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申请考核制博士资格审核表 

1.    左文华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兰州大学 姓名 1 刘金平 

本科学历验证码 511488795277 单位 1 武汉理工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71462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师范大学 姓名 2 李园园 

硕士学位验证码 874385955648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1611671492 职称 2 副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519 资格审核 

总分 
91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Bismuth oxide: a versatile high-capacity electrode material for rechargeable 

aqueous metal-ion batteries，Energy Environ. Sci., 2016,9, 2881-2891 

链接：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6/EE/C6EE01871H#!divAbstrac

t 

2. Directly Grown Nanostructured Electrodes for High Volumetric Energy Density 

Binder-Free Hybrid Supercapacitors: A Case Study of CNTs//Li4Ti5O12  ，Scientific 

Reports 5, Article number: 7780 (2015) 

链接：http://www.nature.com/articles/srep07780 

3. Direct Growth of Bismuth Film as Anode for Aqueous Rechargeable Batteries in 

LiOH, NaOH and KOH Electrolytes，Nanomaterials 2015, 5(4), 1756-1765 

链接：http://www.mdpi.com/2079-4991/5/4/1756 

 

 

 



2. 廖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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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745586660 单位 1 华中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2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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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540 资格审核 

总分 
90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Simplex coded polarization optical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system，Optical Express, 已接收 

2. 一种面向 POTDR 背向散射光信号的实时去噪方法，发明专利受理号：

201610399045.X 

 

 

 

 

 

 

 

 



3. 胡昂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1 刘冬生 

本科学历验证码 807489100454 单位 1 华中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09897 职称 1 副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2 刘冬生 

硕士学历验证码 193638882502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1611609922 职称 2 副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514 资格审核 

总分 
85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第一作者. Low-phase-noise wideband VCO with optimised sub-nH 

inductor, ELECTRONICS LETTERS, Vol.51,No.15,2015 

链接：

http://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7163390/?arnumber=7163390 

 

 

 

 

 

 

 

 



4. 程龙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1 李祎 

本科学历验证码 470804843128 单位 1 华中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65578 职称 1 讲师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2 缪向水 

硕士学籍验证码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536 资格审核 

总分 
84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第二发明人 (导师为第一发明人).一种存储与计算阵列结构及其操作方

法，申请发明专利已受理，申请号：201610863551.X 

 

2. A memristor-based parallel processing architecture with scalable 

memory and computing capabilities，Scientific reports，已接收 

 

 

 

 

 

 

 



5. 徐祖应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1 刘德明 

本科学历验证码 197988401321 单位 1 华中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44557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2 唐明 

硕士学历验证码 796097677438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1611644552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482 资格审核 

总分 
84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Transmiss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Uncoupled Multicore Fiber 

Based on Linewidth Induced Crosstalk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2016, IEEE, 

链接：

http://icocn.cjlu.edu.cn/ICOCN'2016%20Technical%20Program.pdf  

2. 光纤在高压输电中的应用，电工技术，2017，第 5 期，已录用. 

 

 

 

 

 

 



6. 冯良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武汉大学 姓名 1 曾志革研究员 

本科学历验证码 177148291414 单位 1 中国科学院大学

（光电技术研究

所）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70340 职称 1 研究员 

硕士学校名称 中国科学院大学

（光电技术研究

所） 

姓名 2 秦应雄 

硕士学历验证码 239852902126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1611670364 职称 2 副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462 资格审核 

总分 
83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Phase retrieval hybrid algorithm for optical surface testing of the high 

dynamic range error，Proc. SPIE 9282，2014 

 链接：

http://proceedings.spiedigitallibrary.org/proceeding.aspx?articleid=1909767 

2. Optical surface measurement using phase retrieval hybrid algorithm based on 

diffraction angular spectrum theory，Proc. SPIE 8911,2013 

 链接：

http://www.spie.org/Publications/Proceedings/Paper/10.1117/12.2035185?start_

volume_number=8900 

 

 

 

 



7.    张亚琳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西南大学 姓名 1 康振辉 

本科学历验证码 091571884943 单位 1 苏州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64184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苏州大学 姓名 2 姜胜林 

硕士学籍验证码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雅思 6.0 资格审核 

总分 
83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Air activation by a metal-free photocatalyst for “totally-green”

hydrocarbon selective oxidation, Catal. Sci. Technol., 2016, 6, 7252.  

链接：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6/cy/c6cy01066k#!divAbs

tract 

2. One-step synthesis of chiral carbon quantum dots and their 

enantioselective recognition, RSC Adv., 2016, 6, 59956.  

链接：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6/ra/c6ra12420h#!divAbs

tract 

3. Ag3PW12O40/C3N4 nanocomposites as an efficient photocatalyst for hydrocarbon 

selective oxidation, RSC Adv., 2016, 6, 60394. 

链接：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6/ra/c6ra09235g#!divAbs

tract 

 



8.    周可籍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1 Wei Liu 

本科学历验证码 816477859185 单位 1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511099096 职称 1 Senior Lecturer 

硕士学校名称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姓名 2 刘德明 

硕士学历认证编号 教留服认英【2016】

15668 号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教留服认英【2016】

15668 号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IELTS 6.0 资格审核 

总分 
83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基于自适应天线实现信号的方向性筛选，信息通信，2016 年第 9 期 

链接：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fi

lename=HBYD201609045&dbname=CJFDTEMP&dbcode=CJFQ&pr=&urlid=&yx=&v

=MDIwOTR6a1ZMdk9MUy9TYXJHNEg5Zk1wbzlCWVl 

2. 低成本非双工可见光通信系统研究及应用，光通信研究，已录用 

 

 

 

 

 



9.    蓝学楷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武汉理工大学 姓名 1 雷文 

本科学历验证码 259311461476 单位 1 华中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48084 职称 1 副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2 雷文 

硕士学籍验证码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副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443 资格审核 

总分 
82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Phase transition and low-temperature sintering of Zn(Mn1-xAlx)2O4 ceramics 

for LTCC applications，Ceramics International，Volume 42, Issue 15, 15 November 

2016, Pages 17731–17735 

链接：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72884216314079 

2. Novel high Curie temperature Ba2ZnSi2O7 ferroelectrics with low-permittivity 

microwave dielectric properties, Ceramics International 42(14)  2016 

链接：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5077707_Novel_high_Curie_temperat

ure_Ba2ZnSi2O7_ferroelectrics_with_low-permittivity_microwave_dielectric_pro

perties  

 

 

 

 



10.  宋兴娟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济南大学 姓名 1 张东明 

本科学历验证码 843497814859 单位 1 武汉理工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28060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武汉理工大学 姓名 2 徐静平 

硕士学历验证码 078461779919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1611628009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518 资格审核 

总分 
81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Bimetallic Ag–Ni/C particles as cathode catalyst in AFCs (alkaline fuel 

cells)，Energy，Vol 70, 1 June 2014, Pages 223–230 

链接：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60544214003806 

2. 第一作者. W-Mo-Nb 增强型耐磨药芯焊丝的研究，热加工工艺，2016 年第 7期 

链接：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2&CurRec=2&filename=SJGY

201607069&dbname=CJFDLAST2016&dbcode=CJFQ&pr=&urlid=&yx=&v=MjY1NjBGckNVUkx5Z

VplZ， 

3. Ag-Co/C 催化剂催化 PEMFC 中氧还原性能的研究,化学工程与装备，2016 年第 3期 

链接：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2&CurRec=1&filename=FJHG

201603004&dbname=CJFDLAST2016&dbcode=CJFQ&pr=&urlid=&yx=&v=MDU3MTBmTXJJOUZZS

VI4ZVgxTHV4WVM3RGgxVDNxVHJXTTFGckNVUkx5ZVplZHFGQ3ZuVTc3UEl5ZkRhYkc0SDk= 

 

 



11.  李林凯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南京农业大学 姓名 1 蹇兴亮 

本科学历验证码 395837210779 单位 1 南京农业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13342 职称 1 副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南京农业大学 姓名 2 童乔凌 

硕士学籍验证码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副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428 资格审核 

总分 
79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电磁涡流无损探伤中探头位置检测装置，仪表技术与传感器，2015，No.1

链接：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YBJS201501012.htm 

2.一种低成本 AGC 电路研制，机械与电子，2014（1） 

链接：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XYD201401017.htm 

 

 

 

 

 

 

 

 



12.  王伟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武汉理工大学 姓名 1 刘晓东 

本科学历验证编号 8224518 单位 1 华中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65833 职称 1 副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2 朱晓 

硕士学历认证编号 8224517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1611665851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合格 资格审核 

总分 
78 

学术成果及链接： 

1.基于多级误差扩散的多灰度图像激光雕刻算法研究，应用激光，2006，

Vol.26, No.1 

链接：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6&CurRec=1&fi

lename=YYJG200601004&dbname=CJFD2006&dbcode=CJFQ&pr=&urlid=&yx=&u

id=WEEvREcwSlJHSldRa1FhcEE0 

2. Laser Drilling with High Peak power Combined with Big Pulse Energy, 

Advanced Solid State Lasers,OSA 2014 

链接：

https://www.osapublishing.org/abstract.cfm?uri=assl-2014-ATh2A.54

&origin=search 

 



13.  李家普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哈尔滨理工大学 姓名 1 张悦 

本科学历验证码 467264799991 单位 1 华中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29158 职称 1 副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2 朱本鹏 

硕士学籍验证码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SCI 论文 资格审核 

总分 
74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Synthesis of cylindrically-concaved PMN–PT thick films by pad 

printing process，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Volume 695, 25 

February 2017, Pages 859–862 

链接：

http://ac.els-cdn.com/S0925838816332728/1-s2.0-S0925838816332728-

main.pdf?_tid=c332fc04-cc18-11e6-99b4-00000aacb35d&acdnat=1482831

920_2beaefa1cd55484a2ea12d74f5cf4a02 

 

 

 

 

 



14.  王飞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郑州大学 姓名 1 曾群 

本科学历验证码 977327571978 单位 1 华南师范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28438 职称 1 副研究员 

硕士学校名称 华南师范大学 姓名 2 吕文中 

硕士学籍验证码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467 资格审核 

总分 
74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EU3+掺杂 5LiO-1Nb2O5-5TiO2 发光陶瓷的制备及性能研究,发光学报，已

录用 

2. 透明陶瓷材料的实验教学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 年 7 月 

链接：

http://journal.scnu.edu.cn:8080/jwk_xbzrb/CN/article/showByInYear

List.do?flag=2&time=6&pager=1&keyword2=曾群# 

3. 一种发红光的锂铌钛介质陶瓷粉体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专利受理号：

201610818244.X 

 

 

 

 



15.  王进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湖北大学 姓名 1 魏正军 

本科学历验证码 382709780275 单位 1 华南师范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职称 1 副研究员 

硕士学校名称 华南师范大学 姓名 2 刘德明 

硕士学历验证码 504383017318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435 资格审核 

总分 
74 

学术成果及链接： 

1.数字平均对红外单光子探测器中温度控制系统信噪改善比的影响,物理学

报,2013,Vol.62 

链接：http://wulixb.iphy.ac.cn/CN/Y2013/V62/I1/014203 

2.一种窄线宽光纤激光器封装装置，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号：CN 

20537708 U 

 

 

 

 

 

 

 



16.  黎建刚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湖北大学 姓名 1 杨永刚 

本科学历验证码 359914528848 单位 1 苏州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568307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苏州大学 姓名 2 王春栋 

硕士学籍验证码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副教授 

英语水平 SCI 论文 资格审核 

总分 
72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Synthesis of in-situ high nitrogen-doped helical carbonaceous 

nanofibers toward high-performance lithium-ion batteries, 

Materials Letters(2016)， 

链接：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7577X1631563

4 

 

 

 

 

 

 



17.  张玉敬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信阳师范学院 姓名 1 陈世建 

本科学历验证码 696329463525 单位 1 重庆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44414 职称 1 研究员 

硕士学校名称 重庆大学 姓名 2 刘欢 

硕士学籍验证码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副教授 

英语水平 SCI 论文 资格审核 

总分 
72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第一作者. The α-Fe2O3/g-C3N4 heterostructural nanocomposites with 

enhanced ethanol gas sensing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Volume 685, 15 November 2016, Pages 84–90  

链接：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583881631569

9 

 

 

 

 

 

 



18.  古瑞琴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郑州大学 姓名 1 王乃荣 

本科学历验证码 515291197617 单位 1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31231 职称 1 郑州大学 

硕士学校名称 郑州大学 姓名 2 刘欢 

硕士学历验证码 220780205084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1611627334 职称 2 副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合格 资格审核 

总分 
71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全固态电化学 VOCs 传感器，郑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证书号：

2016-J-35-R02/10 

2. 一种电化学甲醛传刚器壳体，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 2015 2 

0451675.8 

3. 一种电化学甲醛传感器，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 2015 2 0452532.9

 

 

 

 

 

 

 



19.  李文儒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济南大学 姓名 1 徐红燕 

本科学历验证码 336165802846 单位 1 济南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69895 职称 1 副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济南大学 姓名 2 王庆 

硕士学籍验证码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470 资格审核 

总分 
71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High-sensitivity,high-selectivity,and fast-recovery-speed 

triethylamine sensor based on ZnO micropyramids prepared by molten 

salt growth method,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accepted. 

链接：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583881633863

4 

 

 

 

 

 

 



20.  李寅瑞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1 龚荣洲 

本科学历验证码 595117430108 单位 1 教授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39380 职称 1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2 王鲜 

硕士学历验证码 106988884968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1611634995 职称 2 副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471 资格审核 

总分 
71 

学术成果及链接： 

1.水热法一步合成 VO2粉末及其围观形貌调控，材料导报，已接收 

 

 

 

 

 

 

 

 

 

 

 



21.  单贝贝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济南大学 姓名 1 武卫兵 

本科学历验证码 140860995120 单位 1 济南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48790 职称 1 副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济南大学 姓名 2 张光祖 

硕士学籍验证码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副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495 资格审核 

总分 
70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Elecrodeposition of wurtzite CdTe and the potential dependence of 

the phase structure, Materials Letters 166(2016)85-88 

链接：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7577X1531013

2 

2. Resitstive switching behavior of Sb2S3 thin film prepared by 

chemical bath deposition, Materials science in Semiconductor 

Processing 44 (2016)18-22 

链接：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36980011530290

0 

 



22.  王楠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洛阳师范学院 姓名 1 周焕福 

本科学历验证码 955658574702 单位 1 桂林理工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5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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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447 资格审核 

总分 
70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Microwave dielectric properties and compatibility with silver 

electrode of novel low-fired Ba4CuTi11O27 ceramic, Ceramics 

International 42(2016)15855-15860  

链接：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85c007a46dd1d16ad7107e

744fe35bef%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

vurl=http%3A%2F%2Fwww.sciencedirect.com%2Fscience%2Farticle%2Fpii

%2FS027288421631121X&ie=utf-8&sc_us=2645733606438670818 

2. Enhanced sinterability and Microwave Dielectric Performance of 

(1-X)ZnAl2O4 -xLi4/3Ti5/3O4 Ceramics,Journal of ELECTRONIC 

MATERIALS,Vol.45, No.6, 2016  

链接：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9f955365b874bebdddffb5

74f6e88c1a%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

vurl=http%3A%2F%2Flink.springer.com%2Farticle%2F10.1007%2Fs11664-

016-4437-1&ie=utf-8&sc_us=9487588115623093679 

3. Processing of low-fired glass-free Li2MgTi3O8 microwave dirlectric 

ceramics,Journal of Alloys Compounds 688(2016)8-13  

链接：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541f6e9a96a517aa636ad4

5360ffac2d%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

vurl=http%3A%2F%2Fwww.sciencedirect.com%2Fscience%2Farticle%2Fpii

%2FS0925838816322496&ie=utf-8&sc_us=16854073362430613662 

4. Glass-free Li2ZnTi3O8 low temperature cofired ceramics by 

pretreating raw materials, J.Mater Sci:Mater Electron (2016) 

27:11850-11855  

链接：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b118aa05c73a7de350abd6

90cf456e40%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

vurl=http%3A%2F%2Flink.springer.com%2Farticle%2F10.1007%2Fs10854-

016-5327-2&ie=utf-8&sc_us=3971133633793222741 

 

 

 



23.  陈立明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内蒙古科技大学 姓名 1 郝喜红 

本科学历验证码 246264066180 单位 1 内蒙古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43934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内蒙古科技大学 姓名 2 姜胜林 

硕士学籍验证码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SCI 论文 资 格 审

核总分 
69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Energy-storage performance of PbO-B2O3-SiO2 added 

(Pb0.92Bs0.05La0.02)(Zr0.68Sn0.27Ti0.05)O3 antiferroelectric ceramics 

prepared by microwave sintering method. J.Mater Sci:Mater 

Electron(2016)27:4534-4540 

链接：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854-016-4328-5 

2. Electrical properties and energy-storage performance 
of(Pb0.92Bs0.05La0.02)(Zr0.68Sn0.27Ti0.05)O3 antiferroelectric thick 

films prepared by tape-casing method. Ceramics International 

42(2016) 12537-12542 

链接：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728842

16307076 

 

 

 

 

 



24.  唐楠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四川大学 姓名 1 李卫 

本科学历验证码 480471455878 单位 1 四川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75681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四川大学 姓名 2 曾祥斌 

硕士学籍验证码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437 资格审核 

总分 
69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An approach to ZnTe:O internaediate-band photovoltaic materials,

Vaccum，已接收 

 

 

 

 

 

 

 

 

 

 



25.  徐冰冰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江苏大学 姓名 1 阎占元 

本科学历验证码 672713165289 单位 1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68732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北电力大学 姓名 2 游龙 

硕士学籍验证码 应届硕士 单位 2 教授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华中科技大学 

英语水平 SCI 论文 资格审核

总分 
69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mesoscopic open electron 

resonator,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Theoretical 

Nanoscience,Vol.12,2015  

链接：

http://www.ingentaconnect.com/contentone/asp/jctn/2016/00000013/0

0000005/art00114 

 

 

 

 

 

 



26.  蒲诗睿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乐山师范学院 姓名 1 罗文博 

本科学历验证码 652777801056 单位 1 电子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32983 职称 1 副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电子科技大学 姓名 2 张道礼 

硕士学籍验证码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454 资格审核

总分 
68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一种基于压电微泵的嵌入式制冷器件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专利受理号：

201610439019.5 

2. A numerical study of diamond heat spreader and thinning substrate 

on cooling effects of GaN HEMT devices,2016 3
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terials Science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已录

用 

3. Simulations of diamond heat spreader for the thermal management 

of GaN HEMT,第四届材料、机械与制造工程国际学术会议，已录用 

 

 

 

 



27.  王雪峰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广西大学 姓名 1 唐明 

本科学历验证码 8165836 单位 1 华中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4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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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426 资 格 审

核总分 
68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Multiplexed polarization-OTDR system with high DOP and ability of 

multi-event detection,Applided Optics,已接收 

 

 

 

 

 

 

 

 

 

 



28.  万经树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湖北工程学院 姓名 1 王浩 

本科学历验证码 478528394702 单位 1 湖北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59958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湖北大学 姓名 2 孙华军 

硕士学籍验证码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副教授 

英语水平 SCI 论文 资格审核

总分 
63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Hydrothermal Etching Treatment to Rutile TiO2Nanorod Arrays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dS-Sensitized TiO2 Solar Cells, 

Nanoscale Research Letters, 2016,10  

链接：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186/s11671-016-1236-9 

 

 

 

 

 

 

 

 



29.  郑宇君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四川师范大学 姓名 1 吴新涛 

本科学历验证码 595904399657 单位 1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

质结构研究所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36609 职称 1 研究员 

硕士学校名称 中国科学院大学 姓名 2 张光祖 

硕士学籍验证码 应届硕士 单位 2 副教授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华中科技大学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432 资 格 审

核总分 
61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第三作者. AX
II

4X
III

5Te12(A=Rb,Cs;X
II
=Mn,Zn,Cd;X

III
=Ga,In): quaternary 

semiconducting tellurides with very low thermal conductivities, 

Dalton trans.,2016,45,17606-17309  

链接：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26c3eb7faf0b13656d516b

39309441b8%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

vurl=http%3A%2F%2Fpubs.rsc.org%2Fen%2Fcontent%2Farticlepdf%2F2016

%2Fdt%2Fc6dt03630a&ie=utf-8&sc_us=11327328215673687788 

 

 

 



30.  黄震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姓名 1 张道礼 

本科学历验证码 964770032300 单位 1 华中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68765 职称 1 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姓名 2 张建兵 

硕士学历验证码 115406352212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1611669895 职称 2 副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442 资 格 审

核总分 
59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Low cost and large scale synthesis of PbS quantum dots, 

CrystEngComm, 已接收 

 

 

 

 

 

 

 

 

 

 



31.  潘玉茜 

 

报名资格 推荐人 

本科学校名称 武汉科技大学 姓名 1 游海龙 

本科学历验证码 627629913351 单位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认证编号 1611645674 职称 1 副教授 

硕士学校名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姓名 2 刘政林 

硕士学籍验证码 应届硕士 单位 2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认证编号 应届硕士 职称 2 教授 

英语水平 英语六级 455 资 格 审

核总分 
59 

学术成果及链接： 

1. Synopsys 国际微电子奥林匹亚竞赛中国区赛事第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