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吴国新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7.10 

照片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现任职务 实验室副主任 现在职称 研究员 

最后学历 研究生 最后学位 博士 获学位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 

任硕导时间 2013.03 任博导时间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小

营东路 12 号 

联系方式 （010）82426991 E-mail wgx1977@bistu.edu.cn 

所属学科 
及学科方向 

机械工程 研究方向 1 监测诊断与仪器科学 

机电系统智能感知与控制 研究方向 2 图像处理与人工智能 

工作简历 

2003.04-2008.04，北京机械工业学院机电系统测控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 

2008.05-2017.12，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机电系统测控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 

2018.01-至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机电系统测控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科研项目情况 

监测诊断与仪器科学研究方向： 
以机械工程学科为基础，融合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以计算机技术为依托，利用信号传输、分析、识

别等先进技术，进行机械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 
 
1. 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2020YFB1713203，智能仪器仪表设计制造协同管理系统研发与应用示范

（项目名称：智能仪器仪表制造产业集聚区域网络协同制造集成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2020/11-至
今，136 万元，在研，主持 

2. 军工纵向，“测试仪器领域核心产品研制课题”，2021/01-至今，176 万元，在研，主持 
3. 北京市教委科技计划重点项目，KZ201311232036，变工况风力发电旋转机械的故障特征趋势预示方法

研究，50 万元，已结题，参研 
4. 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2013D005007000009，热流瞬态失衡的信息获取与检测方法研究，2013/01 - 

2014/12，5 万元，已结题，主持 
5.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划项目，CIT&TCD201404120，热流瞬态失衡的多元信息获取

与传热效应优化研究，2014/05-2016/12，25 万元，已结题，主持 
6. 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17YFCZZC00270，高档数控机床半实物仿真系统及云服务平台的关键技术开发，

2017/10-2019/10，已结题，参研 
7. 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项目，S1926090，叶片部分参数评价算法研究，9.6 万元，2019/05-至今，在研，

主持 
8. 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项目，S1926173，运动滑台直线度测量模块研制，8.6 万元，2019/12-至今，在研，

主持 
9. 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项目，S1726045，平面光栅直读摄谱仪测量系统开发，10 万元，2017/05-2018/12，

已结题，主持 
10. 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项目，S1426050，DSC 热分析多元信息获取软件开发，2014/07-2017/01，50 万，

已结题，主持 
图像处理与人工智能研究方向： 
1. 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2017YFB1402102，资源的规范与标识及素材池管理系统（项目名称：

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传承与开发利用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2017/12-至今，35 万元，在研，主持 
2. 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2019YFB1705402，多维度全流程制造企业数据空间构建（项目名称：数

据驱动的制造企业智能决策技术与系统），2019/12-至今，134 万元，在研，参研 
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跨学科交叉研究类），12&2D234，东巴经典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方

案及运行机制研究（项目名称：“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

220 万元，已结题，主持 
4. 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项目，S2026165，返利数据管理系统开发，55 万元，2020/01-至今，在研，主持 
5. 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项目，S1926594，智能图像去噪识别与测量软件系统开发，60 万元，2015/05 -2017/ 

07，已结题，主持 
6. 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项目，S1226025，手机支付智能终端平台软件开发，2012/04-2014/03，10 万元，

已结题，主持 
校内科研专项： 
1. 科技协同创新中心项目，521201090C，无人移动平台关键技术研发装备构建，2020/05-至今，85 万元，

在研，参研 
2. 促进高校内涵发展-重点研究培育项目，2020KYNH225，新冠肺炎医护防疫治疗智能助手，2020/04-

至今，8 万，在研，参研 
3. 促进高校内涵发展-科研重点研究培育项目，5211835102，无人仓储智慧包装机器视觉系统中曲率特征



 

轮廓匹配算法研究，2018/06-2019/12，20 万元，已结题，主持 
4. 促进高校内涵发展-“信息+”，5111835102，图像特征识别与修复方法研究与实践，2018/06-2018/12，

19 万元，已结题，主持 

主要科研成果 

作为机电系统测控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曾获北京市组织部优秀人才、北京市属高校青年拔尖

人才等称号，主持及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科技重点、

企事业单位委托等科研项目 20 余项，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学术著作（编著）7 部，论文 60 余篇，授权国家专

利 10 余项。 
代表性学术成果： 
著作（编著） 
1. 吴国新. 光机电一体化仪器柔性集成关键技术研究[M]. 2017. ISBN 978-7-5660-1349-1. 
2. 吴国新, 刘秀丽, 蒋章雷. 机电设备状态监测与预测[M]. 2020. ISBN 978-7-122-37844-6. 
3. 徐小力, 吴国新. 东巴经典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M]. 2020. ISBN 978-7-5660-1776-5. 
4. 徐小力, 吴国新. 东巴古籍信息化保护与传承研究文集[M]. 2021. ISBN 978-7-5660-1775-8. 
5. 吴国新, 时延辉, 曹天佑. Photoshop CC 平面设计应用案例教程(第 4 版)[M]. 2019. ISBN 

978-7-302-51312-4 
6. 吴国新, 曹培强. Photoshop CC 实战从入门到精通[M]. 2017. ISBN 978-7-115-44527-8. 
学术论文 
1. 吴国新, 潘涛, 刘秀丽, 等. 基于数据驱动的叶片加工质量评估方法研究[J]. 制造技术与机床, 2021, 

(12): 105-109. 
2. 吴国新, 左云波, 秦文丽, 等. 工业室内环境中建立增强现实系统模型研究[J]. 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 

2021, 35(5): 196-201. 
3. 郭永伦, 吴国新, 刘秀丽, 等. 基于 BPSO－M1DCNN 的行星齿轮箱故障诊断方法研究[J]. 机电工程, 

2021, 38(10): 1277-1283. 
4. 罗智孙, 吴国新, 何小妹. 一种非完整小圆弧曲率半径参数的评价方法[J]. 中国测试, 2021, 47(4): 7-13. 
5. 潘涛, 吴国新, 何小妹, 等. MSA 在航发叶片型面参数测量系统上的应用[J]. 制造技术与机床, 2021, 

(5): 115-118. 
6. 王贵程, 吴国新, 左云波, 等. 7 自由度串联机器人运动学分析[J]. 组合机床与自动化加工技术, 2020, 

(5):17-20+26. 
7. Guoxin Wu, Yunbo Zuo, Hongjun Wang, et al. Study on uncertainty reasoning of running reliability testing face 

to CNC machine[J]. The Journal of Engineering, 2019, doi: 10.1049/joe.2018.9043. 
8. 吴国新，徐小力，石守娟，等. 典型热分析仪测量精度不确定度评价方法研究[J]. 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 

2017, 31(8): 1330-1335. 
9. 吴国新, 徐小力, 蒋章雷, 等. 基于滑差率分析的轮轨材料摩擦磨损特性研究[J]. 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 

2016. 2016, 30 (10): 1475-1481. 
10. 吴国新, 刘秀丽, 蒋章雷, 等. Dongba classical ancient books image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ReN-Softplus convolution residual neural network[C]. IEEE ICEMI’2019. Vol 1: 398-404. 

获奖情况 

1.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排名 6），2007 年 
2.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排名 2），2013 年 
3. 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排名 4），2012 年 
4.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排名 4），2011 年 
5. 中国商业联合会科技创新奖一等奖（排名 1），2021 年 
6.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技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排名 2），2021 年 
7. 全国设备管理与技术创新成果奖一等奖（排名 2），2020 年 
8.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技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排名 13），2020 年 
9. 中国设备管理创新成果奖一等奖（排名 2），2018 年 
10.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排名 2），2016 年 

开授课程 研究生课程：《状态监测与智能运维》、《人工智能及应用》 

参加学术团体 

1.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2. 中国电子学会 
3. 中国自动化学会 
4. 北京智能制造创新联盟会员 
5. 国际纳西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