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飞，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复合材料的高效精密加工技

术及其新型专用刀具开发、超声辅助加工技术等方面的科研与教学工

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湖南科技大学难加工材料高效

精密加工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 1项。作为主研人员参与国

防预研基金项目 2 项。在 JMPT、AMT 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以第一

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近 10 篇，申请/授权

专利 4 项。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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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别：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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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贯： 湖南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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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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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eihe@163.com 

二、学习工作经历 

2004/9～2008/6 湖南理工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本科 



2008/9～2011/6 

2011/9～2015/10 

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硕士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博士 

2015/11～2016/09 湖南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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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材料及其叠层材料的高效精密加工、新型刀具结构及刀具材

料研发、超声辅助加工等。 

四、科研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CFRP 新型钻-铣复合螺旋制孔

专用刀具设计及其制孔缺陷抑制研究（51805164），25 万元，

2019/01-2021/12，课题负责人 

[2] 国家部委―十二五‖某国防预研课题，×××××××××(62201060402)，

2011/09-2015/12，主要参与人 

[3] 难加工材料高效精密加工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 基于

CFRP 钻削热特性分层损伤模型的制孔刀具及其工艺优化研究

(E21753)，1 万元，2017/01-2018/12，课题负责人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硬脆材料非球面超精密磨削表

面质量不均匀性形成机理及控制研究（51705148），23 万元，

2018/01-2020/12，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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