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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物理学科点创立于1974年，同年开始招收本科生，迄今为止一直是我国

高校中唯一有等离子体物理本科毕业生的培养单位。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1981年成为首批博士学位学科点，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率先在国内创建

了一套完整的从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到博士后的等离子体物理人才培养体系。

从1992年起本学科点属于国家理科基础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九五”期间在

教育部组织的验收评估中评为优秀。

等离子体物理
Plasma Physics

Read more



1. Influence of energetic ions on tearing modes

Huishan Cai, Shaojie Wang, Yingfeng Xu, Jintao Cao, Ding Li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06, 075002 (2011)

2. Influence of energetic ions on neoclassical tearing modes

Huishan Cai, Nuclear Fusion, 56, 126016 (2016)

3. Influence of toroidal rotation on magnetic islands in tokamaks

Huishan Cai, Jintao Cao , Nuclear Fusion 58, 036008 (2018) 

4. A mechanism of neoclassical tearing modes onset by drift wave 

turbulence 

Huishan Cai , Nuclear Fusion 59, 026009 (2019) 

 主持国家级项目（课题）12项，在Phys. Rev. Lett., Nucl. Fusion等国
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

 近年来围绕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面临的关键性问题进行研究，特别
是快粒子物理与磁流体不稳定性的相互作用，部分成果如下：

蔡辉山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离
子体物理专业教授，工
程与应用物理系等离子
体物理博士生导师。国

家优青，中科院青促会
优秀会员，国际托卡马
克快粒子物理专家组成
员，IAEA快粒子物理会
议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

邮箱：
hscai@mail.ustc.edu.cn

研究方向：磁约束聚变等离子体物理理论和模拟



邮箱：
wdliu@ustc.edu.cn

刘万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离
子体物理专业教授，博
士生导师，校教学委员

会委员，安徽省政府参
事，中国核学会核聚变
与等离子体物理分会常
务理事。

 1981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198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

 1988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

 1988年至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工程与应用物理系任教

 2001-2008年，近代物理系主任

 2009-2014年，物理学院执行院长

连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国家磁

约束核聚变能发展研究专项等重要科研项目，曾任“科大一环”

反场箍缩磁约束聚变装置建设工程总指挥，建成KTX反场箍缩

装置、线性磁化等离子体装置、电子束等离子体装置、电子回

旋辐射成像系统等较大型实验装置系统逾十套。

长期从事聚变等离子体物理、基础等离子体物理、等离子体

高技术应用领域的实验研究，研究内容涉及波与等离子体相

互作用、等离子体微湍流与反常输运、反场箍缩磁约束位形、

等离子体诊断技术诸方面。



贾青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
离子体物理专业教授，
博士生导师，入选国
家创新人才青年项目。

邮箱：
qjia@ustc.edu.cn

 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2015年获北京大学等离子体物理博士学位

 2015-2018在普林斯顿大学等离子体物理国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

 2019年入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与应用物理系



邮箱：
wuzw@ustc.edu.cn

吴征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离
子体物理专业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安徽省产

业技术领军人才、安徽
省“百人计划”、曾获
香港工商界科技成就优
异奖、中国产学研合作
创新奖、安徽省自然科
学奖等奖项。

 2000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

 2010年获香港城市大学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联合博士学位

 2010-2018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等离子体实验室担任研究员、副主任

 2018年2月回到中国科大

主持开发的“等离子体杀菌装置”在60秒内对大肠杆菌、白色葡萄

球菌、金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白色念珠菌、克氏肺炎、黑曲霉

菌等常见微生物杀灭率达到99.9%，且可直接作用于生物活体体表。

低温等离子体应用

 在公共卫生安全物理灭菌领域，通过对等离子体源的设计、诊断等方

面取得的系列成果，开发出多款环境消毒及医疗器械，在解决生物安

全、公共卫生、食品保鲜等疑难课题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等离子体基础理论

 运用量子动力学理论研究了等离子体统计行为由费米-狄拉克分布描述

时对经典条件的修正，讨论了强关联效应对磁流体不稳定性的影响，

致密等离子体中磁场作用下波的发展与演化等。



邮箱：
jzheng@ustc.edu.cn

郑 坚

等离子体物理专业教授。
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教育部创新
发展团队带头人、国家某
重大专项专家组成员。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与天
文学位分委员会委员、等
离子体物理学科负责人。

 1998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2004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 Effects of non-Maxwellian (super-Gaussian) electron velocity distributions on Thomson 
scattering

Zheng J et al., Phys. Plasmas 4, 2736 (1997)

2. Study of hot electrons by measurement of optical emission from rear surface of a 
metallic foil irradiated with ultraintense laser pulse

Zheng J et al., Phys. Rev. Lett. 92, 165001 (2004). 

3. Effect of multiple scattering on Cerenkov radiation from energetic electrons,.
Zheng J,  Phys. Plasmas 20, 013302 (2013).

4. Mitigating stimulated scattering processes in gas-filled hohlraums via external 
magnetic fields, 

Gong T. et al., Physics of Plasmas 22, 092706 (2015).

5. Feasibility of Transition Radiation as a Diagnostic of Hot Electrons Generated in 
Indirect-drive Experiment, 

Liu Y. Y. et al., . et al., Physics of Plasmas 25, 083304 (2018) .

长期从事惯性约束聚变以及等离子体物理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
承担和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技术计划、国家重大专项、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科学院先导专项等研究任务。在汤姆逊散射诊断理论和实验、超强
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产生的超热电子的相干辐射等方面取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获得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到2018年底，已经培养博士12名，硕士12名；
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

研究方向：等离子体物理、激光聚变高能量密度物理



 199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

 1999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离子体物理博士学位

 2000-2001年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卡德拉奇研究中心博士后

 2001-2006年在瑞士洛桑高工等离子体物理研究中心物理工作者

 2006-2017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聚变与等离子体研究所教授、博导、所长

 2017年至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与应用物理系教授、博导、执行主任

研究方向：磁约束聚变等离子体实验物理、高温等离子体诊断，磁

约束聚变堆物理设计、辅助加热及电流驱动

 主持中国磁约束聚变路线图中三大主力聚变实验装置之一——J-TEXT托卡

马克的重建、运行和物理实验。

 主持研发世界首例高时空分辨三色远红外激光多道偏振干涉仪，用于托卡

马克内部磁场及磁扰动的精细测量，首次观测到托卡马克运行濒临密度极

限时辐射不稳定性导致电流密度分布不对称现象

 作为国家磁约束聚变堆总体设计组成员和物理组三负责人之一，开展了中

国聚变工程试验堆（CFETR）物理设计、CFETR运行方案实验验证与优化

研究

邮箱：
gezhuang@ustc.edu.cn

庄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离
子体物理专业教授，博
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
选者。国家磁约束核聚
变专家委员会委员、国
际托卡马克物理活动协
调委员会委员、中国物
理学会等离子体物理分
会主任委员、核聚变领
域旗舰期刊《 Nuclear
Fusion》编委 。



 2003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200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

 2010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

 2010-201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博士后、特任副教授

 2017年至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工程与应用物理系副教授

连续主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中科院先导专项、863计划、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课题十余项。建成国内首个国际先进的强磁

场耦合强激光的实验装置；发展了多种X光谱测量和强磁场产生仪

器设备、独立掌握了关键元器件的制作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发明

了激光真空镀膜新技术；提出了多个X光源产生方案；实验发现了

地磁层不稳定性、天体喷流和宇宙高能粒子加速新现象。

长期从事强磁场下激光物质相互作用、激光驱动的强辐射源等应用

激光等离子体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天体和空间物理过程的实验室研

究、惯性聚变、激光等离子体工业应用技术、X光源、X光测量仪

器和X光成像技术、新波段强辐射源等方面。

邮箱：
gyhu@ustc.edu.cn

胡广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离
子体物理专业副教授。
荣获蔡诗东等离子体物
理奖、国家重大科技专
项优秀课题奖、863计划
优秀课题奖等学术奖励，
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2001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2008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

 2011年至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工程与应用物理系任教

多次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磁约束核聚变能发展研究专项、安

徽省能源研究院研发专项等重要科研项目，完成了“科大一环”KTX

电源系统、双膜软X射线成像、三维边界静电探针、面向聚变堆的紧凑

环注入原型装置、光纤激光干涉仪诊断系统等实验装置和诊断系统。

从事聚变等离子体物理、基础等离子体物理、等离子体高技术应用领

域的实验研究，研究内容涉及等离子体微湍流与反常输运、L-H模转

换机理、反场箍缩磁约束位形、等离子体诊断技术、空间等离子体推

进等方面，目前在国内外主流刊物上发表文章60余篇。

邮箱：
lantao@ustc.edu.cn

兰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离
子体物理专业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所系结合

王淦昌英才班班主任，
安徽核学会理事,担任国
内外等离子体领域主流
刊物审稿人。

ORCID: https://orcid.org/0000-0002-2785-5178



 2003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2009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

 2013年至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工程与应用物理系任教

 从事高温聚变等离子体的诊断和实验研究工作，主要研

究方向为聚变等离子体中的湍流和反常输运物理，多尺

度耦合物理。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基金委青年基金一项，

面上项目一项，国家磁约束聚变能发展研究专项两项，

总经费两千多万元。

 主持建设了东方超环EAST装置上多道微波多普勒反射计

诊断系统，科大一环KTX装置上的电磁测量诊断系统，环

流器2号HL-2A装置上的重离子束探针诊断系统。在国际

等离子体核心期刊发表论文60多篇，总引用次数1600多

次，google scholar统计h10因子29。邮箱：
lad@ustc.edu.cn

刘阿娣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离
子体物理专业副教授



邮箱：
honglee@ustc.edu.cn

李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离

子体物理方向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KTX 反场

箍缩磁约束实验装置总

工程师。

 1993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199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

 2002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

 2003年至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工程与应用物理系任教

主持科技部磁约束聚变能发展研究专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项目多项，作为骨干承担科技部、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国家

安全重大基础研究等多项重点项目。 KTX 反场箍缩磁约束实验

装置总工程师，原创发展了涡流诊断、双功能微波探针等多项等

离子体诊断技术，建成等离子体目标微波暗室、高压强流脉冲电

子束等离子体装置、双极化微波反射计等多套实验装置。

长期从事磁约束等离子体物理、基础等离子体物理、等离子体先

进技术应用领域的实验及模拟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反场箍缩磁场

位形优化设计、等离子体三维物理与主动控制技术、中高气压下

等离子体基本性质及诊断、等离子体微波诊断技术、飞行器XX

技术等方面。历年来共发表 SCI 收录文章九十余篇。



邮箱：
jliuphy@ustc.edu.cn

刘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离
子体物理专业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中国科学

院“拔尖青年科学家”。

 2005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

 2012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

 2010-201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联合培养博士

 2012-2014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2014-2017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特任副研究员

 2017-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

主持科技部国家磁约束核聚变能重点研发专项、国家自然基金、

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等项目和课题十余项。

2015年获得“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最佳应用奖”。2016年获

得中国科学院“拔尖青年科学家”称号。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做

邀请报告，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发表SCI论文60余篇，获得发明

专利2项，译著一部。

主要从事等离子物理基础理论、几何算法、大规模数值模拟、

科学大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研究，在几何相位、保结构数值

算法、射频波物理、逃逸电子物理、先进模拟程序开发与实

验数据挖掘等方向完成了一系列原创性工作。



邮箱：
jlxie@ustc.edu.cn

谢锦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离
子体物理学科副教授

 1993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先后获学士、博士学位

 2002年至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工程与应用物理系任教

连续三次获国际诊断会议特邀报告；主持及核心参与等离子体

诊断、仪器类国家级项目总经费约五千万元。

研究领域：基础/聚变等离子体诊断技术及物理实验、空间

等离子体地面实验研究

研究具体内容：

托卡马克微波成像诊断及MHD实验研究、先进太赫兹干涉

诊断、激光诊断（汤姆逊散射、激光诱导荧光等）、湍流及

波粒相互作用、磁重联实验研究、等离子体源技术等



本学科是国家一级重点学科，涵盖“核能科学与工程”、“核燃料循环与材料”、“辐射

防护与环境保护”、“核技术及应用”四个二级学科专业。是国内唯一同时依托热核聚

变实验装置、同步辐射光源等国家大科学装置实验平台，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

重大国际科研合作计划而建立的培养高端核科学技术和核能工程人才的重要学科。

核科学与技术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ad more



陈红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荣获国家能源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中国核能行业协

会科技一等奖、安徽省科

学技术一等奖、安徽省第

七届青年科技创新杰出奖

等。

担任全国反应堆热工流体

学术会议专委会委员、多

个国际核能大会科学委员

会委员。

hlchen1@ustc.edu.cn

 1989年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

 2007年获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博士学位

 2007-2008年在国际聚变实验堆（ITER）法国总部，访问学者

 2009年-至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领域：核能科学与工程

研究方向1：核反应堆热工水力与安全性能研究

 反应堆热工水力设计及性能研究

 反应堆瞬态事故安全分析与评估

研究方向2：先进核反应堆系统设计

 铅冷快堆设计，提出了自然循环和驱动循环两种铅冷快堆设计概念

 小型模块化先进堆设计（应用于空间、海洋、荒岛等场景）

 聚变堆包层结构设计与氚循环系统设计

研究方向3：数值反应堆程序开发与计算

 热工水力、中子物理、燃料棒行为、结构力学、严重事故等专用计算程序开发

 开展多物理、多尺度程序耦合开发，基于统一耦合架构理念实现多程序的统一耦合



 2018/3 - 至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与应用物理系，教授

 2015/7 – 2018/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2012/3 - 2015/6，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验室，助理研究员

 2009/6 - 2012/3，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验室，物理部，博士后

 2007/3 - 2009/5，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国家实验室，博士后

 2001/9 - 2006/7，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光学，博士
1. Radiokrypton unveils dual moisture sources of a deep desert aquifer, Proc. Natl. Acad. Sci. (PNAS) 116, 16222 

(2019)

2.81Kr dating of the Guliya ice cap, Tibetan Plateau,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6, 6636 (2019)

3. Latest development of radiokrypton dating – A tool to find and study paleogroundwater,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9) In Press, https://doi.org/10.1016/j.quaint.2019.04.025

4. Continental Degassing of Helium-4 by Surficial Discharge of Deep Groundwater, Nature Geoscience, 8, 35 (2015)

5. Radiometric 81Kr dating identifies 120,000 year old ice at Taylor Glacier, Antarctica, Proc. Natl. Acad. Sci. (PNAS) 

USA 111, 6876 (2014)

6. Analysis of 85Kr: a comparison at the 10-14 level using micro-liter samples, Sci. Rep. 3, 1596 (2013)

7. ATTA-3: An atom counter for 81Kr- and 85Kr-Dating of environmental samples,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91, 1 (2012)

8. Ar detection at the 10-16 isotopic abundance level with atom trap trace analysis, Phy. Rev. Lett. 106, 103001 (2011)邮箱：
wjiang1@ustc.edu.cn

蒋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超灵敏同位素检测。利
用原子阱痕量分析技术
进行环境样品中长寿命
惰性气体同位素的超高
灵敏检测，开展放射性
氪、氩定年在地下水、
冰芯、大洋环流研究以
及在核安全领域中的应
用。

http://atta.ustc.edu.cn



 1983-1991 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本科与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93-1996 于法国巴黎南大学读研究生，获理学博士学位

 1996-200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后、副研究员

 2000-2012 日本东京大学JSPS研究员、JAEA副主任研究员

 2012-至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课题组研究方向：

 辐射化学：水溶液辐解、辐射法合成金属钠米粒子、

高分子材料辐射改性、耐辐射高分子钠米复合材料、

超快脉冲辐解等

 放射化学：用于放射性废物吸附和分离的功能化钠米

材料、光化学法分离高放废液中的铂族金属元素等

 反应堆水化学、放射性有机废液超临界水氧化等

林铭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
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安徽省特聘专家

邮箱：
gelin@ustc.edu.cn



邮箱：
pengch@ustc.edu.cn

彭常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能
科学与工程专业特任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
曾获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科学技术二等奖，三等
奖，中广核集团科技进
步二等奖，中科华核电
技术研究院科技成果一
等奖，优秀论文二等奖
和一等奖等。

 2005年7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核科学与工程专业；

 2005年7月-2008年4月，华北电力大学；

 2006年4月-2007年4月，日本东京大学；

 2008年5月-2012年5月，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2012年6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课题组主要研究方向：

 反应堆热工与安全分析

 概率安全分析



邮箱：
yemy@ustc.edu.cn

叶民友

双博士学位。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科院人才计划。

2009年科技部国际热核
聚变实验堆（ITER）计
划专项“聚变实验堆设
计研究”和2014年科技
部 国家磁约束核聚变能
研究专项“CFETR总体设
计软件集成及堆芯优化”
项目首席。

 1991年获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理博士学位

 2001年获日本名古屋大学论文博士（工学）

 1991年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93年日本名古屋大学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

 1994年名古屋大学能源科学工程系终身文部教官

 2001年德国马普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2011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副院长

 201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等离子体物理

 等离子体与材料表面相互作用

 聚变反应堆设计

 主持完成日本文部省科研和奖励基金、国家磁约束核聚

变能发展研究专项和基金委重点和面上基金等多项研究

工作。发表学术期刊论文180余篇



 1997年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

 200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获工学硕士学位

 2008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获工学博士学位

 2009年至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学院、工程与应用物理系任教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磁约束

核聚变能发展研究专项、生态环境部公益性项目、安徽省自

然科学基金等重要科研项目，负责辐射防护与环境保护教研

室建设工作。

长期从事核辐射测量和剂量学以及辐射防护等方面的教学与

研究工作，研究内容涉及核辐射剂量学、辐射屏蔽技术、辐

射环境监测及影响评价、蒙特卡洛方法及程序、工业辐射防

护技术、医学辐射剂量及辐射防护技术、加速器辐射防护技

术、聚变堆/裂变堆辐射防护技术、核废物处置技术、核应急

技术等领域诸方面。

邮箱：
zchen@ustc.edu.cn

陈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辐射
防护专业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中国辐射防护

学会理事，生态环境部
电离辐射师资库师资、
安徽预防医学会放射卫
生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安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卫生与放射卫生分会常
务委员等。



邮箱：
zqchang@ustc.edu.cn

常振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燃

料循环与材料专业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国际

能源署IEA-ESEF放射性

废物处理研究中国联络

人，中科院放射化学专

家委员会委员。

 1984年本科毕业于安徽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

 199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

 2004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

 1992年至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

 2007-2010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Strasburg大学、德国

Ilmenau工业大学，博士后

 2012-2017年，核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助理，教学办主任

连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

国核工业集团、安徽省等支持的科研项目，设计建造首台基于

微流控技术的核燃料微球量产制备装置，主持完成中国聚变工

程实验堆（CFETR）泵输系统初步工程设计。

长期从事先进反应堆的高性能核燃料设计与制备研究、核裂

变与核聚变燃料循环相关研究以及新型肿瘤治疗药物研究等。
研究涉及高温等离子体核素分离技术、微流体控制技术、3D
打印技术在核工程领域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



邮箱：
guoyun79@ustc.edu.cn

13965106983

郭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科
学技术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反应堆工程

 2002年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核反应堆工程专业

 2007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核科学与工程专业

 2007-2008年在东京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

 2008-2013年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任教

 2013年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

目前在研的有国防项目、预研项目等横向合作项目，合作单位

有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和国电投研究院。

长期从事反应堆热工水力方面的研究，内容涉及各种瞬态和

事故分析，确定论安全分析，中子与热工水力耦合等多物理

场研究以及堆内特殊物理现象的分析等。近年来侧重于数值

计算方面，包括湍流时均方法，大涡模拟，粒子网格混合方

法，两相流动求解技术，一维系统分析等。



 2003年获西安交通大学核工程学士学位

 2010年获中科院等离子体所与PSI研究所联合培养核工程博士学位

 2010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任副教授至今。

长期从事核材料中子辐照实验、损伤表征及机理研究，研究内容

包括核结构钢的散裂/裂变中子和离子/电子辐照实验、辐照硬化

/辐照脆化/氦效应、核陶瓷损伤断裂力学等研究。

负责十余种国产核材料中子辐照损伤实验研究，多次在国际聚变

堆材料大会、国际散裂靶材料技术研讨会等重要国际会议上做口

头报告。培养博士后1名、博士2名和硕士7名。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20万，2010-2012）、

科技部磁约束核聚变能发展专项人才项目（300万，2011-20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0万，2014-2017）、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联合基金项目（70万，2018-2020）、科技部磁约束核聚变能

发展专项项目课题子任务（200万，2019-2023）。

 2010至今主讲专业基础课《反应堆材料》和《核材料实验方法》

彭蕾

核科学技术学院，核工
程/核材料专业，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中国

核学会辐照效应分会理
事

邮箱：
penglei@ustc.edu.cn

0551-63601141



医学物理是用物理学的原理、方法和技术来预防、诊断和治

疗人类的疾病，实现改善人类健康的目的。医学物理包括肿

瘤放射治疗物理、医学影像物理、核医学物理、健康物理。

医学物理
Medical Physics

Read more



 2015年荣获美国 CIRMS  Randall S. Caswell电离辐射测量和标准化领域杰出

成就奖

 2018年荣获美国保健物理学会杰出科学成就奖

 2020年荣获美国医学物理师协会 Quimby 医学物理终身成就奖

 2020年荣获美国核学会 Compton 核科学技术教育成就奖

 开发了数款商业软件，VirtualDose 和ARCHER

邮箱：
xgxu@ustc.edu.cn

徐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
科学与技术专业教授，
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核辐射安全，医学影像，放射治疗的科研和教学

工作，是世界上辐射剂量学和高性能蒙特卡洛粒子输运模

拟计算的学术带头人。美国医学物理师学会(AAPM)、美国核

学会（ANS）、美国保健物理学会（HPS）的会士（Fellow）

• 200篇同行评审的期刊文章、400篇会议摘要、130特邀大会报告或学术

访问讲座

• 期刊编委会成员

 Medical Physics, 

 Physics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Radiation Protection Dosimetry 

• 主编Handbook of Anatomical Models for Radiation Dosimetry一书



Thank You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