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研究生招生宣传物理学院内容简介 

 

一、 学院院标图片 

 
 

二、 学院简介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始建于 1956 年。设有物理学（师范）、应用

物理学和电子信息工程三个专业。 

学院现有教职工 53人，其中专任教师 474 人，具有博士学位 31

人，博士比 66%；外聘优青、专家等兼职教授 5人。学院现有全日制

本科生 710 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74人，外国留学生 1人。 

学院拥有物理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物理学一级学科为学

校重点建设学科，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为学校特色二级学科。物理

学专业为辽宁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辽宁省级特色专业、辽宁省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专业、校级支柱性与标志性专业；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为辽宁省本科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专业。 

学院拥有设备完善的基础实验室和专业实验室，有省级物理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省工程技术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省高校创新团队

等 7 项。现实验室总建筑面积 6000 余平方米，设备总值 2000 余万

元。 

2015 年以来，学院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 18 项;获

得专利 24 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 SCI/EI 检索 141 篇;专著 9 部。

国家级精品课程 1门，省级精品课程、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等 3门。

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二、三等奖等 4项。 

学院注重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大学生科研、创新创业、竞赛成

果丰厚，2019 年学院学生获得国家、省、市和校级奖励累计达到 398

人次，占学院学生总数的 58.06％；考研率达到 40%以上；2019年本

科生就业率 97.32％，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与好评。 

 

三、 学科专业特色 

学院拥有物理学一级学科和材料物理与化学二级学科，经过五

十多年的建设发展，物理学学科已形成了具有学术优势和自身特色的

5 个二级学科（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理论、凝聚态物理、理论物理、光

学、无线电物理）。其中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理论学科的辐射物理技术

研究方向，是国内高校科研院所中少有的以 X 射线物理技术为主要特

色的研究团队，致力于建设具有国内一流的 X 射线辐射物理及技术研

究和人才培养基地，为国家特别是辽宁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贡献力

量。核结构及辐射场理论方向针对空间科学和引力理论的前沿问题，

提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对我国空间技



术的整体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受到国内外多位著名专家的

高度评价，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其研究成果 SCI引用超过 200 余

篇次，单篇论文最高引用次数 28 次。 

四年间，承担了包括中央军委发展装备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

省部级科研项目 58项，项目研究经费达 950 万元；发表论文 190 篇，

SCI、检索 46 篇，SCI 一、二区论文 20 篇；著作 2 部；获得省部级

以上科研奖励 7 项；授权专利 15 项。物理学学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电源技术综合实验箱、微波测湿实验仪、电子束实验仪、高性能激

光器、新型光纤传感器、便携式迈克尔逊干涉仪、各种小型组合高压

发生器与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等，多次为工业与科教仪器企业（公司）

提供人才支撑和技术服务。 

 

 

 

 

 

 

 

 

 

 

 



四、 招生专业目录 

014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话：024-86593284） 
 

  

070201 理论物理 

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 

③628 量子力学 

④853 普通物理学 

复试：电动力学或热力学

统计物理 -01(全日制)引力理论与天体物理 

-02(全日制)广义相对论与黑洞物理 

-03(全日制)统计物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原子物理学 

②电子技术基础 

070202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 

③628 量子力学 

④853 普通物理学 

复试：电动力学或热力学

统计物理或电路分析基

础 

-01(全日制)辐射物理与应用 

-02(全日制)理论核物理 

-03(全日制)计算机技术与核电子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原子物理学 

②电子技术基础 

070205 凝聚态物理 

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 

③628 量子力学 

④853 普通物理学 

复试：固体物理或热力学

统计物理 
-01(全日制)磁性材料与应用 

-02(全日制)低维系统及其电子结构 

-03(全日制)计算物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原子物理学 

②电子技术基础 

070207 光学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 

③628 量子力学 

④853 普通物理学 

复试：光学或激光原理或

热力学统计物理或电动

力学 
-01(全日制)光电检测技术 

-02(全日制)光纤光学 

-03(全日制)生物光子学 

-04(全日制)激光物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原子物理学 

②电子技术基础 

070208 无线电物理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 

③629 电子线路基础 

④853 普通物理学 

复试：热力学统计物理或

计算机控制技术 -01(全日制)信息检测与处理 

-02(全日制)光电智能控制 

-03(全日制)通讯系统与无线传感器网

络 

同等学力加试： 

①原子物理学 

②电子技术基础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 

③302 数学二 

④853 普通物理学 

复试：热力学统计物理或

金属学 -01 (全日制)计算材料学与材料设计-

02 (全日制)材料微结构与相变 

-03 (全日制)材料的非平衡性能与材料

仿生 

同等学力加试： 

①原子物理学 

②电子技术基础 

 

 

 

 

 



五、 导师简介 

1. 理论物理 

 

 

 

 

 

 

 

 

 

姓    名 李慧玲 

职    称 副教授 

学科专业 理论物理 

研究方向 引力理论与黑洞物理 

个人简历： 

李慧玲：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在读，主要从事引力理论和黑洞物理方面的研究。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主持国家级青年基金《强引力场修正理论下的黑洞与暗物质相关研究》项目一项。具

体研究主要包括黑洞的量子效应及全息性质方面。近年来在当前黑洞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难

点问题开展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对多种类型黑洞研究了考虑广义不确定性情况下

Hawking 辐射的隧穿问题，探讨了黑洞的残余，对黑洞信息佯谬问题的解决在这几种具体

情况下提供了可能的答案，在全息框架下研究了两种带毛黑洞的相变性质，展现了和黑洞

熵类似的全息范德瓦耳斯相变。其研究成果对黑洞量子化、Hawking辐射和黑洞信息佯谬、

黑洞相变等黑洞物理和黑洞热力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相关成果已发表在一区

刊物《Physics Letters B》、《Eur. Phys. J. C》上。 

 



 

 

 

 

 

二 

寸 

照 

片 

姓    名 高天附 

职    称 副教授 

学科专业 理论物理 

研究方向 生物物理、统计物理 

个人简历： 

   高天附，沈阳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物理学会

会员。现担任国际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B、Frontiers in 

Applied Physics 等审稿人。多次获得辽宁省、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教指委项目、教育厅、科技厅项目多项。入选辽宁省第八批“百

千万人才工程”；入选沈阳市“拔尖人才”入选沈阳师范大学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主要应用生物物理理论、非平衡态统计理论等对微观细胞复杂系统进行建模，研究不同

类型生物分子马达的定向输运性能，生物非线性系统的噪声效应及复杂系统的同步与反常

输运等。 



 

 

2.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姓    名 邓玉福 

职    称 教授 

学科专业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研究方向 辐射物理技术、高压电源技术 

（物理学科下的方向均可） 

个人简历： 

邓玉福，男，工学博士，教授，辽宁东港人，1966年 4月 12日生，汉族。现任沈阳

师范大学实验教学中心主任，辽宁省物理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物理学会中学物理教学专

业委员会理事长，辽宁省生物物理学会理事，物理学省级特色专业带头人，辽宁省物理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辽宁省工程技术中心主任。 

1983.9进入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学习，1990.7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粒子物理与原

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1990.8开始于沈阳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

技术学院工作。2004.6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博士毕业，获博

士学位。 

先后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余项，在中国科

学、国际先进工程材料杂志（Adv. Eng. Mater.）、国际电子显微学专业杂志

（Ultromicroscopy）、国际材料快报（Scripta Mater.）、中国物理（Chinese 

Physics）及物理学报等专业杂志发表论文 50余篇，其中 23篇被 SCI，EI检索收录。专

利 2项，参编著作 4部。荣获了沈阳师范大学科研标兵、沈阳市科技先锋，辽宁省电子工

业厅科技进步一等奖，辽宁省教育厅科技进步一等奖，辽宁省发明创造奖以及辽宁省自然

科学学术成果奖等多项荣誉。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主要从事物理学专业的教学和辐射物理技术、高压电源技术、材料的物理性能及微观

结构表征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姓    名 刘玲 

职    称 副教授 

学科专业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研究方向 理论核物理 

个人简历： 

刘玲，沈阳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出站，主要从事重核熔合与裂变动力学、超重核合成理论、

核多体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a） 核反应：超重核合成与重核熔合与裂变动力学 

利用我们提出用试验粒子多次通过位垒模型计算重核裂变过程中的裂变速率，讨论

颈部构型的重要性；并推广研究重核熔合几率及该模型对裂变、熔合各时间尺度的影响

等；利用两步模型计算超重核合成截面。 

（b） 核结构：相对论核多体问题 

利用等效 DBHF方法，计算对称、非对称核物质中质子及中子的自能，讨论对称、非

对称核物质性质。应用我们得到的同位旋相关的有效相互作用可以讨论中子星质量，奇异

核、超重核、晕核性质，考虑Λ超子、Σ超子、核巨共振的作用等等。 



3. 凝聚态物理 

 

 

姓    名 黄仁忠 

职    称 教授 

学科专业 凝聚态物理 

研究方向 计算物理学；新能源材料 

个人简历： 

黄仁忠，教授，博士，凝聚态物理学科负责人。《Nano research》、《Nanotechnology》、

《RSC advances》等 SCI杂志特邀审稿人。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2004-2008

年在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微结构物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及访问学者。在教学中，主讲研究生

课程《凝聚态物理导论》、《压电铁电物理》、《相图理论》、《固体理论》及本科生课

程《固体物理》、《大学物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主要研究领

域为低维纳米结构及性能、计算物理学及新能源材料。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

《New Journal of Physics》、《Acta Materialia》、《Physical Review B》、《Applied 

surface science》等期刊上发表 SCI 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持及参与教育部高级访问学

者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多项。培养的研究生多在诸

如复旦大学、东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攻读博士学位或在省级初高级中学担任教

师。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1. 低维纳米结构及性能的研究 

主要关注低维纳米结构表面与界面结构对其物理性能的影响 

2. 功能氧化物多铁性能的研究 

重点关注钙钛矿氧化物界面与应变工程及其压电、铁电、铁磁等性能。 

3. 新能源材料 

主要侧重高性能储氢材料和锂离子电容器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姓    名 封  文  江 

职    称 教授 

学科专业 凝聚态物理 

研究方向 磁性材料及应用 

封文江，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

才”；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层次；沈阳市“领军人才”高层次人才；辽宁省“高等

学校优秀人才之青年学者成长计划”。14年高校教学经验，讲授研究生、本科专业课

程，包括大学物理、磁性材料、凝聚态物理导论等。作为指导教师组织学生参加“大学

生实验物理竞赛”，多人次在大赛中获一、二等奖，个人也多次获评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 15 项，其中主持 8 项。科学出版社专著 1 部，专利2项。获

得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二等、三等 4 次，在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上发

表 60 余篇论文。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研究方向为磁性材料的第一性原理计算，主要是自旋电子学材料计算。利用电子的

电荷和自旋两种自由度，基于半导体自旋电子学材料，诸如与半导体相容的半金属

(half-metal)铁磁体，设计出性能更加优异的材料。利用半金属铁磁体和稀磁半导体中

有着极为丰富的磁相互作用，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这些材料的磁性本质，从

而获得与半导体相关的新型铁磁材料以及新型半金属材料的结构、电子、力学与磁性

质。 



 

 

 

姓    名 李春梅 

职    称 副教授 

学科专业 凝聚态物理/材料物理与化学 

研究方向 计算材料学 

个人简历： 

2011.12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博士毕业 

2012.01-2014.12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博士后研究工作 

2014.08-至今 沈阳师范大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师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研究方向：第一性原理合金材料理论计算工作，研究领域主要为在电子结构层次上

研究金属及金属间化合物的磁、力学性能等，考察其对材料相稳定性的影响。研究体系

主要涉及有 Ni基、Co 基 Heusler合金，Fe-Pd基形状记忆合金，Pu 基核材料等。系统

计算研究合金化组分及温度对不同体系中各相结构的晶格体积、磁性质、弹性模量、自

由能的影响；近似确定成分相界和相转变温度、磁转变温度；揭示合金化成分和温度影

响相稳定性及磁热力学性能的规律性，并探索他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物理机理；为实现

合金材料的性能优化设计提供理论参考。 



4. 光学 

二 

寸 

照 

片 

姓    名 陈秀艳 

职    称 副教授 

学科专业 光学 

研究方向 新型激光器件与激光技术 

个人简历： 

2006.7-2009.7于西北大学光子所硕博连读，主要对全固态多波长激光器进行学习与研

究；2009-至今于沈阳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硕士研究生

导师，主要从事智能激光散斑干涉仪的研究，其中，2014.3-2016.10 在中国科学院上

海光机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针对光纤激光器以及光纤拉曼激光器相关内容进

行学习与探索研究。 

几年来参加的主要项目有：国家高科技发展“973”计划项目一项、国家高科技发

展“863”计划项目一项（（涉密项目），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省省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博士启动项目；主持的项目有辽宁省教育厅项目、校内项目，北京印刷学

院合作项目，博士启动项目。 

指导学生项目：指导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1项，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

项，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3项，指导大学生科研立项 4项 

文章：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其中 SCI与 EI收录十五篇。 

专利：申请专利十四项，目前第一发明人授权专利五项，第二发明人授权专利一项，

第三发明人授权专利二项，已受理专利六项。 

获奖：获得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三等奖（排名第二） 

      获得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二） 

第十三届“挑战杯”辽宁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优秀指导教师  辽宁省

物理实验竞赛 优秀指导教师 辽宁省大学生学术竞赛 一等奖  指导教师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1. 激光器件研究：包括固体激光器、光纤激光器及光纤拉曼激光器的理论与实验研究； 

2.激光散斑成像研究：主要包括新型散斑仪器的研制，散斑成像研究及其应用 



 

 

 

姓    名 高朋 

职    称 副教授 

学科专业 光学 

研究方向 光纤传感技术 

个人简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讯评审专家,主要从事先进光纤传感技术与新型光学检测方

法及装置的研究工作。2006 年至今在沈阳师范大学工作期间，主持的科研项目包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 项(20 万)，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5

万）、横向科技开发项目 2 项（12.6 万）、校内博士启动基金项目 1 项（2 万）；参与的

科研项目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辽宁省教育厅项

目 2 项，经费共计 40 万元；共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检索 9 篇，EI 检索 13

篇；获 2012 年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二等奖 1 项，2013 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

三等奖 1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4 项；主编音像教材 1 部，参

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1 部；参与校级教学改革项目 4 项，参与网络课程

建设项目 1 项；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 6 项，指导大学生科研项目 11 项；指导

辽宁省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获一等奖 2 项，辽宁省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一等奖 1 项，

三等奖一项，指导中国物理学术竞赛东北赛区比赛获三等奖一项。并获得辽宁省优秀指

导教师称号 5 项；2015 年被评为 2013-2015 年度沈阳师范大学优秀教师。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光纤传感技术始于 1977 年，伴随光纤通信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光纤传感

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信息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光纤传感技术已广泛用于军事、国

防、航天航空、工矿企业、能源 环保、工业控制、医药卫生、计量测试、建筑、家

用电器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市场。世界上已有光纤传感技术上百种，诸如温度、压力、

流量、 位移、振动、转动、弯曲、液位、速度、加速度、声场、电流、电压、磁 场

及辐射等物理量都实现了不同性能的传感。 

主要致力于特种光纤器件在光纤传感系统中的运用，通过对光纤器件的微处理和传感

系统搭建，实现温度、湿度、气体浓度、磁场、电流、应力、应变、压力、折射率等

参数的高灵敏度测量。 



 

 

 

 

 

 

 

 

 

 

姓    名 田宁 

职    称 副教授 

学科专业 光学 

研究方向 高灵敏光谱检测与应用研究 

个人简历： 
田宁，女， 1985 年 10 月生，中国共产党员，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教育及工作经历如下：2004 年 9 月考入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2008 年 7 月保送至清

华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2013 年 7 月入职沈阳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工作至今。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生物医学光子学、生物医学光学及高灵敏光谱检测。目前研究重

点包括： 

1. 生物医学光子学方面：共聚焦与双光子荧光成像，光学二次谐波成像，及其在生

物医学中的应用。 

2. 生物医学光学方面：基于光散射的低损伤成像，包括光学相干层析成像，偏振光

成像，及其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高灵敏光谱检测方面：高光谱成像及其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姓    名 于吉 

职    称 副教授 

学科专业 光学 

研究方向 半导体光电器件的制备及研究 

个人简历： 
于吉，男， 1983 年 8 月生，中国共产党员，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教育及工作经历如下：2003 年 9 月考入长春师范大学物理学院，2007 年 7 月考入吉林

大学物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2010 年 7 月入考入中科院长春光机所，攻读博士学位。

2013 年 8 月入职沈阳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工作至今。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主要从事宽禁带半导体光电材料与器件的研究工作，目前研究内容包括包括光电

探测器、发光器件、随机激光，以及新型发光材料与器件的制备与应用等。 

 



 

 

 

 

 

 

姓    名 王远成 

职    称 副教授 

学科专业 物理学理论物理 

研究方向 原子分子碰撞理论 

个人简历： 

   2007 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学专业；2010 年吉林大学原子与分子物理学硕士毕

业；2013 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取得光学博士学位。 

 

2013.08-2019.09 任沈阳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2019.10 任副教授。 

在原子分子物理学领域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检

索论文 7 篇。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原子分子碰撞过程研究是原子分子物理学中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原子分子碰撞中

包含着复杂的电子关联问题，这也是原子分子物理中长期存在的重要难题。本人主要使

用密耦合方法，研究电子/正电子与原子分子碰撞中的弹性散射、激发、电子及电子偶

素的形成过程；并使用极化势及密度矩阵等方法来描述电子关联效应。目前关注的问题

是弱耦合等离子体环境中的电子与原子碰撞过程。 



5. 无线电物理 

 

 

姓    名 吴丽娟 

职    称 教授 

学科专业 无线电物理 

研究方向 图形图像处理与识别 

个人简历： 

近年来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863 项目 5 项，主持完成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

教育厅科研基金等项目 8 项；研究成果获教育部科研成果奖、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三等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出版教材著作 3 部。 

在教学中，为研究生、本科生主讲“图像工程”、“C/C++程序设计”、“java 程序设

计”、“MATLAB 程序设计基础”等课程。熟悉程序设计并有多年的工程项目设计及开

发实践经验。 

沈阳师范大学“教学名师”。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次； “沈阳市十

大杰出青年知识分子”。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主要研究方向：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图形图象处理与识别。 

1.基于深度学习的卷积神经网络的图像识别方法的研究 

2.基于 B 样条曲面的高精度曲面拼接方法的研究与实现 



 

 

姓    名 申海 

职    称 教授 

学科专业 无线电物理 

研究方向 
信息检测与处理 

（无线电物理下的方向均可） 

个人简历： 

2011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械电子工程专业，获博士学位。

2017 年 6 月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控制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出站。目前

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主讲《计算机控制技术》、《可编程控制器》和《智能控制》等课程。

近年来先后主持及参与各级各类项目近 20 项，其中包括主持国家项目 2 项，参与国家

级项目 4 项，主持省级项目 3 项等，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SCI/EI 检索 32 篇，出版

著作 3 部，获省级学术类奖励 3 项，市级学术类奖项 1 项。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本方向研究内容为集群技术在无人系统中的研究及应用，此方向目前为国家重要

前沿研究内容。依托在研项目，有一定研究基础和成果。集群智能是一种颠覆性技术，

他是实现无人机集群技术自主决策的技术之首，立足于人工智能，开发基于群体智能的

无人机集群控制系统，实现无人机集群群体智能的技术集成，是新一代无人机集群技术

研究的主要方向。在国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指出开展群体智能基础理论研

究，研究群体智能结构理论与组织方法、群体智能激励机制与涌现机理、群体智能学习

理论与方法、群体智能通用计算范式与模型。2017 年 12 月，在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

布的《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中指出，积极培育人工智能创新产

品，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化，将无人机列为八大重点培育产品，并开展无人机智能

飞控系统等研制。具备集群智能的无人机集群不仅在国防科技领域大显身手，且在民用

领域，如地质勘探、智慧交通、抢险救灾、农林植保、物流等领域也将大有可为。 



 

 

 

 

 

姓    名 张浩华 

职    称 副教授 

学科专业 无线电物理 

研究方向 复杂网络、智能控制 

（无线电物理下的方向均可） 

个人简历： 

张浩华，男，博士，副教授, 沈阳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高

等学校物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沈阳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学会副理事长，

沈阳市沈北新区科普志愿者协会理事，国家高校创业指导教师，云南省监察法学会高级

顾问，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 澳大利亚 Alitium Designer 全球认证工程师、资深讲师, 

英国 ARM 公司嵌入式全球认证工程师、高级讲师，教育部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工程师、

东软集团公司实训中心特聘专家，高级讲师，沈阳师范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导师。 

近年来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产学研育人项目、辽宁省科技厅、教

育厅项目 20 余项，其中纳西象形文字计算机化研究项目得到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

多家媒体报道，成果已应用到云南旅游产品开发中去，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参与研

究开发的国内首个大型水电运行仿真系统，获得国家专利，现正在吉林省丰满水电站运

行，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被 SCI，EI 检索收录 30

余篇；出版个人专著 2 部；获个人专利 4 项。多次指导学生获得国家级、省级、校级大

学生科研项目和竞赛大奖，获国家级、省级竞赛最佳指导教师称号。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1) 复杂网络理论应用：基于统计物理学研究具有自组织、自相似、吸引子、小世界、

无标度性质的各种现存网络特性和规律； 

2) 现代教育技术、智能控制：智能硬件的开发和应用； 

3) 计算机应用、嵌入式系统、无线传感器网络：计算机软件开发、服务器维护管理、

嵌入式应用开发和无线传感器网络研究。 



 

 

 

 

 

 

 

 

 

 

姓    名 李柳 

职    称 副教授 

学科专业 无线电物理 

研究方向 
电磁层析成像技术 

个人简历： 

1997-2001 年就读于沈阳师范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2001-2004 年就读于沈阳师范大学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专业 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2004 年至今工作于沈阳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06-2013 年就读于东北大学仪器仪表所检测技术专业，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电磁层析成像技术是过程层析技术的一种，主要应用于无损探伤，用来实现多相流检测。

该技术将电磁场作为激励源，根据电磁感应原理，检测感应端数值，根据测量值重现物

场空间结构，达到无损探伤的目的。 

该技术涉及过程层析技术原理、数值分析方法等。 



 

 

 

 

 

 

 

姓    名 吴 迪 

职    称 副教授 

学科专业 电子信息科学 

研究方向 图像处理，计算机（机器）视觉 

个人简历： 

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物理电子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是图像处理、视频信

号处理、计算机（机器）视觉。目前在沈阳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信息专业

指教，所授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包括《数字信号处理》，《现代信号处理》，《优化方法》等。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图像信号算法研究、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等等，通过对不同领域

和工业的技术需求，实现人工智能算法的实践和应用。 



 

 

 

 

姓    名 程立英 

职    称 副教授 

学科专业 物理学 

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医学图像处理，虚拟现

实 

个人简历： 

程立英，女，1976 年生，副教授，辽宁省电工学研究会理事，沈阳师范大学物理学

院智能控制教研室主任，荣获“沈阳市技术能手”“沈阳师范大学青年教学标兵”，多项

国家级、省级、校级比赛优秀指导教师等称号。近年来，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重点攻关项

目 1 项，校重点孵化项目 1 项；参与国家科技部 863 项目 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 项，国家自然基金 4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近 10 项，校级科研项目多项。在省级以上期

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近年，研究方向主要是人工智能算法研究和医学图像处理，主要包括基于深度学习

算法的视频或图像信息处理、利用传统方法实现肺部组织的分割与识别以及脑部组织的

分割与重建等。另外，近期拟与东北大学医学影像智能计算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展虚拟

现实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合作研究。 

 



6. 材料物理与化学二级学科 

 

  

 

姓名 高明 

职称 教授 

学科专业 材料物理与化学 

研究方向 计算材料学与材料设计 

个人简历： 

1985 年 6 月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学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94 年 4 月毕业于东北大学

凝聚态物理专业，获理学硕士学位；2002 年 6 月毕业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材料物理与化

学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2003 年 10 月---2004 年 10 月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 I C ）

做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主要研究兴趣涉及：材料电磁处理技术、相变及非平衡过程、计算材料学和凝聚态物理

等方面。 



 

 

二 

寸 

照 

片 

姓    名 张国英 

职    称 教授 

学科专业 材料物理与化学 

研究方向 金属材料，二维纳米材料，储氢材

料 

个人简历： 

1988，7 月毕业于辽宁大学理论物理专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1991，7 月毕业于辽

宁大学物理学专业，获得理学硕士学位；2001 年 3 月毕业于东北大学理学院获材料物理

与化学专业工学博士学位。2006 年 12 月于东北大学材料冶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出站。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1、金属材料腐蚀与防护 

主要研究金属材料腐蚀和氧化机理。在此方面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镁合金

强化及腐蚀机理的电子理论研究”（50671069）；“多元合金化对 TiAl 金属间化合物合金

高温氧化的影响及其机理”（51371049）的子课题。 

2、储氢材料 

主要研究新型轻质储氢材料储放氢影响机理.参与完成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项目:“新型轻质储氢材料的低成本制备技术”（ 2009AA05 Z105)。 

3. 二维纳米材料 

    目前主要从事二维纳米材料如石墨烯, 黑磷, 二硫化物等二维材料电光学性质及吸

附行为的研究. 



 

 

 

 

姓    名 李春梅 

职    称 副教授 

学科专业 凝聚态物理/材料物理与化学 

研究方向 计算材料学 

个人简历： 

2011.12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博士毕业 

2012.01-2014.12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博士后研究工作 

2014.08-至今 沈阳师范大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师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研究方向：第一性原理合金材料理论计算工作，研究领域主要为在电子结构层次上

研究金属及金属间化合物的磁、力学性能等，考察其对材料相稳定性的影响。研究体系

主要涉及有 Ni 基、Co 基 Heusler 合金，Fe-Pd 基形状记忆合金，Pu 基核材料等。系统计

算研究合金化组分及温度对不同体系中各相结构的晶格体积、磁性质、弹性模量、自由

能的影响；近似确定成分相界和相转变温度、磁转变温度；揭示合金化成分和温度影响

相稳定性及磁热力学性能的规律性，并探索他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物理机理；为实现合

金材料的性能优化设计提供理论参考。 



六、 有代表性的项目、成果、获奖及突出的基地、中心等 

 

1. 科技平台 

序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与批文公章一致） 

批准 

年月 

1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辽宁省 

辽宁省射线仪器

仪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辽宁省科技厅 2017.10 

2 
省级实验中心 

辽宁省 

省级物理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 
辽宁省科技厅 201108 

3 
省级重点实验室 

辽宁省 

先进材料的微观 

结构与性能实验 

室 

辽宁省教育厅 200412 

4 
省级重点实验室 

辽宁省 

辽宁省特种材料 

的制备与应用技 

术重点实验室 

辽宁省科技厅 200911 

 

 

 

 

 

 

 

 

 

 

 

 



2. 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开
始年月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2075158 
基于 X 射线的血液辐照装置关键技术研

究 
邓玉福 202101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1573017 
红移 z=0.5-3 星系的径向结构性质与演

化研究 
刘凤山 201601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1872030 非完整约束力学系统的保结构算法及控制应用 花巍 201901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1674233 
高温 delta 基钚合金相稳定性及磁力学

性能的理论研究 
李春梅 201701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1170301 强引力场修正理论下的黑洞与暗物质相关研究 李慧玲 201801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11804235 
基于光学性能检测的高效卵细胞质量评价方法

研究 
田宁 201808 

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61603265 
基于笼形分子敏感膜涂覆的光子晶体光

纤甲烷气体浓度检测技术研究 
高朋 201701 

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61502318 菌群群体感应控制机制及优化算法研究 申海 201601 

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11704264 
基于电场分布调控的高增益 ZnO 肖特基

型紫外雪崩探测器研究 
于吉 201801 

10 教育部 

教育部专

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

项目 

无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课程教学中学生科研

素养的提升 
高天附 201701 

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11305108 超重核结构及性质的研究 图雅 201401 

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11301350 非线性薛定谔方程的保结构算法与应用 花巍 201401 

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11347003 延迟反馈棘轮的合作定向输运研究 高天附 201401 

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61502318 菌群群体感应控制机制及优化算法研究 申海 201601 

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理论物理

专项项目 
11647028 

基于亚波长金属光栅表面等离子体共振

效应的氧化锌紫外探测器理论设计 
于吉 201701 

1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理论物理

专项 
11347003 延迟反馈棘轮的合作定向输运研究 高天附 

20140

1 

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62004132 
 1.55 μm 可调谐窄线宽外腔半导体

激光器的研究 
王延 

20210

1 



3. 科研获奖 

 

 

 

 

 

 

序号 奖励类别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

人 
证书编号 

获奖 

年度 

1 省政府自然科学奖 三等奖 

Residue cross sections of 50Ti-induced 

fusion reactions based on the two-step 

model 

刘玲 161406500013099 2016 

2 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 三等奖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Ce 0.89 sm 0.15 

0 1.925 -Fe 203 electrolytes for IT-SOFCs 
田宁 2016CGJ-A3-177 2016 

3 
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

奖 
三等奖 

Understanding the martensitic phase 

transition of Ni2(Mn1-xFex)Ga magnetic 

shape-memory alloys from theoretical 

calculations 

李春梅 171405000011015 2017 

4 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 三等奖 

High spectrum selectivity and enhanced 

responsivity of a ZnO ultraviolet 

photodetector realized by the addition of 

ZnO nanoparticles layer 

于吉 171405000011053 2017 

5 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 三等奖 延迟反馈控制下耦合惯性布朗粒子的共振流 高天附 2018CGJ-A3-121 2018 

6 
省金属学会优秀科技论文

奖 
二等奖 

高通量原子模拟研究六角钛中软硬晶粒组合下

的塑性变形模式 
何燕 2018-2-137 2018 

7 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 三等奖 

Anomalous thermodynamic properties and 

phase stability of δ-Pu1-xMx (M=Ga and 

Al) alloys from first-principles 

calculations 

李春梅 18131038 2018 

8 
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

奖 
三等奖 

Dislocation dipole-induced strengthening  

in intermetallic TiAl 
何燕  2019 



4. 科研论文 

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 

作者 
发表年月 刊物/会议名称 

收录 

类型 

期刊影

响因子 

1 

Residue cross sections of 50Ti-

induced fusion reactions based 

on the two-step model 

刘玲 201602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A SCI 2.833 

2 

The enhancement of current and 

efficiency in feedback coupled 

Brownian ratchets 

高天附 201609 

Journal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theory and 

Experiment 

SCI 2.196 

3 

The UV-Optical Color Gradients 

in Star-forming Galaxies at 0.5 < 

z < 1.5: Origins and Link to 

Galaxy Assembly 

刘凤山 201605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SCI 5.552 

4 

Anomalous thermodynamic 

properties and phase stability of 

δ-Pu1？xMx (M=Ga and Al) 

alloys from first-principles 

calculations 

李春梅 201612 Physical Review B SCI 3.836 

5 

Dynamics of cubic–quintic 

nonlinear Schrodinger equation 

with different parameters 

花巍 201601 Chinese Physics B SCI 1.223 

6 

Quantum corrections to the 

thermodynamics of 

Schwarzschild–Tangherlini 

black hole and the generalized 

uncertainty principle 

李慧玲 201606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C SCI 5.331 

7 
Beyond-mean-field effects on 

nuclear triaxiality 
图雅 201706 Physical Review C SCI 3.304 

8 

Implementation of the variation-

after-projection approach in 

calculations with a time-odd 

图雅 201706 Physical Review C SCI 3.304 

9 
Physical mechanism of δ-δ'-ε 

phase stability in Plutonium 
李春梅 201707 Scientific Reports SCI 4.122 

10 

Composition-dependent 

properties and phase stability of 

Fe-Pd ferromagnetic shape 

memory alloys: A first-

principles study 

李春梅 201707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SCI 2.176 

11 

Holographic research on phase 

transitions for a five dimensional 

AdS black hole with 

conformally coupled scalar hair 

李慧玲 201701 Physics Letters B SCI 4.254 



12 

Resonant current in coupled 

inertial Brownian particles with 

delayed-feedback control 

高天附 201705 Frontiers of Physics SCI 1.892 

13 
Stokes efficiency in the 

overdamped Brownian ratchet 
高天附 201711 Acta Physica Sinica SCI 0.669 

14 

The Origins of UV-optical Color 

Gradients in Star-forming 

Galaxies at z ˜ 2: Predominant 

Dust Gradients but Negligible 

sSFR Gradients 

刘凤山 201707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SCI 6.634 

15 

Effects of methotrexate on the 

quality of oocyte maturation 

in vitro 

于吉 201709 European Biophysics Journal SCI 1.935 

16 

Critical behaviors of a second 

order ferromagnetic transition in 

martensitic state of nominal 

Ni49Mn39Sb12 alloy 

封文江 201801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SCI 4.175 

17 

Dislocation dipole-induced 

strengthening in intermetallic 

TiAl 

何燕 201801 Scripta Materialia SCI 4.539 

18 

Collective flows of pions in 

Au+Au collisions at energies 1.0 

and 1.5 GeV/nucleon 

刘玲 201803 Physical Review C SCI 3.132 

19 

Composition and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phase stability 

and elastic properties of 

Co2Cr(Ga1-xSix)shape memory 

alloys from first principles 

李春梅 201812 Physical Review B SCI 3.736 

20 

Holographic Van der Waals 

phase transition of the higher-

dimensional electrically charged 

hairy black hole 

李慧玲 201802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C SCI 4.843 

21 

The remnant and phase 

transition of a Finslerian black 

hole 

李慧玲 201809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C SCI 4.843 

22 

On the Transition of the Galaxy 

Quenching Mode at 0.5<z<1 in 

CANDELS 

刘凤山 201806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SCI 5.881 

23 

The Isophotal Structure of Star-

forming Galaxies at 0.5 < z < 1.8 

in CANDELS: Implicati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Galaxy 

Structure 

刘凤山 201802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SCI 5.881 



24 

Efects of methotrexate on the 

quality of oocyte maturation in 

vitro 

田宁 201803 
European Biophysics Journal 

with Biophysics Letters 
SCI 2.527 

25 

Effects of different visible 

spectra on the quality of mouse 

oocytes and early embryos 

田宁 201803 
Spectroscopy and spectral 

analysis 
SCI 0.434 

26 

Electrically pumped random 

laser from ZnO nanocolumn 

based on back-to-back Schottky 

structure 

田宁 201804 Applied Physics B SCI 1.769 

27 

Boundary Deblurring of Full-

field OCT Image of Early 

Embryo 

田宁 201809 
Progress in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 
SCI 0.219 

28 
Plasma-screening effects on 

positronium formation 
王远成 201801 Chinese Physics B SCI 1.469 

29 

The effect of Lorentz-like force 

on collective flows of K+ in Au 

+Au collisions at 1.5 

GeV/nucleon 

刘玲 201806 

Science 

China(Physics,Mechanics & 

Astronomy) 

SCI 3.986 

30 

Research on the Graphene 

Oxide’s Dielectric Constant at 

the Microwave Frequency  

of 9.231GHz 

陈秀艳 201806 SPIE SCI  

31 

First investigation of hypernuclei 

in reactions via analysis of 

emitted bremsstrahlung photons 

刘玲 2019 PHYSICAL REVIEW C SCI 3.132 

32 

The enhancement of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and 

current reversal in the feedback 

coupled ratchets subject to 

harmonic forces 

高天附 201902 J. Stat. Mech. SCI 3.371 

33 

First principle study of the 

adsorption of formaldehyde 

molecule on intrinsic and doped 

BN sheet 

张国英 201904 Chemical Physics Letters SCI 1.686 

34 

Investigation on the directed 

transport efficiency of 

feedback-control ratchet 

高天附 201609 Acta Physica Sinica SCI 0.669 

35 
Plasma-screening effects on 

positronium formation 
王远成 201801 Chinese Physics B SCI 0.783 

 

 



5. 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 

权人 
专利号 

授权 

公告日 

1 基于压电材料二次电荷采集的电动汽车直流压电发电装置 李慧玲 
ZL2016 1 

0.548988.4 
201712 

2 一种实时监控变温变压型激光散斑测量系统 陈秀艳 
ZL 2014 1 

0025902.0 
201605 

3 双振波源的弦振动测速实验仪及其操作方法 焦义 
ZL 2014 1 

0583642.9 
201608 

4 
振动电机和电振音叉为双振波源的弦振动周期实验仪及其

操作方法 
焦义 

ZL 2014 1 

0583953.5 
201610 

5 振动电机为波源的弦振动测速实验仪及其操作方法 焦义 
ZL 2014 1 

0583279.0 
201607 

6 振动电机为波源的弦振动周期实验仪及其操作方法 焦义 
ZL 2014 1 

0583913.0 
201611 

7 一种全自动花生拾取机 陈秀艳 
ZL 2014 1 

0198385.7 
201605 

8 一种 577nm 黄光激光器及 577nm 黄光激光产生方法 陈秀艳 
ZL 2015 1 

0191097.3 
201710 

9 一种基于敏感膜涂覆的光子晶体光纤甲烷传感器  高朋 
ZL 2015 1 

0683930.6 
201902 

10 一种采用单肖特基结构的氧化锌紫外雪崩探测器 田宁 
ZL 2015 1 

0881269.X 
201702 

11 一种数码相机全面幅镜头装置 王晓红 
ZL 2016 1 

0156691.3 
201807 

12 计算机软件分析系统 张浩华 
ZL 2016 1 

0049532.3 
201805 

13 计算机网络安全控制器 潘庆超 
ZL 2017 2 

1180774.2 
201805 

14 车辆后方盲区检测的方法和装置 吴迪 
ZL 2013 1 

0553702.8 
201607 

15 基于压电材料二次电荷采集的电动汽车直流压电发电装置 李慧玲 
ZL 2016 1 

0548988.4 
201712 

16 一种智能花生机收集装置 陈秀艳 
ZL 2017 1 

0506478.5 
201907 

17 手机充电储存柜 陈秀艳 
ZL 2019 2 

0030987.X 
201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