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伟

刘伟，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现任湖南科技大学智能制造研究院制造智

能决策与控制技术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难加工材料精密磨削、磨削加工数据库

与智能应用系统等方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项目、难加工材料高效精密加工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湘潭大学科研平台

开放课题各 1项，参与国家 863 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省市联合基金各 1项，作为主研人员完成国家

863 计划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科技部科技人

员服务企业项目等国家与省部级项目十余项。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近

20 篇，登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8项。目前指导硕士研究生 3人。

一、基本情况

姓 名： 刘伟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6年 4月

籍 贯： 湖南岳阳

民 族： 汉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学位： 博士

工作单位： 湖南科技大学智能制造研究院（难加工材料高效精密

加工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机电工程学院

职称职务： 讲师

通讯地址： 湖南省湘潭市湖南科技大学智能制造研究院、机电工

程学院

邮政编码： 411201

Email： lw1986tiger@163.com

二、学习工作经历

2004/09–2008/06 湖南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本科

2008/09–2014/12 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硕博连读

2015/01–2016/09 湖南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讲师

mailto:lw1986tiger@163.com


2016/09–至今 湖南科技大学，智能制造研究院（难加工材料

高效精密加工湖南省重点实验室），讲师

三、研究方向

难加工材料精密磨削，磨削加工数据库与智能应用系统

四、科研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准连续介质法的工程陶瓷精密

磨削材料去除机理的多尺度数值模拟与实验研究（51505144），

2016/01–2018/12，课题负责人

[2]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省市联合湘潭，多轴联动智能磨削加工关键

技术研究（2017JJ4007），2017/01–2019/12，排名第二

[3]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机床主轴和船舶凸轮轴智能制造的工艺

软件和知识库研发（2015BAF23B01），2015/01–2017/12，参与

[4] 国家 863计划项目，典型机床绿色生产工艺技术评估及应用支持

系统研究（2014AA041504），2014/01–2016/12，参与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多层均质钎焊砂轮在线电解修整技

术的超细晶硬质合金高效精密磨削研究(51575179)，2016/01–

2019/12，参与

[6] 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单颗金刚石磨粒切削氮化硅陶瓷的仿真

与实验研究（E51658），2016/04–2018/12，课题负责人

[7] 难加工材料高效精密加工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多颗

金刚石磨粒连续切削氮化硅陶瓷的多尺度仿真与实验研究

（E21539），2016/01–2017/12，课题负责人

[8] 湘潭大学科研平台开放课题，单颗金刚石磨粒切削氮化硅陶瓷的

仿真与实验研究（07KZ/KZ070040115），2015/01–2016/12，课

题负责人

[9] 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凸轮轴数控磨

削砂轮位移在线测量装置设计及实验（201612649002），2016/05



–2018/04，课题指导老师

五、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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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教材和著作

[1] 邓朝晖，万林林，邓辉，张晓红，刘伟等主编. 智能制造技术基

础，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2] 邓朝晖，张晓红，刘伟，等著. 凸轮轴智能高速磨削理论及关键

技术，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

[3]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编著，邓朝晖、刘伟等参编. 中国机械工程技

术路线图（第二版），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专利

[1] 刘伟, 邓朝晖, 商圆圆, 等. 一种平行金刚石砂轮表面形貌的三

维建模方法. 国家发明专利, 申请号：201710936521.1

 软件著作权

[1] 轴承磨削工艺推理系统（登记号：2017SR708383）

[2] 轴承磨削工艺基础数据库软件（登记号：2017SR708923）

[3] 机床关键零部件车铣钻磨工艺资源环境属性数据库（登记号：

2015SR179647）



[4] 典 型 机 床 零 件 生 产 工 艺 绿 色 度 评 价 系 统 （ 登 记 号 ：

2015SR155075）

[5] 凸轮轴高速数控磨削自动编程系统（登记号：2014SR047602）

[6] 精细陶瓷典型复杂型面零件高效精密磨削工艺数据库系统软（登

记号：2011SR017407）

[7] 凸轮轴数控磨削工艺智能专家数据库系统 （登记号：

2009SR052708）

[8] 凸轮轴数控磨削工艺智能应用系统（登记号：2009SR052707）

 获奖

[1] 湖南科技大学 2017年度优秀工会会员

[2] 湖南科技大学 2015年度优秀多媒体课件奖

[3] 湖南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2015年度综合评优

[4]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 2014-2015-2教学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