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理论物理  

 

 

姓    名 李慧玲 

职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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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招⽣专业⽬录导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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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体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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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评审专家，中国物理学会会员。担任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B、Nanotechnology and Precision 

Engineering等国际期刊审稿人。近年来在国内外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30余篇，

其中 SCI、EI收录 26篇。主持科技部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 1项，

该项目实现了我校在国家级著作出版基金类项目中的首次突破；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1 项；主持教育部物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项目 1 项；主持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项；主持辽宁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

主持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 项。荣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 2

项，荣获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 3 项。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入选沈阳市“高层次人才”，入选沈阳师范大学首批“青蓝工程”，入选沈阳

师范大学“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沈阳师范大学“百人计划”。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研究方向是多体非线性复杂系统的动力学和统计物理，非平衡态系统的物

质和能量输运，生物物理等。应用非平衡态统计理论对微观复杂系统进行建模，

研究不同类型生物分子马达的定向输运特性，生物非线性系统的噪声效应及复

杂系统的反常输运行为等。近年来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培养理论物理与天体物理

方向研究生。 



 

 

 

 

 

姓    名 冯露 

职    称 讲师 

学科专业 理论物理 

研究方向 宇宙学等 

个人简历： 

   冯露，2018 年毕业于东北大学，获理学博士，同年入职沈阳师范大学物理

科学与技术学院，工作至今。主讲《量子力学》、《热学》等课程。近几年主持

各级各类项目 4项，发表研究论文十余篇。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主要研究兴趣涉及：暗能量宇宙学、中微子物理、引力波天文学、射电天文学、

21厘米宇宙学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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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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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凝聚态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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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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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梅 

职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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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王延 

职    称 
讲师 

学科专业 
凝聚态物理 

研究方向 
可调谐外腔半导体激光器 

个人简历： 

2007-2011年就读于华北电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2011-2014年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2015-2020年于长春光机所取得凝聚态物理博士学位。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项。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主要从事于可调谐外腔半导体激光器的装调与性能的研究，主要包括外腔半

导体激光器的理论研究，新型结构的研制以及系统光学性能的研究。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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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宁 

职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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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朋 

职    称 副教授 

学科专业 光学 

研究方向 光纤上的实验室（Lab-in/on-

Fiber)及其应用 

个人简历： 

高朋，1981 年 3 月生，工学博士，副教授，沈阳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实验物理教研室

主任。主要从事光纤上的实验室（Lab-in/on-Fiber)及其应用领域研究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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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横向科技开发项目 2 项，辽宁省教育厅青年项目 1 项，沈阳师范大学

博士启动基金项目 1 项；参与的科研项目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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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教改项目 1 项；共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检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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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承担家电维修小组社团指导教师，并获得 2014 年“先锋导师”称号； 2016 年以来，指导学

生全国物理实验竞赛、辽宁省挑战杯学术作品竞赛、辽宁省物理实验竞赛、物理学术竞赛共获

各级奖 40 项，其中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16 项，获得辽宁省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7

次，辽宁省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组织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2 次；2015 年被评为 2013-2015 年度沈

阳师范大学优秀教师称号；指导的研究生获国家奖学金 1 人，发表学术论文 9 篇，其中被 SCI

检索 4 篇；2022 年，指导的一名研究生成功考取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光纤上的实验室（Lab-in/on-Fiber)是在片上实验室（Lab-on-Chip)概念的基础上被提出的，是

一种将实验室微缩集成到一根光纤中并实现通信和感测功能的前沿技术，例如可以通过在光

纤端面、表面、内部的微加工或与其他器件和材料的集成，构造出对特定参数进行精密感知

的微型实验室，近年来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研究热点。目前开展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1.光纤上微型实验室的设计及其微加工技术； 

2.基于敏感材料与光纤实验室集成的新型智能感知技术； 

3.光纤实验室（Lab-in/on-Fiber）在气体安全监测领域的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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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无线电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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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控制 

（无线电物理下的方向均可） 

个人简历： 

申海，教授，辽宁省高等学校杰出青年学者，沈阳市拔尖人才，沈阳市优

秀科技工作者，校教学名师。2011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获博士学位。2017 年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出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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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和参与科研项目多项，包括主持和参与国家及省市级项目近 20

项；曾获省自然科学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获沈阳市自然科学成果二等奖；出
版著作教材 4 部；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多次，发明专利
多项。多次指导学生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竞赛获奖，指导学生国家级和省级大创
项目，曾获国家级、省级竞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研究方向简介（500 字以内） 

   主要从事面向复杂系统的集群智能的理论及应用研究，自主协同控制与

优化决策研究。在 2017 年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

出群体智能的研究方向，对于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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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集群智能理论方面：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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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群体智能通用计算范式与模型等

方面研究； 

2.集群智能应用方面：包括认知无线电复杂电磁环境智能管理、无人机复杂系

统智能控制、工业参数辨识和最优 PID 控制等方面研究。 

3.自主协同控制与优化决策研究方面：包括面向自主无人系统的协同感知与交

互，面向自主无人系统的协同控制与优化决策等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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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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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材料物理与化学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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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有代表性的项目、成果、获奖及突出的基地、中心等 

物理学学科坚持高端理论研究与应用型创新两个方面，打造理论

物理、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等特色方向，努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鼓励教师、研究生积极探索科学技术前沿。用高水平的科技成果服务

国家与地方经济建设。近五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部级科研

项目 46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6项，研究经费达 958.5万

元；发表论文 190篇，SCI检索 46篇，SCI 一、二区 20余篇；著作

5部；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5项；专利 17项。 

近年来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 
立项 

时间 

合同 

经费 

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红移 z=0.5-3 星系的径

向结构性质与演化研究 

1157301

7 
刘凤山 201601 72 

2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超越平均场方法研究原

子核性质 

1157506

0 
刘玲 201601 62 

3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非完整约束力学系统的

保结构算法及控制应用 

1187203

0 
花巍 201810 63 

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基于 X 射线的血液辐照装

置关键技术研究 
12075158 邓玉福 202010 60 

5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高温 delta 基钚合金相

稳定性及磁力学性能的

理论研究 

1167423

3 
李春梅 201610 54 

6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基金重点

项目子项

目 

低面亮度星系及其演化 
1173300

6 
刘凤山 201708 53.4 

7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菌群群体感应控制机制

及优化算法研究 

6150231

8 
申海 201601 21 

8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理论物理

专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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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4702

8 
于吉 201611 5 

9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理论物理

专项项目 

电子与氢分子碰撞激发

过程的多通道理论方法

研究 

1144715

8 
王远成 201501 5 



1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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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0326

5 
高朋 201610 20 

1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强引力场修正理论下的

黑洞与暗物质相关研究 

1170301

8 
李慧玲 201709 24 

12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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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426

4 
于吉 201709 21 

13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基于光学性能检测的高

效卵细胞质量评价方法

研究 

1180423

5 
田宁 201808 21 

1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理论物理

专项项目 

暗能量宇宙学和中微子

质量的研究 

1194702

2 
冯露 201910 5 

15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1.55μm可调谐窄线宽外

腔半导体激光器的研究 

6200413

2 
王延 202010 24 

16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钴基 Heusler 型磁形状

记忆合金结构相变与性

能优化的基础研究 

1217426

9 
李春梅 202108 56 

主要研究成果： 

1. 星系颜色梯度、中微子质量及全息相变的探究 

理论物理方向与中科院天文台合作，针对空间科学和引力理论前

沿问题，提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基

于大样本研究红移 z~1和 z~2的恒星形成星系的紫外-光学颜色梯度，

研究结果被 2020年国际《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年评》(2020, ARA&A, 

58, 661)纳入近十多年来国内外“关于宇宙正午的恒星形成星系”

重大研究进展特别引用，为理解遥远恒星形成星系的形成与演化有重

要贡献。中微子拥有质量的这一发现荣获 201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本研究是在理论上应用当前观测对中微子质量进行限制探究。引力全

息性质的发现是引力理论最重要的研究进展之一，在全息框架下，利

用黑洞熵和两点关联函数探究了 AdS 时空质量引力及新 Gauss–

Bonnet AdS黑洞下的相变行为。 



2.新型光电检测技术与粒子激发及光谱研究 

以光子晶体光纤与 ZnO材料为基础，研发了高灵敏度、高选择与

过滤性能的新型光电探测器件的研究方面，并首次在 ZnO背靠背结构

中实现了紫外随机激光的产生，首次构建了 Pb4+-α-SiO2 和 Pb4+-

β-SiO2新型激光拉曼晶体，研究了其稳定结构以及不同温度下和不

同压力的拉曼光谱，应用 OCT成像技术，首次研究了可见光谱对胚胎

发育影响并对图像处理进行的比较分析。 

3. 原子核形变结构及重离子核反应的理论研究 

本成果基于最新更新的在国际、国内均具有较高影响的“两步模

型”、“极端相对论量子分子动力学模型”、“投影壳模型”首次分析了

核结构、核反应及超重核合成理论研究中的前沿热点问题，并给出了

有意义的预言结果，对于探究超重核合成截面、高密物质对称能及核

形变结构有重要理论研究意义，对相关实验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4. 合金和金属薄膜的结构设计与性能优化 

本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合金化及温度对合金结构的稳定性及磁

性能、力学性能、自由能的影响规律及物理机理的探究；合金在临界

点附近及多层膜在外场作用下的磁性能的研究；金属表面团簇结构特

征及其稳定性的研究。研究结果对合金设计和性能调控、薄膜的可控

生长及性能优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5. 材料物理研究 

本研究方向主要在电极材料和金属表面分子吸附及催化等方面

开展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首次实现 SOFC氧电



极中复合 CuO，提高其氧离子传导能力；甲醛分子在合金表面吸附特

性的电子结构问题研究等。 

学科依托“辽宁省射线仪器仪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立校企

合作通道，把已有专利积极转化为技术成果，有效提升科技服务水平。

研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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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光纤传感器等，并将成果转化到实验教学中，多次被

沈阳工程学院等院校用于教学及科学研究，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发挥

了积极作用。辐射物理技术及大功率高频高压电源研发团队瞄准国内

高压电源市场需求，研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各种小型高压发生器，

可作为各类射线类仪器的重要组成部件投入终端市场。该团队已先后

和丹东奥龙射线集团、东软集团、大陆科技园、江苏天瑞仪器等企业

建立很好的业务合作联系，积极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提供技术

指导，坚定地走学科发展服务于社会的建设道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为辽宁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