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大数据电磁学论坛介绍 

地    点： 徐州开元名都大酒店 

时    间： 2016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3 日 

主办单位： 江苏省教育大数据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 

           江苏师范大学科技处 

           江苏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联 系 人： 赵  雷 江苏师范大学 

手机：18136030573     

邮件：leizhao@jsnu.edu.cn                   

论坛宗旨：2016 年大数据电磁学论坛就大数据电磁学的热点和发展

趋势邀请国内外大数据以及电磁学领域的知名专家教授

进行研讨和学术交流。 

研讨内容：大数据技术、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以及相关技术。 

论坛日程：7 月 31日报到，8 月 1日和 2 日学术报告与交流。 

论文出版：本论坛论文将由 ACES 杂志出版专辑。 

以下二维码是本次论坛微信群，请各位专家、学者扫描加入，以

便及时获取本次论坛相关信息。 

 

  



2016 大数据电磁学论坛演讲日程表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主持人 

8

月

1 

号 

上

午 

8:30-9:00 开幕式 
赵雷 

(江苏师范大学) 

9:00-9:30 大数据新型存储技术 
肖侬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李舟军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9:30-10:00 
Big Data :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吴小俊 

(江南大学) 

10:00-10:30 

Electromagnetic and 

Ultrasonic Nondestructive 

Evaluation (NDE) 

宋继明 

(爱荷华州立大学) 

10:30-10:50 茶歇 

10:50-11:20 

Big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 for Weather 

Forecasts : Applications to 

Forecasting Solar Power for 

Utility Operations 

Sue Haupt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陈志宁 

(新加坡 

国立大学) 
11:20-11:50 

Electromagnetic Inverse 

Scattering by Using Natural 

Optimization : A Big Data 

Perspective 

卿安永 

(电子科技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11:50-12:05 
大数据?数据大? 

大数据电磁学？ 

陈志璋 

(电子科技大学) 

12:05-13:20 午餐 

8

月

1

号

下

午 

13:30-14:00 
社区问答系统关键技术 

研究 

李舟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周海京 

(北京应用物理

与计算数学 

研究所) 

14:00-14:30 大数据与目标特性 

刘佳琪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一院十四所) 

14:30-15:00 

Advanced Antenna 

Technologies in 5G Mobile 

Communications 

陈志宁 

(新加坡国立大学) 

15:00-15:20 茶歇 

15:20-15:50 
复杂电磁兼容智能化 

设计平台 

吴群 

(哈尔滨工业大学) 

崔铁军 

(东南大学) 

15:50-16:20 
电磁兼容基础数据 

预测、测量及其应用 

侯冬云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第七 O 一研究所) 

16:20-16:50 
动态多尺度电大海面电磁

散射建模和散射机理分析 

郭立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6:50-17:20 
航天嵌入式软件及可信性

问题与挑战 

乔磊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五院)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主持人 

8

月

2 

号 

上

午 

8:30-9:00 

Multiscale and Multiphysics 

Computational 

Electromagnetics for Big Data 

柳清伙 

(杜克大学/厦门大学) 

宋继明 

(爱荷华 

州立大学) 

9:00-9:30 
有源频率选择表面

（AFSS）研究 

曹群生 

(南京航天航空大学) 

9:30-10:00 

基于建模优化的 

具有非周期部分反射表面的

偏转波束天线设计 

程友峰 

(电子科技大学) 

10:00-10:20 茶歇 

10:20-10:50 电磁数据驱动的智能感知 
崔铁军 

(东南大学) 

夏明耀 

(北京大学) 

10:50-11:20 
有源电磁超材料对电磁波的

动态调控 

冯一军 

(南京大学) 

11:20-11:50 
一种新的大数据学者学术 

评价系统 

余文华 

(江苏师范大学) 

11:50-12:20 
高性能自适应天线 

稳健波束形成方法 

李文兴        

(哈尔滨工程大学) 

12:20-13:20 午餐 

8

月

2 

号 

下

午 

14:00-17:30 
校园、实验室参观、 

学术交流 
与会人员 余文华 

8

月

3 

号 

 

 

返程 

 

 

赵 雷 

张 超 

 

  



Topic 1 : 大数据新型存储技术 

Abstract of the talk 

大数据的到来对数据 I/O 存储带来极大挑战，我们针对新型存储介质的发展来探讨新型

存储系统与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应用模式。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肖侬，博士，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导，高性能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

副主任，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十一五”和“十二

五”863 重点专项“高效能计算机与网格服务环境”总体专家组成员。研究方向为网络计

算与云计算、新型存储和体系结构。负责过 863 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国家重大基础

研究项目 973 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省级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和二等奖 3 项。

发表论文 140 多篇。 



Topic 2 : Big Dat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bstract of the talk 

We are entering the era of big data, which presents us a big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s as well. 

In this talk, I will give my understandings on big data, then the methodology of big data 

processing will be introduced from different aspects. Especially, the big data processing based 

on deep learning will be presented. The connections among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mart city will also be analyzed. One of the objectives of my talk is to stimulate discussion on 

big data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cooper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ed subject 

areas.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Xiao-Jun Wu received his B.S. degree in mathematics in 1991 and M.S. degree in 1996, and 

Ph.D. degree in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Intelligent System in 2002, both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pectively. He was a fellow of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ftware Technology (UNU/IIST) from 1999 to 2000. 

From 1996 to 2006, he taught in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ere he was 

an exceptionally promoted professor. He joined Jiangnan University in 2006 where he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He won the most outstanding postgraduate award by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200 papers in his fields of research. 

He was a visiting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 the Centre for Vision,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CVSSP), University of Surrey, UK from 2003 to 2004,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 Josef Kittler. He was a visiting Professor of several universities of the world.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are pattern recognition, computer vision, fuzzy systems, neural 

network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He owned several awards from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because of his research achievements. 

  



Topic 3 : Electromagnetic and Ultrasonic Nondestructive Evaluation (NDE) 

Abstract of the talk 

Center for Non-destructive (CNDE) at Iowa State University will be briefly introduced first. 

Then I will focus on eddy current nondestructive evaluation (NDE), which involves the 

detection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 irregularities due to non-conducting inhomogeneities in an 

electrically conducting material such as cracks, fasteners, sharp corners/edges, multi-layered 

structures, etc. Finally, I will present most recent research results on developing efficient 

algorithms on acoustic and elastic wave propagation and scattering for NDE applications.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Jiming Song received Ph.D.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in 1993. From 1993 to 2000, he worked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a Research 

Scientist and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From 1996 to 2000, he worked as a Research Scientist at SAIC-DEMACO. Dr. Song was the 

principal author of the Fast Illinois Solver Code (FISC).  He was a Principal Staff 

Engineer/Scientist at Semiconductor Products Sector of Motorola in Tempe, Arizona before he 

joined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at Iowa State University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2002. 

Dr. Song currently is a Professor at Iowa State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His research has dealt with modeling and simulations of interconnects 

on lossy silicon and RF components, the wave scattering using fast algorithms, the wave 

propagation in metamaterials, acoustic and elastic wave propagation and non-destructive 

evaluation, and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field. He received the NSF Career Award in 2006 and 

is an IEEE Fellow. 

 

  



Topic 4 : Big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 for Weather Forecasts: 

Applications to Forecasting Solar Power for Utility Operations 

Abstract of the talk 

Weather prediction is an important real-time challenge and many applications rely on its 

accuracy.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NWP) models are run as often as hourly at high 

resolution over tens of millions of grid cells and include physics packages that solve their own 

series of equations. Because the equations of atmospheric motion are nonlinear and dissipative, 

which make them chaotic, two approaches are often adopted to deal with this chaotic nature. 

First, observational data assimilation blends observed data into the initial model state. These 

data come from sampling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extent of the atmosphere as well as the 

land and sea surface boundaries. Some of these data are remotely sensed either from the ground, 

such as by radar, or from satellites. Thus, the data points are seldom located on the grid and are 

often of disparate nature. A second approach to dealing with the chaotic nature of the flow 

requires a stochastic approach and provides multiple possible realiz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ather event by running ensembles of simulations. 

The best predictions are post-processed using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to blend as much of 

the data, model output, and statistical learning as possible to improve the deterministic forecast 

and to quantify the uncertainty. Additional observations, when available, can be used in the 

post-processing step to improve the forecast. Training these post-processing methods requires 

large amounts of both model and observational data. The best methods blend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with the discretization of the physics and dynamics of the system. Such systems 

can be quite complex, and this is a problem in Big Data. Here we describe the Sun4Cast solar 

power forecasting system as an example of such a Big Data Weather system.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Dr. Sue Ellen Haupt is a Senior Scientist and Director of the Weather Systems and Assessment 

Program with the Research Applications Laboratory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NCAR) in Boulder, Colorado in the US.  She also serves as Director of Education 

for the World Energy and Meteorology Council, Adjunct Professor of Meteorology at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and a Councilor for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She 

earned her Ph.D. in Atmospheric Scienc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M.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rom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1984), M.S. i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from Western New England College (1982), B.S. in Meteorology from Penn State 

(1978), and did a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with the Advanced Study Program of NCAR. She has 

also been on the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 the U.S. Air Force Academy 

(visiting);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and Utah State University and previously worked for 

the New England Electric System and GCA Corporation. She is an expert in meteorology 

applied to renewable ener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thods, numerical methods, boundary layer 

meteorology, large scale atmospheric dynamics, dynamical systems, an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Dr. Haupt has authored and edited several books and published numerous journal 

articles on these topics. 

  



Topic 5 : Electromagnetic Inverse Scattering by Using Natural Optimization:  

A Big Data Perspective 

Abstract of the talk 

In this talk, natural optimization approach for benchmark electromagnetic inverse scattering 

will be re-scrutinized from a bid data perspective. Results of a comprehensive parametric study 

will be presented. Insights gained during this process will be brought forward to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proper design of numerical experiments.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Dr. Qing is a national young thousand talent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Physical Electronic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 is also head of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lectronics,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acoustic/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and inverse scattering, acoustic/ 

microwave/millimeter wave/THz wave imaging, and biomedical imaging. 

  



Topic 6 : 大数据？数据大？大数据电磁学？ 

Abstract of the talk 

本报告主要是从目前大数据的定义、处理方式和应用范围，来探讨分析大数据、数据大

和计算电磁学的关系、可能存在的应用和大数据计算电磁学的定义。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陈志璋教授于福州大学无线电系获工程学士，东南大学无线电系获工程硕士，加拿大渥

太华电气电子工程系获博士学位。现为 IEEE Fellow，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加拿大戴尔

豪西大学电子电机计算机工程系(含电的所有领域)教授兼系主任，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兼

职教授，多个技术委员会成员，为多个国际会议（含 IEEE 微波年会 IMS 和无线电年会

RWS）的组织者、技术委员会或督导委员会成员，IEEE 多尺度多物理期刊副主编、微

波杂志编委，国际数值模拟会刊编委,多个专业特刊期刊客座主编以及 Cambridge（牛津）

无线能量期刊编辑。 

陈志璋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电磁场计算、微波电路系统、天线和无线技术，共发表各种

SCI 期刊、会议论文 300 多篇，荣获 2006-2009 年度中国海外（杰出）青年合作基金，

2005 年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工程奖，2005-2010 戴尔豪西大学 Killam 首席教授，2006 年

戴尔豪西大学大学研究生教学杰出成就奖， 2007 年戴尔豪西大学大学工学院研究杰出

成就奖, 2013 年度 IEEE 加拿大 R.A.费森登奖奖章， 2013 年入选中国国家“千人计划”。 

 

  



Topic 7 : 社区问答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Abstract of the talk 

社区问答系统是一种建立在问答社区之上的新型问答系统，并已成为新一代搜索引擎的

重要发展方向。如何利用大规模社区问答网站中所蕴含的海量知识，并针对社区问答中

文本所具有的显著特点（短文本、不规范性、开放性等），综合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文本

挖掘等技术，提取和融合问答社区产生的文本数据和用户交互数据的多源特征，准确度

量社区问答中各类短文本之间的相关性，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报告阐述了面向社区

问答的社会化标签推荐、相似问题匹配、以及高质量答案筛选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内容。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李舟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信息安全系主任，智能信息

处理研究所副所长；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网络空间安全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网络空

间安全协会常务理事，《信息安全学报》、《网络与信息安全学报》等刊物编委。IEEE 会

员，ACM 会员，AAAI 会员，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网络安全，

数据挖掘与文本挖掘，自然语言处理与自动问答。在包括 TKDE、IPM、KAIS、TIST 等

SCI 期刊和 ACL2017、AAAI2016、WSDM2016、IJCAI2015、AAAI2015、SIGKDD 2014、

SDM2014、CIKM 2014、AAAI2013、SIGIR2013 等重要国际会议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

文。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中创软件人才奖、ECIR 2010 最佳论文奖。 

 

  



Topic 8 : 大数据与目标特性 

Abstract of the talk 

从目标特性研究需求出发，提出了目标特性研究的难度和不足，提出了采用大数据方法

开展目标特性研究的技术途径，并给出了大数据目标特性研究的成果。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刘佳琪，试验物理与计算数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某

技术中心总工程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院十四所所长助理、副总工程师，某工程

副总设计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飞行器设计、空间电子战、目标特性等研

究工作。获得部级科技进步奖 13 项；发表论文 90 余篇，出版专著 2 部，译著 1 部；授

权专利 30 余项；获得中国航天基金奖，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航天创新奖；国家 863 计

划重大项目组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审专家，总参谋部某重大项目咨询委员会委

员，军委装备发展部专业组专家，国家国防科工局国防基础科研专业组专家，国家国防

科工局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审查专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学术技术带头人，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院首席专家；中国电子学会会员，中国电子学会电子对抗分会委

员，中国宇航学会电磁信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系统仿真学会理事，中国自动化学会

系统仿真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军用电子对抗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

理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专业组成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科技委专业组成员，

《导弹与运载技术》、《航天电子对抗》、《兵器装备工程学报》杂志编委。 

  



Topic 9 : Advanced Antenna Technologies in 5G Mobile Communications 

Abstract of the talk 

天线是无线系统中必不可少的部件。随着现代无线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天线设计已从

一片简单的金属发展为复杂的部件甚至系统。本讲座首先简单回顾了天线技术的发展历

史及天线设计的独特技术挑战。在展示了天线设计对系统设计的影响后，展望了未来无

线通信技术特别是 5G 移动网络及可能的天线技术。针对未来的天线技术的挑战，提出

了天线设计的新策略新思考。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陈志宁教授，毕业于通信工程学院并获电子工程工学学士、微波与电磁场工程工学硕士

学位及通信与电子系统工学博士学位。后于日本筑波大学获其第二个工学博士学位。 

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五年，陈教授曾在通信工程学院从事教学与科研。一九九三至九五年，

加入东南大学作为博士后，后任副教授（资格）。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赴香港城市大

学，曾任研究助理及研究士。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九年，获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赴日本

筑波大学从事研究。之后，又于二零零一和二零零四年两次获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赴日

本筑波大学从事短期访问研究（高级）。二零零四年，作为访问学者加入美国国际商用

机器公司华森研究中心进行访问研究。二零一三年，作为 DIGITEO 高级客座科学家访

问法国 Supelec 大学以及自强教授访问上海大学。二零一四年作为海外杰出讲座教授访

问复旦大学。一九九九年至二零一二年，加入新加坡科技与研究局通信资讯研究院，曾

任首席科学家和射频与光研究部主任，领导一支七十余名研究员和工程师从事工程研究、

开发及技术转让。于二零一二年,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任终身正教

授,曾兼任新加坡科技与研究局通信资讯研究院科技顾问和首席科学家。 

同时，陈教授现兼任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及日本千叶大学客座或兼职或访问

教授进行教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及合作研究。现曾兼任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东南大

学及香港城市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新加坡科技与研究局公共科研基金、陈嘉庚青少

年发明奖以及新加坡法国合作研究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迄今，陈教授已经组织和领导

新加坡科技与研究局八项重大项目及五十多工业合作研究及技术转让项目。 

陈教授十分活跃于国际学术界。他已经作为大会主席、技术程序委员会主席、评奖委员

会主席或国际指导委员会主席组织与参与许多国际学术活动。他是国际天线技术专题大

会（iWAT）、国际微波论坛（IMWF）、国际资讯通信及多媒体技术在生物医学及健保中

应用专题大会（IS 3T-in-3A）、及亚太天线与传播大会(APCAP)的发起人及首届大会主席。 

由于在天线小型及宽带设计的杰出贡献，陈教授于二零零七年晋升为国际电子电气工程

师学会会士（IEEE Fellow）。现任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天线与传播学会新技术委员

会委员、会士评审委员会委员和杰出演讲人项目演讲人（Distinguished Lecturer）。在担

任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新加坡天线与传播分部主席期间，该分部获天线与传播学会

及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及新加坡支会两个“二零零八年最佳分部奖”。 

陈教授应邀在国际上发表了百余场技术演讲。他曾任六家国际期刊的主编、副主编及特

邀主编，现任五家国际期刊的主编、副主编或编委（JEMWA，IJAP，IJUWBCS，JKIEES，

IEEE TAP） 

陈教授已发表了五百四十余篇英文论文（其中九十多篇发表在 IEEE Transactions）及四

十余篇中文论文。他撰写、主编和出版了四本英文专著（Broadband Planar Antennas：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UWB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ntennas for Portable Devices, 

Antennas for Base Station i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发表了三个专题章节在三本英文

专著（UWB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for Communications, Radar, and Imaging，Antenna 

Engineering Handbook，Microstrip and Printed Antennas: New Trend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他主编了大型 Handbook of AntennaTechnologies（超过三千印刷页）。他

于一九九二年翻译出版了《小型天线》（Small Antennas）。 

陈教授是三十八项专利的发明人，并成功地实现三十五项次技术转让。曾五次获最佳论

文奖（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Best Paper Award 2010, the CST 

University Publication Award 2008, IEEE AP-S Honorable Mention Student Paper Contest 

2008, I2R Quarterly Best Paper Award 2004, IEEE iWAT 2005 Best Poster Award）及六项科

技进步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进步奖，江苏省国防科技进步奖及两次新加

坡 IES Prestigious Engineering Achievement Award 2006，2013）和 2013 ASEA 杰出科技

奖。 

陈教授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电磁学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和微波、毫米波、亚毫米波及太

赫兹通信、雷达及成像系统中的天线与传播。  

个人网页：http://www.ece.nus.edu.sg/staff/bio/czn.html 

  



Topic 10 : 复杂电磁兼容智能化设计平台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吴群，男，1955 年 9 月生，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工业大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学科带头

人。1977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无线电工程系，随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与通信工

程系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1999 年-2000 年，在韩国浦项工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学者。

近些年来，先后在韩国汉城大学、韩国浦项工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高性能

计算中心、南洋理工大学作访问教授。  

吴群教授发表论文成果百余篇，并编著出版《左手材料理论与应用》、《微波工程技术》

等多部教材专著。主要研究方向为射频/微波/毫米波器件与电路、射频/微波集成电路与

CAD、天线与电磁兼容性、微波应用系统与测量技术，获国家专利 5 项，现任 IEEE 哈

尔滨分会副主席、微波学会微波能应用分会副主任、微波学会毫米波与亚毫米波分会副

主任。 

  



Topic 11 : 电磁兼容基础数据预测、测量及其应用 

Abstract of the talk 

提出电磁兼容性基础数据分类及其应用需求，结合电磁兼容专业预测、测量及其

评估技术的发展需要，探讨试验与仿真相结合的数据分析、采集及其测量新技术，

讨论满足产品使用评估需求的数据组合分析技术的发展建议。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侯冬云：本人长期从事电磁兼容基础研究工作，曾任电磁兼容性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检测中心主要骨干，担任过型号工程的电磁兼容性试验

研究工作，负责多项国家基础、技术基础科研任务。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获得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编制国家军用标准、行业标准 5 项，联合编著 3 本。 

  



Topic 12 : 动态多尺度电大海面电磁散射建模和散射机理分析 

Abstract of the talk 

利用不同海域海面等效电磁参数模型和构建的不同海情海面的多尺度几何模型，研究电

磁波与不同海洋环境下动态电大海面的相互作用机理。基于传统的双尺度法发展了含泡

沫的修正双尺度法，给出了含破碎及受内波影响的三维动态电大尺寸海面并行电磁散射

建模方法，实现了小擦地角大区域动态海面电磁散射场/系数时间序列高效并行计算。通

过建立含卷浪的粗糙海面模型，研究了不同风速、不同频段下含卷浪粗糙海面的后向电

磁散射特性，分析了动态海面电磁散射频谱特性及小擦地角地海杂波“海尖峰”形成机理，

并对多尺度海面电磁散射建模方法进行了试验验证。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郭立新，博士生导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被授予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教育部首届“青年教师奖”

和第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创新优秀奖”获得者。现为陕西省无线电物理重点学科带头人，

复杂地物环境电波传播与散射“陕西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陕西省教学名师。

IEEE Senior Member，教育部科技委学部委员，装发部目标及其环境特性专业组成员，

陕西省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会士，中国电子学会电波传播分会委员。主要

从事复杂目标与地海环境电磁散射特性、随机介质中的电波传播、天线理论设计与微波

技术研究工作。 

近年来负责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 973、国家 863 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等项

目三十余项。出版专著 4 部，在 IEEE Trans. AP, IEEE Trans. GRS, Optics Express 等发表

刊物论文 280 余篇。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 项；获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 项。入选陕西省新世纪三五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获得首届“陕西省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奖”和第三届“陕西省青年科技

奖”，被评为陕西省师德标兵、陕西省优秀留学回国人员、陕西省青年突击手标兵和陕西

省师德楷模等。 

  



Topic 13 : Multiscale and Multiphysics Computational Electromagnetics for Big 

Data 

Abstract of the talk 

In this talk, I will present some results we have obtained for multiscale and Multiphysics 

computational electromagnetics.  I will discuss som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in 

this research.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Qing Huo Liu received his B.S. and M.S. degrees in physics from Xiamen University in 1983 

and 1986, respectively, and Ph.D.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in 1989.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mputational electromagnetics 

and acoustics, inverse probl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geophysics, nanophotonics, and 

biomedical imaging. He has published over 300 refereed journal papers and 450 conference 

papers in conference proceedings, and his H-index is 48 (Google Scholar). He was with the 

Electromagnetics Labora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as a Research 

Assistant from September 1986 to December 1988, and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from January 1989 to February 1990. He was a Research Scientist and Program Leader with 

Schlumberger-Doll Research, Ridgefield, CT from 1990 to 1995. From 1996 to May 1999 he 

wa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with 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 Since June 1999 he has been 

with Duke University where he is now a Professor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Dr. Liu is a Fellow of the IEEE, Fellow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Fellow of 

Electromagnetics Academy, and Fellow of 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Currently he serves 

as the founding Editor in Chief of the IEEE Journal on Multiscale and Multiphysics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the Deputy Editor in Chief of 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s 

Research, an Associate Editor for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and 

an Editor for the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coustics. He was recently a Guest Editor in Chief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for a 2013 special issue on large-scale electromagnetics 

computation and applications. He received the 1996 Presidential Early Career Award fo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PECASE) from the White House, the 1996 Early Career Research 

Award from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nd the 1997 CAREER Award from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He serves as an IEEE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Society 

Distinguished Lecturer for 2014-2016. 



Topic 14 : 有源频率选择表面（AFSS）研究 

Abstract of the talk 

由于无源 FSS 对带外信号“隐身”的同时对带内信号是“透明”的，这使得无源 FSS 无法在

频域上实现带内隐身，无源 FSS 的工作频率、带宽等电磁参数在其加工完成之后无法随

着外部电磁环境而改变。 

FSS 加载 PIN 二极管后能够实现在谐振频点附近的电磁开关特性。采用开启状态实现带

通特性来收发信号；关闭开关状态使其呈现带阻特性，实现带内隐身。这样，有源 FSS

（AFSS）不仅能在频域上实现频率选择特性，还能在时域上实现隐身，极大地提升了系

统的隐身性能。 

传统的有源 FSS 功能单一，在很多时候无法满足外部复杂的电磁环境对电子设备的功能

多样性和状态可调性等要求。因此有必要研究多功能的电磁周期性结构，使之具有一定

的频率可调、相位可变和极化可变特性。另外。新型复杂多功能电磁周期结构的研究也

是刻不容缓的。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曹群生教授获香港理工大学电子资讯工程系博士（Ph. D）学位。先后在美国 Illinois 大

学Urbana-Champaign校区电子系电磁研究中心博士后和美国Minnesota大学Twin-Cities

校区美国陆军高性能计算中心（AHPCRC）博士后和研究科学家。现任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电磁场理论及其应用、高性能计算电磁学方法和软件开发、天线和天

线罩一体化设计技术、频率选择表面和电磁兼容分析技术、高速电路的信号完整性分析、

雷达信号处理和雷达隐身技术等。在国际上出版了学术专著和专著章节 5 部。发表学术

论文 180 余篇，其中专业国际一流期刊和国际会议论文 10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2 项和省部级基金项目 3 项及纵向科研项目若干。 

  



Topic 15 : 基于建模优化的具有非周期部分反射表面的偏转波束天线设计 

Abstract of the talk 

本报告介绍了一种基于多目标遗传算法与 MATLAB-CST 联合仿真优化策略的偏转波束

天线设计方法。通过优化与稀疏部分反射表面的结构，并且将天线的旁瓣需求考虑在内，

可以实现任意想要角度的偏转天线设计。 优化内容如下： 

1. 优化部分反射表面贴片的尺寸，实现波束偏转； 

2. 稀疏优化部分反射表面，降低第一部分优化中带来的高旁瓣。 

设计并加工了一款波束偏向 θ = +40°的波束偏转天线，仿真与测试结果吻合较好。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程友峰，男，安徽人，电子科大学物理电子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相控阵

天线、进化算法、可重构天线以及天线散射研究等。 

  



 

Topic 16 : 电磁数据驱动的智能感知 

Abstract of the talk 

麦克斯韦方程是描述电磁场与波的最基本方程，在经典物理和相对论框架下都成立。原

则上说，一切电磁现象、功能器件与系统、电磁环境等均可由基于麦克斯韦方程的电磁

波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然而，由于目标、系统和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有些环境的不

确定性，精确求解复杂目标与环境的电磁问题变得极端困难、甚至不可能。这种情况下，

不断积累的电磁数据在电磁建模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本报告将介绍产生可靠电磁数据的

高效方法、仿真数据与测量数据的融合（测算融合）、现代信号处理方法及极端机器学

习算法在电磁问题中的应用。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崔铁军，男，1993 年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获博士学位，1995 年至 1997 年获得洪堡奖学

金资助，在德国 Karlsruhe 大学任 Research Fellow；1997 年至 2002 年在美国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作博士后及研究科学家。2001 年 10 月被聘为东南大学无

线电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IEEE Fellow，十

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近年来，崔铁军教授在电磁波与复杂物质相互作用方面做出了系统

而深入的研究，在 Springer 出版专著一部；在 Science、PNAS、Nature 子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Advanced Materials 等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论文 400 余篇，被引用 12600

余次，研究成果被选为“2010 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荣获 2011 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

奖、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曾为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副主编，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国侨

联“双百侨界贡献奖”、江苏省先进工作者、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应邀在圣彼得

堡 2012 年超材料大会、斯德哥尔摩 2013 年电磁研究进展大会、新加坡 2014 年全球华

人物理学家大会、2014 年全国雷达会议、2015 年全国电波会议等做大会报告或主题报

告二十余次。研究成果多次被 Nature News、MIT-Technology Review、Discovery、Scientific 

American、New Scientist 等专题报道。入选 2014 年和 2015 年 Elsevier 电气与电子工程

领域中国高被引学者。 

  



Topic 17 : 有源电磁超材料对电磁波的动态调控 

Abstract of the talk 

电磁波的动态调控对于许多实际电磁应用都是至关重要的。由亚波长电磁谐振单元构成

的人工电磁超材料可以具备自然界材料所不具备的电磁特异性质，为电磁波的调控提供

了新的手段。本文将简要介绍我们近年来在有源电磁超材料方面开展的研究工作。主要

介绍有源电磁超材料对电磁波吸收、反射和极化的动态调控，以及有源电磁超表面的设

计方法并实现对电磁波传播相位和幅度的任意动态调控，探索其在天线、透镜、电磁散

射控制等方面的应用途径。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冯一军，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防科工局“电磁波特征信息调控技术”国防重点

学科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江苏省“先进电磁波调控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曾先后在丹

麦技术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访问教授

或访问学者。1998 年入选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2002 年入选江苏省高校“青

蓝工程”计划首批优秀青年骨干教师；2007 年入选江苏省“333 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

头人；作为研究团队带头人获得“2007 年度江苏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资助计划；

2009 年当选“南京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近年来主要开展人工电磁材料及光电子器

件应用、电磁波新材料、微波器件和技术的研究。主持承担了国家 973、863 课题、国

防973和预研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教育部科研重大项目等二十多个项目。

累计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被 SCI、EI 收录论文 160

余篇。曾获得 2010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和 1995 年度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Topic 18 : 一种新的大数据学者学术评价系统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Wenhua Yu joined th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as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 May, 2014. 

He is the Director of the Jiangsu Key Laboratory for Education Big Data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e worked at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of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and has been a Group Leader of the Electromagnetic Communication Lab between 

1996 and 

2013. He received his Ph.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th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in 1994. He worked at th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from February 1995 to August 1996. He has published five books related to the FDTD method, 

parallel-processing techniques, software development techniques, and simulation techniques, 

from 2003 to 2009. He has published over 150 technical papers and four book chapters. He 

founded the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Unlimited company, and serves as President and 

CEO. He is a Senior Member of the IEEE.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mputational 

electromagnetic methods, software-development techniques, parallel-processing techniques, 

simulation and design of antennas, antenna arrays, and microwave circuits. 

 

  



Topic 19 : 高性能自适应天线稳健波束形成方法 

Biography of the speaker 

李文兴，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军预研专家组专家、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客座教授

（201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中国海洋工程

科技奖评审专家（2012）；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中国电子学会微波分会电磁兼容委

员会委员、 IEEE 会员、ACES 会员；美国应用计算电磁学会 ACES(SCI)杂志

“InternationalComputational Electromagnetics and Applied”专刊编委、国际天线和电波传播

IJAP （ SCI ）杂志 “Special Issue on Small Antennas: Miniaturization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专刊编委；PIERS（2011、2014）、亚太电磁兼容（2012）等国际会议分会

主席，亚太电磁兼容（2012）、亚太天线（2014）等国际会议技术委员会委员。电磁场与

微波技术和船舶电磁兼容学科带头人，先后主持和参加 30 余项军用和民用项目，获黑

龙江省自然科学技术学术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各 1

项、三等奖 3 项和黑龙江省第二届青年科技奖，省级精品课 2 项，主持开发的产品被确

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 5 项、国家重点火炬计划 2 项；代表性的科研为国家安全重大项目

国防“973”1 项。发表学术论文近 100 篇，其中 SCI 检索 40 多篇；出版专著 4 部，教材

2 部。 



江苏省教育大数据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简介 

 

实验室始建于 2010 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项目“高性能计算中心”，2011 年、

2012 年分别获批徐州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徐州市重点实验室，2014 年获批江苏省教

育大数据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实验室依托江苏高校优势学科--统计学、江苏省“十

二五”一级重点学科数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财富管理中心江苏分中心、教育

部教师教育协同创新中心、江苏教育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优势资源开展工作。研

究主要领域包括大数据统计学方法理论研究、大数据分布式处理技术研究与平台开发以

及教育大数据研究与开发， 实验室紧紧围绕大数据的重大关键和共性问题开展科学研

究，实现大数据采集、快速处理、可视化、系统集成核心关键技术突破。 

实验室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大数据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与工程开发的国际一流

实验室。实验室以人才、学科、科研和产业四位一体的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建立梯队

合理、勇于创新、充满活力的高素质科研与开发团队；培养大数据研究与开发相关方向

高素质人才；拓宽产学研结合的渠道，实现科研成果转化，服务中国教育和地方经济建

设, 实现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