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新生研讨课课程简介 

0120103T 飞行器风洞试验技术 

课程简介： 

以飞行器风洞试验技术为主要内容，了解空气动力学入门知识，了解空气动

力研究中风洞试验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结果使用等，为进一步学习空气动力学课

程打下基础。 

主讲教师： 

黄达，男，航空宇航学院教授。 

主持过航空基金、武器装备预研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防预研课题等

多项国家及部级研究项目。在研科研项目包括：国防预研课题两项；国内科研研

究所横向合作课题多项。主讲研究生课程一门“非定常空气动力学与分离流”。 

获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获中国航空航天基金会教学科

研奖 1 项。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40 多篇。 

培养硕士生近 20 名，博士生 2 名，其中一名硕士生学位论文被评为校优秀

硕士论文，并推荐江苏省优秀硕士论文。 

 

0120104T 从“且听风吟”到“御风而行”——空气动力学漫谈 

课程简介： 

空气动力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达芬奇在其遗留的画作中就有大量关于流体、

特别是湍流的作品。空气动力学从名字上看似枯燥，但其应用领域渗透到了我们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各类航空航天飞行器的外形设计首要考虑的就是空

气动力学性能，不同外形的飞行器其空气动力学性能差别极大，因此了解空气动

力学是飞行器设计的首要任务；其次，在民用方面，例如汽车设计、风力机设计、

高层建筑等都首先就涉及到空气动力学内容。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气动力学系历史悠久，拥有健全的、一系列的风洞实验

设备，一套大型并行计算环境。教学和科研范畴包括：计算流体力学、实验流体

力学、风力机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综合优化等。希望以此为基础通过本课程



的教学让新生了解空气动力学的内涵和应用范围，激发学生对空气动力学的的学

习和研究兴趣。 

主讲教师：  

吕宏强，男，航空宇航学院教授。 

科研方面，从事主要基于高阶间断有限元法从事高精度数值模拟研究，面向

的研究领域包括流场数值模拟、弹流润滑问题数值模拟、气动噪声高精度数值模

拟、电磁场高精度数值模拟等，另外从事一部分跨学科研究，例如基于 CFD 和

人工智能算法的飞行器综合优化技术、气动隐身一体化优化技术。 

教学方面，自 2007 年至今担任过《FORTRAN 语言与程序设计》、《飞行器空

气动力学》两门本科生课程的教学工作。连续担任空气动力学系本科生班主任、

钱伟长班学业导师。 

 

0120105T 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技术 

课程简介： 

临近空间，又称近空间、亚轨道或空天过渡区，指距地面 20～100km 的大

气空间。临近空间飞行器是指主要飞行阶段处在临近空间的飞行器，不仅包括各

种快速飞行的飞机类、导弹类飞行器，也包括各种慢速的、悬浮的飞行器，如飞

艇、高高空无人机等。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技术是指在临近空间实现的飞行马

赫数大于 5 的综合系统技术，涉及高速空气动力学/热力学、先进组合循环推进

技术、材料与热防护技术、飞行控制技术、多学科设计优化技术等多种前沿学科

技术。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技术为发展各种新型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高超声

速巡航飞行器、高超声速民航客机等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是当今世界大国、强

国竞相发展的重点前沿学科领域。 

本课程针对理工科新生，较全面的介绍这一领域的基本情况，包括：现状、

发展态势、面临的一些主要气动问题等，以图对这一领域有个宏观的了解。让学

生能够在入学初期就能够了解、接触到空气动力学的一些学科前沿，认识到平时

所学基础学科知识与当前学科前沿的关联，拓宽知识面，提高立足点，激发学习

兴趣，提高学习自主性。课堂采用课堂讲授、讨论、高速风洞实验室现场参观及



基础能力试验参与等方式进行，鼓励促进同学发现新问题，帮助同学发展自主设

计试验，锻炼同学深入思考、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考核采用五级分制，内容

包括课堂讨论、实验情况、论文撰写等，对积极主动有独立见解者有加分。 

主讲教师： 

王成鹏，男，航空宇航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高速/高超空气动力学、高速飞行器新概念构型设计以及流场参数

测量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讲飞行器空气动力学、高速空气动力学本科生课

程。2013-2014 年英国 Manchester 大学 School of Mechanical, Aerospace and 

Civil Engineering 访问学者。作为课题负责人，先后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基金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国家 863 课

题等十余项国家级课题。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各类 SCI、EI 学术论文

30 余篇。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航空基金函评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学位论

文评审专家等。 

 

0120107T 力学之流体力学初识 

课程简介： 

力学涵盖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其中流体力学是一门重要的分支，它与日常

生活和工程应用中的各种现象息息相关，其中就包括了飞行器设计与工程方

向。 

本课程对流体力学的基本概念、应用范围进行较为系统的讲述，并对学生

后续的专业课如《流体力学》、《飞行器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等的学习做

前期准备。本课程培养目标：(1) 了解流体力学在力学中的地位、流体力学的

应用范围；(2) 启发和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兴趣和能力；(3) 激励学生的科学研

究原始动力。 

本课程教学方式: 主要以课堂讲述讨论和课后自我学习的形式，通过启

发、辩论和实例展示的方式，引导学生把真实现象和流体力学知识结合起来，

达到流体力学基本知识学习的目的。 

主讲教师： 



吴杰，男，航空宇航学院空气动力学系教授、博导，空气动力学系副主

任。 

主要从事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动边界流动及控制、多相流等问题的研究与

教学工作，主讲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英文）本科生课程。2010 年于新加坡

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中国空气动力学会计算空气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作为课题负责人，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基金、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等

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发表 SCI 文章 6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 项。担任多

个 SCI 期刊的审稿专家。 

 

0130103T 智能材料与结构的应用及其发展趋势 

课程简介： 

智能时代的进步，离不开智能材料的研发和应用。智能材料指的是一种能感

知外部刺激，判断并适当处理且本身可执行的新型功能材料。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智能材料的概念提出，历经了 20 多年的发展，随着硬件设备在各个领

域的应用开发，各式各样的新型智能材料交叠更换。进入新世纪，以功能材料为

基础的智能材料受到了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视。智能材料发迹于航空航天领域，现

已发展至服饰艺术、医疗器械、土木工程等各个领域。 

本课程将面向大一新生，着重介绍智能材料与结构的概念、定义、应用领域、

未来的发展前景和趋势、目前存在的问题等。让更多的学生能够真正了解智能材

料与结构，并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能够带着问题去学习基础课程，同时能够勤

思考，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具有一定的目标性和针对性。 

主讲教师： 

裘进浩，男，航空宇航学院教授，“千人计划”入选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日本东北大学工学博士（机械工学）。 

1991 年至 2004 年历任日本东北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是日本七

所帝国大学第一位华人正教授。2006 年 3 月受聘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

聘教授，回国工作。2006 年 9 月起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智能材料与结构航空科



技重点实验室主任，2011 年 11 月起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

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2008 年，带领团队获得国防科工委创新团队称号，2009

年带领“飞行器先进结构设计与制造”团队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先后获

得南京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引进计划，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 A 类项目。入选江苏

省 333 中青年学术带头人。长期从事智能材料与结构的研究，包括高性能压电材

料与器件的开发、结构的振动与噪声控制、健康监测、能量回收、自适应结构、

压电器件的精密传感与驱动技术等。先后主持国家 86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省攀登项目、教育部重大培育项目、国防项目等多项。在国际学术杂志上

发表论文 250 余篇，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 220 余篇，被 SCI 收录 170 余篇，EI

收录 220 余篇，他引 1200 余次；参编有关智能材料与结构的著作 4 部；获日本

机械学会杰出成就奖、航空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各类研究奖项 10 余项，申请

国家发明专利 20 余项，已获授权 30 项。 

 

0130104T 智能材料及结构监测 

课程简介： 

《智能材料与结构监测》是面向航空工程、电气工程、机械工程和自动化类

等相关专业的一门课程，内容涉及各类新型智能材料的原理、作用及它们在结构

监测中的典型应用。该课程将以专题的形式首先介绍各种有趣的智能材料，然后

依次讨论基于这些材料元件的结构监测方法。授课将围绕具体应用实例，实地演

示验证等实现课程讲授。 

主讲教师： 

袁慎芳，女，航空宇航学院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

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入选科技部中青年领军人才、人社部百千万人才工程和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 333 中青年领军人才。先后任美国伊利诺

依大学芝加哥分校、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访问教授，现

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结构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智能材料与结构

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讲授本科学位课《传感器原理》、研究生学位课《神



经网络》和《智能监测与诊断原理》，被评为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一届“我最

喜爱的老师”。 

长期从事智能结构及健康监测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 项（重点 1

项）、国防 973 专题、国家及国防 863、国家重点型号工程等近 30 项目。作为中

方负责人主持欧盟第 7 框架国际合作 1 项。出版专著 2 部，《结构健康监控》是

国内第一部本领域专著。发表文章 300 余篇，其中 150 篇被 SCI/EI/ISTP 收录。

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近 40 项，软件著作权 7 项。成果应用于多个国家航空重点

型号，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三等奖（排名 2）、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 3）、

国防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均排名 1）、中国航空学会青年科技奖、日本先进科

学协会 JFC2005 大会奖。先后还获全国巾帼发明者、江苏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江

苏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0130105T 功能陶瓷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介绍功能陶瓷材料的基础知识，介绍功能陶瓷材料的基本性质（主要

侧重在电学性能、介电性能、铁电、电-光、热-电性能、压电性能和功能陶瓷材

料制备的主要过程及其原理（传统固相合成、水热法合成和溶胶凝胶法等），着

重于材料组成、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关系，了解各类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生产工

艺、性能及其现代高新技术领域方面（航空、航天、深海探测、能量回收、结构

健康监测等）的应用。 

主讲教师： 

朱孔军，男，航空宇航学院教授，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办公

室主任。 

长期从事高性能压电陶瓷与器件、无铅压电陶瓷材料以及电子陶瓷基础材料

的研究：采用水热法合成功能材料、生物材料、压电陶瓷材料与器件的研究；发

明了溶胶-水热法、高温混合水热法等新型水热合成技术，并成功地应用于铌酸

钾钠、钛酸钡等无铅压电陶瓷粉体的制备；烧结了具有温度稳定性高的铌酸钾钠

无铅压电陶瓷；特别地，新型水热法合成钛酸钡纳米粉体已走向产业化；完成了



多种高性能铅基弛豫型压电陶瓷材料及器件的制备与设计。在教学方面具有丰富

的经验，曾负责本科生课程《功能材料学》、《校企实习》，并一直负责研究课程

《电子器件频响特性测试实验》的教学工作，紧密结合专业领域的最新进展，给

予学生最生动、最前沿的专业知识。 

主持（含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 863 计划项目（副组长）、

2009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等 10 项。另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国

家“973”项目、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等 9 项。近五年申请人发表 SCI 收录论

文 87 篇，影响因子 2 以上 30 篇，全部论文他引 341 次，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7

项。成果获中国航空学会科学技术奖、日中陶瓷科学技术促进交流奖等 5 项。 

 

0130112T 初等趣味问题中的高等数学 

课程简介： 

数学是形式抽象、表述严密的知识体系，不少学生在学习数学课程时有畏难

情绪，影响学习效果。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是增加课程的应用性和趣味

性，使学生体会到学习数学是有用的、也有一定的趣味性。很多趣味题是作为逻

辑题出现的，以训练逻辑思维为主要目的，实际上它们也蕴含丰富的数学理论与

方法。本课程选择韩信点兵、九宫格(幻方)、农夫分牛、农夫过河、点灯游戏等

一类喜闻乐见的初等趣味问题，讨论其中蕴含的大学数学中思想与方法，包括极

限思想以及线性代数方法。课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8 学时，主要由教师讲

授，引导学生思考和简单的讨论，部分问题引入应用环节，并安排学生寻找和研

究自己关心的趣味问题。第二阶段 8 学时，主要由学生讲解自己的趣味问题，包

括寻找过程，解决思路和方案（用大学数学方法最好，中小学数学方法也可以），

讨论解决其他类似问题的可能性（或者介绍相关数学知识点）。 

本课程面向大一新生，目的是：(1) 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2) 提升口头

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的实践、以及协同合作能力；(3) 加深与拓展微积分与

线性代数相关知识点的理解；(4) 强化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以至于从事科学研究

的基础训练。为学生后续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主讲教师： 

王在华，男，航空宇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1 年毕业于湘潭师范专科学校数学科，获专科文凭，1986 年毕业于湖南

教育学院数学系，获本科文凭，2000 年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学院，

获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专业理学博士学位。2001.01-2001.04 在德国波恩歌德学

院学习德语，2001.05-2002.04 在科隆大学数学研究所做洪堡学者(Alexander von 

Humboldt Research Fellow)，2002.05-2002.10 在斯图加特大学力学研究所 B 做

洪堡学者。2004 年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排名第二），2008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1 年被评

为江苏省 333 人才工程中青年领军人才。是国际 SCI 主流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furcation and Chaos》(2012-2017)、《Meccanica》(2015-)、《ASME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Nonlinear Dynamics》(2017-)的 Associate Editor，

现担任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为：时滞系统动力学与控制、非线性动力学与控制。 

主讲：博士生课程《工程中的现代数学方法》，硕士研究生课程《常微分方

程几何理论》等，本科生课程《线性代数》等。 

培养毕业硕士生 6 名，毕业博士生 6 名。 

 

0140101T 飞机燃油系统防火抑爆技术  

课程简介： 

飞机一般由多个系统组成，每个系统都有可能发生各式各样的故障和失效，

按照系统对飞机易损性影响大小排序，影响最大的为燃油系统，而燃油系统故障

的最大威胁又来自于燃油箱的燃烧和爆炸。 

本课程以国产商用飞机燃油系统防火抑爆设计为研讨背景，通过组织学生对

飞机事故的调查统计与分析，明确飞机燃油系统防火抑爆的重要性与相关设计要

求提出的必要性；同时，根据学生已具备的基础知识，组织学生研究与探讨可燃

物燃烧、爆炸的基本条件，鼓励学生独立开展抑制飞机燃油燃烧/爆炸的原理方



案设计；通过课堂讨论、学生方案点评、教师引导、实验观察和参观调查相结合

等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探索意识和创新精神。 

考核采用五级分制，内容包括课堂讨论和课程作业情况。 

主讲教师： 

刘卫华，男，航空宇航学院教授。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先进民航客机座舱环境控制系统设计理论、人机工效

学、飞行器燃油惰化技术与适航认证、新型制冷压缩技术等。曾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航空科学基金、工信部民机预研专项、大飞机工

程、“大运”工程等国家/省部级基金及横向科研项目 50 余项；拥有国家授权专利

12 项；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奖 2 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90

余篇(其中近 30 篇被 SCI、EI、ISTP 索引)；出版学术著作、主编教材 3 部，参编

技术手册及教材 2 部；为中国制冷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化工学会、中

国航空宇航学会高级会员、江苏省暖通空调专业委员会委员。 

 

0140102T 生活和工程中的力学 

课程简介： 

力学是自然科学中最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也是与生活和工程联系最密切的

一个科学。力学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方面起着重要的基础的作用。 

本课程主要涵盖理论力学的相关知识，涉及理论力学应用于工程实际和日常

生活的大量精彩实例。课程将根据新生的特点和基础，师生互动，研讨探究，以

演示实验、视频动画、图文并茂的形式，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地把深奥的力学原

理和内在规律，用通俗的语言呈现给学生，同时给学生留下品味的余地、思考的

空间和可以进一步探索研究的问题。 

课程将让学生通过一堂课，观察一类现象，理解一个概念，掌握一个方法，

学会运用力学原理解释工程和生活中的一些力学问题，使非力学专业学生了解力

学的基本知识与应用，使力学专业学生领略到力学发展的远大前景和广阔的研究、

应用领域。 

主讲教师： 



陈建平，男，航空宇航学院教授。 

长期主讲《理论力学》、《工程力学》、《材料力学》、《多体系统动力学》等本

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主持或参加省部级教改项目 5 项，编写出版教材或教学参考

书 3 部，获省级教学优秀成果奖 4 项，主持的理论力学课程被评为江苏省精品课

程。长期从事多体系统动力学和航天返回与回收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科研和教

学论文 30 多篇。被评为“全国优秀力学教师”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学名师”。 

 

0150108T 探究现代土木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大一新生开设的研讨课。以土木工程科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为背景，采用师生互动和研究性学习教学方式，对国内外土木工程科学的最新发

展和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方法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重点培养学生勇于探究的科学精

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主讲教师： 

吴瑾，男，航空宇航学院教授。 

主持国家 863 重点项目子课题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省部级

项目及横向项目 1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出版专著 2 部，获得发明专利

2 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2 项。入选江苏省“333 工程”及“六大人才高峰”培养

对象。先后主讲《结构设计》、《房屋建筑学》、《钢筋混凝土基本理论》、《建筑结

构设计》、《钢结构理论》等五门主干课程。主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改项目 3 项，

获校级教学成果奖 3 项。已指导本科生完成校大学生创新基金项目 4 项，指导 2

名本科生毕业论文获得江苏省优秀毕业论文二等奖。2012 年获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第三届“三浪杯”“良师益友——我最喜爱的导师”奖。 

 

0210101T 航空发动机结构冲击动力学的若干问题 

课程简介： 

安全性设计是航空发动机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航空发动机结构冲击动力

学的若干问题》课程以结构冲击动力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为主线，把机匣包容性、



航空发动机吞鸟、航空发动机外物损伤、航空发动机叶片的砂尘冲蚀与防护等具

有代表性的安全性问题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学生能够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初步

的理解和感性认识，激发其对航空发动机研究的兴趣。课程共计 16 学时，采用

教师讲授、现场试验教学、专题研讨与课程论文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引导学生进

行探究式学习的方式完成教学。 

主讲教师： 

陈伟，男，航空宇航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航空发动机结构强度与振动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完成和承

担了总装创新、国防预研、国防基础研究、航空科学基金等项目 20 余项，研究

内容重点为结构冲击损伤试验与分析，机匣包容分析技术、航空发动机适航验证

技术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50 多

篇，参编专著及教材 3 部，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在《航

空发动机强度》课程上开展了研究型教学，鼓励学生以科研方式参与教学，已成

功实施两届。 

 

0220104T 从创意到创新之科学研究思维 

课程简介： 

以课堂分组讨论、团队形式开展工程问题分析为核心，将工程科学中热问题

作为牵引，介绍科学研究的基本流程，引导学生可以主动思考问题，并在教师团

队的指导下，团队协作完成研究方案编写和关键技术问题定位，提升专业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激发学习和参与科创活动的积极性。 

主讲教师： 

毛军逵，男，能源与动力学院教授。 

入选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获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等荣誉称号，还担任了能源与动力学院“飞行器动力工程

专业”专业负责人。 

承担《工程热力学》、《计算传热学》、《燃气轮机原理与构造》等课程的教学

工作，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共 12 人。《工程热力学》课程获 2013 年全国首届微



课教学比赛全国二等奖、江苏省一等奖。指导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各类科技

创新比赛，2013 年带队获得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科技作品特等奖，全国节能减排

大赛二等奖。  

近 5 年来，先后承担了“973”项目课题 1 项、总装装备基金 1 项、国防预研

项目 8 项，参与了国家自然基金重点培育项目 1 项、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2

项、总装预研基金 1 项、国防预研项目 4 项。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

申请发明专利 4 项。获得国防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1 项（排名第一）。 

 

0230101T 汽车运动中的若干力学问题初探 

课程简介： 

本课旨在为对汽车知识有兴趣的大一新生开启一扇大门，定位是基本原理为

主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启蒙性质课程。主要讲授汽车工程实践中涉及的基

本力学问题，通过工程实例与理论方法相结合的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兴趣，

使学生能够在主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借助汽车企业项目实例和相关多媒体教学资源图文并茂

的介绍汽车运动中相关力学问题的基本知识，使学生学会使用评价和分析汽车行

驶性能的方法，从而初步掌握评价汽车性能的理论基础。 

该课程不但可以为车辆工程专业学生后续学习专业知识打下基础，也能够为

对汽车知识有兴趣的其它专业本科新生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启发学生带着

科学的问题进行本科阶段的理论课程学习，做到有目的的学习、牵引式学习。该

课程无论是以后从事汽车技术相关工作，还是个人合理使用汽车都大有裨益。 

主讲教师： 

赵又群，男，能源与动力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汽车动态仿真与控制，汽车电磁兼容，新型动力与电动汽车，汽

车整车 NVH 正向开发，汽车（机电液声固热电磁等）多场耦合分析，汽车计算

结构力学，汽车振动理论及其应用。今年来主持总装探索研究重大项目、国家“863”

重大项目子课题、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以及企业横

向课题等十余项纵横向项目，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 100 余篇，国际会议论文



10 余篇。获得省教育厅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校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现任 21

世纪全国高等院校实用规划教材-汽车系列专家编审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新能源

汽车产业联盟发起人、副主任，江苏省公路学会车辆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振

动工程学会理事，《中国机械工程》特约审稿专家，《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

杂志编委。 

 

0310101T 自适应控制与歌唱艺术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科普性质的跨学科课程，主要阐述自适应控制技术在音乐歌唱艺

术过程中的应用问题。要唱出优美的歌声，必须对发音不停地进行调整，该过程

本质上就是一种自适应控制过程。如果将歌唱者的发声比作工厂产品的生产，则

呼吸系统好比是动力车间，喉头部分好比是成型车间，共鸣器官好比是加工精制

车间。再加上人耳辨别和人脑决策反馈回发声器官就形成了自适应控制回路了。 

该课程先解释歌唱过程中的各个重要环节并说明每个器官在歌唱过程中所

起的作用，对歌唱过程进行建模，对歌唱中会存在的一些干扰问题用自适应控制

的方法进行调整以达到理想的歌唱效果。使大一新生能够迅速领会先进的自适应

控制技术的主要概念，并以人人都会的唱歌艺术作为研究对象，使大一新生迅速

学会并拥有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对工科学习的

兴趣培养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主讲教师： 

陈复扬，男，自动化学院教授。 

主讲本科生课程《自动控制原理》、《控制系统工程》、《自适应控制与应用》，

主讲研究生课程《自适应控制》，主编教材《自动控制原理》、《自适应控制与应

用》、《自适应控制》等 5 部；获江苏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排名第 2）；主持

多项校级教改项目，并主要参与多项国家级教改项目，例如 2003 年首批国家精

品课程《自动控制原理》、2008 年自动控制系列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2009 年

《控制系统工程》国家双语示范课程等等。 



长期从事自适应控制领域的科研工作，在自适应控制领域注重国内外学术交

流并开展研究性教学改革研究。2010 年~2014 年期间分别前往日本冈山、巴基

斯坦伊斯兰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多次，造访了日本东京大

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巴基斯坦国家物理中心、国立台湾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

高校及科研单位；2013 年 5 月~11 月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电子与电气工程

学院开展自适应控制领域的合作研究，推广跨学科领域的自适应控制应用研究。 

 

0310102T 导航定位与智慧生活 

课程简介： 

导航定位系统是研究对运载体进行定位与导航的技术科学，是实现智慧城市

的基础技术。本课程由定位与导航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全球卫星定位和北斗

导航系统、多旋翼飞行器导航和智能手机导航四部分组成。通过基础导航知识的

学习，让学生了解导航技术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广泛性，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再通过三个社会热点技术：北斗导航系统、多旋翼飞行器导航以及手机导

航逐步深入地向学生展示导航定位技术的原理和应用，不仅涉及卫星导航技术，

惯性导航技术，视觉/图像导航技术等，也涵盖组合导航的实现思想与导航定位

算法。 

课程采取讲授与讨论并行的方式，使学生在获得一定导航定位知识的基础上，

更了解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同时提高分析具体问题与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并

具有一定的团队协作能力，来完成对导航领域某个问题的调研和提出解决方案。 

主讲教师： 

熊智，男，自动化学院研究员。 

2007 年至 2011 年担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巡一号”微小卫星型号项目常务

副总设计师，现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自动控制系主任，并兼任中国惯

性技术学会惯性系统与测量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宇航学会空间遥感专业委员会

委员，《兵工学报》编委。作为国家公派访问学者曾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工程学院

进行过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访问。 



长期从事高空长航无人机、临近空间飞行器、微小卫星等航空、航天领域先

进飞行器的高性能组合导航及多信息融合理论和应用的研究工作。曾获得教育部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防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中国航空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和三等奖、“中航工业杯-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固定翼无人机竞技赛二

等奖和三等奖。入选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江苏省“六大人才

高峰”高层次人才计划和南京市“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引进计划”。先后主持国防

973 子专题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航空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并合作承担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本人及合作者共发表论文 15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0 余篇，EI 收录 50 余篇，其中 3 篇论文入选 F5000 中国

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作为第一和主要合作发明人（前三）申请授权国家

发明专利 12 项；参与编写完成“控制科学与工程”国防十一五规划教材《导航系

统理论与应用》，获中国大学出版社优秀教材一等奖。先后承担《测试数据分析》、

《测试信号分析与处理》、《最优滤波与应用》等本科生和研究生专业课程。 

 

0310103T 自动控制与无人机 

课程简介： 

本课程围绕无人机工程概述、无人机飞行原理、机载设备、试验与试飞、无

人机操纵、研制无人机飞控系统六个方面展开，涉及最前沿的国防科研知识。以

课堂教授、实验操作、师生探讨为主要教学形式，具有较强的参与性和实验性。 

主讲教师：  

王道波，男，自动化学院教授。曾任某"新型无人驾驶直升机"副总设计师，

某"战术勤务无人直升机项目"飞控系统副总师。 

主持和承担了多项国防型号和预研项目的研制和开发工作，研制完成百余套

仿真与测试转台，为我军战训和战术导弹研制工程提供近百架无人机靶机。近四

年来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 

 

0310104T 机器视觉与自主飞行控制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研究前沿性质的跨学科课程，主要阐述机器视觉技术在自主飞行

控制中的应用问题。机器视觉技术不仅可以感知环境，识别障碍和目标，还能提

取飞行器姿态、角速度等信息，进行飞行器的自主导航和飞行控制。特别是利用

机器视觉技术可以有效处理自主飞行问题尤其是城市复杂环境下的飞行控制问

题，因而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 

该课程主要介绍基于视觉的自主飞行控制的基本方法及其关键技术，包括视

觉环境感知、状态估计、目标定位、跟踪与智能控制技术。本课程使大一新生能

够迅速领会飞行控制和机器视觉技术的主要概念，并以微型无人机作为研究对象，

使大一新生迅速学会并拥有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

高对工科学习的兴趣培养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主讲教师： 

陈谋，男，自动化学院教授，2011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12 年入选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2013 年入选江苏省“333”人才工程第三层次

培养对象，2013 年获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014 年入选南京领军型科技创

业人才计划。 

先后承担《制导与控制系统》、《模式识别与图像处理》、《武器火控系统》和

《控制系统仿真》等本科生课程教学，同时承担《制导与控制系统》校级精品课

程建设，获 2010 年南航教学观摩评比比赛二等奖。同时先后获国防科技进步二

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申请发明专利 9 项(其中

授权 3 项)。近 5 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计

划项目子项目、国防 863 创新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航空科学基

金、教育部留学人员回国启动基金和横向合作项目 10 余项。参与编著著作 3 部，

发表和录用学术论文 100 篇(第一作者 80 余篇)，其中第一作者国际期刊论文 SCI

收录 50 余篇(含录用待收录)，EI 收录 35 篇，Google Scholar 引用 1000 余次，

SCI 引用 600 余次，他引 500 余次，他引单篇最高 110 余次。目前感兴趣的研究

领域是：非线性系统控制，飞行控制，火力控制。 

 



0310105T 舰载机着舰引导与控制 

课程简介： 

随着我国航空母舰和舰载机技术的发展，舰载机着舰引导与控制技术成为国

内相关院校和厂所研究的热点问题，急需一批熟练掌握舰载机着舰技术的专业性

人才。为此，自动化学院飞行控制实验室面向全校所有专业的本科新生，开设《舰

载机着舰引导与控制》这门新生研讨课，以教学和研讨相结合，采用以教师为主

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能力，普及航空航天专业知识，

熏陶国防建设参与意识。 

主讲教师： 

江驹，男，自动化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舰载机、大型客机、高超声速飞行器、无人机等飞行器制导与控制

方面的研究。在电传飞控系统总体架构设计、先进飞行控制律设计、自动着舰系

统设计、智能控制系统设计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获得国防科学进步奖

等奖项。发表学术文章 60 多篇，作为主要作者出版教材、专著和译著 8 本。  

主讲线性系统理论等研究生学位课程，教学风格深受学生的欢迎。从事研究

生教育工作研究，曾获江苏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 

 

0310106T 工程系统建设方法研讨 

课程简介： 

工程系统学是解决工程进入系统时代而发展起来的一门社会、技术学科，工

程系统学这门学科目前还处于飞速发展之中，正在不断深化并产生广阔的外延，

它是对工程系统进行发展研究与决策、工程任务分析与范围界定、工程系统各层

次组成单元与各专业之间关系的确定，以及组织、协调、控制工程系统的建立、

运用与更新的分析、综合、权衡与优化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实现复杂工程系统创

新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集成技术。由自动化的知识体系和技术体系，它的

技术应用等其他方面，综合认识自动化行业的规范、标准，从而有效地分析、设

计与实现。 

主讲教师： 



王志胜，男，自动化学院教授。在《Science in China Series F》、《IJPEM》、

《中国科学 E 辑》、《自动化学报》、《控制与决策》、《控制理论与应用》、《宇航学

报》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40 多篇，出版专著 1 部，编写教材 1 部，参编教材 1

部。申请发明专利 13 项，授权 8 项。 

获国防科技进步奖 2 项，航空科技进步奖 1 项，校科技进步奖 3 项。近 5 年

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航空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科研项目 23 项。 

 

0340101T 互联网与医学影像 

课程简介： 

课程围绕互联网和医学影像中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和互动，通过对互联网、

手机 APP、医学影像设备、医学影像数据处理等研究中涉及的核心技术讨论，激

发学生对计算机、控制、数学、物理、生物、图像处理等多门学科的学习热情，

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去思考，对互联网与医学影像及互联网与健康医疗等

热门话题提出科学的见解。 

主讲教师： 

陈春晓，女，自动化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医疗仪器、生物医学信号处理及医学影像处理与分析方面的研究。

主持和参与国家 86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及面上项目多项。目前研

发的产品主要有医学影像处理与分析系统及小动物在体光学成像系统，国内外重

要期刊发表论文 50 多篇。 

 

0420106T 互联网中的图像与视频处理 

课程简介：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相关理论的日益完善，图像与视频处理技术的

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在互联网电子商务、文体娱乐、多媒体通信、金融消费电子、

网络安全等方面均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对互联网中的图像与视频处理技术、

发展前沿及其应用领域进行学习可为后续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通信、多媒体

技术、信息安全等学科方向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互联网中的图像与视频处理”



属于信息学科前沿和工程应用相结合的课程，是一门面向本科学生、跨门类、跨

学科、跨专业的专题研讨课。 

本课程围绕互联网行业中的图像与视频处理技术这一主题，从图像处理的基

本原理及其在图像与视频检索、图像编码与视频通信、身份认证和图像与视频数

字水印的应用、文体娱乐中的图像处理等五个部分进行讲授，以图像与视频处理

的前沿技术和应用为载体，探索面向互联网背景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以

拓宽学生知识视野，优化学生知识结构。力图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给

学生构筑一座本科课程与学术研究及工程应用之间的桥梁，展现三者的紧密联系，

在一并激发学生学习本专业和交叉学科知识兴趣的同时，也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发

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主讲教师： 

吴一全，男，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图像处理与分析、目标检测与识别、视觉检测与图像测量、图像编

码与视频通信、视频处理与智能分析、生物特征识别与数字水印及智能信息处理

方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航空科学基金、国家重点

实验室重点基金、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基金等 20 余项科研项目。在目标检测、

图像分割、多尺度几何分析、图像去噪、增强、匹配、融合、检索、Contourlet/

分形编码、小波/Contourlet 图像/视频水印、特征提取、车牌识别、指纹识别等

领域做出了创造性贡献。著名媒体也曾专题报导他主持研发的系列产品。在国内

外核心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发表论文 250 余篇，以第 1 作者发表论文 150

余篇，100 余篇出自 EI、SCI 源刊，被引用 2300 余次。曾两度名列全校学术榜第

3 名。参与编写出版了《百科技术词典》、《测试信号分析与处理》等。两度获教

学优秀 2 等奖，一次获教学成果 1 等奖，一次获科研 1 等奖。 

 

0540127T 数字化智能制造与创新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航空航天智能制造方面的学术前沿为主要内容，分为数字化制造技

术、基于特征的智能制造、复合材料因化成型、文献查新与分析方法、科技实践



等专题，特邀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院士、英国格林威治大学制造工程 Medway 主

席，创新产品开发和制造中心主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钱伟长教授 James X. Gao

等专家学者开设专题研讨。课程采用课堂讲授、头脑风暴、讨论交流、实践活动

等形式，使学生了解航空航天制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科技创新和学术研

究的兴趣。课程要求较好的英语和数学基础。 

主讲教师： 

李迎光，男，机电学院教授。江苏省第四期“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

层次培养对象。“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会议评审专家。

入选教育部 2013 年度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 

基于特征的数字化智能制造研究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肯定，受邀担任 4

个国际期刊的编委，发表论文 100 余篇，SCI 收录 20 篇次， EI 收录 40 余篇次。

第二作者出版专著 2 部，合作编辑国际期刊专刊 (Special Issue) 2 期。获省部级

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4 项，受理 40 余项，

软件著作权 7 项。所开发的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软件系统已在多家航空企业得到

成功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0610104T 焊接智能化与数字化探讨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围绕典型航空航天构件中涉及的先进连接方法（激光焊、电子束

焊、搅拌摩擦焊，瞬态液相焊）、印刷电路板中的微连接技术、连接过程的数字

化（工艺管理及过程检测）和智能化（自动工艺设计及过程控制）、未来材料连

接的发展方向（从设计到执行全方位数字化和智能化）等展开，通过演示实验、

现场参观、互动研讨等教学方式，使学生了解先进的连接技术及其数字化和智能

化是未来航空航天结构制造的发展趋势，激发学生科学创新的兴趣和自主学习的

意识。 

主讲教师： 



魏艳红，女，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现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分会计

算机应用专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英国焊接杂志“ Journal of Sicence and 

Technology of Welding & Joining”编委，国际焊接学会第九专业委员会代表。 

主持和参加了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国家攀登 B 计划、国防“十一五”基础研究

项目、教育部回国留学基金及企业若干横向课题。所研制的焊接工程数据库及专

家系统已经在锅炉、压力容器、航空、航天、油田建设、重型机械、造船等行业

投入使用。共发表论文 100 余篇，连续在三届全国焊接年会上获得优秀论文奖

励。 

0610106T 航空航天航海领域先进连接技术 

课程简介: 

重点介绍“大飞机与军用飞机”制造采用的“激光复合热源焊接技术”、“双激光

焊接技术”、“线性摩擦焊技术”以及“真空电子束焊接技术”；火箭发动机采用的“微

弧无变形氩弧焊技术”、导弹弹体采用的“搅拌摩擦焊接技术”；卫星、雷达电子器

件采用的“精密钎焊技术”、“3D 封装技术”；海军武器装备制造采用的“窄间隙埋

弧焊技术”、“爆炸焊接技术”等。 

此外，对于 LNG 船舶采用的“殷瓦焊接技术”、高铁车体的“先进铝合金焊接

技术”也将简要介绍。 

主讲教师： 

薛松柏，男，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先进焊接技术、新型焊接材料及焊接工艺研究，取得五十余项科研

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获省部级科

技进步二等奖 4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5 项；主持制定了 7 项国家标准、5

项机械行业标准并发布实施。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8 项，获国防发明专利授权

1 项，通过初审国家发明专利 11 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360 余篇，

SCI 收录 120 余篇，EI 收录 160 篇，撰写出版专著及教材 5 部。培养毕业博士 13

名，毕业硕士 32 名，其中一人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一人获得江苏省优秀

硕士论文。 



 

0820101T 物理可以这样玩——从实验到创造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实验为切入点，利用生动、奇妙的演示实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探索欲望，再由教师组织学生进一步研究探讨，鼓励学生从已有的实验或原理出

发开展科创实践，从而达到在实践中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目地。先期

本单位开设的公选课《物理实验演示与探究》，得到广大参与学生的高度评价。

本研讨课可作为上述公选课的并行课程，若学生对公选课中某一部分的内容感兴

趣，则可利用该研讨课提供的教学平台，继续侧重于对该部分的理论、实验、应

用等进行深入探究。这一教学模式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自主学习、动手实践

以及知识的融会贯通能力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主讲教师： 

杨雁南，女，理学院教授。 

从事本科生、研究生的物理类、光学类课程理论和实验方面的教学二十余年。

先后主持、参加过大学物理演示实验室建设 、强化班、培优班大学物理教学模

式改革探索、大学物理精品课程建设等多项校、省级本科教改项目以及研究生精

品课程建设项目。并多次获校、省、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参编《近代物理与高新

技术》、《工科物理教程》等教材。 

 

0910104T 企业工业工程应用 

课程简介： 

企业工业工程应用是工业工程专业新设的新生研讨课程，是学习工业工程专

业其他专业课的先导课程，旨在使学生建立工业工程总体概念，了解工业工程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促进学生合理规划专业学习生涯，和

对接专业核心课程。培养目标在于使学生掌握工业工程的基本概念、应用和发展

状况，正确认识工业工程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对工业工程学科特点和目标有一个

概括的了解，掌握工业工程管理的基本分析过程和知识体系框架；初步树立起工



业工程意识，能够运用基础工业工程方法去寻找和解决生产实际中的问题，为后

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主讲教师： 

谢乃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省部级项目 5 项。已发表学术期刊论文

50 余篇（其中 SCI/SSCI 收录 28 篇）。担任国际灰色系统与不确定性分析联合会

秘书长、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理事和 Grey Systems:Theory and 

Application 国际期刊副主编，获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奖（2008）、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SCI)高被引论文奖（2011）、教育部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2012，排名第四）、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5，排名第四）、教育

部高等学校优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奖三等奖（2015，排名第二）。2016 年入选江

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0950117T 经济学思想赏析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介绍经济学思想的来龙去脉、流派及其理论体系，

评价经济思想史本身的历史地位，以及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对现实世界的伟大贡献；

从学习和欣赏的视角展现经济学底蕴与魅力，体现作为经世济用的经济学的美学

价值。加深学生对“经世济用”的认知与理解。 

主讲教师： 

江可申，男，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

经济学学科负责人，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为江苏省外国经济学说

研究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江苏九三学社经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省人民政府政

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省工信委职称评审专家库成员，南京市政府参事，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诗词社社长。 

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理论及其在民航运输市场与航空工业企业中的应用、宏观

经济理论及政策、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与创新、城市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研究等的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 1 项、航空基金项目 1 项、南京市



软科学项目 5 项、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 1 项、省长咨询重点课题 1

项、国家开发银行委托课题 1 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新基金 1 项。近年来，发

表学术论文 150 多篇，其中核心期刊 50 余篇，重要核心期刊 20 多篇。 

 

1030108T 社会治理的风险控制与危机应对 

课程简介: 

有效化解社会风险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社会问题隐藏着社会风险

并可能发展为公共危机。作为潜在的公共危机,社会风险具有不确定性, 既包括对

未来风险事故时间、频率和结果明确判断困难的客观不确定,也包括人的认知水

平和态度等的主观不确定,当潜在的风险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和控制,并超出临界值

或发展到“燃烧点”时,就会由潜在的状态转化为对现实具有较强侵害性和破坏力

的公共危机,威胁和影响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社会治理的风险控制与危机应对》

这一课程正是结合目前社会风险频发、危机四伏的现状开设。 

《社会治理的风险控制与危机应对》是公共管理专业主干课程之一，是在学

生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学习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专业运用能力而开设。

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较好地认识到当前社会风险的普遍性和严峻性以及

如何从专业角度去看待这一问题，从而加深对公共管理专业的认同感。另外，培

养学生自觉和正确地应用公共管理的理论和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主讲教师： 

张勤，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航空

安全与网络舆情治理研究所所长，南京行为科学学会会长，中国应急管理学会理

事，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全国政策科学研究

会副秘书长，全国行政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评审鉴定专

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鉴定专家，南京市浦口区社科专家库专家，江苏省学

校共青团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青少年研究特聘研究员。 

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民政部、人社部、江

苏省政府重大招标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江苏省社科应用精品工程重

点项目等20多项，在《管理科学》《中国行政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中



国社会科学报》《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被《新华文摘》《高

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中国政治》《管理学》等转载20

余篇；研究咨询报告被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行政改革内参》刊登，研究成

果曾受到国务院、全国政协主要领导的批示。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社科奖一等奖

3项，二等奖20余项。 

先后供职于共青团甘肃省委、省社科联省行政管理学会秘书长，省委组织部、

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科研处处长、学报主编，公共管理

研究所所长等，被聘为南京工业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会员，校教授委员会副主，2015

年11月南航面向海内外选聘人文学院院长，被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职至今。 

 

1050119T 大学生领导力提升 

课程简介: 

将领导力课程纳入大一新生的课程培养体系，是对哈佛、耶鲁等国外名校做

法的学习借鉴。实现南航培养“高素质公民和未来开拓者”办学目标，大学教育不

仅要给予学生“知识和技能”，更为重要的是塑造学生的“品格和思想”。本课程基

于领导学、组织行为学、管理学、政治学、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学科知

识成果，系统探讨领导力的内涵和外延，引导学生从自我认知、提升影响力、团

队建设以及适应变革和创新等角度，进行领导力修炼，培养他们以更开阔的视野、

更前瞻性的思维方式在实践和学习中不断审视自己、关爱社会、面向未来的能力。 

主讲教师： 

平旭，男，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校教学名师。兼任江苏省邓小平理论

研究会理事、江苏省高校思政课教指委委员等职。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领导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23 年，主

持和参加省部级社科课题、教改项目多项，参与主讲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课程获得国家级精品课、主持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获省级

精品课程，曾获南航第二届教学观摩评比一等奖，多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合作

出版著作、教材 5 部，在《中国行政管理》、《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 40 篇。  



专著 1 部。曾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学改革优秀成果二等奖、校教学优秀三等

奖、第五届“良师益友—我最喜爱的导师”等荣誉。 

 

1210102T 探索语言的奥秘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讨论人类语言的来源、演化和发展趋势以及语言与社会、文化、

思维之间的关系，探索语言在人类智慧和文明发展中的作用，着力培养大学新生

的人文素养，为其日后的学习和研究（特别是人工智能等研究）奠定人文思想基

础。 

主讲教师： 

郭纯洁，男，外国语学院教授。 

从 1994 年起从事语言（包括第二语言）习得与生成的心理认知研究，1997

年发表“外语写作中母语影响的动态研究”（刊于《现代外语》），该文目前已被引

用 500 余次（数据来自于《中国学术期刊网·引文检索》，下同）。从 2001 年开始

致力于研究语言的信息结构及认知处理方式，先后在英汉语言对比、语言认知分

析、语篇信息结构分析、有声思维研究方面发表、交流论文 20 余篇，出版专著

5 部。研究成果已有 12 篇被 CSSCI 引用 20 余次。参加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

研讨会 6 次，交流学术论文 6 篇。2007 年到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的语言类型学

高级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受到 Dixon 教授的指导。2010 年入选江苏省“青蓝工

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2012-2013 年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到英国伦敦的罗

汉姆顿大学做访问学者 1 年。 

现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省部级社科项目 3 项、校级社科项目

3 项。 

研究成果现已获省部级奖励 5 次：江苏省第五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三等奖（2006 年）、江苏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7 年）、建

国 60 年来江苏省外国语言文学与翻译优秀成果荣誉奖（2009 年）、江苏省第七

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0 年）、江苏省第八届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2 年）。获得校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5 次，其中一

等奖 3 次、二等奖 2 次。 

 

1210103T 动物、社会与文化 

课程简介: 

人类的活动不仅影响人类自身，而且影响周围环境，甚至整个地球环境。“我

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些问题涉及人类自身的一些根本问

题，如我们人类应当如何定位自己，如何正确认识自己等，反映了现代人对自我

迷失的一种焦虑情绪。动物是人类的一面镜子、也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桥梁。

审视动物、考量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将使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

认识自己的文明，从而更好地把握自己的未来，甚至整个地球的未来。这对于实

现我校“高素质公民和未来开拓者”的人才培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教师简介: 

姜礼福，男，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科研上，近些年完成江苏省教育厅哲学与社会科学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一项，出版专著一部（《动物与帝国主义》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发表论文 20 多篇。 

教学上，与时俱进，不断探索新的教学和模式，微课视频“本杰明·富兰克林：

一个‘高素质公民’”获 2015 年江苏省微课教学大赛三等奖；在实践中不断总结，

教学研究论文获 2015 年华东六省一市外语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参与新生研讨

课（西方文学经典与当今社会批判）1 项，独立编写本科生教学讲义 3 份（《英

国文学阅读与欣赏》《美国文学阅读与欣赏》《英语动物小说阅读与欣赏》）。 

在课外实践活动中，积极开展师生共创，指导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和自由探

索计划 10 项，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多篇；指导学生参加 2015 年哈佛大学模拟联

合国活动。 

 

1510102T 新概念航天器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人类追星逐月的发展历程为主线，介绍航天器的历史与未来，探讨

微型飞行器、小卫星、反卫星等未来飞行器的新概念、新想法。课程涉及到国际

航天领域里诸多高端前沿概念，如小卫星及其编队飞行、新概念航天器的在轨任

务管理、气体行星探测、天基攻防与对抗技术、微纳航天器控制与管理技术等前

沿知识。旨在调动学生对航天器探索的兴趣和自主学习的热情，激发学生想象力

和创造力。 

主讲教师： 

闻新，男，航天学院教授。 

1999 年获得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青年学术带头人称号，2001 年首批入选国

防科工委的“511 人才工程”，2012 年获得国家“北斗杯”科技创新优秀指导教师。

长期从事航天器总体设计工作，曾主持国家 921 工程某项目建设，完成若干国家

“863”项目和总装支撑预预研项目。曾担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研发中心副总

师、主任和总指挥等职务，出版专著 10 余本、发表关于新概念航天器介绍性论

文 90 余篇。 

 

1540101T 辐射探测器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针对航天工程中的空间辐射探测技术和空间辐射探测装置开展

研讨，主要内容包括空间辐射的来源、空间辐射分布、空间辐射的特征及空间辐

射对航天器件的损伤，空间辐射对航天员的健康损害，航天任务中空间辐射的探

测及空间辐射的防护技术。 

通过空间辐射探测原理、空间辐射探测装置的组成、探测器信号提取、探测

器信号放大、探测器信号数字化、探测器电源系统、探测器信号分析等环节的新

发展、新技术及发展趋势方面的介绍和引导，开拓学生的视野，引导学生对航天

事业的兴趣，激发学生科学创新的兴趣和自主学习的意识，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 

主讲教师： 

魏志勇，航天学院，空间物理与空间环境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空间辐射效应、空间辐射探测技术、辐射剂量学及抗辐射加固领域

的科研工作，在辐射探测器、中子测量技术、带电粒子测量技术、空间电磁辐射、

辐射剂量学和辐射防护领域有许多科研及技术积累。 

发表学术论文 100 多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30 多篇，以非第一作者

合作发表论文 80 多篇，国际及国内会议交流 20 多篇。著作及出版物六部，其中

主编出版了《辐射剂量学》和《医用核辐射物理学》；发明专利 4 项；先后承担

国防基础、国防技术基础、国防预研、民用航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航天科技

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上海航天创新基金、航天员训练中

心、航天一院、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及南航等基金来源的科学项目十多项。 

 

1610101T 移动对象感知数据管理和分析 

课程简介： 

移动对象数据库是用于表示、存储和管理随时间连续变化的空间对象，例如

人、车辆、船舶、飞机等，主要包含移动点和移动区域两种对象，在交通、民航、

气象等领域有重要应用。 

本课程向学生讲授移动对象数据库的各项基础知识和相关技术，有助于学生

理解如何运用计算机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首先介绍应用背景及数据来源，其次讲

解理论基础知识，包括移动对象理论建模、实现模型、数据类型、运算操作（语

法和语义含义）等。之后学习移动对象索引、查询技术和查询语言，如何提供数

据库系统查询效率，以及包含不确定信息的移动数据处理。最后介绍移动对象轨

迹挖掘、分析及语义提取的前沿方法和技术。 

主讲教师： 

皮德常，男，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国防技术基础、民用航天、航空科学基

金等研究课题。曾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四项；发表学术论文 90 余篇；主编并出

版计算机著作 7 部，其中国家规划教材、江苏省精品教材、江苏省“十二五”重点

教材各一部；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8 项，发明专利授权 3 项。为南航教学名师，

奖教金一等奖获得者。主讲的“面向对象 C++程序设计”获江苏省精品课程称号；



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工程”中青年科学

技术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1610126T 计算机科学与计算科学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从计算机科学的计算角度探索其发展脉络和对其他学科的影响，重点

探讨计算机科学与计算智能、计算力学、计算化学、计算生物学、计算摄像学等

交叉学科的关系，同时结合主讲者自身的研究方向，围绕教学内容进行相对具体

的阐述。课程包括“图（Graph）及其在计算机与交叉学科中的应用”、“计算生物

学”、“计算视觉”和“基于统计计算与基于句法的结构模式识别”等专题。通过该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从相对宏观的角度了解计算机科学如何促进和推动计算科学的

发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明确学习目标。 

主讲教师： 

陈松灿，男，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中国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专委会副

主任委员，江苏省人工智能专委会主任。 

至今独立主持了 8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9 项省、部级基金项目，参与 1 项

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项目。在 IEEE Transactions 和 Pattern recognition 等国际

主流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100 多篇。其中 3 篇论文获 Pattern Recognition 双年度

最佳论文提名奖(Honorable Mentions)。所发论文已被他引 4700 多次，其中 12

篇论文单篇被引过 100 次。2011 年作为第二单位与南京大学合作获教育部高等

学校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2014 年陈松灿教授、谭晓阳教授与南京大学合作完

成的“基于不充分信息的机器学习理论与方法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620102T 漫谈网络空间安全 

课程简介: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中不断的出现各种网络安全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和重视，

而网络空间安全也成为新兴的一级学科。本课程通过对各种网络安全问题的分析，

以及对网络攻防赛事的模式和题目的讲解与分析，让大一的学生能够了解网络空



间现实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了解网络攻防领域所涉及的专业知识、技术与方法；

初步掌握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的思维方法。 

主讲教师： 

庄毅，女，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所所长。 

长期以来一直从事信息安全、网络与分布计算等方向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已

主持完成十几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和科技合作研发项目。主持的研究项目曾

先后获得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三项。先后在国内外

主流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其中绝大部分为 SCI 和 EI 收录。

并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