杨汝清，徐正飞，高建华.多柔体系统动力学建模理论及其应用，机械科学与技术 2002
年 03 期，第 21 卷第 3 期，p387-389
周兵，仲昕，杨汝清.平面三自由度并联冗余机器人的位置与工作空间分析，湖南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 ，2002 年 02 期，p52-57
祝捷，曹志奎等. SMA 驱动的微型六足机器人实现全方位运动的研究，传动技术，2002-4-1

机电控制研究所（冯正进梯队）
[1]
[2]
[3]
[4]
[5]

乔俊伟
乔俊伟
乔俊伟
杨海威
闫润强

詹永麒 基于结构的拟神经网络建摸与优化方法研究 机械工程学报/2002
詹永麒 基于结构的神经网络在系统建摸中的应用 系统仿真学报/2002
詹永麒 基于结构的神经网络在参数优化中的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2
詹永麒 12 导联心电图 P 波检测算法 北京生物医学工程/2002
12 导联心电信号自动检测技术研究 中国医疗器械杂志/2002

计算机集成制造研究所（马登哲梯队）
[1] 倪炎榕 范菲雅 Approach of rapid product development in distributed environment Jisuanji
Jicheng Zhizao Xitong/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Systems, CIMS v 8 n 9
September 2002. p 696-699
[2] 潘军 马登哲 Research on virtual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its simulation model Jisuanji
Jicheng Zhizao Xitong/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Systems, CIMS v 8 n 9
September 2002. p 684-689
[3] 张 洁 Investigation of the reconfigurable control system for an agile manufacturing cel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v 40 n 15 SPEC. Oct 15 2002. p 3709-3723
[4] 张洁 A generic architecture of manufacturing cell control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v 15 n 6 November/December 2002. p 484-498
[5] 范 秀 敏 . 马 登 哲 . Three-view architecture for production-engineering-oriented virtual
manufacturing and its application. Jixie Gongcheng Xuebao/Chinese 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v 38, n 1, January, 2002, p 17-21
[6] 王 玮 . 严 隽 琪 . COLLISION-FREE OF MULTI-ROBOT SYSTEMS IN VIRTUAL
ENVIRONMENT.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 Tong U niversity,Vo l. E27,No. 1, 2002, 64- 69
[7] 卫东. 金烨. Manufacturing system modeling in VM. Gaojishu Tongxin/High Technology Letters,
v 12, n 9, September, 2002, p 33-37

4M 研究所（丁汉梯队）
[1] Ding H, Xiong Y.L., Computational Manufacturing, 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学进展)
2002, 12(9), pp 8~16
[2] Zhu L.M., Li H.X., Ding H. et al., Noise Influence on Estimation of Signal Parameter from the
Phase Difference of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s. Mechanical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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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Mechanical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
2002，16(6), pp 991-1004
熊有伦, 丁汉.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inner force distribution and load capacity of grasps
and fixtures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ASME v
124 n 2 May 2002. p 444-455
尹周平, 丁汉. A Connector-Based Hierarchical Approach to Assembly Sequence Planning for
Mechanical ssemblies
COMPUTER-AIDED DESIGN 2003, Vol 35, Iss 1, pp 37-56
朱利民. A Steepest Descent Algorithm for Circularity Evaluation
COMPUTER-AIDED
DESIGN 2003, Vol 35, Iss 3, pp 255-265
朱 向 阳 . Flatness tolerance evaluation: An approximate minimum zone solution
CAD
Computer Aided Design v 34 n 9 August 2002. p 655-664

工业工程研究所(江志斌梯队)
陈浩、蔡建国 面向加工的三维实体数字化建模，机械设计与研究/2002/6 pp35-37
陈凌高、蔡建国 运用层次分析法判定连接结构的优劣，机床与液压/2002/6 pp166-168
冯坤、蔡建国 我国电子产品回收企业的现状与展望，机械设计与研究/2002/6 pp11-13
陈璐，可维修性设计及其技术方法研究，机械设计与研究 /2002/2 pp13-16
段浩、胡宗武，大挠度储能橡胶圆板的受载挠曲特性分析，机械强度 /2002/4 pp531-534
段浩、胡宗武，弹性发射系统的动力学特性的仿真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2/8
pp1082-1085,1090
[7]
段浩、胡宗武，某水下发射系统缩比模型样机的仿真设计，系统仿真学报/2002/9 pp1246-1248
[8]
段浩、胡宗武，实用回归分析法在参数预报及实验设计中的应用，机械强度/2002/1 pp62-65
[9]
段 浩 、 胡 宗 武 ， 鱼 雷 发 射 过 程 控 制 序 列 的 Petri 网 仿 真 分 析 ， 系 统 仿 真 学 报 /2002/8
pp1064-1066,1072
[10] 侯开虎、胡宗武，供应链管理中的供应链计划，工业工程/2002/5 pp21-25
[11] 侯开虎、胡宗武，供应链管理中提前期影响因素分析，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2-3-1 pp13-17
[12] 黄国全、蒋祖华， Fuzzy Set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Design Review of Fuel Pumps,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anufacture, Proc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s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Part B,.
2002，Vol.216, 287-292，（SCI 收录 541BB）
[13] 黄国权、蒋祖华， Evolutionary Product Customization using Genetic Operator, Annals of 2002
Int’l CIRP Design Seminar, 16-18, May 2002, Hongkong.
[14] 黄国权、蒋祖华， Web-based design review of fuel pumps using fuzzy set theory,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 15, n 6, December, 2002, p 529-539 ( SCI 680FB; EI
03217475623)
[15] 黄国权、蒋祖华，， FuzzySTAR: Fuzzy Set Theory of Axiomatic Design Review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ngineering Design, Analysis and Manufacturing :
AIEDAM, (SCI 629AE; EI 03057346520)，2002,Vol.16, No.4, 291-302
[16] 江志斌，论制造系统模式的新进展，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2/3 pp1-7
[17] 江志斌，小型组合式冷库设计专家系统，制冷学报 2002-3-1 pp41-44
[18] 江 志 斌 等 ， Adaptive Production Scheduling of Virtual Production Systems Based on
Object-Oriented Petri Nets with Changeable Structure Mode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英国，国际生产研究杂志)，v 40 n 1 2002. p1759-1785 (SCI 收录，
493GD)
[19] 蒋祖华，彭超，蔡洪，客车内饰件变型设计的研究和实践，机床与液压，2002，4 期,pp35-36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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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蒋祖华、严隽琪，Virtual Fuel-pump Design, Chinese 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
械工程学报(英文版), 2002, NO.1. pp94-96（EI 02417130923）
[21] 李军、胡宗武，企业物流配送网络系统设计及优化，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2/3 pp23-26,30
[22] 李玉家、胡宗武，并行产品开发过程中的任务分配问题研究，中国机械工程/2002/7 pp580-583
[23] 王继荣、李军、胡宗武，平移摆动式锯石机复合运动系统的设计，机械设计与研究/2002/5
pp54-55
[24] 王炬香、胡宗武，支持敏捷供应链重构的摸块化 Petri 网建模与分析，工业工程与管理/2002/6
[25] 王仁鹏、胡宗武，基于上海企业的 EFQM 模型权重结构，系统理论方法应用 /2002/3
pp260-264
[26] 王仁鹏、胡宗武，质量管理结构模型研究中的路径分析, 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2/4 pp41-45
[27] 王屹，蒋祖华，变排量斜盘式汽车空调压缩机的动平衡仿真分析，机床与液压 2002，4 期
pp123-125
[28] 奚立峰，产品创新的孵化器-工业创新中心的理念，中国机械工程 /2002/4 pp325-327
[29] 奚立峰，基于规则的人工神经网络 FMS 动态调度，机床与液压 /2002/4：pp32-33
[30] 奚立峰 FMEA 在过程管理中的应用，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2/1 pp37-39
[31] 夏守长、奚立峰，再制造物流网络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2/5 pp20-24
[32] 赵华坚、奚立峰，应用防错技术实现质量零缺陷，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2/4 pp46-49
[33] 周炳海、周晓军、蔡建国、冯坤，A Beam Search-Based Algorithm for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 Scheduling, JOURNAL of DONG HUA UNIVERSITY/2002/3 pp13-18
[34] 陈炜、奚立峰，层次分析法在物流企业仓库选址中的运用，上海海运学院学报/2002/3 pp54-57
[35] 周晓军，基于成组编码的零件制造成本评价，工业工程与管理系 /2002/5 pp25-28

叶轮机械研究所(陈汉平)
[1]

曹华 忻建华 汽轮机通流部分在线故障诊断系统开发, 电力系统自动化 2002, No21
vol.26 , pp.67~70
[2] 何悦盛 叶春, 人工神经网络在汽轮机热力参数在线仿真及故障识别中的应用,电网技术,
2002, No5, vol. 26, pp35~38
[3] 何悦盛 叶春，BP 网络在电站故障诊断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电力系统自动化设备，2002,
No5, v ol.22, pp.7~9
[4] 何悦盛 叶春，仿真技术在汽轮机组中的应用研究，计算机仿真 2002，No6 P.119~121
[5] 王强 余岳峰，利用神经网络实现函数逼近，计算机仿真 2002，No5 P.44~
[6] 王颖 邹介棠，船舶柴油机运行故障诊断研究不能，船舶工程，No.4，2002
[7] 吴伟亮，陈汉平，New Receiving Mode of Extinction for Determine Particle Size and Density
without Convex Lens, Chinese Journal of Laser B (中国激光), vol.B11，No.1,2002,
pp45~50
[8] 吴伟亮，陈汉平，提高相关测速中亚时间采样间隔精度的数学处理方法，计算机仿真，ol.19，
No.2，2002, pp 93~96
[9] 张浩炯 余岳峰, 应用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系统（ANFIS）进行建模与仿真, 计算机仿真，
2002，No.4, pp.47~
[10] 赵岩 杜朝辉 PDA 技术应用在风机动叶流场测量中的几个问题, 流体机械 2002 年第
30 卷第 5 期
[11] 周宇阳 廉宏伟 陈汉平，汽轮机转子若应力在线计算灰色数学模型,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02，pp13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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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颖 邹介棠，燃烧火焰特征数字图像处理系统，燃烧处理技术 No.1, 2002
[13] 周宇阳 王卫龙 陈汉平，热分析灰色有限元数学模型，中国电机工程学报，vol.22,
No.3.2002, pp113~117
[14] 张莉，陈汉平 离心叶轮机械有叶扩压器内部流动的 PIV 测量, 机械工程学报 2002.5：
6577-6686
[15] 周宇阳，陈汉平，故障诊断灰色数学模型，中国电机工程学报，vol.22,No.6,2002,pp146~151
[16] 刘应征 罗次申 陈汉平，LDV/PIV 全场速度测量的误差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vol.36,
No.10, 2002, pp1404~1407
[17] 王建勇 余岳峰，上海城市垃圾焚烧和发电技术分析, 锅炉技术, vol.33, No11,2002,
pp29~32
[18] 杜朝辉 非正交 LDV 测量三维速度研究, 激光技术 2002.12.26（6）：458-468

叶轮机械研究所（谷传纲梯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谷传纲，王彤，刘正先，杨波，黄建德，旋转离心叶轮与叶片扩压器间耦合流动的数值分
析，工程热物理学报，2002.05:315-318
黄建德，邓强，黄炜，离心泵叶轮形状对汽蚀损伤的影响，核动力工程, 2002.08:45-49
刘文华，徐建国，谷传纲， 离心风机叶轮出口流场的 PIV 实验测量与分析，流体机械，
2002.11：8-12
欧阳华，杨波，钟芳源，谷传纲，直接反转完全可逆式组合叶栅的实验研究，流体力学实
验与测量 2002.12:47-51
欧阳华，钟芳源，谷传纲，计及尾迹宽度的轴流风机出口气流角修正方法，流体机械
2002.3:15-18
欧阳华，钟芳源，叶轮机械气动噪声及周向前弯动叶降噪技术，风机技术 2002.5:11-15
王彤，谷传纲，杨波，黄建德，刘文华，多工况多级离心压缩机总体优化命题的建模与数
值方法，流体机械, 2002.2:21-26
徐建国. 谷传纲. 刘文华, 考虑粘性影响的滑移系数修正公式, 风机技术，2002.1:23-27
杨波，欧阳华，钟芳源，谷传纲，组合叶栅的定义及其应用研究，航空动力学报,
2002.7:309-313
杨波，欧阳华，钟芳源，谷传纲，组合叶栅的实验研究(一)，空气动力学学报, 2002.09:300-312
杨华，刘超，汤方平，谷传纲，采用 PIV 研究离心泵转轮内部瞬态流场，水动力学研究与
进展(A), 2002.1:546-561

叶轮机械研究所(苏明梯队)
[1]
[2]
[3]
[4]

刘永文, 张会生, 苏明, 翁史烈. 分布式实时仿真平台的实现策略，计算机仿真 2002 年,
Vol.19 (No.3): 110-112. (B)
刘永文, 张会生, 苏明. 舰船柴油机的模块化建模与仿真，船舶工程 2002 年, Vol.21 (No.6):
14-17. (B)
刘永文, 张会生, 翁史烈. 燃气轮机分布式仿真的现状与展望, 航空动力学报 Vol.17(No.5):
650-654. (A)
王永泓, 翁史烈. 燃气轮机热参数故障诊断数学模型的研究, 燃气轮机发电技术, 2002, 4(3):
1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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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11]
[12]
[13]

翁史烈, 王永泓. 基于热力参数的燃气轮机智能故障诊断，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2 年,
Vol.36(No.2):165-168. (A)
杨斌, 王永泓. 燃气轮机多元模糊神经网络诊断模型的研究，动 力 工程 2002 年，
Vol.22(No.4): 1863-1867. (A)
张会生, 刘永文, 苏明, 翁史烈. 高温燃料电池－燃气轮机混合发电系统性能分析，热能动
力工程 2002 年， Vol.17( No.2): 118-121. (B)
张会生, 刘永文, 苏明, 翁史烈. 燃气轮机调速系统半物理仿真研究，系统仿真学报 2002
年, Vol.14 (No.3): 400-402. (A)
张会生, 刘永文, 苏明, 翁史烈. 燃气轮机速度调节过程的仿真研究，计算机仿真 2002 年,
Vol.19 (No.1): 79-81. (B)
张会生, 伊亭, 苏明. 混合装置中高温燃料电池建模综述. 电源技术，2002 年, Vol.26(No.4):
321-325. (B)
张会生,刘华立,刘峻. 半物理仿真系统中定时及数据通信研究，测控技术 2002 年，
Vol.21(No.9): 60-62.
张会生. 含能材料激光点火性能的实验研究，中国激光 2002 年, Vol.29(No.11):1037-1040 (A)
赵亚芳，王玉璋，刘永文. 新型极小展弦比叶栅的叶型研究，燃气轮机技术，2002，15（4）
：
42-44.

振动冲击噪声研究所（陈进梯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CHEN Jin, Hagiwara I., SU X., SHI Q. Z., A bispectrum feature extraction enhanced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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