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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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篇 EI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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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2 万元 纵向经费 2627 万元 横向经费 1235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22 项 授权数 16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4 项 转化总经费 400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2 项 行业/地方标准 2 项 



 

 

研究队

伍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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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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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in China, Scientific Reports, 
Chinese Physics Letter, Chinese Physics B  

编委 

吴兴龙 
Surface and Interface Analysis，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编委 

屠娟 
Journal of the Acoustic Society of 

America，Ultrasonics 
副主编 

梁彬 Science in China, Scientific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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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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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人 在读硕士生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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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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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系统中，对称性的破缺带来了很多新奇的物
理现象，量子霍尔效应被发现后，拓扑序进一步成为对相变的分类依据，通常
使用陈数来表征。与之相类比的声学拓扑绝缘体的相关理论和实验工作近年来
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拓扑绝缘体中的边界态更是为声学体系中很多受
背向散射困扰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研究声子的拓扑态及
其类量子效应也可以为调控量子拓扑态提供精确可控的平台和新原理。相比于
电子系统受磁场的作用机制，线性时不变声学系统具有波色子特性，满足时间
反演对称性，缺乏可类比于磁场的作用机制。尽管理论上可以证明声学体系中
的时间反演对称性破缺能够通过高速旋转的环形气流引入，但基于该机制构建
声陈绝缘体时将存在多环流的复杂动态同步调制、高速环流的不稳定性及环流
本身产生噪声等难题，导致声陈绝缘体迄今仍无法在实验上实现。为了在实验
上实现真正的声学单向边界态，程建春课题组提出了利用高品质谐振显著降低
转速，增强非互易效应的新物理机制，仅使用简单的旋转人工结构来精确引入
稳定且均匀的流场，避免了现有方法中难于克服的问题。基于此，首次在实验
上实现了声陈绝缘体，并观察到了受拓扑保护的声学单向边界态。此类边界态
能够有效抑制背向散射，并对缺陷有着极强的免疫性，其单向特性对输入声波
模态无要求，在实验上产生了声学类量子霍尔效应。该工作在声陈绝缘体实验
研究方面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并显著拓展了声学拓扑器件的应用前景，单向
边界态有望在医学超声、声隐身以及噪声控制等领域中产生重要应用。该工作
以《Experimental Realization of Acoustic Chern Insulators》为题发表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 [Phys. Rev. Lett. 122, 014302 (2019)],并被遴选为 Editors’ 
Suggestion ， 美 国 物 理 学 会 也 以 题 为 “One-Way Sound Transport” 的 简 介
(Synopsis)形式对该工作进行了专文报道。另一方面，刘晓峻课题组在拓扑声子
晶体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他们将非厄米性与二阶拓扑声子晶体相结合，得
到了能量集中在声子晶体拐角处的角态，并且可以通过改变非厄米强度调节角
态能量的衰减或增强，相关研究成果以《Non-Hermitian Sonic Second-Order 
Topological Insulator》为题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Phys. 
Rev. Lett. 122, 195501(2019)]。该工作将拓扑声学的理论与 PT 对称声学相联系，
为非厄米系统中的声传输操控提供了新的思路。（2）声波精细操控：刘晓峻课
题组基于穿孔板结构成功构造了深亚波长尺度的二阶声学拓扑绝缘体，实验上
实现了同时存在于三个频带的低维角态，并且基于此结构提出了一种声学成像
器 件 ，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以 《 Deep-Subwavelength Holey Acoustic Second-Order 



 

 

Topological Insulators》为题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 Advanced Materials 上 [Adv. 
Mater. 31, 1904682 (2019)]，并被选为封面文章。他们通过在硬质基底材料上打
孔的方式构建正方晶格，取相邻四个孔为一个超元胞，通过缩小和扩大孔间距
可以构造具有不同二维 Zak 相位的声子晶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结构同时存
在着三个发生拓扑相变的能带频段，并且均位于声学线下方，分别对应于一阶、
二阶和三阶共振，所以声波将以类声学表面波的形式传播。根据原理，角态存
在于非平庸态声子晶体的拐角处，所以研究人员构造了有限声子晶体（即中心
区域为非平庸态，四周包裹平庸态结构）来实现拓扑角态。值得注意的是，在
这种深亚波长二阶拓扑绝缘体中，声波被高效局域在了五十分之一波长的空间
内。该工作将高阶拓扑绝缘体理论与新原理声学功能器件相联系，为深亚波长
尺度的、具有较好鲁棒性的声能操控和声学器件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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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课题组 
(1) 提出了采用光声-超声双模态显微镜，实现了低伪像的穿颅成像。声分辨光
声显微镜是光声成像的重要实现手段。在短脉冲激光的照射下，组织内的光吸
收体吸收电磁能量，产生宽带光声信号，由组织外部的点聚焦超声换能器接收，
并根据接收到的光声信号的幅度和飞行时间提取沿换能器轴的一维图像，然后
通过平面扫描获得三维图像。光声显微镜利用软组织中的低声散射特性，可以
突破光扩散的限制，在深层组织中提供声分辨率。然而穿颅成像时，颅骨与脑
组织间的声阻抗失配会导致光声信号的多次反射，严重影响光声显微镜的成像
质量。提出了超声引导的光声显微镜来消除颅骨产生的多重反射伪影，显著提
升光声显微镜脑成像质量。该方法是基于光声-超声双模态显微镜，它同时集成
了扫描超声显微镜和声分辨率光声显微镜，通过一次扫描可以同时获得来自样
品的超声回波信号和光声信号。由于超声显微镜获得的超声回波信号揭示了声
信号穿颅的传播特性，因此从超声回波中我们可以提取声信号穿颅的传递函
数。基于光声信号和超声回波在颅骨层中的相似传播特性，采用超声回波作为
滤波器，修正光声信号波形畸变，去除光声信号中的多次反射伪影，最终获得
无伪影的光声图像。采用仿体和生物离体实验验证了该成像方法的可行性。将
光吸收体分别放在玻璃片构成的声反射层下面，以及鸡颅骨里面，然后采用该
双模态显微镜对其进行成像，模拟真实的颅脑成像。研究结果表明，如果采用
传统的声分辨率光声显微镜进行成像，由于颅骨层的存在，获得的光声图像存
在严重的伪像。而光声-超声双模态显微镜不仅获得了颅骨的声学图像，而且有
效地消除了声反射层引起的反射伪像，显著地提升了光声图像质量。该新型光
声-超声双模态显微镜系统不仅通过一次扫描同时获得了颅脑声阻抗率和光吸
收率两种对比度的图像，而且能成功地消除颅骨引起的反射伪影，获得常规光
声显微镜不能获得的清晰图像。这项研究有望在颅脑成像等生物医学应用中提
高光声成像的质量。将随机矩阵和时间反转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光声断层图像
重构的新算法。（2）在前期的研究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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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线性超声换能器阵列进行的图像重构，并
不适用于采用环形超声阵列或者环形扫描的光声断层成像的图像重构，而且，
也未检验该成像方法穿颅成像的性能。在本年度中，课题组进一步将随机矩阵
和时间反转理论相结合，并将其拓展到环形超声相控阵，从而提出了光声断层
图像的重构新算法。将环形阵列划分为多个扇形区域，每个扇区阵列通过相位
和幅度补偿近似为线性阵列。然后利用直达波的相关特性，应用全矩阵滤波器
将直达波与散射波分离。最后，将基于时间反转方法的各部分成像结果进行叠
加，进一步提高图像质量。通过数值模拟和体模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计算机模拟证明，该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穿颅光声图像的对比度、消除图像的
反射伪像，相比于相干波束形成方法，该方法的图像信噪比提高至少 6 分贝以
上。进一步地，利用玻璃烧杯模拟光声穿颅成像，实验结果表明该重构算法可
以有效地抑制穿颅伪像，提升光声成像质量，而传统图像重构方法不能够获得
可辨识的图像。这项工作开启了散射媒质成像的一种新方法，对理解复杂介质
中声相互作用的物理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它对于提高光声颅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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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了非均匀组织随机微结构的数量密度与光声信号统计特性之间的
定量关系，提出了光声断层成像的新型成像参量。非均匀组织随机微结构的特
征尺寸和数量密度等特征，是不同组织类型的有效指标。很多疾病的发展也伴
随有组织微结构的变化。例如，肝硬化和慢性肾病都会引起组织随机微结构的
变化；肿瘤或正常组织也具有不同的微结构。因此，组织随机微结构的无创性
表征具有重要的生物医学价值。传统光声断层成像的分辨率主要取决于检测到
的光声信号的频率和带宽。为了获得组织的微结构特性需要高频、宽带的光声
信号。然而，由于高频超声的强衰减和介质的不均匀性，深层组织的随机微结
构往往在图像中显示为难以识别的随机散斑。因此，传统的光声成像参量难以
定征非均匀组织的微结构特性。为此，提出采用统计方法直接分析来自深层组
织的光声射频信号，从而定征组织特性。通过理论计算，发现光声射频信号的
统计分布特性与组织的微结构特性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采用 Nakagami 统计函
数可以有效地表征不同组织产生的光声信号的统计特性，而且 Nakagami 统计
函数的形状参数与组织微结构的数量密度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据此，采
用 Nakagami 函数的形状参数可以定量地表征组织微结构的数量密度，并且该
参数也可以被用作为光声断层成像的新型成像参数。采用数值模拟和仿体实验
验证了该成像理论的正确性。研究结果表明 Nakagami 统计函数的形状参数只
与微结构的数量密度有关，而与其特征尺度无关。这证明该参数可以用来量化
组织的微结构的数量密度。进一步的仿体成像实验表明，采用光声谱斜率和
Nakagami 统计函数的形状参数作为成像参数，光声断层成像能够显著地区分具
有不同微结构特征的体模；而采用常规的信号幅度作为成像参数，由于微结构
特征尺度远小于信号波长，光声断层图像呈现出许多随机散斑，很难区分各个
样品的差异。这一研究揭示了光声信号的统计特性与非均匀组织微结构之间的
关系，提供了新型的成像参量。由于组织微结构的变化与许多疾病和异常生理



 

 

状态密切相关，例如，红细胞计数的增加往往与脱水和肾肿瘤有关；肝纤维化
组织的积聚是慢性肝病的重要症状之一。因此，这项工作可能有助于这些疾病
的诊断和分期。上述工作 2019 年在 Optics Letters, Optics Express 等 SCI 源刊物
上发表论文 3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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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清洁的氢能替代传
统化石燃料是解决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世界性难题的有效途径。因此，如何
通过催化剂设计高效地获取氢能一直是当代科研工作者的工作重心和研究热
点。研究表明良好的电催化剂需具备以下特点：(1) 价格低廉，不包含贵金属
元素(如 Pt)；(2) 更多的活性位点，扩大催化剂体表比; (3) 更高的催化活性，合
适的吉布斯自由能；(4) 高效的载流子迁移，良好的金属性。 然而，目前研究
思路主要集中在半导体纳米结构制备或引入空位、掺杂等通过微结构调控方法
增加活性位点数量、提高材料的催化活性，但是这种设计会不可避免的增加催
化剂制备成本。众所周知，任何材料性能突破完全取决于材料本身固有的物理
特性。因此，从材料电子结构改造（例如，半导体—金属相变）这个源头入手，
将成为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基于以上考虑，吴兴龙课题组通过特定波长近红
外光在超薄 FeS 纳米片中激发大量光生载流子，通过电声子耦合作用降低该体
系中半导体—金属相变的势垒，从而实现载流子高效迁移和催化活性巨大提
升。本研究工作首次在廉价的 FeS 纳米片体系中实现半导体—金属相变并且创
造性地用于提高电催化性能，对材料电子结构调控和新型催化剂设计提供了一
种全新的认识和研究思路。该工作以《Photoinduced semiconductor-metal transition 
in ultrathin troilite FeS nanosheets to trigger efficient hydrogen evolution》 为题发表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10, 399 (2019). 此外，研究团队通过配位自组装的方
法，将半层的 Td 相 ReS2 键合到畸变的 T 相 MoS2 层去形成一种新型的具有反
对称面外结构的 Janus（双面神）MoReS3 的 T’相结构，此结构易受外加电场
影响产生结构转变，形成能快速实现载流子转移和同时具有更高催化活性的新
T”相结构。通过原位拉曼检测 E2g 和 A1g 模，发现在 1.3V 电压下 E2g 和 A1g 分
别发生偏移和消失，证明了复合 MoReS3纳米片产生了从 T’到 T”的结构转
变。理论计算表明，特有的结构非对称引起的自发极化使得载流子滞留到
ReS2/MoS2 界面产生电致应力，由此有效地降低了 T’到 T”的相变势垒，施
加很小电压即可实现电子结构调控。此种仅依靠电极电压实现催化剂微结构和
物理特性的调控方法，为新型多功能电极设计提供了可能。该项工作不仅深化
了水裂解与微结构调控之间的反应动力学过程，而且为利用单原子构筑 Janus
型催化剂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该研究成果以《Electric Strain in Dual Metal Janus 
Nanosheets Induces Structural Phase Transition for Efficient Hydrogen Evolution》为
题发表在 Cell 子刊《Joule 3, 586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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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申请了 10 项发明专利，授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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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华为共建“电声实验室”。 

 
2019 年，实验室共发表 SCI 源刊物论文 144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2 项、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6 项，获得科研项目经费 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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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2 项、课题
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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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项，其它省部级项目及企业项目多项。总经费
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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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学环境的声效生成与

控制技术研发与集成应

用 
2018YFB1403800 沈勇 2019-2022 1791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2 
基于光催化材料的能源

环境技术研究 
2018YFE0208500 周勇 2019-2022 850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3 
聚焦声场精细调控及基

于 RF 信号的声空化时
2018YFC0115901 屠娟 2018-2022 380 

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课题 



 

 

空监测技术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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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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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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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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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面向生物医学应用的声

镊操控基础研究 
11934009 章东 202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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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势垒耦合共振表面波

声镊及其在粒子分选中

的应用 
11974179 郭霞生 2020-2023 63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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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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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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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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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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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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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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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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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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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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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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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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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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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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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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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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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声学 11922407 程营 2020-2022 15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优秀

青年基金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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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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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 程建春 2019-2022 280 军委科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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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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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营，杨跃涛，吴兴龙，

宗红石，周勇，赖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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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超，屠娟，郭

霞生，罗林娇，刘杰惠 

4 声信号处理研究和应用 卢晶 

邱小军，沈勇，陶建成，

林志斌，陈锴，张旭苹，

李宁荣，吴浩东，邹海

山，龙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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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2015.1-至今 

2 王新龙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8 2015.1-至今 

3 刘晓宙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15.1-至今 

4 刘晓峻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15.1-至今 

5 吴浩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6 2015.1-至今 

6 杨跃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2015.1-至今 

7 沈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4 2015.1-至今 

8 邱小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2015.1-2019.1 

9 陈伟中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0 2015.1-至今 

10 章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0 2015.1-至今 

11 程建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9 2015.1-至今 

12 吴兴龙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15.1-至今 

13 周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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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张旭苹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7 2015.1-2019.10 

15 屠娟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3 2015.1-至今 

16 梁彬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9 2015.1-至今 

17 陈启美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教授 66 2015.1-2019.2 

18 宗红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15.1-至今 

19 陶超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1 2015.1-至今 

20 程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6 2015.1-至今 

21 赖云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1 2019.1-至今 

22 卢晶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2 2015.1-至今 

23 刘杰惠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6 2015.1-至今 

24 杨京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7 2015.1-至今 

25 范理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9 2015.1-至今 

26 徐晓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50 2015.1-至今 

27 毛一葳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副教授 57 2015.1-至今 

28 程利平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副教授 48 2015.1-至今 

29 邹欣晔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1 2015.1-至今 

30 罗林姣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0 2015.1-2019.1 

31 郭霞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8 2015.1-至今 

32 许坚毅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副教授 57 2015.1-至今 

33 公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7 2015.1-至今 

34 陶建成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2015.1-至今 

35 林志斌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0 2015.1-至今 

36 陈锴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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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邹海山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44 2015.3-至今 

38 龙厚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30 2019.7-至今 

39 张仲宁 技术人员 男 本科 
高级工程

师 
57 2015.1-至今 

40 李宁荣 技术人员 男 大专 工程师 60 2015.1-2019.7 

41 吴雪炜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高级工程

师 
38 201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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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海啸 博士后 男 30  中国 常州工学院 
2018.11-

2020.10 

2 王晓彧 博士后 男 30  中国  
2019.07-

2021.06 

3 殷杰 博士后 男 33  中国 南京工业大学 
2017.02-

2019.01 

4 冯雪磊 博士后 男 29  中国  
2019.12-

2021.12 

4 金继业 访问学者 男 56 教授 日本 长野大学 2019.10 

5 邓明晰 其他 男 54 教授 中国 重庆大学 2019.11 

6 林书玉 其他 男 59 教授 中国 陕西师范大学 2019.9 

7 王秀明 其他 男 58 研究员 中国 中科院声学所 2019.5 

8 项延训 其他 男 40 教授 中国 华东理工大学 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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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派遣博士生范
鹏飞赴美国杜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杨东昕赴英国牛津大学联合培养，并
与南京新型研发机构签订研究生双创实习基地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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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 Yujiang (丁玉江) et al: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of Acoustic Chern 
Insulators,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22, 014302, 2019. 

2 、 Zhang, Zhiwang ( 张 志 旺 ) et al: Non-Hermitian Sonic Second-Order 
Topological Insulator,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22, 195501, 2019. 

3、Zhou, Gang (周钢) et al: Photoinduced semiconductor-metal transition in 
ultrathin troilite FeS nanosheets to trigger efficient hydrogen evolu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10, 39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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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旺 博士 

10th IEEE Sensor Array and 

Multichannel Signal Processing 

Workshop 英国 

刘晓峻 

2 口头报告 胡博伦 博士 
145th Audio Engineering Society 

Convention 美国 
刘晓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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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亚洲-太平洋超声

化学大会 
南京大学 刘晓峻 2019.9 150 全球性 

2 2019 年 ISEAT 南京大学 沈勇 2019.11 320 全球性 

3 2019 年度声学产业论坛 南京大学 刘晓宙 2019.1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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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分别与华为和地平线合作，设立了
创新研究院和联合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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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 Matematerials2019 国际会议 
2019 年 8 月 

程营 意大利 Matematerials2019 国际会议 
2019 年 8 月 

章东 英国 
牛津大学 

 
学术交流 

2019 年 6 月 

屠娟 英国 
牛津大学 

 
学术交流 

2019 年 6 月 

章东 意大利 2019 国际超声治疗会议 国际会议 
2019 年 6 月 

屠娟 意大利 2019 国际超声治疗会议 国际会议 
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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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2019 年 7 月 15 日，刘晓峻主任
在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南京大学分营名师讲坛做科普讲座：奇妙的声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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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由实验室制作
的科普片“声学世界”获第五届全国科普公益作品大赛一等奖以及中国声学学
会科普作品创新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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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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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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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林书玉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孙超教授，东南大
学方世良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邓明晰教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郑海荣教授、复旦大学他得安教授，同济大学毛东兴教授，南京
大学程建春教授、陈伟中教授、刘晓峻教授、刘晓宙教授、章东教授；物理学
院党委书记黄奇教授、物理学院院长李建新教授。 

会议由近代声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刘晓峻教授主持。物理学院院长李
建新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王秀明研究员、实验室主任刘晓峻教授分别致词。 

首先，由实验室主任刘晓峻教授汇报了本年度（2018 年 9 月-2019 年 9 月）
实验室的工作情况，包括实验室目标和定位、研究成果和水平、国际合作和交
流、人才培养等情况。 

李建新院长代表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感谢各位专家委员长期以来对南大声
学实验室的支持。王秀明研究员谈到参加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的感受，认为
南大学术自由气氛很浓，南大声学所在声学应用尤其高技术研发很领先，希望
委员单位能互相学习，为声学学科发展拓展新的思想和想法。刘晓峻主任希望
委员们多提意见和建议，为实验室如何更好发展、如何适应新时代献计献策。 

委员们对重点实验室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并一致认为： 
1. 南大声学是中国声学的一面旗帜，国际知名，南大声学也能发 PRL，这

是标志性成果。作为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南大声学要保持自己的特色，
要突出在声学领域的领引作用。声学人才紧缺，要加强人才培养。 

2. 实验室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要契合深空、深海、
深地、深蓝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际前沿，基础研究还不错，重大项目要联合
其他相关单位申报，将自己特色和国家需求相结合。 

3.学术带头人要顶层设计，整合队伍，引进人才，要跨行业跨领域跨学科
交叉，解决各领域关键技术问题，比如低频消声、水下换能器等都有重大需求。
核心教授的价值观要解放思想，要改变纯理价值观，兼容工学价值观，经过几
年的努力，打出工程科研的基础，打造专职科研队伍。 

4.可以从学术委员会会议拓展到科研交流会议，实验室可以多组织一些交
流会，各委员单位互相寻找交叉融合点，相互开放，切磋，融合，路子更开放
些。 

 
 
 
 

 





 
2、依托高校意见 

依托单位年度考核意见： 

（需明确是否通过本年度考核，并提及下一步对实验室的支持。） 
 
近代声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 2019 年度在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学科发

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取得突出成果，考评专家一致同意通过近代声学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 2019 年度考核，并建议实验室进一步加强杰出声学人才的引进和
重大项目的组织。南京大学在下一年度将对近代声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继续给
予重点支持。 
 

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2020 年 4 月 28 日 
 
 
 
 


	1
	2020-审核意见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