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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邓朝晖，博士，湖南省二级教授，湖南科技

大学“湘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

湖南科技大学智能制造研究院院长、难加工材料

高效精密加工湖南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学术兼职

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生产工程分会常务理

事、全国高校制造自动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兼中南

分会理事长、中国刀协切削先进技术研究会理

事、中机生产工程学会磨粒技术专业委员会、光

整加工技术委员会、机床专业委员会委员。2004

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九届高等学校青年教

师奖，2006 年至 2008 年任湖南大学国家高效磨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副主任。2010 年入选福建省“闽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12

年评为湘潭市优秀专家。

主要从事智能磨削工艺数据库知识库和工艺软件（智能磨削云平

台）、难加工材料高效精密加工、绿色制造、磨抛机器人、新型超硬

磨具制备及加工机理等方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已主持主研国家 863

计划课题 4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 项，主持省部级及企业课题 3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190 余篇，SCI 和 EI 收录 120 余篇次。登记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 25 项，获省部级科技奖 6 项。已培养毕业博士 11 名、

硕士 69 名（1 人获得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1 人获得校级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在读博士 5名，硕士 10名。出版专著《凸轮轴智能高速

磨削理论及关键技术》，主编正式出版《智能制造技术基础》和《先

进制造技术》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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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工作经历

1985/09–1989/07 湖南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学士

1989/09–1992/05 湖南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硕士



1992/06–1994/06 湖南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助教

1994/06–1999/06 湖南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讲师、院长助

理

1999/06–2005/05 湖南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副教授、机械

制造及其自动化系副主任；期间，攻读博士，获

工学博士学位

2000/07–2001/07 康涅狄格大学，国家公派留学

2005/06–2011/11 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教授、博导、

制造技术与管理工程系副主任（2005–2006）、国

家 高 效 磨 削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副 主 任

（2006–2008）、福州大学“闽江学者计划”特聘教

授（2010）

2011/08–2016/09 湖南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湘江学者计划”

特聘教授、博导、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副院长、

湖南大学兼职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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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主任，“湘

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博导

三、主要研究方向

智能磨削云平台（智能磨削工艺数据库、知识库与工艺软件）、

难加工材料高效精密加工、绿色制造、智能磨抛机器人、新型超

硬磨具制备及加工机理

四、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1] NSFC-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重点项目，高端滚动轴承智能设计

与制造关键技术及服役可靠性研究（U1809221），200 万元，

2019/01-2022/12，排名第二，子课题负责人

[2]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智能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及示



范应用（2017XK2302）——智能制造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及多

领域示范应用，80万元，2017/10-2020/09，课题负责人

[3] 国家 863计划课题，典型机床绿色生产工艺技术评估及应用支持

系统研究（2014AA041504），401万元，2014/01–2016/12，课题

负责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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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96 万 元 ，

2015/01–2017/12，课题副组长，子课题负责人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非均质硬度凹面凸轮轴超高速智能

磨削加工关键技术理论与实验研究（51175163），60 万元，

2012/01–2015/12，课题负责人

[6]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双光束修整凹曲面树脂金刚石砂轮

及其磨削性能研究（51605162），20万元，2017/01–2019/12，参

与（第二）

[7]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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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万元，2016/01–2018/12，参与（第二）

[8] 湖南省自然科学联合基金项目，多轴联动智能磨削加工关键技术

研究（2017JJ4007），10万元，2017/01–2019/12，课题负责人

[9] 湘潭市科技计划项目，智能制造示范平台-难加工材料高效精密

加工技术湖南省重点实验室（ZCB20164021）， 10 万元，

2017/01–2017/12，课题负责人

[10]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凹面凸轮轴超高速智能磨削加工关键技

术理论与实验研究（20110161110032），12万元，2012/01–2015/12，
课题负责人

[11]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凸轮轴超高速智能磨削关键技术

研究（12JJ2027），10万元，2012/01–2014/12，课题负责人

[12]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凸轮轴数控磨削云平台的研究

（12A048），8万元，2012/06–2014/06，课题负责人

[13] 国家 863计划项目，凸轮轴数控磨削工艺智能数据库及磨削过程



仿真优化技术（2007AA04Z143），74万元，2007.7-2009.7，课题

负责人

[14] 科技部科技人员服务企业项目，多功能数控磨床的开发与应用

（2009GJD20008），40万元，2009/03–2010/12，课题负责人

[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有序化超硬微刃刀具及其切削机理的研

究（50775069），35万元，2008/01–2010/12，课题负责人

[16] 国家 863计划重点项目，精细陶瓷典型复杂型面零件的高效精密

磨削技术研究（2009AA044306），40 万元，2008/11–2010/12，
子课题负责人

[17]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一种新型自锐性金刚石纤维砂轮的

研制及磨削机理研究(51205126)，25万元，2013/01–2015/12，参

与（第二）

[18]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项目，基于声发射的双金

属锯带锯切过程在线监测技术研究，15万元，2019/01–2020/01，
课题负责人

[19]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混凝土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

作项目，混凝土泵车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数据库系统开发，32
万元，2018/04–2018/10，课题负责人

[20] 湖南海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合作项目，超高速凸轮轴磨床动力学

性能和动态特性测试与优化，35万元，2014/10–2017/06，课题

负责人

[21] 湖南海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合作项目，凸轮轴数控磨削软件升程

标准化处理模块的研发，10万元，2013/03–2014/03，课题负责

人

[22] 湘潭三峰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合作项目，单立柱双磨头多功能数控

磨床磨削 CAM软件开发，15万元，2013/12–2014/12，课题负责

人

[23] 浙江玉环传动机械有限公司合作项目，凸轮轴数控磨削辅助软件

的开发，10万元，2010/10–2011/06，课题负责人

五、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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