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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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结构中声传播特性研究 

研究方向 2 新原理声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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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篇 EI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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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项 二等奖 1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1642 万元 纵向经费 1320 万元 横向经费 322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8 项 授权数 7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3 项 转化总经费 150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1 项 行业/地方标准 1 项



 

 

研究队

伍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40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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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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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任中洲 
中国科学 G 辑，Communication in 

Theoretical Physics，Chinese Physic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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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 国外 4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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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学工程 学科 3 信号与信

息处理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54 人 在读硕士生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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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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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的自旋-轨道耦合带来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现象
和重要的应用，包括拓扑绝缘体和自旋电子学。量子霍尔效应以及量子自旋霍
尔效应都依赖于电子的自旋属性，然而对于声波而言(例如空气声和水声)，其
纵波振动的本质导致不存在天然的自旋属性，因而实现声学拓扑态有一定的困
难。研究者开始探索在传统的经典波系统,如声学系统中,是否会出现与自旋-轨
道耦合类似的类量子效应，如果存在这种效应，又会带来怎样的启发。最近，
有科学家提出利用背景流速场实现声类似量子霍尔效应，或构造耦合环形波导
结构实现声类似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的理论方法以及实验验证，但是由于复杂的
构造要求以及数倍波长的晶格尺寸要求，使得这些方法在设计和实际应用上有
很大难度。根据经典声学理论，传统的声学多极子模式（例如偶极子以及四极
子），声波能量向固定方位向外辐射，无法形成类似自旋的旋转声场。刘晓峻
教授课题组提出了在无流速背景的超材料声子晶体中构造声学赝自旋偶极子
和四极子模式，并实现可调控声波拓扑传输的普遍性理论方法。首先，对蜂窝
状晶格声子晶体的初基原胞旋转 30 度并放大，使得蜂窝状晶格变为由六个单
元组成的超元胞组成的三角晶格，通过能带折叠理论形成双狄拉克锥。然后，
在保持所有单元不变的情况下仅依靠收缩或者扩大超元胞内各单元的间距，可
以打破双狄拉克锥形成带隙。研究发现，在带隙附近的声压场分布呈现出类似
于电子 p/d 轨道的对称形式，而平均声强沿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即产生了区
别于传统声学多极子模态的有效声学赝自旋偶极子和四极子。研究进一步发
现，收缩超元胞内单元时晶体能带呈现平庸态（trivial），即赝自旋偶极子模式
频率位于赝自旋四极子模式之下，与传统声学理论一致；而扩大超元胞内单元
间距时赝自旋偶极子模式频率跃居赝自旋四极子模式之上，为非平庸态
（nontrivial），从平庸态到非平庸态表明发生了能带反转。在平庸态晶体和非平
庸态声子晶体之间的边界上可以形成声赝自旋与传输轨道相耦合的声拓扑边
界态，不同赝自旋态之间的边界态传输没有干扰，并且通过调节超元胞内单元
的间距可以实现可调控的、任意形状的拓扑边界。同时，这种拓扑边界态拥有
背向散射抑制能力以及很好的鲁棒性，拓扑边界上的空腔、无序排列以及弯曲
等缺陷不仅不会引起背向散射，而且不会改变边界声传输的自旋态。这种产生
声学赝自旋多极子模式的普遍性方法还可以进一步推广到“气-液”、“固-
液”、“固-气”等多种基本的声学体系中。该工作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发表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2）人工声学扩散体：如何高效产生扩散声场是声
学领域的重要问题，传统施罗德声学扩散体（SD）是上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经



 

 

典设计，通过按照特殊的数列来设计各个单元的深度，产生了优化可控的漫反
射效果。SD 目前已经成为成熟的商用产品，不仅广泛应用于建筑声学及噪声
控制等重要场合，亦被证明有望在粒子操控、医学成像乃至能量收集等问题中
发挥积极作用。然而，传统 SD 具有厚度大（约半个波长）、表面不平整等缺
点，例如对于频率为 250Hz 的声波（可听声的典型频率），其厚度将达到 70cm
左右。这些基本问题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制约着其在低频和中频声波操
控方面的应用。实验室相关课题组首次提出了利用声学超表面构建人工施罗德
扩散体的理论方法，通过重新审视传统 SD 设计理论，揭示了造成其在器件厚
度及几何外形方面受到制约的根本原因是经典声学理论认为声波相位仅能在
传播过程中逐渐累积，因而必须通过改变传播路径长度实现表面相位的调制。
针对这一难题，基于声学超表面概念提出了通过激发局域共振在亚波长尺度内
产生有限大小的传播相位突变的思路，突破了经典理论的局限。基于声超表面
施罗德扩散体（Metasurface-based Schroeder diffuser, MSD）的单元利用超薄的非
经典 Helmholtz 谐振腔构建，其厚度仅为传统 SD 的 1/10。理论推导及数值模
拟都证明了可通过单独改变颈口宽度来实现其反射相位在 2π 范围内的连续操
控。通过对近场散射声压场分布和远场散射指向性进行数值模拟及实验测量，
并利用扩散因子来进行定量表征，证明了基于声超表面的人工施罗德扩散体具
有不亚于商业产品的声学性能，同时展现出尺寸超薄、表面平整、重量轻盈、
制备简单及用料节省等重要优势。近年来，声超表面研究尽管已经揭示了大量
新奇的物理现象，但尚未成功应用于解决实际声学难题。该工作在声超表面的
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之间搭建了桥梁，迈出了其走向实用化的第一步，这对于
声超材料研究领域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新原理构建的超薄扩散体的实现解决了
传统 SD 长期以来在器件尺寸和几何形状方面受到的基本制约，有望在建筑声
学及噪声控制等领域带来技术变革，并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价值。工作
于 2017 年 6 月 5 日发表在 Physical Review X 上。3、声学非对称吸收体：该工
作基于经典的声学亥姆霍兹共振器对实现了在双端口开放系统中的非对称声
吸收。当声波从一端入射时，声能几乎全部被吸收；而如果从另一端口入射时，
大部分声能被反射。和传统的基于单端口系统声学吸收体相比，该工作在实现
非对称吸收的同时还允许系统两侧空气流的交换。这一工作在噪声控制和建筑
声学中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相关成果被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精选 (Featured) 
在其首页头条报道 [Appl. Phys. Lett. 111, 143502 (2017)]。同时，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IP)网站也以该工作作为 Highlight（亮点）进行了专题图文
报道。AIP 的报道指出“能否找到一种结构与刚性墙一样，能“阻止”声波传
输，但又允许光线和空气流通过的声学介质呢？最近，中国南京大学的研究者
在通透的管道中使用声学亥姆霍兹共振器构建了一个声学人工软边界，实现了
与刚性墙一样的声学特性”；同时“该系统基于失谐的亥姆霍兹共振器对实现
了多频和宽频的非对称吸收”；“研究者们发现来自房间外的噪声几乎可以被
100%地吸收，而房间里的声音则大部分被反射以增强房间的混响感”。随后，
Science Daily、PHYSORG、Physics News、Science Codex、Press-news、World Wide 
Science 等主要学术媒体相继转载了 AIP 对该工作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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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超声联合微气泡治疗肿瘤的机制研究。在生命科学、临床医学及其相关领域，
针对恶性肿瘤的精准诊断和治疗已经成为长盛不衰的研究热点。然而，任何抗
癌基因/药物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都不可避免地会对正常细胞产生生物毒
性，破坏病人本就脆弱的免疫系统，甚至威胁其生命。因此，如何在提高靶向
基因/药物疗效的同时，抑制其系统生物毒性及其它副作用，已经成为靶向基
因/药物临床治疗亟需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实验室相关课题组持续致力于利
用声致穿孔(sonoporation) 效应促进抗癌基因/药物在肿瘤靶区的输运和吸收。
在超声驱动下，空化微泡可通过施加剪切力或产生高速冲击波，导致细胞膜表
面出现微/纳米尺度的孔洞从而显著增强其通透性，并由此大幅提高基因/药物
的转染效率。但是，生物细胞始终处于周期性的分裂增殖过程；一个完整的细
胞周期（cell cycle）通常包含 DNA 合成前期（G1）、DNA 合成期（S）、DNA
合成后期（G2）及细胞分裂期（M）等阶段。在不同阶段，细胞组织结构（如
细胞膜、细胞骨架和细胞核）存在显著差异，导致细胞形貌、粘弹性质乃至功
能不同。由此可以断定，处于不同周期的细胞必将对声孔效应作出不同的响应，
乃至对微泡的动力学行为产生影响。该课题组以 HeLa 细胞为对象，利用绿色
荧光蛋白（GFP）对其细胞骨架进行标记；采用不同的药物分别使其在 G1、
S、G2/M 期达到稳定同步，并利用扫描电镜和原子力显微镜对不同周期阶段的
细胞形貌、大小及弹性进行量化定征。进一步，研究者利用聚焦超声和单个微
泡联合作用，针对处于不同时期的单个 HeLa 细胞，对其膜穿孔及骨架解聚的
时间演化行为进行了同步实时观测。实验结果表明，细胞所处周期对微泡声孔
效应引发的细胞响应具有显著影响，而 S 期则可能是利用微气泡瞬态空化促进
基因/药物向细胞内输运的优选时期。为解释该现象，该课题组构建了粘性流
体环境中弹性细胞与微泡相互作用的多相耦合动力学模型，详细分析了不同参
数条件对声微流速度场和细胞壁剪切应力的影响，进一步阐明了超声联合微气
泡促进基因/药物转染疗效的物理机理。临床研究进一步表明，使用放化疗药
物（如吉西他滨等）可在体内成功实现细胞周期同步（如 S 期阻滞），以改善
肿瘤治疗效果，将声孔效应与细胞周期阻滞药物有效结合，可实现将“靶向治
疗肿瘤”进一步升级为“周期针对性靶向治疗肿瘤”，进一步减少放化疗药物
对体内正常组织的细胞毒性，达到控制和优化恶性肿瘤临床疗效的目的。该工
作为制定具有细胞周期敏感性的肿瘤靶向治疗方案开拓了新的途径。该工作于
2017 年 11 月发表在 Theranostics 上。本年度相关课题组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2、(A) 基于随机矩阵和时间反转算子的散射媒质光声成像理论。经典的
光声图像重构理论大多基于相干波束形成原理。当媒质声学特性不完全均匀的
情况下，检测到的光声信号既包含有具有相干性的直达信号，又包含有不具有
相干性的散射波成分。对于从声源经由均匀媒质直接传到超声换能器并被接收
到的所谓直达信号，它们具有确定性的相干相位，因此，利用相干波束形成方
法可以方便的获得声源的高质量图像。对于经由散射路径并被检测到的光声信
号，散射路径的随机特性会导致随机相位、破坏信号的内在相干性，从而带来
斑点噪声，甚至导致图像重构失败。因此，基于相干波束形成的经典光声图像



 

 

重建方法通常只适用于均匀媒质，强烈的声散射是光声图像重构所面临的一个
重要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相关课题组提出利用随机矩阵理论分离光声信
号中的相干成分和非相干成分，从而提取光声信号中的直达波，并利用时间反
转算子重构光声图像。研究发现直达波和散射波在随机矩阵中表现出不同的相
干特性。直达波在随机矩阵的反对角线方向具有特殊的相干特性和相位规律，
而散射波则不具有这一相干特性。基于这一发现，设计了相干滤波器，分离出
直达信号并滤除散射信号，然后利用时间反转算子重构散射层背后的光声图
像。计算机模拟证明，该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散射媒质中光声图像的对比度、
降低图像背景斑点噪声，相比于相干波束形成方法，该方法的图像信噪比提高
6 分贝以上。进一步的实验研究证明该方法可以有效地重构散射环境中的光声
图像，而传统图像重构方法不能够获得可辨识的图像。本研究开启了散射媒质
成像的一种新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它对于提高光声成像的成像
质量、拓展光声成像在散射组织中的应用范围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该工作
于 2017 年 9 月发表在 Optics Express 上。（3）光声共振谱理论。无损非接触地
测量材料微结构的弹性特性不仅仅是材料科学的重要课题，而且由于组织弹性
是很多疾病的重要生物指标，例如，动脉粥状硬化，肝硬化，前列腺癌等等，
因此非侵入地弹性测量也具有重要的生物医学应用前景。为此，人们发展了很
多测量材料弹性的方法。超声谱法是最为广泛使用的一种测量方法，然而超声
谱法往往需要接触式的测量。原子力显微镜能够高精度地测量材料局部表面的
弹性特性，但它仅仅适用于材料表面和亚表面的测量。因此，弹性参量的无损
非接触测量仍然是材料科学研究的难题。经典的光声理论认为，脉冲激光照射
产生的光声信号具有脉冲时间短、信号频带宽的特性。然而，通过理论分析发
现，当激光辐射照射结束后，由于惯性，光吸收体将继续向周围媒质辐射声波，
该声波在时域上持续时间长、而在频域上则表现为线状窄带频谱特性。为此，
相关课题组提出了光声共振理论，利用该理论，可以预测当光吸收体被脉冲激
光照射时，其产生的光声信号包含有光吸收体的本征振动信息。从光声信号的
时频图中，可以提取一系列的本征频率，称这些与光吸收体本征振动有关的谱
结构为光声本征谱。由于本征振动频率与材料属性有关，因此，利用光声本征
谱我们可以反演材料的弹性参量，从而无损地测量材料弹性特性。基于这一理
论，预测了球形光吸收体的光声本征谱。根据实验测量到的球形光声本征谱，
正确地反演了球体的杨氏模量和泊松系数，这不仅验证了光声本征谱理论的正
确性，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无损地、非接触地测量材料弹性特性的新方法，该研
究不仅对于材料科学具有重要的方法学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生物医学应
用前景。该工作于 2017 年 2 月发表在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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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Z 型光催化材
料已经被广泛的用于水的全光解，光解水时光生电子由 H+俘获产生 H2，空穴



 

 

由牺牲性溶剂俘获或 OH-俘获产生 O2。由于释放一个分子的 H2 要两个电子，
而四个空穴才能放出一分子的氧气，因此光催化 H2O 分解产氧是决定光催化
效率的主要因素。因此，研究光催化出氧材料是光催化 H2O 分解效率提升的
一个很好的突破口。BiVO4，由于其较正的价带，是优越的光氧化剂。相关课
题组通过微量金纳米粒子表面吸附方法合成了高能面暴露的 BiVO4 三十面体
结构（图 1），并把这种结构首次应用于光催化 H2O 分解产 O2 的反应中。BiVO4

多面体暴露的高能面为{132}，{321}，{121}。相对于低指数暴露晶面，高能面
暴露的 BiVO4 多面体展现出优越的光催化 H2O 分解性能，产氧性能提高了 3-5
倍。理论研究表明：相对于（010），（110），（101）等低指数晶面，高能面有利
于 H2O 的解离，有更优越的 H2O 分解出 O2 过电位（0.11-1.14 V）。 高能面暴
露的 BiVO4 三十面体结构在 430 nm 单色光照下表现出 18.3 %的量子效率。代
表性工作于 2017 年 12 月 2 日发表在 Advanced Materials 上。2017 年度相关课
题组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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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申请了 5 项发明专利，并获得 3 项发
明专利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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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企业南大电子有
限公司紧密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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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共建南京市智慧型服务机器人创新研究院，被纳入南京市新
型研发机构建设。作为重点实验室的延伸，该创新研究院的建立将进一步整合
产业优势和技术优势，推进我国机器听觉、机器视觉等人工智能关键技术水平
达到国际水平，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2017 年度，相关课题组获江苏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7 年，实验室共发表 SCI 源刊物论文 141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8 项、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7 项，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省级科技进步奖 2 项、
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各 1 项，到账科研项目经费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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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 1 项、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 1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 18 项，国家重大仪器专项基金 1 项，
其它省部级项目多项。总经费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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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宽带超结构和梯

度复合透声材料研究 
2013CB632904 王新龙 2013-2017 573 973 课题 

4 
原子核稳定性极限的研

究 
2013CB834400 任中洲 2013-2017 400 973 课题 

5 
基于半导体人工光合成

的高效 CO2 能源化应用

基础研究 
2014CB239300 周勇 2013-2018 370 973 课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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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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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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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声学 11422439 陶超 2015-2017 10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优青

项目 

10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201510068 张淑仪 2015-2017 50 
科技部科研

专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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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基金仪器

专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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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专项课

题 

13 
基于声学超构材料的热

声制冷的研究 
11374154 范理 2014-2017 8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4 
高强度聚焦超声在连续

扫描模式下组织损伤的

形成及优化研究 
11374155 章东 2014-2017 89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5 声学阵列近场特性研究 11374156 卢晶 2014-2017 89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6 
重核和超重核衰变寿命

的系统计算 
11375086 任中洲 2014-2017 8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7 

半导体纳米结构表面水

的裂解效应及其在能源

中的应用 

11374141 吴兴龙 2014-2017 89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8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声发

射信号裂纹识别研究 
11374157 杨京 2014-2017 8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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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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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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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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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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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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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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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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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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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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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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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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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声学超表面构建、效应 BK20160018 程营 2016-2019 100 江苏省杰出



 

 

及相关新原理声学功能

器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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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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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2015.1-至今 

2 王新龙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6 2015.1-至今 

3 刘晓宙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2015.1-至今 

4 刘晓峻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15.1-至今 

5 吴浩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15.1-至今 

6 杨跃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7 2015.1-至今 

7 沈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2015.1-至今 

8 邱小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2015.1-至今 

9 陈伟中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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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章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8 2015.1-至今 

11 程建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7 2015.1-至今 

12 任中洲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15.1-至今 

13 吴兴龙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15.1-至今 

14 周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5 2015.1-至今 

15 张旭苹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5 2015.1-至今 

16 屠娟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1 2015.1-至今 

17 梁彬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7 2015.1-至今 

18 陈启美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教授 65 2015.1-至今 

19 宗红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15.1-至今 

20 陶超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9 2015.1-至今 

21 卢晶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0 2015.1-至今 

22 刘杰惠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4 2015.1-至今 

23 许坚毅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副教授 55 2015.1-至今 

24 张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0 2015.1-2017.10

25 杨京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5 2015.1-至今 

26 范理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2015.1-至今 

27 徐晓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8 2015.1-至今 

28 毛一葳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副教授 55 2015.1-至今 

29 程利平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副教授 46 2015.1-至今 

30 邹欣晔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9 2015.1-至今 

31 罗林姣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8 2015.1-至今 

32 郭霞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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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程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4 2015.1-至今 

34 公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5 2015.1-至今 

35 陶建成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5 2015.1-至今 

36 林志斌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8 2015.1-至今 

37 陈锴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7 2015.1-至今 

38 邹海山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专职副研

究员 
42 2015.3-至今 

39 张仲宁 技术人员 男 本科 
高级工程

师 
55 2015.1-至今 

40 李宁荣 技术人员 男 大专 工程师 59 2015.1-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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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昊 博士后 男 35  中国 南京大学 
2014.01-

2017.12 

2 魏琦 博士后 男 29  中国 南京大学 
2014.08-

2017.11 

3 朱兴凤 博士后 女 36  中国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3-

2018.02 

4 殷杰 博士后 男 33  中国  
2017.02-

2019.01 

5 张黎昆 访问学者 男 38 助理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2017.08 

6 贾小平 其他 男 56 教授 法国 巴黎六大 2017.10 

7 颜永红 其他 男 49 研究员 中国 中科院声学所 2017.10 

8 
Mark F. 

Hamilton 
其他 男 55 教授 美国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17.6 

9 马力 其他 男 50 研究员 中国 中科院声学所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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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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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派遣博士生江
雪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联合培养、王力维和唐枫赴美国科罗拉多
大学进行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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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ological creation of acoustic pseudospin 
multipoles in a flow-free symmetry-broken metamaterial lattice,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8, 084303 (2017). 

2、Yi-fan Zhu (朱一凡) et al: Ultrathin Acoustic Metasurface-Based Schroeder 
Diffuser, Physical Review X 7, 02103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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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报告 张志旺 博士 Meta’17 国际会议，韩国 刘晓峻

2 口头报告 刘紫赟 硕士 AES2017 国际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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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万 李文石 教授 苏州大学 2018.1-2019.12 



 

 

判据的设计、

分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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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届国际治疗超声

研讨会 
南京大学 章东 2017.5 320 全球性

2 
2017 年远东无损检测新

技术论坛 
南京大学 张淑仪 2017.6 630 地区性

3 
2017 年度全国检测声学

与物理声学会议 
南京大学 刘晓宙 2017.9 180 全国性

4 
第六届电声技术国际研

讨会 
南京大学 沈勇 2017.10 380 全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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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出时间 

刘晓峻   法国       Matematerials2017     2017 年 8 月 26 日 

程营   法国       Matematerials2017       2017 年 8 月 26 日 

沈勇   美国       AES 会议        2017 年 10 月 16 日 

陶建成   香港       46 届国际噪声大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林志斌   香港       46 届国际噪声大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邹海山   香港       46 届国际噪声大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邱小军   香港       46 届国际噪声大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王淑萍   香港       46 届国际噪声大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丛超楠   香港       46 届国际噪声大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黄晓帆   香港       46 届国际噪声大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郭琴   香港       46 届国际噪声大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钟家鑫   香港       46 届国际噪声大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王康   香港       46 届国际噪声大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顾昭仪   香港       46 届国际噪声大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范文之   香港       46 届国际噪声大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向腾   香港       46 届国际噪声大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王泽林   香港       46 届国际噪声大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周浩然   香港       46 届国际噪声大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张聪鑫   香港        46 届国际噪声大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胡玉祥   伦敦        ICSV2017           2017 年 7 月 23 日 

卢晶   伦敦        ICSV2017           2017 年 7 月 23 日 

魏娜   伦敦      ICSV2017           2017 年 7 月 23 日 

邱小军   珀斯        ACOUSTICS 2017    2017 年 11 月 19 日 

梁彬   香港        46 届国际噪声大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梁彬   美国        2017 ICU 大会        2017 年 12 月 18 日 

杨京   美国        2017 ICU 大会        2017 年 12 月 18 日 

邹欣晔   美国        2017 ICU 大会        2017 年 12 月 18 日 

朱一凡   美国        2017 ICU 大会        2017 年 12 月 18 日 

梁彬   长沙        Phononics 2017        2017 年 6 月 4 日 

梁彬   美国        美国声学学会会议    2017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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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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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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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讨论并审定了 2017 年度实验室开
放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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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计划，“211”工程 III 和“985”工程 III 期建设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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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声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7年度考核报告
	盖章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