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永平 

一、基本信息 

金永平，男，1984 年生，博士，副教授，奋进学者，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科

技大学海洋矿产资源探采装备与安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海底矿产资

源探采装备与技术研究所所长。 

联系电话：15580192972 

电子邮件：jinyongping12@163.com 

二、学习工作经历 

2004/09-2008/06  湖南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本科 

2008/09-2011/06  湖南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硕士 

2012/09-2016/11  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博士 

2011/07-2012/08  湖南科技大学，先进矿山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科研助理 

2016/12-2017/11  湖南科技大学，海洋矿产资源探采装备与安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专职科研 

2017/12-今  湖南科技大学，海洋矿产资源探采装备与安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副教授 

三、研究方向 

1．海洋矿产资源探采装备与技术 

2．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取心技术与装备研发 

3．全海深沉积物取样技术与装备研发 

4．深海底表层取样装备研发 

5．机械系统动力学 

四、科研项目 

1．海洋环境波浪和海流作用下深海海底钻机收放系统动力学与控制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

目，主持，起止时间：2018.01-2020.12 

2．全海深沉积物气密取样器研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排名第 2，起止时间：2016.07-2020.12 

3．海底大孔深保压取心钻机系统研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排名第 3，起止时间：2017.07-2020.12 

4．海底 60 米多用途钻机系统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国家“863 计划”主题项目，项目骨干，起止时间：

2012.01-2015.12 

5．深海海底式工程地质钻井取样作业服务，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横向项目，排名第 2（项目技术负

责人），起止时间：2017.09-2018.09 

6．海底浅钻服务，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横向项目，排名第 2（项目技术负责人），起止时

间：2018.04-2019.04 

7．××海底地质取样，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横向项目，排名第 2（项目技术负责人），起

止时间：2016.01-2017.01 

8．可变长水下柔性缆索的变长机理建模与试验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排名第 3，起止时

间：2018.01-2020.12 



9．面向脐带缆供电的深海海底钻机混合动力系统与控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排名第 3，起

止时间：2019.01-2021.12 

10．深海海底环境下钻机并联斜撑系统稳定性分析与控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排名第 4，起止

时间：2018.01-2021.12 

11．电驱动主动升沉补偿海洋绞车研制与应用，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参与，起止时间：2014.06-2017.05 

五、荣誉奖励 

1．万步炎, 黄筱军, 金永平, 罗柏文, 朱伟亚, 彭佑多. “海牛”号深海底 60 米多用途钻机系统，湖南省

技术发明一等奖，2016 年 

2．刘德顺, 王海桥, 陈重新, 戴巨川, … , 金永平（排名第 11）. 高效低噪矿用通风装备关键技术及其应

用, 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12 年 

3．刘德顺, 金永平, 万步炎, 等. 深海矿产资源岩芯探测取样技术与装备发展历程与趋势.《中国机械工程》

优秀论文一等奖，2015 年 

六、申请/授权专利 

1．金永平 , 万步炎, 刘德顺 , 彭佑多 . 一种随机不规则波浪特征参数提取方法 . 发明专利, 专利号: 

201710355031.2 

2．金永平, 万步炎, 彭佑多, 黄筱军. 液压驱动机械手持海底沉积物保真取样器及取样方法. 发明专利, 申

请号: 201810093205.7 

3．金永平, 万步炎, 彭佑多, 刘平. 海底小生物诱捕与保压保温装置. 发明专利, 申请号: 201810885156.0 

4．金永平, 万步炎, 彭佑多, 刘平. 深海冷泉微小生物采集与保真存储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发明专利, 申请

号: 201810884129.1 

5．金永平, 彭佑多, 万步炎, 刘平. 一种海底表层沉积物低扰动取样器及使用方法. 发明专利, 申请号: 

201810579845.9 

6．金永平, 彭佑多, 万步炎, 刘平. 手持式海底沙层保压保温取样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发明专利, 申请号: 

201810968011.7 

7．金永平, 万步炎, 彭佑多, 田勇. 一种可调补偿容积的水下压力补偿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 ZL 

201621132591.9 

8．金永平, 万步炎, 黄筱军. 一种海底钻机自动调平控制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 ZL 201721367470.7 

9．金永平, 万步炎, 黄筱军, 王佳亮. 一种海底钻机用天然气水合物主动保压取芯钻具. 实用新型专利, 专

利号: ZL 201820699356.2 

10．金永平, 刘广平, 彭佑多, 万步炎, 刘平. 一种全海深沉积物保压转移系统与转移方法.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 ZL 201820912353.2 

11．金永平, 万步炎, 黄筱军. 组合式海底表层沉积物取样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号: 201920039861.9 

12．金永平, 易攀, 彭佑多, 刘平, 万步炎. 一种常开式单向阀. 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号: 201822186237.X 

13．刘德顺, 金永平, 黄良沛, 等. 一种常闭式液压制动器. 发明专利, 专利号: ZL 201410782600.8 

14．万步炎, 金永平, 黄筱军. 一种水下拉力测量装置. 发明专利, 专利号: ZL 201510787279.7 



15．彭德平 , 金永平 , 陈佳 , 等 . 高温热校形循环水冷固体自润滑锥体 . 发明专利 , 专利号 : ZL 

201410275638.6 

16．万步炎, 金永平, 黄筱军. 水下绳索打捞器收放速度控制装置. 发明专利, 申请号: 201710470337.2 

17．万步炎, 金永平, 黄筱军. 一种摆角分体式取样器及其取样方法. 发明专利, 申请号: 201710673618.8 

18．万步炎, 金永平, 黄筱军. 机械手持整体式海底沉积物气密取样器及取样方法. 发明专利, 申请号: 

201810093221.6 

19．万步炎, 金永平, 黄筱军. 海底钻机钻杆对中装置. 发明专利, 申请号: 201810111145.7 

20．黄筱军, 金永平, 万步炎. 一种可拆分式沉积物采样装置. 发明专利, 申请号: 201710673592.7 

21．万步炎, 金永平, 黄筱军. 一种适用于海底钻机的海底沉积物取芯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 ZL 

201520849125.1 

22．万步炎, 金永平, 黄筱军. 一种海底钻机用倍程推进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 ZL 201520919807.5 

23．万步炎 , 金永平 , 黄筱军 . 一种适用于海底钻机的钻杆接卸装置 . 实用新型专利 , 专利号 : ZL 

201520846820.2 

24．万步炎 , 金永平 , 黄筱军 . 一种多层排列旋转圆盘式钻杆库 . 实用新型专利 , 专利号 : ZL 

201520850650.5 

25．万步炎, 金永平, 黄筱军. 一种水下拉力传感器.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 ZL 201520875098.5 

26．万步炎, 金永平, 黄筱军. 一种摆角分体式取样器.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 ZL 201720987068.2 

27．万步炎, 金永平, 黄筱军. 集钻进冲孔和岩心管打捞一体的海底钻机驱动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 

ZL 201820948467.2 

28．易攀, 金永平, 彭佑多, 刘平, 万步炎. 一种应用于取样器的组合密封结构. 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号: 

201822145364.5 

29．万步炎, 黄筱军, 金永平, 田勇. 一种海底钻机收放装置. 发明专利, 专利号: ZL 201410143558.5 

30．万步炎, 黄筱军, 金永平. 钻杆对中调整器. 发明专利, 专利号: ZL 201410121782.4 

31．黄筱军, 万步炎, 金永平. 一种自动钻机用液压动力卡盘. 发明专利, 专利号: ZL 201410083357.0 

32．万步炎, 黄筱军, 金永平, 王佳亮. 海底天然气水合物保压绳索取心钻机钻进工艺. 发明专利, 申请号: 

201810914166.2 

33．万步炎, 黄筱军, 金永平, 王佳亮. 一种适用于海底绳索取心钻机的沉积物取心钻进工艺. 发明专利, 

申请号: 201810914274.X 

34．万步炎 , 黄筱军 , 金永平 . 一种油缸倍程推进式海底钻机绳索取心装置 . 发明专利 , 申请号 : 

201810852743.X 

35．万步炎 , 黄筱军 , 金永平 . 海底天然气水合物保压岩芯管保压盖拧卸装置 . 发明专利 , 申请号 : 

201811213398.1 

36．彭佑多, 刘广平, 金永平, 万步炎, 刘平. 全海深沉积物气密取样翻板密封阀优化设计方法. 发明专利, 

申请号: 201810751695.5 

37．黄筱军, 万步炎, 金永平. 一种异径差压柱塞式增压补偿装置. 发明专利, 申请号: 201811072764.6 



38. 何术东 , 彭佑多 , 金永平 , 万步炎 . 一种全海深气密取样器取样试验平台 . 发明专利 , 申请号 : 

201910006673.0 

39．黄筱军, 万步炎, 金永平. 一种液压支腿触底传感器.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 ZL 201420182678.1 

40．黄筱军, 万步炎, 金永平. 一种自动钻机用带浮动功能钻杆夹持器.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 ZL 

201420121544.9 

41．万步炎, 黄筱军, 金永平. 海底钻机机架. 外观专利, 专利号: ZL 201330651540.2 

七、代表性论文 

1. JIN Yongping, WAN Buyan, LIU Deshun, PENG Youduo. Dynamic analysis of launch & recovery system of 

seafloor drill under irregular waves[J].Ocean engineering, 2016,117: 321-331.  (SCI、EI) 

2. JIN Yongping, WAN Buyan, LIU Deshun, PENG Youduo, 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ynamic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for launch and recovery system under random irregular wave[J]. Journal of Vibroengineering, 

2016, 18(8): 5390‑5405.  (SCI、EI) 

3. JIN Yongping, WAN Buyan, LIU Deshun, PENG Youduo.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umbilical cable for launch 

& recovery system of seafloor drill.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Science, Tianjin, China, Mar 27-28, 2015: 1569-1574. 

4. 金永平, 万步炎, 刘德顺, 彭佑多, 郭勇. 深海海底钻机收放系统动力学随机数值仿真方法研究[J]. 机械

工程学报, 2018，54(23): 112-120.  (EI) 

5. 金永平, 万步炎, 刘德顺. 深海海底钻机收放装置关键零部件可靠性分析与试验[J]. 机械工程学报, 已

录用. 

6. 金永平, 刘德顺, 文泽军. 矿用对旋式轴流通风机前后两级叶片弯掠参数优化设计[J]. 煤炭学报, 2010, 

35(10): 1754-1759.  (EI) 

7. 金永平, 万步炎, 刘德顺, 彭佑多. 不同收放速度对海上钻机收放系统影响分析[J]. 中国机械工程, 2015, 

26(19): 2557-2563. 

8. 金永平, 万步炎, 刘德顺. 海底钻机母船收放机构动力学建模与分析[J]. 机械设计与研究, 2015, 31(2): 

9-15. 

9. Guangping Liu, Yongping Jin, Youduo Peng, Buyan Wan.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Flap 

Sealing Valve Structure for Deep Sea Sediment Sampling[J]. Journal of Vibration Testing and System 

Dynamics, 2018, 2(3): 281-290. 

10. YUE Wenhui, JIN Yongping, WEN Zejun.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Design for Skew and Sweep 

Parameters of Two-Stage Blades of Axial Fan[J]. ISR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13: 1-7. 

11. GUO Yong, JIN Yongping, JIANG Miao, Luo Bowen. Position Accuracy Analysis on Disc Storing 

Mechanism for Benthic Drill[J]. The Ope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14, (8): 382-386.  (EI) 

12. 万步炎, 金永平, 黄筱军. 海底 20 米岩芯取样钻机的研制[J]. 海洋工程装备与技术, 2015, 2(1): 1-5. 

13. 刘德顺, 金永平, 万步炎, 彭佑多, 黄筱军. 深海矿产资源岩芯探测取样技术与装备发展历程与趋势[J]. 

中国机械工程, 2014, 25(23): 3255-3265.  



14. 刘广平, 金永平, 彭佑多, 万步炎. 全海深沉积物保压容器有限元分析[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 , 2017, 32(3): 29-33. 

15. 刘广平, 金永平, 彭佑多, 万步炎. 全海深沉积物保压容器结构多目标优化设计[J]. 制造业自动化, 

2017, 39(11): 65-69. 

16. 易攀, 金永平, 彭佑多, 万步炎. 深海高压环境下不同材料硬度对组合密封结构性能影响研究[J]. 海洋

工程装备与技术, 2018, 5(6): 421-428. 

17. 易攀, 金永平, 彭佑多, 万步炎. 深海高压环境下组合密封结构性能分析[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 2018, 33(2): 34-39. 

18. 刘广平, 金永平, 彭佑多, 万步炎. 海底沉积物气密取样器翻板密封阀设计与实验研究[J]. 润滑与密封, 

已录用 

19. 文泽军, 刘湛, 金永平, 田续玲. 深海重力活塞取样器取样系统波动力学建模与分析[J]. 中国机械工程, 

2016.27(17): 2280-2286 

20. 郭勇, 罗柏文, 金永平, 万步炎. 深海钻机盘式储芯机构动力学分析[J]. 海洋工程, 2014, 32(04): 96-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