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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系设置与学科基地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下设 3 个系、1 个二级学院，19 个研究所，拥有 3 个一级学科。建设有 9 个国家及省部级重点（工

程）实验室和工程中心，先后成立了汽车工程研究院、能源研究院、航空发动机研究院、燃气轮机研究院、核电技术与装

备工程研究中心、上海智能制造研究院和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等学科交叉平台。

（一）学院系所设置

系和二级学院 研究所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系

◎制造技术与装备自动化研究所

◎智能制造与信息工程研究所

◎振动、冲击、噪声研究所

◎重大装备设计与控制工程研究所

◎机电设计与知识工程研究所

◎生物医学制造与生命质量研究所

◎现代设计研究所

◎机器人研究所

◎机电控制与物流装备研究所

◎薄板结构制造研究所

◎智能汽车研究所

动力与能源工程系

◎叶轮机械研究所

◎内燃机研究所

◎热能工程研究所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制冷与低温工程研究所

◎燃料电池研究所

工业工程与管理系 ◎工业工程与管理系（所）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所）

 制造技术与装备自动化研究所
主要研究方向：数控技术与装备；切削磨削与工具技术；

精密测试与误差补偿；激光加工、电加工等特种加工技术；

生产自动化技术。

所长：陈明 教授  Email: mchen@sjtu.edu.cn

 智能制造与信息工程研究所
主要研究方向：数字化产品开发技术；精密测量与工程；

虚拟样机工程；制造系统的集成仿真规划；制造系统建模、

调度与控制；智能制造；产品创新工程；工业信息化。

所长：朱利民 教授  Email: zhulm@sjtu.edu.cn

 振动、冲击、噪声研究所
主要研究方向：非线性振动、模态分析与参数识别；

振动、冲击、噪声的主、被动与智能控制；隔振和抗冲击

理论与技术；船舰隐身与反隐身机理和技术；汽车 NVH

的现代分析理论与方法；机械系统信号处理；状态监测、

故障诊断与智能维护。

所长：蒋伟康 教授  Email: wkjiang@sjtu.edu.cn

 重大装备设计与控制工程研究所
主要研究方向：并联机器人设计理论及其应用关键技

术；多足步行机器人、微操作机器人；核主泵及核岛装备

关键技术、核电站仿真技术；核辐射防护与利用、核反应

堆安全。

所长：高峰 教授  Email: fengg@sjtu.edu.cn

 机电设计与知识工程研究所
主要研究方向：材料制备与成形集成计算理论方法

（ICME）；管材与板材成形加工技术；复杂系统 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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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系统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机械系统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原振动、冲击、噪

声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1988 年由国家科技部批复立项，

1995 年 9 月建成，同年正式对外开放运行。实验室定位是

围绕制造业和国防装备发展目标，以复杂制造和交通运载装

备、舰艇等为载体，研究机械系统与振动基础理论，引领机

械系统设计与制造技术发展，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提

高我国装备自主创新能力做出贡献。2013 年和 2018 年实

验室连续两次获得科技部评估优秀。

主要研究方向：1）振动、冲击、噪声分析及控制；2）

系统动力学与信号处理；3）智能机械系统设计与制造；4）

精密制造与质量控制；5）生机电系统理论。

负责人：朱向阳 教授  Email: mexyzhu@sjtu.edu.cn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于 2008 年由国家发

改委批复建设，围绕国家节能减排和汽车产业升级的重大需

求，重点攻关严重制约我国汽车电子控制技术发展的动力与

传动控制系统、底盘与主动安全控制系统，及汽车总线与电

子电器系统这三大瓶颈，拥有国际化一流水平的先进动力总

成研发平台，汽车电子零部件研发平台，传动系统及整车研

发平台。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机械与动力工程

学院的汽车工程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1）先进发动机的

节能和喷雾燃烧技术；2）新能源动力总成和多域动力耦合

技术；3）底盘动力学和线传操控理论；4）能源管理和电

池控制技术；5）车辆智能化和高级驾驶辅助系统；6）车

联网和信息融合技术。

负责人：许敏 教授  Email: mxu@sjtu.edu.cn

 燃煤污染物减排国家工程实验室（上海）

燃煤污染物减排国家工程实验室于 2008 年 11 月国家

发改委批复建设，是我国现代大容量燃煤电站锅炉污染物减

排核心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平台，是人才培养和高水

平人才进行交流与合作研究的基地。

燃煤污染物减排国家工程实验室（上海）依托机械与动

力工程学院热能工程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1）超细煤粉

微观结构与表面化学对燃烧过程的影响与污染物减排；2）

燃煤与煤基燃料锅炉污染物减排新技术与新型主燃烧器；3）

洗煤泥等有机固体废弃物热化学转化处理与能源利用新技

术；4）煤的二氧化碳循环氧燃烧理论与技术；5）低投资、

低成本、资源化燃煤锅炉尾部烟气污染物联合脱除新技术与

新工艺。

负责人：姜秀民 教授  Email: xiuminjiang@sjtu.edu.cn

所长：章俊良 教授  Email: junliang.zhang@sjtu.edu.cn

 工业工程与管理系
主要研究方向：生产系统工程；质量与可靠性；物流与

供应链管理；服务工程以及产品工程；制造系统与生产控制；

质量控制与管理；集装箱港口运作优化及医院运作管理。

系主任：潘尔顺 教授  Email: pes@sjtu.edu.cn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核能安全及严重事故研究；多相流动

及沸腾传热理论与实验及流场测试技术研究；两相自然循

环与流动不稳定性及非能动技术研究；核燃料循环与材料；

核电厂水化学；核辐射探测技术；辐射应用技术研究；核

电厂控制及故障诊断技术研究等。

院长：顾汉洋 教授  Email: guhanyang@sjtu.edu.cn

（二）国家及省部级重点（工程）实验室和工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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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动、冲击、噪声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
振动、冲击、噪声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是国家于 2007

年 7 月批准建立的重点学科实验室，是组织开展舰船领域

高水平科技创新研究、培养和凝聚高水平科技人才、进行

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基础性实验研究基地。实验室以舰船振

动与噪声的发展需求为导向，重点开展舰船减振降噪的新

原理、新方法和新技术研究，培养创新型人才，支撑相关

学科的发展。

主要研究方向：1）多场耦合振动与噪声生成机理；2）

弹性系统的现代减振设计方法；3）振动、噪声溯源及传

递路径；4）振动与噪声的主被动控制；5）状态监测与故

障诊断。

负责人：华宏星 教授  Email: hhx@sjtu.edu.cn

 动力机械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动力机械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于 2000 年 8 月经教

育部批准正式成立，并开放运行。实验室依托上海交通大学

“动力机械及工程”学科，该学科于 2002 年被评为国家重

点学科。在 2007 年至 2018 年教育部组织的工程与材料科

学领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连续三次被评为优秀类重

点实验室。

主要研究方向：1）叶轮机械气动热力学与系统性能及

仿真；2）发动机燃烧与动力系统优化；3）微动力系统传

热传质；4）热驱动制冷系统热动力学；5）能源储存与催

化转换。

负责人：黄震 教授  Email: z-huang@sjtu.edu.cn

 太阳能发电及制冷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太 阳 能 发 电 及 制 冷 教 育 部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成 立 于

2001 年 5 月，是教育部首批批准成立的部级工程研究

中心。工程中心在太阳能利用与建筑节能，太阳能空调

制冷，中高温太阳能利用，先进热泵技术，太阳能发电、

分布式能源等领域具有显著优势。研究成果在生态建筑、

低温储粮、世博场馆等场合应用，取得重大社会和经济

效益。

主要研究方向：1）太阳能热利用与建筑节能；2）太

阳能空调制冷；3）太阳能光伏技术；4）分布式能源系统。

负责人：王如竹 教授  Email: rzwang@sjtu.edu.cn

 上海市复杂薄板结构数字化制造重点实验室
上海市复杂薄板结构数字化制造重点实验室原名“上

海市数字化汽车车身工程重点实验室”，2004 年 1 月经

上海市科委批准立项筹建。实验室围绕汽车车身数字化开

发的共性基础理论，在汽车板精益成形、车身装配精度控

制等方面取得重要理论进展。在上海市科委组织的 2008

年、2011 年、2014 年制造信息领域重点实验室评估中

均被评为“优秀”。

主要研究方向：1）薄板成形模拟与精益成形技术；2）

薄板先进连接工艺与技术；3）薄板结构设计与轻量化技术；4）

薄板装配及制造质量控制；5）微细制造与新能源装备制造。

负责人：来新民 教授  Email: xmlai@sjtu.edu.cn

 上海市网络制造与企业信息化重点实验室
上海市网络制造与企业信息化重点实验室是在上海市

科委领导下，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及上海电信的优势资源，

由双方联合共建的企业信息化领域的开放型研究机构，也

是上海市经信委“上海市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中

心”。实验室专注于先进制造技术、信息技术、现代管理

技术交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应用产品

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

主要研究方向：1）基于网络的企业协同技术；2）复

杂型面的快速检测与建模技术；3）虚拟样机与仿真技术；

4）产品创新工程；5）智能制造系统。

负责人：习俊通 教授  Email: jtxi@sjtu.edu.cn

 上海核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由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于 2014

年 10 月份成立。通过该中心的建设优化上海市的核电关

键技术的研发资源，建成国际先进的核电设计分析平台，

形成以国内外优势技术资源和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核电技术

研发体系及其配套基础能力，提高研发效率，确保大型先

进压水堆核电站重大专项关键技术研发任务的顺利实施，

为建成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站示范工程奠定技术基础。

主要研究方向：1）核电站核岛关键设备设计技术；2）

非能动安全系统关键设计技术及试验验证；3）安全分析

评价技术；4）严重事故分析及缓解措施。

负责人：顾汉洋 教授  Email: guhanyang@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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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能源研究院成立于 2005 年，专门致力

于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与新能源开发工作。主要研究领

域有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新能源开发与利用、新一代

能源与动力系统、能源系统优化、能源战略与政策等。

主要研究方向：1）热力循环理论与系统集成；2）热

流体力学与热力机械；3）燃烧控制与环境技术；4）替代

能源与动力系统；5）制冷空调中的能源利用；6）核科学

技术；7）锅炉燃烧及污染物排放控制；8）动力电池与燃

料电池技术；9）热科学与纳／微系统传热传质；10）生

态工业园区规划与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建设。

负责人：黄震 教授  Email: z-huang@sjtu.edu.cn

 汽车工程研究院
汽车工程研究院成立于 2006 年，整合和优化车辆工

程相关学科和研究团队，瞄准国际汽车科技前沿，已经成

为具有上海交大特色的汽车学科研发大平台。汽车工程研

究院下设四个核心研究中心（汽车车身技术中心、汽车底

盘与控制技术中心、汽车发动机技术中心、汽车电子技术

中心）。

目前，汽车工程研究院重点开展汽车薄板成形与精益

制造工程、先进汽车发动机技术、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车辆动力学与控制等核心关键技术的

研发。

负责人：许敏 教授  Email: mxu@sjtu.edu.cn

 核电技术与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核电技术与装备工程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5 年，是以上

海交通大学为基地、以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为依托的核

电科学与技术研发中心。中心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是上海市

核电技术与成套装备工程研究中心的理事长单位，与上海市

政府及上海市有关企业和科研单位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联盟。

研究内容包括核电泵阀、辐射测量与防护、放射性废

物管理、水下检修装备、核电站全数字化仪控、巨型重载

核电设备制造装备、核反应堆安全分析、严重事故管理、

概率安全评价、核反应堆热工水力等。

负责人：高峰 教授  Email: fengg@sjtu.edu.cn

 航空发动机研究院
航空发动机研究院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揭牌成立。该研

究院是一所产学研结合的集高端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功能为一

体的学术中心，将通过搭建“航空发动机基础”、“测试验证

中心”、“设计、分析和研发”、“流程管控体系”、“材料

与制造工艺”、“国际协作网络”等六大平台，以航空发动机

技术为核心，综合发展与其相关领域核心关键技术，促进产、学、

研结合，致力于在发动机的科技研发、性能测试、技术咨询及

工程师培训。

负责人：杜朝辉 教授  Email: zhdu@sjtu.edu.cn，

               欧阳华 教授  Email: oyh@sjtu.edu.cn 

 燃气轮机研究院
燃气轮机研究院由上海交通大学与东方电气集团、哈

电集团和上海电气集团于 2013 年联合成立。其宗旨是对

接国家战略需求，整合校内学科资源、发挥人才优势、打

造学科交叉的燃气轮机关键技术研发平台，致力于为国家

燃气轮机产业的发展做出新的、突破性的贡献。

燃气轮机研究院共设有四个研究中心（燃气轮机性能

及结构设计研究中心、燃气轮机高温材料研究中心、燃气

轮机振动与噪声研究中心和燃气轮机特种制造技术研究中

心），将凝聚上海交通大学在燃气轮机性能与结构设计、

机械系统与振动、高温材料、特种加工制造技术四大关键

技术方面的优势，通过建设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力争在

攻克关键技术、建设实验设施、培养急需人才等方面有所

突破，为国家燃气轮机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负责人：奚立峰 教授  Email: lfxi@sjtu.edu.cn，

               刘应征 教授  Email: yzliu@sjtu.edu.cn

（三）学科交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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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历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要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 - 集成项目：

林忠钦 复杂装备的数字化设计（I、II、III 期）

王如竹 传热传质与高效热力系统的基础研究

朱向阳 面向肢体运动功能重建的生机电一体化机器人技术

林忠钦 复杂航天薄壁构件材料 - 结构一体化设计与制造

丁    汉 先进电子制造中的重要科学技术问题研究

高    峰 空间机械臂接触作业地面半实物模拟器

孟    光 超大型电磁振动试验台动力学设计、控制及装备研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王丽伟 复合吸附特性及新型低品位热能转换循环

刘应征 先进实验流体测量方法与技术

张文明 微机电系统动力学

吕兴才 内燃机燃烧与排放

朱利民 数字化制造与数控加工技术

彭志科 复杂机电系统非线性动力学频域辨识方法

吴慧英 基于无源和有源方式的集成微纳系统高效热质传递理论与技术

程    旭 加速器驱动次临界嬗变系统器堆耦合的基础研究

朱向阳 机器人机械学——生物 / 机械接口系统理论及其应用

孟    光 转子动力学——超高速、超微转子系统的非线性振动与控制

林忠钦 机械制造——铝合金板冲压成型机理及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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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峰 新机型，新机构

黄    震 燃烧污染与排气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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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重点项目：

佟立丽 严重事故下快堆堆芯物理热工耦合分析及钠特性机理研究

陈    明 航天电液伺服阀阀芯棱边完整性微观创成机理与主动控制技术

熊振华 多移动操作机器人协同操作与控制方法与技术研究

朱    平 新能源汽车车身碳纤维复合材料 / 铝合金粘铆连接结构服役性能研究

高    峰 野外山林作业的移动机器人

李永兵 异质材料分布式微点胶焊接头形成机理及控形控性方法

张忠孝 700℃超超临界高温耐热材料热力安全基础问题研究

李淑慧 超薄电工钢片定子铁芯制造过程的尺度效应及控形控性方法

高    峰 新型大功率海上风力波浪一体化复合发电装备能量收集与传递原理

王如竹 基于干燥剂除湿和蒸发制冷耦合的高效热泵循环研究

沈寅忠 先进核反应堆用高温（＞ 650℃）铁素体 / 马氏体钢的相关基础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际（地区）合作项目：

赵万生 高性能合金的电化学复合加工方法研究

吕兴才 丁醇 - 生物柴油二元燃料着火与燃烧机理及其实现高效超低排放的研究

代彦军 太阳能驱动回热型除湿空调循环及强化除湿机理研究

吴慧英 三维堆叠芯片高效相变冷却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黄    震 基于燃料设计的双燃料发动机燃烧基础研究

齐    飞 内燃机尾气后处理关键气相反应过程研究

张定国 基于脑机交互的上肢外骨骼康复系统研究

朱向阳 类生物体灵巧假肢及双向生机接口

王如竹 太阳能与生物质能互补的冷热电联供系统的热力特性及集成优化研究

郑    平 纳米流体高效吸收太阳能产生蒸汽的机理研究

黄    震 柴油机颗粒物生成及演变机理

韦悦周 放射性污染废水处理用高效率多功能吸附剂的开发以及适用性评价

王如竹 高效太阳能吸附制冷系统研究

王成焘 亚洲人种髋、膝关节特性研究与人工髋、膝关节基本设计

来新民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极板制造与电堆装配的理论与技术基础研究

高    峰 大载荷对象的微位移与微振动的高精度智能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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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三年立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2019 年立项的在研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批准金额

（万元）
执行时间

1 水下航行器耦合系统非线性动力学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瞿叶高 120 202001-202212

2 数值反应堆多物理耦合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刘晓晶 120 202001-202212

3 激光冲击特种制造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胡永祥 120 202001-202212

4 热驱动除湿空调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葛天舒 120 202001-202212

5
运载火箭复合材料整流罩 - 卫星系统全频域动力学

分析及振动与噪声控制
重点项目 孟    光 330 202001-202412

6 超高速电梯动力学设计及响应控制 重点项目 刘成良 300 202001-202412

7 低温推进剂在轨状态的热力学机理研究 重点项目 吴静怡 300 202001-202412

8 空间机械臂接触作业地面半实物模拟器 重大科研仪器研制 高    峰 808 202001-202412

9 面向肢体运动功能重建的生机电一体化机器人技术 重大研究计划 - 集成 朱向阳 1300 202001-202412

10 高性能合金的电化学复合加工方法研究 重点国际合作 赵万生 199 201901-202112

11
丁醇 - 生物柴油二元燃料着火与燃烧机理及其实现

高效超低排放的研究
重点国际合作 吕兴才 300 201901-202112

12
太阳能驱动回热型除湿空调循环及强化除湿机理研

究
重点国际合作 代彦军 110 201901-202112

13
严重事故下快堆堆芯物理热工耦合分析及钠特性机

理研究
联合基金项目 - 重点 佟立丽 267 202001-202312

14
航天电液伺服阀阀芯棱边完整性微观创成机理与主

动控制技术
联合基金项目 - 重点 陈    明 225 202001-202312

15
基于几何光学的卡塞格林式天线表面变形近场测量

方法及绳索并联机构的实施方案研究
联合基金项目 - 培育 叶    骞 53 202001-202212

16

Research on multi-sensor fusion wearable 

hand gesture recognition for automatic sign 

language detection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

基金项目

PETER 

BRADLEY 

SHULL

32.1 202001-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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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果实低损采摘被动柔顺机构的非线性建模与恒力构

型优化
面上项目 苗玉彬 60 202001-202312

34
复杂线缆组件装配人机集成设计与引导控制方法研

究
面上项目 何其昌 60 202001-202312

35
钛合金构件的表面集肤 - 电塑效应及微结构超快压

印成形原理
面上项目 彭林法 60 202001-202312

36 超高强钢板断裂行为的各向异性和断裂极限预测 面上项目 何    霁 60 202001-202312

37 铝合金微通道扁管成形对其应力腐蚀行为的影响 面上项目 汪华苗 60 202001-202312

38
钛合金航空薄壁构件热冲压回弹预测与控制方法研

究
面上项目 李淑慧 60 202001-202312

39
面向疲劳性能强化的 SiCf/SiC 复合材料激光辅助

超声铣削技术研究
面上项目 安庆龙 60 202001-202312

40
薄壁变刚度平面的多齿铣削加工轨迹创成与全局变

形预测
面上项目 金    隼 60 202001-202312

41 用于微细电火花铣削的异质复合电极损耗机理研究 面上项目 裴景玉 60 202001-202312

42
Ti2AlNb 基合金的电弧高效加工及形状与表面完整

性控制
面上项目 顾    琳 60 202001-202312

43
基于原位测量的复杂曲面钛合金叶片五轴数控铣削

加工综合误差建模与在线补偿
面上项目 杜正春 60 202001-202312

44
不完备数据驱动的项目型产品装配系统认知控制方法

研究
面上项目 胡小锋 60 202001-202312

45
超快 AFM 纳米定位平台的时滞反馈主动阻尼与广义内

模控制研究
面上项目 朱利民 60 202001-202312

46
R32 制冷系统滞油分布机制及其与传热、压降的耦

合机理研究
面上项目 谷    波 63 202001-202312

47
碳氢制冷剂在低表面能泡沫金属骨架内的受限气泡

行为及流动沸腾机理
面上项目 胡海涛 62 202001-202312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批准金额

（万元）
执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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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批准金额

（万元）
执行时间

63
离子树脂状态对 PEMFC 催化层局域传质阻力的

作用机理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王    超 18 202001-202112

64
基于温敏材料网格结构的变刚度软体驱动器一体化

设计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王    东 25 202001-202212

65 五自由度混联加工机器人高刚度构型综合方法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韦宝琛 22 202001-202212

66 机器人关节的特征空间、等效性与创新设计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林荣富 24 202001-202212

67 多源高通量肌群信息融合与生机接口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郭伟超 25 202001-202212

68
介电弹性体驱动的软体机器人一体化拓扑优化设计

方法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陈飞飞 26 202001-202212

69
基于微波感知的大型挠性结构全场振动测量方法与

实验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熊玉勇 28 202001-202212

70
超薄钛板介观尺度温热成形损伤的尺度效应及成形

极限预测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徐竹田 25 202001-202212

71
基于贻贝粘蛋白的仿生石墨烯 / 金刚石复合涂层微

细刀具制备方法与应用基础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陈苏琳 25 202001-202212

72
大型薄壁零件机器人铣削的动态性能优化与加工变

形补偿技术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李洲龙 26 202001-202212

73
复杂变形曲面的五轴高速扫描式测量轨迹规划方法

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张    杨 25 202001-202212

74 金属表面积灰层结冰胀脱的微观机制及定量描述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詹飞龙 26 202001-202212

75
基于增强型复合吸附剂和深度回热回质的高效吸附

制冷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潘权稳 24 202001-202212

76
基于高导热定形相变储热复合材料的多粒径填充床

热设计及储 / 放热特性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赵炳晨 25 202001-202212

77
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方法在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性

能衰退预测中的基础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陈金伟 25 202001-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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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 年立项的在研项目

1 复合吸附特性及新型低品位热能转换循环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王丽伟 350 201901-202312

2 数字化制造技术与装备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丁    烨 130 201901-202112

3
涡扇发动机宽带风扇噪声的声源反演与辐射声场重建

理论与方法
重点项目 蒋伟康 300 201901-202312

4 三维堆叠芯片高效相变冷却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重点国际合作 吴慧英 246 201901-202312

5 基于燃料设计的双燃料发动机燃烧基础研究 重点国际合作 黄    震 133 201901-202112

6
丁醇 - 生物柴油二元燃料着火与燃烧机理及其实现

高效超低排放的研究
重点国际合作 吕兴才 150 201901-202112

7 高性能合金的电化学复合加工方法研究 重点国际合作 赵万生 150 201901-202112

8 多移动操作机器人协同操作与控制方法与技术研究 联合基金项目 - 重点 熊振华 290 201901-202212

9
新能源汽车车身碳纤维复合材料 / 铝合金粘铆连接结

构服役性能研究
联合基金项目 - 重点 朱    平 210 201901-202212

10
基于增强现实的口腔颌面外科个性化 3D 打印植入物

制造及手术导航系统的关键技术研究
海外合作研究基金 SUN YI 18 201901-202112

11
基于同步辐射的原位光电离质谱研究电场耦合催化氧

化挥发性有机物
联合基金 - 培育 江    治 54 201901-202112

12
航空煤油芳香烃组分同分异构体效应的同步辐射实验

与动力学模型研究
联合基金 - 培育 李玉阳 54 201901-202112

13 超高强汽车车身结构件辊－冲复合成形基础及应用研究 联合基金 - 培育 李大永 52 201901-202112

14 面向柔性电路板装配的协作机器人拖动演示编程研究 重大研究计划 - 培育 吴建华 65 201901-202112

15 基于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脑控机器人手臂研究 重大研究计划 - 培育 张定国 65 201901-202112

16
基于氧空位诱发氧猝灭效应的高温压力敏感涂层测量

技术研究
面上项目 彭    迪 69 201901-202212

17 基于时滞反馈的薄壁结构件铣削振动主动控制研究 面上项目 龙新华 63 201901-202212

18
薄壁件镜像加工的稳定性预测及基于主动支撑的振动

控制研究
面上项目 董兴建 63 201901-202212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批准金额

（万元）
执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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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批准金额

（万元）
执行时间

34
基于可穿戴传感网络的全膝关节置换术后的步态训练

研究
面上项目

Shull 

Peter 

Bradley

60 201901-202212

35
铝合金带筋薄壁构件超声辅助旋压成形材料流动行为

及工艺控制
面上项目 赵亦希 60 201901-202212

36 铝蜂窝芯材料切削力热建模与低缺陷加工关键技术 面上项目 明伟伟 62 201901-202212

37
典型钛合金在全工艺流程环境下高速切削物理建模与

数据库基础
面上项目 陈    明 61 201901-202212

38
大型超薄曲面镜像铣削的短时稳定性理论与主动抑振

方法
面上项目 毕庆贞 61 201901-202212

39
可定制穿戴式下肢康复助力外骨骼机器人模块化设计

研究
面上项目 陶    璟    60 201901-202212

40
基于图像流预测和网络化调度的广域运维租赁产线群

组维护建模方法研究
面上项目 夏唐斌 60 201901-202212

41
基于超声雾化再生和半渗透膜技术的热泵驱动型溶液

除湿系统研究
面上项目 姚    晔 60 201901-202212

42
多物理场作用下的燃气轮机高温叶片全运行周期寿命

模型研究
面上项目 张会生 58 201901-202212

43
工业余热高密度热化学吸附储能机理及目标导向大温

差升温调控机制研究
面上项目 李廷贤 60 201901-202212

44 基于双向特性的空调系统电气与热力耦合故障研究 面上项目 杜志敏 61 201901-202212

45 航空发动机短舱声衬表面剪切流与声波相互作用研究 面上项目 戴习文 60 201901-202212

46
一种独特的微通道热虹吸沸腾特性研究及其在新型

3D 堆叠芯片冷却中的应用
面上项目 刘振华 45 201901-202212

47
油页岩流化床干馏过程的热化学反应机理与成油过程

调控机制
面上项目 韩向新 65 201901-202212

48 贫预混多喷嘴旋流燃烧流场中旋进涡核的作用影响研究 面上项目 葛    冰 60 201901-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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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批准金额

（万元）
执行时间

67 基于元胞自动机的分布式设计资源集成方法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陈    斌 25 201901-202112

68
铝合金 / 超高强钢异种材料平模自冲摩擦铆焊机理与

方法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楼    铭 25 201901-202112

69 深窄槽电火花加工顺应式排屑方法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陈    默 25 201901-202112

70
极限运行工况下直线伺服系统高频柔性模态的分析、

建模与抑制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刘    超 26 201901-202112

71
有限维修人员约束下订单驱动的离散制造系统视情维修

调度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邱思琦 25 201901-202112

72 压电式微夹钳的智能建模和控制方法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马海峰 27 201901-202112

73
基于安全裕度的 SOFC/GT 混合系统协调控制方法

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吕小静 25 201901-202112

74
基于快响应压敏漆 PSP 和高频响 Stereo-PIV 实验

测量的振荡来流下气膜冷却时空演变的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周文武 25 201901-202112

75 液滴撞击高温表面的关键换热现象及模型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柴    翔 21 201901-202112

76
富氧燃烧模式下基于煤焦表面特征结构电子效应的

NO 非均相转化机理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张    海 24 201901-202112

77 稠密栅内气液两相流动相界面输运模型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肖    瑶 24 201901-202112

78
船用柴油机双工质并联涡轮复合新型联合循环的热力

学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朱思鹏 25 201901-202112

79
基于子群行为的空间模块机器人系统鲁棒性设计

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管恩广 27 201901-202112

80
考虑需求信息更新的服务型制造的生产计划与服务能

力联合优化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郑美妹 19 201901-202112

81 基于空间分析的热泵供暖应用技术经济潜力评价研究 国际合作与交流 王如竹 40 201901-202112

82 动力学与控制发展研讨会 应急管理项目 彭志科 10 201803-201804

83 热力学与能源利用青年学术研讨 应急管理项目 王丽伟 10 201803-201812

84 第六届国际低温与制冷大会 应急管理项目 王如竹 8 201803-201812

85
工程热物理学科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领域现状及发展

战略调研
应急管理项目 王如竹 20 201807-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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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批准金额

（万元）
执行时间

17
水下强冲击波载荷下分层梯度覆盖层的近壁面流

体空化机理及其防护效能研究
面上项目 谌    勇 56 201801-202112

18
铋系复合氧化物的晶面调控及其可见光完全分解

水的作用机制
面上项目 上官文峰 65 201801-202112

19 航天器飞轮轴承的性能退化评估与寿命预测研究 面上项目 陈    进 60 201801-202112

20
基于线控转向系统的路感参数化重构和控制机理

研究
面上项目 吴晓东 60 201801-202112

21 需求与知识耦合驱动的创新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 面上项目 胡    洁 60 201801-202112

22
基于视觉 - 运动双向伺服的田间品种选育机器人

眼手协同仿生设计
面上项目 贡    亮 65 201801-202112

23 镁合金板材伪弹性变形机制与细观建模 面上项目 唐伟琴 54 201801-202112

24
化学气相法制备单层金刚石磨料工具新技术的基

础研究
面上项目 孙方宏 60 201801-202112

25
液 态 金 属 催 化 石 墨 烯 纳 米 墙 生 长 机 理 及 其 在

CFRP 装配制孔中的磨损机制研究
面上项目 沈    彬 60 201801-202112

26 涡轮叶片气膜冷却孔高速电火花加工防背伤方法 面上项目 赵万生 60 201801-202112

27
船舶大曲率不可展曲板的力 - 热协同变形与工艺

规划研究
面上项目 沈    洪 60 201801-202112

28
基于高密度点云测量数据的复杂多腔体零件制造

误差建模理论与控制方法
面上项目 杜世昌 54 201801-202112

29
散乱零件三维智能感知与自主操作的深度学习方

法及关键技术
面上项目 庄春刚 66 201801-202112

30
超大薄壁结构装配偏差场传播的精确预测与偏差

源诊断
面上项目 余海东 60 201801-202112

31
高超声速飞行器复合材料热防护盖板结构的装配

偏差传播机制及非线性力学行为研究
面上项目 李志敏 60 201801-202112

32
基于数据驱动的离散制造系统智能化调度建模与

决策方法研究
面上项目 陈    璐 60 201801-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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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PEMFC 催化层中纳米尺度 Nafion 树脂的质子传

导机理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闫晓晖 23 201801-202012

49
超临界水氧化环境下 800H 合金的应力腐蚀开裂

机理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郭相龙 20 201801-202012

50 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机械失效机理与预测模型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邱殿凯 25 201801-202012

51 多模式失效的叶盘耦合寿命可靠性分析方法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高海峰 26 201801-202012

52
集成电机推进器径向推力水润滑轴承耦合特性及

润滑机理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高庚员 23 201801-202012

53 三维对流散热结构超大规模变密度拓扑优化方法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周明东 26 201801-202012

54 面向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的粒子群优化算法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刘    钊 26 201801-202012

55
基于导电高分子的柔性致动器设计及其致动拮抗

机理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郑    文 23 201801-202012

56 基于超薄层叠板的微通道扁管成形技术基础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邹天下 26 201801-202012

57
CFRP/ 合金叠层结构制孔界面缺陷物理建模与数

值仿真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徐锦泱 25 201801-202012

58
复杂形状表面金刚石薄膜加热辅助化学机械复合

磨料流抛光机理及工艺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王新昶 26 201801-202012

59
样本受限下的关键传动设备衰退演化预测及视情

维修决策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肖    雷 25 201801-202012

60
Ca(OH)2 储热过程中的化学热动力学与传热传质

耦合机理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闫    君 25 201801-202012

61 水蒸气热泵两相增压升温过程的热力学特性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胡    斌 25 201801-202012

62 燃气轮机气路故障多学科影响机理及平行诊断方法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周登极 24 201801-202012

63 S 型小管径管束表面氨水降膜流动与吸收的特性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杜    帅 21 201801-202012

64 高温下声子散射机制的理论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顾骁坤 24 201801-202012

65
地球上朝下表面及空间微重力下的跨尺度池沸腾

传热强化机理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龚    帅 21 201801-202012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批准金额

（万元）
执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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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部、上海市等其他纵向项目

（一）科技部、教育部及其他部委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刘成良 全断面隧道掘进装备运行服务平台及智能终端研制

王如竹 低品位余能回收技术及热泵装备研发与示范

朱    磊 基于可控热化学燃烧模式和低成本后处理装置的天然气发动机减排关键技术研究

乔信起 煤基燃料在发动机上的高效清洁燃烧关键技术研究

李玉阳 面向燃气轮机应用的高效低污染合成气燃烧研究

李廷贤 面向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的多功能吸附热池储能机理及全年候冷 / 热联供关键技术研究

杜正春 智能产线设备动态误差建模与在线补偿

秦    威 业务驱动的超大型集装箱码头智能化作业规划与决策技术

朱向阳 面向重大需求的关键共性技术

齐    飞 复杂体系微观界面研究方法

盛鑫军 运动 - 感觉双向神经通路重建

栾    楠 力感知一体化集成与智能精准力反馈

丁    烨 汽车轮毂智能磨抛机器人系统

张定国 运动意图识别和人机接口技术

谷国迎 机器人系统操控策略动态优化及人机交互控制

莫锦秋 大型农业机器人协同作业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熊振华 核事故复杂环境感知与机器人自主导航技术研究

陈    进 齿轮典型损伤机理、信号解耦及故障诊断方法

于    娟 煤粉燃烧中热解气与氨复合还原超低 NOx 技术

杜朝辉 700℃发电基础理论与热力系统研究

范浩杰 液态排渣炉内钠、钾等碱金属的释放、捕捉特性与作用机制研究

张    鹏 特种设备安全防护系统故障模式及预防关键技术研究

张玉银 面向燃气轮机燃料适应性问题的新型燃烧技术

张    希 兼合电网匹配性与电池寿命因素的电动汽车智能充电技术研发

曹其新 定位机械臂及翻展机构研制

李大永 多模分子影像融合与智能分析算法研究

胡    洁 高精度扫描机电平台开发和智能图像分析和自学习专家系统开发

李彦明 丘陵山地拖拉机智能化控制系统开发与自主作业前沿技术研究

彭林法 金属双极板量产关键制造工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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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明（参加） 航天钛合金构件国产高档数控装备与关键制造技术应用示范基地

吴建华（参加） 机器人伺服驱动与主动柔顺控制技术

李淑慧（参加） 航天轻质结构件多功能真空复合成形装备与工艺

王    皓（参加） 飞机后段对合误差传递与精准对合调姿技术研究

习俊通（参加） 面向制造过程的先进共性工艺技术研究与信息采集平台建设

杜正春（参加） 数控机床误差测量、分析与补偿

顾汉洋（参加） 汽水分离装置极限性能扩展能力热态试验

顾汉洋（参加） 汽水分离装置热态性能试验台架升级及性能测试

佟立丽（参加） 气溶胶再悬浮和再夹带模型在 MELCOR 程序中的应用研究

熊珍琴（参加） 汽水分离器结构参数敏感性试验

韦悦周（参加） 饮用水放射性污染控制技术及应急装备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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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国际合作基金：

科技创新计划：

翁一武 微型燃气轮机电机先进控制系统研究

时    轮 发动机缸盖数字化工艺与柔性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王如竹（参加） 低温余热高效制冷的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

代彦军 面向建筑能源自维持的建筑构件蓄热式太阳能热泵研究及优化

韦向植 多尺度复杂三维模型智能分块快速增材与减材制造的研究

刘振宇 微多孔介质内气粒两相热质输运孔隙尺度研究

饶    宇 燃气轮机透平旋流冷却与凹陷涡强化传热性能研究

张定国 机器人外骨骼的柔顺控制与人机交互

刘晓晶 超临界流体流动传热特性研究及模型开发

高    峰 城市消防救援与作业机器人

肖    进 生物乳化柴油在船用柴油机上的应用研究

陈晓军 基于内窥镜及术中超声的增强现实手术导航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样机研制

罗永浩（参加） 生活垃圾整体气化 - 灰渣熔融 - 产气清洁燃烧一体化工艺研究

习俊通（参加） 多机器人协同智能焊接单元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重点项目：

黄    震 增程式乘用车用自由活塞式内燃发电机动力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朱利民 面向柔性定制作业的机器人三维视觉感知关键技术与核心部件研发    

温    新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流固耦合高效精细求解研究                               

胡海涛 飞行器超稳超静平台高精度温度测量控制仪                                      

赵长颖 深亚波长人工带隙结构近远场调控机理研究

盛鑫军 面向人机双向交互的电刺激编码与触觉反馈技术

赵长颖 宽谱超材料发射 - 吸收器的微纳结构研究及开发

谷国迎 基于软体智能材料的类人灵巧手设计与控制

李富才 民用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振动故障诊断技术

吕兴才 生物质气体燃料高效清洁燃烧的基础研究

罗永浩 生物质燃烧氮氧化物生成及控制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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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9 年标志性科研项目简介

“网络协同制造和智能工厂”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全断面隧道掘进装备运行服务平台及智能终端研制
Development of Full-face Tunneling Equipment Operation Service Platform and 

Intelligent Terminals 

项目负责人：刘成良、涂煊、顾永新、叶蕾、蔡杰 等

责任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合作单位：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中南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天津大学 等

项目执行时间：2019 年 6 月至 2023 年 5 月

课题总经费：4387.00 万元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是集掘进、支护、排渣、衬砌、管片输运、测量等设备为一体的隧道施工工厂化集群式作业系统，

是实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一带一路” 等国家战略中铁路、公路、水利、市政路网建设的国之重器。我国已完成掘

进机从无到有、依赖进口、自主研发、实现出口到制造大国的跃升，目前国产掘进机已占国内市场 90%、国际市场 60%

以上，产品遍布海内外，在役集群 1500 套以上；但受国产基础件、制造工艺水平等的限制，我国生产的掘进机可靠性低，

施工中宕机、卡机时常发生，运维困难，严重影响施工进度和企业效益。本课题针对我国隧道掘进机的协同运行和智能运

维核心技术 / 软件支撑能力薄弱等问题，以推进隧道施工的智能化、远程化、协同化为主线，探索引领智能隧道掘进机远

程诊断与运维新技术和服务新模式，突破掘进装备互联互通及智能互联嵌入式终端、平台 / 数据库、故障诊断 / 预测维护等

关键技术，系统集成掘进装备智能运维服务云平台，开发掘进机状态监测、 作业调度与运行管理等服务，形成规模化应用，

开创运维服务新模式。

项目总体研究内容布置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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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骨骼肌力产生机理、仿生与应用 殷跃红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708 

10 复合材料结构振动与声学 孟光，瞿叶高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704 

11 太阳能空调工程设计与实践 代彦军，葛天舒，李勇 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04 

12 面向客户选项的模块化产品开发 明新国，孔凡斌，何丽娜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03 

13 汽车产品的回收利用 陈铭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01

14 复杂曲面零件五轴数控加工理论与技术 毕庆贞，丁汉，王宇晗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12

15 服务型制造运作管理
江志斌，李娜，王丽亚，苗

瑞
科学出版社 201612

16 民用飞机构件数控加工技术 陈明，明伟伟，安庆龙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12 

17 空间碰撞地面半实物模拟原理
高峰，曹睿，齐臣坤，任安

业
科学出版社 201610

19 燃气轮机发展战略研究 闻雪友，翁史烈，翁一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08

20 大型城市生活垃圾可持续综合利用战略研究 翁史烈，罗永浩等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08

21 地震响应并行计算理论与实例 金先龙，楼云锋 科学出版社 201608

22 优质制造
林忠钦，奚立峰，潘尔顺，

赵亦希，李艳婷等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05

23 制造业大数据出版社 张洁，秦威，鲍劲松 上海科学技术 201604

24 面向 21 世纪的工程教育 翁史烈，黄震，刘少雪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03

25 Advances in Solar Heating and Cooling 王如竹，葛天舒
Elesiever, Woodhead 

Publishing
201603

26 中低温余热发电技术 于立军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12

27 SCWR-M: Design and Key Technologies 程旭，杨燕华，刘晓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12

28 现代燃气轮机装置
翁史烈，王永泓，宋华芬，

张会生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08

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 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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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6 教育部技术发明奖 一等 卫星多源激励微振动宽频控制技术 孟光

14 2016 上海市技术发明奖 一等 非对称轴随动磨削工艺与装备核心技术及应用 姚振强

15 2016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一等 航天器热环境模拟试验系统关键技术及核心装备 吴静怡

16 2015 教育部自然科学奖 一等
薄板结构微细特征制造的介观尺度效应及工艺设计基

础理论
来新民

17 2015 上海市技术发明奖 一等 灵巧假肢与高性能生机接口技术 朱向阳

18 2015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一等 巨型重载锻造操作机研制与应用 高峰

19 2015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一等 闭式整体叶盘六轴联动数控电火花加工技术链 赵万生

20 2015
上海市国际科技

合作奖
- - 叶林

序号 年份 类别 等级 项目名称 第一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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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自然科学奖 二等

稀土改性复合材料界
面层可控设计、强韧
化机制及摩擦学特性
研究

程先华 , 薛玉君 , 上官倩
芡 , 吴炬 , 白涛 , 李健

上海交通大学

9
中国机械工业
科学技术奖

科技进步奖 二等
强干扰环境下机械系
统非平稳声源辨识技
术及应用

蒋伟康，沈阳，周易，黄
煜，黄元毅，郑辉，刘加
华，吴海军，徐铁，严莉

上海交通大学，上汽通用五
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海立电器有限公司，上海申
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10
中国汽车工业
科学技术奖

科技进步奖 二等
汽车零部件伺服压装
关键技术与控制臂等
压装成套工艺装备

许黎明，丁国清，梁庆华，
裴景玉，吴昉，冯正平

上海交通大学，华域智能装
备科技有限公司

11
中国核能

行业协会科学
技术奖

科技进步奖 二等
特殊工况下燃料组件
棒束内流动传热行为
研究及应用

顾汉洋，肖瑶，刘茂龙，
胡振枭，刘达，赵萌，陈
佳跃

上海交通大学

12
中国机械工业
科学技术奖

科技进步奖 三等
《工业产品服务价值
创造》（第一版）

明新国，张淑谦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业出
版社

13
中国机械工业
科学技术奖

科技进步奖 三等
《汽车系统动力学》（第
2 版）

喻凡，林逸，宋学敏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业出
版社

序号 奖种 类别 等级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 主要完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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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 年标志性科技奖项简介

高功率密度燃料电池薄型金属双极板及批量化精密制造技术
（上海市技术发明特等奖）

Thin metallic bipolar plates and its mass production technology for high power 
density fuel cells

奖励完成人：来新民 彭林法 侯中军 方亮 易培云 蓝树槐 刘常福 徐竹田 邱殿凯等

奖励完成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治臻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零排放、长航程”的燃料电池汽车是新能源汽车发展方向，但车用燃料电池的“高功率密度、大功率输出、长寿命运行、

低成本制造”是长期制约其大规模推广的国际难题。变革燃料电池核心部件 - 金属双极板替代现有石墨双极板 - 是破解上

述难题的根本途径，但金属双极板研发面临大规模并联流场均匀传质、大面积细密流道微米精度控制、酸性电化学环境下

高耐蚀导电、复杂工艺流程高节拍运行等严峻技术挑战。该项目历经 10 余年研究，发明薄型金属双极板设计与制造新方法、

新工艺和新装备。主要发明如下：

1）发明薄型金属双极板“两板三场”新构型。提出极板流场分配区岛群结构的拓扑优化方法及错层密封的冲压单极板

背对背焊合方法，发明“岛群 - 流道”复合的“两板三场”金属双极板，解决了现有电堆难以适应轿车的难题。

2）揭示大面积超薄板细密流道的成形回弹及焊接变形规律，发明极板多步成形误差补偿与激光焊接变形抑制技术，发

明基于应力积分的细密流道多步成形回弹补偿与双极板随动夹紧激光焊接方法，流道高度偏差≤ 15μm，实现了我国车用

电堆从 130 节到 400 节跨越。

3）提出“非晶碳耐蚀 - 石墨微晶导电”的涂层性能综合原理，发明非晶 - 微晶复合涂层及其磁控溅射制备技术。提

出非晶碳沉积过程伴生石墨微晶生长的控制方法，发明石墨复合涂层、合金复合涂层及其膜层交叉覆盖的纳米孔抑制技术。

4）发明耐蚀导电复合涂层的多腔连续磁控溅射等工艺装备，建立我国首条金属双极板批量化生产线。发明腔 - 腔软

隔离的多腔连续磁控溅射技术，研制融合多步成形 - 多工位焊接 - 多腔溅射的金属双极板生产线，为我国燃料电池低成本

制造奠定了基础。

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37 项，申请 PCT 专利 5 项，牵头和参与制订国家标准 13 项，发表 SCI 论文 91 篇，“两板三场”

构型在国际上成为金属极板设计新标杆。研制出 12 款金属极板，支持了我国第一辆金属极板燃料电池轿车与客车、首个

上汽 P390 型 115kW 车用全功率电堆；已累计制造金属极板 20 余万付；近三年新增利润与节支共计 2.02 亿元。为上汽、

一汽、东风、长城等国内燃料电池汽车企业奠定了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

高功率密度燃料电池金属双极板的批量制造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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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型工业机器人与柔性工件精准作业技术
（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Cooperative Industrial Robot and Precision Manipulation Technology for 
Deformable Workpieces

奖励完成人：朱向阳 李明洋 左昱昱 杨跞 盛鑫军 熊振华 张波 栾楠 王家鹏等

奖励完成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节卡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新松有限公司，海安交睿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是支撑智能制造技术体系建设的基础装备。据统计，2016年我国制造业每万名工人拥有的工业机器人数为68台，

约为德国和日本的 1/5。此外，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应用集聚在汽车制造和金属件加工等领域，在化工、食品等行业的应用比例极

低。为此，《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明确指出：“实施一批典型行业应用示范工程，重点针对需求量大、环境要求

高的工业领域（化工、食品等）”；“攻克工业机器人关键技术，引导我国工业机器人向中高端发展”。

该项目围绕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及重点行业的智能制造技术需求，开展面向柔性工件的机器人精准作业技术及协作型工业

机器人研发，将研究向上游延伸至机器人关键基础部件，在精密谐波减速器、协作型机器人及新一代机器人作业系统研发方面

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取得了如下创新成果。

1：柔性工件精准作业技术——提出了基于多点约束原理的柔性工件机器人精准操作方法，发明了系列化末端执行器与操作

机构，解决了工件的预成形与整形、定位与保形夹持以及动态形／位操作等技术难题，突破了机器人作业系统的“即时”功能

配置技术和主动安全防护技术。研发的机器人作业装备在国内多个大型企业成功应用，实现了锂电池装配、化纤产品制造、乳

品高速包装等的机器人全自动作业。

2：协作型工业机器人——研发了机器人驱动／传动／感知／控制系统一体化设计与制造技术与模块化机器人关节，据此研

发了协作型机器人系列产品。提出了关节变阻抗控制方法，提升了机器人的工作带宽及其对作业任务的适应性。研制了双模式

示教系统，实现了末端轨迹的“近零力”拖拽、末端力以及轨迹／力同步的示教，并可借助移动终端实现机器人的作业任务编辑，

大幅提升了复杂任务编程的便捷性。

3：精密谐波减速器——提出非共轭谐波啮合齿形设计方法，首创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P 型齿”及谐波减速器新结构。

研发了谐波减速器专用抗磨材料、润滑技术、材料处理和齿廓修形工艺。建立了减速器性能参数的测试规范及精度寿命加速试

验方法，研发了系列化测试装备。研制的精密谐波减速器传动误差≤ 30 弧秒，噪声≤ 60dB，精度寿命 >10000 小时，性能指

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研制的谐波减速器年销售量逾 10 万台，向欧美企业出口超过 2 万台，连续 5 年获“高工机器人零部件类金球奖”，为机

器人产业的强基工程做出了贡献。协作型机器人推广应用于化纤、食品、电子制造等行业，并出口意法半导体等国际知名企业，

节卡 Zu 机器人获“高工机器人协作机器人类金球奖”。研发的作业系统多次实现在化纤、食品、锂电池制造等行业的首发应用，

对于持续拓展工业机器人的应用领域发挥了示范作用。项目成果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32项，实用新型专利62项，软件著作权9项，

制定国家标准 3 项。研制的谐波减速器、协作型机器人和机器人自动作业系统近三年直接销售收入 8.28 亿元，利润 2.1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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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结构振动噪声耦合机理与控制
（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Vibro-acoustic mechanism and control of composite structures

奖励完成人：孟光  瞿叶高  董兴建  彭海阔

奖励完成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复合材料的应用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装备先进性的重要标志。复合材料结构振动噪声分析与控制是先进装备结构低噪

声设计的核心基础。基于均匀各向同性材料的结构振动噪声理论和分析方法很多都不适用于复合材料结构，而先进装备复

合材料结构在服役中的宽频振动、非均匀波导和声固耦合等，对现有复合材料结构理论和振动噪声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

本项目在复合材料结构振动噪声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规律性认识和控制技术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获得了如下创新成果：

(1) 发现了面内位移锯齿效应对复合材料层合结构宽频振动的影响规律，建立了能量变分一致的层合梁、板、壳体高阶

剪切锯齿理论模型，构建了复合材料层合结构宽频振动分析的高精度理论模型体系。发现了分区界面势能对分区变分法数

值不稳定性的影响规律，提出了复合材料层合结构动力学区域分解谱方法，解决了分区变分法数值发散难题。提出了结构

振动噪声耦合分析的区域分解 - 谱边界元法，实现了加筋复合材料壳体振动噪声响应的快速预示。 

(2) 发现了加筋复合材料壳体纵向、呼吸和弯曲振动模态与辐射噪声响应之间的映射关系，揭示了多源激励下运载火箭

复合材料整流罩 - 内声腔系统的振动噪声耦合机制，为水下航行器壳体和运载火箭整流罩低噪声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构

建了含压电层复合材料结构中波传播的谱元模型，揭示了波在复合材料层合梁、板中的传播特性，发现了波传播与结构分

层损伤的耦合作用模式和机制。

(3) 建立了压电复合材料力 - 电耦合动力学模型，揭示了压电复合材料结构动力学行为与控制器参数之间的内在关系，

提出了动力学参数与控制器参数协同设计的压电层合结构振动主动控制方法。提出了非惯性系下电流变夹层复合材料柔性

梁高速旋转运动振动主动控制方法，揭示了控制参数和运动参数对结构参激振动稳定性的影响规律，为大范围运动柔性机

械臂振动控制提供了可靠方法。提出基于阻尼减振降噪复合材料结构一体化设计的高铁车厢噪声控制方法，有效降低了我

国某型高铁车辆车厢的低频噪声。

本项目发表 SCI 论文 37 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 项。论文总他引 1738 次 (Google Scholar)，SCI 他引 1036 次，

其中 8 篇代表作 SCI 他引 415 次。项目成果得到闻邦椿院士、陈予恕院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M. Amabili 院士 ( 欧洲科

学与艺术院院士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R.K.Kapania 教授 (AIAAJournal 副主编 ) 等著名学者大篇幅正面引用和评价。

相关工作被评价为“普适性的理论”、“一般性的公式”、“具有极大的灵活性”。项目成果启发了一批学者基于该项目

提出的学术思想开展后续研究，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









2019 年 科 研 年 报

57

（三）、机器人研究平台

神经电采集系统 Stratasys J750 3D 打印机

激光跟踪仪扫描探针显微镜

磁电位刺激仪 六轴机械手臂（手术机器人） 近红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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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振动冲击噪声研究平台 

（六）、燃气轮机研究平台

快速温度变化湿热综合试验箱

重力式水洞桨 - 轴振动试验系统

湿空气燃气轮机循环实验装置

激光测振系统

跨音速轴流压气机振动噪声试验平台

环形叶栅气动测试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