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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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人, 其中教师 104 人, 工程系列职工 17 人, 行政管理职

工 11 人。教授 14 人, 副教授 33 人。博士生导师 10 名, 硕士生导师 91 名, 具有

博士学位的教师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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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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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名, 山西省教学名师 1 名,香江学者

1 名。同时有双聘院士 1 名, 山西省“百人计划”入选者 6 名,中科院“百人计划”入

选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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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山西省科技创新重

点团队。现有在校本科生 626 名, 硕士生 276 名, 博士生 17 名。 

2014年, 学院新增科研合同经费共计 1526.2万元, 进账经费 954.16万元, 新

增校内可支配经费 247.6 万元。 新增科研项目 38 项, 其中国家级基金项目 13

项, 省部级项目 16 项, 企业技术开发及服务项目 9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8 项,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6 项, 发表学术论文 118 篇, 其中被 SCI 收录论文 66 篇(1

区论文 7 篇、2 区论文 20 篇)，影响因子大于 10 的学术论文 3 篇；被 EI 收录论

文 2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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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 
成员 

教  职  工：132 人（教师系列 104 人；工程系列 17 人；行政管理人员 11 人） 

本  科  生：626 人（应用物理学 169 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290 人；光源与

照明 167 人； ） 

硕士研究生：276 人（电子科学与技术 25 人；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6 人；

凝聚态物理 81 人；光学工程 29 人；控制科学与工

程 26 人；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5 人；仪器科学与测

试技术 6 人；集成电路工程 68 人；控制工程 20 人） 

博士研究生：17 人 

教学 
全年承担教学工作量：44458 

在编教师人均教学工作量：431.63；人均本科教学工作量：302.99 

科研  

科研合同经费：1526.2 万元 

进 账 经 费：954.16 万元 

新增校内可支配经费：247.6 万元 

科研项目：新增科研项目 38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3 项；省部级 16 项；

企业技术开发与服务项目 9 项） 

发表学术论文：118 篇 

             （SCI 收录 66 篇；EI 收录 22 篇；3 篇影响因子大于 10）  

发明专利：授权 18 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 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36 项

国家发明专利。 

软件著作权：授权 13 项软件著作权。 

获奖： 获山西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类）二等奖 1 项 

       获批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创新团队 1 个 

       新增山西省研究生教育优秀导师 1 名 

新增学术带头人： 

      崔艳霞    入选“山西省第二批青年拔尖人才” 

刘绍鼎   入选“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杨  致   入选“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陈智辉   入选“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田  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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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助理：张明江 

第一届党委委员会委员 

  李建明    彭彦彬    乔铁柱    杨玲珍    张明江 

办公机构 

党务行政办公室：张  莉（主任）   刘小平     周颖娟     孙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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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毅彪（兼主任）   邓  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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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战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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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人） 

  教  授: 杨毅彪 吕玉祥 胡  彧   

  副教授: 张文星 厉华明 薛海斌 邓  霄 冯  琳 王  宇 

  讲  师: 张  莹 马  宁 彭  华 孙永丽 冀炜邦 张万舟 陈 彬 冀 婷 张 杰 

光信息技术系（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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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荣  刘  丽  陈建宾  贾  鹏  曹中兴  刘香莲   

光源与照明工程系（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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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东  秦  伟  易小刚  田  跃  时秋峰   黄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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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丽平 
讲    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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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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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强  薛  林  韩  燕 
工程系列：王宏伟  曹海燕  杨慧岩  杨周琴  郭竹远  魏  循  张机源 

樊林林  李维强  张义叶  韩国华  武银兰  张青兰 

测控技术研究所、光电工程研究所（24 人） 

  教    授：牛憨笨（兼）刘喆颉（兼） 于化忠（兼） 史  方（兼） 
            范旭东（兼）刘雪明（兼） 贾宝华（兼） 李  默（兼） 
            王云才  秦建敏  刘绍鼎 
  副 教 授：乔铁柱  王  鹏  张建忠 
  讲    师：王安帮  程  鹏  张建国  郭龑强  刘  毅  韩  红  李  璞   
            李静霞 
工程系列：梁丽萍  薛保平  白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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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成员 

                    

李默:乔治亚理工学院    贾宝华:澳大利亚      李静霞:太原理工大学   刘毅:天津大学 

任终身教授        斯威本科技大学副教授                           

                    

李璞:太原理工大学   韩红:哈尔滨工业大学   孙志宏:南区管委会    时秋峰:北京交通大学 

 

                        

  黄小勇:新加坡国立大学     薛林:湘潭大学      韩燕:大连理工大学  王宇：塞吉-蓬图瓦兹大学（法） 

  

调出人员    常晓敏   乔记平 

 

 

 

200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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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14 33 59 0 85 37 61:43 10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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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党委工作 
2014 年，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党委坚决贯彻落

实学校党委的各项工作部署，紧密结合学校党委提出的“重返国家队，再铸新辉

煌，建设山西转型跨越发展领军高校的发展目标”，全面加强学院党建工作，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监督保证作用，积极开展“基层组织提升年”的活

动，保证了学院的和谐稳定发展，推动了学院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物电学院党

委下设 12 个党支部，其中教工党支部 7 个，学生党支部 5 个。学院现有党员 207

人，其中教工党员 81 人，学生党员 123 人，流动党员 3 人。 

学院党委于 2014 年 12 月 21 日在迎西校区博学馆报告厅召开中国共产党太

原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第一次党员大会。学院党委书记李建明在大会上

作了题为《求实创新，开拓进取——努力促进学院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的

工作报告；通过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太原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第一届

委员会。会后召开了中共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

举李建明同志为学院党委书记，彭彦彬同志为党委副书记。  

 
大会现场 

 
物电学院党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2014年中国共产党太原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第一次党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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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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望生病教

职工；协助校房产中心分配学校福利住房的相关工作。 

学院工会积极组织各类文化活动，2014 年度学院工会成功举办了“物电学院

第三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在太原西山狼坡风景区组织全学院会员及其

家属参加“物电学院登山赏春强体健身”活动举行；积极参加校工会的各项文体活

动：太原理工大学教职工运动会、太原理工大学教职工羽毛球比赛；我院杨玲珍

教授获 2014 年度太原理工大学“感动清泽 最美教师”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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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总结 
科研经费 

2014 年科研合同经费 1526.2 万元, 进账 954.16 万元, 新增校内可支配经费

247.6 万元。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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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云才 320 刘瑞萍 15 张文星 10 

崔艳霞 74 张建国 15 贾华宇 9.32 

乔铁柱 47.59 张荣 15 徐强 8.8 

易小刚 37.8 冀婷 11.2 靳宝全 8 

王安帮 37.35 张建忠 10.8 杨玲珍 7 

范旭东 36.45 孙永丽 10.4 李晓春 6.4 

吕玉祥 23.05 邓霄 10 张雍家 5 

曹恩思 21 樊文浩 10 张朝霞 4 

刘绍鼎 20 刘喆颉 10 崔彩娥 3 

秦建敏 18.8 田跃 10 陈彬 3 

张明江 18.2 王丽平 10   

王冰洁 18 王文杰 10   

陈智辉 17 薛海斌 10   

李辉 16.8 杨致 10   

郭龑强 16.2 张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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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新增科研项目 

2014 年新增科研项目 38 项, 其中国家级项目 13 项, 省部级项目 16 项, 企

业技术开发与服务项目 9 项。 

 国家级各类项目 

1. 范旭东, 基于光微流激光阵列的快速准确 DNA 分析与筛查(项目编号 6147125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81 万, 2015.01-2018.12. 

2. 崔艳霞, 利用阳极氧化铝模板纳米压印方法在倒置有机太阳能电池中引入偏振不敏感亚波

长光栅的研究(项目编号 6147510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84 万, 2015.01-2018.12. 

3. 王安帮, 色散光反馈半导体激光器产生无周期混沌激光(项目编号 61475111),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83 万, 2015.01-2018.12. 

4. 易小刚, 通信信号相关探测法实现 WDM-PON 网络中多信道光纤故障点的同时诊断(项目

编号 614751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84 万, 2015.01-2018.12. 

5. 曹恩思, 本征空位缺陷态 Ca2Nb2O7 薄膜的可控制备及 d0 磁性研究(项目编号 1140423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30 万, 2015.01-2017.12. 

6. 张  荣, 界面对矢量光束超分辨聚焦和焦区光斑整形影响研究(项目编号 11404237),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5 万, 2015.01-2017.12. 

7. 李   辉 , 高效率数字二维多普勒展宽谱仪开发及其在合金析出物中的应用 (项目编号

114051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8 万, 2015.01-2017.12. 

8. 刘瑞萍, 体心立方金属中螺位错运动机理的温度效应理论研究(项目编号 51401142),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5 万, 2015.01-2017.12. 

9. 张建国, 基于宽带匹配滤波相关法的混沌探地雷达研究(项目编号 5140416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5 万, 2015.01-2017.12. 

10. 王冰洁, 弱混沌信号实现大型运载工具内部电缆故障在线检测(项目编号 61401299),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30 万, 2015.01-2017.12. 

11. 郭龑强, 面向高速密钥分发的混沌光场量子统计特性研究(项目编号 6140513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7 万, 2015.01-2017.12. 

12. 秦建敏, 中德“气候变化中冰雪覆盖下的水生生态系统”双边研讨会(项目编号 GZ 1005),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德中心专项, 15.8 万, 2014.04.13-2014.04.18.  

13. 张雍家, 吸附氧对锐钛矿二氧化钛空位诱发 d0 磁性影响的理论研究(项目编号 1144718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理论物理专项, 5 万, 2015.01-2015.12.  

 

 省部级各类项目 

1. 王云才, 光子集成半导体混沌激光器联合开发(项目编号：2014DFA50870), 科技部国家国际

科技合作专项项目, 575 万, 2014.04-2017.03. 

2. 王云才 , 混沌信号的产生与应用 , 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创新团队项目 , 50 万 , 

2014.01-2016.12. 

3. 崔艳霞, 表面等离子体技术提高有机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山西省青

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 60 万, 2014.01-2017.12. 

4. 崔艳霞, 植入银纳米结构的倒置有机太阳能电池性能研究(项目编号：2014M550152), 中国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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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后基金一等资助, 8 万, 2014.05-2016.04. 

5. 崔艳霞, 金属纳米结构增强 PTB7 基有机光伏电池的光吸收, 山西省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

择优资助, 5 万, 2014.01-2016.12. 

6. 刘绍鼎, 2014 年度山西省教育厅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支持计划, 20 万, 2014.06-2017.06. 

7. 杨致, 利用无机苯构建分子自旋电子器件, 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支持计划, 

20 万, 2014.06-2017.06. 

8. 陈智辉, 光子晶体级联结构增强胶体量子点在宽角度、宽波段范围的远场发光, 山西省高等

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支持计划, 20 万, 2014.06-2017.06. 

9. 田跃, 2014 年度山西省教育厅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支

持计划, 20 万, 2014.06-2017.06. 

10. 张明江 , 面向煤矿岩体变形和巷道温度检测的混沌时域反射分布式传感系统(项目编号

20140321003-01), 山西省工业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10 万, 2014.01-2016.12. 

11. 刘喆颉, 超低磁场的探测技术和基于非负矩阵分解的 J波提取分析技术在生物医学方面的应

用(项目编号 2014081029-2), 山西省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 10 万,2014.01-2014.12. 

12. 杨玲珍, 基于混沌光纤传感实现冰情实时连续检测(项目编号：20140313023-3), 山西省社会

发展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7 万, 2014.01-2016.12. 

13. 崔彩娥, Eu3+ 和 Tb3+共激活单一基质白色长余辉发光材料合成与发光性能(项目编号：

2014011017-3), 山西省基础研究计划项目, 3 万, 2014.01-2016.12. 

14. 陈彬, 三元杂化腔光机械系统中的光学特性研究(项目编号：2014021011-1), 山西省青年科技

研究基金, 3 万, 2014.01-2016.12. 

15. 曹恩思, Nb:SrTiO3 衬底上钙钛矿型铌酸盐薄膜的制备、物理特性及磁电耦合研究(项目编

号：2014021018-2), 山西省青年科技研究基金, 3 万, 2014.01-2016.12. 

16. 张朝霞, 超宽带混沌组合脉冲解决生命探测雷达盲区的研究(项目编号 2014112), 山西省高

等学校科技创新项目, 4 万, 2014.06-2016.06. 

 

 

 企业技术开发与服务项目 

1. 贾华宇, 输电线路杆塔多参数监测装置群创项目研制, 24.4 万, 2014.08-2014.12. 

2. 贾华宇, 日光温室关键参数采集, 4 万, 2013.12-2014.12. 

3. 乔铁柱, 准能卡车电路板维修, 进账 1 万, 2014.03-2014.04. 

4. 王丽平, 金属/陶瓷多层膜纳米复合材料, 10 万, 2014.04-2015.05. 

5. 樊文浩, SA738B 钢高温疲劳及焊接接头失效分析鉴定, 10 万, 2014.05-2016.12. 

6. 吕玉祥, 异地遥控摄像等装置研制, 5 万, 2014.01-2014.12. 

7. 吕玉祥, 电力设备运行监测装置技术研究, 40.5 万, 2014.01-2014.12. 

8. 乔铁柱, “带式输送机纵向撕裂保护装置”专利技术转让, 0.5 万, 2014.06. 

9. 靳宝全, 煤矿回风巷风动力安全排水装置研究与应用, 70 万, 2014.05-2015.12. 

 

 

 校级各类项目 

2014 年共获得太原理工大学校内可支配经费 247.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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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韩  红(经费 11万)   黄小勇(经费 18 万)   时秋峰(经费 12 万)   陈景东(经费 18万) 

王安帮(经费 18万)   薛  林(经费 13 万)   韩  燕(经费 14 万)   李  璞(经费 18万) 

李静霞(经费 10万)   张明江(经费 37 万)   刘  毅(经费 10 万)   樊文浩(经费  9万) 

邓  霄(经费  8 万) 

 太原理工大学校基金项目 

优青培育项目： 

崔艳霞(经费  7万)   王安帮(经费  7 万)   刘绍鼎(经费  6 万)   黄小勇(经费  6万) 

田  跃(经费  6 万)   陈智辉(经费  6 万) 

青年项目： 

韩  红(经费  1万)   薛  林(经费  1 万)   李  璞(经费  1 万)   王  东（经费  1万） 

青年团队启动项目： 

张明江(团队负责人；经费 1.2 万)    刘  毅(经费 1.2 万)    王  鹏(经费 1.2 万) 

李静霞(王云才团队；经费 1.2 万)    秦  伟(郝玉英团队；经费 1.2 万) 

张  叶(郝玉英团队；经费 1.2 万)    王  磊(崔彩娥团队；经费 1.2 万) 

贾  鹏(蔡冬梅团队；经费 1.2 万) 

发明专利 

2014 年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8 项,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6 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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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15. 

2. 杨毅彪, 费宏明, 田东康, 杨慧岩, 马瑞霞, 韩昌盛, 李祥霞, 基于光子晶体的全可见光波段

全角度反射器, 专利号：ZL201210139917.0 , 授权日 2014.3.19. 

3. 田东康, 费宏明, 杨毅彪, 薛保平, 韩昌盛, 李祥霞, 马瑞霞, 基于光子晶体的近紫外至近红

外波段全角度反射器, 专利号：ZL201210184423.4 授权日 2014.3.19. 

4. 乔铁柱, 赵弼龙, 陈昕, 王峰, 满壮, 郑洪强, 一种煤矿井下人员精确定位的方法, 专利号：

ZL201210204518.8, 授权日：2014.06.25. 

5. 靳宝全, 徐致亚, 高妍, 张红娟, 梁翼龙, 一种智能电梯安全钳, 专利号：ZL20121 0224435.5, 

授权日：2014.07.09. 

6. 靳宝全, 张红娟, 高妍, 田振东, 王清琳, 一种矿用低压电网容性电流自动补偿装置, 专利

号：ZL201210224471.1, 授权日：2014.07.09. 

7. 乔铁柱, 赵弼龙, 靳宝全, 王峰, 满壮, 陈昕, 郑洪强, 一种输送带纵向撕裂视觉检测方法, 

专利号：ZL201210438872.7, 授权日：2014.07.30. 

8. 吕玉祥, 邓霄, 杨日尧, 刘超, 张机源, 新型噪声信号发生器, 专利号：ZL201210193504.0, 

授权日：2014.08.06. 

9. 李国辉 , 陈钰水 , 崔艳霞 , 一种光纤激光器到单模光纤的自动耦合装置 , 专利号：

201210330164.1, 授权日：2014.09.02. 

10. 乔铁柱, 陈昕, 满壮, 赵弼龙, 郑洪强, 基于偏振光谱分析的瓦斯突出检测方法, 专利号： 

ZL2012 1 0393335.5, 授权日：2014.10.22. 

11. 王云才, 王安帮, 张明江, 王冰洁, 张建忠, 王娜, 一种无源光网络故障检测装置及其检测

方法, 专利号：ZL201110126192.1, 授权日：2014.10.24 

12. 杨玲珍 , 马清亮 , 岳宝华 , 一种光生超宽带脉冲信号装置及其方法 , 专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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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201210186263.7, 授权日：2014.10.22. 

13. 吕玉祥, 杨建新, 马捷, 张机源, 刘超, 噪声波形信号发生装置, 专利号：ZL201210193478.1, 

授权日：2014.10.29. 

14. 王云才, 杨毅彪, 李璞, 王安帮, 张明江, 张建忠, 一种全光真随机数发生器 , 专利号：

ZL2012101595424, 授权日：2014.11.0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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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号：ZL201310109902.4, 授权日：2014.12.03. 

16. 王安帮, 王云才, 赵彤, 张明江, 徐航, 张建忠, 王冰洁, 一种混沌激光信号频谱展宽装置及

其方法, 专利号：ZL201210000656.4, 授权日：2014.12.04. 

17. 乔铁柱, 李建勇, 王峰, 李效露, 唐艳同, 胡明明, 牛犇, 钢绳芯胶带磁记忆智能检测传感器, 

专利号：ZL201210185184.4, 授权日：2014.12.0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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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号：ZL 201310056853.2 授权日：2014.12.10. 

19. 王东, 武钰丽, 靳宝全, 王云才, 杨毅彪, 蔡冬梅, 贾鹏, 一种矿用皮带输送机托辊外管磨损

度在线非接触式检测方法, 申请号：201410020968. 

20. 王东, 贾鹏, 蔡冬梅, 靳宝全, 王云才, 杨毅彪, 武钰丽, 基于光学相控阵的预期多个光束远

场焦斑形状或位置独立控制方法, 申请号：201410021062.0. 

21. 王东, 贾鹏, 蔡冬梅, 靳宝全, 王云才, 杨毅彪, 武钰丽, 基于光学相控阵的预期多组光束远

场焦斑位置独立控制方法, 申请号：201410021481.4. 

22. 王东, 武钰丽, 靳宝全, 王云才, 蔡冬梅, 贾鹏, 杨毅彪,一种用于相控阵多光束三维扫描的

相位分布设计方法, 申请号：201410298676.3. 

23. 陈智辉, 乔娜, 武建加, 杨毅彪, 费宏明, 王云才, 一种提高量子点远场发射效率的光子晶

体级联结构, 申请号：2014101365313. 

24. 乔铁柱 , 李兆星 , 靳宝全 , 王峰 , 王跃龙 , 钢丝绳磁记忆在线检测装置 , 申请号：

201410188185.3. 

25. 乔铁柱, 王晓超, 靳宝全, 王峰, 王跃龙, 景毅, 基于红外视觉的胶带纵向撕裂检测预警方

法 , 申请号： 201410130446.6. 

26. 乔铁柱, 魏福鹏, 靳宝全, 王峰, 王跃龙, 景毅, 基于 PSD 激光三角法的提升机主轴振动检

测方法, 申请号： 201410130423.5. 

27. 乔铁柱, 段燕飞, 王琦, 王峰, 靳宝全, 景毅, 基于红外光谱成像的胶带纵向撕裂危险源检

测方法, 申请号： 201410130488.x. 

28. 乔铁柱 , 王旭东 , 郑补祥 , 王琦 , 一种氧化锌避雷器泄漏电流检测方法 , 申请号： 

201410246891.9. 

29. 乔铁柱 , 李兆星 , 郑补祥 , 王峰 , 靳宝全 , 一种设备平衡在线测量装置 , 申请号： 

201410583046.0. 

30. 乔铁柱, 刘伟力, 闫朝辉, 薛保平, 王峰, 靳宝全, 一种煤矿机电设备检修无线监管系统及

其监管方法, 申请号：201410612815.5. 

31. 乔铁柱, 刘鑫, 徐志平, 薛保平, 靳宝全, 一种基于图像的露天矿运输安全预警方法, 申请

号：201410647990.8. 

32. 乔铁柱, 李兆星, 王旭东, 靳宝全, 一种物体倾斜角在线测量的二维传感器及其测量倾角的

方法, 申请号：201410692383.3. 

33. 张鹏, 王文先, 陈洪胜, 一种防护 X、γ 射线和中子辐射的硼铅铝复合板的制备方法, 申请

号：201410413729.1. 

34. 崔丽琴, 龙欣, 白云华, 秦建敏, 一种温度梯度和冰层厚度的在线自动监测装置, 申请号：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MR%3A(%E7%8E%8B%E4%B8%9C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MR%3A(%E6%AD%A6%E9%92%B0%E4%B8%BD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MR%3A(%E9%9D%B3%E5%AE%9D%E5%85%A8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MR%3A(%E7%8E%8B%E4%BA%91%E6%89%8D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MR%3A(%E8%94%A1%E5%86%AC%E6%A2%85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MR%3A(%E8%B4%BE%E9%B9%8F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MR%3A(%E6%9D%A8%E6%AF%85%E5%BD%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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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03479.9. 

35. 孙钦军, 高利岩, 周淼, 赵焕斌, 郝玉英, 史方, 一种基于三端电极结构的新型有机小分子

光伏器件, 申请号：201410100975.1. 

36. 蔡冬梅, 曾文杰, 刘建霞, 贾鹏, 吴奎, 小型化宽频微带天线, 申请号：201410246310.1. 

37. 贾鹏, 王东, 蔡冬梅, 基于自适应光学系统点扩散函数重建的图像盲卷积方法, 申请号：

201410026675.3. 

38. 贾鹏, 蔡冬梅, 王东, 基于衍射光学元件的通用型大气湍流相位屏的设计方法, 申请号：

2014104959953. 

39. 曹斌照, 刘欣, 梁文娟, 杨毅彪, 一种零折射率超材料平板波导耦合回音壁模的传感器, 申

请号：201410198765.0. 

40. 靳宝全, 白清, 萧凯雁, 高妍, 张红娟, 乔铁柱, 王东, 一种长距离矿井巷道低压供电设备短

路辅助保护装置, 申请号：201410242543. 

41. 靳宝全, 张红娟, 梁丽萍, 满兵兵, 高妍, 王东, 乔铁柱, 一种矿用气动潜水泵防空吸保护阀, 

申请号：201410241428. 

42. 靳宝全, 白雪峰, 田振东, 李维强, 高妍, 乔铁柱, 张红娟, 王东, 一种煤矿回风巷用气动式

排水自动控制系统, 申请号：201410241377. 

43. 靳宝全, 高妍, 张红娟, 王东, 乔铁柱, 孟鹤芝, 刘昕,, 一种矿用数字式本质安全输出电源, 

申请号：20141047294. 

44. 靳宝全, 余辉, 高妍, 王东, 张红娟, 乔铁柱, 刘昕, 一种乳化液浓度、液位与温度一体化测

量装置, 申请号：201410473155. 

45. 靳宝全, 雷宇, 陆义, 吴凤燕, 彭俊青, 冀倩倩, 王佳, 一种管网堵塞检测装置, 申请号：

201410473154. 

46. 靳宝全, 张红娟, 高妍, 王东, 孔维正, 乔铁柱, 李瑾, 一种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超声波测

距报警系统, 申请号：201410472948. 

47. 王云才, 张明江, 王安帮, 张建忠, 刘慧, 赵彤, 无时延、频谱平坦、宽带光子集成混沌半导

体激光器, 申请号：201410435033.9. 

48. 张文星, 张万舟, 冯琳, 韩国华, 马宁, 冀炜邦, 一种用于防止盗窃车辆燃油的放油螺丝

装, 申请号：201410051970.4. 

49. 李战锋 , 张叶 , 郝玉英 , 一种宽吸收谱的三元共轭聚合物给体材料 , 申请号： 

201410085174.2. 

50. 李战锋, 孙钦军, 袁树青, 郝玉英, 一种具有宽吸收谱的四元共轭聚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 申请号：201410486215.9. 

51. 张明江, 李岚, 刘毅, 王鹏, 柴晶, 一种可调谐多波长稳定窄线宽光纤激光器, 申请号：

201410111639.7. 

52. 刘毅, 张明江, 王鹏, 李岚, 基于多波长布里渊光纤激光器的光纤温度传感器, 申请号：

201410691738. 

53. 樊文浩, 陈少平, 李维强, 韩国华, 微波辅助 MgH2 固相反应法制备 Mg2SixSn1-xBiy 基热

电材料的方法, 申请号：201410343346. 

54. 郝玉英, 袁树青, 范学东, 张叶, 苗艳勤, 朱媛莉, 王华, 一种磷光二极管及其制造方法, 申

请号：201410502997.0. 

实用新型专利 

2014 年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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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丽琴, 龙欣, 白云华, 秦建敏, 一种温度梯度和冰层厚度的在线自动监测装置, 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号：201420246636.6（已授权）. 

授权软件著作权 

2014 年授权软件著作权 13 项。 

1. 靳宝全, 矿山供电设计与计算整定系统 V1.0, 登记号： 2014SR048523, 批准日：2014.04.24. 

2. 靳宝全, 一种具有抗污能力的电容式水位传感器系统 V1.0, 登记号： 2014SR090392, 批准

日：2014.07.03. 

3. 靳宝全, 煤矿巷道自动排水系统上位机软件 V1.0, 登记号：  2014SR090286, 批准日：

2014.07.03. 

4. 靳宝全, 矿井水位监测与控制系统分站软件 V1.0, 登记号：  2014SR090292, 批准日：

2014.07.03. 

5. 靳宝全, 超声波测距系统软件 V1.0, 登记号： 2014SR090289, 批准日：2014.07.03. 

6. 靳宝全, 供水远程监控上位机系统 V1.0, 登记号： 2014SR090364, 批准日：2014.07.03. 

7. 靳宝全, 供水远程监控下位机系统 V1.0, 登记号： 2014SR090583, 批准日：2014.07.03. 

8. 乔铁柱, 煤矿机电设备工况在线监控系统, 登记号： 2014SR091901, 批准日：2014.07.05. 

9. 乔铁柱, 煤矿机电设备手机点检终端系统, 登记号： 2014SR091897, 批准日：2014.07.05. 

10. 靳宝全, 巷道污水水位检测传感器软件 V1.0,  登记号： 2014SR147220, 批准日：2014.09.30. 

11. 靳宝全, 煤矿供电辅助设计教学软件 V1.0,  登记号： 2014SR147215, 批准日：2014.09.30. 

12. 乔铁柱, 煤矿机电设备手持终端系统, 登记号：2014SR199090,  批准日： 2014.12.17. 

13. 乔铁柱, 煤矿机电设备巡检在线管理系统, 登记号：2014SR198999, 批准日： 2014.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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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篇, 

其中 66 篇被 SCI 收录,  2 区以上论文 27 篇, 3 区以上论文 50 篇, 3 篇影响

因子大于 10；22 篇被 EI 收录；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提交 47 篇学术论文, 其

中 1篇被 EI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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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论文 

1. Xiaoyong Huang (黄小勇)*, Solid-state lighting: Red phosphor converts white LEDs, Nature 

Photonics, 8 (2014) 748–749. (SCI 1区, IF=29.985) 

2. Wei Qin (秦伟), Jasion. D., Chen. X., Wuttig. M, Ren. S, Charge-Transfer Magnetoelectrics 

of Polymeric Multiferroics, ACS Nano, 8 (2014) 3671–3677. (SCI 1 区, IF=12.033) 

3. Wei Qin (秦伟 ), Lohrman. J, Ren. S, Magnetic and Optoelectronic Properties of Gold 

Nanocluster–Thiophene Assembly, Angew. Chem. Int. Ed. 53 (2014) 7316–7319. (SCI 1 区, 

IF=11.336) 

4. Yanxia Cui (崔艳霞), Yingran He, Yi Jin, Fei Ding, Liu Yang, Yuqian Ye, Shoumin Zhong 
Yinyue Lin, Sailing He*, Plasmonic and metamaterial structures as electromagnetic absorbers, 

Laser & Photonics Rev. 8 (2014) 495–520. (SCI 1区, IF=9.313) 

5. Zhi-Hui Chen (陈智辉)*, Y. Wang, Yibiao Yang, Na Qiao, Yuncai Wang, Z. Yu, Enhanced 
Normal-Direction Excitation and Emission of Dual-Emitting Quantum Dots on a Cascaded 

Photonic Crystal Surface, Nanoscale, 6 (2014) 14708–14715. (SCI 1区, IF=6.739) 

6. Y. Zhao, X. Liu (刘欣), D. Lei* and Y. Chai*, Effects of surface roughness of Ag thin films on 

surface-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of graphene: nonlocality and physisorption strain, 

Nanoscale, 6 (2014) 1311–1317. (SCI 1 区, IF=6.739, 并列一作) 

7. X. Li (李晓春)*, S. Weng, B. Ge, Z. Yao, H. Yu*（于化忠）, DVD technology-based molecular 

diagnosis platform: quantitative pregnancy test on a disc, Lab Chip, 14 (2014) 1686. (SCI 1 区, 

IF=5.748) 

8. X. Li (李晓春)*, M. Shi, C. Cui (崔彩娥）, H. Yu*（于化忠）, Inkjet-Printed Bioassays for Direct 

Reading with a Multimode DVD/Blu-Ray Optical Drive, Anal. Chem., 86 (2014) 8922. (SCI 2 区, 

IF=5.825) 

9. Wei Qin (秦伟) , Gong. M., Shastry. T., Hersam. M, Ren. S, Charge-Transfer Induced Magnetic 

Field Effects of Nano-Carbon Heterojunctions, Scientific Reports, 4 (2014) 6126. (SCI 2 区, 

IF=5.078)  

10. WenXing Zhang (张文星), Voltage-driven spintronic logic gates in graphene nanoribbons, 

Scientific Reports, 4 (2014) 6320. (SCI 2 区, IF=5.078) 

11. Z. Yang (杨致)* , B. L. Zhang, X. G. Liu, X. Y. Li, Y. Z. Yang, S. J. Xiong and B. S. Xu, 

Size-dependent magnetic order and giant magnetoresistance in organic titanium-benzene 

multidecker cluster, Phys. Chem. Chem. Phys. 16 (2014) 1902−1908. (SCI 2 区, IF=4.198) 

12. X. Zhao, X. Li (李晓春) *, C. Cui (崔彩娥), H. Yu (于化忠)*, DVD diagnostic software for 

reading disc-based bioassays, acomparative study, Sensor Actuat B-chem, 195 (2014) 116. (SCI 2

区, IF=3.840) 

13. H. Peng (彭华) , N. Kioussis, G. Snyder, Elemental tellurium as a chiral p-type thermoelectric 

material, Phys. Rev. B. 89 (2014) 195206. (SCI 2 区, IF=3.664) 

14. Wenyan Wang, Yuying Hao (郝玉英)*, Yanxia Cui (崔艳霞)*, Ximin Tian, Ye Zhang, Hua 

Wang, Fang Shi, Bin Wei, Wei Huang, High-efficiency broad-band and wide-angle optical 

absorption in ultra-thin organic photovoltaic devices, Optics Express, 22 (2014) A376–A385. 

(SCI 2 区, IF=3.525) 

15. Wenjie Wang, Yan Sheng, Shaoding Liu, et al. Manipulation of quadratic cascading processes in 

a locally quasi-periodic χ(2)medium, Optics Express, 22 (2014) 6976. (SCI 2 区, IF=3.525) 

16. Y. Tian (田跃), B. Tian, C.Cui, P. Huang, L. Wang, B. Chen, Excellent optical thermometry 

based on single-color fluorescence in spherical NaEuF4 phosphor, Optics Letters, 39 (2014) 4164.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523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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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2 区, IF=3.179) 

17. W. Wang, Y. Cui(崔艳霞)*, Y. He, Y. Hao（郝玉英）*, Y. Lin, X. Tian, T. Ji, and S. He, 

“Efficient multiband absorber based on one-dimensional periodic metal/dielectric photonic crystal 

with a reflective substrate,” Opt. Lett. 39(2), 331-334 (2014).( SCI 2 区, IF= 3.179) 

18. Wanzhou Zhang (张万舟), Ran Li, Wenxing Zhang (张文星), Chengbo Duan, T. C. Scott, Trimer 

superfluid induced by photoassocation on the state-dependent optical lattice, Physical Review A, 

90 (2014) 033622. (SCI 2 区, IF=2.991) 

19. Z. Yang (杨致)*, D. H. Wang, L. C. Xu, X. G. Liu, X. Y. Li, and B. S. Xu, The adsorption of H2 

on Fe-coated C5H5 and its application in hydrogen storage, Int. J. Hydrogen Energy, 39 (2014) 

19621. (SCI 2 区, IF=2.930) 

20. Dan Liu, Cai’e Cui (崔彩娥), Ping Huang (黄平), Lei Wang, Guowei Jiang, Luminescent 

properties of red long-lasting phosphor Y2O2S:Eu3+, M2+ (M = Mg, Ca, Sr, Ba), Ti4+ nanotubes 

via hydrothermal method,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583 (2014) 530−534. (SCI 2 区, 

IF=2.726)   

21. Lei Wang (王磊), Jie Dong, Ping Huang, Cai’e Cui, Influence of sulfuretted temperature on the 

luminescent properties of Y2O2S:Eu3+, Mg2+, Ti4+ nanoarrays by EDTA complexing sol-gel 

template method ,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589 (2014) 330−335. (SCI 2 区, IF=2.726) 

22. Y. Tian (田跃), B. Tian, B. Chen, C.Cui, P. Huang, L. Wang, R. Hua, Ionic liquid-assisted 

hydrothermal synthesis and excitation wavelength-depedent luminescence of YBO3:Eu3+ 

nano-micro-crystals,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590 (2014) 61. (SCI, 2 区, IF=2.726)  

23. Y. Tian (田跃), B. Tian, B. Chen, C.Cui, P. Huang, L. Wang, R. Hua, Morpholigical tuning and 

enhanced luminescnce of NaEuF4 nano-/submicro-crystals,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313 (2014) 

504. (SCI 2 区, IF=2.538) 

24. Lei Li, Anbang Wang, Hang Xu, Pu LI, Longsheng Wang, Yuncai Wang (王云才)*, Random Bit 

Generator Using Delayed Self-Difference of Filtered Amplified Spontaneous Emission, IEEE 

Photonics Journal, 6 (2014) 7500109. (SCI 2 区, IF=2.330) 

25. Mingjiang Zhang (张明江)*, Yongning Ji, Yongning Zhang, Yuan Wu,Hang Xu, Weipeng Xu, 

Remoto radar based on chaos gerenation and radio over fiber, IEEE Photonics Journal, 6 (2014) 1. 

(SCI 2 区, IF=2.330) 

26. Dong Wang (王东)*, Yu-Li Wu, Bao-Quan Jin, Peng Jia, Dong-Mei Cai, A phase distribution 

design method for phased arrays multi-beam independently generating and three-dimensional 

scanning, IEEE Photonics Journal, 6 (2014)1–11. (SCI 2 区, IF=2.330) 

27. L. Cao (曹铃)*, D. Wang, R. Wang, NiO thin films grown directly on Cu foils by pulsed laser 

deposition as anode materials for lithium ion batteries, Mater. Lett. 132 (2014) 357. (SCI 2 区, 

IF=2.269) 

28. Zhihui Wang, Zhanfeng Li (李战锋)*, Haiqing Zhang, Weipeng Liu, Xiaoxiang Xu, Changfeng 

Si, Yanxia Cui, Qinjun Sun, Hua Wang, Fang Shi, Yuying Hao (郝玉英)*, A Conjugated 

Random Copolymer of Benzodithiophene-Difluorobenzene-Diketopyrrolopyrrole with Full 

Visible-Light Absorption for Bulk-Heterojunction Solar Cells, Macromol. Chem. Phys. 215 (2014) 

2119−2124. (SCI 3 区, IF=2.451) 

29. Cai’e Cui (崔彩娥), Liu Huan, Huang Ping, Wang Lei, Influence of Mg2+, Ti4+ co-doping 

concentration on the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Y2O2S:Eu3+, Mg2+, Ti4+ nanotube arrays, 

Journal of Luminescence, 149 (2014) 196−199. (SCI 3 区, IF=2.367)  

30. Cai’e Cui (崔彩娥 ), Guowei Jiang , Ping Huang, Lei Wang, Dan Liu, Synthesi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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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zation of Y2O2S:Eu3+, Mg2+, Ti4+ nanotubes via hydrothermal method, Journal of 

Luminescence, 145 (2014) 665−668. (SCI 3 区, IF=2.367) 

31. Ping Huang (黄平), Xueqin He, Cai’e Cui, Lei Wang, The effect of concentration of Dy3+ ions 

on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Y2O2S:Dy3+, Mg2+, Ti4+ phosphors, Ceramics International, 40 

(2014) 6435−6440 (SCI 3 区, IF=2.086) 

32. Ping Huang (黄平), Xueqin He, Cai’e Cui, Lei Wang, Synthesis and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Y2O2S:Dy3+, Mg2+, Ti4+ phosphors prepared by sol-gel process, Ceramics International, 40 

(2014) 2663−2668. (SCI 3 区, IF=2.086) 

33. Cai’e Cui (崔彩娥), Jiang, Guowei, Huang, Ping, Wang, Lei, Liu, Dan, Effect of Eu3+ 

concentration on the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Y2O2S:Eu3+, Mg2+, Ti4+ nanotubes,  

Ceramics International, 40 (2014) 4725−4730. (SCI 3 区, IF=2.086) 

34. Dan Liu (刘丹), Ping Huang, Cai’e Cui, Lei Wang, Guowei Jiang Effects of simultaneous change 

of Mg2+ and Ti4+ contents on the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Y2O2S:Eu3+, Mg2+, Ti4+ 

nanotubes, Ceramics International, 40 (2014) 117−122. (SCI 3 区, IF=2.086) 

35. Yongli Sun (孙永丽)*, BangqiaoYang, Yajuan Sun, PingYang, Huaming Li.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diffusion coefficients in a model liquid and glass forming liquid, 

Ceramics International, 40 (2014) 9941. (SCI 3 区, IF=2.086) 

36. L. Feng (冯琳), E.K. Liu, W.X. Zhang, W.H. Wang, G.H. Wu, First-principles investigation of 

half-metallic ferromagnetism of half-Heusler compounds XYZ, Journal of Magnetism and 

Magnetic Materials, 351 (2014) 92. (SCI 3 区, IF=2.002) 

37. B. L. Zhang, D. H. Wang, Z. Yang (杨致)*, L. C. Xu, R. P. Liu, P. W. Li and X. Y. Li, 

Non-collinear magnetic order and spin–orbit coupling effect in 4d transition metal monatomic 

chains, Journal of Magnetism and Magnetic Materials, 368 (2014) 262−266. (SCI 3 区, IF=2.002) 

38. Y. Tian (田跃), B. Tian, B. Chen, C.Cui, P. Huang, L. Wang, R. Hua, Template-free syntehsis, 

tunable luminescent colors and energy transfer of sesame-like TbF3:Eu3+ microcrystals, 

Materials Research Bulletin, 53 (2014) 38. (SCI 3 区, IF=1.968) 

39. Wei guo (郭玮)*, H.A. Ma, X. Jia, The etching process of boron nitride by alkali and alkaline 

earth fluorides under high pressure and high temperature, Materials Research Bulletin 51 (2014) 

258–262. (SCI 3 区, IF=1.968) 

40. Yong Li Sun (孙永丽)* , Ya Juan Sun, Ping Yang, Hua Ming Li, Cluster distribution entropy in 

Ti50Cu50 and Ti50Cu45Ni5 metallic glasses, J. Non-Crystal. Solids, 398 (2014) 16. (SCI 3 区, 

IF=1.716) 

41. L. Cao (曹铃)*, D. Wang, L. Xu, X. Li, First-principles study on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Mo-C 

codoped anatase TiO2, Solid State Commun. 185 (2014) 5. (SCI 3 区, IF=1.698) 

42. Ping Huang (黄平), Dan Liu, Cai’e Cui, Lei Wang, Guowei Jiang, Synthesis and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red long-lasting phosphor Y2O2S:Eu3+, Zn2+, Ti4+ nanotubes via hydrothermal 

method, Applied Physics A-Materials Science & Processing, 116 (2014) 759−765. (SCI 3 区, 

IF=1.694)  

43. T. Ji（冀婷）, L. Peng, Z. Fang, Y. Cui, Y. Hao, "Band offsets of Er2O3 films grown on Ge 
substrates by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Applied Physics A-Materials Science & 

Processing, 115 (2014) , 797−800. (SCI 3区, IF=1.694) 

44. Wenjie Wang (王文杰)*, Yan Sheng, Xiaoying Niu, et al. Second harmonic Čerenkov radiation 

in bulk birefringent quadratic medium without any χ(2) modulation, Optics & Laser Technology, 

58 (2014) 16. (SCI 3 区, IF=1.649) 

45. L. Y. Yin, Y. H. Huang, X. Wang, S. T. Ning, and S. D. Liu (刘绍鼎)*, Double Fano reson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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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nanoring cavity dimers: The effect of plasmon hybridization between dark subradiant modes, 

AIP Advances, 4 (2014) 077113. (SCI 3 区, IF=1.590) 

46. Min Huang, AnbangWang, PuLi, HangXu, YuncaiWang (王云才)*, Real-time 3 Gbit/s true 

random bit generator based on a super-luminescent diode, Optics Communications, 325 (2014) 

165–169. (SCI 3 区, IF=1.542) 

47. Juanfen Wang*(王娟芬), Junqiang Liang, Pu Li, Lingzhen Yang, Yuncai Wang (王云才), 

All-optical random numbe generation using highly nonlinear fibers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Optics Communications, 321 (2014) 1–5. (SCI 3 区, IF=1.542) 

48. Naijun Xu, Lingzhen Yang (杨玲珍), Juan Zhang, Xiangyuan Zhang, Juanfen Wang, Zhaoxia 

Zhang, Xianglian Liu, Fault detection technique for 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using chaotic fiber laser, Optical Fiber Technology, 20 (2014) 163–167. (SCI 3 区, 

IF=1.188) 

49. Yongning Ji, Mingjiang Zhang (张明江)*, Yuncai Wang, Peng Wang, Anbang Wang, Yuan 

Wu,Hang Xu, and Yongning Zhang, Microwave-Photonic Sensor for Remote Water-Level 

Monitoring Based on Chaotic Las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furcation and Chaos, 24 (2014) 

1450032. (SCI 3 区, IF=1.017)      

50. Hang Xu, Bingjie Wang , Jingxia Li, Anbang Wang, and Yuncai Wang (王云才)*, Location of 

wire faults using chaotic signal generated by an improved Colpitts oscilla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furcation and Chaos, 24 (2014) 1450053. (SCI 3 区, IF=1.017) 

51. P.Jia (贾鹏), D.Cai, D.Wang, Parallel blind deconvolution of astronomical images based on the 

fractal energy ratio of the image and regularization of the point spread function, Experimental 

Astronomy, 38 (2014) 41−63. (SCI 4 区, IF=2.663) 

52. L. Cao (曹铃)*, R. Wang, D. Wang, L. Xu, X. Li, Enhanced visible light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for the hybrid MoS2/anatase TiO2(001) nanocomposite: A first-principles study, Chem. Phys. 

Lett. 612 (2014) 285. (SCI 4 区, IF=1.991) 

53. Zhi-Wen Hou, Ai-guo Kang (康爱国)*, et. Dimension effects on the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fine 

BaTiO3 ceramics, Chin. Phys. B. 23 (2014) 117701-1−117701-4. (SCI 4 区, IF=1.392) 

54. Ximin Tian, Wenyan Wang, Yuying Hao (郝玉英)*, Yinyue Lin, Yanxia Cui, Ye Zhang, Hua 

Wang, Bin Wei & Bingshe Xu, Omnidirectional and polarization-insensitive light absorption 

enhancement in an organic photovoltaic device using a one-dimensional nanograting, J. Modern 

Optics,61(21), (2014) 1714-1722. (SCI 4 区, IF= 1.169) 

55. L. Liu (刘丽), Y. T. He, J. G. Zhang, H. Y. Jia, J. Ma. Optimum linear array for aperture synthesis 

imaging based on redundant spacing calibration, Optical Engineering, 53 (2014) 053109. (SCI 4

区, IF=0.958) 

56. Y. L. Gao, X. Y. Li (李秀燕)*, X. F. Shi, Z. Yang, L.C. Xu, R.P. Liu. Structural, electronic, and 

optical absorption properties of TiO2 nanotube adsorbed with Cun clusters. Science China 

Physics, Mechanics & Astronomy, 57 (2014) 7. (SCI 4 区, IF=0.864) 

57. Fan, W.-H. (樊文浩), Jiao, Y.-Y., Chen, R.-X., Wu, D.-Y., Meng, Q.-S., & Chen, S.-P. (2013). 

Thermoelectric transport properties and structure of Mg2Si0.8Sn0.2 prepared by ECAS under 

different current intensities. Rare Metals, 33 (2014) 215–218. (SCI 4 区, IF=0.806) 

58. H. Peng (彭华)*, C Wang, J Li, Enhanced thermoelectric properties of AgGaTe2 utilizing carrier 

concentration adjusting, Physica B: Condens. Matter, 441 (2014) 68. (SCI 4 区, IF=0.771) 

59. H. Wei (韦宏艳), H. Zhang, Echo-wave scatt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ffuse target in the slant 

atmospheric turbulence, Optik, 125 (2014) 6450−6458. (SCI 4 区, IF=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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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D. Cai (蔡冬梅)*, K. Wang, A. Zhai, H.Wei. Light efficiency of liquid crystal spatial light 

modulator using for wavefront corrector in AO, Optik, 125 (2014) 4177–4180. (SCI 4 区, 

IF=0.769) 

61. Baoquan Jin (靳宝全), Xin Liu, Hongjuan Zhang, Liquid level sensor based on the coaxial cable 

capacitance mechanism, Sensor Letters, 11 (2013) 2105. (SCI 4 区, IF=0.558) 

62. Wentao Hao (郝文涛)*, Panpan Xu, Jialiang Zhang, Ensi Cao, Hua Peng, Giant dielectric- 

permittivity property of NaCu3Ti3NbO12 and NaCu3Ti3SbO12 ceramics and low dielectric loss 

in NaCu3Ti3SbO12 ceramics, J. Inorg. Mater., 29 (2014) 62−66. (SCI 4 区, IF=0.537) 

63. Wentao Hao (郝文涛)*, Jialiang Zhang, Panpan Xu, Ensi Cao, Hua Peng, Dielectric property of 

high density CaCu3Ti4O12 ceramics, J. Inorg. Mater., 29 (2014) 67−70. (SCI 4 区, IF=0.537) 

64. 郝锐, 邓霄*, 杨毅彪, 陈德勇, ZnO 纳米线/棒阵列的水热法制备及应用研究进展, 化学学

报, 72 (2014) 1199-1208 (SCI 4区, IF=0.622) 

65. 蔡冬梅*,王昆, 贾鹏, 王东, 刘建霞, 功率谱反演大气湍流随机相位屏采样方法研究, 物理

学报, 63 (2014) 104217-1. (SCI 4 区) 

66. 郭元军, 刘瑞萍*, 杨致, 李秀燕, 过渡元素掺杂对 Mo力学性能的研究, 物理学报, 63 (2014) 

87102. (SCI 4 区) 

67. L. Liu (刘丽), P. Yang, J. G. Zhang, H. Y. Jia. Compressive sensing with Tent chaotic sequence, 

Sensors & Transducers, 165 (2014) 119. (EI) 

68. Juan Zhang, Ling-zhen Yang (杨玲珍), Nai-jun Xu, Juan-fen Wang, Zhao-xia Zhang, Xiang-lian 

Liu, Widely tunable chaotic fiber laser for WDM-PON detection, Optoelectronics Letters, 10 

(2014) 232–235. (EI) 

69. 王大可, 王娟芬*, 党婷婷, 张朝霞, 杨玲珍, 非均匀梯度折射率波导中自相似光波的形成和

管理, 光学学报, 34 (2014) 0719002. (EI) 

70. 王 磊, 董 杰, 黄 平, 田 跃, 崔彩娥, 碱土金属离子对红色长余辉材料 Y2O2S：Eu3+, M2+

（M=Mg,Ca,Sr,Ba）, Ti4+纳米阵列发光性能的影响, 发光学报, 35 (2014) 553–556. (EI) 

71. 韦宏艳, 程玲, 蔡冬梅, 大气湍流尺度对角反射回波闪烁指数的影响, 中国激光, 7 (2014) 

S113002. (EI) 

72. 贾华宇*, 刘丽, 张建国, 流水线 ADC 中宽带电流型运算放大器的设计, 光学精密工程, 22 

(2014) 271–276. (EI) 

73. 贾华宇*, 刘丽, 张建国, 流水线 ADC 的权重误差校准, 光学精密工程, 22 (2014) 272–279. 

(EI) 

74. 侯志文, 康爱国* 等, 钛酸钡陶瓷的光学响应与结构之间关系研究, 人工晶体学报, 43 (2014) 

2219. (EI) 

75. 乔记平, 秦建敏, 闫晓燕, 张朝霞, 基于宽带光源与相关光谱技术的CH_4传感器研究, 光电

子, 激光, 25 (2014) 217–221. (EI) 

76. 张朝霞*, 周俊杰, 张明江, 张东泽, 利用组合脉冲解决超宽带雷达中探测盲区问题, 系统工

程与电子技术, 36 (2014) 18. (EI) 

77. 乔铁柱, 陈昕, 王峰, 靳宝全, 基于视频动态人物自适应标定技术, 仪器仪表学报, 35 (2014) 

1086. (EI) 

78. 张鹏, 张哲维, 李宇力, 王文先, 王保东, 高含量 B4C 铝基复合材料在 H2SO4 溶液中的腐蚀

行为研究, 粉末冶金材料科学与工程, 19 (2014) 328. (EI) 

79. 张鹏, 张哲维, 李宇力, 王文先, 王保东, 高含量铝基碳化硼复合材料的性能研究, 粉末冶

金材料科学与工程, 19 (2014) 95. (EI) 

80. 袁树青, 朱媛莉, 王振国, 郝玉英*, 王华, 许并社, 基于空间电荷限制电流模型的 FeCl3 掺

杂 CBP 的空穴迁移率研究, 光电子, 激光, 25 (2014) 1288.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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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蔡冬梅*, 遆培培, 贾鹏, 王东, 释放孔对微机电系统变形镜光学性能的影响, 中国激光, 41 

(2014) 0612001-1. (EI) 

82. 蔡冬梅*, 遆培培, 贾鹏, 刘建霞, 韦宏艳, 基于液晶空间光调制器的动态哈特曼传感器的研

究, 中国激光, 41 (2014) S112001-1. (EI) 

83. 曹斌照, 梁文娟, 邓启敏, 零折射率超材料加载 WGM 介质环的传输特性, 电子学报, 42 

(2014) 12. (EI) 

84. 程鹏, 高爽, 张文栋, 桑胜波*, 基于阻抗响应的磁弹性传感器共振频率测量系统, 光学精密

工程, 22 (2014) 3012–3018. (EI) 

85. 王斐斐, 张丽, 杨玲珍, 刘艳阳, 基于混沌光纤激光的准分布式布拉格传感网络, 光学学报, 

8 (2014) 88-92: 0806006-1-6. (EI) 

86. 刘艳阳, 杨玲珍, 王斐斐, 陈曦, 张朝霞, 王娟芬, 刘香莲, 放大自发辐射光源结合相关法实

现无源光网络故障, 中国激光, 41 (2014) 8: 0805004-1-12. (EI) 

87. 韩昌盛, 杨毅彪*, 王云才, 费宏明, 陈智辉, 李祥霞, 二维介质柱形 Archimedes 复式晶格

光子晶体禁带特性研究. 光子学报, 43(2014), 06160031. (EI) 

88. Baoquan Jin (靳宝全), Xiaohui Hao, Hongjuan Zhang, Yan Gao, The power supply design 

software model for mine based on VBA technology, Computer Modeling and New Technologies, 

18 (2014) 127. (EI 源) 

89. Qing Bai, Baoquan Jin (靳宝全), Yan Gao, An online fault pre-warning system of the rolling mill 

screw-down device based on virtual instrument, Sensors & Transducers, 168 (2014) 1.  

90. Baoquan Jin ( 靳宝全 ), Xin Liu, Hongjuan Zhang, Improvement on performance of 

electro-hydraulic central position control system by adaptive reaching law sliding mode method, 

Przeglad Elektrotechniczny, 90 (2014) 146. 

91. 王磊, 董杰, 黄平, 张青翠, 崔彩娥, 郝虎在, 硫化温度对Y2O2S:Eu3+,Mg2+,Ti4+红色长余

辉材料的形貌和发光性质的影响,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45 (2014) 296–300.   

92. 杨洋, 靳宝全, 李凤霞, 井下积水水位监控预警装置设计, 制造业自动化, 36 (2014) 150.  

93. 杨洋, 李凤霞, 靳宝全, 井下水情监测系统通信方案研究, 矿山机械 42 (2014) 108. 

94. 司昌楠, 靳宝全, 矿区水源井与供水管网远程监控系统研究, 煤矿机械, 35 (2014) 219.  

95. 王吉星, 李凤霞, 靳宝全, 矿山水源井群远程测控系统设计, 工矿自动化, 40 (2014) 90. 

96. 龙欣, 程 琦, 秦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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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的认识与实践, 44 (2014) 71–79. 

97. 白云华, 崔丽琴, 秦建敏, 基于Zigbee与GPRS网络数据传输技术的黄河河道断面冰水情多

点自动监测系统设计与应用, 数学的认识与实践, 44 (2014) 101–107. 

98. 周洋, 秦建敏, 李冠阳, 彭锦, 基于光纤光栅测量静冰压力的应用研究, 数学的认识与实践, 
44 (2014) 156–162. 

99. 李冠阳, 秦建敏, 周洋, 彭锦, 基于DS18B20的冰层温度梯度-厚度传感器的设计, 数学的认

识与实践, 44 (2014) 150–157. 

100. 王丽娟, 秦建敏, 梁海涛, 叶强, 基于冰情检测环境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路由协议研究, 数学

的认识与实践, 44 (2014) 203–211. 

101. 窦银科, 常晓敏, 敦卓, 秦建敏, 袁凯琪, 薛盈, 电容感应式冰厚监测系统在南极海冰监测

中的应用, 数学的认识与实践, 44 (2014) 197–204. 

102. 闫晓燕, 秦建敏, 乔记平, 基于磁异常检测的飞机测速定位系统的研究, 传感技术学报, 
27 (2014) 213–216.   

103. 乔记平, 秦建敏, 闫晓燕, 张朝霞, 相关光谱式气体检测系统的光学仿真及优化, 数学的

认识与实践, 44 (2014) 193–198. 

104. 张朝霞*, 傅正, 张明江, 周俊杰, 张东泽, 闫东, 超宽带穿墙雷达设计与脉冲压缩回波处理,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45 (2014) 106.   

105. 傅正, 闫东, 赵岩, 王慧慧, 张明江, 张朝霞*, 基于 MMSE 的超宽带脉冲压缩雷达优化, 太

原理工大学学报, 45 (2014) 522.   

106. 郭雅晶, 李秀燕*, 杨致, 刘瑞萍, 锌、镉和汞二价负离子团簇的结构和芳香性研究, 原子与

http://acad.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7&CurRec=2&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4&filename=CGJS201402013&urlid=&yx=
http://acad.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7&CurRec=8&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4&filename=SSJS201405027&urlid=&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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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物理学报, 31 (2014) 241.   

107. 张鹏, 张哲维, 李宇力, 王文先, 王保东, 高含量 B4C/Al 基复合材料磨损行为研究, 热加工

工艺, 43 (2014) 110.   

108. 邓霄, 程鹏, Pd 掺杂 ZnO (0001)表面的气敏机理研究, 微纳电子技术, 51 (2014) 224-228.  

109. 马丽静, 语音信号的矢量量化研究综述, 科技与创新, 01 (2014) 134. 

110. 曾文杰, 蔡冬梅*, 吴奎, 贾鹏, 刘建霞, 一种可展宽频带的 U 型切角天线, 电子元件与材料, 
33 (2014) 55.  

111. 邓霄, 高翻琴, 孙永娇, Pd 掺杂 ZnO 纳米线的乙醇气敏特性研究, 传感器与微系统, 33 
(2014) 24-26.  

112. 程鹏, 高爽, 张文栋, 桑胜波*, 基于磁致伸缩的便携式液体黏度测量仪设计, 太原理工大学

学报, 45 (2014) 837.  

113. 王云才, 王安帮, 李璞, 高速实时物理随机码发生器, 中国密码学会通信, 6 (2014) 12–16. 

114. 李璞, 王云才, 面向高速保密通信的激光混沌物理随机数发生器研究进展, 激光与光电子学

进展, 51 (2014)13–24.    

115. 王云才 , 张建国 , 徐航 , 王安帮 , 基于混沌信号的光时域反射仪 , 光学仪器 , 36 (2014) 
449–454.   

116. 王云才, 王安帮, 李璞, 高速实时物理随机码发生器, 中国密码学会通信, 6 (2014) 12–16. 

117. 邓霄, 程鹏, 张建国, 煤炭自燃指标气体浓度无线监测系统的设计,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45 
(2014) 324-327.  

118. 李祥霞, 陈智辉, 田东康, 杨毅彪*, 费宏明, 王云才, 可见光至近红外一维光子晶体反射特

性研究. 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 31(2014): 498-503. 

 

 

 会议论文 

1. Qin Jianmin（秦建敏), Cui Liqin（崔丽琴),Wang Lijuan, The Ice Status measurement sensor 
based on the equivalent resistance difference among air, ice and water and its application in ice 
river measurements. 22nd IAH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ce, August 11 to 15, Singapore 
(2014). 

2. H. Li（李辉),H. J. Zhang, M. Maekawa, Y. K. Fukaya, A. Kawasuso, Spin-polarizations on 
ferromagnet surfaces observed by a spin-polarized positron beam. The 69th spring conference of 
Japan Physics Society Meeting, March 28th, Hiratsuka, Japan (2014). 

3. H. Li（李辉),H. J. Zhang, M. Maekawa, Y. K. Fukaya, A. Kawasuso, Spin-polarizations on 
ferromagnet surfaces observed by a spin-polarized positron beam. The 51st conference of 
radioactive isotope research, July 8th, Tokyo, Japan (2014). 

4. H. Li（李辉), M. Maekawa, A. Kawasuso. Effect of magnetic field on positron lifetime in 
ferromagnets.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positron studies of defects 2014 (PSD-14). Sep 
14-19th, Kyoto, Japan (2014). 

5. X. Liu (刘欣), Y. Zhao, Y. Chai, D. Lei, Effects of surface roughness of Ag thin films on 
surface-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of graphene: spatial nonlocality and physisorption strain,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s of Plasmonics, March 26-30, Xiamen, China (2014). 

6. X. Liu (刘欣), D. Lei, Simultaneous excitation and emission enhancements in upconversion 
luminescence using plasmonic double-resonant gold nanorods,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s of Plasmonics, March 26-30, Xiamen, China (2014). 

7. K Wu, D. Cai (蔡冬梅)*, D.Wang, P.Jia, Static characteristic measurement of MEMS deformable 
mirror with phase-shift interferometer, Proc. SPIE. 92801A (2014). (EI) 

8. Qimin Deng, Wenjuan Liang, and Binzhao Cao(曹斌照 )*.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sensor based on parallel-plate waveguide with elliptic-grooved resonant cavit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ical, Control and Automation ICECA . Feb. 22-23, Shanghai, 
China (2014). 

9. Bingjie Wang (王冰洁)*. Wire Fault Location Based on Chaotic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The 7th Chaotic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June 7-11, Lisbon, Portugal 
(2014). 

10. Bingjie Wang (王冰洁)*. Low cost chaos-OTDR using laser diode modulated by Colpitts 
oscillator, 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 research symposium (PIERS 2014), August 25-28, 
Guangzhou, Chin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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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ang Xu, Yuncai Wang (王云才)*, Chaos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CTDR) for Wire Fault 
Location, 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 research symposium (PIERS 2014), August 25-28, 
Guangzhou, China (2014). 

12. Bingjie Wang (王冰洁)*, Target detection and ranging through lossy media using chaotic radar, 
The 6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haos-Fractal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Sep 12-14, 
Qingdao, China (2014). 

13. Hang Xu, Yuncai Wang (王云才)*, Chaos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for on-line detection of 
wire faults, The 6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haos-Fractal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Sep 
12-14, Qingdao, China (2014). 

14. Zhang Mingjiang(张明江), Photonic generation of ultra-wideband signals and its applications 
based on semiconductor laser, Photonic Asia 2014, Oct. 8-11,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Invited Speech (2014).  

15. Zhang Mingjiang(张明江), Liu Hui, Chaotic Brillouin optical coherent domain reflectometry, 
Chinese-Russian Workshop on Laser Physics, Fundamental and Applied Photonics, April 31-May 
2, Tianjin, Oral presentation (2014). 

16. Yi Liu( 刘 毅 )*, Mingjiang Zhang,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using multiwavelength 
Brillouin-Erbium fiber laser, Photonic Asia 2014, Oct. 8-11,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Oral presentation (2014). 

17. Zhe Ma*, Mingjiang Zhang(张明江), Chaotic Brillouin optical coherent domain reflectometry, 
Photonic Asia 2014, Oct. 8-11,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Oral presentation (2014).  

18. Zhe Ma, Mingjiang Zhang(张明江)*, “Chaotic Brillouin optical coherent domain reflectometry,” 
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s Research Symposium 2014, 8.25-28, Guang Zhou, Oral presentation 
(2014). 

19. Jingxia Li (李静霞)*, Chaotic Radar Based on Microwave Nonlinear Circuit, 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 research symposium (PIERS 2014), August 25-28, Guangzhou, China (2014). 

20. 郝玉英*, 崔艳霞, 张叶, 王文艳, 田喜敏, 宋景成, 表面等离子体效应在有机光伏器件中的

应用, 第六届全国光学青年学术论坛, 7月31日-8月2日, 西安（2014）, 邀请报告. 

21. 王文艳, 郝玉英*, 崔艳霞*, 张叶, 田喜敏, 核壳银纳米光栅对超薄有机太阳能电池光吸收

的影响, 7月31日-8月3日, 西安,  张贴报告. 

22. 田喜敏, 郝玉英*, 张叶, 崔艳霞*, 基于 MoO3/Ag/MoO3核壳光栅阳极的小分子有机光伏器

件的光吸收性能研究, 7月31日-8月3日, 西安,  张贴报告. 

23. 王志慧, 李战锋*, 刘伟鹏, 许晓祥, 崔艳霞, 郝玉英*, 宽吸收谱三元聚合物给体材料的合

成及光伏性能研究, 7月31日-8月3日, 西安, 张贴报告. 

24. 李战锋*, 郝玉英*, 宽吸收谱多元聚合物给体材料的合成及光伏性能研究, 7月31日-8月3日, 

西安, 口头报告. 

25. 乔宗华, 李战锋*, 刘伟鹏, 许晓祥, 郝玉英*, 具有宽吸收光谱的四元聚合物给体材料的光

伏性能研究, 7月31日-8月3日, 西安, 张贴报告. 

26. 孙钦军、赵焕斌, 周淼, 郝玉英*, CsF 掺杂 Alq3复合阴极缓冲层提高 C60/CuPc 有机太阳能

电池性能的研究, 8月11日-15日, 哈尔滨, 口头报告. 

27. 刘慧, 张永宁, 张明江*, 混沌布里渊相干域反射（CBOCDR）, 7.31-8.2, 第六届全国光学青

年学术论坛, 西安, 张贴报告 (2014). 

28. 李岚 , 刘毅, 张明江*, 一种新型的环形腔窄线宽掺铒光纤激光器 , 2014秋季物理会议,  

9.12-15, 哈尔滨, 张贴报告 (2014). 

29. Jianfeng Jin, 秦建敏, The lysis of bacterial cell in oscillating electric field, 中国电子学会电路

与系统分会第25届学术年会, 10月, 成都, 中国 (2014). 

30. 崔丽琴, 秦建敏, 平行极板电容感应式冰层厚度传感器原理及应用研究.中国电子学会电路

与系统分会第25届学术年会, 10月, 成都, 中国 (2014). 

31. 左广宇, 杜超, 秦建敏, 基于铂电阻 Pt100 的青藏高原冻土活动层高精度温度检测系统的

设计, 中国电子学会电路与系统分会第25届学术年会, 10月, 成都, 中国 (2014). 

32. D. Wang, L. Cao (曹铃)*, X. Li, One-step hydrothermal method to synthesize TiO2 ultra-thin 

nanosheets with exposed {001} facets and their high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中国物理学会2014

年秋季学术会议, Sep 12-14, 哈尔滨, 中国 (2014). 

33. 陈智辉*, 光子晶体级联结构提高双荧光峰量子点的远场发射效率, 山西省首届青年物理学

者论坛, Nov 22, 太原, 中国 (2014). 

34. Q. Sun (孙钦军) *,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of Small Molecular Solar Cells by Bi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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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ode Buffer, 第五届全国掺杂纳米材料发光性质学术会议, Aug 11-15, 哈尔滨, 中国
(2014). 

35. 刘绍鼎, 金属纳米颗粒聚合体偏振无关多重 Fano 共振效应, 中国物理学会秋季学术会议, 

Sep 12-14, 哈尔滨, 中国 (2014). 

36. 刘绍鼎, 金属表面等离激元体系中 Fano 共振效应研究, 山西省首届青年物理学者论坛, Nov 

22, 太原, 中国 (2014). 

37. 王安帮, 利用混沌激光实现光纤故障的高精度检测, 光学前沿-第六届全国信息光学与光子

学学术会议暨国际信息光学技术研讨会(CIOP2014), 长春, 7月22-27日, 口头报告 (2014). 

38. 王安帮, 混沌半导体激光器在通信安全中的新应用, 第六届全国光学青年学术论坛, 西安,  

7月31日-8月2日, 口头报告 (2014). 

39. 王安帮, Chaos Optical Time-domain Reflectometry, 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s Research 
Symposium PIERS2014, Guangzhou, August 25–28, invited talk (2014). 

40. 王安帮, 半导体激光器的宽带混沌振荡及其应用, 山西省首届青年物理学者论坛, 太原,  

11月21-22日, 口头报告 (2014). 

41. 李璞, 从 Mbps 到 Gbps —高速物理随机数发生器的研究进展, Aug 27-30, 郑州, 中国
(2014). 

42. 李璞, 高速物理熵源随机数发生器, 中国密码学会混沌保密通信专委会暨学术研讨会, Oct. 

25, 武汉, 中国 (2014). 

43. 张明江, 混沌激光的产生与应用, 第二十一届全国激光学术会议, 8.20-22, 长沙, 邀请报告 
(2014). 

44. 张明江*, 马喆, 刘慧, 张永宁, 王鹏, 刘毅, 混沌布里渊光相干域反射仪, 2014年中国光纤

传感学术会议暨产业化论坛, 9.22-25, 大连, 口头报告 (2014). 

45. 张校亮, 氧化石墨烯材料的微观结构及其非线性光学特性, 山西省首届青年物理学者论坛, 

11.21-22, 太原, 中国 (2014). 

46. 李晓春, DVD technology-based molecular diagnosis platform: quantitative pregnancy test on a 

disc, 山西省首届青年物理学者论坛, 11.21-22, 太原, 中国 (2014). 

47. 李战锋*, 王志慧, 乔宗华, 刘伟鹏, 郝玉英*, 氟取代有机光电材料的合成及器件性能

研究, 山西省首届青年物理学者论坛, 11.21-22, 太原,  张贴报告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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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 

 陈  彬 著.《光腔与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耦合系统中的光学特性》,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

社, 2014 年 4 月. 

 冯  琳 著.《Heusler 型磁性合金的电子结构和马氏体相变研究》,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

年 4 月. 

 冀婷等著.《稀土高 K 栅介质材料》,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 年 4 月. 

 张万舟 著.《强关联量子系统中的边界无序效应和量子相变--量子 Monte Carlo 研究》, 化

学工业出版社, 2014 年 5 月. 

 张文星 著.《硅纳米线的电输运性质》,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4 年 7 月. 

 贾华宇 著.《高性能流水线模数转换器及其数字校准技术的研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4 年 12 月. 

获奖 

 王安帮, 张明江, 王云才, 王冰洁, 张建忠, 李璞, 宽带混沌激光的产生机理,  荣获

2013 年度山西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类）二等奖(2013-Z-2-002). 

 崔艳霞荣获“山西省青年拔尖人才”称号. 

 刘绍鼎荣获 2014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称号. 

 杨  致荣获 2014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称号. 

 陈智辉荣获 2014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称号. 

 田  跃荣获 2014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称号. 

 郝玉英荣获“山西省研究生教育优秀导师”称号. 

 王云才团队获批“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创新团队”. 

 张明江荣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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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2014年，我院邀请 11名国内外专家来校进行学术报告、讲座，约 165人次

的教师进行了相关学术交流活动，19人次赴德国、美国、日本、新加坡、法国、

英国、加拿大、葡萄牙、瑞典、香港进修学习或访问交流，近 150人次参加国内

学术会议，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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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学术报告 

1. 3 月 25 日, 美国洛克马丁公司宇航顾问邢长城博士将受我院邀请访问我校进行学术交

流, 并做了题为“卫星工程简介”的学术讲座. 

2. 4 月 11 日, 北京大学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青年千人计划、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获得者段小洁研究员, 受我院于化忠教授课题组邀请访问我校进行学术交流, 并做了题

为“Nanoscale Electrodes for Bioelectric Recording”

的学术报告. 

3. 4 月 19 日, 世界著名的冰工程学者、美国克拉克森

大学(Clarkson University) 土木环境工程系主任

HUNG TAO Shen(沈洪道)教授受我院冰情检测课

题组邀请访问我校进行学术交流 , 并做了题为 

“RIVER Ice and Channel DYNAMICS IN COLD 

REGIONS（寒区河冰与河流动力学）”学术报告. 

4. 5月13日, 香港城市大学超金刚石及先进薄膜研究

中心主任 LEE Chun-Sing 教授、博士生导师受我院

邀请访问我校进行学术交流 , 并做了题为

“Application of Charge Transfer Complexes in 

Organic Electronics”的学术报告. 

5. 5 月 19 日, 山西乐百利特集团总裁、美籍华人赵芳

女士受我院邀请访问我校, 并做了题为“思路决定

出路, 细节决定成败”的“人文素质培养与大学生成

长成才关系”专题讲座.  

6. 6 月 13-14 日, 我院与新材料中心、香港浸会大学

物理系联合举办第一届 Workshop, 香港浸会大学

物理系 CHEAH Kok Wai 教授、朱福荣教授分别作

了题为“Linear and Non-linear Optical Properties of 

Organic Optoelectronic Devices”、 “Semitransparent 

Organic Photovoltaic Devices and Applications”的学

术报告. 

7. 9 月 22 日, 山西省第七批“百人计划”入选者、澳大

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贾宝华教授受我院邀请访问

我校进行学术交流, 并做了题为“功能材料激光直

写纳米加工技术（Direct laser nanoprinting for  

functional devices）”的学术报告. 

 
美国克拉克森大学 

HUNG TAO Shen(沈洪道)教授 

访问我校进行学术交流 

 

 

北京大学“百人计划”特聘研究员 

肖云峰研究员 

访问我校进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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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 月 12 日, 北京大学“百人计划”特聘研究员肖云

峰受我院邀请访问我校进行学术交流, 并做了题为

“Chaotic microcavit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的学术

报告. 

9. 11 月 24 日,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科技部中青年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入选者张锦教授, 受我院于化忠教

授课题组邀请访问我校进行学术交流, 并做了题为

“结构可控单壁碳纳米管的CVD制备及其在纳米器

件中的应用” 的学术报告. 

10. 11 月 26 日, 山西省“百人计划”专家、剑桥大学博

士、长治市华光光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发总监王

传汉博士受我院邀请访问我校进行学术交流, 并做

了题为《LED 基础概述》的学术报告. 

 参加学术会议-海外篇 

1. 1月3日, 李国辉讲师赴德国莱布尼茨大学进行学术

交流. 

2. 3月13日-14日, 张建忠副教授参加在德国汉诺威举

办的 2014 年国际信息及通信技术展览会（CeBIT）. 

3. 3月 28日, 李辉讲师参加日本东海大学“日本物理学

会第 69 回年次大会”并做大会报告. 

4. 5月20日-21日, 张建忠副教授参加在德国法兰克福

举办的 2014 年国际光电展（Optatec）. 

5. 6 月 1 日-5 日, 李晓春教授赴加拿大参加 “97th 

Canadian Chemistry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国际

会议, 并作题为“DVD diagnostic software for reading 

disc-based bioassays: acomparative study”的学术报

告. 

6. 6 月 7 日, 崔艳霞教授参加在香港举行的“PSHK 

Annual Conference”, 并 张 贴 题 为 “Absorption 

enhancement in plasmonic metallic nanostrips 

embedded organic solar cells”的报告. 

7. 6 月 7 日-11 日, 王冰洁副教授赴葡萄牙里斯本参加

了“The 7th Chaotic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并在会议上做了两个口

头报告. 

8. 7 月 8 日, 李辉讲师参加东京大学“第 51 回同位素

放射线研究大会”并做大会报告. 

9. 8 月, 樊文浩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应用物理与材料

科学系 Synder 热电小组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 

10. 8月11日-15日, 秦建敏教授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参加了“第 22 届 IAHR 世界冰工程学术研讨会”, 并

在大会宣读论文. 

11. 8月24日-29日, 陈智辉副教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参

加“Frontiers in Interdisciplinary Biomedical Research”

 

 

李辉讲师参加日本东海大学 

“日本物理学会第 69 回年次大会” 

 

 

秦建敏教授赴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参加“第 22 届 

IAHR 世界冰工程学术研讨会” 

 

 

李辉讲师参加京都大学 

“第 14 次正电子缺陷研究 

国际会议” 

 

 

杨毅彪教授、邓霄副教授 

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进行学术交流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2014 年度报告 

 
 

27

研讨会. 

12. 8 月 31 日-9 月 4 日, 崔艳霞教授参加在法国斯特拉斯

堡举办的“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on Organic 

Photovoltaic 2014”. 

13. 9 月 14 日-19 日, 李辉讲师参加京都大学“第 14 次正

电子缺陷研究国际会议”并做大会报告. 

14. 9 月 16 日-19 日, 崔艳霞教授参加在德国的德累斯顿

举行的 “the 8th ECN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nostructured Polymers and Nanocomposites”并做了

题为“Absorption enhancement in plasmonic metallic 

nanostrips embedded polymer solar cells”大会报告. 

15. 9 月 20 日-26 日, 贾鹏参加在英国 Durham 大学举办

的自适应光学系统模拟专题会议, 并作口头报告.  

16. 11月30日, 王安帮赴英国威尔士班戈大学进行为期6

个月的学术访问. 

17. 12 月 15 日, 郭龑强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进行为期一

年的学术访问. 

18. 12月 16日-20日, 杨毅彪教授和邓霄副教授赴新加坡

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参加学术会议-国内篇 

1. 1 月 19 日-21 日, 王云才、杨毅彪、靳保全、王鹏、

郭龑强、曹中兴、冀炜邦、张明江赴哈尔滨, 与哈尔

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的相关部

门进行访问和交流. 

2. 3 月 18 日-20 日, 王云才、杨玲珍、张明江、郭龑强

和研究生赴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参加了“2014 年第

九届慕尼黑上海光博会”, 参观学习并与部分参展商

进行交流。随后又前往上海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进行参观交流学习. 

3. 4 月 13 日-18 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德中

心委托我校冰情检测课题组承办的中德“气候变化中

冰雪覆盖下的水生生态系统”双边研讨会在太原理工

大学成功举行, 课题组秦建敏、窦银科、田建艳、桑

胜波四位教授均在大会做了专题学术报告. 

4. 4月 18日-21日,受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分会委托, 由

冰情检测课题组承办的“第七届全国冰工程学术研讨

会”在太原理工大学成功举行. 

5. 4 月 19 日-21 日, 于化忠、李晓春、张校亮赴南开大

学、天津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并作学术报告. 

6. 4 月 31 日-5 月 2 日, 张明江、刘慧赴天津参加了南

开大学举办的“Chinese-Russian Workshop on Laser 

Physics, Fundamental and Applied Photonics 2014”, 张

 
王云才教授、张明江副教授、 

郭龑强讲师和研究生赴上海参加

“2014 年第九届慕尼黑上海光博会” 

 

 
王云才教授、张明江副教授、 

郭龑强讲师赴上海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进行参观交流学习 

 

 

中德“气候变化中冰雪覆盖下的水生

生态系统”双边研讨会 

 

 

中德“气候变化中冰雪覆盖下的水生

生态系统”双边研讨会会议代表考察

水利生态工程-引黄入晋输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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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江做了题为 “Chaotic Brillouin optical coherent 

domain reflectometry”的口头报告. 

7. 5 月 17 日 , 张明江、赵彤、王龙生赴北京参加

“400G/1T&Beyond 超高速光通信技术交流会暨 SHF-

凌云超高速光通信测试实验室开幕”, 参观了超高速

光通信测试实验室。针对 400G/1T&Beyond 超高速光

通信领域面临的系统误码、高速码型及光学特性三方

面的主要测试问题进行了交流和学习. 

8. 5 月 27 日, 张万舟和 Tony C Scott 参加中科院理论物

理所 KITPC 举办的主题为 “Precision Many-body 

Physics of Strongly correlated Quantum Matter”的国际

会议. 

9. 6 月 8 日, 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闫连山赴光电工程

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 

10. 6 月 24 日-25 日, 王云才、彭彦彬、郝玉英、韦宏艳、

邓霄赴广州暨南大学光子技术研究所和深圳大学光

电工程学院进行访问和交流. 

11. 7 月 2 日, 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魏斌教授来我校进行

学术交流. 

12. 7 月 22 日-27 日,王安帮赴长春“第六届全国信息光学

与光子学学术会议暨国际信息光学技术研讨会

(CIOP2014) ”并做了“利用混沌激光实现光纤故障的

高精度检测”的口头报告. 

13. 7 月 26 日-29 日, 薛海斌、张万舟、毛建军、王敏参

加在重庆大学举办的第十八届凝聚态理论与统计物

理学术会议, 薛海斌副教授做了题为“Non-Markovian 

full counting statistics in a  single-molecule quantum 

dot”的分会口头报告；张万舟做了口头报告. 

14. 7 月 31 日-8 月 3 日, 郝玉英、李战锋、张明江、郭龑

强、王鹏、刘欣、王文艳、田喜敏、王志慧、乔宗华、

刘慧、张永宁参加在西安举办的“第六届全国光学青

年学术论坛”, 郝玉英教授做了题为“表面等离子体效

应在有机光伏器件中的应用”的邀请报告；李战锋做

了题为“氟取代材料在有机聚合物太阳能电池方面的

应用”的学术报告；郭龑强做了题为“Transferring 

entanglement to the steady-state of flying qubits”的口

头报告；张明江、王鹏、刘慧、张永宁做了题为“混

沌布里渊光相干域反射（CBOCDR）”的张贴报告. 

15. 8 月 2 日-3 日, 王云才、张明江赴北京会议中心参加

“第六届信息光电子发展战略研讨会”.  

16. 8 月 11 日-15 日, 郝玉英、田跃、孙钦军、时秋峰、

赵焕斌、周淼参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参加了由中国物

理学会发光分会、中国稀土学会专业委员会主办的

 
“第七届全国冰工程学术研讨会” 

参会代表发言讨论 

 

 
王云才教授、杨玲珍教授、张明江副教

授、王冰洁副教授、李静霞讲师和研究

生赴赴广州参加“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 research symposium

（PIERS 2014）”国际学术会议 

 

 
郭龑强讲师赴郑州参加  

“中国密码学会 2014 年会” 

 

 

李璞讲师赴郑州参加  

“中国密码学会 2014 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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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掺杂纳米材料发光性质学术会议”, 会上

田 跃 做 了 “controllable synthesis, luminescent 

enhancement and optical sensing of NaEuF4 

nano-/micro-crystals”的口头报告；孙钦军、赵焕斌张贴

了题为“Performance Enhancement of Small Molecular 

Solar Cells by Bilayer Cathode Buffer”的报告. 

17. 8 月 15 日-17 日, 薛海斌参加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举办的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磁 性 理 论 会 议 , 并 做 了 题 为

“Electric-field-controlled negative differential 

conductance and super-Poissonian shot noise in a 

single-molecule magnet”的分会报告. 

18. 8 月 15 日-18 日, 我院冰情检测课题组张丽、柴婷婷

（2012 级博士生）等 2 位博士研究生参加了在郑州轻

工业学院举行的中国电子学会电路与系统分会“图论与

系统优化 2014 年全国学术年会”, 并在大会宣读论文. 

19. 8 月 20 日-22 日, 张明江赴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参加

了“第二十一届全国激光学术会议”, 并做了题为“混沌

激光的产生与应用”的邀请报告. 

20. 8 月 22 日-24 日, 张丽参加在苏州举办的国际光学与光

电子学学术会议, 并做了题为“Chaotic performance of  

Ytterbium3+-doped fiber laser Based on a Mach-Zehnder 

interferometer”的会议报告. 

21. 8 月 25-28 日, 王云才、张明江、杨玲珍、王冰洁、崔

艳霞、李静霞、徐航、董翔宇、马喆、湛玉新赴广州参

加了“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 research symposium

（PIERS 2014）”国际学术会议。会上, 张明江替王安

邦 受 邀 在 “High-speed optical communications and 

advanced optical signal progressing”分会上做了题为

“Chaos optical time-domain reflectometry”的邀请报告。

在分会场“Chaotic/Random las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上, 杨玲珍做了“Performance analysis of Yb3+-doped 

chaotic fiber ring laser”口头报告, 王冰洁做了“Low cost 

chaos-OTDR using laser diode modulated by Colpitts 

oscillator”口头报告, 马喆做了“Chaotic brillouin optical 

coherent domain reflectometry”口头报告；在分会场

“Microwave and Millimeter-wave measurements and 

sensing” 分 会 上 , 徐 航 做 了 “Chaos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CTDR) for Wire Fault Location”的口头报

告, 李静霞做了“Chaotic Radar Using a Colpitts Circuit 

for Through-Wall Detection”的口头报告。崔艳霞、湛玉

新张贴题为“Influences of Embedded Plasmonic Metallic 

Nanostrips on Absorption by the Active Layer in Organic 

Solar Cells”的报告. 

 

李璞讲师、韩红讲师和研究生赴深圳参

加“第 16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韩红讲师和研究生在“第 16 届中国国

际光电博览会”上参观学习交流  

 

 

王冰洁副教授和研究生赴青岛参加 

“第七届国际混沌分形理论及其应用研

讨会”, 

 

 

刘毅讲师赴北京参加 

“Photonic Asi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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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8 月 27 日-30 日, 郭龑强、李璞赴郑州参加了中国

密码学会主办,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承办的“中国密

码学会 2014 年会”, 李璞作了“从 Mbps 到 Gbps 

—高速物理随机数发生器的研究进展”的口头报告. 

23. 9 月 2 日-5 日, 李璞、韩红、赵彤、王大铭、董翔

宇赴广东深圳参加了“第 16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

会”, 参观学习并与相关参展商进行了交流. 

24. 9 月 11 日-13 日, 杨致参加了在大连理工大学举办的

SCIMEETING 材料与化工过程多尺度模拟计算国际

研讨会. 

25. 9 月 12 日-14 日, 王冰洁、徐航、苏鹏程赴青岛参加

了由东北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IEEE, IEEE CASS 主

办, 山东科技大学承办的“第七届国际混沌分形理论

及其应用研讨会”, 王冰洁和徐航在会上做了口头报

告. 

26. 9 月 22 日-25 日, 靳保全、张明江、王鹏、刘毅、马

喆、刘慧、张永宁、任琦睿赴大连理工大学参加 了

“2014 年中国光纤传感学术会议暨产业化论坛”, 张

明江在会上做了题为“混沌布里渊光相干域反射仪”

的口头报告. 

27. 9 月 28 日, 王云才、张明江、王安帮、郭龑强参加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信息学部、地球物理

学部主办, 山西大学承办的“精密测量物理重大研究

计划”专题研讨会. 

28. 10 月 8 日, 郭龑强参加中国密码学会在国家密码管

理局召开的“前沿密码理论或密码关键技术”专题报

告会. 

29. 10 月 8 日-10 日, 张明江、刘毅、马喆赴北京参加了

“Photonic Asia 2014”, 张明江做了题为 “Photonic 

generation of ultra-wideband signals and its 

applications based on semiconductor laser”的邀请报

告；刘毅做了题为“Temperature Measurement using 

multiwavelength Brillouin-Erbium fiber laser”的口头

报告；马喆做了题为 “Chaotic Brillouin optical 

coherent domain reflectometry”的口头报告. 

30. 10 月 11 日-12 日, 王云才、张明江、王安帮、郭龑强

参加了山西大学主办的“第四届全国原子分子光物理

青年科学家论坛”. 

31. 10 月 14 日, 王安帮、郭龑强、李璞赴北京国家密

码管理局参加中国密码学会主办的“前沿密码理论或

密码关键技术”专题报告会, 王安帮代王云才教授作

了“高速真随机密钥产生”的专题特邀报告. 

32. 10 月 17 日-19 日, 杨致、冀宇龙参加了在复旦大学

举办的纳米材料与电子器件模拟研讨会暨 ATK 

 
张建国讲师和研究生赴西安参加 

“第十三届雷达学术年会” 

 

 
张建国讲师和研究生赴西安参加 

“第十三届雷达学术年会” 

 

 

王云才教授、杨毅彪教授、乔铁柱副教

授、张明江副教授、邓霄副教授、王安

帮讲师赴武汉参加“第六届中部六省光

子科技发展论坛” 

 

 
王安帮讲师参加 

“山西省首届青年物理学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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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 2014 学术研讨会, 杨致做了题为“基于单分子

的巨磁电阻和光电子器件设计”的邀请报告. 

33. 10月22日, 英国南威尔士大学无线和光电子研究创新中

心的首席教授 Nigel J Copner 参观光电工程研究所实验

室. 

34. 10 月 22 日-25 日, 冰情检测课题组博士生崔丽琴、硕士

生左广宇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中国电子学会电路与系统

分会第 25 届学术年会并在大会作学术交流报告。由冰清

检测课题组 Jianfeng Jin, 秦建敏投寄大会的宣读论文

“The lysis of bacterial cell in oscillating electric field”被大

会评选为优秀论文. 

35. 10 月 22 日-26 日, 张朝霞、张建国、赵岩、王慧慧、刘

杰参加了在西安举办的第十三届雷达学术年会. 

36. 10 月 23 日-25 日, 张建国, 徐航, 周凯、王文珂和马瑞霞

赴西安参加了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研究所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联合承办的“第十三届全国雷达学术

年会”. 

37. 10 月 25 日, 李璞、郭龑强赴武汉了参加华中科技大学

主办的“中国密码学会混沌保密通信专委会暨学术研讨

会”, 李璞作了“高速物理熵源随机数发生器”的特邀报

告. 

38. 10 月 25-28 日, 徐强参加在桂林举办的第十五届全国核

结构大会, 徐强讲师做了“赝自旋对称性动力学特性的

同位旋不对称性进一步研究”的分会报告. 

39. 10 月 26-30 日, 贾鹏参加在西安举办的中国天文学年会, 

并作口头报告. 

40. 11 月 6 日-8 日, 王云才、 杨毅彪、乔铁柱、邓霄、 王

安帮、 张明江赴武汉参加“第六届中部六省光子科技发

展论坛”, 王云才教授作特邀报告“混沌信号在测距与传

感领域的应用”, 并参观了“第十一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

子博览会”、武汉理工大学“光纤传感技术国家工程实验

室”、中国最大光通信器件供货商“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41. 11 月 7 日-9 日, 王娟芬和刘香莲在广州参加全国光孤子

会议. 

42. 11 月 8 日-10 日, 时秋峰、田跃在云南昆明参加了由中国

稀土学会专业委员会主办, 稀土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

室和昆明理工大学云南新材料与加工重点实验室联合承

办的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Phosphor 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s. 

43. 11 月 11 日-14 日, 李璞、胡兵、孙媛媛赴上海参加了由

上海交通大学 , 中国光纤网络系统集团有限公司 , 

FiberHome 主办, 北京大学, 上海大学联合举办的 “Asia 

Communications and Photonics Conference (ACP) ” 国际

 

太原理工大学青年学术论坛组成员参观

光电工程研究所实验室 

 

 

秦建敏教授应邀参加在黑河市举办的

“黑龙江冰情检测项目 

评审及启动会议” 

 

 

冰情检测课题组在 

中国最北端漠河试验现场留影 

 

 

2014 年 1 月冰情检测课题组 

安装在黑龙江漠河的冰情检测设备 

投入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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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并与余思远、M. Sorel 等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44. 11 月 22 日, 黄小勇、王安帮、李战锋、杨致、韩红参加了在山西大学举办的山西省首

届青年物理学者论坛, 黄小勇做了题为“上转换纳米晶的核壳结构与光谱调控”的口头

报告；韩红做了题为“阻尼力下蹦球的倍周期与混沌运动”的报告. 

45. 11月26日-28日, 于化忠、李晓春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46. 11月29日, 太原理工大学青年学术论坛组成员参观光电工程研究所实验室. 

47. 12月1日-5日, 张万舟和学生王松松一起参加中科院物理所举办的主题为“Tensor 

Network States: Algorithms and Applications”的国际会议. 

48. 12 月 2 日, 应山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邀请, 我院冰情检测课题组秦建敏教授、崔丽琴博

士生作为专家参加了该院申报国家级液位计量检定项目专家研讨咨询会, 项目组为该

项目提出多项专业技术建议并被采纳, 会后参观了山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小店高新区

实验基地, 并就进一步开展计量院与我院的学术交流合作事宜进行了探讨. 

49. 12 月 4 日, 由我院冰情检测课题组与水利部黄河水科院联合开展的“黄河冰情自动监测

系统研发与现场试验”开始实施 2014-2015 年冬季现场试验, 课题组 2013 级硕士生左广

宇、戎军飞、杨涛、叶秋红等同学已赴内蒙包头黄河河道现场开始调试设备, 并以他们

为主, 开展 2014-2015 年冬季黄河河道冰情连续监测试验. 

50. 12 月 12-14 日, 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黑龙江防汛抗旱保障中心、黑龙江水文局

联合申报的 2015 年水利部公益性行业专项经费项目“黑龙江冰情预报及灾害防治研究”

项目已获国家科技部批准, 我院冰情检测课题组将承担该项目关键技术—黑龙江中上

游河道冬季冬季冰雪情数据连续采集设备研制、现场安装调试及远程跟踪观测任务, 秦

建敏教授作为特邀专家, 应邀参加了在黑龙江黑河市举办的项目启动仪式及技术方案

研讨会。作为项目的启动内容, 从 2014.12 开始, 我院冰情检测课题组与黑龙江大兴安

岭水文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联合, 采用我校课题组研制的 R-T-0 冰雪情传感器

及远程遥测系统在黑龙江漠河河道开展 2014-2015 年冬季冰雪情连续数据采集试验，这

一试验将延续到 2017 年冬季. 

51. 12 月 15 日, 杨毅彪、邓霄赴广州暨南大学理工学院物理系进行学术交流. 

52. 由我院冰情检测课题组秦建敏教授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海洋大学 G.K.Vadim 教授联

合申报的 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俄国际合作项目“基于冰盖层边界物理参数变化

的冰层厚度生消预测方法的分析和实验研究”通过国家基金委初审, 最终结果将于 2015

年初揭晓. 

53. 由黑龙江省水文局、大兴安岭水文局主办的“黑龙江冰凌灾害监测及预报研究项目”阶段

性技术总结会于 2013 年 12 月 22-24 日在黑龙江漠河水文站举行, 由我校冰情检测课题

组承担的项目核心课题, 黑龙江河道冰层厚度及冰层内部温度连续自动检测获得与会

代表好评, 截至 2014 年 5 月已系统获得完整的黑龙江河道冰层厚度及冰层内部温度连

续检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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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承办学术会议 

4 月 13-18 日, 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德国科学基金会中德科学研究中心立项批

准（项目编号：GZ 1005）并委托我校主办, 由我院冰情检测课题组具体承办的“中德‘气候

变化中冰雪覆盖下的水生生态系统’双边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这是我校首次获准承办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德科学研究中心委托召开的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本次会议的正式代

表包括来自：中国（包括：中方项目组项目负责人、我校物电学院新型传感器与智能控制教

育部与山西省重点实验室秦建敏教授, 信息工程学院田建艳教授、桑胜波副教授, 电力学院

窦银科副教授）、德国、芬兰、美国 11 所大学、9 所著名科研机构的共计 27 名代表以及来

自国内外冰生态研究领域的许多专家学者。此次研讨会将对中德科学家在极地、亚极地寒冷

地区冰雪科学研究理念、技术路线及项目合作进行学术研讨, 达成战略性研究与合作框架, 

促成中德科学家的实质性项目联合。会议形成的项目合作意向将是会后向中德科学研究中心

和德国 DFG 申请中德国际合作项目资助的必要条件。4 月 14 日上午 8：30, 会议开幕式在

我校逸夫楼 701 会议室隆重召开, 太原理工大学校长吕明教授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 大会执

行主席-德国莱布尼茨水域生态与内陆渔业研究所 Georgiy Kirillin 博士与大连理工大学海岸

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李志军教授也分别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会议期间, 中、德、

芬兰、美国的专家代表分别在大会作了专题报告, 并就双方可能的合作项目议题进行了认真

的讨论, 达成了共识, 考察了我省最大的水文生态工程-引黄入晋北干线大梁水库, 会议于 4

月 18 日圆满结束。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功举办, 极大地提高了我校的国际学术声誉。  

   

4 月 18 日-21 日, “第七届全国冰工程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逸夫楼 701 会议室召开。本次

会议由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分会冰工程学组主办, 我院冰情检测课题组具体承办。校科技处

处长、新型传感器与智能控制教育部与山西省重点实验室主任王云才教授、物电学院院长杨

毅彪教授到会祝贺, 王云才教授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 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分分会主席、中国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吴一红教授, 太原理工大学物电学院院长杨毅彪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

发表了讲话。 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包括来自中国、美国冰工程研究领域与应用管理单位的

80多位专家学者与管理应用单位技术人员, 会议以“寒区环境与工程”为题, 围绕中国冰、雪、

冻土工程的测试、观测和科技问题进行了学术研讨与论文交流, 世界著名的冰工程专家、美

国克拉克森大学 HUNGTAO SHEN 教授为大会作了“寒区河冰与河流动力学”专题学术报告, 

我校秦建敏教授、窦银科副教授等也向大会介绍了我校冰情检测课题组近年来在内陆河道冰

情检测、南北极海冰观测及应用转化等领域取得的科研成果；电力学院袁凯琪同学还为会议

作了中国第 30 次南极科学考察见闻及“雪龙号”南极实施国际救援、脱险经历报告, 引起与

会代表的极大关注与认可。会议期间, 课题组与国内多家冰工程应用单位达成了共同开展冰

情检测的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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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亮点一 

2013 年度山西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宽带混沌激光的产生机理 

获奖者： 王安帮   张明江   王云才   王冰洁   张建忠   

李璞       

研究内容： 

利用半导体激光器的非线性动力学特性，探索宽带、大幅

度混沌激光的产生方法及机理。提出单、双波长光注入与

光反馈联合驱动等方法，实验获得带宽达 40GHz 的混沌激

光。在此基础上，开辟了混沌超宽带脉冲信号产生、高速

真随机密钥产生、传输线缆故障高精度检测以及相干长度

可调谐光源等新应用。 

科学价值： 

项目解决了宽带、大幅度混沌激光的产生难题，可提高混

沌通信速率、真随机密钥产生速率等。此外，项目提出的

混沌超宽带脉冲技术，可为光载无线通信提供优质的载波

信号；宽带激光可显著提高传输线缆的故障检测精度，有

效维护通信网络安全；宽带混沌激光的相干长度调谐技术，

拓展了激光器在非相干光探测领域的应用。 

十篇代表性论文：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102 (3): 031112, 2013 

Optics Express 21 (7): 8701-8710, 2013 

Optics Express 21 (17): 20452-20462, 2013 

IEEE J. Selected Topics in Quantum Electronics 19(4): 0600208, 2013 

J. Lightwave Technology 30(21): 3420-3426, 2012 

Optics Express 20(7):7496-7506, 2012 

Optics Express 20(4):4297-4308, 2012 

Optics Letters 36(6):1008-1010, 2011 

IEEE Electron Device Letter 32(3):372-374, 2011 

IEEE Photonics Technology Letters 23(3):158-160, 2011 

Optics Letters 35(11):1734-1736, 2010 

Optics Express 18(19):20360-20369, 2010 

IEEE Photonics Technology Letters 22(22):1680-1682, 2010 

Optics Letters 34(8):1144-1146, 2009 

Applied Optics,48(5):969-973, 2009 

同行引用评价： 

经《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检索，项目组五年来发表 SCI 论文 60 余篇，被 SCI

论文引用 381 次，经谷歌学术搜索与中国期刊数据库检索，发表论文被专著、会

议、论文引用共 560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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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亮点二 

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Xiaoyong Huang（黄小勇）*, “Solid-state lighting: Red 

phosphor converts white LEDs,” Nature Photonics, 8, 

748–749 (2014). [IF=29.958, SCI 一区] 

研究内容： 

白光LED因其节能环保、寿命长、体积小等优点被誉

下一代照明光源。目前商用白光LED器件主要基于蓝

光 LED 芯片与黄色荧光粉（YAG:Ce）组合的双基色

白光 LED，由于缺乏红光成分，导致其色温高（CCT > 4000 K）、显色指数偏

低（CRI ~70–80），因此不能满足室内照明的要求（CCT ~2700–4000 K；CRI > 

80）。通过添加额外的高效红色荧光粉可克服这一个问题。为制备可用于普通照

明的高流明效率与高显色性暖白光LED，开发可被蓝光激发、窄线宽且发光效率

高的红色荧光粉正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影响力： 

这是我校教师首次以太原理工大学为第一单位和通讯单位在 Nature 子刊上发表

文章，也是我校最年轻的教师在 Nature 子刊上发表文章。Nature Photonics 是光

子学领域的顶尖杂志，2014 年度影响因子高达 29.958. 

 

低色温、高显色性、暖白光LED灯 （色温CCT = 2700 K; 显色指数CRI = 91; 

流明效率LE = 282 lm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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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亮点三 

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Wei Qin (秦伟), Jasion. D., Chen. X., Wuttig. M, Ren. S, 

Charge-Transfer Magnetoelectrics of Polymeric Multiferroics, 

ACS Nano, 8 (2014) 3671–3677. (IF=12.033, SCI 1区) 

Wei Qin (秦伟), Lohrman. J, Ren. S, Magnetic and Optoelectronic 

Properties of Gold Nanocluster–Thiophene Assembly, Angew. 

Chem. Int. Ed. 53 (2014) 7316–7319. (IF=11.336, SCI 1区) 

Wei Qin (秦伟), Gong. M., Shastry. T., Hersam. M, Ren. S, 

Charge-Transfer Induced Magnetic Field Effects of Nano-Carbon 

Heterojunctions, Scientific Reports, 4 (2014) 6126. (IF=5.078, SCI 

2区)  

 

研究内容： 

通过将有机聚合物材料组装成有序的纳米结构，实现了有机材料内的铁电和铁磁

态共存以及室温下较强的磁电耦合。 

 

科学价值： 

相对于无机材料，有机材料的柔性是其较为突出的一个优点。室温下有机多铁材

料的成功制备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有机材料在柔性磁电传感器上的应用。 

 

同行评价： 

同行专家认为：“The external field controlled magnetoelectric (ME) coupling of charge transfer 

polymeric multiferroics is solid and interesting, and have the potential of advancing the field. 

Theoretical model was conducted to support the mechnism of the ME coupling of polymeric 

multiferroics. Their general synthesis method also provides a promising new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smart polymeric and nanocluster materials. The research is novel and the finding is 

interesting and the work is very important (top 5%). 

 

                   有机多铁性器件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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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亮点四 

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Z. H. Chen（陈智辉）*, Y. Wang, Y. B. Yang, N. Qiao, Y. C. Wang, Z. Y. Yu, 

“Enhanced Normal-Direction Excitation and Emission of Dual-Emitting 

Quantum Dots on a Cascaded Photonic Crystal Surface,” Nanoscale 6, 14708 

(2014). (Featured on Backcover) [IF6.739, SCI一区] 

研究内容： 

文章提出了全电介质材料构成的四层级联光子晶体结构, 可实

现在量子点的激发波长处的高 Q 因子泄漏模以及与量子点的两

个发射峰波长一致的低 Q 因子泄漏模。当量子点分布在此级联结构顶层时，特

别是在共振泄漏模式覆盖的空间区域，双荧光峰量子点垂直方向的激发和远场发

射都有显著地增强。 

科学价值： 

提出了一种提高双荧光峰量子点发射效率的方法，并揭示了级联光子晶体与量子

点之间的耦合机制。可以提高各类基于比率型荧光响应量子点传感器的灵敏度，

并且在 LED、生物成像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行评价： 

同行专家 1 认为：“I appreciate very much that this article indeed presents a very interesting 

design and simulation approach based on QD-CPC structures with delicate structure design, trying 

to provide normal-directional high Q-factor leaky modes that are in resonance with the QDs 

wavelengths and to provide two low Q-factor leak modes in coincidence with the two emission 

peaks of a dual-emitting QD. Also I appreciated that the authors have done numerical evaluations 

and then discussion on impacts of fluctuation in designed structure parameters to the device 

performance. This article is novel relative to those already published in this field, this article is of 

general significance to the broad readership of the journal.” 

同行专家 2 认为：“The manuscript of Zhihui Chen et al. is a very professional report on modeling 

optical properties of novel photonic structure. In particular feasibility of experimental realization 

is discussed in details. It appears, and I agree with it, that technical real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should be relatively simple. I recommend publication in Nanoscale.” 

 

         级联光子晶体结构提高双荧光峰量子点的发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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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亮点五 

高水平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Yanxia Cui（崔艳霞）,  Yingran He, Yi Jin, Fei Ding, Liu Yang, 

Yuqian Ye, Shuomin Zhong, Yinyue Lin, Sailing He*, “Plasmonic and 

metamaterial structures as electromagnetic absorbers,” Laser & 

Photonics Review, 8(4), 495 (2014). SCI Top 1区, 影响因子 9.312 

综述内容： 

该论文是一篇有关电磁吸波体的综述论文，介绍了基于表

面等离子体与新型人工超材料的电磁吸波体的研究背景、

研究历史、应用领域及未来展望等多个方面，论文中分别

对具有窄带宽的吸波体与具有多带宽/宽带宽的吸波体的

多种不同工作原理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描述。电磁吸波体在太阳能捕获、选择性热

辐射器设计、生物传感等多个领域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应用。 

新闻简介： 

青年教师崔艳霞博士多年来长期从事表面等离子体技术相关的研究工作，在超常

透射、电磁吸收体设计及提高有机太阳能电池光吸收等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的学

术成果。鉴于她本人在电磁吸收体设计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近日她应邀

为《Laser & Photonics Review》杂志撰写了一篇综述论文，这一论文被选为该杂

志第8卷第4期的封面论文(Front Cover Article)。《Laser & Photonics Review》是一

本双月刊，专注于发表光子学、应用物理和凝聚态物理方向的优秀研究论文，旨

在报道激光物理学与光子学领域的最新理论与实验研究进展。该杂志位列SCI 收

录Top一区，影响因子9.312，是光子学领域排名仅次于Nature Photonics的行业知

名杂志。 

网页链接：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lpor.201470040/abstract。 

 

 

同行评价： 

“This review is devot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of plasmonic and metamaterial 

structures that can be used for efficient absorption of 

electromagnetic (EM) radiation. The topic is very 

interested and suitable for Laser & Photonic Reviews. 

The authors have chosen to describe various approach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bsorption bandwidth, 

starting first with the overview of EM absorbers with 

narrow bandwidth and then considering broadband EM 

absorbers.”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lpor.201470040/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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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总结 

2014 年我院获批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 2部、教师编著、参编教材 3部；1

人获 2014 年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类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华北地区一等奖、1人

获 2014 年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类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山西赛区一等奖、1人获

2014 年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类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山  西赛区二等奖、1人获

2014 年山西省高校青年教师基本功竞赛理科组一等奖、2人获 2014 年度太原理

工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理科组一等奖、1人获 2014 年度太原理工大学

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理科组三等奖；1人荣获校级“本科教学优秀奖”一等

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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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篇；获批省级教改项目 1项；校级教改项目 3项；

外出或接待教学交流 13 次；承担学校教学工作量 44458。 

教学工作量统计 

全年承担教学工作量 44458, 较 2013 年增加 3140.68 

在编教师人均教学工作量：431.63；人均本科教学工作量：302.99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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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8.96 4663.04 11752 

专业课 1817.4 2354.8 4172.2 

教学研讨 1020 1025 2045 

大学物理实验 4444 7066.4 11510.4 

毕业设计 972 0 972 

实习 234 0 234 

课程设计 222.4 300 522.4 

研究生 7380 5870 13250 

合计 23178.76 21278.24 4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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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 

王云才 主编. 《大学物理实验教程》 

王纪龙、周希坚 主编. 《大学物理》 

教改项目 

1. 朱林彦, 王小波, 黄平, 蔡冬梅, 常艳丽, 省级教改项目：应用型本科“大学物理”课程体系、

教学内容与教材建设研究, 经费 3 万, 起止年月：2014.05-2017.06 

2. 王丽平, 刘红利, 李孟春, 杨建新, 贺晓宏, 校级教改项目: 大学物理课堂教学内容及模式的

探索, 经费 0.5 万, 起止年月：2014.05-2016.05 

3. 曹斌照, 黄平,杨毅彪, 薛萍萍,曹中兴. 校级教改项目：光电信息类 “电动力学”课程研究型与

实践型教学模式的探索, 经费 0.5 万, 起止年月：2014.07-2016.06 

4. 靳宝全, 高妍, 乔铁柱, 李维强, 王东. 校级教改项目:交叉学科工程实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 经费 0.5 万, 起止年月：2014.05-2015.12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1. 陆义、吴凤燕、彭俊青、冀倩倩、王佳. 便携式管道堵塞定位检测仪, 2014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指导教师：靳宝全, 经费 1 万, 起止年月：2014.09-2015.12 

2. 陈治西、贾京南、邵彬、何波、贾宇飞. 基于单片机实现智能提醒服务，2014 年太原理工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指导教师：张朝霞, 经费 0.3 万, 起止年月：2014.10-2015.06 

 

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1. 张青兰, 张彩霞. 辉光放电等离子体特性的实验研究.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44(5),668-671(2013). 

2. 张朝霞, 张明江, 刘芳宇, 乔记平, 张彩霞. 面向应用型人才的“信号与系统”与“数字信号处

理”课程教学改革与探讨. 第一届（2014 年）全国高校电气类专业教学改革研讨会, 346-348

（2014） 

获奖 

 薛萍萍荣获 2014 年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类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华北地区一等奖 

 薛萍萍荣获山西物理学会组织的 2014 年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类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山西赛

区一等奖. 

 韦宏艳荣获山西物理学会组织的 2014 年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类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山西赛

区二等奖 

 王磊荣获 2014 年山西省高校青年教师基本功竞赛理科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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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朝霞荣获太原理工大学“2013 年度本科教学优秀奖”一等奖 

 李孟春荣获太原理工大学“2013 年度本科教学优秀奖”二等奖 

 薛萍萍荣获太原理工大学“2013 年度本科教学优秀奖”三等奖 

 王  磊荣获 2014 年度太原理工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理科组一等奖 

 刘瑞萍荣获 2014 年度太原理工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理科组一等奖 

 费宏明荣获 2014 年度太原理工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理科组三等奖 

 曹斌照（排名第二）“研究型教学在《电磁场理论》课程中的实践及示范”获甘肃省教育教学

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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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 月 

 程鹏(参编).《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第八

章,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年 2 月 

 靳宝全(参编). “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电

工电子技术》第六分册十一章,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4 年 5 月 

   

教学交流 

1. 3 月 13 日-16日, 由杨毅彪院长和彭彦彬副书记带队, 李战锋协助应物专业教师厉华明和韩国

华在晋城中村煤矿和焦化厂、山西乐百利特 LED 企业、长治高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参加了

应物专业学生实习. 

2. 4 月, 薛萍萍参加清华大学组织的全国大学物理教学研讨交

流会议. 

3. 4 月 26 日-27 日, 由张明江主任带队, 李战锋、贾华宇、易

小刚、曹铃和王磊在长治高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参加调研. 

4. 5 月 22 日-23 日, 张明江、张朝霞在江苏省会议中心参加了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电气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东南大

学承办的第一届全国高校电气类专业教学改革研讨会. 

5. 7 月 13 日-14 日, 李战锋、贾华宇和田跃在长治高科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参加产、学、研合作, 联合申报山西省科技厅重

点项目. 

6. 7 月 15 日-18 日, 在张明江系主任联系和安排下, 由杨毅彪院长、郝玉英副院长、乔铁柱副所

长、彭彦彬副书记、靳宝全副主任和邓霄系主任带队, 李战锋、贾华宇、田跃、刘芳宇、张

叶、时秋峰和光照系班主任张莹老师带领光照系 45名学生在长治高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实习. 

7. 7 月 21 日-23 日, 乔铁柱、王冰洁、贾华宇、李战峰、王东赴秦皇岛参加了由中国光学学会光

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 机械工业出版社承办的“全国高校光电信息课程教师研修班及课程

 

薛萍萍赴清华大学参加 

全国大学物理教学研讨交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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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 

8. 7 月 23 日-25 日, 王云才、王冰洁、李战锋、贾华宇和王东参加了在燕山大学举办的“2013-2017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光电专业教学指导分委第三次全体会议（扩大会议）暨光电教学研讨会”, 

并介绍了我院的教学和科研情况. 

9. 8 月 1 日- 4 日, 曹斌照参加由青海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举办的“第 6 届计算物理和第 17 届

数学物理方法年会”。报告题目：光电信息类《数学物理方法》实践教学环节的探索与研究. 

10. 10 月 15 日-17 日, 张明江、张朝霞、李战锋、贾华宇、田跃、刘芳宇、王磊、易小刚、黄小

勇和时秋峰参加在天津工业大学举办的“全国半导体光源系统学术年会”, 会后与天津工业大

学光照系教师进行了座谈. 

11. 11 月 9 日-11 日, 贾华宇、翟爱萍和曹铃参加了在成都举办的“全国高教仪器设备展示会”. 

12. 11 月 20 日-23 日, 韦宏艳、翟爱萍、张莹、邓霄赴厦门大学参加“第二届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

专业人才培养高峰论坛”. 

13. 11 月 21 日-24 日, 袁树青参加在山东师范大学举办的《通信原理（第七版）》教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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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2014 年学院共培养应届毕业本科生 54 人,培养毕业硕士研究生 72 人，其中

本科生校内外升学共 18 人；2014 年全院学生获得国家级、校级各类奖励和荣誉

共 178 人次；参与创新实践项目 12 项。 

 

2014 届硕士研究生名录（72 名） 

光学工程       王大可     张向元     徐乃军    苗丰沛    丁晓娜    赵雪娇     

                   吉勇宁     张  娟     赵  圆    王  昆    李  磊 

凝聚态物理     张宝龙     宋景成     李张君     姜国伟    贺雪琴   王文艳   

                   郭元军     刘  欢     李祥霞     石小峰    高燕林    武建加   

                   李响辰 

物理电子学     郭小龙     黄  敏     支  珊     杨邦鍫    刘  丹    

集成电路工程  张海涛     郭少丰     李  伟     鲍庆元    周俊杰    宁思同 

                    韩昌盛     程  玲     傅  正     丁  龙    张东泽    梁利生 

                    宋宏伟     高希宇 

控制工程      吴雅静     韩  书     孙  斌     龙  欣    刘  翔    郑洪强   

王泽灵     郑策策 

控制科学与工程         彭婷婷    王晓梅    刘卫玲   满  壮    白云华  

周  洋    霍军军    白成林   李冠阳    王海帆     

张  莹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司昌楠     李 彤    张 阳    赵小磊   赵弼龙   

韩凯州     原 超     赵 燕    张  妍    陈  昕   

2014 届本科毕业生名录（54 名） 

应用物理学 

蔡  阳     常宁波    常  阳    陈国凯    各宾宾     郝  锐    胡明武    黄昌巍    

李  碑     李  然    李文槟    李  肖    梁  强     马无疆    彭  云    宋  宠    

宋鹏鸿     唐佳贝    王亚磊    王彦强    王  锟     吴金宝    熊  正    杨幸明    

张  凯     张世金    张益鑫    朱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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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白江辉    暴长岳    常肖彬    陈莎莎    崔志强    管 杰    李 科   李云亭   

林辰冬    刘  伟    刘伟鹏    马国杰    彭  菲   孙媛媛   唐重樾   王海军   

王佳琦    王晓宠    许晓祥    许小芬    杨  义   杨玉霞   尹玉仙   于忠海   

张宗伟    郑美珠   

 

2014 届本科生升学（18 名） 

专业班级 姓名 录取学校 录取专业 

光信 1001 白江辉 北京理工大学 光学工程  

光信 1001 陈莎莎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 
大气光学 

光信 1001 李云亭 太原理工大学 光学工程 

光信 1001 刘伟鹏 太原理工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光信 1001 孙媛媛 太原理工大学 光学工程 

光信 1001 唐重樾 太原理工大学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光信 1001 王晓庞 电子科技大学 光学工程 

光信 1001 许晓祥 太原理工大学 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光信 1001 杨义 太原理工大学 光学工程 

光信 1001 杨玉霞 
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 
光学工程 

光信 1001 张宗伟 太原理工大学 光学工程 

应物 1001 各宾宾 电子科技大学 电路与系统 

应物 1001 郝锐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应物 1001 黄昌巍 北京邮电大学 物理学 

应物 1001 李然 北京大学 等离子体物理 

应物 1001 宋鹏鸿 太原理工大学 电子科学技术 

应物 1001 杨幸明 南京大学 光学工程 

应物 1001 朱耀中 北京交通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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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与奖励（178 人次） 

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  

光信 1001 尹玉仙 

 

国家奖学金  

光信 1101 徐 姣    

研 2012  董  杰         研 2012 田喜敏      研 2012 殷丽艳      研 2012 王斐斐 

博 2014  王文艳         博 2012 张  丽      

 

国家励志奖学金   

光信 1301 孟东惠      光信 1301 莫云龙     光信 1301 张  垚     光信 1201 胡光亮 

光信 1201 曾  玉      光信 1102 范东生     应物 1302 连丽津     应物 1101 成雪梅 

应物 1101 谭媛媛      应物 1101 张亚坤     应物 1301 王  双     应物 1201 李占明 

光照 1202 王立萍      光照 1202 白  茹     光照 1201 陆  义     光照 1201 贾宇飞      

 

太原理工大学校长奖学金提名奖  

光信 1101 徐姣 

 

太原理工大学优秀毕业生  

光信 1001 杨玉霞        光信 1001 尹玉仙 

研   2012 周俊杰        研  2012 司昌楠 

 

太原理工大学三好学生  

光信 1301 张馨月      光信 1303 席  辉     光照 1301 李  炜     光信 1201 苏睿    

光信 1201 李  旸      光照 1201 吴凤燕     光信 1102 司长峰     光信 1101 王乐   

研 2012   严敢    焦再强    

研 2013   乔娜    曾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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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理工大学优秀学生干部  

应物 1201 李占明      光信 1102 胡继强     光信 1301 张垚 

 

太原理工大学优秀班主任 

光信 1102   李战锋 

 

太原理工大学“艰苦奋斗、砺志成才”标兵  

应物 1101 刘兴 

 

太原理工大学“艰苦奋斗、砺志成才”优秀学生  

应物 1001 王彦强      光信 1001 白江辉     应物 1101 刘兴       光信 1101 侯志萍 

光信 1102 范东生      应物 1201 刘世茹     光信 1201 刘伟伟     光照 1201 秦鹏勇 

光照 1202 陈  堃      光信 1202 卢  鹏 

 

太原理工大学光电奖学金  

应物 1001 郝  锐     光信 1001 杨义    光信 1201 苏睿     应物 1201 李占明   

光信 1101 王亦文 

研 2011 王文艳      研 2011 刘丹     研 2011 陈昕       研 2012 严敢      

博 2011 赵  彤    

 

太原理工大学毕业生（2014 年）优秀学生奖学金  

专业学习类： 

刘伟鹏   唐重樾   白江   辉郝锐    李然    各宾宾 

社会公益类： 

许晓祥   张益鑫   宋鹏鸿 

科技实践类： 

杨幸明   林宸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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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理工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  

专业学习类： 

王亦文   陈雨婷   林媛媛   徐 姣   于文强    胡继强   李 凡   范东生 

段 典    苏 睿    李 旸    曾 玉   韩天文    安晏阳   杨朝雁  郭文惠 

席 辉    侯 永    周梦瑶   申 茜   曾志墩    张馨月   莫云龙  孟东惠 

熊亚平   朱美洁   王雅娇   武豆豆   苏靖婷   张 超    崔 璨   安文杰 

陈博涵   冯博渊   武冠杰   张林寒   刘育衔   徐 城    许 扬   黄小花 

贾京南   王恩灵   岳海涛   靳年鑫   岳 靓    刘世茹   李青天  姜春凤 

金瑞蒙   周 洁    杨效霞   郑忠忠   赵志浩 

社会公益类： 

林青斌   王 乐   郭荣荣   司长峰   吴 梅   薛积禹   黄涌和   刘 君 

陈 杰    张 垚   徐灵祎   刘玉瑶   刘茂杰  吴凤燕   李 健    刘 强 

施雨薇   李占明  何 波    乔晋鹏   晁晓欣 

科技实践类： 

卢 鹏   胡光亮   周 达   陆 义   李 炜   刘 兴 

校园文化类：  

卞 政    潘 翔    施彬龙 

太原理工大学优秀团干部 

光信 1101 王亦文       光信 1102 胡继强      应物 1101 杨永持 

太原理工大学优秀团员 

光信 1101 徐 姣        光信 1101 王 乐        光信 1202 薛积禹 

应物 1201 江侯兵       应物 1201 李占明 

太原理工大学优秀团支部 

光信 1201 团支部       光照 1201 团支部 

太原理工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志愿者队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赴长治“三下乡”志愿者服务队 

太原理工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科技实践队 

《新型冰雪情自动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应用》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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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理工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 

张明江    李战锋    秦莺莺 

太原理工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学生志愿者 

薛积禹    何 波     孟 凡    李琨影    马 瑞     王立萍    刘 毅    

刘汉桥    张振蒙    李 倩    张 垚    

 

学生创新实践项目 

1、 胡光亮，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嫦娥三号软着陆轨道设计与控制策略》，山西赛区

三等奖，2014 年 1 月。 

2、 陆义，深圳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关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数量、结构及其

影响的研究，省级三等奖，2014 年 5 月。 

3、 赵岩，第九届全国大学生“飞思卡尔”杯智能汽车竞赛：光电智能车，全国总决赛光电组

二等奖，指导老师：萧宝瑾，2014 年 8 月。 

4、 潘梦莎，第九届全国大学生“飞思卡尔”杯智能汽车竞赛，全国总决赛电磁组一等奖，2014

年 8 月。 

5、 苏睿，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C 类全国一等奖，2014 年 9 月。 

6、 田喜敏，2014 年山西省研究生优秀创新项目：金属纳米核壳光栅改善有机光伏器件光吸

收的研究。 

7、 常阳、徐姣、贾京南，“挑战杯”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高材生汽车美容养护》，

省级银奖、国家级铜奖，2014 年 11 月。 

8、 陈博涵，“挑战杯”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翡翠森林光照高科有限公司，校赛

二等奖，指导教师：张明江，2014 年 10 月。 

9、 李帅杰，“挑战杯”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最大学，校赛三等奖。 

10、 黄涌和，“挑战杯”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Feeling at home”互动平台有限责

任公司，校赛三等奖。 

11、 贾京南， “挑战杯”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清泽家教中心，校赛三等奖。 

12、孙啸，挑战杯”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二手自行车市场，“挑战杯”校赛三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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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青春 
在校团委、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大力支持下，学院团

委及三大学生组织的服务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在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科技竞赛、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努力探索。 

   先后承办了百场山西精神报告会，各团支部举行了“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 主

题团日活动，特别是应物 1301 团支部参观太原支部旧址、彭真纪念馆及太行山

八路烈士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4 年 9 月制定了凌云志愿服务队管理

规范和章程（试行）、在校内与图书馆合作建立志愿服务基地，在 2014“善行

100 爱心包裹”的劝募活动中，取得了 2300 千元的成绩；2014 年我院志愿服务

队荣获太原理工大学志愿服务先进集体的称号。 

   科技竞赛方面尤其是在 2014 年创青春“挑战杯”创业大赛获校赛二等奖一个，

三等奖五个，省级银奖一个，国家铜奖一个。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先后荣获由

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自强之星”提名奖，校团委授予我院先进学生会荣誉称

号，研究生球类联赛优秀组织奖，校运会团体总分第八名的成绩。 

 

 

 

 

 

 

 

       

徐姣同学喜获 2014 年校长奖学金提名奖 我院在长治高科建立暑期实习实践基地 

校运会荣获女子团体总分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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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之星”常阳获 2014年创青春“挑战杯”全国

创业大赛铜奖 

尹玉仙同学荣获全国“自强之星”提名奖 

9 月 30 日我院在明向校区 

举行燃烛活动祭奠英烈 

燃烛活动现场 我院舞蹈《茉莉花》喜获太原理工大

学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 

我院在长治高科进行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 

我院荣获太原理工大学“先进学

生会”荣誉称号 

应物 1301 班举行“我为核心价值

观代言”主题团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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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工作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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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014年共引进人才9人：李静霞、刘毅、李璞、时秋峰、韩红、黄小勇、薛林、

韩燕、王宇。其中海外博士1人，电子和控制方向博士2人、实验中心教师2人。

本年度学院调入行政人员1人（孙志宏），没能新增具有博士学位的工程技术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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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本年度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副教授贾宝华，乔治亚理工学院任终身教授

李默作为山西省“百人”在我校受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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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本年度新增史方、范旭东、贾宝华、刘雪明为博士生导师；新增史方、范旭

东、贾宝华、刘雪明、邓霄、王英民、郑金桔、俞友宾8名硕士生导师。新增山

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4人（刘绍鼎、杨致、田跃、陈智辉）；山西

省青年拔尖人才1名（崔艳霞）；山西省研究生教育优秀导师1名（郝玉英）；新

增2名教授（李晓春、刘绍鼎），其中刘绍鼎破格晋升为教授；新增副教授5名（邓

霄、冯琳、王丽平、王磊、王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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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5人次赴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瑞典、法国、新加坡、葡萄牙、香港

进修学习或访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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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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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名青年教师顺利完成了一年的助课任务，并全部通过学院组织的助课青

年博士讲课考核。组织了学院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选拔4名教师参

加校级竞赛，其中王磊和刘瑞萍脱颖而出参加山西省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

王磊获得山西省教学基本功竞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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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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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管理。 

R:补充专业实验仪器39台套。与长治高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晋城沁和能源集

团公司合作，共同建设了校企实习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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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实验中心通过多次的实地研究制定搬迁方案，于2014年7月完成顺利搬迁。搬

迁后的实验室通过一个月紧张准备，10月开出本学期全部15个实验项目，保证了

学校公共实验课程的正常开设。新校区隔断和上下水改造基本完成；2014年12

月底学院行政和教学部门（3系1部）全部搬迁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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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推选了1名优秀本科生到香港浸会大学完成3+2模式的联合培养，2名硕士研

究生赴香港浸会大学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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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通过加强院级领导巡考力度，执行班主任和各系、部教师监考制度，全院考

风考纪基本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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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完成了7个硕士点的研究生的开题报告、中期检查以及73名硕士研究生（包括

2名工程硕士）、5名博士研究生的毕业答辩工作。招收硕士研究生101名，2名博

士研究生、9名工程硕士研究生，获批2014年太原理工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

项目及山西省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2项。2名研究生的硕士毕业论文被评为

“山西省优秀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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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未完成。 

12.争取“光电材料与器件”、“仪器科学与测试技术”博士点招生。 

R: 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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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举办青年博士学术讲座4讲，除了光电工程研究所、测控研究所外，组建了

有机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稀土发光材料、新型低维功能材料研究、光纤激光技术

及超宽带雷达应用、计算凝聚态物理、氧化物陶瓷材料、自适应光学波前测量技

术及应用7课题组，科研平台在不断建设、完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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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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科研进账经费总额超过500万元。 

R: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2项（面上基金4项，青年基金7项，理论专项1项），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德中心专项1项。获批省部级项目15项，企业技

术开发与服务项目15项。科研合同经费1526.2万元, 进账954.16万元, 新增校内可

支配经费247.6万元。 

15.申请20项左右国家发明专利，并促进专利的转化。 

R: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8项, 授权软件著作权13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1项，申请

国家发明专利3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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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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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篇，其中被SCI

收录66篇，2区以上论文27 篇，3区以上论文50篇，影响因子大于10的学术论文3

篇；被EI收录论文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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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本年度参加国际会议30人次，参加国内学术会议150人次，承办国际性学术会

议1次，承办全国性学术会议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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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既定工作任务均已完成，工作效率、后勤服务保障质量需要继续改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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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由于办公场所搬迁新校区，教职工之家建设任务未完成，需明年加强；工会

积极组织了教职工春季登山、长走健身活动，认真组织了本院青年教师教学技能

竞赛，所推荐教师王磊、刘瑞萍分别喜获全省高校教师教学技能竞赛一等奖、三

等奖；教职工疗养工作未完成，思路上需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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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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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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基地建设有突破：分别在长治高科集团、沁河能源集团建立了物电学院学生

实习实践基地；与科研团队合作力度需要继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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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巡考制度初见成效，学生诚信参考渐成习惯；今年对明向校区新生实行了院

系领导联系人制度，从入学伊始加强学风、考风教育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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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工程坊”开放实验室由于办公场所搬迁，未能推进实体建设；“凌云”成

长训练营运行正常，今年吕玉祥教授团队的加入，增强了训练营实力，拓宽了培

养方向；全国本专业竞赛参加任务未完成，突破点未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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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工作计划 

一、师资队伍 

1.根据学科需要，引进各类人才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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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名，山西省

青年拔尖人才1名，新增教授2-3名，新增副教授5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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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 

5.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训、助课和教学检查工作，积极组织青年教师教学观

摩，提升教学基本功。完成对一年助课青年博士的讲课考核工作。组织学院第三

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 

二、人才培养 

6.加强教学实践，拓展校外学生实习实践基地，进一步加强光源与照明专业

课程与专业实验室建设，继续补充各专业课随课实验仪器设备。完善本科生毕业

实习，加强对本科生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及答辩的规范管理。完成专业实验室明

向校区的搬迁建设工作。 

7.加强明向校区物理实验中心建设，补充实验中心师资队伍。 

8.深化教学改革，积极申报各类教学改革项目，完成教学成果鉴定与教学成

果奖申报工作。 

9.继续落实与香港浸会大学合作办学，推选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国际交

流或联合培养。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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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

师生交流，定期举办师生见面交流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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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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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科建设 

12.继续争取“测控技术与仪器”本科专业招生，完善学科布局。 

13.争取“光电材料与器件”、“仪器科学与测试技术”博士点招生。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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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获批一支山西省科技创新团队。 

15.完成明向校区科研团队的实验室建设及搬迁工作。 

16.争取申报成功山西省重点实验室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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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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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项，积极争取横向课题，

实现科研进账经费总额不低于800万元。 

18.申请30项左右国家发明专利，并促进专利的转化。 

19.提升我院的学术水平，产生国内外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发表期刊学术论

文数量大于100篇，其中在SCI数据库检索源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不少于60篇, 

二区以上的论文不少于30篇，影响因子大于10的论文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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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人次，其中参加国际会议与交流应不少于30人次。 

21.争取获批山西省科学二等奖一项。 

五、行政服务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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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作效率，做好各项服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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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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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创新改革教职工疗养方案。 

六、学生工作 

24.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以德树人，积极营造“人人

育人、处处育人、事事育人”的育人氛围；继续推进学院“诚信、友善、担当、

奉献”的文化建设。 

25.继续不断探索与坚持执行本科生“生涯导航·实践育人”教育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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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学生专业素质与综合能力

的培养，增强大学生的创业能力与意识，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大学生搭建平台，提

高毕业生主动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 

26.在坚持执行学院各级领导巡考制度基础上，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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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执行学院

各级领导担任本科生班级联系人制度，强化学风建设。 

27.继续加强大学生“凌云”创新实践基地建设，积极建设“工程坊”开放

实验室，并制定相关运行机制，争取在20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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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学生

参加全国相关专业领域竞赛方面争取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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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旧闻回放 

一月 

10 日，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在逸夫楼 301 教室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会议议 
题为：宣布新任院长杨毅彪任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及 2013 年度
处级干部民主测评。校党委副书记张惠元、副校长吕永康、校党委组织部长
刘润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三联络组组长秦晓怀和组织部干部考核小
组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及学院全体教职工、部分学生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
学院党委书记李建明主持。 
11 日, 我院教师张校亮结婚。 

14 日，吕明校长来我院调研，陪同调研的有学校科技处、研究生办、学生处、

211 办、教务处、人事处、后勤保障处、国有资产处相关负责人，我院党政

领导、各系、部、中心、研究所主任，教授代表、办公室、团委、青年教师

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就学院的学科建设、发展、搬迁工作等问题进行

了讨论。 

18 日, 我院举办了 2014 年第一次博士招聘面试会, 来自釜庆国立大学、哈尔

滨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

湘潭大学的 7 名博士参加了面试。 

20 日, 太原理工大学李静霞报到。 

23 日, 寒假。 

27 日, 学院领导看望了我院退休老教师。 

二月 

19 日，新学期开学。 

20 日, 加拿大籍外国专家 Tony C Scott 来我院全职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23 日，新学期学生报到注册。 

24 日下午，在逸夫楼 201 教室召开全院教职工大会，安排部署新学期各项工

作。 

25 日，我院教师刘欣返校。 

三月 

1 日, 我校工作会议和第三届第三次教代会在我校虎峪校区同泽会堂举行。我

院代表团全体成员及教授参加。 

2 日, 我院邀请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张天才教授、郜江瑞教授对我院准备申报

国家基金的 20 余位老师的项目书进行了讲评。 

10日-13日, 由杨毅彪院长和彭彦彬副书记带队, 李战锋老师协助应物专业教

师厉华明和韩国华老师在乐百利特集团旗下 LED 煤矿照明设备制造厂、沁河

能源集团中村煤矿及焦化厂、长治高科集团产业园带领应用物理专业大四学

生 22人进行实习。并分别与中村煤业和沁河能源焦化厂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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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今后继续合作奠定了基础。 

14 日上午，由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承办的“百场山西精神报告会”第十讲《奋
斗的青春最美丽之——史方教授谈大学生创业就业之路》在迎西校区逸夫楼
801 报告厅举行，学院党委副书记，学工办、团委负责人及各学院学生代表
参加报告会。 
23 日, 我院教师冀婷结婚。 

25 日上午，美国洛克马丁公司宇航顾问邢长城博士将应邀在我校迎西校区逸

夫楼 7 层会议室作题为《卫星工程简介》的学术讲座。 

30 日, 我院 2014 级 9 名在职工程硕士报到。 

3 月, 我院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7 项：其中 36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0

项面上项目, 1 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3 月, 我院王云才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郭园园、郝玉英教授指导的硕士研

究生杨倩撰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被评为“山西省优秀硕士论文”。 

四月 

1 日，我院教师刘丽喜添 7.4 斤男孩一枚。 

4 日， 由我校和天津大学联合培养的我院教师张明江博士, 在王云才教授和

刘铁根教授共同指导下, 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 

8 日,  我校“2013 年度本科教学优秀奖”的评选已落下帷幕, 我院张朝霞老

师荣获一等奖、李孟春老师荣获二等奖、薛萍萍老师荣获三等奖。本次评选

根据《太原理工大学本科教学优秀奖评选办法》文件精神, 经过随堂听课、

学生评教、档案材料评审、现场评选以及学校教指委最后审议通过, 评选出

35 名荣获“2013 年度本科教学优秀奖”的教师。  

7 日, 研究生招生复试面试, 凝聚态物理、光学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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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科学与测试技术 9 个专业分 4 个组同时进行, 86 名考生参

加了面试和政治素质测试。 

11 日，“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北京大学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特聘研究员段小洁博士应邀在我校逸夫楼

801 会议室做题为“Nanoscale Electrodes for Bioelectric Recording”的讲座。 

13-18 日, 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德国科学基金会中德科学研究中心

立项批准（项目编号：GZ 1005）并委托我校主办, 由我校物理与光电工程学

院冰情检测课题组具体承办的“中德‘气候变化中冰雪覆盖下的水生生态系统’

双边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这是我校首次获准承办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

德科学研究中心委托召开的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19 日, “第七届全国冰工程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逸夫楼 701 会议室召开。本次

会议由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分会冰工程学组主办, 我校物电学院冰情检测课

题组具体承办。  

同日，我院进行了第二次引进人才招聘面试, 北京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山

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的 4 名博士参加了面试。 

同日，在逸夫楼 101 教室举办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共有 26 名教师参加。

本次竞赛共评出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三个，三等奖六个,优秀奖十六个。 

22 日，天津大学刘毅博士来院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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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 由系主任张明江老师带队, 光源与照明工程系六名教师赴长治高科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开展了为期一天的调研活动。调研内容包括访问长治高   

科集团总部和多个子公司, 参观 LED 的整个产业链的生产过程, 探讨校企  

合作的模式和内容等。 

同日，由院工会组织的教职工登山赏春强体健身活动在太原西山狼坡风景区

举行。学院领导和全院教职工、部分教职工家属和学生代表参加此次活动。 

30 日, 王亦文同学被香港浸会大学“3+2 联合培养计划”录取。 

4 月, 我院 46 位教师向科技处申报 2013 年科技成果奖励, 涉及高水平立项

奖、重要报告奖、高水平学术论文及学术著作奖、知识产权奖、创新团队奖、

个人科技奖等奖项, 共计申请奖金 222.43 万元。 

4 月, 山西省委组织部发文公布了山西省第二批青年拔尖人才入选名单, 我

院崔艳霞教授名列其中。 

五月 

7 日，学校中层干部集中学习。 

同日, 由山西省物理学会主办、山西大学物电学院协办的“第一届全国高等

学校物理基础课程青年教师讲课预赛”（山西赛区）, 在山西大学物理电子工

程学院举行。来自全省 10 所高校的 13 名青年教师进行了激烈角逐, 我院教

师薛萍萍荣获省级一等奖、韦宏艳获省级二等奖。 

9 日，我院教师杨跃俊返校。 

12 日，香港城市大学 C.S. Lee 教授应邀来我校作报告。 

16-17 日，在迎西校区运动场举行了太原理工大学田径运动会，我院有 22 名

教工运动员代表我院参赛。 

19 日，山西乐百利特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做客清泽人文讲坛赵芳作“人文素质

培养与大学生成长成才关系”的专题讲座。 

22 日，我院教师常晓敏调出我院，调入水利学院。 

30 日，我院进行了第三次引进人才招聘面试, 北京交通大学的 1 名博士参加

了面试。 

六月 

5 日、23 日,  我院分别进行了 2 次 2014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 4 名考生参加复

试。 

5 日-9 日,  我院各学位点分别举行了 2014 年度研究生答辩会。电子科学与

技术、光学工程、凝聚态物理、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控制科学与工程、集

成电路工程领域 6 个硕士学位点共 4 名博士研究生、70 名硕士研究生参加了

答辩。 

   13-14 日,  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 CHEAH Kok Wai 教授、朱福荣教授、周昌松 

   教授访问我院, 商讨本科生“3+2”联合培养事宜。 

   15 日，南区管委会孙志宏老师调入我院。 

   16 日、17 日，由物电学院举办，为期两天的“2014 年物电学院第一届青年 

   博士学术沙龙”，在测控技术研究所 308 会议室召开。此次活动共邀请了来自 

   物电学院李战锋、田跃、李晓春和王安邦 4 位青年博士汇报科研成果。 

同日，乔记平调离我院，调入电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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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物

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物理学会物理教学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全

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华北地区复赛在北京工业大学

举行。我院大学物理教学部青年教师薛萍萍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获得华北地

区一等奖。 

24 日，王云才教授、彭彦彬副书记、郝玉英教授以及邓霄、韦宏艳副教授赴

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交流学习。 

6 月,  我院教师刘绍鼎、杨致、陈智辉、田跃荣获 2014 年度山西省“高等

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称号。 

6 月,  以我院教师王云才为带头人的团队获批 2014 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

优秀创新团队”, 研究骨干：刘喆颉、杨玲珍、杨毅彪、靳宝全、王冰洁、

张建忠、陈智辉、费宏明；团队成员：王鹏、张明江、王安帮、王文杰、刘

丽、郭龑强、易小刚。 

6 月,  我院 4 名博士研究生、70 名硕士研究生通过学院分学位委员会审核同

意授予学位。 

七月 

1 日，哈尔滨工业大学韩红博士报到。 

2 日，太原理工大学李璞博士报到。 

7 日,  在逸夫楼 801 会议室深圳大学光电工程学院满杰书记、屈军乐院长、

武宏磊博士一行三人来我校物电学院进行学术交流。 

8 日，北京交通大学时秋峰博士报到。 

10 日，新加坡国立大学黄小勇博士报到。 

15 日,  我院党政领导和系、部、中心负责人来到长治高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开始了为期四天的暑期实习实践活动。 

16 日上午,  我院与长治高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举行了实习实践基地创立的

揭牌仪式。 

17 日，暑假放假。 

7 月， 物理实验中心从迎西校区搬迁至明向校区，标志着我院搬迁工作启动。 

八月 

28 日上午，山西省第七批“百人计划”特聘专家贾宝华博士的受聘仪式在迎

西校区办公主楼 24 号会议室举行。 

同日，我院教师王安帮喜得 6.8 斤贵子一枚。 

同日，我院教师张荣喜得 7.1 斤贵子一枚。 

九月 

1 日，新学期开学。 

5 日下午，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在逸夫楼 401 教室召开了全院教职工大会，安

排部署新学期工作。 

10 日，我院教师杨玲珍获得 太原理工大学“感动清泽 最美教师”提名奖荣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2014 年度报告 

 
 

62

誉称号。 

12 日,  我院应用物理学专业：王恩灵、刘兴；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徐姣、

林媛媛、陈雨婷、范东生、于文强等 7 名同学获得 2015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

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资格。 

15 日,  我院 2014 级本科生 209 人、硕士研究生 101 人在明向校区报到入学；

2 名博士在迎西校区报到入学。 

20 日,  在逸夫楼 801 会议室举办物电学院助课青年教师试讲考评会, 共有 15

名青年博士教师参加此次考评会。考评会由学院组织富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担

任评委, 采取助课青年教师上台讲课, 评委老师现场指导, 分析点评, 指出讲

课的优缺点, 提出改进努力的方向。助课青年教师们相互之间观看了各自的教

学笔记和有关教学档案, 交流了讲课的心得体会。 

30 日,  我院组织接收 2015 年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复试。 

十月 
9 日，我院青年教师黄小勇博士撰写的文章《Solid-state lighting: Red phosphor 

converts white LEDs》正式发表（Nature Photonics 8, 748–749 (2014)），这是我

校教师第一次在 Nature 子刊上发表文章。Nature Photonics 是光子学领域的顶

尖杂志，2014 年度影响因子高达 29.9。 

14 日，大连理工大学韩燕报到。 

22 日,  英国南威尔士大学 Copner 教授应邀来我院讲学。 

23 日,  我院教师陈智辉学成归国。 

30 日,  电子科学技术专业学位点分别组织 2013 级、2012 级研究生进行学位

论文开题、中期检查。 

31 日,  我院申报山西省科技项目 28 项：其中 8 项自然面上项目, 17 项青年面

上项目, 1 优秀青年项目, 2 项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 

十一月 

7 日,  控制科学与工程、控制工程、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专业学位点组织 2012

级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开题。 

同日，我院教师郝文涛结婚。 

7 日-8 日,  凝聚态物理专业学位点分别组织 2013 级、2012 级研究生进行学位

论文开题、中期检查。 

8 日,  我院进行的集成电路工程专业 2014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专业课考

试、面试、资格审查, 共 6 名考生参加。 

12 日,  光学工程专业学位点分别组织 2013 级、2012 级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

开题、中期检查。 

13 日,  选派光学工程专业的张收同学和集成电路工程专业的童培谦同学赴香

港浸会大学分别进行半年、一年的交流学习。 

17 日下午，“百人计划”特聘专家李默教授在迎西校区受聘。副校长吕永康出

席仪式并为李默教授颁发山西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证书。 

同日下午，李晋平副校长和“211”办领导就近三年的引进人才座谈，我院近

30 名青年教师参加座谈。 

同日,  我院申报山西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项目 1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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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  我院一名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两名在职工程硕士通过学院分学位委员

会审核同意授予硕士学位。 

24 日，北京大学张锦教授应邀来我校讲座。 

27 日,  我院在逸夫楼 801 会议室进行了 2015 年校基金申报答辩、评审和 2015

年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申报评审会。 

26 日下午， 山西省“百人计划”专家、剑桥大学博士、长治市华光光电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研发总监王传汉在我校明向校区政法学院报告厅作题为《LED 基

础概述》的讲座，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领导，教师和学生百余人听取了报告。 

同日， 我院教师张建忠学成归国。 

28日,  控制科学与工程、控制工程、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专业学位点组织 2013

级研究生进行中期检查。 

同日, 我院 19 名老师申报 2015 年校基金, 其中 7 人申报优秀青年培育项目、4 

人申报青年项目、8 人申报团队项目。 

29 日，我院教师孙礼结婚。 

11 月,  我院博士研究生徐航（导师：王云才教授）、硕士研究生田喜敏（导师：

郝玉英教授）获批 2014 年太原理工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 

十二月 

2 日,  我院一名学博士研究生通过学院分学位委员会审核同意授予博士学位。 

同日，我院教师冯志宇顺利产下 6.9 斤女儿一枚。 

4 日,  我院 15 名研究生申报山西省研究生创新项目, 其中博士 2 人, 硕士 13

人。 

5 日,  我院进行了第四次引进人才招聘面试, 来自天津大学、法国巴黎 SATIE

实验室赛尔齐-蓬多瓦兹大学校区、南京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乌普萨拉大学

（瑞典）的 5 位博士参加了面试。 

16 日， 我院教室郭龑强赴日本东京电气通信大学，高级访学一年。 

21 日，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第一次党员大会在迎西校区博学馆报告厅召开。

副校长吕永康、校党委组织部部长刘润祥受邀出席会议，全体党员参加会议。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会后召开了中共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李建明同志为学院党

委书记，彭彦彬同志为党委副书记。 

25 日， 我院教师冀婷顺利产女。 

31 日， 毕业于塞吉-蓬图瓦兹大学的王宇博士来院报到。 

12 月底， 我院 18 名老师获批 2015 年校基金, 其中 6 人获批优秀青年培育项

目、4 人获批青年项目、8 人获批团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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