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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杰
博士/教授
 副院长     

（主持工作）

宁波市DSP重点实验室主任，美国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大学访问学者。近年来主
要从事2D/3D图像视频信号处理相关的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等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2项，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科技攻关、国家人社部留学人员择优资
助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启动基金等省部级项目10余项。近年来以第一作者在IEEE
TCSVT等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SCI检索论文10多篇。获授权
发明专利5项，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奖、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奖、浙江省“三育人”先进
个人等市级以上各类奖励和荣誉10多项。先后入选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151
人才工程、宁波市领军与拔尖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目前担任郑州大学等高校的兼职
研究生导师，已指导毕业研究生10多人。

张增年
硕 士 /教 授

党委书记

获浙江省“三育人”先进个人,宁波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校优秀教师；先后获得省部级科
技进步三等奖、宁波市教学成果三等奖、校教学成果一等奖。主持并完成了3项省部科研
项目；2项教育部教改项目，主持完成了4项教育厅科研项目，1项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近几年来在国际国内核心学术刊物或重要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
被SCI 、EI 检索的论文有15篇,主编教材1部、参编教材2部。

李君
博士/教授
硕士生导师
院长助理

近年来承担863重大科技专项子课题、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公益项目、全国博士
后基金等科研项目，并作为技术负责人完成3项国家863计划项目。申请发明专利十余项
，登记软件著作权5项，获得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在IEEE Communications
Letters、Journal of Network and Systems Management等国内外期刊和ANCS、ICC等重
要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应邀担任IEEE/ACM Transaction on Networking
、Infocom、Science China Information Sciences等刊物和国际会议的审稿人。

方朝曦

博士/教授
无线通信与网

络
研究所所长

2004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通信科学与工程系，获学士学位。2009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
信息学院，获博士学位。2013年至2014年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无线协作通信、多用户通信与无线网络编码技术。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1项，省自然科学基金2项，省科技厅项目1项。浙江省新兴特色专业“通信工程
”实际负责人、浙江省一流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骨干成员。已在《IEEE
Transactions on Signal Processing》等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
以第一作者发表SCI期刊论文17篇。获授权发明专利8项，出版教材2部。入选浙江省151
人才工程、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以及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工程。

陈文鑫
硕士/副教授
院长助理

结构光三维测量系统标定方法研究--基于结构照明的三维成像关键技术改进研究(浙江师
范大学)

王遵义 研究员

主持并完成了食品安全事件信息监测与公共服务平台关键技术研究(浙江省科技厅)、基
于机器视觉和光谱技术的水果品质快速检测方法研究和仪器开发(浙江省科技厅)2项省级
项目，近几年来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或重要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20
余篇，其中被EI检索的论文8篇。

刘高平
博士/教授
研究院院长

宁波市工业特派员，获2003 年入选浙江省高校青年教师资助计划、2002 年入选浙江省
宁波市新世纪“4321 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主持并完成了火灾现场消防员三维定位应急
救助系统研发(省部级)、新一代移动互联网实时视频传输算法的研究(浙江省科技厅)、
网络化心电图分布式服务系统(浙江省科技厅)、基于 3G 网络的远程机器人视频可靠性
传输技术(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基于射频能量采集的
畜牧业电子标签关键技术研究(浙江省科学技术厅)5项省级项目，2项发明专利、5项实用
新型

张少中
博士/教授
市创新团队

负责人

2005年入选浙江省“151 人才工程”入选者第三层次、2007 年入选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
科带头人、2007 年入选浙江省宁波市新世纪“4321 人才工程”第二层次、2012 宁波市
领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完成了国家级项目电子商务和电子服务的信任网络
结构模式挖掘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并完成了基于电子商务类微博和微信
评论大数据的用户信任网络模式挖掘研究(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面向商务智能应用
的网络结构知识挖掘研究(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项省级项目

陈智罡
博士/教授

通信与安全系
系主任

获得了2007 年入选浙江省高校青年教师资助计划；浙江省高等学校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
技能比赛优秀奖、2008年；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等奖项；主持并完成了云环境下密
文医疗健康数据的分析预测技术研究与实现(省部级)、后量子格公钥密码的新型设计与
可证明安全性(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项省级项目和基于密文堆叠思想的无需密
钥交换的全同态加密设计方法研究(密码科学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邵鹏飞 博士/教授

获浙江省高校教师教育技术成果评比二等奖、浙江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主持并完成非
传统安全视阈下西北边疆城市交通风险防范研究（国社科）、强化工程能力培养的虚拟
仿真教学模式在南疆高校的应用研究-以计算机网络课程为例（省教科规）、结合IT网络
认证培训的‘数据通信与计算机网络’课程课堂教学改革（省课改）、直接面向
Internet 的分布式路桥监测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省公益)、多跳无线网络中随机网络编码
策略的研究（宁基金）、城市内涝监测实时预警信息共享系统的研发（宁社发）、数据
通信与计算机网络（宁慕课）等多项项目；授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软著10余项

陈丹江

博士/副教授
工业信息化研

究所所长
电气与机电系

系主任

获得2009年入选浙江省高校青年教师资助计划、浙江万里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宁波市
工业特派员。
主持并完成了“基于图像处理的多电平逆变器故障诊断技术研究”“NPC三电平逆变器容
错技术研究”2018年省级教学改革项目“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综合改革”等多项科研项目；发表SCI、EI等收录论文10余篇；获得“二极管中点钳位三
电平逆变器的器件开路故障诊断电路”等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多项；指导学生获
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国家二等奖）等学科竞赛10余项；

施炯
博士/副教授
电子与物联网

系系主任

参与认知无线电深度感知理论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主持并完成60GHz毫
米波通信频率同步与PA非线性估计技术研究（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智能化
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系统研发（浙江省科技厅一般项目）2个省级项目，基于屏蔽序列偶的
感知超宽带环境信息提取方法研究（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屏蔽序列偶
集的雷达传感器网络相位编码技术研究（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个市级项目，
获专利两项：一种基于屏蔽互补二元序列偶的符号同步方法及系统（ZL201611001169.4
）、基于最佳二元序列偶的信道估计均衡方法及系统（ZL201310077437.0）

庄锦雄 博士/教授
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取得全额奖学金的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并在中外合作大学任教八年
。同时在德国博世电动工具担任过两年的亚太地区产品经理。现在在万里学院作为机电
专业负责人，并负责和普渡大学西北校区2+2项目对接和其他国际事务工作。

汪永斌 学士/教授
完成了一种提高柴油热风炉热效率的方法及其柴油热风炉(国家科技部)、EGR 式柴油热
风炉热声耦合脉动燃烧技术研究(浙江省科技厅) 等科研项目

柳玉甜 博士/副教授

主持并完成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主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产学合作育人项目1项
，主持完成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1项，参与完成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其中EI检索10余篇。于2017年前往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进行为期1年的学术交流。

钱裕禄
硕士/副教授
基础电类教育
研究所所长

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系统化学习任务驱动的研究性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省教学成
果一等奖-地方院校能力导向、项目驱动的研究性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2011-2012 年度
浙江省高校第七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省级优秀奖、浙江省视频公开课三等奖-现代传
感技术及应用课程等奖项。

李昌刚 博士/副教授

主持基于CAN总线的智能车身控制系统研发（国家科技部中波国际合作）、基于人工智能
的车辆优化调度管理系统（宁波市工业攻关）、四通道汽车稳定性控制研究（宁波市自
然基金）等项目，专利及软件著作权2项：一种基于生物法的复合式堆肥臭气滤除装置及
方法、汽车高速行驶突遇障碍物时的安全制动装置及其方法

陈军敢 博士/副教授
美国普渡大学访学者，获2007 年入选浙江省高校青年教师资助计划、2015 年宁波市领
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主持并完成省部级项目2项

张巧文 博士/副教授

宁波市电子学会会员、宁波市科技特派员、ALTERA金牌讲师；获2007浙江万里学院学术
年会论文二等奖、2009电信学院教学技能比赛全能二等奖、2011浙江省高校教师教学软
件评比三等奖、2014年浙江万里学院示范建设课程优秀奖；主持完成科研项目5项目，包
括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1项、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1项、教育厅科研项目1项、横向项目2
项、参编教材1部；作为研究骨干人员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项、浙江省科技
厅项目1项、浙江省课堂教学改革项目1项、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3项；作为次要研究人员
参与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项、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2项、教育厅项目1项、宁波市自然
科学基金4项等。申请国家发明专利5项（授权3项），登记软件著作权3项； 在Chinese
Journal of Electronics、IEICE electronics express、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浙江大学学报、传感技术学报等核心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余篇。

王阳 博士/副教授
宁波市工业特派员，主持并完成了延伸栅多晶硅纳米线 PH值传感器的工艺研究与模型建
立(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

翁时锋 博士/副教授
近5年共承担科研项目4项，其中国家级1项，省部级2项，市级1项。 2018年获得宁波市
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并多次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其中，SCI收录2篇，EI收录
1篇。至今共申请4项发明专利，已授权4项，还获得登记软件著作权若干项。

吴耀辉 博士/副教授
近五年主持省自然基金项目1项、市厅级项目3项；近五年发表期刊论文9篇，其中SCI索
引5篇，EI索引2篇，一级核心2篇；担任IEEE ACCESS期刊审稿人

郑子含
硕士/副教授
电子信息教育
研究所所长

获浙江省高等学校第四届现代教学技能比赛优秀奖；完成了2015年浙江省高等教育课堂
教学改革项目：“任务驱动、虚实结合”《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堂教学改革实践

吕昂 硕士/副教授
获宁波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指导学生学科竞赛，获得多项国家级、省级奖项
；主持浙江省教育规划课题；获批多项发明专利

谢智波 硕士/副教授
完成了浙江省2016年度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项目基于平面声源阵列及多次级源的噪声
抵消技术研究(浙江省科技厅)、基于BOPPPS 模型的《 可 编 程 逻 辑 器 件 应 用 》
课程教学改革（kg20160338)

张秀丽 硕士/副教授

获2009浙江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完成了南美白对虾 WSSV病害预警系统研发(浙江省科技
厅)、网络音频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浙江省科技厅)2项省级项目；获得了3项发明专利
：音频设备的频率响应自适应均衡方法； 蚁群算法优化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溶解氧预
测方法、基于手绘的三维数字化模型生成关键技术研究与实现（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姚竞红 硕士/副教授
主持并完成了“对分课堂”在《电路分析》课程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2016省级教改项
目）

高小能 硕士/副教授
主持并完成了项目主导的工科工程训练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施（浙江省教改革项目）、
强化培养学生工程能力的《企业级网络设计》、课程虚拟仿真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浙江省课堂教学改革项目）等改革项目

彭涛 博士/副教授 完成了2015年省教改项目：基于校企融合的通信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洪群欢 高级实验师

获2016年宁波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2016年浙江万里学院“三育人先进个人”
、2018年宁波市教育工委“优秀课程思政教师”；获得专利PLC智能双控消防增压稳压给
水设备、一种温控式户外电器柜；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证书8项。指导学生学科竞赛，已累计获得国家级二等奖10项，国家级三等奖4项，省
级一等奖20项，省级二等奖52项，省级三等奖70余项。

王航
博士

高级工程师

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江苏省数字化制造
技术重点建设实验室开放课题1项，获河北省科学技术成果1项，主持完成企业重点项目3
项，相关研究成果已应用于企业生产；授权发明专利三项，发表高水平论文十余篇。

周雪娇 讲师

获浙江省高校第八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自然科学应用学科二等奖、2016浙江省高等
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应用型专业综合改造的探索与实践”1项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
：获发明专利“一种多媒体可视化门禁系统”、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能多点信号输出的
继电器”

金丽萍 博士 获浙江省高等学校第十一届现代教学技能比赛二等奖

宦红伦 博士/讲师 4篇SCI论文，1项发明专利，参与两项国家青年科学基金

白永强 博士/讲师 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参与两项国家自然基金及多项省部级项目

严翔 博士/讲师 获2019年浙江万里学院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