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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

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 3 月 31 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员在本实

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不

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系数。系

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奖人员中，排名最
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 1；若排名最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
数为 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多次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省）级奖
指部委（省）级对应国家科学技术奖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
高级者。未正式批准的奖励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行补助费
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国家级
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国内外同内容专
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指高等学校

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人员等。 
2.“40 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 40 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术会议是

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局等部门

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如：ITER、CERN
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的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近代声学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复杂结构中声传播与调控 

研究方向 2 新原理声学材料与功能器件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研究方向 3 超声效应及其在医学生命科学中的应用 

研究方向 4 声信号处理研究和应用 

研究方向 5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刘晓峻 研究方向 声学人工材料 

出生日期 1964-9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6-10-

7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

删) 

姓名 范理 研究方向 光声学 

出生日期 1981-5 职称 副教授 任职时间 2016-12-

1 

学术 
委员会

主任 

姓名 王秀明 研究方向 超声学 

出生日期 1962-10 职称 研究员 任职时间 2016-10-

7 

研究水

平与贡

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125 篇 EI 14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1 部 国外出版 0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省、部级科技奖

励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1552 万元 纵向经费 1318 万元 横向经费 234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13 项 授权数 6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4 项 转化总经费 500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2 项 行业/地方标准 0 项



 

 

研究队

伍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39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8 人 

院士 1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0 人

短期 0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3 人

讲座 0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4 人

青年长江 0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2 人 

青年千人计划 1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13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0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1 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程建春 Scientific Reports, Chinese Physics Letter, 
Chinese Physics B, 物理学报 

编委 

吴兴龙 
Surface and Interface Analysis，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编委 

周勇 Current Nanoscience 编委 

邱小军 Journal of the Audio Engineering Society 副主编 

陶超 Shock and Vibration 副主编 

访问学者 国内 2 人 国外 2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2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1 人

学科发

展与人

才培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声学 学科 2 信号与信息处理 学科 3 光学工程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42 人 在读硕士生 71 人

承担本科课

程 
1235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568 学时

大专院校教

材 
1 部  

开放与 

运行管

理 

承办学术会

议 
国际 2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2 次

2018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2 项

实验室面积 3800 M2 实验室网

址 
http://acoustics.nju.edu.cn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

入 
(直属高校不填)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50 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

论文和专著、标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

工作等。总结实验室对国家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技创新

的贡献，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一、围绕复杂结构中声传播理论和实验研究，设计与制备了多种具有特殊

结构和性能的声学超构材料，产生了部分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主要研究成果包
括：（1）拓扑声子晶体研究：近些年来，拓扑学在声学系统中的研究成为领域
研究热点，声学拓扑边界态的无损传输以及较好的鲁棒性等特点为新型声学功
能器件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实验室成员设计了一种基于声学谷霍尔拓扑绝
缘体的高指向性声学天线，并通过实验验证了其在嘈杂声学环境中的高指向性
辐射和接收声波的功能。首先，通过对声学二维 Kagome 晶格初基元胞中三单
元间距的收缩以及放大，在第一布里渊区顶点上产生了具有不同谷自由度的谷
态，并且在一定频段产生完全禁带。虽然收缩和放大单元之后声子晶体的色散
图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第一布里渊区顶点处的谷自由度发生了反转，表现为谷
态声强的方向发生了互换。这种反转可以用等效谷陈数（valley-Chern indices）
理论来解释，不同的扰动会导致符号相反的谷陈数，而在不同谷陈数系统之间
的边界上就会产生受拓扑保护的谷传输边界态，根据不同谷陈数系统的位置变
化可以将边界分为 Positive 边界和 Negative 边界。实验结果表明这种谷传输边
界态对弯曲缺陷具有较好的鲁棒性。这种谷霍尔拓扑绝缘体的另一大特点在
于，当声子晶体的终端边界为 zigzag 边界时，声波从拓扑波导出射后在与空气
之间的界面上不会发生背向散射，并且满足广义斯涅尔定律，从而可以沿特定
角度辐射高指向性声束。这种拓扑声学天线不仅可以辐射指向性声波也可以用
来接收特定方向的声信号，并且在复杂的声学背景环境中同样适用，这为我们
从嘈杂环境中定向提取目标信号提供了可能。该工作将拓扑声学的理论与声学
新功能器件相结合，为声学器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且对进一步推动声
学通信系统以及水下通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该工作于 2019 年 9 月 6 日
发表在 Advanced Materials 上。（2）声波精细操控：三维声场的精细控制是声学
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关键科学问题，在超声成像与治疗、建筑声学及粒子操控等
多个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然而，任意一个声信号包含幅值和相位信息，
声波的完全控制要求能够对两个自由度进行独立调制，但这仍然是一个具有挑
战性的难题。另一方面，能量损耗的存在通常被认为会破坏声波操控效果，因
此现有的声超材料研究大都局限于无损耗的声学系统。程建春课题组提出了全
新的研究思路，通过人为引入受控的能量损耗，开辟了新的声波操控自由度，
发展了损耗型声超材料的设计理论，实现了对声波振幅和相位的解耦调制。所
设计的损耗型声超材料具有简单的开孔结构，可利用 3D 打印进行快速制备。
通过在超材料背部设置吸收边界和调控结构参数，引入可控的泄漏损耗，严格
证明了该体系中反射声波的振幅和相位可以分别在[0,1]和[0,2π]范围内进行独
立操控，并通过产生高质量的 Airy 束、多焦点聚焦及声学全息投影，在理论和



 

 

实验上展示了基于新机制的声波精细操控效果。该工作利用损耗型声超材料首
次实现了声波振幅和相位的解耦操控，并通过实验展示高质量单平面二维和多
平面三维声全息生成等现象，证明了此类超材料对三维声场的精细操控的能
力。与传统的纯相位声全息相比，基于振幅和相位解耦操控的声全息方法具有
设计简便、成像质量好和保真度高等重要优势。工作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发表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3、声学轨道角动量实现多路复用实时信息传输：
以声信号为载体的信息传输在众多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例如深海探
测、海底通讯等。由于海水对电磁波的强吸收和散射严重阻碍了电磁通讯在海
洋领域的应用，使得声波成为海洋中信息传输的主要载体。高速、海量的数据
传递对声信息传输系统提出了巨大挑战，多路复用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趋势。
然而，现有的基于频率、幅值、相位等自由度的多路复用手段已不能满足日益
增长的数据传输需求。与电磁波相比，作为标量波的声波并不具备偏振这一自
由度，同时声波的低频率和低传播速度也制约了声信息传输的效率。如何进一
步扩展声信息传输系统的带宽，成为亟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难题。针对这一挑战，
研究团队引入声轨道角动量 OAM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这一独立于现有
多路复用维度（频率、幅值、相位）的新自由度，打开了声学多路复用的新通
道，并首次利用亚波长的声学超表面进行信息解复用，真正实现了纯被动式、
基于 OAM 的动态、高效、大容量声信息传输。携带 OAM 的声涡旋场的螺旋
形波前可用 来描述。由于不同拓扑电荷数 m 的 OAM 构成的希尔伯特空间的
正交性和无限性，作为信息载体的 OAM 态的数目也是无限且相互正交，这有
效避免了传输过程中的模式损坏和模间串扰，为基于 OAM 的声信息传输提供
了广阔的可能性。通过引入基于声共振的声学超表面对拓扑电荷数的级联运
算，能够仅凭单个麦克风就实现信息的直接读取，而不需要任何的算法分析或
后处理过程，这将极大地简化现有声信息传输系统的复杂性。基于此，课题组
在实验上成功将图片信息编码于不同 OAM 态进行实时同步传输，在接收端完
美重现出图片信息，并达到几乎 100%的传输准确度。该研究为使用多路复用
技术进一步提高声信息传输系统的信道容量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为声学超表面
的设计和应用提供了新的方向。工作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发表在 Advanced
Materials 上。 
  二、围绕超声效应及其在医学生命科学中的应用这一研究方向，开展了：(A) 
体表微循环活体成像及其麻醉监测的应用。麻醉监护对于提高麻醉质量，确保
患者手术中的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临床价值。为此，人们已经发展了多种麻醉
监护的客观方法, 包括脑电双频指标、心电图法、听觉诱发电位法等等。然而，
由于麻醉过程伴随有肌肉松弛、镇痛药物以及其它药物等的综合作用，麻醉监
护仍然是临床医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微循环与生物活体的很多生理病理过
程密切相关。麻醉剂也会影响组织的微循环和氧代谢。许多全身麻醉的临床条
件都伴随有组织微循环的变化，例如超时麻醉会导致微血管网络的内在变化，
甚至严重破坏微血管网络。因此，对于微循环网络的监测和成像也有可能成为
一种有效地麻醉监护手段。人们提出了很多光学和声学的手段来监测微循环网
络。暗场显微镜、光学相干断层成像等光学成像方法虽然能够提供高清晰的光



 

 

学图像，但是其成像深度过浅；而 B 超等声学成像方法虽然成像深度深，但是
血管成像对比度低，且通常仅限于对于粗血管(直径大于 100 微米)的成像。光
声成像兼具光学成像和声学成像两者的优点，而且得益于血红蛋白强烈的光吸
收特性，光声成像能够获得血管网络的高质量图像，因此它是用来对微血管网
络进行成像和检测的理想手段。利用本课题组研制的光学分辨率光声显微镜研
究了全身麻醉条件下的体表微循环。通过对碳纤维成像，实测该系统的成像分
辨率达到 1.7 微米。该系统采用 532 纳米激光激发光声信号，血红蛋白对该波
段激光具有极强的光吸收，这保证了该系统对微血管网络成像具有良好的成像
对比度和灵敏度。动物活体成像实验表明，该系统能够高分辨率、高灵敏度的
反应全局麻醉条件下的微血管网络的变化。实验中采用 3%的异氟烷对裸鼠进
行全身麻醉，高分辨率的光声显微成像有效地揭示麻醉过程中毛细血管网络随
着时间的变化情况；而且还成功的从高分辨率的光声图像中提取了血管强度、
血管密度等参数，定量地衡量血管网络的变化情况。实验研究表明血管强度和
血管密度都随着麻醉时间的增加而变大。全身麻醉 65 分钟后，血管强度增加
了 42.7±8.6%，血管密度增加了 28.6±12.2%。这些结果正确地反应了全局麻醉
过程中血流灌注增加的生理变化。同时，还发现当过度麻醉发生时，会伴随有
血管强度和血管密度的异常下降。该研究初步表面，本项目研制的光声成像系
统对于利用微循环成像进行全局麻醉监护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工作于 2018
年发表在 Ultrasound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上。 
  三、围绕声学材料与器件的制备及性能这一研究方向，采用超声等多种手段
构筑多种新型光电功能材料，包括光催化纳米材料，硅基纳米半导体发光材料
和纳米稀土光电材料等，对材料的结构形貌，能级状况和光电性能进行研究，
并开展其在发光、太阳能和光催化领域中的应用研究。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以
来，利用半导体光催化剂进行光分解水产氢，成为人类获取氢能源的重要途径
之一。不含金属的半导体催化剂由于价格低廉、性能优异而备受关注。众多研
究表明，高效催化剂需要具备以下特点：光生载流子的有效分离；更高的催化
活性；更多的活性位点；更好的载流子传输特性；更强的光响应和方便的可回
收性。基于以上考虑，实验室相关课题组巧妙地设计了一种基于新型半金属氮
化碳纳米片的人工微腔共振光栅结构，实现了全波段的利用太阳光实现高效的
光催化产氢。研究团队首先通过 DFT 理论计算和实验发现了层状氮化碳材料
[C(CN)3]具有半金属性，接着利用多孔 AAO 结构作为材料生长模板，使得小尺
寸的氮化碳纳米薄片附着在人工纳米多孔管阵列中增多暴露的活性位点，同时
构建了一种特殊的光学微腔共振光栅结构增强对太阳光的吸收。此外，利用该
材料的半金属特性，不仅有利于载流子的传输和催化活性提高，同时还可以有
效促进光生载流子的自旋单态和三重态的转换从而延长载流子寿命，最终实现
电子-空穴对的有效分离。这种光电耦合的结构极大程度地提升了整体太阳能
的利用率，使得产氢速率达到 1009 μmol g-1 h-1，是未经过处理的 g-C3N4 片层材
料的的 60 多倍。该工作中利用微腔共振光栅结构与材料物理特性相结合的设
计思路为光催化、电催化、光电催化以及光伏电池领域操纵电子传递和太阳能
吸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代表性工作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 
 

四、围绕声信号处理研究与应用，本年度在基础研究、知识产权应用及其
技术与民用、工业用相结合方面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果。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
会的发展，噪声污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近年来，由于城市不断扩张和
电网改造的需要，使得许多大型电力变压器越来越靠近居民区，严重影响着周
围居民的生活，特别是低频的噪声影响特别大，成为了周边居民投诉的主要对
象。而传统的采用隔声、吸声、消声等传统变压器降噪措施对低频噪声效果并
不明显，而改变变压器制造材料、工艺等措施又会增加制造成本。随着电力电
子技术的进步，有源噪声控制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其设备小、成本相对较低，
同时对低频区域噪声控制效果显著。在基础研究方面，关注三个重点研究内容：
（1）有源噪声控制；（2）传感器阵列分析与优化；（3）语音增强。工作主要涉
及有源噪声控制算法及其机理研究创新、传声器阵列系统在声源定位和扬声器
阵列的声场重放等相关热点问题，为相关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应用推广提供了
理论基础。在知识产品创新方面，2018 年申请了 8 项发明专利，授权 3 项发明
专利。同时，课题组将研究成果直接与民用、工业化应用相结合，取得了显著
的研究进展。本年度近代声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地平线公司紧密合作，在噪
音消除、智能语音识别、语义理解等方面取得了行业领先的技术优势，在已被
小米、SONY、YAMAHA、NAVER 和 YANDEX 等国内外知名企业采用，并与
地平线机器人共建“智能音频实验室”。 

2018 年，实验室共发表 SCI 源刊物论文 125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3 项、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 项，到账科研项目经费 1522 万元。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本年度实验室固定人员主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仪器专项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3
项，其它省部级项目多项。总经费 1500 多万元。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填写以下信息：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类别 

1 
基于光声-超声协同的

自适应诊疗系统研究 
2016YFC0102300 陶超 2016-2018 200 

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青年

科学家项目

2 
高密度单晶面阵探头的

研发 
2016YFC0104802 吴浩东 2016-2020 290 

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课题

3 
基于半导体人工光合成

的高效 CO2 能源化应用
2014CB239300 周勇 2013-2018 370 

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课题



 

 

基础研究 

4 
聚焦声场精细调控及基

于 RF 信号的声空化时

空监测技术研究 
2018YFC0115901 屠娟 2018-2022 380 

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课题

5 
大规模液体中的强声传

播和空化效应  
11334005 陈伟中 2014-2018 32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

项目 

6 
原子核集团结构和集团

衰变的研究 
11535004 任中洲 2016-2020 32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

项目 

7 
基于声学超常材料的声

波调控研究 
11634006 程建春 2017-2021 32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

项目 

8 
生物组织光声断层成像

中的几个关键科学问题

研究 
11834008 刘晓峻 2019-2023 32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

项目 

9 
城市地下扰动场分布式

光纤感测仪 
61627816 张旭苹 2017-2020 78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

仪器专项 

10 
用于肾周脂肪调控血压

研究的机械/热效应耦

合输出功率超声系统 
81627802 郭霞生 2017-2020 27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

仪器专项 

11 
基于超材料的低频声波

定向传播的理论和实验

研究 
11474160 刘晓宙 2015-2018 8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2 
基于超常声辐射力的微

气泡操控研究 
11474161 郭霞生 2015-2018 8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3 
基于非共振单元的声学

超构介质构建、效应及

应用 
11474162 程营 2015-2018 9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4 
主被动混合虚拟声屏障

研究 
11474163 邱小军 2015-2018 8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5 
高效全固态 Z 型光催化

体系的构建与机理研究 
21473091 周勇 2015-2018 8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5 
声/磁多功能造影剂微

泡的包膜特性、动力学

响应及生物效应研究 
11474001 屠娟 2015-2018 89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6 
声学超构表面对声传播

的调控机理及相关声学

器件的实现 
11574148 刘晓峻 2016-2019 8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7 
梯度型非均匀媒质的声

传播理论及其阻抗匹配

应用 
11574149 王新龙 2016-2019 8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8 
利用声致发光特征光谱

探索声空化产生的极端

高温高压 
11574150 陈伟中 2016-2019 7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9 
声致液汽相变动力学的

理论建模及实验研究 
11674173 章东 2017-2020 7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20 
共振型声阻抗超表面的

物理效应及机理研究 
11674162 程营 2017-2020 69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21 

β-FeSi2石墨烯复合体

系光磁调控及癌细胞光

磁检测 

11674163 吴兴龙 2017-2020 7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22 
生物介质中弱衍射声束

的形成机理及应用 

11774166 郭霞生 2018-2021 6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23 

基于声镊子的细胞力学

特性表征的理论和实验

研究 

11774167 刘晓宙 2018-2021 6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24 

细胞周期相关的声孔效

应及其引发的细胞响应

研究 

11774168 屠娟 2018-2021 6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25 
基于石墨烯掺杂复合材

料敏感层的超声波氢 

11774169 范理 2018-2021 6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26 

高效光催化材料的晶面

构筑及其还原 CO2 的构

效机理研究 

21773114 周勇 2018-2021 6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27 

基于多极子耦合效应的

低频宽带吸声超表面研

究 

11874215 程营 2019-2022 64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28 
声学阵列抗扰动特性分

析 

11874219 卢晶 2019-2022 64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29 

大景深光声-超声双模

态显微成像机理及系统

研究 

11874217 陶超 2019-2022 64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30 
基于分流扬声器阵列的

低频声控制 

11874218 陶建成 2019-2022 63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31 

载金相变微泡在声光协

同下的动力学及热效应

研究 

11874216 章东 2019-2022 64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32 

基于 RF 信号的甲乳良

恶性结节的超声早期诊

断智能平台及临床应用 

BE2018703 章东 2018-2021 280 
江苏省社会

发展项目

33 
基于声谐振管超构材料

及其在热声学中的应用 
BK20151375 范理 2015-2018 10 

江苏省自然

科学基金



 

 

34 
声学超表面构建、效应

及相关新原理声学功能

器件研究 

BK20160018 程营 2016-2019 100 
江苏省杰出

青年基金 

 
注：请依次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计划（973）、“863”计划（863）、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家科技
（攻关）、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并在类别
栏中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的项目或
课题。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1 复杂结构中声传播特性研究 程建春 
刘晓宙，梁彬，任中洲，

邹欣晔，杨京，毛一葳，

王新龙，陈建军，公勋 

2 新原理声学功能器件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刘晓峻 

张淑仪, 陶超，杨跃涛，

吴兴龙，宗红石，周勇，

程营，徐晓东，程利平，

范理，许坚毅  

3 超声效应及其在医学生命科学中的应用 章东 
陈伟中，屠娟，郭霞生，

罗林娇，刘杰惠 

4 声信号处理研究和应用 邱小军 

沈勇，卢晶，陶建成，林

志斌，陈锴，张旭苹，李

宁荣，吴浩东，邹海山，

陈启美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 张淑仪 研究人员 女 研究生 院士 83 2015.1-至今 

2 王新龙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7 2015.1-至今 

3 刘晓宙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2015.1-至今 

4 刘晓峻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4 2015.1-至今 

5 吴浩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15.1-至今 

6 杨跃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8 2015.1-至今 

7 沈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15.1-至今 

8 邱小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0 2015.1-至今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9 陈伟中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9 2015.1-至今 

10 章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2015.1-至今 

11 程建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8 2015.1-至今 

12 吴兴龙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4 2015.1-至今 

13 周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2015.1-至今 

14 张旭苹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6 2015.1-至今 

15 屠娟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2 2015.1-至今 

16 梁彬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8 2015.1-至今 

17 陈启美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教授 66 2015.1-至今 

18 宗红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4 2015.1-至今 

19 陶超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0 2015.1-至今 

20 程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5 2015.1-至今 

21 任中洲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6 2015.1-2018.7 

22 刘杰惠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5 2015.1-至今 

23 卢晶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1 2015.1-至今 

24 杨京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6 2015.1-至今 

25 范理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8 2015.1-至今 

26 徐晓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9 2015.1-至今 

27 毛一葳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副教授 56 2015.1-至今 

28 程利平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副教授 47 2015.1-至今 

29 邹欣晔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0 2015.1-至今 

30 罗林姣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9 2015.1-至今 

31 郭霞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2015.1-至今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32 许坚毅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副教授 56 2015.1-至今 

33 公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6 2015.1-至今 

34 陶建成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6 2015.1-至今 

35 林志斌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9 2015.1-至今 

36 陈锴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8 2015.1-至今 

37 邹海山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专职副研

究员 
43 2015.3-至今 

38 张仲宁 技术人员 男 本科 
高级工程

师 
56 2015.1-至今 

39 李宁荣 技术人员 男 大专 工程师 60 2015.1-至今 

40        

注：（1）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
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2）“在实验室工作年限”栏中填写实验室工作的聘期。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

工作期限

1 张海啸 博士后 男 30  中国 常州工学院 
2018.11-

2020.10 

2 朱兴凤 博士后 女 36  中国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3-

2018.02 

3 殷杰 博士后 男 33  中国 南京工业大学 
2017.02-

2019.01 

4 贾小平 其他 男 56 教授 法国 巴黎高科 2018.10 

5 他得安 其他 男 46 教授 中国 复旦大学 2018.11 

6 颜永红 其他 男 49 研究员 中国 中科院声学所 2018.11 

7 马力 其他 男 50 研究员 中国 中科院声学所 2018.5 

8 胡宁 其他 男 50 教授 中国 重庆大学 2018.10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种

类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期限”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

撑作用，以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实验室主要依托学科为声学，是全国唯一的声学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声
学学科是我国首批设立的博士点和国家重点学科。声学学科与其他学科进行
交叉融合，形成实验室新的研究方向，例如：声学学科与材料学科相结合，
形成声人工结构的新的研究方向。声学学科与光学学科相结合，形成研究形
成纳米材料和声光催化的方向。声学学科与电子学科相结合，形成光纤通讯
与检测的方向。实验室重视人才培养，目前已形成完备的从本科到博士、博
士后各层次的声学人才培养体系，总体学术水平长期在国内名列前茅，在国
际上也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

程、编写教材、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

室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情况。 

实验室研究人员每学年均承担本科生必修课程教学任务，积极参与本科生
教学，担任主讲《近代物理》、《声学基础》、《数学物理方法》、《理论物理》、
《计算方法》、《信号与系统》、《噪声控制原理》、《声学测量》和《普通物理》
等课程，并在教学中注重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根据前沿科研成果及时更新讲课
内容，并重视对科研后备力量的培养。教学工作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获得了
学生们的好评。此外，积极为学生开展学术讲座，每年均通过《声学进展》为
研究生报告最近工作进展，并积极组织本科生参观近代声学实验室，较好的激
发其研究兴趣。开设新生研讨课:奇妙的超声。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

交流和培养，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等。 

 

在国家基金委的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项目资助下，2018 年派遣博士生张
志旺赴西班牙马德里大学进行联合培养，并和法国巴黎高科签订高层次人才
培养协议。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 3 项）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

平论文发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国际竞赛获奖等。 

1、Zhi-wang Zhang (张志旺) et al: Directional Acoustic Antennas Based on 
Valley-Hall Topological Insulators, Advanced Materials 30, 1803229 (2018). 

2、Gang Zhou (周刚) et al: Half-metallic carbon nitride nanosheets with micro 
grid mode resonance structure for efficient photocatalytic hydrogen evolu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9, 3366 (2018).  

3、Yifan Zhu (朱一凡) et al: Fine manipulation of sound via lossy metamaterials 
with independent and arbitrary reflection amplitude and phase, Nature Communications
9, 1632 (2018). 

 

（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列举 5 项以内） 

序号 参加会议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口头报告 
王泽林 

向腾 

硕士 

硕士 

10th IEEE Sensor Array and 

Multichannel Signal Processing 

Workshop 英国 

卢晶 

2 口头报告 
刘紫赟 

申雨晨 

博士 

硕士 

145th Audio Engineering Society 

Convention 美国 
沈勇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报。

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本年度设置 6 个开放课题，分别是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邮电
大学、南通大学、江苏大学等高校的科研人员承担。 

序

号 
课题名称 

经费额

度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单位 课题起止时间 

1701 

信号复杂性新

判据的设计、

分析与应用 

2 万 李文石 教授 苏州大学 2018.1-2019.12 

1702 

基于声学超常

材料的海域监

测与通讯研究 

2 万 王敬时 副教授 南通大学 2018.1-2019.12 

1703 

基于超薄声学

超构表面宽频

带隔声窗的设

计及应用 

2 万 葛勇 副教授 江苏大学 2018.1-2019.12 

1704 

微型超声能量

收集器的非线

性行为及理论

模型的研究 

2 万 王德波 副教授 南京邮电大学 2018.1-2019.12 

1705 

基于超构材料

的声超吸收体

物理机制与实

验研究 

2 万 魏琦 讲师 南京师范大学 2018.1-2019.12 

1706 

多层复合微纳

颗粒光声协同

操控机理及应

用 

2 万 姚洁 讲师 南京师范大学 2018.1-2019.12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召开时间参加人数 类别

1 2018 智能超声论坛 南京大学 章东 2018.12 70 全国性

2 
2018 年远东无损检测新

技术论坛 
南京大学 张淑仪 2018.5 520 地区性

3 
2018 年度中国物理声学

会议 
南京大学 刘晓宙 2018.9 130 全国性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

研究机构共建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

计划、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

填写。 

大力推进与高科技企业的合作。2017 年分别与南大电子集团和捷音特公司
合作，设立了创新研究院和实验室分室，开展产学研协作。在国际合作方面，
和国外多家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研究工作，并多次受邀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做报
告。 

        

 
姓  名 国  别 受访单位/会议名称 类   别* 派出时间** 

刘晓峻 芬兰 Matematerials2018 国际会议
2018 年 8 月 27 日

程营 芬兰 Matematerials2018 国际会议
2018 年 8 月 27 日

梁彬 法国 

META’18 国际会议 

（做题为“Lossy Acoustic 

Materials with Independent 

Control of Phase and Amplitude 

for High-quality Manipulation of 

Airborne Sound”的邀请报告） 

国际会议

2018 年 8 月 

梁彬 法国 

Franco-Chinese Acoustic 

Conference 国际会议 

（做题为“High-quality Acoustic 

Manipulation by Lossy 

Metamaterials with Independent 

国际会议

2018 年 9 月 



 

 

Phase and Amplitude”的邀请报

告并担任“Acoustic and elastic 

metamaterials”分会场主席） 

梁彬 西班牙

IUTAM Symposium on 

Acoustic/elastic Metamaterials, 

Their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做题为“Twisted Acoustics: 

Manipulation of Acoustic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by 

Metasurface and Its Applications”

的邀请报告） 

国际会议

2018 年 9 月 

陈伟中 美国 霍普金斯大学/CAV2018 国际会议
2018.05.30- 

2018.06.10 

徐晓东 英国 2018 激光超声国际会议 国际会议
2018.7.6-12 

陈锴 美国 

4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Exhibition on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国际会议 2018-08-30 

林志斌 美国 

4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Exhibition on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国际会议 2018-08-30 

陶建成 美国 

4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Exhibition on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国际会议 2018-08-30 

邹海山 美国 

4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Exhibition on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国际会议 2018. 8.26-29 

刘晓宙 美国 

4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Exhibition on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国际会议 2018. 8.26-29 

刘杰惠 美国 

4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Exhibition on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国际会议 2018. 8.26-29 

林志斌 日本 
2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Sound and Vibration 
国际会议 2018-07-15 



 

 

陶建成 日本 
2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Sound and Vibration 
国际会议 2018-07-15 

卢晶 中国 ICSV2018 国际会议 2018.7.8-12 

郭霞生 日本 IEEE 国际超声会议 国际会议
2018.10.21-26 

沈勇  美国 
145th Audio Engineering Society 

Convention 
国际会议

2018.10.17-20 

     

 

（4）科学传播 

简述实验室本年度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效果。 

    每年在全国科普日及校园开放日均开展实验室对外开放工作，同时举办相
关的科普讲座，对普通市民进行科普宣传。另外，配合江苏省电视台和南京市
电视台，制作相关科普节目。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年龄 所在单位 是否外籍

1 王秀明 男 研究员 55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否 

2 程建春 男 教授 56         南京大学  否 

3 吴硕贤 男 院士 69       华南理工大学 否 

4 王小民 男 研究员 56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否 

5 孙  超 女 教授 51       西北工业大学 否 

6 林书玉 男 教授 54       陕西师范大学 否 

7 邓明晰 男 教授 51       后勤工程学院 否 

8 方世良 男 教授 59         东南大学 否 

9 刘正猷 男 教授 52         武汉大学 否 

10 他得安 男 教授 45         复旦大学 否 

11 郑海荣 男 教授 4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 
否 



 

 

12 毛东兴 男 教授 51         同济大学 否 

13 刘晓峻 男 教授 52         南京大学 否 

14 陈伟中 男 教授 58         南京大学 否 

15 刘晓宙 男 教授 50         南京大学 否 

16 章  东 男 教授 48         南京大学 否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

员、缺席人员，以及会议纪要。 
近代声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第六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至 9 日于南京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近代声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
委员会主任：中科院声学研究所王秀明研究员，近代声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
术委员会委员：西北工业大学孙超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邓明晰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林书玉教授、东南大学方世良教授、复旦大学他得安教授、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郑海荣研究员、同济大学毛东兴教授、南京大
学程建春教授、刘晓峻教授、陈伟中教授、刘晓宙教授、章东教授。另外，南
京大学物理学院李建新院长和黄奇书记到会并讲话。会议由王秀明研究员主
持。李建新院长代表学院感谢各位专家委员对南大近代声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的支持，并希望委员对实验室的发展一如既往地支持。实验室主任刘晓峻教授
介绍了实验室 2017 年的发展情况，分析了实验室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
与大家讨论了实验室今后发展的方向。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

费、相对集中的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

进、团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
 
在学校“双一流”建设中，以实验室为基础建立了“科技创新平台”。实

验室有充分的人事和财务自主权；在实验室用房方面，实验室原先主要集中在
声学楼和声学西楼，通过声西楼与物理系图书馆的置换，实验室用房条件得到
了很大的改善；学校对实验室人员引进、团队建设，研究生指标和课题等方面
有政策倾斜；实验室获得学校的经费的支持，从而促进了实验室的科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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