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资格审核表 

1.  程峰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姓名 1 邓书康 

本科学历验证码 235718401836 单位 1 云南师范大学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1014542011200828 职称 1 副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云南师范大学 姓名 2 王春栋 

硕士学籍验证码 496933559544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职称 2 副教授 

英语水平 发表 SCI 期刊论文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Ⅰ 型Ⅷ型 Sr 填充 Si 基、Ge 基、Sn 基笼合物电子结构的第一性原理研究，

《硅酸盐通报》，2015 年 12 月，第 34 卷增刊； 

2. 灰锡自溶法Ba/Eu复合填充Ⅷ型Sn单晶笼合物的制备及电传输特性，《人

工晶体学报》，2015 年 11 月已录用； 

3. Preparation and electrical transport properties of VIII-type 

Sn-based single-crystal clathrates(Eu/Ba)8Ga16Sn30, Materials 

Technology,accept； 

4. Preparation and thermoelectric properties of Sn-based type-VIII 

single crystalline clathrate via a-Sn flux methof,Materials in 

Electronics, under Rreview 

 



 

 

201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资格审核表 

2.  龚明杨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1 刘政林 

本科学历验证码 606227693083 单位 1 华中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511085331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2 刘政林 

硕士学历验证码 769718515804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1511085365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487） 备注 往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安全加密微处理器结构与设计，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0,38（8）：81-84.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679d1ec8f6bac85d32ebc95876de785

)&fil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E5%AE%89%E5%85%A8%E5%8A%A0%E5%AF%

86%E5%BE%AE%E5%A4%84%E7%90%86%E5%99%A8%E7%BB%93%E6%9E%84%E4%B8%8E%E8%AE

%BE%E8%AE%A1&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 



 

 

201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资格审核表 

3.  郝孟猛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河南理工大学 姓名 1 陈志 

本科学历验证码 175586744665 单位 1 电子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511079599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电子科技大学 姓名 2 吕文中 

硕士学籍验证码 298812739719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454）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Room-temperature and fast reponse hydrogen sensor based on annealed 

nanoporous palladium film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DOI10.1007/s10853-015-9555-2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853-015-9555-2 



 

 

201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资格审核表 

4.  李洁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武汉工程大学 姓名 1 方亮 

本科学历验证码 515716476724 单位 1 桂林理工大学 

本科学位验证报告 1511094980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桂林理工大学 姓名 2 吕文中 

硕士学籍验证码 249925583265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448）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Microwave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a Low-Firing Ba2BiV3O11 

Ceramic,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 98[3]683-686(2015)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0911866_Microwave_Dielec

tric_Properties_of_a_Low-Firing_Ba2BiV3O11_Ceramic 

2. Li4WO5：A Temperature Stable Low-Firing Microwave Dielectric ceramic

with Rock Salt Structure,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2015,

ARTICLE IN PRESS 



 

 

201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资格审核表 

5.  李奇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1 元秀华 

本科学历验证码 663376562346 单位 1 华中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1048742013000668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2 元秀华 

硕士学籍验证码 580974697839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438 分）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基于综合参数调控的 LED 智能照明系统.武汉工程大学学报， Vol.37, 

No.10,2015.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7f88860119989368d4af008ae3

f4e878)&fil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E5%9F%BA%E4%BA%8E%E7%

BB%BC%E5%90%88%E5%8F%82%E6%95%B0%E8%B0%83%E6%8E%A7%E7%9A%84LED%E6

%99%BA%E8%83%BD%E7%85%A7%E6%98%8E%E7%B3%BB%E7%BB%9F&tn=SE_baiduxu

eshu_c1gjeupa&ie=utf-8 

2. 多场景 LED 照明智能控制系统，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已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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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志山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云南师范大学 姓名 1 王书荣 

本科学历验证码 596202070809 单位 1 云南师范大学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1068142013904116 职称 1 副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云南师范大学 姓名 2 王春栋 

硕士学历验证码 699427626657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职称 2 副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425）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磁控溅射制备 CZTS 薄膜的研究，硅酸盐通报，第 34 卷 增刊，2015 年 12 月；

2．磁控溅射金属预制层后硒化制备 Cu2ZnSnSe4薄膜，硅酸盐通报，第 34 卷增刊，

2015 年 12 月； 



 

 

201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资格审核表 

7.  楼熠辉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1 吕文中 

本科学历验证码 619048117982 单位 1 华中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1048742014001494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2 吕文中 

硕士学籍验证码 607736377885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505）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一种折叠链式穿心电容结构的 EMI 滤波器，受理发明专利一项； 

2. 通讯作者，Ceramic EMI filter using folded chained feed-thru capacitor,

Electronics Letters,Manuscript for Review; 

3. 参与技术开发项目《高可靠 LTCC 叠层 EMI 滤波器研制》。 

 



 

 

201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资格审核表 

8.  屈小鹏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黄冈师范学院 姓名 1 陈存华 

本科学历验证码 934086612756 单位 1 华中师范大学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1051442013036481 职称 1 副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师范大学 姓名 2 徐智谋 

硕士学历验证码 756565124196 单位 2 华中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证书编号 Z1051132015000905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435） 备注 往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Influential factors in the adhesion of a metal layer deposited on 

epoxy-resin plate inapueous solution,Biointerface research in Applied 

Chemistry,2014,4(6),891～894 

http://biointerfaceresearch.com/?page_id=831 

2.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动态变温腐蚀法制备大锥角光纤探针的装置》，专利号：

ZL 2014 2 0789626.0 

 



 

 

201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资格审核表 

9.  王劲松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四川文理学院 姓名 1 邓书康 

本科学历验证码 710667496007 单位 1 云南师范大学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1064442013001183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云南师范大学 姓名 2 缪灵 

硕士学历验证码 913389323480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职称 2 副教授 

英语水平 发表 SCI 期刊论文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Structural and thermodynamic properties of Cu-doped Sn-based  

single –crystalline clathrates,Phys.Status Solidi B,1-7(2015)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53170064be1356e8698477b6590a16e6

)&fil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Structural+and+thermodynamic+prope

rties+of+Cu-doped+Sn-based+single-crystalline+clathrates&tn=SE_baiduxue

shu_c1gjeupa&ie=utf-8 

2. Structural and electronic properties of type I and VIII Sr8Ga16Sn30 

clathrates under compression,Materials Technology:Advanced Performance 

Materials，accepted 26 May 2015. 



 

 

201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资格审核表 

10.  吴晨骏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文华学院 姓名 1 龚荣洲 

本科学历验证码 997575960935 单位 1 华中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1326242013000882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2 聂彦 

硕士学籍验证码 674542107830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448 分）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Ultra-thin and polarization-independent phase gradient 
metasurface for hign-efficiency spoof surface-plasmon-polariton 

coupling．Applied Physics Express 8，122001 (2015)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d2c3d6840f97df5d53a27d3c001

2f45b)&fil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Ultra-thin+and+polarizat

ion-independent+phase+gradient+metasurface+for+high-efficiency+spo

of+surface-plasmon-polariton+coupling&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

e=utf-8 

2.  基于十字形结构的相位梯度超表面设计与雷达散射截面缩减验证.物理

学报，Acta Phys.sin.vol.64,No.16(2015)164102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qc2JPnqi5y-aJjcl9V28Gas6lNMLbBd

CPf1IXM4mFXB8nuPcTrtqpo2-0RdDsq8ZIigfTiTdskGYoiqX6bvuplFM9pw4iy

UEFkIlck2vUsm 

3.  A polarization independent phase gradient metasurface 
  For spoof plasmon polaritons coupling ,Journal of Optics .J.Opt.

 OO（2016）000000（6PP），已录用 

 
 

 

 



 

 

201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资格审核表 

11.  吴松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湖北文理学院 姓名 1 杨河林 

本科学历验证码 283363292791 单位 1 华中师范大学 

本科学位验证报告 1511092391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师范大学 姓名 2 江建军 

硕士学籍验证码 261542166174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483）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Multi-band circular polarizer based on twisted triple 

Split-ring resonator, Chinese Physics B,2014,23(12):127805-127810.

(SCI,IF:1.603)doi:10.1088/1674-1056/23/12/127805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7514128_Multi-band_circ

ular_polarizer_based_on_twisted_triple_split-ring_resonator 

2. Toroidal dipolar responses in a planar metamaterial,J.Phys D: 

Appl. Pyhs. 47(2014)415501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24e8ba770122d1b624b045cde5e

822d2)&fil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Toroidal+dipolar+respons

es+in+a+planar+metamaterial&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 



 

 

201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资格审核表 

12.  易圣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1 曾大文 

本科学历验证码 937382498768 单位 1 华中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验证报告 1511055594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2 缪向水 

硕士学历验证码 826878311172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验证报告 1511055595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515 分） 备注 往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An In2O3 nanowire-like network fabricated on coplanar sensor surface by 

sacrificial CNTs for enhanced gas sensing performance. Sensors and Actuators B

185(2013)345-353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7354988_An_In2O3_nanowire-like_net

work_fabricated_on_coplanar_sensor_surface_by_sacrificial_CNTs_for_enhanced_g

as_sensing_performance 

2. A novel approach to fabricate metal oxide nanowire-like networks based coplanar

gas sensors arry for enhanced selectivity. Sensors and Actuators B 

204(2014)351-359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66f4df69224c11a287519a3f02c80d90)&fil

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A+novel+approach+to+fabricate+metal+oxide+na

nowire-like+networks+based+coplanar+gas+sensors+array+for+enhanced+selectivi

ty&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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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袁俊辉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武汉理工大学 姓名 1 王嘉赋 

本科学历验证码 670301443984 单位 1 武汉理工大学 

本科学位验证码 1511055138 职称 1 副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武汉理工大学 姓名 2 薛堪豪 

硕士学籍验证码 317964409174 单位 2 副教授 

  职称 2 华中科技大学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449）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Y-Cu 共掺杂 ZnO 电子结构与光学性质的第一性原理计算．物理化学学报，

2015，31（7）：1302-1308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194d22aac994c9903aafc50

2a2bf3060%29&fil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Y-Cu%E5%85%B1%E6%8

E%BA%E6%9D%82ZnO%E7%94%B5%E5%AD%90%E7%BB%93%E6%9E%84%E4%B8%8E%E5%8

5%89%E5%AD%A6%E6%80%A7%E8%B4%A8%E7%9A%84%E7%AC%AC%E4%B8%80%E6%80%A

7%E5%8E%9F%E7%90%86%E8%AE%A1%E7%AE%97&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

e=utf-8 

2. Ti,Cu 和 Zn 掺杂 AlN 纳米片电磁性质的第一性原理研究，原子与分子物理

学报，已录用，2016 年，第 33 卷，第 1 期 

 

 



 

 

201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资格审核表 

14.  张盼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1 赵前程 

本科学历验证码 943908349445 单位 1 北京大学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1048742012000066 职称 1 副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北京大学 姓名 2 杨克成 

硕士学历验证码 270552620519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证书编号 1000132015003967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502 分) 备注 往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A Generalized Edge-Placement Yield Model For the cut-hole Patterning 
Process．Proc.Of SPIE Vol.9052  

http://proceedings.spiedigitallibrary.org/proceeding.aspx?articleid=1857414 

2.  Investigation of reliability of MEMS gyroscopes under different shock 
condition. 9781-4673-6694-6/15，2015，IEEE 

http://ieeexplore.ieee.org/xpl/articleDetails.jsp?arnumber=7147463 

3.  Cut-Process Overlay Yield Model for Self-aligned Multiple Patterning and a 
Misalignment Correction Technique Bassed on Dry Etching.Proc.of SPIE Vol.8685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615adacddde8afb74a7c30238d4208b7%

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spie

.org%2FPublications%2FProceedings%2FPaper%2F10.1117%2F12.2010584&ie=utf-8 

4.  Modeling the edge-placement yield of a cut process for Self-aligned  
multiple  patterning, Microelectronic Engineering 123(2014)73-79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bd8bb43850c6ebf9f5b2cb030cbf8616)&fil

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Modeling+the+edge-placement+yield+of+a+cut+p

rocess+for+self-aligned+multiple+patterning&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

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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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赵泽希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电子科技大学 姓名 1 马伟新 

本科学历验证码 341467897957 单位 1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511076714 职称 1 研究员 

硕士学校名称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姓名 2 刘德明 

硕士学籍验证码 737642415950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504）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Investigation of phase effects of coherent beam combining for 

large-aperture ultrashort ultrahigh intensity laser systems, 

Appl.Opt.54,9939-9948(2015) 

http://aoot.osa.org/ao/abstract.cfm?uri=ao-54-33-9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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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珊珊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西安邮电大学 姓名 1 李一民 

本科学历验证码 630370586982 单位 1 昆明理工大学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1166442012096878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昆明理工大学 姓名 2 刘德明 

硕士学籍验证码 134368749450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IEEE 论文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基于神经网络分阶车牌字符识别算法研究，工业仪表与自动化装置，已

录用 

2. An recognition algorithm for similar characters in license plates 

based on improved CNN. 2015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978-1-4673-8660-9/15  © 

2015 IEEE DOI 10.1109/CIS.2015.9 

3.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基于 A-Star 算法求解任意两个城市之间最短路径软

件，证书号：软著登字第 11365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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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罗强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湖北理工学院 姓名 1 曹茂盛 

本科学历验证码 603631447748 单位 1 北京理工大学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1092042013001453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北京理工大学 姓名 2 江建军 

硕士学籍验证码 216091367465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460）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Optimal condition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al substrates using a simple etching approach.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012, 258(18), 7031-7035.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943321200598

3 

2.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青年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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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张欣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南昌大学 姓名 1 李军 

本科学历验证码 139411023230 单位 1 华南师范大学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1040342012000183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南师范大学 姓名 2 臧剑锋 

硕士学历验证码 597482786971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证书编号 1057432015001485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434） 备注 往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Tens of thousands_fold upconversion luminescence enhancement 

induced by a single gold nanorod,Laser Photonics 

Rev.9,No.5,479-487(2015)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1174932_Tens_of_thousa

nds-fold_upconversion_luminescence_enhancement_induced_by_a_singl

e_gold_nanorod 

2. 几种先进的光学纳米探针在光学生物诊疗中的应用，激光生物学报，2015

年 6 月，第 24 卷第 3期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GSW201503003.htm 

3. Absoption-dependent generation of singlet oxygen from gold 

bipyramids excited under low power density. RSC Adv.2015, 5, 

81897-81904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792fb143c89b9d45e9a49baee3

0a8ea3)&fil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Absorption-dependent+G

eneration+of+Singlet+Oxygen+from+Gold+Bipyramids+Excited+under+Lo

w+Power+Density&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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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俞梁华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江西理工大学 姓名 1 张小红 

本科学历验证码 536704820968 单位 1 江西理工大学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1040742013002695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江西理工大学 姓名 2 游龙 

硕士学籍验证码 335282700270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439)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分数阶细胞神经网络自适应同步控制设计及电路仿真，控制理论与应

用，已录用 

2.  变参数细胞神经网络的分数阶可切换多元电路设计及仿真，电子学报，

2015，Vol.43 

http://www.ejournal.org.cn/CN/abstract/abstract89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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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夏勇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电子科技大学 姓名 1 刘兴钊 

本科学历验证码 648591615362 单位 1 电子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1061442013001752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电子科技大学 姓名 2 张建兵 

硕士学籍验证码 170266684781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职称 2 副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436）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Research on the Preparation of Polymer Electrolyte Composite 

Materials,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2012,548,68-7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2613510_Research_on_th

e_Preparation_Performance_of_Polymer_Electrolyte_Composite_Materi

als 

2. Study on the New Structure of the Soloa Blind Ultraviolet Detector, 

IEEM 会议论文已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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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韩宇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1 S.Haacke 

本科学历验证码 159186095649 单位 1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本科学位验证码 1511078547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姓名 2 杨克成 

硕士学历学位认证 教留服认法【2015】

01360 号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458） 备注 往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国家科技计划课题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40Gb/s 光接入核心光电子器件

与模块，课题名称：波长可调谐单片集成高速激光器阵列芯片和模块 

 

 

 

 

 

 

 

 

 

 

 

 

 

 

 



 

 

201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资格审核表 

 

22.王耿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湖北工业大学 姓名 1 张正文 

本科学历验证码 563360745698 单位 1 湖北工业大学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1050040460154 职称 1 高级工程师 

硕士学校名称 湖北工业大学 姓名 2 傅邱云 

硕士学历验证码 123766595904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验证码 1511108603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487） 备注 往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The optimization of G.729 speech and implementation on the 

S3C2440,IEEE 2011,451-454 

http://ieeexplore.ieee.org/xpl/articleDetails.jsp?arnumber=605746

1&newsearch=true&queryText=The%20optimization%20of%20G.729%20spee

ch%20codec%20and%20implementation%20on%20theS3C2440  

2. Implementation of G.729 algorithm based on ARM9，IEEE Conference 

Publications, Pages: 1841 - 1844,  DOI: 10.1109 /CECNet. 2012.6201699
http://ieeexplore.ieee.org/search/searchresult.jsp?queryText=Impl

ementation%20of%20G.729%20algorithm%20based%20on%20ARM9&newsearch

=true 

3. Audio acquisition system based on TMS320C5402 and TLV320AIC23，
IEEE Conference Publications ，  Pages: 3969 - 3972, DOI: 10.1109/
CECNET. 2011.5768221 

http://ieeexplore.ieee.org/search/searchresult.jsp?newsearch=true

&queryText=Audio%20acquisition%20system%20based%20on%20TMS320C540

2%20%20and%20TLV320AI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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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徐健博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姓名 1 杨芳 

本科学历验证码 333603590683 单位 1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1014742013740540 职称 1 副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姓名 2 陈实 

硕士学籍验证码 832120375854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445 分）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还原温度对石墨烯结构和电性能的影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已录用 

2.  Zn 含量对纯镁三元共渗组织及性能的影响， Material & Heat 

Treatment 材料热处理技术，DOI:10.14158/ j.cnki.1001-3814.2012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JGY201212030.htm 

3. Al 质量分数对 Q235 钢渗硅层耐磨性能的影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第 33 卷第 10 期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820e7585c421c455bf8731

7fc0f5d806%29&fil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Al%E8%B4%A8%E9%8

7%8F%E5%88%86%E6%95%B0%E5%AF%B9Q235%E9%92%A2%E6%B8%97%E7%A1%85%E5

%B1%82%E8%80%90%E7%A3%A8%E6%80%A7%E8%83%BD%E7%9A%84%E5%BD%B1%E5%9

3%8D&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  

4. Pr 对 Mg-4Si 中初生 Mg2Si 相变质作用，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第 33 卷第 12 期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FXKY2014120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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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吴昊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1 唐明 

本科学历验证码 426964669924 单位 1 华中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报告 1511021020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2 唐明 

硕士学籍验证码 865324050779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511）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授予实用新型专利一项：一组入侵信息采集装置，专利号：ZL 2014 

0859208.4 

2. 受理申请专利：一组光纤入侵监测系统，申请号：201410842940.5 

3. 受理申请专利：一种分布式光纤曲率传感器，申请号：2015107566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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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王贺勇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新疆大学 姓名 1 徐金宝 

本科学历验证码 505343682598 单位 1 研究员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1075512012002844 职称 1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

化技术研究所 

硕士学校名称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

术研究所 
姓名 2 刘欢 

硕士学籍验证码 311214756828 单位 2 副教授 

  职称 2 华中科技大学 

英语水平 发表 SCI 期刊论文 备注 应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第一作者，Synthesis and optical properties of tetragonal 

CH3NH3PbIxBr3-x thin films. Materials Letters,161(2015)48-487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2895944_Synthesis_and_

optical_properties_of_tetragonal_CH3NH3PbIxBr3-x_thin_films 

2. Temperature-induced work function changes in Mn1.56Co0.96Ni0.48O4 

thin films. RSC Adv., 2015, 5, 67738–67741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pdf/2015/ra/c5ra11628g 

3. 受理申请专利一项，一种甲基氨基典化铋光伏薄膜的制备方法，申请号：

201510173613.X 

4. 授权发明专利一项，一种片层珠光氯氧化铋的制备方法，专利号：ZL 2013 

1 0095643.4 

5.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一项，一种中继式不间断电源，专利号：ZL 2013 2 

083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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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于婷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武汉科技大学 姓名 1 姜胜林 

本科学历验证码 416335480323 单位 1 华中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证书编号 1048842012003039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2 周文利 

硕士学历验证码 219860493209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证书编号 1048732015001688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533） 备注 往届硕士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Pyroelectric Energy Harvesting Devices based-on 

Pb[(MnxNb1-x)1/2(MnxSb1-x)1/2]y(ZrzTi1-z)1-yO3 Ceramics，Sensors 

and Actuators A Physical (Impact Factor: 1.9). 01/2015; 223. 

DOI: 10.1016/j.sna.2015.01.008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0912800_Pyroelectric_E

nergy_Harvesting_Devices_based-on_PbMnxNb1-x12MnxSb1-x12yZrzTi1-z

1-yO3_Ceram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