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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银科技简介

上银科技以HIWIN自有品牌营销全球，专注于传

动控制与系统科技的研发制造，为全球第二大传

动控制与系统科技的领导品牌。HIWIN已取得ISO 

9001、ISO 14001、ISO 45001、CNS15506、

ISO 14064-1温室气体排放盘查、PAS 2050产品

碳足迹查证、ISO 13485医疗器材管理系统认证

及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统认证，2020年9月，上

银科技车用精密滚珠螺杆通过IATF 16949验证，

取得新世代汽车供应链的入门票。

HIWIN全球总部位于中国台湾台中，在德国、美

国、日本、意大利、瑞士、捷克、法国、以色

列、俄罗斯、韩国、新加坡成立子公司、研发中

心与实验室，全球员工人数6,000多人，2014年

在苏州成立上银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有

滚珠丝杠、直线导轨、精密轴承、工业机器人、

晶圆机器人、医疗机器人、回转工作台、谐波减

速机等，广泛应用于生技医疗、半导体、光电产

业、智慧自动化、环保节能产业、精密机床、交

通运输工业、精密工业及高科技产业等。

上银科技非常注重自主创新研发的能力，以总部

为知识中心，全球研发人员约400位，可说是机

械产业中少见的庞大研发阵容；2001-2021连续

21年荣获“台湾精品金银质奖”的殊荣，2014入

选美国NASDAQ股市机器人指数型基金(ROBO-

STOX)权重排名TOP10，2015年更荣获福布斯

(Forbes)全球创新成长百大企业第37名，2016荣获

日经Business评选全球企业成长百大第5名，2017

年为“ASIA300市价增加率排行榜”第1名，2019

荣登ASIA 300“日经亚洲300强”第16名與福布

斯杂志（Forbes）亚洲最佳200企业，2020年上

银科技以品牌价值5,700万美元，荣获台湾最佳国

际品牌第24名与TCSA台湾十大永续典范企业奖，

HIWIN长期在全球布局与创新能量，实为发展工业

4.0之最佳伙伴！

有鉴于中国将成为全球的制造强国，上银科技也

自2011年起委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CMES）办

理“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此奖扩及两岸四

地，是两岸机械业学术研究的最高奖项与交流平

台，可望提升中国精密机械与制造技术的水平，

加强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培育工作，鼓励创新研

发，提高两岸机械工程与智能自动化领域博士生

教育的质量，增进产学互动，促进华人在全球机

械领域的地位。

卓永财总裁表示：“制造不是目的，是为了满足

人类的需求；制造是一种服务，而服务是创新的

源头”。上银科技产品的研发策略是从核心技术

延伸，同时延伸应用领域的广度与深度，结合创

新、科技与生活，从节能环保至生命科学、医疗

设备、机器人等领域，无一不是在提升人类生活

质量，也吻合HIWIN为全人类谋求更佳福祉的经

营理念。

封二&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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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简介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成立于1936年5月21日，是由以机械工程师为主体

的机械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机械工程及其他相关领域从事科研、设计、

制造、教学和管理等工作的单位、团体自愿结成并依法登记的全国

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

现有36个专业分会，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有机械工程学会。个

人会员18万名，其中有3000余名高级会员、500余名海外和港澳台会

员，还有4000余个团体会员；出版的学术刊物有60余种；加入了11个

国际学术组织，与26个国家的45个一流学术团体和专业组织签订了双

边合作协议。2004年5月通过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会址设在

北京。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宗旨是：遵守宪法法规，维护道德风尚；崇尚实

事求是，弘扬双百方针；立足科技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坚持民主办

会，推动学科发展；强调以人为本，谋求社会福祉。

长期以来，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在学术交流、编辑出版、表彰奖励与人

才举荐、组织建设与会员服务、教育培训与专业人员资格认证、科学

技术普及、咨询、展览以及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得到

社会的广泛好评和同行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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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恭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获奖老师和博士，感谢评审老师辛苦

地选出实至名归获奖者，同时也感谢教授们培育我们的下一代。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成为一个强国，就必须要非常好的科技工艺跟装

备工业。从最近的中美贸易冲突，可以看到目前是一个非常具挑战的时

代，国内工业先进的装备工业的进步，使美国要把我们当作对手，这激

励我们更往前走。让优秀的青年学子能够投入精密机械领域，来推动国

家的制造发展、国家的装备工业发展，这也是举办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

的一个初衷。

上银集团多年以来尽心尽力实践企业责任，企业的人才来自社会，

由大学培养出来。我们设奖回馈社会，良性循环。很荣幸在很多产业转

型升级的时候，我们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期望有更多的青年人才投身

到机械制造领域，为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型升级到制造强国，以至于创新

强国一起贡献心力。

向获得第十届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的各位博士和导师表示祝

贺，希望获奖作者和导师延续对科学家精神的传承，期待上银优秀机

械博士论文奖通过坚持奖励展现具有科技创新性、较好经济效益和应

用前景研究成果的博士论文，迈向新的高峰！

十年前，武汉是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的颁奖典礼的举办地；

2020年，武汉是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主战场。我们怀着崇敬和欣

慰的心情齐聚武汉，见证武汉的生机勃勃、也见证上银优秀机械博士

论文奖的蒸蒸日上。希望高校和企业共同联手探索“企业＋”的培养

模式。站在振兴中华民族的高度，为人才培养积极地提供实践基地、

技术导师、资金投入及其社会保障。

李培根

卓永财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银科技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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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顺利开展十周年的今天，喝水不忘挖井人。

为此让我们大家一起感谢上银科技及其卓总裁和蔡总；感谢设立上银优秀机械

博士论文奖的积极推动者和评审会的负责人郭东明院士。

在这过去十年里，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共计评选出248篇优秀论文，表

彰了248位博士和304位导师。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从设立之初到如今，一

直紧紧围绕“较好的社会效益或应用前景”的宗旨，不仅仅关注SCI论文，更重

视机械工程领域的核心与难点技术，以及论文潜在的工程应用的可行性。因此，

获奖的248位博士是机械工程尤其是精密加工领域中年轻的创新人才。

至今这些博士们大多还在高校或者研究院所，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继续开展

科学探索和研究工作。作为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选拔会召集人，我很钦佩

这些青年学子愿意肩负责任，投身科研献身机械制造工业。同时，对青年学子

们提出几点真诚的期望：

期望投身科研献身机械制造工业的青年学子，构建科学的知识结构，强化

学习的主体性；淡化学科界限，扩展研究视野；深入科研实践，在实践中筛选

问题；提高自信，掌握科学严谨的批判方法；主动积极地扭转“继承多、创新

少”“借助优势的多，自主研发的少”的被动局面。

感谢参与函评及终审的各位专家学者们全力支持！感谢上银科技多年来对

这一奖项多方面的倾力支持！让我们一起期待在下一个十年，上银优秀机械博

士论文奖能继续凝聚更多有识之士，为中国的制造业输送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作

出更大的贡献！

“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自2011年上银科技慷慨出资主办优秀博士论

文奖以来受到了国内外机械领域专家、学者、教授、学生的高度重视，经过了

10年的评选活动，影响力越来越高。

本届共收到132篇推荐论文申请，经过审查有103篇符合要求，进行初

审。这103篇是来自43所大学和研究院所，其中有台湾地区4所，香港地区3

所。本届初审参与评审的专家有90位，最终有66篇论文入围复审。本届复审

共有68位评审老师进行了在线评审，最终有29篇论文进入了终审。这29篇论

文作者历经2天终审会认真的评审和严格的审查，有25篇论文最终获奖 。今

年获奖的论文在基础研究上根基扎实，理论方法有突破、技术有创新、应用有

背景，确实有一些论文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用到制造强国建设当中，有的发挥

了很重要的作用。

希望各位获奖的老师、同学们，把奖杯作为前进的动力，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为推动机械工业高质量发展奉献青春，为实现制造强国的梦想贡献

力量。

宋天虎

黄  田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监事长

本奖选拔会召集人

天津大学教授

终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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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获奖名单

奖项 姓名 论文标题 推荐学校 指导老师

银奖 马运五 自冲摩擦铆焊机械 - 固相复合连接机理及应用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林忠钦 李永兵 

银奖 运侠伦 高速电主轴在线动平衡方法与技术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梅雪松

铜奖 钟 麒 面向负载口独立控制的可编程阀关键技术研究 浙江大学 杨华勇 张 斌

铜奖 何春雷 铝合金超精密车削表面微观形貌对衍射效应影响的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 宗文俊

铜奖 薛 帅 复杂光学面形的自适应可变补偿干涉检测技术研究 国防科技大学 陈善勇

优秀奖 潮 群 EHA 轴向柱塞泵高速化若干关键技术研究 浙江大学 徐 兵 张军辉

优秀奖 杨有良 2219 铝合金复杂薄壁构件应力松弛时效成形机理与应用研究 中南大学 湛利华

优秀奖 王玉朝 高精度硅微陀螺确定性误差抑制与消除关键技术 中国航空研究院 滕 霖

优秀奖 王润梓 基于能量密度耗散准则的蠕变 - 疲劳寿命预测模型及应用 华东理工大学 张显程 涂善东

优秀奖 凌伟淞 环路热管中纤维吸液芯蒸发器与微通道冷凝器的设计加工及性能研究 厦门大学 周 伟

佳作奖 代月帮 铣削动力学高效分析方法及其在五轴加工中的应用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李宏坤

佳作奖 李 琛 稀土氧化物激光晶体超精密磨削机理及工艺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飞虎

佳作奖 胡俊山 力热耦合的复合材料干涉连接结构松弛演化与失效机理 西北工业大学 张开富

佳作奖 籍永建 主轴系统 - 刀具 - 工件交互效应下的铣削稳定性分析与实验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王西彬 刘志兵

佳作奖 陈是扦 非线性调频分量分解理论及其在机械故障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彭志科

佳作奖 孙加林 石墨烯 /WC 基梯度纳米复合刀具的微观结构调控及其切削性能研究 山东大学 赵 军

佳作奖 黃惟泰 應用奈米流體 ( 石墨烯）/ 超音波霧化微量潤滑系統於微銑削 SKH-9
高速工具鋼之最佳化預測模式建立與基於模糊理論的多重品質特性研究 台湾高雄科技大学 周至宏 蔡進聰 

佳作奖 谢 核 机器人加工几何误差建模及工程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 李文龙 尹周平 

佳作奖 蔡松翰 轉軸系統上之結構修改及動態特性優化 台湾清华大学 張禎元
欧阳华江 

佳作奖 余树东 光散射多孔结构微发泡制造及量子点 LED 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 汤 勇

佳作奖 赵 帅 基于热感应的多维传感机理及柔性电子皮肤研究 清华大学 朱 荣

特别奖 刘文文 板带轧机辊型电磁调控技术基础理论与实验研究 燕山大学 杜凤山

特别奖 周王凡 激光冲击诱导梯度微观组织结构形成机制与力学性能研究 江苏大学 任旭东

特别奖 林海生 面向钛合金高速切削的 Hf-B 和 Hf-B-N 涂层刀具研究 广东工业大学
王成勇
Mohamed 
Abdou Djouadi 

特别奖 朱烨均 单层钎焊多晶 CBN 超硬砂轮研制与自锐机理研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丁文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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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奖获奖者与颁奖嘉宾合影

自冲摩擦铆焊机械-固相复合连接机理及应用研究

作    者  马运五 推荐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指导教授  林忠钦 李永兵

高速电主轴在线动平衡方法与技术研究

作    者  运侠伦 推荐学校  西安交通大学

指导教授  梅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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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奖获奖者与颁奖嘉宾合影

面向负载口独立控制的可编程阀关键技术研究

作    者  钟 麒 推荐学校  浙江大学

指导教授  杨华勇 张 斌

铝合金超精密车削表面微观形貌对衍射效应影响的研究

作    者  何春雷 推荐学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

指导教授  宗文俊

复杂光学面形的自适应可变补偿干涉检测技术研究

作    者  薛 帅 推荐学校  国防科技大学

指导教授  陈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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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获奖者与颁奖嘉宾合影

EHA轴向柱塞泵高速化若干关键技术研究

作    者  潮 群 推荐学校  浙江大学

指导教授  徐 兵 张军辉

2219铝合金复杂薄壁构件应力松弛时效成形机理与应用研究

作    者  杨有良 推荐学校  中南大学

指导教授  湛利华

高精度硅微陀螺确定性误差抑制与消除关键技术

作    者  王玉朝 推荐学校  中国航空研究院

指导教授  滕 霖

基于能量密度耗散准则的蠕变-疲劳寿命预测模型及应用

作    者  王润梓 推荐学校  华东理工大学

指导教授  张显程 涂善东

环路热管中纤维吸液芯蒸发器与微通道冷凝器的设计加工及性能研究

作    者  凌伟淞 推荐学校  厦门大学

指导教授  周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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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典礼

佳作奖获奖者与颁奖嘉宾合影

铣削动力学高效分析方法及其在五轴加工中的应用研究

作    者  代月帮 推荐学校  大连理工大学

指导教授  李宏坤

稀土氧化物激光晶体超精密磨削机理及工艺研究

作    者  李 琛 推荐学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

指导教授  张飞虎

力热耦合的复合材料干涉连接结构松弛演化与失效机理

作    者  胡俊山 推荐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指导教授  张开富

主轴系统-刀具-工件交互效应下的铣削稳定性分析与实验研究

作    者  籍永建 推荐学校  北京理工大学

指导教授  王西彬 刘志兵



第十届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10
颁奖典礼

佳作奖获奖者与颁奖嘉宾合影

石墨烯/WC基梯度纳米复合刀具的微观结构调控及其切削性能研究

作    者  孙加林 推荐学校  山东大学

指导教授  赵 军

机器人加工几何误差建模及工程应用

作    者  谢 核 推荐学校  华中科技大学

指导教授  李文龙 尹周平 

光散射多孔结构微发泡制造及量子点LED应用

作    者  余树东 推荐学校  华南理工大学

指导教授  汤 勇

基于热感应的多维传感机理及柔性电子皮肤研究

作    者  赵 帅 推荐学校  清华大学

指导教授  朱 荣

非线性调频分量分解理论及其在机械故障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作    者  陈是扦 推荐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指导教授  彭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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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典礼

特别奖获奖者与颁奖嘉宾合影

板带轧机辊型电磁调控技术基础理论与实验研究

作    者  刘文文 推荐学校  燕山大学

指导教授  杜凤山

激光冲击诱导梯度微观组织结构形成机制与力学性能研究

作    者  周王凡 推荐学校  江苏大学

指导教授  任旭东

面向钛合金高速切削的Hf-B和Hf-B-N涂层刀具研究

作    者  林海生 推荐学校  广东工业大学

指导教授  王成勇 Mohamed Abdou Djouadi 

单层钎焊多晶CBN超硬砂轮研制与自锐机理研究

作    者  朱烨均 推荐学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指导教授  丁文锋



第十届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12
交流活动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青年精英论坛
暨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交流活动

今年，经过投票获选最受期待交流的论文是：

何春雷
哈尔滨工业大学

铝合金超精密车削表面微观形貌对衍射效应
影响的研究

运侠伦
西安交通大学

高速电主轴在线动平衡方法与技术研究

杨有良
中南大学

2219铝合金复杂薄壁构件应力松弛时效成形
机理与应用研究

EHA轴向柱塞泵高速化若干关键技术研究

潮  群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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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动

胡俊山
西北工业大学

力热耦合的复合材料干涉连接结构松弛演化
与失效机理

王润梓
华东理工大学

基于能量密度耗散准则的蠕变-疲劳寿命预测   
模型及应用

凌伟淞
厦门大学

环路热管中纤维吸液芯蒸发器与微通道冷凝器
的设计加工及性能研究

籍永建
北京理工大学

主轴系统-刀具-工件交互效应下的铣削稳定性
分析与实验研究

薛  帅
国防科技大学

复杂光学面形的自适应可变补偿干涉检测技术
研究

钟  麒
浙江大学

面向负载口独立控制的可编程阀关键技术研究

周王凡
江苏大学

激光冲击诱导梯度微观组织结构形成机制与
力学性能研究

面向钛合金高速切削的Hf-B和Hf-B-N涂层
刀具研究

林海生
广东工业大学



第十届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14

为提升中国制造技术的水平，加强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工作，鼓励创新精神，提

高中国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领域博士生教育的质量；激发与鼓励中国青年学子投入机

械工程及其自动化领域研发及创意应用，培养优秀机械工程人才，增进企业界与学术

界之互动，进而促进机械工业技术之提升与创新，特设立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

等级、每等级最多获奖篇数及奖金

金  奖：1篇，每篇奖金人民币40万元

银  奖：2篇，每篇奖金人民币30万元

铜  奖：3篇，每篇奖金人民币20万元

优秀奖：5篇，每篇奖金人民币10万元

佳作奖：10篇，每篇奖金人民币5万元

特别奖：5篇，每篇奖金人民币8万元

※  �为奖励非原985高校在机械制造领域，特别是在机床或其基础零部件，以及基础制造工艺

的研究方面取得优秀成果的博士论文，经上银科技集团卓永财总裁提议，2018年开始增

设特别奖奖项。

获奖学生与导师均获得奖杯与奖金，获奖论文的博士生和导师按2:3的

比例分配奖金。 

2 3

设立宗旨

奖励方式

每届均择期举行颁奖典礼，公开表扬。

获得金、银、铜奖的师生可选择参加上银科技（股）公司安排的至日本参观东京国际

机床展览会（JIMTOF）或至台湾参观台湾国际工具机展（TMTS）及参访上银科技

公司营运总部；其他获奖师生则安排参观北京国际机床展览会。

表彰



HTTP://HDDA.CMES.ORG 15

评审标准   

评审人员   为保证评选的公正客观，由评选工作小组聘任评审，专家组负责评审

具体事项。

评审方式   评审分为初审、复审和终审（作者口头报告及答辩）。�

创新性 40%

学术价值与
应用价值 40%

结构与
表达

20%

评审

申请资格   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各大学（含研究院、所）主要在机械

工程及其自动化领域，包括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含成形制造，如铸

锻焊及热处理等技术）、伺服马达直线电机及控制系统、量测及其设

备技术、半导体制程设备的研究（但不包含MEMS、半导体制程和材

料学方面）领域取得博士学位者及其博士生导师。本奖特别鼓励精密

机械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及其博士生导师参赛。

申请日期   每年第一季度（具体受理时间以当年通知为准）。�

申请方式   网上在线申请和寄送审批后的纸质文件。 

网上在线平台请登录HTTP://HDDA.CMES.ORG

申请资料   推荐书、申请表、论文（纸本2份）。��

参评论文不予退回，请自行备份留底。�

进入终审的候选人需要再提交博士论文纸本及支撑材料（各15份）。�

申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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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月

4月—5月

7月—8月

11月

3月—4月

5月—6月

8月—9月

12月

申请者准备

工作组审核申请资料

评审委员会复审申请论文

颁奖典礼（获奖名单公布）

申请人登录 
HDDA.CMES.ORG 

提交申请

评审委员会初审申请论文

终审会，入围者现场汇报和答辩
结果公示

奖金发放，下届启动，海报发送

联系地址     北京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4座11层�

�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100048

联系人电话    010-68799044� 010-68799031�

� 于宏丽� 王� 乐�

电子信箱     award_ac@cmes.org

本奖月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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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马运五

林忠钦

李永兵

银 奖 自冲摩擦铆焊机械-固相复合连接机理及应用研究

铆接是航天、汽车等载运工具轻合金薄

壁结构制造的核心基础工艺。然而，7系铝合

金、铸铝、镁合金等高比强度材料室温延展性

差，铆接时易引发开裂，严重制约了轻合金薄

壁结构的高性能制造。本文将自冲铆接的机械

互锁机制与搅拌摩擦焊的固相连接机制相结

合，发明了无预制孔自冲摩擦铆焊技术。主要

创新成果如下：

（1）提出了两段式自冲摩擦铆焊工艺，在

摩擦软化阶段，通过铆钉高速旋转、低速进给

控制界面摩擦热的动态生成和传导，实现低延

展性材料的按需软化，解决了机械连接中材料

低延展性本质与接头大变形需求之间的矛盾；

在停转顶锻阶段，通过铆钉停转并快速进给提

升铆钉和周围材料之间的热、力作用强度，显

著削弱摩擦热的负面效应，实现了材料软化与

机械互锁的协同控制。

（2）揭示了铆钉高速旋转产生的摩擦热

和摩擦切应力对铆钉内腔截留板材/凹模侧板

材、铆钉/周围金属两个动态接触界面附近材

料塑性流动行为的控制机制，提出动态接触界

面组织状态热力调控方法，通过应变速率梯度

驱动界面附近材料的动态再结晶，实现了动态

接触界面的超细晶、高性能固相焊合，形成了

机械-固相复合连接新原理。 

（3）揭示了机械-固相复合对接头性能的

控制机制，通过控制铆钉转速、进给速度以及

分段转换深度，获得了“强固相+弱机械”、“强

固相+强机械”以及“弱固相+强机械”三种类

型接头，发现机械连接主导接头性能，当互锁

量达到临界值时，铆钉内、外形成了双向互锁

结构，腔内-腔外双向互锁与固相连接复合，有

效阻碍了外载作用下铆钉的旋转、收缩和拉脱

失效，实现接头性能的叠加强化，突破了传统

单一机械连接或固相连接接头的性能极限。

（4）面向柔性化生产需求，开发了集双

伺服驱动、人机交互、铆接质量动态监测于一

体的自冲摩擦铆焊系统，针对汽车车身多材

料、多结构连接需求，将新工艺拓展应用于板

材-空心结构单边连接以及轻合金-超高强钢异

质材料连接，为载运工具轻合金薄壁结构的高

性能制造提供了使能技术。

作者

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导师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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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银 奖 高速电主轴在线动平衡方法与技术研究

高速电主轴的在线平衡能力是反映其精度

自愈能力的重要标志。我国主轴自动在线平衡

技术研究滞后，这在未来高端智能机床产品的

竞争中存在短板，深入研究智能化电主轴平衡

方法和在线平衡技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和工程应用价值。

针对高速电主轴转子系统不平衡矢量识别

效率低和精度差的问题，论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动力学传递系数的无试重动平衡方法。通过转

子系统动力学方程推导了主轴转子系统动力学

传递系数矩阵，建立了基于动力学传递系数的

无试重动平衡方法。通过模态修正方法对系统

模型进行了修正，验证了该方法无需试重和高

效高精度辨识不平衡矢量的特点。

针对传统平衡技术加载方式效率和精度低

下的问题，论文通过分析传统组装式平衡终端

存在的弊端，设计了新型的一体化在线平衡终

端，改进了喷液式在线平衡系统；提出了一种

利用偏心激励实现主轴动态支承刚度测试的方

法，利用喷液式高精度加载的特点，结合无试

重在线平衡方法，提出了新型的计入动态运行

刚度和集成一体化平衡终端的高精度无试重喷

液式在线平衡方法和系统，实现了主轴不平衡

矢量在线识别和不平衡振动在线抑制。

针对现有在线平衡系统存在的平衡能力不

足和应用场合受限等问题，论文提出了一种新

型的行波驱动的主轴内置式压电型在线平衡装

置。研发了内置式压电型在线平衡装置，通过

有限元分析，对装置驱动部分定子的模态特性

进行了研究，研究了激励频率参数；建立了装

置驱动部分机电耦合模型，并对装置的输出特

性进行了仿真分析。通过定子频率阻抗特性实

验及装置输出特性等实验，优化了平衡装置的

关键几何参数。

针对秦川YK7240磨床主轴，研制了一套

内置式压电型在线平衡系统，构建了模拟磨床

主轴的砂轮轴柔性对拖实验台，利用多位置检

测实验验证了方案的可靠性；提出了适用于内

置式压电型在线平衡系统的变步长在线平衡方

法，改变搜索步长，有效的提高了系统的平衡

效率；通过齿轮齿面磨削加工对比实验，通过

齿面加工质量测试对比，进一步验证了平衡系

统的实用价值。

综上所述，论文通过研究基于动力学传递

系数的无试重平衡方法、无试重喷液式在线平

衡技术以及内置式压电型在线平衡技术，为提

高机床主轴的在线平衡精度和平衡效率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工程应用经验。

学校 西安交通大学

运侠伦

作者

梅雪松

导师

摘要



HTTP://HDDA.CMES.ORG 19
论文摘要

钟 麒

杨华勇

张 斌

铜 奖 面向负载口独立控制的可编程阀关键技术研究

液压传动是大型装备动力传递与运动控制

的关键。液压阀作为电液系统的核心控制元

件，是整机效率和装备运动的关键。传统液压

阀为单阀芯结构，虽操控简单，但控制域度

低、功能单一且节流损失大。发明液压阀创新

结构并研发其可编程控制技术是突破现有液压

阀功能与性能瓶颈的关键。本文开展了相应研

究，创新点如下：

（1）创新研制了一种比例先导可编程阀，

其具有对称式双阀芯结构，能独立控制负载进

出油口，可显著提高系统效率、提升执行器运

动性能。该阀主级集成了薄膜溅射压力传感器

和嵌入式位移传感器，能实现系统层面的状态

感知。研制了该阀的可编程控制系统，实现了

阀控单元同时具备位移控制、压力控制和流量

控制等多种液压功能，突破了传统液压阀功能

单一的现状。

（2）提出了高速开关阀多电压自适应驱

动方法，提高了开关阀启闭动态特性，降低了

线圈温升和电磁能耗。与工业中成熟的双电压

驱动方法相比，高速开关阀的总启闭时间缩短

34.6%，线圈温度由95℃降低至26℃，热损

耗功率由23.44W降低至2.62W。提出了变供

油压力下的高速开关阀动态特性维持方法，在

4-20MPa的供油压力范围内，将高速开关阀

总启闭时间的波动范围控制在0.3ms（7.4%）

以内。

（3）创新研制了数字液压先导可编程阀，

将数字液压技术与负载口独立控制技术及液压

阀可编程控制技术相结合，提高了可编程阀控

单元动态特性；分析了主阀芯在高频离散流体

作用下的运动特性。该阀具有优越的动态特

性，且抖动误差可控制在20μm以内。

（4）研制了两级闭环压力控制器和流量

控制器，均具有优越的动静态特性。其中压力

控制器的阶跃稳定时间最短小于120ms，负载

突变时的油腔压力恢复时间仅为70ms；流量

控制器的阶跃稳定时间小于100ms。

该成果创新研制了两种不同先导构型的双

阀芯可编程液压阀，实现了单个液压阀的功能

拓展与性能提升，有望进一步提高液压系统效

率和装备运动灵活性。

作者

学校 浙江大学

导师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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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奖 铝合金超精密车削表面微观形貌对衍射效应影响的研究

超精密车削技术广泛应用于铝合金反射镜

制造。直接超精密车削加工的铝合金镜面应用

于可见光波段时会出现衍射效应，严重影响镜

面的光学性能。为抑制衍射效应目前普遍对超

精密车削铝合金镜面进行抛光。抛光工艺加工

时间长、成本高，难以满足高质量镜面批量生

产需求。为此，本文针对铝合金超精密车削镜

面衍射效应的来源和抑制技术开展了研究。

首先，建立了综合考虑刀刃轮廓复印、材

料塑性侧流、弹性回复等因素的表面粗糙度模

型，分析了超精密车削表面粗糙度尺度效应的

来源，为研究表面微观形貌的形成提供了理论

依据。

其次，建立了超精密车削表面三维形貌模

型，揭示了刀具刃口波纹度、主轴振动、晶界

凸起、划痕等因素对表面形貌的影响规律，为

研究表面形貌对衍射效应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再次，构建了超精密车削加工表面的衍射

光斑分布预测模型和镜向光反射率参数计算模

型，分析了不同影响因素对超精密车削表面

衍射效应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进给量、

刀刃波纹度等仅对水平方向的衍射光斑产生

影响；主轴振动仅影响以工件中心为圆心的

小区域；表面缺陷既影响水平方向的衍射光

斑，也是竖直方向衍射光斑的关键来源，且

表面缺陷高度/深度参数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

其他尺寸参数。

最后，综合考虑衍射效应的各种影响因

素，建立了表面粗糙度和光学效率参数之间的

定量关系模型，获得了可见光波段抑制衍射效

应的临界条件。基于理论分析结果提出了综合

考虑工件材料缺陷、金刚石刀具刃口质量和工

艺参数的抑制衍射效应的超精密车削加工方

法，并选择满足抑制衍射效应条件的工艺参数

开展了加工实验和光学性能测试实验。结果表

明，采用本文建立的工艺方法可以在红外-可

见光宽频谱波段内有效抑制超精密车削表面的

衍射效应。本文提出的方法为实现高反射率铝

合金镜面的低成本高效超精密加工提供了一种

新的技术途径。

学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

何春雷

作者

宗文俊

导师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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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帅

陈善勇

铜 奖 复杂光学面形的自适应可变补偿干涉检测技术研究

随着侦查预警探测等成像光学系统性能

不断提高，纳米精度自由曲面光学元件将是下

一代成像光学系统的主角。当前如何实现纳米

精度自由曲面光学元件检测，成为高性能成像

光学系统研制的瓶颈难题。干涉测量是普遍使

用的光学面形测量方法，然而受传统干涉测量

镜头和补偿器固定形式限制，难以满足制造中

局部大误差检测和灵活适应不同复杂面形的需

求，严重影响了自由曲面光学元件的加工效率

和质量。针对这一瓶颈，论文开展自适应可变

干涉检测基础研究，创新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区别于传统干涉检测固定像差的补

偿器模式，采用空间光调制器（SLM）进行补

偿波前重构调制，解决自由曲面曲率变化大且

制造过程容易出现局部大误差，干涉检测动态

范围不足的难题。创新基于SLM的智能推理-

实时补偿-测量反馈迭代的优化自适应补偿算

法，形成闭环迭代的自适应补偿检测方法，实

现自由曲面光学制造中超干涉仪动态范围的局

部大误差智能、高效检测。

（2）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灰度等级干涉型

计算全息编码的SLM相位控制方法。基于计算

全息原理，建立了相位精度和相位调制深度在

灰度量化等级和像素离散化共同作用下的消长

数学模型，解决了SLM适中精度下的多模式自

由像差控制难题。

（3）提出高次非球面单透镜组合SLM补

偿的折衍混合可变补偿新方法，解决传统可变

补偿方法可适应面形范围小的问题。揭示了高

次非球面单透镜在光路中随轴向距离变化产生

大范围可变球差的物理机制，掌握了非球面单

透镜补偿器的优化设计方法，探索了混合补偿

像差平衡机理，建立了组合补偿能力的参数化

描述方法。实现偏离量0~170μm范围内非球

面和自由曲面的可变检测，优化了检测工艺、

节约检测成本、支撑复杂曲面高效制造。

（4）在全局优化的框架下规划了自适应

补偿干涉检测的控制算法，解决局部寻优算法

的自适应补偿干涉检测适应性不强问题，提出

全局性的智能优化算法进行SLM相位的智能控

制，形成基于机器视觉的补偿效果实时表征方

法，在应用层面上将对不同形态大面形的适应

性从79%提高至99%以上。

自主研发的自适应补偿干涉检测系统、方

法和工艺成功应用于空间探测、强激光系统多

个型号复杂柱面、非球面镜等关键元件的检

测，推动光学系统变革和成像性能跃升，支撑

相关重大科技项目顺利实施。

作者

学校 国防科技大学

导师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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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A轴向柱塞泵高速化若干关键技术
研究

2219铝合金复杂薄壁构件应力松弛时效
成形机理与应用研究

优秀奖

轴向柱塞泵是航空航天领域电静液作动器（EHA）中

设计难度最大的液压元件，高速小型化是实现EHA柱塞泵

高功率密度的有效手段，但柱塞泵高速化面临着关键摩擦

副失效、核心旋转组件失稳、柱塞腔内油液空化三大技术

挑战。针对上述挑战本文开展了如下创新工作：（1） 提出

了关键摩擦副微米级油膜拟实工况多位置测量方法，拟合

测得滑靴副瞬变油膜多物理场参数动态特性，国际上首次

实测滑靴自旋转速，测试结果从微观层面揭示了摩擦副

油膜承载特性在失效累积过程中的演化规律。（2） 创新设

计了一体式滑靴-回程结构，解决了高速高压工况下滑靴

失稳偏磨难题，EHA柱塞泵额定转速从6000 r/min突破至

10000 r/min；建立了旋转组件多体动力学模型，研究了

旋转组件尺寸误差对配流副承载特性的影响规律，提出了

高速旋转组件尺寸误差控制准则，指导了EHA柱塞泵核心

零部件的加工及装配。（3） 建立了旋转变容柱塞腔油液空

化模型，揭示了不同工况下油液空化时空演变规律，提出

了小排量超高速柱塞泵极限转速和入口压力设计准则，设

计了抗空化偏置型缸体腰形槽结构，突破了柱塞泵自吸转

速理论极限，高速工况下EHA柱塞泵自吸性能提升4%。

2219铝合金箱底瓜瓣是火箭贮箱结构中的关键承力

构件，具有壁厚薄、刚度弱和变曲率等特征，属于典型的

复杂薄壁构件。我国计划研制的重型火箭贮箱瓜瓣直径达

10m级，是现役长征五号的两倍，其制造面临的主要困难

是尺度超大型化带来的成形精度低和力学性能不均匀。应

力松弛时效成形是利用铝合金的应力松弛和时效强化特

性，为制备高精度高性能大型薄壁构件而发展起来的一种

先进成形工艺。本文针对重型火箭2219铝合金贮箱瓜瓣

面临的制造难题，提出了基于局部滚弯预成形的应力松弛

时效成形新工艺，围绕薄壁构件应力松弛时效成形过程中

“复杂时变应力条件下的形性精确预测”这一关键问题，

揭示了不同应力水平和状态下2219铝合金应力松弛和组

织性能的演变规律及机理，建立了考虑复杂应力条件的

2219铝合金应力松弛时效本构模型，开展了2219铝合金

超大直径贮箱瓜瓣滚弯-应力松弛时效复合成形有限元仿

真，设计制造了考虑回弹补偿的成形模具，并应用于全尺

寸瓜瓣样件的制造，实现了瓜瓣成形精度和力学性能的大

幅提升。研究成果为我国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贮箱原理

样件的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形成的关键技术在航空航

天、武器装备及轨道交通中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摘要 摘要

潮 群 徐 兵 张军辉

作者 导师

学校 浙江大学

杨有良 湛利华

作者 导师

学校 中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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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硅微陀螺确定性误差抑制与 
消除关键技术

基于能量密度耗散准则的蠕变-疲劳寿
命预测模型及应用

硅微陀螺的精度是严重限制其在尖端领域应用的瓶颈

问题，持续提升硅微陀螺的精度使其满足战术级甚至导航

级应用一直是业界的共同追求。而硅微陀螺的精度受限于

其本身存在的各种误差，因此抑制并消除误差成为提升硅

微陀螺精度的有效手段。

本文以高精度硅微陀螺的设计和实现为目标，系统

研究了限制硅微陀螺精度提升的各类误差，包括机械热

噪声、电路噪声和量化噪声等随机误差，以及机械正交

误差、阻尼不正交、电气串扰、非工作模态、刚度非线

性、驱动模态稳定性、检测模态非线性等确定性误差。

重点围绕起决定性作用的确定性误差，通过圆片级真空

封装、刚度非线性抑制和消除、闭环控制、误差补偿

等关键技术的创新性研究，从原理上弥补了确定性误差

导致的硅微陀螺精度损失，分别将刚度非线性系数、正

交误差全温稳定性、零偏稳定性、零偏重复性、全温刻

度系数非线性和刻度系数温度系数从6.3×1010Hz/m2、

2500°/h、48.7°/h、26.0°/h、7777ppm、232ppm/℃优

化 改 善 到1.07×1010Hz/m2、80°/h 、5.12°/h、9.08°/h、

896ppm、10ppm/℃，突破了硅微陀螺的应用瓶颈。同

时利用研制的高精度硅微陀螺，设计完成了微惯性测量单

元和微惯性/卫星组合导航系统，实现了高精度硅微陀螺

的系统应用。

以航空发动机涡轮盘为代表的关键热端部件在服役过

程中伴随着严重的蠕变-疲劳载荷交互作用，这一直是高

温结构寿命设计中的难题。围绕这一问题，本文的主要研

究工作罗列如下： 

（1） 进行了一系列材料级蠕变疲劳试验，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国产镍基合金数据库，在宏观层面确定了应变范围和保

载时间和等因素对宏观寿命的影响在，在微观层面澄清了复

杂载荷工况下的蠕变-疲劳-氧化的损伤交互作用机理；

（2） 基于应变能密度耗散准则发展了高精度的应变能

密度耗散法，并借助逐循环的方法发展了时间相关的蠕变

疲劳损伤交互图，考虑了蠕变疲劳过程中伴随的氧化损伤

机理，构建了氧化损伤驱动力方程，从而提出了蠕变-疲

劳-氧化损伤三维损伤交互图；

（3） 开发了面向复杂结构的蠕变疲劳寿命设计方法，

并针对模拟件进行了充分验证。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涡轮

盘揭示了蠕变疲劳过程中损伤位置由表面向次表面转移的

物理机制，发展了服役工况下的损伤弱点辨识技术；

该成果揭示了蠕变疲劳载荷下关键参量的合理描述，

所发展的时间相关损伤评定图有利于推动高温强度学科的

进步。所发展的方法与技术有望推动国产高温热端部件寿

命设计方法的进步与革新。

摘要 摘要

王玉朝 滕 霖

作者 导师

学校 中国航空研究院

王润梓 张显程 涂善东

作者 导师

学校 华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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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路热管中纤维吸液芯蒸发器与微通道
冷凝器的设计加工及性能研究

铣削动力学高效分析方法及其在五轴
加工中的应用研究

环路热管是一种基于相变散热原理的高效散热装置，

具有传热能力强、无需外部能量输入等优点，在微电子等

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本论文对蒸发器的吸液芯和冷凝器

的微通道结构展开研究。以多齿刀具车削加工得到的粗糙

表面铜纤维为原料，基于低温固相烧结技术制造单一孔隙

率、复合孔隙率和渐变孔隙率吸液芯，研究吸液芯的孔隙

率、孔隙率分布以及纤维表面形貌等参数对毛细抽吸和吸

附性能的影响。设计基于铜纤维烧结吸液芯的环路热管，

研究吸液芯的孔隙率和孔隙率分布以及纤维表面形貌等参

数对环路热管传热性能的影响，获得吸液芯强化传热传质

机理。提出新型的侧壁面换热交错式微通道，研究了微通

道结构对换热性能的影响，获得了微通道内部的传热传质

机理。基于交错式微通道冷凝器，研究了通道结构和运行

参数对传热性能的影响。通过对课题的研究，环路热管传

热功率提升了4倍，热阻降低了4.4倍，为解决高热流密度

散热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避免切削颤振的重要手段是对加工系统进行动力学分

析，构建出加工稳定区域，指导工艺参数优化，本文以铣

削动力学分析为主线对加工稳定性与动态加工误差同步预

报方法、球头铣刀五轴加工动力学建模方法等内容进行了

研究：

（1）建立了直接积分格式和牛顿多项式相结合的加工

稳定性与动态加工误差同步预报方法，实现了两者高效、

高精度预报。

（2）建立了考虑径向切深变化的球头铣刀五轴加工

切削力系数辨识方法。开发出非槽切球头铣刀五轴加工切

削力辨识模型，分析了传统辨识模型中忽略的径向切深对

切削力系数的灵敏度，揭示出了不存在某一径向切深计算

出来的切削力系数能够适用于所有工况这一现象，搭建出

了切削力系数与径向切深之间的函数关系，实现了对任意

径向切深处的切削力系数准确标定。

（3）建立了基于刀具-工件接触区域几何模型的球头铣

刀五轴加工稳定性预测方法。通过轴向角作为纽带搭建出

状态转移矩阵与刀刃瞬时参与动态切削极限位置之间的映

射关系，在切削深度-切削周期的离散平面内，由刀具-工

件接触区域二维几何模型提取出每一个组合所对应的动态

切削片段的极限轴向角，将其与转移矩阵预留“接口”相

连接，实现了对球头铣刀五轴加工临界稳定曲线高效预报。

摘要 摘要

凌伟淞 周 伟

作者 导师

学校 厦门大学

代月帮 李宏坤

作者 导师

学校 大连理工大学

佳作奖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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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氧化物激光晶体超精密磨削机理
及工艺研究

力热耦合的复合材料干涉连接结构松弛
演化与失效机理

稀土氧化物激光晶体是制作固体激光器核心部件的首

选材料，在加工过程中容易产生脆性破碎和裂纹等损伤，

这些损伤会严重影响激光器的输出功率和使役寿命。实现

这类晶体的高效、高表面完整性加工成为固体激光器元件

制造领域的瓶颈问题。针对典型的稀土氧化物激光晶体，

开展了纳米压痕/划痕和超精密磨削等方面的研究，基于纳

米压痕获得了激光晶体超精密加工尺度的力学性能与应力

应变关系，基于动态划痕阐明了应变率效应对微纳加工尺

度激光晶体损伤演变机制的影响规律。实现了激光晶体完

全塑性域磨削（表面粗糙度Ra值小于10nm，亚表面损伤

深度小于200nm），从原子和近原子尺度揭示了磨削诱导

的激光晶体塑性变形机理（包括晶面滑移诱导的层错、位

错和晶格扭曲等原子级缺陷主导的塑性，以及多晶纳米晶

与非晶转变主导的塑性）。建立了激光晶体超精密磨削过

程磨削力和表面微观形貌理论模型，从根本上理解了微纳

尺度磨粒与工件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磨削表面微观形貌的创

成机制。提出了激光晶体氧化石墨烯润滑辅助磨削技术，

有效降低了磨削过程中工件表面粗糙度和摩擦系数，揭示

了氧化石墨烯在激光晶体磨削中的微观作用机理，为实现

激光晶体的高效、低损伤加工提供了新理论和新技术。

复合材料在飞机机体上应用比例大幅度提高，其结构

在装配连接方面的矛盾逐渐突出。复合材料连接结构为多

元异质结构，其内部各构件力学性能差异大，连接界面在

装配过程中极易萌生损伤，并在复杂服役载荷作用下扩展

演化，给连接结构的健康服役来带来安全隐患。

论文围绕力热耦合服役环境下的复合材料干涉连接结

构松弛演化与失效机理开展研究，主要成果与创新总结

如下：（1）提出了复合材料干涉连接结构往复式球-平面

摩擦/挤压模型，模拟螺栓与孔壁间的微动摩擦与挤压行

为，揭示了不同连接工艺参数下干涉连接界面微动磨损机

理和性状演化规律；（2）构建了复合材料干涉连接结构

装配预紧和服役松弛过程多阶段弹性预紧表征-粘弹性松

弛预测模型，揭示了不同连接工艺与服役温度下干涉连接

结构装配预紧作用机制与预紧力衰减规律；（3）建立了

复合材料唯象表征的非线性本构和力热耦合的三维连续损

伤模型，实现了初始装配损伤状态下的复合材料干涉连接

结构松弛演化与承载性能的准确预测。

论文研究结论与成果形成了一整套针对复合材料干涉

连接结构力学性能分析与工艺优化的基础理论方法，对提

高复合材料结构的装配质量与服役性能效果显著，支撑了

新一代飞机型号的稳定可靠服役。

摘要 摘要

李 琛 张飞虎

作者 导师

学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

胡俊山 张开富

作者 导师

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第十届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26
论文摘要

主轴系统-刀具-工件交互效应下的铣削
稳定性分析与实验研究

非线性调频分量分解理论及其在机械
故障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铣削稳定性是保证工件加工质量与发挥机床性能的

关键。铣削失稳的典型形式为颤振，颤振会降低工件表面

质量、危害加工设备，是金属切削领域挑战性课题之一。

主轴系统-刀具-工件之间的交互效应对五轴铣削稳定性具

有重要影响，揭示多重交互效应对铣削状态的作用机制是

实现加工稳定性控制的关键。论文针对复杂构件五轴铣削

稳定性控制问题，以主轴系统-刀具-工件交互效应为切入

点，以五轴铣削稳定性分析、预测为着力点，采用理论建

模与实验验证相结合的方式，结合力学、机械等学科知

识，开展了以下研究：提出了基于三阶埃尔米特与三阶牛

顿插值的铣削稳定性叶瓣图求解方法，为研究主轴系统-刀

具-工件交互效应对铣削稳定性的影响奠定了基础；探明了

速度效应对刀尖固有频率的影响规律，构建了包含主轴系

统-刀具-工件交互效应的五轴铣削动力学模型；阐明了多

重交互效应对铣削稳定性的影响机理，建立了刀轴倾角、

主轴转速等参数与铣削稳定性之间的映射关系；揭示了主

轴系统-刀具-工件交互效应下五轴铣削从稳定到颤振的动

态演变规律，实现了微型发动机零件的稳定加工。研究成

果为推动国产高端装备在航天关键零件精密制造领域的应

用验证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持。

机械设备由于工作环境恶劣、工况复杂，其关键部件

容易受损，导致设备性能退化，甚至造成设备崩溃。研究

有效的设备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方法，对提升设备运行安

全性和可靠性、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安全事故，具有

重要意义。本文针对现有信号分解方法难以准确分离和提

取机械振动信号的强时变故障特征问题，深入开展了机械

故障诊断中的非线性调频分量分解新理论、新方法及其工

程应用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 提出了非线性调频

分量参数化分解方法，建立了通用的非线性调频分量参数

化模型，提出了高效的模型参数估计方法，解决了强时变

调频信号表征难题；2） 提出了非线性调频分量非参数化

分解方法，建立了非线性调频分量变分优化模型，提出了

模型迭代优化算法框架以及带宽参数自适应更新算法，解

决了紧邻信号分量分离难题，有效提升了分解方法对复杂

环境的适应性；3） 针对复杂时变转速工况下的轴承、齿

轮、转子等关键机械部件的故障特征提取难题，应用所发

展的非线性调频分量分解方法，实现了时变频率调制、时

变幅值调制等多种强时变故障特征提取，并揭示了不同特

征之间的关联性。

摘要 摘要

籍永建 王西彬

作者 导师

学校 北京理工大学

陈是扦 彭志科刘志兵

作者 导师

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佳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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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WC基梯度纳米复合刀具的微观
结构调控及其切削性能研究

應用奈米流體（石墨烯）/超音波霧化
微量潤滑系統於微銑削SKH-9高速
工具鋼之最佳化預測模式建立與基於
模糊理論的多重品質特性研究

硬质合金占据刀具主导地位，但传统硬质合金刀具

的“宏观均质”结构及粘结相金属特性决定了其存在硬度

和韧性的矛盾及耐磨性和化学稳定性表现不足，难以适应

高速切削过程的非均匀多场耦合与交互作用，难以满足国

家重大需求。本论文针对军工纯铁等难加工材料的高速切

削，将石墨烯与硬质合金梯度结构演变关联设计，揭示了

石墨烯对于硬质合金刀具梯度结构调控机理；将刀具结构

与刀具材料性能取向协同设计，基于石墨烯取向分布与热

导率各向异性，实现了切削热的取向传导；提出了新概念

纳米复相陶瓷替Co粘结相，将组分强韧化与结构强韧化相

耦合，采用“自下而上”的组装方法在刀具材料中构筑跨

尺度、多层次结构，通过基于石墨烯功能化改性的微结构

物理调控，基于压/拉应力交错分布的宏观梯度结构应力调

控，和基于强/弱界面混杂分布的微结构力学调控，引入多

级强韧化机制，实现刀具材料最优性能配置，提高刀具对

高速切削热-力-化学多场耦合与交互作用的适应和抵抗能

力。研究纳米复相陶瓷掺杂、石墨烯功能化改性、梯度结

构优化、制备工艺及性能调控，阐明工艺-组织-结构-性能

关联，获得高性能石墨烯/梯度纳米复合刀具，推动我国高

速切削刀具领域发展。

本論文為使用奈米流體 （石墨烯）/超音波霧化微量

潤滑於微銑削加工SKH-9高速工具鋼。主要利用石墨烯特

殊的性質如絕佳的導熱特性，降低加工時產生的切削溫

度，並減少刀具的磨損並提升微銑削加工產品品質，並使

用自行開發設計之超音波霧化系統有效改善奈米流體中奈

米粒子團聚現象，增加奈米粒子潤滑效益。實驗採田口穩

健設計，以L18（21×37）直交表尋找最佳化參數組合，

控制因子設定奈米粒子石墨烯平均厚度、奈米粒子石墨烯

重量百分濃度、主軸轉速、噴嘴距離、進給速率、超音波

霧化量、空氣壓力、噴嘴角度，並以灰關聯分析搭配模糊

推論求得多重品質特性衡量指標（MPCI）。再利用倒傳遞

類神經網路建構微銑削加工模式預測。而預測結果顯示多

重品質特性之微銑削力預測與實際加工值誤差為1.05%；

微銑削溫度預測與實際加工值誤差為5.48%。最後以奈米

流體 （石墨烯）/超音波霧化微量潤滑優化之多重品質特

性最佳參數組合，與基底液/超音波霧化微量潤滑、奈米

流體 （MWCNTs）/超音波霧化微量潤滑進行比較，探討

其微銑削力、微銑削溫度、刀具磨耗及工件毛邊的差異。

經實驗及分析後得知使用奈米流體 （石墨烯）/超音波霧

化微量潤滑相對於其它潤滑方式皆有相對較佳的結果。

摘要 摘要

孙加林 赵 军

作者 导师

学校 山东大学

黃惟泰 周至宏 蔡進聰

作者 导师

学校 台湾高雄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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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加工几何误差建模及工程应用 轉軸系統上之結構修改及動態特性優化

加工误差难以降低严重制约了工业机器人在大型复杂

零件精密加工中的应用，其中机器人/手眼/工件/工具位姿

误差等几何因素是引起加工误差的关键。本文以控制加工

误差为目标，对机器人加工误差传递、参数辨识、位姿优

化等几何误差建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具体包括：（1） 机

器人加工系统运动链与加工误差传递建模，为几何参数精

确辨识与整体位姿优化提供理论基础。（2） 考虑关节误差

补偿的手眼参数辨识，解决手眼参数辨识精度受限于机器

人运动精度的局限性； （3） 考虑测量缺陷影响的工件位姿

参数辨识，解决现有匹配方法因现场固有测量缺陷产生的

匹配失真问题；（4） 基于曲面加工误差估计的工具位姿参

数辨识，突破现有静态构造法无法辨识因工具抖动、受力

变形引起的位姿误差； （5） 基于加工误差控制的位姿优化

通用模型，可推广应用于磨削、铣削、制孔等加工的误差

控制，具有通用性；（6） 基于上述研究，开发出机器人加

工系统几何参数辨识软件模块，应用于2款叶片磨削与4款

蒙皮切边，叶片/蒙皮加工后的尺寸符合工艺要求。

基於位移響應的逆結構修改方法在優化精密系統上有

許多的優點，而本論文在該領域上有三個主要的創新。首

先，本論文延伸了基於位移響應逆結構修改方法的應用範

圍，動態特性的設計將以最佳化的方法解決，研究結果可

應用在設計多種的動態特性且能包含多種類型且多自由度

的結構修改。該方法的實用性由模擬以及實驗驗證，能夠

使用實驗數據以指定自然頻率與反共振頻率。對於轉軸系

統也可以單靠實驗數據提供最佳的結構修改位置以達到最

高的第一彎曲自然頻率。

再來，本論文提出一基於位移響應的間接量測轉動方

向或扭轉方向位移響應的技術，該技術將使用T型塊作為

量測上的輔助且不需要被量測系統的理論模型。該技術可

容納不同數量與不同位置的輸入源與輸出源，且相較於文

獻中提出的方法有較優的結果。可應用在許多領域上，如

模態分析、模型更新、與結構修正。

最後，本論文也研究透過多系統耦合的自然頻率設計

方法。研究的方法為使用位移響應耦合法與結合最佳化演

算法，本論文提出的方法只需要每個次系統在耦合位置處

的位移響應資訊，可透過一多自由度、可修改的接頭去設

計整體系統的彎曲自然頻率與扭轉自然頻率。該方法可整

合本論文中提出的位移響應量測法，達到動態特性優化的

結果。

摘要 摘要

谢 核 李文龙

作者 导师

学校 华中科技大学

蔡松翰 張禎元 欧阳华江 尹周平 

作者 导师

学校 台湾清华大学

佳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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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散射多孔结构微发泡制造及量子点
LED应用

基于热感应的多维传感机理及柔性电子
皮肤研究

量子点（QD）具有发光光谱窄且可调等优点，有望成

为发光二极管（LED）下一代的荧光转化材料。然而QD膜

存在弱吸收以及内全反射等问题，导致LED发光效率低。

为了提升量子点LED器件性能，本论文以微发泡制造为核

心，对器件进行整体优化。研究内容如下：（1）提出超临

界CO2微发泡工艺制造多孔结构，通过发泡参数调控多孔

结构形貌，揭示多孔结构与其散射性能间的关系；探究微

发泡多孔结构对QD膜的光致发光（PL）特性的影响，揭

示多孔结构提升PL强度的作用机制。（2）提出基于非溶剂

相分离的微发泡工艺，以及多孔结构二次封装方法，制造

强散射多孔结构膜；通过相分离参数调控多孔结构形貌，

研究封装工艺对多孔膜散射特性的作用，分析相分离多孔

结构的散射机理，揭示相分离多孔结构提升QD膜PL强度

的内在机制。（3）利用Mie散射理论分析单颗球形气泡的

散射特性，阐明多孔结构散射系数与气泡尺寸密度和填充

率之间的联系；建立光线追迹模型实现对多孔膜的精确仿

真，揭示多孔结构提升QD膜PL强度的光学机理。（4）研

究QD光谱参数对LED器件光学性能影响，分析分层结构对

器件性能的影响，利用微发泡纳米多孔膜作为漫反射层，

提升LED器件效率。

具有类人体皮肤功能的柔性电子皮肤，在可穿戴电

子、健康监测、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当前电子皮肤在高灵敏传感、多感知集成、低成本制备、

低信号耦合上面临很大挑战。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基于热感应的多维信息传感

机制作为解决方案，在机理、材料、器件和应用等方面展

开系统研究。基于热感应的多维信息传感，是利用热敏元

件和外界的传导/对流换热对自身电阻的调控，将温度、

导热、流场、压力等信息均转化为热敏元件的电阻信息进

行统一检测。本文提出压热效应的概念以及掺杂型、多孔

型、串联型等三种功能材料结构，建立了基于热感应的多

物理量传感理论模型。

基于热感应传感理论，研制出柔性热物性传感器及智

能手指，具有物质分辨、接近距离感知、温湿度检测等功

能；开展了压热功能材料调控方法研究，实现了压力传感

器的定制化设计，研制出具有高灵敏、低检测下限和大量

程的压力传感器，进一步研制出阵列式多功能柔性电子皮

肤，集成了压力、温度、导热、流场等传感功能，采用统

一的热感应原理，既实现了高灵敏的多感知集成，又保证

了简单的结构布局和较高的检测效率，信号耦合低并易于

大面积扩展，在可穿戴电子、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具有广泛

的应用前景。

摘要 摘要

余树东 汤 勇

作者 导师

学校 华南理工大学

赵 帅 朱 荣

作者 导师

学校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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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带轧机辊型电磁调控技术基础理论
与实验研究

激光冲击诱导梯度微观组织结构形成
机制与力学性能研究

特别奖

刘文文 杜凤山

作者 导师

周王凡 任旭东

作者 导师

立足于增强我国宽幅轧制装备创新能力，聚焦于辊缝

微尺度柔性调控，本文提出了辊型电磁调控技术，用于提

升宽幅板带板形质量控制能力，增加产品竞争力，改善高

端板带产品依赖进口的窘境。该技术以感应加热技术为基

础，利用电磁棒受热膨胀及内约束机制，巧妙地将感应加

热能量转化为热-力混合动力源，极大地提升了辊凸度的

响应速率，可实现对轧辊辊型的微尺度柔性调控，进而有

效控制板形，在薄带轧制装备、平整机组及工业级超宽轧

机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为了深入研究辊型电磁调控技

术，发明了辊型微尺度动态测试技术，自主设计制造了辊

型电磁调控物理模拟实验平台，构建了电磁调控轧辊的电

磁-热-力耦合轴对称模型，系统地研究了电磁参数选择、

辊型调控原理、辊型控制策略、电磁棒结构尺寸选择、

轧辊材质与尺寸选择等关键问题，分析了分段辊型电磁

调控技术在大型轧辊中的应用，并借助自主设计制造的

300mm新型薄带板形电磁控制实验平台，实验研究了辊

型电磁调控技术对板形的实际调控特性，证实了该技术可

实现对板形的有效控制，为辊型电磁调控技术工业应用提

供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激光冲击强化（Laser shock peening, LSP）通过在

材料表层引入残余压应力并改变表层微观组织，提高疲劳

寿命并改善摩擦磨损等性能。现有研究对于激光冲击诱导

金属材料超高应变率塑性变形和微观组织特征以及梯度结

构的形成和塑性变形机理仍缺乏深入的认识。

论文以不同晶格结构的金属材料为对象，系统研究了激

光冲击后梯度层微观组织特征，结合实验和多尺度仿真，研

究了超高应变率下位错的演化和塑性变形特征以及激光冲击

诱导梯度结构的协同强化行为。论文取得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揭示了不同晶格结构的金属材料在激光冲击诱导超

高应变率条件下，微观结构特点和演化规律，并基于观测结

果提出了不同晶格金属激光冲击诱导晶粒细化的物理模型，

相关研究成果有利于设计新型合金和材料处理方法的开发。

（2）基于位错动力学理论，建立了激光冲击过程的多

尺度模拟仿真模型，揭示了激光冲击诱导微观位错演化规

律和宏观塑性变形特征，相关研究成果有利于深入理解激

光冲击强化机理，设计外场辅助的激光冲击强化新方法。

（3）分析了激光冲击诱导梯度结构的拉伸性能、梯

度层的体积分数对试样力学性能的影响，提出了梯度结构

的协同强化机制，研究成果有利于更精准定位激光冲击强

化技术的应用环境和范围。

摘要 摘要

学校 燕山大学 学校 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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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钛合金高速切削的Hf-B和Hf-B-N
涂层刀具研究

单层钎焊多晶CBN超硬砂轮研制与自锐
机理研究

围绕高速加工钛合金刀具严重粘结的核心科学问题，

从最为关键的抗粘结性能需求出发，预测并优选具有抗粘

结优势的Hf-B和Hf-B-N结构及冷却环境；首次制备出满

足结构与切削需求的HfB2和HfBN新型涂层刀具；验证了

其优异的抗粘结性能，且切削寿命和加工质量比其他常用

商用涂层和无涂层刀具显著提高。研究取得的主要创新成

果如下：

（1）难加工材料高速加工涂层刀具研究方法。基于钛

合金高速加工抗粘结的关键性能需求，理论计算获得涂层

体系结构及其抗钛粘结机制，通过优化多种磁控溅射技术

工艺，最终制备出高速切削性能优异的新型涂层刀具。

（2）基于涂层性能需求新型涂层结构设计理论。从原

子角度揭示所预测Hf-B和Hf-B-N结构的弹塑性和热性能的

变化规律；揭示不同冷却环境分子对其抗Ti粘结的影响机

制，建立被加工材料-涂层结构-冷却环境分子间的分子动

力学优化匹配关系。

（3）满足结构和性能需求的新型涂层刀具关键制备技

术。分别对HfB2和HfBN涂层刀具采用三种不同离化率的磁

控溅射制备技术进行涂层性能增强机制研究，建立工艺-微

观结构-性能间关系，成功制备出了满足切削条件和设计结

构的涂层硬质合金刀具。

多晶立方氮化硼（PCBN）是以CBN微晶与粘结剂为原

材料，在高温高压环境中烧结制成的新型超硬磨料。各向同

性的材料特性使得该磨粒具有微破碎功能，有利于实现砂轮

的高锋利度和长寿命。但是，目前对PCBN磨粒微破碎行为

与砂轮自锐机理仍缺乏深刻认识，难以制定相应工艺策略以

有效控制磨粒微破碎行为，导致砂轮自锐能力无法充分发挥。

有鉴于此，本文结合钎焊砂轮和高速磨削技术优势提

出开展单层钎焊PCBN砂轮研制与自锐机理研究，围绕砂轮

制备机理、磨损表征机理、磨粒微破碎行为、砂轮自锐性能

四方面开展探索。主要研究工作及取得的创造性成果包括：

（1）提出了连续高频感应钎焊制备PCBN砂轮的温

度与热损伤控制方法，制备了磨粒有序排布的单层钎焊

PCBN砂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工具保障。

（2）提出了采用相对分形维数定量表征磨粒磨损形

貌演变的新方法，揭示了磨削参数对磨粒微破碎的影响规

律，优选了可提高砂轮自锐性的磨削参数。

（3）揭示了磨削负荷作用下PCBN磨粒的磨损形貌演

变规律与微破碎机制，为磨削参数优选提供了理论依据。

（4）提出了单层钎焊PCBN砂轮自锐行为控制与高质

高效磨削工艺技术，实现了航空发动机镍基高温合金二级

导向叶片缘板与进气边的高质高效磨削。

摘要 摘要

林海生 王成勇 Mohamed Abdou 
Djouadi 

作者 导师

学校 广东工业大学

朱烨均 丁文锋

作者 导师

学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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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

重庆大学

大连交通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东北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东南大学

福州大学

贵州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理工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湖南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华侨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吉林大学

江苏大学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昆明理工大学

陆军装甲兵学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青岛理工大学

清华大学

山东大学

上海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沈阳工业大学

四川大学

台湾成功大学

台湾大学

台湾淡江大学

台湾逢甲大学

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

台湾高雄科技大学

台湾海洋大学

台湾交通大学

台湾科技大学

台湾清华大学

台湾台北科技大学

台湾元智大学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

台湾中山大学

台湾中央大学

台湾中原大学

台湾中正大学

台湾中兴大学

太原科技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天津大学

同济大学

武汉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厦门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新疆大学

燕山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

中北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航空研究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与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中南大学

第 1~10 届申报论文推荐单位总览



HTTP://HDDA.CMES.ORG 33
媒体报道

媒体报道

山东大学广东工业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液压气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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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浙江大学

燕山大学

中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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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活动

2021年机械工程青年精英论坛

获奖者参观CIMT2021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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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第十届初审评委 90 位，复审评委 68 位，终审评委 11 位，对所有评委的支持和付出，致以诚挚的谢意！

终审评委

4 5 6 7

8 9 10 11

1

2

3

1.  郭东明

� 大连理工大学校长� 院士

� 评审会召集人

2.  宋天虎

�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监事长

� 选拔会召集人

3.  钟  掘

� 中南大学院士

4.  宁汝新

�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5.  黄汉邦

� 台湾大学教授

6.  黄  田

� 天津大学教授

7.  姜澄宇

�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

8.  蒋庄德

� 西安交通大学院士

9.  朱  荻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院士

10.  冯吉才

�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11.  鄭志鈞

� 台湾中正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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