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学术快报是图书馆为了教师的专业教学和科研提供的学科服务

内容之一。学术快报分为专业知识（学科热点、高产作者、学科发展

趋势、经典文献）、课题申报、职业资格类考试提醒、专业会议资讯

四大模块。

本期学术快报是机电学院专辑，根据 CNKI 提供的学科分类结合

我院机电学院专业设置，将学科分为 6类：1.机电一体化；2.工业机

器人；3.船舶工程技术；4.电气自动化技术；5.汽车检测与维修；6.数

控技术。

关于学术快报方面的建议可以直接联系我们，我们将依据您的建

议对学术快报进行更好地修改，从而为大家提供更好地学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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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机电学院专业知识

一．机电一体化

1. 学科热点

从 CNKI 抽取机械工业专辑，选取 SCI、EI、CSSCI、CSCD及核心期刊，限

定 2019 年至 2020 年的论文，总量 2498 篇，删去研究、意义、试验等无意义的

关键词，归集有限元、有限元法、有限元方法、有限元分析、仿真、仿真分析等

相似关键词，根据词频排序如下。

图 1机电一体化热点词频统计

从图 1可以看出与上一年度相比，词频上升较高的是“振动信号”，“振动

信号”是指对某一振动系统所包含全部频率分量的度量。“力学性能”一般是指

材料的力学性能，材料的力学性能是指材料在不同环境（温度、介质、湿度）下，

承受各种外加载荷（拉伸、压缩、弯曲、扭转、冲击、交变应力等）时所表现出

的力学特征，一般来说金属的力学性能分为十种：脆性、强度、塑性、硬度、韧

性、疲劳强度、弹性、延展性、刚性、屈服点或屈服应力。“有限元分析”(FEA，

Finite Element Analysis)利用数学近似的方法对真实物理系统(几何和载荷工况)进

行模拟。还利用简单而又相互作用的元素，即单元，就可以用有限数量的未知量

去逼近无限未知量的真实系统。有限元分析是用较简单的问题代替复杂问题后再

求解。它将求解域看成是由许多称为有限元的小的互连子域组成，对每一单元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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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个合适的(较简单的)近似解，然后推导求解这个域总的满足条件(如结构的平

衡条件)，从而得到问题的解。“显微组织”（microstructure）将用适当方法（如

侵蚀）处理后的金属试样的磨面或其复型或用适当方法制成的薄膜置于光学显微

镜或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组织。“齿轮箱”在风力发电机组中的应用很广泛，

在风力发电机组当中就经常用到，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机械部件，齿轮箱其主要功

用是将风轮在风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动力传递给发电机并使其得到相应的转速。通

常风轮的转速很低，远达不到发电机发电所要求的转速，必须通过齿轮箱齿轮副

的增速作用来实现，故也将齿轮箱称之为增速箱。“液压缸”是将液压能转变为

机械能的、做直线往复运动(或摆动运动)的液压执行元件。它结构简单、工作可

靠。用它来实现往复运动时，可免去减速装置，并且没有传动间隙，运动平稳，

因此在各种机械的液压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液压缸输出力和活塞有效面积及其

两边的压差成正比;液压缸基本上由缸筒和缸盖、活塞和活塞杆、密封装置、缓

冲装置与排气装置组成。“固有频率”，物体做自由振动时，其位移随时间按正

弦规律变化，又称为简谐振动。简谐振动的振幅及初相位与振动的初始条件有关，

振动的周期或频率与初始条件无关，而与系统的固有特性有关，称为固有频率或

者固有周期。摩擦因数是物体在运动时所受摩擦力和对接触面压力的比值,它与

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成正比。

2. 高产作者

从 CNKI 抽取机械工业专辑，来源类别选取全部期刊，根据作者发文量获得

高产作者，如下图：

图 2.高产作者比例图

https://baike.so.com/doc/3632606-38185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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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发展趋势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机电一体化”，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下图记录了

2010~2020 年的各类型学术发展趋势曲线，由下图可以看出图书、期刊、学位论

文、会议论文、专利、标准、报纸、科技成果均有提升，其中期刊呈现快速大量

地增长趋势。

图 3.机电一体化学科发展趋势

4.经典文献

从 CNKI 抽取机械工业专辑，来源类别选取全部期刊，根据论文下载量按降

序排序获得经典文献。具体文献如下：

1.题名：高压油管长度对柱塞泵结构强度的影响

作者：张海磊，王强，冯耀楠

出处：机床与液压，2019，

下载量：5477

摘要：单体泵是现代汽车工业实现清洁燃烧的一项重要技术,由柱塞泵高压油管

以及喷油器构成。柱塞泵为单体泵液压件,其结构精密紧凑,工作压力高,且能保持

工作高效率,因此分析高压油管长度对其强度影响很重要。采用有限元软件 ICEM

CFD对有限元模型进行预处理,用CFX对匹配不同高压油管长度流体域进行分析

计算,获得泵油过程中油压分布。用ANSYS 软件对不同方案进行静力学分析,得到

每个方案的应力分布及满足结构强度条件下最佳的高压油管长度。根据这种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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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分析为柱塞泵的设计和优化提供指导和参考。

2.题名：企业偿债能力分析及方法改进——以 A公司为例

作者：李亚男，谢涛

出处：中国集体经济，2019

下载量：5149

摘要：偿债能力分析作为企业财务内部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企业财务的

管理水平和经营状况,目前通用的偿债能力分析方法很难完全分析企业的偿债能

力,其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应扩充偿债能力分析中应用的指标,完善偿债

能力分析的过程。文章通过对于 A公司 2016～2017 年的偿债能力进行分析,判断

企业的偿债能力,在给出改进意见的基础上,提供了偿债能力分析方法的完善办

法。

3.题名：智能制造及其关键技术研究现状与趋势综述

作者：张映锋，张党，任杉

出处：机械科学与技术，2018

下载量：2905

摘要：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迅猛发展及其在制造领域的融合不断促使各

先进制造国家积极探索智能制造的发展战略,以实现全制造流程与全生命周期数

据的互联互通、业务的协同联动及决策的动态优化,最终达到制造系统的智能化、

协同化、透明化、绿色化。为更全面地理解智能制造的内涵、现状与趋势,本文

详细介绍了智能制造的历史与起源、制造模式的发展与演化,分析了国内外典型

智能制造战略的内涵与特点,并从中抽取了若干影响智能制造有效实施的关键使

能技术。最后,结合团队在智能制造领域近年来的研究基础,分析和讨论了智能制

造未来的发展趋势。

4.题名：基于机器学习的设备剩余寿命预测方法综述

作者：裴洪，胡昌华，司小胜，张建勋，庞哲楠，张鹏

出处：机械工程学报，2019

下载量：2648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工艺的进步,当代设备日益朝着大型化、复杂

化、自动化以及智能化方向发展。为保障设备安全性与可靠性,剩余寿命

(Remaining useful life,RUL)预测技术受到了普遍关注,同时得到了广泛应用。传统的

统计数据驱动方法受模型的选择影响明显,而机器学习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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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无需确切的物理模型和专家先验知识,因而机器学习在剩余寿命预测领域表

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鉴于此,详细分析和阐述了基于机器学习的设备剩余寿

命预测方法。根据机器学习模型结构的深度,将其分为基于浅层机器学习的方法

和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同时疏理了每类方法的发展分支与研究现状,并且总结

了相应的优势和缺点,最后探讨了基于机器学习的剩余寿命预测方法的未来研究

方向。

5.题名：大数据下机械装备故障的深度迁移诊断方法

作者：雷亚国，杨彬，杜兆钧，吕娜

出处：机械工程学报，2019

下载量:1996

摘要：机械故障智能诊断是大数据驱动下保障装备安全运行的重要手段。为准确

识别装备的健康状态,智能诊断需要依靠充足的可用监测数据训练智能诊断模型。

而在工程实际中,机械装备的可用数据稀缺,导致训练的智能诊断模型对装备健康

状态的识别精度低,制约了机械故障智能诊断的工程应用。鉴于实验室环境中获

取的装备可用数据充足,即数据的典型故障信息丰富、健康标记信息充足,且此类

数据与工程实际装备的监测数据间存在相关的故障信息,提出机械装备故障的深

度迁移诊断方法,将实验室环境中积累的故障诊断知识迁移应用于工程实际装备。

首先构建领域共享的深度残差网络,从源自不同机械装备的监测数据中提取迁移

故障特征;然后在深度残差网络的训练过程中施加领域适配正则项约束,形成深度

迁移诊断模型。通过实验室滚动轴承与机车轴承的迁移诊断试验对提出方法进行

验证,试验结果表明:提出方法能够运用实验室滚动轴承的故障诊断知识,识别出

机车轴承的健康状态。

6.题名:我国装备制造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及贸易效率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国

家的实证研究

作者：李晓钟，吕培培

出处：国际贸易问题，2019

下载量：1866

摘要：本文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选取了 2007—2015 年 6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对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装备制造产品出口的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进行

分析。研究表明,伙伴国的人口规模、人均GDP、双边距离对我国装备制造产品

出口贸易规模影响显著;我国装备制造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整体上在逐年提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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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贸易效率低于 0. 5,且细分行业的贸易效率水平参差不齐,不同区域的贸易效

率也存在差异。实证分析还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升、

贸易运输基础设施的完善对出口贸易效率提升有积极作用,论文最后探讨了推进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贸易规模和提升贸易效率的建议。

7.题名：基于凸轮驱动的高压柱塞泵问题研究

作者：刘海波

出处：内燃机与配件，2019

下载量：1647

摘要：由于凸轮机构具有结构简单、运动平稳的特点,在高压柱塞水泵中得到了

广泛应用。本文通过对凸轮曲线廓形进行介绍,运用三维建模软件对高压柱塞泵

的模型进行创建,得出其刚柔耦合模型,对得到的模型进行参数设定、模型验证,并

对验证正确的模型进行仿真模拟分析,得出了影响高压柱塞泵的因素。为高压柱

塞水泵的后续改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指导与理论参考。

8.题名：探析本量利分析法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以X企业为例

作者：程钰，赵怡晴

出处：中外企业家，2019

下载量：1458

摘要：管理会计服务于决策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对成本、业务量和利润之间的内在

规律进行系统的分析,即本量利分析法。这一管理工具,用来研究价格、业务量、

变动成本、固定成本等相关因素,据以分析企业如何进行产品结构调整、进行相

关决策,并实现盈亏平衡、实现目标利润最大化。本文应用本量利分析法对 X教

学设备制造企业进行应用分析,据以评价经营成果,衡量经营水平。

9.题名：基于经验模态分解和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行星齿轮箱故障诊断方法

作者：胡茑庆，陈徽鹏，程哲，张伦，张宇

出处：机械工程学报，2019

下载量：1398

摘要：行星齿轮箱振动信号具有非平稳特性,需要一定的先验知识和诊断专业知

识设计和解释特征从而实现故障诊断。为了实现行星齿轮箱的智能诊断,提出一

种基于经验模态分解(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MD)和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DCNN)的智能故障诊断方法。首先对振动信号

进行经验模态分解得到内禀模式函数(Intrinsic mode function, IMF);然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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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NN融合特征信息明显的 IMF 分量,并自动提取特征;最后,将特征用于分类器

分类识别,从而实现行星齿轮箱故障诊断的自动化。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准确、

有效地对行星齿轮箱的工作状态和故障类型进行分类。

10.题名：金属增材制造技术的关键因素及发展方向

作者：李昂，刘雪峰，俞波，尹宝强

出处：工程科学学报，2019

下载量：1336

摘要：金属增材制造技术是一种短流程、近终形的新型材料成形技术.在金属增

材制造技术中，设备是载体，材料是关键，工艺是基础，三者是影响金属增材制

造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金属增材制造技术的特点进行

总结，分析了设备、材料和工艺之间的关系以及三者在金属增材制造技术中的重

要作用；综述了金属增材制造设备的原料供给系统、成形系统和控制系统的研究

现状；总结了金属增材制造材料中钛合金、镍合金、铝合金和钢铁材料的典型组

织特点和力学性能；论述了金属增材制造工艺参数对残余应力、孔洞、精度和组

织的影响；指出了目前金属增材制造技术在设备方面存在设备成本高、产品成形

尺寸受限、成形效率低等问题，在材料方面存在生产成本高、适用性差等问题,

在工艺方面存在参数匹配困难、热积累严重等问题；从降低设备和材料成本、扩

大产品成形尺寸范围、提高产品精度和成形效率、拓展材料种类和适用范围、减

少工艺参数匹配难度、提升产品质量及综合性能、开发金属增材制造新技术方面

展望了金属增材制造技术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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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机器人

1.学科热点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工业机器人”，限定 2019 年至 2020 年的论文，在可视

化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工

业机器人”关联的热门词汇是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机器人、机器视觉、人工

智能。

图 1工业机器人专业学科热点

“工业机器人”是面向工业领域的多关节机械手或多自由度的机器装置，它

能自动执行工作，是靠自身动力和控制能力来实现各种功能的一种机器。它可以

接受人类指挥，也可以按照预先编排的程序运行，现代的工业机器人还可以根据

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的原则纲领行动。“移动机器人” (Robot)是自动执行工作的

机器装置。它既可以接受人类指挥，又可以运行预先编排的程序，也可以根据以

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的原则纲领行动。它的任务是协助或取代人类工作的工作，例

如生产业、建筑业，或是危险的工作。“路径规划”是指，在具有障碍物的环境

中，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寻找一条从起始状态到目标状态的无碰撞路径。本算

法中路径规划采用了基于知识的遗传算法，它包含了自然选择和进化的思想，具

有很强鲁棒性。“人工智能”（英语：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 AI）亦称智

https://baike.so.com/doc/5374986-56110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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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机器智能，指由人制造出来的机器所表现出来的智能。通常人工智能是指通

过普通计算机程序来呈现人类智能的技术。该词也指出研究这样的智能系统是否

能够实现，以及如何实现。人工智能于一般教材中的定义领域是“智能主体

（intelligent agent）的研究与设计”，智能主体指一个可以观察周遭环境并作出

行动以达致目标的系统。

2.高产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工业机器人”，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

者，获得工业机器人专业领域中的高产作者：管贻生、郭倩、王妍、王涛、刘婷。

高产作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下图：

图 2.工业机器人专业高产作者

3.热门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工业机器人”，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

构排名，获得最热机构为河北工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合肥

工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研究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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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工业机器人专业热门研究机构

4.学科发展趋势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工业机器人”，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下图记录了

2010~2020 年的各类型学术发展趋势曲线，由下图可以看出图书、期刊、学位论

文、会议论文、专利、报纸、科技成果都呈弧形变化。

图 4.工业机器人专业学科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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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船舶工程技术

1.学科热点

从 CNKI 抽取船舶工业专辑，选取 EI、SCI、CSSCI、CSCD及核心期刊，限

定 2019 年至 2020 年的论文，总量 1360 篇，删去船舶、潜艇、舰船、控制等无

意义的关键词，合并有限元分析和有限元根据词频排序如下：

图 1. 船舶工程技术热点词频统计

与上一年度相比，词频上升较高的是“AUV”，“AUV”自主式水下航行

体，是一种综合了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计算技术的任务控制器，集成了深潜器、

传感器、环境效应、计算机软件、能量储存、转换与推进、新材料与新工艺、以

及水下智能武器等高科技，军事上用于反潜战、水雷战、侦察与监视和后勤支援

等领域。“传感器”(英文名称:transducer/sensor)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

量的信息，并能将感受到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

信息输出，以满足信息的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记录和控制等要求。“AIS”

系统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utomaticIdentificationSystem)的简称，由岸基(基站)设

施和船载设备共同组成，是一种新型的集网络技术、现代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

电子信息显示技术为一体的数字助航系统和设备。“水下航行器”是一种航行于

水下的航行体，包括载人水下航行器和无人水下航行器，它能够完成水下勘探、

侦测甚至是军事上的进攻防守等任务。“数值计算” 指有效使用数字计算机求

数学问题近似解的方法与过程，以及由相关理论构成的学科。数值计算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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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计算机更好的解决各种数学问题，包括连续系统离散化和离散形方程的

求解，并考虑误差、收敛性和稳定性等问题。“大数据”(big data,mega data)或称

巨量资料，指的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力和流程优化能

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 在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及肯尼

斯·库克耶编写的《大数据时代》中大数据指不用随机分析法(抽样调查)这样的

捷径，而采用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固有频率”也称为自然频率( natural

frequency)。物体做自由振动时，其位移随时间按正弦或余弦规律变化，振动的频

率与初始条件无关，而仅与系统的固有特性有关(如质量、形状、材质等)，称为

固有频率，其对应周期称为固有周期。

2.高产作者

从 CNKI 抽取船舶工业专辑，来源类别选取全部期刊，根据作者发文量获得

高产作者，如下图：

图 2.高产作者比例图

3.学科发展趋势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船舶工程技术”，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下图记录了

2010~2020 年的各类型学术发展趋势曲线，由下图可以看出图书、期刊、学位论

文、会议论文、专利、标准、报纸、科技成果稳步发展，其中期刊呈现快速大量

地增长趋势。

https://baike.so.com/doc/7542601-7816694.html
https://baike.so.com/doc/3632606-38185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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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船舶工程技术学科发展趋势

4.经典文献

从 CNKI 抽取船舶工业专辑，来源类别选取全部期刊，根据论文下载量按降

序排序获得经典文献。具体文献如下：

1.题名：基于Darknet 网络和 YOLOv3 算法的船舶跟踪识别

作者：刘博，王胜正，赵建森，李明峰

出处：计算机应用，2019

下载量：1332

摘要：针对我国沿海与内陆水域区域视频监控处理存在实际利用率低、误差率大、

无识别能力、需人工参与等问题,提出基于 Darknet 网络模型结合 YOLOv3 算法

的船舶跟踪识别方法实现船舶的跟踪并实时检测识别船舶类型,解决了重要监测

水域船舶跟踪与识别问题。该方法提出的 Darknet 网络引入了残差网络的思想,

采用跨层跳跃连接方式以增加网络深度,构建船舶深度特征矩阵提取高级船舶特

征进行组合学习,得到船舶特征图。在此基础上,引入 YOLOv3 算法实现基于图像

的全局信息进行目标预测,将目标区域预测和目标类别预测整合于单个神经网络

模型中。加入惩罚机制来提高帧序列间的船舶特征差异。通过逻辑回归层作二分

类预测,实现在准确率较高的情况下快速进行目标跟踪与识别。实验结果表明,提

出的算法在30 frame/s的情况下,平均识别精度达到89.5%,与传统以及深度学习算

法相比,不仅具有更好的实时性、准确性,对各种环境变化具有较好的鲁棒性,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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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识别多种船舶的类型及其重要部位。

2.题名：中小民营企业存货管理问题及对策探讨——以 YF船舶设备公司为例

作者：杜潇丹

出处：中国商论，2019

下载量：1141

摘要：存货的表现是相关物资,实质是企业流动资产,包括企业不同形态、状态的

物资。对存货管理的认识,要提升到一定的认知层次;也就是说,它将和民营企业的

发展紧密相连。由于目前的民营企业的内部管理达到了一定的管理水准,内部管

理也日臻完善起来,存货管理部门逐渐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新兴部门。其良好的

存货管理不仅对民营企业收益最大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民营企业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也极为关键,因此当前要努力提高民营企业存货管理水平,以促进民营

企业长远的发展。本文结合本公司服务的 YF船舶设备公司的真实案例,深入探讨

目前民营企业存货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及问题的原因分析,并列举了一系列民营

企业存货管理问题的改善对策。

3.题目：无人船发展现状及其关键技术综述

作者：陈映彬

出处：科学技术创新，2019

下载量：1033

摘要：随着通信技术、传感器以及人工智能等的迅速发展,无人船已进入快速发

展阶段。本文阐述了无人船发展背景,介绍了当今国内外无人船发展现状以及无

人船环境感知与目标识别、数据计算与航线规划、运动控制与集群智能等方面的

关键技术。

4.题目：智能无人水下航行器水下回收对接技术综述

作者：孙叶义，武皓微，李晔，姜言清，周子烨

出处：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2019

下载量：796

摘要：针对目前水面母船回收智能无人水下航行器存在的受环境影响大、隐蔽性

差、成本高、自动化程度低等不足,AUV水下自主回收对接日益成为研究热点。

水下对接可以完成AUV能源补给、数据下载/上传、设备检修等操作,实现 AUV

水下不间断隐蔽作业,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文结合AUV水下回收对接的特点,

归纳了水下对接的优势和困难,分类总结了水下对接的关键技术,包括导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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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载方式、对接装置形式、安全性分析等。综述了近年来各国在AUV水下对接

领域的研究成果,并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5.题目：优质资产的上市路径分析——st 舜天债务重组案例分析

作者：林银，袁明海，张羽，王军

出处：中国商论，2019

下载量：773

摘要：本文通过债务重组相关理论使得破产企业舜天船舶出现重组前后财务数据

两重天的局面。舜天船舶巧妙利用资产清偿与债转股结合实现 100%的清偿率,使

公司扭亏为盈;再通过优质资产注入开展主业造血促使公司长期发展。

6.题目：自主水下航行器导航方法综述

作者：黄玉龙，张勇刚，赵玉新

出处：水下无人系统学报，2019

下载量：752

摘要：自主水下航行器(AUV)水下导航技术的准确性是在水下开展搜索、探测及

反潜等任务的有力保障。现有 AUV 的导航方法大多以捷联惯性导航系统(SINS)

为主,以水声测速与定位技术、地球物理导航技术及协同导航技术为辅。基于此,

文中回顾了国内外近年来 AUV水下导航技术最新的研究进展;简述了 AUV各种

水下导航技术的基本原理,并指出了各种方法的适用条件及优缺点;分析了 AUV

水下导航方法存在的技术难点,并给出了相对应的解决思路。同时对未来的AUV

水下导航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7.题目：船舶柴油机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技术综述

作者：柯赟，宋恩哲，姚崇，董全

出处：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2019

下载量：713

摘要：为解决船舶柴油机传统维修和计划维修的缺陷,对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技

术进行了综合研究。介绍船舶行业在运维管理上亟待解决的问题,阐述船舶 PHM

技术的内涵和必要性。基于不同故障预测方法和不同研究单位分析了国内外船舶

柴油机 PHM技术的研究现状。根据 PHM技术的技术框架,提出以燃油系统为例

的柴油机子系统 PHM系统实现路线。剖析船舶柴油机 PHM技术面临的挑战,展

望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和重点研究问题,为智能船舶的研发提供一些参考。



16

8.题目：智能船舶主要技术分析与小型无人船研发

作者：高炳，严健雄，王磊，张少明

出处：船舶，2019

下载量：680

摘要：中国船舶航运事业正面临时代更迭以及新技术快速发展的严峻挑战。该文

在智能船舶与智能机舱的涵义界定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大数据挖掘处

理技术、船机信息感知技术、无人船技术、智能机舱技术等主要智能船舶机电应

用技术的特点和应用情况。小型无人船"芙蓉号"的试验研发,进行了方案设计、功

能与硬件设计、算法优化和实船试验等方面的工作,对无人船技术研发有创新引

领和经验积累作用。

9.题目：基于改进A~*算法的无人航道测量船路径规划方法

作者：余必秀，初秀民，柳晨光，张豪，毛庆洲

出处：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19

下载量：669

摘要：无人航道测量船由于具有低成本、高效率、便捷等优点,在航道测量领域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避碰过程中,为保证无人航道测量船测量数据的有效性,

新规划的避碰路线应尽可能地与原规划测量航线一致。针对传统A~*算法所规划

的路径在避开障碍物之后无法快速回到预设航线上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A~*算法。该算法主要是在原始代价函数的基础上,新增了一个与当前点到预设航

线的垂直距离相关的代价值,且该代价值的取值与无人航道测量船所处的位置相

关。首先在MATLAB仿真环境下对改进A*算法进行仿真实验,然后利用无人航道

测量船实船平台开展航行验证实验并进行围栏分析。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传统

A~*算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改进 A~*算法能够使无人航道测量船在避开障碍

物之后更快地回到预设航线。

10.题目：星型负泊松比超材料防护结构抗爆抗冲击性能研究

作者：杨德庆，吴秉鸿，张相闻

出处：爆炸与冲击，2019

下载量：641

摘要：采用数值方法对星型宏观负泊松比效应夹芯结构的抗冲击响应过程以及抗

水下爆炸过程中的破坏形式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星型负泊松比结构胞元壁厚、层

数和胞元泊松比等参数对弹体侵彻及水下爆炸防护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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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速或超高速弹体侵彻问题,单纯依靠结构性的被动防御无法应对;负泊松比

效应蜂窝夹芯防护结构相较常规防护结构具有良好的水下抗爆性能;等质量条件

下,泊松比的变化对抗爆性能影响明显,层数 3层、泊松比为-1.63 的星型夹芯结构

的抗爆性能相对更优;等壁厚条件下,其水下抗爆性能随蜂窝胞元层数减小而增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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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气自动化

1.学科热点

从 CNKI 文献分类目录下的“信息科技”学科中选中“自动化技术”，在检

索条件中选取 EI、SCI、CSSCI、CSCD及核心期刊，限定 2019 年至 2020 年的论

文进行检索，共获得文献 13261 篇，合并“卷积神经网络”、“神经网络”、“BP

神经网络”等相似关键词，排序如下：

图 1.电气自动化技术热点词频统计

与上一年度相比，词频上升较高的是“深度学习”，“深度学习”的概念源

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含多隐层的多层感知器就是一种深度学习结构。深度学

习通过组合低层特征形成更加抽象的高层表示属性类别或特征，以发现数据的分

布式特征表示。“人工智能”（英语：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 AI）亦称智

械、机器智能，指由人制造出来的机器所表现出来的智能。通常人工智能是指通

过普通计算机程序来呈现人类智能的技术。该词也指出研究这样的智能系统是否

能够实现，以及如何实现。“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它在

解决小样本、非线性及高维模式识别中表现出许多特有的优势，并能够推广应用

到函数拟合等其他机器学习问题中。“粒子群算法”，也称粒子群优化算法或鸟

群觅食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缩写为 PSO，PSO 算法属于进化算法

的一种，和模拟退火算法相似，它也是从随机解出发，通过迭代寻找最优解，它

也是通过适应度来评价解的品质，但它比遗传算法规则更为简单，它没有遗传算

https://baike.so.com/doc/1657186-17517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68923-560476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37208-5675517.html
https://baike.so.com/doc/3290018-3465759.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58393-62714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46849-6059686.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19794-593252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056960-52841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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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交叉"(Crossover) 和"变异"(Mutation) 操作，它通过追随当前搜索到的最优

值来寻找全局最优。“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ML)是一门多领域交叉学科，

涉及概率论、统计学、逼近论、凸分析、算法复杂度理论等多门学科。专门研究

计算机怎样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以获取新的知识或技能，重新组织已有

的知识结构使之不断改善自身的性能。“特征提取”是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中

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使用计算机提取图像信息，决定每个图像的点是否属于一

个图像特征。特征提取的结果是把图像上的点分为不同的子集，这些子集往往属

于孤立的点、连续的曲线或者连续的区域。“控制器”(英文名称:controller)是指

按照预定顺序改变主电路或控制电路的接线和改变电路中电阻值来控制电动机

的启动、调速、制动和反向的主令装置。“卷积核”就是图像处理时，给定输入

图像，输入图像中一个小区域中像素加权平均后成为输出图像中的每个对应像素，

其中权值由一个函数定义，这个函数称为卷积核。“无线传感器网络”(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WSN)是一种分布式传感网络，它的末梢是可以感知和检查外部

世界的传感器。WSN中的传感器通过无线方式通信，因此网络设置灵活，设备

位置可以随时更改，还可以跟互联网进行有线或无线方式的连接。通过无线通信

方式形成的一个多跳自组织的网络。

2.高产作者

从 CNKI 抽取自动化技术专辑，来源类别选取全部期刊，根据作者发文量获

得高产作者，如下图：

图 2.高产作者比例图

https://baike.so.com/doc/5735196-594794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99465-62124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12544-6125454.html
https://baike.so.com/doc/838176-88639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80964-5793842.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A0%E6%9D%83%E5%B9%B3%E5%9D%87/97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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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发展趋势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电气自动化”，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下图记录了

2010~2020 年的各类型学术发展趋势曲线，由下图可以看出期刊呈现快速大量地

增长趋势。

图 3.电气自动化学科发展趋势

4.经典文献

从 CNKI 抽取自动化技术专辑，来源类别选取全部期刊，根据论文下载量按

降序排序获得经典文献。具体文献如下：

1.题目：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中的应用研究综述

作者：郑远攀，李广阳，李晔

出处：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9

下载量：10260

摘要：深度学习作为图像识别领域重要的技术手段,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开展图

像识别技术研究对推动计算机视觉及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

实意义,文中对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中的应用给予综述。介绍了深度学习的由来,

具体分析了深度信念网络、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生成式对抗网络以及

胶囊网络等深度学习模型,对各个深度学习模型的改进型模型逐一对比分析。总

结近年来深度学习在人脸识别、医学图像识别、遥感图像分类等图像识别应用领

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并探讨了已有研究值得商榷之处,对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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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发展趋势进行探讨,指出有效使用迁移学习技术识别小样本数据,使用非监督

与半监督学习对图像进行识别,如何对视频图像进行有效识别以及强化模型的理

论性等是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方向。

2.题目：极限学习机前沿进展与趋势

作者：徐睿，梁循，齐金山，李志宇，张树森

出处：计算机学报，2019

下载量：7943

摘要：极限学习机(Extreme Learning Machine,ELM)作为前馈神经网络学习中一种

全新的训练框架,在行为识别、情感识别和故障诊断等方面被广泛应用，引起了

各个领域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ELM最初是针对单隐层前馈神经网络的学习速

度而提出的，之后又被众多学者扩展到多隐层前馈神经网络中。该算法的核心思

想是随机选取网络的输入权值和隐层偏置，在训练过程中保持不变，仅需要优化

隐层神经元个数。网络的输出权值则是通过最小化平方损失函数，来求解

Moore-Penrose 广义逆运算得到最小范数最小二乘解。相比于其它传统的基于梯

度的前馈神经网络学习算法，ELM具有实现简单，学习速度极快和人为干预较

少等显著优势，已成为当前人工智能领域最热门的研究方向之一.ELM的学习理

论表明，当隐层神经元的学习参数独立于训练样本随机生成，只要前馈神经网络

的激活函数是非线性分段连续的，就可以逼近任意连续目标函数或分类任务中的

任何复杂决策边界。近年来，随机神经元也逐步在越来越多的深度学习中使用，

而 ELM可以为其提供使用的理论基础。本文首先概述了 ELM 的发展历程，接

着详细阐述了 ELM的工作原理。然后对 ELM 理论和应用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

了归纳总结，着重讨论并分析了自 ELM提出以来的主要学习算法和模型,包括提

出的原因、核心思想、求解方法、各自的优缺点以及相关问题。最后,针对当前

的研究现状，指出了 ELM存在的争议、问题和挑战，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发

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3.题目：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发展及其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应用

作者：张顺，龚怡宏，王进军

出处：计算机学报，2019

下载量：6880

摘要：作为类脑计算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已经广泛应用

到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语音识别、语义理解等多个领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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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界和学术界掀起了神经网络研究的浪潮，促进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卷积神经

网络直接以原始数据作为输入，从大量训练数据中自动学习特征的表示。卷积神

经网络具有局部连接、权值共享和池化操作等特性，可以有效降低网络复杂度，

减少训练参数的数目,使模型对平移、扭曲、缩放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变性。目前,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主要是通过增加网络的层数，使用更大规模的训练数据集，以

及改进现有神经网络的网络结构或训练学习算法等方法，来模拟人脑复杂的层次

化认知规律，拉近与人脑视觉系统的差距,使机器获得"抽象概念"的能力。深度卷

积神经网络在图像分类、目标检测、人脸识别、行人再识别等多个计算机视觉任

务中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该文首先回顾了卷积神经网络的发展历史，简单介绍了

M-P 神经元模型、Hubel-Wiesel 模型、神经认知机、用于手写识别的 LeNet 以及

用于 ImageNet 图像分类比赛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然后详细分析了深度卷积神

经网络的工作原理，介绍了卷积层、采样层、全连接层的数学表示及各自发挥的

作用。接着该文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介绍卷积神经网络的代表性成果，并通过实

例展示各种技术方法对图像分类精度的提升效果。从增加网络层数方面,讨论并

分析了AlexNet、ZF-Net、VGG、GoogLeNet 和 ResNet 等经典卷积神经网络的结

构；从增加数据集规模方面，介绍了人工增加标注样本的难点以及使用数据扩增

技术对神经网络性能提升的作用；从改进训练方法方面，介绍了包括 L2 正则化、

Dropout、DropConnect、Maxout 等常用的正则化技术，Sigmoid 函数、tanh 函数

以及 ReLU 函数、LReLU 函数、PReLU 函数等常用的神经元激活函数，softmax

损失、hinge 损失、contrastive 损失、triplet 损失等不同损失函数，以及 batch

normalization 技术的基本思想。针对计算机视觉领域，该文重点介绍了卷积神经

网络在图像分类、目标检测、人脸识别、行人再识别、图像语义分割、图片标题

生成、图像超分辨率、人体动作识别以及图像检索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从人

类视觉认知机制出发，分析了视觉信息分层处理和"大范围优先"视觉认知过程的

相关理论成果和对当前计算模型的一些理论启示。最后提出了未来基于深度卷积

神经网络的类脑智能研究待解决的问题与挑战。

4.题目：人工智能综述:AI 的发展

作者：崔雍浩，商聪，陈锶奇，郝建业

出处：无线电通信技术，2019

下载量：6459

摘要：人工智能学科自从诞生之后,技术理论不断发展,应用领域不断延伸。应用



23

领域主要包括智能机器人、图像处理、自然语言处理及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的

基础理论科学包括计算机科学、逻辑学、生物学、心理学及哲学等众多学科。从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人工智能的技术核心以及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景 3方面讨论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希望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5.题目：关于深度学习的综述与讨论

作者：胡越，罗东阳，花奎，路海明，张学工

出处：智能系统学报，2019

下载量：6219

摘要：机器学习是通过计算模型和算法从数据中学习规律的一门学问,在各种需

要从复杂数据中挖掘规律的领域中有很多应用,已成为当今广义的人工智能领域

最核心的技术之一。近年来,多种深度神经网络在大量机器学习问题上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果,形成了机器学习领域最亮眼的一个新分支——深度学习,也掀起了

机器学习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的一个新高潮。对深度学习代表性方法的核心原

理和典型优化算法进行了综述,回顾与讨论了深度学习与以往机器学习方法之间

的联系与区别,并对深度学习中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6.题目：基于单目视觉的机械臂目标定位系统设计

作者：来佳伟，何玉青，李霄鹏，刘明奇，翟向洋

出处：光学技术，2019

下载量：4632

摘要：在筒子纱染色的工业生产中,获取机械臂及纱杆锁扣的相对位置实现机械

臂的精确定位和抓取目标是染色过程的关键技术。设计了基于单目视觉的机械臂

目标定位及光学测量系统,通过单目光学成像的方式实时获取锁扣目标的图像,结

合图像分析算法解算出目标空间位置以及目标与机械臂的相对位置。利用OPC

通讯技术,将目标的空间位置信息传输给机械臂控制模块并控制机械臂的运动实

现目标的抓取。通过现场实验,机械臂定位系统的定位误差在 2mm范围内。

7.题目：区块链安全问题:研究现状与展望

作者：韩璇，袁勇，王飞跃

出处：自动化学报，2019

下载量：4132

摘要：区块链是比特币底层的核心技术，展示了在自组织模式下实现大规模协作

的巨大潜力，为解决分布式网络中的一致性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方法.随着比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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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流通和去中心化区块链平台的蓬勃发展，区块链应用也逐渐延伸至金融、

物联网等领域，全球掀起了区块链的研究热潮。然而，区块链为无信任的网络环

境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也面临安全和隐私方面的严峻挑战。本文定义了区块链

系统设计追求的安全目标，从机制漏洞、攻击手段和安全措施三方面对区块链各

层级的安全问题进行全面分析，提出了区块链的平行安全概念框架，并总结未来

区块链安全问题的研究重点。本文致力于为区块链研究提供有益的安全技术理论

支撑与借鉴。

8.题目：机器学习驱动的基本面量化投资研究

作者：李斌，邵新月，李玥阳

出处：中国工业经济，2019

下载量：3890

摘要：基本面量化投资是近年来金融科技和量化投资研究的新热点。作为人工智

能的代表性技术,机器学习能够大幅度提高经济学和管理学中预测类研究的效果。

本文系统性地运用机器学习,来提升基本面量化投资中的股票收益预测模块。基

于1997年1月至2018年10月A股市场的96项异象因子,本文采用预测组合算法、

Lasso 回归、岭回归、弹性网络回归、偏最小二乘回归、支持向量机、梯度提升

树、极端梯度提升树、集成神经网络、深度前馈网络、循环神经网络和长短期记

忆网络等 12 种机器学习算法,构建股票收益预测模型及投资组合。实证结果显示,

机器学习算法能够有效地识别异象因子—超额收益间的复杂模式,其投资策略能

够获得比传统线性算法和所有单因子更好的投资绩效,基于深度前馈网络预测的

多空组合最高能够获得 2.78%的月度收益。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因子在预测模型中

的重要性,发现交易摩擦因子在A股市场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深度前馈网络在筛

选因子数据上的多空组合月度收益达到了 3.41%。本文尝试将机器学习引入基本

面量化投资领域,有助于促进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交叉融合

研究,为推进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9.题目：机器学习分类问题及算法研究综述

作者：杨剑锋，乔佩蕊，李永梅，王宁

出处：统计与决策，2019

下载量：3856

摘要：分类问题及其算法是机器学习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应用越来越广泛,相关算

法及应用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文章对近年来机器学习分类算法的研究成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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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回顾,从单一分类算法到集成分类算法分别进行总结,比较了不同分类算法的核

心思想、优缺点以及实际应用,并分析了机器学习分类算法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和

发展趋势。

10.题目：“算法推荐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挑战

作者：孙少晶，陈昌凤，李世刚，肖仰华，徐英瑾，张涛甫，张志安，赵子忠，

周笑，张岩松

出处：新闻大学，2019

下载量：3667

摘要：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深刻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况,面对正在揭开序

幕的新兴技术革命,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的研究者们分别从自身背景

试图回答这一革命将为人类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一部分,

算法推荐已经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发挥作用,传统新闻业及其相对应的新闻生产,知

识传播和意识形态建构等各个层面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构,而作为受众的用户

也在其中经历了角色的转变和权利界限的探索。为回答算法推荐和人工智能当前

的发展状况、对各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于

2019 年 5 月 18 日举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90 周年院庆系列活动暨"算法推荐与人

工智能的圆桌研讨会",并围绕三个方面展开深入讨论与交流:"算法推荐和信息茧

房""算法推荐和隐私""算法推荐和人工智能发展的挑战",与会专家学者分别来自

计算机学、哲学、法学、新闻传播学等不同学科,同时还有来自国内前沿算法实

践公司的业界人士,共同进行了一场跨界、跨学科跨专业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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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汽车检测与维修

1.学科热点

从 CNKI 文献分类目录下的“工程科技Ⅱ辑”学科中选中“汽车工业”，在

“汽车结构部件”下选取“汽车保养与修理”，在检索条件中选取全部期刊，限

定 2019 年至 2020 年的论文进行检索，共获得文献 4139 篇，合并“汽车维修”、

“汽修专业”、“汽车维修专业”、“维修技术”、“机车维修技术”“故障码”、

“故障代码”等相似关键词，根据词频排序如下。

图 1.汽车检测与维修热点词频统计

“汽车维修专业”，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汽车行业发展，掌握汽车构造与原

理、汽车电器设备、汽车检测设备使用、汽车故障诊断等多方面的汽车基础知识，

熟练掌握各种汽车检测设备的使用及整车的检测流程，具备汽车检测专业较高的

操作技能和技术指导技师层次，具有一定汽修企业管理的高级知识技能复合型行

业金领。“发动机”(Engine)是一种能够把其它形式的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机器，

包括如内燃机(汽油发动机等)、外燃机(斯特林发动机、蒸汽机等)、电动机等。

发动机既适用于动力发生装置，也可指包括动力装置的整个机器(如:汽油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利用各种检查和测试方法，发现系统和设备是否存

在故障的过程是故障检测；而进一步确定故障所在大致部位的过程是故障定位。

故障检测和故障定位同属网络生存性范畴。“故障现象”即明显感觉到发动机转

速很高,而车速却不能随之提高,行驶没力气,严重时有焦臭味传出。“控制单元”

https://baike.so.com/doc/1837189-19427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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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Unit)负责程序的流程管理。正如工厂的物流分配部门，控制单元是整个

CPU 的指挥控制中心，由指令寄存器 IR(Instruction Register)、指令译码器

ID(Instruction Decoder)和操作控制器 OC(Operation Controller)三个部件组成，对

协调整个电脑有序工作极为重要。“变速器”是用来改变来自发动机的转速和转

矩的机构，它能固定或分档改变输出轴和输入轴传动比，又称变速箱。变速器由

变速传动机构和操纵机构组成，有些汽车还有动力输出机构。传动机构大多用普

通齿轮传动，也有的用行星齿轮传动。“插接器”是一种连接分线束与分线束之

间、线束与用电设备之间、线束与开关之间的电气装置，又称为连接器。“dashboard”

是商业智能仪表盘(business intelligence dashboard，BI dashboard)的简称，它是一般

商业智能都拥有的实现数据可视化的模块，是向企业展示度量信息和关键业务指

标(KPI)现状的数据虚拟化工具。“发动机控制单元”（ECU）是汽车发动机控

制系统的核心，它可以根据发动机的不同工况，向发动机提供最佳空燃比的混合

气和最佳点火时间，使发动机始终处在最佳工作状态，发动机的性能（动力性、

经济型、排放性）达到最佳。“发动机故障”，由于材料、工艺缺陷，设计不合

理、制造问题以及使用时操作不当引起的发动机工作异常，是机械故障的一种。

2.高产作者

从 CNKI 抽取汽车保养与修理专辑，来源类别选取全部期刊，根据作者发文

量获得高产作者，如下图：

图 2.高产作者比例图

https://baike.so.com/doc/1320352-1395928.html
https://baike.so.com/doc/3948741-4143837.html
https://baike.so.com/doc/3948741-4143837.html
https://baike.so.com/doc/966121-102116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63168-5975935.html
http://m.fenlei.iask.sina.com.cn/lianjieqi/
https://baike.so.com/doc/1049825-111042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44862-6358039.html
https://baike.so.com/doc/9285084-9619336.html
http://www.so.com/s?q=%E6%A0%B8%E5%BF%8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7%A5%E5%86%B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A9%BA%E7%87%83%E6%AF%9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7%A5%E4%BD%9C%E7%8A%B6%E6%80%8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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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发展趋势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汽车检测与维修”，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下图记录了

2010~2020 年的各类型学术发展趋势曲线，由下图可以看出图书、期刊、学位论

文、会议论文、专利、标准、报纸、科技成果稳步发展，其中期刊呈现快速大量

地增长趋势。

图 3.汽车检测与维修学科发展趋势

4.经典文献

从 CNKI 抽取汽车保养与修理专辑，来源类别选取全部期刊，根据论文下载

量按降序排序获得经典文献。具体文献如下：

1.题名：浅议 1+X证书制度下“课证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

作者：徐峰

出处：汽车维护与修理，2019

下载量：748

摘要：<正>《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

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同时提出从 2019 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

用型本科高校等(不包含技工学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

(以下简称"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也就是说职业院校的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

同时,还可以积极获取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就业创业本领,从而缓解结构

性就业矛盾。首批 1+X证书制度在 5 个职业技能领域进行试点,包括建筑工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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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物流管理、老年服务与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等。1+X

证书制度中的"1"指学历。

2.题名：1+X证书制度下高职院校课程体系重构探析——以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专业为例

作者：马铮，龚福明

出处：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19

下载量：645

摘要：在职业院校实施 1+X 证书制度是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和评

价模式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文章以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

业为例,分析传统课程体系在实施1+X证书制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课程体系

重构的必要性。依据《汽车运用与维修(含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领域职业技

能等级标准》设计出"横向复合化""纵向层次化"的汽车专业群课程体系架构图,

以及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课证融通"式模块化课程体系,并对课程体系重构

的实施给出了详细阐述。

3.题名：汽车制动系统故障诊断

作者：田庆海

出处：时代汽车，2019

下载量：446

摘要：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汽车作为主要交通出行工具在使用方

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因此人们对于汽车的性能以及质量等有了更高的要求。

就汽车制动系统而言,其属于确保汽车安全行驶的主要保障。汽车在正常运转的

过程中,因为制动系统一直处在高速运转的状态当中,所以极易产生故障,进而会

对汽车性能造成影响,并威胁驾驶人的生命安全。

4.题名：多优先级与离开机制并存的M/M/c/N 排队系统

作者：印明昂，田刚，孙志礼，孙尧

出处：机械工程学报，2019

下载量：387

摘要：生产中重要设备发生故障后需要及时维修,普通部分设备会因等待时间过

长而离开维修系统,因此需要建立设备多优先级,并存且包含离开机制的排队系统

模型。在马尔科夫过程理论基础上结合分块理论,得出分块的系统状态转移率矩

阵。针对状态转移率矩阵为块三对角矩阵的特点,利用分块矩阵理论得到稳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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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概率以及状态转移频度。在此基础上获得关键状态转移频度、待修时间等

系统运行指标,并据此提出系统盈利计算方法。最后以某汽车维修厂为实例,验证

该模型在实际生产中的有效性。所提的排队系统建模方法通过引入稳态状态转移

频度,建立了完备的系统指标体系,为系统配置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5.题名：基于超星学习通的《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

作者：龚永康，杜灿谊，曾祥坤，杨馥珊，李雯

出处：教育教学论坛，2019

下载量：381

摘要：《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是一门对理论和实践要求比较高的专业课程,传

统的教学方法对提高该课程教学效果有一定难度。文章结合移动网络技术、多媒

体技术及课程特点,构建基于超星学习通网络教学平台的混合式教学课程,实现有

效可行的线上与线下、课内与课外、传统教学与新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通

过该在线课程平台,提高教学便捷灵活性和教学效果,增强学生学习兴趣,为课程

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提供有力支撑。

6.题名：某 SUV车型低速液压转向啸叫分析与优化

作者：吕运川，郭德亮

出处：汽车实用技术，2019

下载量：373

摘要：文章以某 SUV车型在发动机低转速行驶时液压助力转向系统出现明显"呜

呜"啸叫噪声问题为例。采用断开排除、滤波分析和阶次切片分析方法确定了转

向油壶安装支架和转向高压油管管夹隔震不足为噪声传递的主要路径。通过优化

油壶安装支架和转向高压油管隔震管夹降低结构振动激励,有效降低啸叫

10.6dB(A),主观车内HPS 噪声达到 7.0 分水平。

7.题名：基于K-奇异值分解和层次化分块正交匹配算法的滚动轴承故障诊断

作者：张文颢，李永健，张卫华

出处：中国机械工程，2019

下载量：367

摘要：利用层次化分块正交匹配算法(HBW-OOMP)的高稀疏性和运算速度快等

优点,提出了一种基于 K-奇异值分解(K-SVD)字典和 HBW-OOMP 算法的故障轴

承诊断方法。首先利用K-SVD自学习训练方法得到包含冲击成分的冗余字典,克

服了固定结构字典适应性不强的缺点。然后采用基于分块思想的 HBW-O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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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进行原子的选取和稀疏系数的求解,以重构信号包络谱峭度最大为终止条件,

自适应确定分解次数。最后应用所提方法对仿真信号和故障轴承实验信号进行故

障特征提取,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有效提取强背景噪声下故障特征成分,具有一定

的应用前景。

8.题名：汽车空调系统的原理及故障诊断维修方法探讨

作者：张丹

出处：电子测试，2019

下载量：322

摘要：本文将会针对汽车空调系统运作的主要构成、空调系统的制冷原理以及针

对在汽车空调系统运作的主要过程中所能够出现的问题及故障进行分析,提出相

应的故障诊断及维修方法。

9.题名：基于故障树分析法的汽车故障诊断专家系统

作者：梁迁

出处：南方农机，2019

下载量：314

摘要：文章设计了一种基于故障树分析法的汽车故障诊断专家系统,该系统能利

用汽车缺陷分析方法,对车辆液压系统故障进行诊断,并以汽车液压动力转向系统

作为典型的"动力转向重"误差例子。结果表明,该系统非常简单、可靠、实用,对

汽车液压系统产生的故障诊断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10.题名：探索“1+X”证书制度下汽修专业教师成长之路

作者：徐峰

出处：职业，2019

下载量：305

摘要：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将引导汽修专业教

师成长,改变教师教学理念相对落后、信息化知识缺乏、教学设计理念滞后、教

学实践能力落后于企业的现状。引导教师在教学中运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借助团队提升教师利用信息化的能力和提升信息化教学设计的本领,在实践中积

极深入企业学习,率先取得若干"X+"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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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数控技术

1.学科热点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数控技术”，限定 2019 年至 2020 年的论文，在可视化

示图中检索全部，热频词的热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如图“数

控技术”关联的热门词汇是数控系统、数控车床、数控机床、机械制造、数控加

工。

图 1.数控技术专业学科热点

“数控技术”（英文：Numerical Control 简称：NC)，即采用电脑程序控制

机器的方法，按工作人员事先编好的程式对机械零件进行加工的过程。“数控系

统”是数字控制系统的简称，英文名称为(Numerical Control System)，根据计算机

存储器中存储的控制程序，执行部分或全部数值控制功能，并配有接口电路和伺

服驱动装置的专用计算机系统。通过利用数字、文字和符号组成的数字指令来实

现一台或多台机械设备动作控制，它所控制的通常是位置、角度、速度等机械量

和开关量。“数控车床”是一种高精度、高效率的自动化机床。配备多工位刀塔

或动力刀塔，机床就具有广泛的加工工艺性能，可加工直线圆柱、斜线圆柱、圆

弧和各种螺纹、槽、蜗杆等复杂工件，具有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各种补偿功能，

并在复杂零件的批量生产中发挥 了良好的经济效果。“数控机床”是按照事先

编制好的加工程序，自动地对被加工零件进行加工。“机械制造”指从事各种动

力机械、起重运输机械、化工机械、纺织机械、机床、工具、仪器、仪表及其他

https://baike.so.com/doc/6031975-624497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64473-6277532.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02736-621571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653577-686739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59312-647272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016940-524250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50475-5585931.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83431-5206749.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83432-52067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31066-5669358.html
https://baike.so.com/doc/7681263-7955358.html
https://baike.so.com/doc/7681263-79553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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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等生产的工业部门。机械制造业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技术装备。“数控

加工”，是指在数控机床上进行零件加工的一种工艺方法，数控机床加工与传统

机床加工的工艺规程从总体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用数字信息

控制零件和刀具位移的机械加工方法。它是解决零件品种多变、批量小、形状复

杂、精度要求高等问题和实现高效率和自动化加工的有效途径。

2.高产作者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数控技术”，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作者，

获得含有“数控技术”关键词的高产作者：赵岩、李波、王华龙、王伟、杨小山。

高产作者的相关度根据颜色划分，颜色越深，热度越高。

图 2.数控技术专业高产作者

3.热门研究机构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数控技术”，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全部，根据相关机构

排名，获得最热机构为大连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科学

院大学、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热门机构排名按照颜色深浅，颜色越深，

研究越多。

https://baike.so.com/doc/6287774-6501258.html
https://baike.so.com/doc/329631-3491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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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数控技术专业热门研究机构

4.学科发展趋势

从超星发现中输入“数控技术”，在可视化视图中检索，下图记录了2010~2020

年的各类型学术发展趋势曲线，由下图可以看出图书、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

文、专利、报纸、科技成果均有所改变。

图 4.数控技术专业学科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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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课题申报

“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建议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
和《中国制造 2025》等规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智能机器
人”重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0 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

1．基础前沿技术

1.1 基于编织/折展原理的机器人结构功能一体化设计

研究内容：面向高集成性、高环境适应性机器人前沿技术，研究基于编织折

展结构的非关节式机器人设计技术，探索基于智能材料的变刚度、变形状、变尺

寸的驱动机理，连续稳定性调控机制及实现方法；研制结构功能一体化机器人原

理样机，可基于单一结构，实现机器人整体运动、抓取作业与环境适应等服役功

能。

考核指标：制基于编织/折展原理的结构功能一体化设计机器人原理样机，

可实现爬行、翻滚等整体移动与抓取等作业功能，并具备变刚度、变形状、变尺

寸功能，在不少于 3 种复杂环境下验证环境适应能力。至少有 1 项先进前沿技

术实现首创或达到同类技术的国际领先水平，并提供佐证材料；申请/获得不少

于 5项发明专利。

1.2 机器人的刚柔软结构耦合与变刚度技术

研究内容：向软体机器人结构承力/操作力提升的需求，研究基于仿生原理

的刚-柔-软耦合机构设计、变刚度结构设计与优化、操作/感知一体的仿生灵巧

机构设计、刚-柔-软耦合机器人的运动学与动力学建模与控制等方法与技术，研

制刚-柔-软耦合的机器人原型样机，开展交互控制与功能验证实验。

考核指标：研制具有刚-柔-软耦合结构的机器人原型样机；可变刚度结构的

杨氏模量变化不小于一个数量级。至少有 1项先进前沿技术实现首创或达到同类

技术的国际领先水平，并提供佐证材料；申请/获得不少于 5项发明专利。

1.3 活体细胞生物混合的机器人驱动与控制

研究内容：究单细胞/组织水平的生物驱动单元机械动力学，建立生物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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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量化模型；研究活体细胞生物混合驱动器的先进结构设计与制造方法，使其

具有多形态多模式运动功能；开展混合驱动器的智能控制技术研究，实现不同形

态不同模式下的可控运动。

考核指标：研制出基于活体细胞生物混合的新型机器人驱动装置，实现不少

于 3种模式的可控运动，细胞组织负重比优于 1:10。至少1项先进前沿技术实现

首创或达到同类技术的国际领先水平，并提供佐证材料；申请/获得不少于 5 项

发明专利。

1.4 机器人仿生集群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鸟群、鱼群、蚁群的高机动、高效节能集群运动等自然现象，

探索生物高效集群运动的动力学和节能机理，研究仿生机器人集群运动的能量高

效利用、协同感知、协同运动、集群控制等理论和方法，研制飞行或游动仿生机

器人的集群运动验证平台，开展实验验证。

考核指标：研制飞行或游动的不少于 1 类仿生机器人集群验证平台，实现

≥ 5 台仿生机器人的集群运动及其能量高效利用。至少有 1 项先进前沿技术实

现首创或达到同类技术的国际领先水平，并提供佐证材料；申请/获得不少于 5项

发明专利。

1.5 基于 5G通信的多机器人自主协同技术

研究内容：面向未来5G通信支持下的多机器人系统在动态开放环境中执行

任务的需求，设计 5G通信下协同任务导向的多机体系结构和机间通信机制，研

究开放环境中 5G技术支持下多机器人自主协同技术，实现协同目标识别、协

同优化决策、协同行为认知等典型任务中的技术验证。

考核指标：确定5G通信用于多机器人自主协同的技术方案及相关指标体系；

结合不少于 10 台的多自主移动机器人系统、实现针对动态开放环境典型应用的

技术验证。至少有 1项先进前沿技术实现首创或达到同类技术的国际领先水平，

并提供佐证材料；申请/获得不少于 5项发明专利。

1.6 基于类生命孪生的机器人智能学习方法

研究内容：借鉴生命系统进化出的快速学习能力，实现生物神经网络针对特

定任务的训练和快速收敛，并将其映射到人工智能算法中（类生命孪生）用于机

器人的智能学习，具体包括：研制基于活体生物神经网络的学习发育平台，针对

特定任务实现多源刺激下生物神经网络的连接、发育和功能重塑；研究功能化生

物神经网络的系统辨识方法，建立生物神经网络向人工智能算法的映射机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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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基于类生命孪生的机器人智能学习方法体系，并开展实验验证。

考核指标：针对2种以上任务实现生物神经网络的训练和功能重塑，完成系

统辨识，建立基于生物神经网络迁移映射的类生命孪生智能控制器，学习效率高

于传统机器学习效率 50%以上。至少有1项先进前沿技术实现首创或达到同类技

术的国际领先水平，并提供佐证材料；申请/获得不少于 5项发明专利。

1.7 侵入式脑机接口与生物干预控制技术

研究内容：面向生物运动行为精确控制，研究生物体脑功能机理，探索生物

体运动干预/控制方法；研究神经刺激器的微型化设计方法，研制侵入式脑机信

号干预装置，探索侵入式干预装置快速装备技术，实现核心刺激单元的长期稳定

服役；研制侵入式脑机接口控制单元原理样机，并在生物体上开展受控运动实验

验证。

考核指标：研制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在不少于 2类动物上完成功能测试，

实现生物体运动功能刺激干预与控制；侵入装置植入体有效工作时间不低于 3个

月。至少有1项先进前沿技术实现首创或达到同类技术的国际领先水平，并提供

佐证材料；申请/获得不少于 5项发明专利。

1.8 机器人的社会交互理论与方法

研究内容：瞄准机器人社会交互前沿技术，研究人与人社交过程中的社会动

力学模型，构建基于多模态信息融合模型，并建立社交意图预测模型；研究社会

道德规范学习系统，结合上下文信息和文化背景建立用户期望模型和机器人行为

后果自主评估机制；研究融合知识、任务与情感的类人机器人意识模型，建立结

合即时反馈和长期趋势的非结构化交互内容生成方法；针对典型社会交互环境，

在服务机器人实验平台上进行验证。

考核指标：至少在3种典型场景下实现人机社会交互演示验证，交互理解识

别正确率优于80%。至少有 1项先进前沿技术实现首创或达到同类技术的国际领

先水平，并提供佐证材料；申请/获得不少于 5项发明专利。

1.9 面向肺部微小结节的机器人检测技术

研究内容：面向呼吸道内诊疗需求大、入路结构异型动态复杂等问题，基于

肺部微小结节的临床、影像组学、病理和生物组学等多源信息，开展肺部微小结

节的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研究，突破可伸缩嵌套多自由度柔性末端执行器设计和驱

动，体内和体表路径的联合精准导航，复杂动态环境下诊疗执行末端精准定位，

生理运动补偿，肺部结节的检测、取样等技术，研发面向肺部结节的柔性微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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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机器人，并开展试验验证。

考核指标：研究肺部结节微创手术机器人技术，具备呼吸道环境下可伸缩多

级嵌套多自由度柔性末端执行器，通过导航定位可到达 6级及以上支气管进行肺

部结节的检测、取样。至少有1项先进前沿技术实现首创或达到同类技术的国际

领先水平，并提供佐证材料；申请/获得不少于 5项发明专利（其中 PCT专利不

少于 1项）。

1.10面向复杂骨折闭合复位的手术机器人智能操作环境构建原理与技术

研究内容：面向骨盆骨折等周边复杂力学和生物学环闭合复位手术需求，研

究周边肌组织生物力学模型与软组织容受度模型，研究基于骨肌组织容受度模型

与术中影像相融合的复位路径规划方法，研究包括术中影像、手术器械跟踪与导

航、可视化、智能手术器械/机器人相集成的智能手术环境技术，开展试验验证。

考核指标：研制出面向复杂骨折闭合复位智能手术环境的实验系统，集成具

有三维实时跟踪、导航、自动手术规划与手术过程信息可视化等功能。至少有1项

先进前沿技术实现首创或达到同类技术的国际领先水平，并提供佐证材料；申请

/获得不少于 5项发明专利（其中至少1项 PCT专利）。

1.11自主搜救机器人在线检伤原理与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地震、火灾、事故等大规模伤亡事件存在的突发、群体性救

治需求，研究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现场失血性休克量化检伤、分类决策

等技术与终端样机系统，实现与搜救机器人的集成融合，解决传统检伤分类“快而不

好”和“好而不快”的问题，实现准确性和时效性的高效统一。

考核指标：研制出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现场失血性休克量化检伤分

类决策终端系统样机，提出满足相关需求的指标体系，实现针对典型应用的技术

验证。至少有1项先进前沿技术实现首创或达到同类技术的国际领先水平，并提

供佐证材料；申请/获得不少于 5项发明专利（其中至少 1项 PCT专利）。

2．关键技术与装备

2.1 大型高产矿井综合掘进机器人

研究内容：面向煤矿巷道安全快速掘进需求，研究煤矿综合掘进机器人井下

环境感知、精确定位、自主移动导航、定姿定形定向截割、多工序智能协同控制、

数字孪生远程智能监控等关键技术，研制煤矿综合掘进机器人系统，实现煤矿巷

道探测、掘进、支护、清运快速协同作业，并针对大型高产矿井开展应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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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研制出煤矿综合掘进机器人系统 1套，具备超前探测、自动定向

掘进、巷道断面自动截割成形、全自动支护、井下遥控和远程数字孪生监控等功

能，根据任务需求提出所研制机器人系统的量化指标体系。掘进机器人探测距离

≥ 100m；爬坡能力≥ 20°，机身定位精度优于± 5cm；最大截割宽度 6m，最

大截割高度 5m，截割边界控制误差≤10cm；远程无线监控距离≥ 200m；综掘工

作面巡查人员≤ 3 人，提高巷道掘进总效率 1 倍以上。整体系统符合煤矿安全

要求，技术成熟度不低于 7 级，形成应用技术规范或行业标准不少于 1项，申请

不少于 5项发明专利。

2.2 复杂地质条件煤矿辅助运输机器人

研究内容：面向煤矿辅助运输连续化、标准化、智能化、少人化需求，研究煤

矿井下辅助运输系统高精度导航定位、深部地下受限空间内防爆运输设备无人驾

驶、全矿井人员及物资智能调度等关键技术，根据不同井型研制煤矿辅助运输机

器人系统，实现煤矿物料标准化装载、智能化配送、自动化转运、无人化运输，

并针对运输条件复杂矿井开展应用验证。

考核指标：研制出煤矿辅助运输机器人系统 1套，具备物料标准化装载、智

能识别配送、转载点机器人转运、运输防爆车辆的无人驾驶等功能，根据任务需

求提出所研制机器人的量化指标体系。全矿井运输路线机器人定位精度优于30cm；

物料标准容器识别不少于 6种，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8%；实现矿井辅助运输岗

位减人 60%，转运环节数量减少 50%，转运时间占比降低 40%。整体系统符合煤

矿安全要求，技术成熟度不低于 7级，形成应用技术规范或行业标准不少于 1项，

申请不少于 5项发明专利。

2.3 面向冲击地压矿井防冲钻孔机器人

研究内容：面向煤矿深部高地应力区域冲击危险巷道卸压需求，研究机器人

平台自主移动与远程交互控制、钻孔自动定位、钻进方位导航、钻具全自主钻进

控制与运行状况监测、孔区压力分布状态智能感知等关键技术，研制煤矿防冲钻

孔机器人系统，实现高危环境下钻孔卸压作业无人化和冲击地压危险程度实时评

估，并针对冲击地压灾害高风险矿井开展应用验证。

考核指标：研制出煤矿防冲钻孔机器人系统 1套，具备遥控及自主移动、自

动钻孔、地压检测评估等功能，根据任务需求提出所研制机器人的量化指标体系。

自主行走速度≥4.5km/h；钻孔定位精度（X,Y,Z）优于 200mm；钻进方位角定位

精度优于± 0.5° ；倾角定位精度优于± 0.1°；钻孔直径≥ 75mm; 钻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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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15m/h；钻进深度≥ 30m；定位与导航系统精度优于 5cm；孔口安全保护系

统旋转防护耐压不低于 7MPa（静压）、3.5MPa（动压）。整体系统符合煤矿安

全要求，技术成熟度不低于 7级，形成应用技术规范或行业标准不少于 1项，申

请不少于 5项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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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考试提醒

考试时间 考试名称

2020 年 5 月 30 日 NCRE全国计算机一、二级

2020 年 6 月 22 日 公共营养师

2020 年 5月 9--17 日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初级）

2020 年 5 月 30、31 日 证券从业资格

2020 年 5 月 30、31 日 注册建造师二级

2020 年 6 月 13、14 日 一、二级注册计量师

2020 年 5 月 16、17、23、24 日 一、二级建筑师

2020 年 5月 16、17、18 日 执业护士

2020 年 5 月 23、24、30、日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

2020 年 6 月 20、21 日 社会工作师

2020 年 5 月 30、31 日 证券从业资格

2020 年 5 月 16 日 BEC初级考试

2020 年 5 月 30 日 BEC中级考试

2020 年 5 月 16 日和 7月 18 日 期货从业资格

2020 年 6 月 13、14 日 初级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

2020 年 6 月 20、21 日 翻译专业资格（CATTI）

2020 年 6 月 13 日 英语四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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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专业会议资讯

1. 会议回顾

序号 名称 时间 地点 主题内容

1
电气设备红外在
线测温技术探讨
与应用

2019-12-06
中 国
江 西
南昌

探讨红外在线仪在数据处理与应用,针对红
外在线测温在迎峰度夏期间如何发现缺陷
及数据分析上的精确应用。

2

BIM 技术在建筑
装饰施工图深化
设计中的优缺点
探讨

2019-11-16

中国
湖 南
长沙

针对 BIM 技术在建筑装饰施工图深化中的
应用,本文结合项目实际深化流程,通过传统
深化设计与 BIM 辅助深化设计的优缺点对
比,分析建筑装饰工程对 BIM 辅助深化设计
的发展需要,为 BIM 技术在建筑装饰施工图
深化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3
基于BIM的装配
式建筑机电设计
的探索与应用

2019-11-16

中 国
湖 南
长沙

本文讨论的是装配式机电设计的解决方案
的探索和应用。本方案是在成熟稳定的
iDrawinBIM 平台上进行拓展、结合标准格
式化的机电施工图和 PCS 基础库、开发对
应算法来实现机电 PCS 高效预埋的功能。
采用这种方案,能大幅减少设计师在机电设
计部分的重复性工作,有效提高工艺设计的
整体效率,在设计院的生产部门具有一定的
使用价值。

4
机电复合驱动多
轴特种车辆能量
管理策略研究

2019-10-22
上海

针对某机电复合驱动多轴特种车辆,根据需
求功率、SOC、驱动电机工作效率和动力单
元工作效率设计了基于规则的能量管理策
略;考虑车辆动力性和经济性设计了基于瞬
时最优的能量管理策略。然后构建了
GT-SUITE—MATLAB/Simulink联合仿真模
型。仿真结果表明:相比于基于规则的能量
管理策略,采用基于瞬时最优的能量管理策
略时,车辆在动力性降低 3.06%的条件下燃
油经济性提高了 5.92%,可以较好地兼顾



43

2.近期会议

序

号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主办单位 链接

1

第四届材料科

学与机械制造

工程国际学术

会议(MSMME

2020)

2020 年 6

月 19-21

日

中国,

杭州
环球科研协会

http://conf.cnki.net/

WebSite/index.aspx?c

onferenceID=e211b9

b7-1f68-4030-bd39-a2

87c67682e4

2

2020 第三届

材料科学与机

械工程国际学

术会议

（IWMSME20

20 ）

2020 年

4 月

18-20 日

中国,

杭州

IWMSME2020

组委

http://conf.cnki.net/

WebSite/index.aspx?c

onferenceID=ff1c233

b-d8f1-4361-91aa-893

b1a8055d7

3

2020 智能制造

与智能材料国

际会议(2IM

2020)

2020 年 8

月 13 日

中国,

沈阳

香港机械工程

师学会

http://conf.cnki.net/

WebSite/index.aspx?c

onferenceID=42aa47

7a-a348-4607-b072-74

94d1641a02

4

第四届人工智

能，自动化与

控制技术国际

大会(AIACT

2020)

2020 年 4

月 24 日

中国,

杭州

香港机械工程

师学会

http://conf.cnki.net/

WebSite/index.aspx?c

onferenceID=a65e27

e9-9d53-4c0b-a24e-77

d5606506c4

5

第五届自动

化、控制和机

器人工程国际

会议（CACRE

2020)

2020 年 7

月 16 日

中国,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

香港机械工程

师学会

http://conf.cnki.net/

WebSite/index.aspx?c

onferenceID=c6f22b

91-65b9-4910-9c2e-22

08eb999454
注：相关会议信息来自由中国学术会议网 http://conf.cnki.net/和活动家 https://www.huodongj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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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均由图书馆《学术快报》编辑小组从 CNKI、维普、超

星等数据库及网络收集整理而来，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主编：钟庆文、刘满华

副主编：杨天云

编委：毛春霞、杨敏、张兴、卜亨斐、孔庆祝、韩婷婷、智静雯


	第一辑 机电学院专业知识
	一．机电一体化
	二．工业机器人
	三．船舶工程技术
	四．电气自动化
	五．汽车检测与维修
	六．数控技术

	第二辑课题申报
	1．基础前沿技术
	2．关键技术与装备

	第三辑 考试提醒
	第四辑.专业会议资讯
	1.会议回顾
	2.近期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