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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简介

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计算机应用研究室是为国家大科

学装置EAST及未来聚变堆提供计算机技术支持的研究室。拥

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生气勃勃的高水平研究队伍，职工约30

名，其中：院士1人、研究员5人、副研究员10余人，在读研究

生30余人。

主要科研方向：

➢ 等离子体控制系统

➢ 等离子体控制模拟与实验

➢ 中央控制系统

➢ 电磁测量

➢ 数据采集

➢ 数据与信息服务

研究室与国内外知名研究单位和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交流关
系。

国内的合作机构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等。

国际上的合作伙伴包括：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GA），普林斯

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PPPL），里海大学（LU）, 美国劳伦斯弗

莫尔国家实验室（LLNL），英国卡拉姆核聚变研究中心（CCFE），

意大利新能源及环境委员会（ ENEA）、意大利南部大学聚变学术

研究联盟（CREATE），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日本国立聚变

科学研究所（NIFS）、日本原子能研究机构（JAE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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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一）等离子体控制系统

高参数稳态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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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控制系统是托卡马克实验的关键系统之一，它包含各种

控制手段，经过十几年的软硬件升级优化，目前已发展近50个控制算

法，为物理实验的开展提供了控制保障。

（二）等离子体控制模拟与实验

等离子体控制模拟与实验负责装置运行中等离子体控制算法

设计、模拟和实验，包括等离子体放电各阶段的电磁、动理论和边

界参数控制等，结合装置能力及物理需求，建立和优化等离子体放

电平台，支撑等离子体物理实验。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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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三）中央控制系统

中央控制系统在托卡马克实验中协调各子系统有序工作，对放电过

程进行控制，提供定时同步、安全联锁、集中监控等控制和信息化相关

功能支撑，保障托卡马克实验的平稳高效运行。

（四）电磁测量

电磁测量诊断主要采用电磁感应探针测量等离子体周围的磁

场、磁通等信号，通过相应的信号处理和计算获得等离子体的大

量宏观参数，是装置基本诊断之一。

研究方向

.5. .6.



研究方向

（五）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系统在托卡马克实验中，为各诊断系统提供长脉冲准稳

态分布式的数据采集，并将诊断数据传输到数据存储服务器中进行集

中式长久存储，为研究人员的离线分析提供数据源。

（六）数据与信息服务

数据与信息服务系统向各子系统和研究人员提供网络通讯、数

据存储、数据服务、集成显示、用户管理等相关功能支持。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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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 院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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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虚拟EAST系统是基于多平台的虚拟装置三维漫游及数据显示

系统，集虚拟装置漫游、全景漫游、诊断数据显示及可视化、虚拟装

配于一体。

系统部署于安卓系统和Windows系统，具有基于B/S及C/S两种模式。

该系统为用户提供了日常装置信息学习、模拟部件安装及安装方案导

出等功能。

利用聚变控制应用中的集成控制与数据采集、电磁兼容与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及成熟经验，与企业需求相结合，针对

工厂生产线及生产设备，开展设备状态在线监测功能。

针对电机运行中潜在的故障展开实时预警

分析，自主研发的便携式电机故障诊断仪，

经河南省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组织专家评

审，认为“该项目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建议进一步扩大该技术成果的应用领域”。

针对矿井提升、船舶和港口等应用场景下

的钢丝绳检测，通过研发高精度探头，并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钢丝绳数据分析专

家系统。该系统可为用户即时出具钢丝绳

检测报告，并标识缺陷详细情况，同时也

可对钢丝绳的恶化趋势进行分析。



近期科研成果 近期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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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时平衡反演技术

开展等离子体平衡重建算法研究，发展了完全自主开发的基于GPU并行

计算的等离子体实时平衡重建程序HPFIT。HPFIT程序是在充分消化吸收EFIT

程序后，采用GPU并行计算架构，重新设计数值算法，用CUDA C重新编写的

平衡重建程序。HPFIT程序在高时空分辨率的前提下，保持了实时算法的完整

性，有效地提高了实时平衡重建计算精度，为等离子控制提供了位形等数据基

础。相比于国际上已有的实时平衡重建程序，HPFIT在计算精度和速度上都有

优势。

二、面向聚变堆的稳态电流测量技术

研发一套基于法拉第旋转的高精度光纤电流传感器，在研制过程中解决了

传感器因温差带来的误差补偿问题、复杂环境下传感器保护与安装问题以及微

波系统对解调仪干扰问题，成功实现光纤复杂工况环境大跨度电流测量。用于

EAST高精度无漂移电流反馈，成功保障了长脉冲稳定控制运行。这也是国际托

卡马克首次利用光纤电流反馈。

三、分布式数据采集系统

开展针对托卡马克诊断数据采集系统中分布式多通道高采样率采集方法，

以及大数据量传输，存储和发布等关键技术和科学问题研究，研发了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通用分布式数据采集系统。掌握了巨量通道下分布式高速数据采集、

传输、存储和发布的关键技术。实现了在大型装置下巨量通道的数据采集系统，

并应用在EAST，KTX等多个大型装置中。



导师介绍 导师介绍

李建刚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博士生导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等离子体物理学家。1982年毕业

于哈尔滨工程大学，1990年获得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

究所理学博士学位。曾任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

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现任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

院长。长期从事磁约束聚变研究，参与主持完成了EAST

装置工程设计和建设，主持EAST辅助加热系统项目，攻

克了一系列技术瓶颈，建成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工

程实验系统；负责开展高性能稳态托卡马克实验，解决

许多重要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高参数长脉冲等离子体

的物理研究走在国际前列。积极倡议和推进我国参加国

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负责等离子体所主要

采购包重大工程的实施，为国际聚变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现从事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大装置建设、中国聚变堆设

计。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安徽省重大科技成就

奖1项、一等奖2项，全球华人物理学会亚洲成就奖、亥

姆霍兹国际合作奖。作为主要作者发表文章152篇，专

著2部，发明专利8项。

【主要研究领域】：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和工

程技术，等离子体与材料相互作用，反应堆物理设计与

关键工程技术。

研究员，室主任。1982-1990在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工程热物理专业进行本科和研究生学习，后入中科

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 1993年起任助理研究员，

从事聚变裂变混合堆研究。1997年4月获核聚变与等

离子体物理专业博士学位, 1998年12月-2000年12月，

在日本东京大学系统与量子工程系任日本学术振兴会

特别研究员。 2002年9月起至今任中国科学院等离子

体物理所研究员。2003年受聘日本东京大学高温等离

子体中心客座助教授，从事边界等离子体中的原子分

子行为特别是氢及其同位素的原子分子过程研究和指

导研究生。2011年起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双聘教授。

现负责EAST的等离子体控制、总控和数据系统。在国

内外学术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一

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创新团队

奖参与人。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和重点项

目、中国科学院方向性项目和科技部973项目（三项，

首席科学家）。

【主要研究领域】：等离子体物理及托克马克控

制，数值模拟与仿真，控制理论与方法，高性能计算

等。

肖炳甲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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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导师：沈飙

博士生导师：季振山

研究员，室务委员。1992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系，2007年在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获得等离子体物理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EAST
电磁诊断，信号检测与处理，EAST装置运行，等离
子体控制，EAST相关物理实验。先后在国外相关磁
约束聚变装置如ITER，DIII-D，KSTAR，LHD等工作
和学习，在国内外相关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目前承
担的研究课题包括国家大科学工程EAST运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科技部ITER配套项目等。

【主要研究领域】：磁约束聚变装置电磁诊断，
信号检测与处理，等离子体物理实验。

研究员， 1985年以来在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所从
事聚变装置硬件系统及电磁兼容研发工作 .作为课题
负责人参加科技部多个973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作为访问学者，在日本九州大学和NIFS研究
所工作过。现负责国家大科学工程EAST装置总控制
系统及安全连锁系统、硬件和信号调理工作，复杂电
磁环境下的电磁兼容。多年来共发表论文40余篇，获
国家发明专利10多项。

【主要研究领域】：计算机应用，自动控制，电
子学，电磁兼容。

硕士生导师：王枫

硕士生导师：袁旗平

研究员，室务委员，七室党支部书记。2003年
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2003年-2009年就读于中科
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2009年获中科院核能科学
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托卡马克等离子体
控制系统及控制仿真模拟方向的研究，EAST等离子
体控制系统负责人。主持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两项国家磁约束聚变能专项课题，在聚变研究
主流期刊发表SCI文章 30余篇。
【主要研究领域】：计算机应用，等离子体控制，
数值模拟与仿真。

副研究员，室务委员。1995年9月～1999年7月，
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2001年9月～2004年7月，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
所核能科学工程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2004年10
月～2007年9月，日本国立九州大学综合理工学府
先端能源理工学，获工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托卡
马克装置的网络和数据服务相关研究工作。主持过
的项目主要有：两项国家聚变发展研究专项子课题，
一项国际热核聚变采购包项目等。
【主要研究领域】：海量数据传输与存储技术，虚
拟化与云计算技术在聚变中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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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生导师：王华忠

硕士生导师：李实

研究员，1994年本科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自动控
制专业，后在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所获得核能科
学与工程硕士和等离子体物理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托
卡马克装置运行、数据采集与数据分析等方面的科研
工作，先后承担HT-7/EAST装置控制系统及装置运
行任务。作为访问学者，先后在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
的D-IIID托卡马克，日本核融合研究所的大型螺旋器
等装置上工作和访问。主持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一项国家聚变发展研究专项课题。
【主要研究领域】：等离子体控制、数据采集与数据
分析。

副研究员， 2004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
系，获工学学士学位，2010年获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
研究所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目前主要从事
核聚变装置EAST的数据采集系统的研究，参与负责
国际合作项目ITER软X射线诊断系统采集与控制的设
计，以及用于质子治疗的加速器控制系统的研究，目
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
【主要研究领域】：高速稳态数据采集，大数据与云
计算，计算机测控。

硕士生导师：王勇

硕士生导师：罗正平

副研究员， 2011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获理学博士，同年到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
所工作至今。2012年-2013年，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
者；2015年3月-6月，英国卡拉姆聚变能源研究中心
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托卡马克等离子体平衡控制、
等离子体平衡重建及相关数值模拟计算研究。作为
项目负责人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在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作为课题负责人
主持国家磁约束聚变能发展研究专项子课题一项。
在聚变研究主流期刊发表SCI文章 30余篇（含合著
论文）。
【主要研究领域】：等离子体平衡控制、数值模拟
计算、计算机应用。

副研究员，200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计算机
系，获理学学士学位，2010年在中科院等离子体物
理研究所获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目前主
要从事信号处理与电磁兼容方面的研究工作，负责
EAST装置上的积分器系统，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多
项国家磁约束聚变能发展研究专项。近年来，以第
一作者发表SCI/EI文章5篇，已授权的发明专利1项。
【主要研究领域】：计算机应用、微弱信号处理、
电磁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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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 毕业去向

范超 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CEO

黄文君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刘广君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导引系统事业部副部长

邢哲 华为上海研究院

王勃 科大讯飞集团 副总裁

李春春 安徽大学

顾帅 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

顾翔 新奥集团能源研究院

鲍娜娜 安徽大学

薛敏敏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张恒 重庆邮电大学

朱子建 中国人民解放军63672部队

谢更新 英特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

戴津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

赵金幸 邮政储蓄银行软件研发中心

申正阳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杨龙 阿里巴巴公司

鲁天成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任环宇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武坤玉 腾讯公司

李晓旭 腾讯公司

近年部分毕业生去向

范超，男， 1993年生， 2015.9-
2020.7硕士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2021.9至今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
博士在读。正高级工程师， 现任安徽
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CEO。硕士、博
士均师从于肖炳甲研究员。

杰出毕业生介绍

硕士期间工作于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2016年8月，
联合创办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担任CEO，负责理论创新
与产品架构设计、技术方案探索、生产实现、企业管理等工作。
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打破国际技术垄断。

2018年安徽年度经济人物
2018年 “创响中国”安徽省创新创业大赛冠军
2019年中国“互联网+”比赛金奖
2020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入选创业邦2020年30岁以下创业新贵榜单
入选2021福布斯中国30 Under 30榜
2021年12月，全球创始人大会组委会发布，范超
获评”2021最具创新力量创始人”
2022年2月，入选2021“科创中国”青年创业榜
北京安徽企业商会副会长

.19. .20.



工作环境 欢迎加入

.21.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