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杭州市“131”中青年人才培养人选考核表

培养人选: 李秀梅

培养层次： 第三层次

工作单位（全称）: 杭州师范大学

填表日期: 2017 年 9 月 6 日

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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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人选在培养期间的专业工作总结（限 2000 字以内）

本人于 2013 年获得杭州市 131中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三层次培养人才称号，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

态度端正，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现将入选以来在教学、科研等方

面的工作进行总结如下：

1.教学方面：负责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等课程的教学和实验工作，教学成果良好，负责讲

授的课程得到学生的好评，2013-2017 连续四学年教学考核定级均为 A。负责“信号处理类课程群建设”、

“信号与系统慕课建设”、“数字信号处理慕课建设”等 3 项校级教改项目，“基于压缩感知的语音

及图像信号重建”、“基于压缩感知的人脸匹配识别”等 2 项实验室开放项目。并在大学教学、工业

和信息化教育等期刊发表教改论文 3 篇。

2.科研方面：本人积极参加学术研究，在信号处理、时频分析、压缩感知等前沿领域进行深入研

究。2013 年在 ETRI Journal 等期刊上共发表学术论文 7 篇，其中 SCI 检索 2 篇，国家一级期刊 1 篇，

EI 检索 2 篇，二级期刊 2 篇。2014 年在 EURASIP Journal on Advances in Signal Processing 等期

刊及国际会议共发表学术论文 4 篇，其中 SCI 检索 1 篇，EI 检索 2 篇，二级期刊 1 篇。2015 年在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等期刊及国际会议共发表学术论文 5 篇，其中 SCI 检索 2

篇，EI 检索 1 篇，二级期刊 2 篇。2016 年在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等期刊及国际

会议共发表学术论文6篇，其中SCI检索 2篇，EI检索 3篇，二级期刊1篇。2017年在Signal Processing

等期刊共发表论文 7 篇，其中 SCI 检索 3篇，EI 检索 1 篇， 二级期刊 2篇。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基于局部多项式傅立叶变换的时频聚集机理及增强方法研究”、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

基金“基于局部多项式傅里叶变换的时频分析研究”、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基于局部多项式傅里叶变

换的时频分析研究”，均进展良好。2013 年获批浙江省信号处理重点实验室开放项目“基于压缩感知

的时频分析研究”、“中国-黑山共和国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2015 年获批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2016 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获得 2 项发明专利授权，1 项实用新型授权，2项

软件著作权授权。2016 年 10 月受杭州市人力社保局资助，赴德国参加为期两周的“信息化与工业 4.0”

培训；入选杭州师范大学 2016 年教师产学研践习计划。

3.其它方面：2013 年 5 月获得浙江省教育厅的“浙江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称号； 2013

年 1 月，获得杭州师范大学的“巾帼文明示范岗先进个人”称号；2014 年获得杭州师范大学第七届教

坛新秀、杭州市教育局系统优秀教师、本科生就业先进个人、优秀班主任等称号；2016 年获得杭州师

范大学教学十佳称号、巾帼文明示范岗先进个人称号、非师范类专业实习优秀带队指导教师称号。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将再接再厉，为学校和学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review.tra
in.gov.cn 2017-09-13 08:36



2

二、培养人选在培养期内的主要业绩列表简述
2.1 重要学术技术任(兼)职：指在重要学术技术组织(团体)或重要学术技术刊物等的任(兼)职情况（限填

3项，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请与网上申报附件保持一致）

1.国际知名 SCI 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Aerospace and Electronic Systems 审稿人

2.国际知名 SCI 期刊 Signal Processing 审稿人

3.国际知名 SCI 期刊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审稿人

2.2 取得的主要荣誉称号（限填 3 项。需写明荣誉名称、授予部门、授予时间，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请

与网上申报附件保持一致）

1.浙江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教育厅、2013.5

2.杭州市教育局系统优秀教师、杭州市教育局、2014.9

3.杭州师范大学教学十佳、杭州师范大学、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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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入选以来科研成果获奖情况简述（限填 3项，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请与网上申报附件保持一致）

序

号

1

奖励年度、名称、等级（以证书或文件为准） 获奖项目名称（以证书或文件为准）

获奖时所在单位全称

授奖部门（以证书或文件为准） 个人排名

培养人选在该科研项目中所起承担的主要工作和和主要贡献，以及该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序

号

2

奖励年度、名称、等级（以证书或文件为准） 获奖项目名称（以证书或文件为准）

获奖时所在单位全称

授奖部门（以证书或文件为准） 个人排名

培养人选在该科研项目中所起承担的主要工作和和主要贡献，以及该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序

号

3

奖励年度、名称、等级（以证书或文件为准） 获奖项目名称（以证书或文件为准）

获奖时所在单位全称

授奖部门（以证书或文件为准） 个人排名

培养人选在该科研项目中所起承担的主要工作和和主要贡献，以及该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注：请如实填写，其中获奖项目名称、奖励类别、奖励等级、授奖单位、奖励年度等按获奖证书或

公布文件填写。“奖励年度、名称、等级、排名（用“名次/总人数”表示）” 填写举例：2017年
浙江省科学技术一等奖（2/8）。经济效益可以从年产值、年利润、年税金、年创汇和年节汇情况

（年创汇、年节汇转换成美元表述，其他用人民币万元表述）等方面进行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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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入选以来获授权的专利情况（限填 3 项已授权的专利，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请与网上申报附件保

持一致）

序

号

1

专利名称 专利号

基于 RFID 的高校校园快递管理系统 201620367335.1

发明人姓名
朱益中，李秀梅，吴彦昌，苗依迪，赵亚男，

秦志玮
专利申请日 2016.4.27

专利权人 杭州师范大学 授权公告日 2016.11.23

授权国家 中国 专利类别 实用新型 个人排名
2/6(第一作者为

本人指导的学)

培养人选在该专利中的所承担的主要工作和主要贡献以及该专利的实施情况，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培养人完成了系统流程的整体设计和专利文档的修改。本实用新型提供基于 RFID 的高校校园快递

管理系统，主要分为两大功能，分别是物品出入库记录和对物品的区域定位。从数据流动的方向来

看，系统由数据采集节点、数据接收端、数据处理端和数据中心组成：数据采集节点通过无线方式

与数据接收端相连；数据接收端与数据处理端（计算机终端）通过无线 WiFi 或 RS485 方式相连，

数据处理端与数据中心连接；数据采集端最多可支持 256 个物品信息读写节点；通过各数据采集节

点通过无线电波与射频标签进行实时通信，将采集到的射频标签数据无线送到数据接收端，数据接

收端进一步把数据发送给数据处理端，由数据处理终端上的监控程序进行判断，从而实现物品信息

的自动识别、区域定位以及信息数据的无线传输。

序

号

2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一种 BCM 的仿真测试系统 ZL2012 1 0147494.7

发明人姓名 李秀梅，杨国青，方正，张永光 专利申请日 2015.5.11

专利权人 杭州速玛科技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 2014.7.16

授权国家 中国 专利类别 发明 个人排名 1/4

培养人选在该专利中的所承担的主要工作和主要贡献以及该专利的实施情况，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培养人完成了 BCM 测试仿真系统的整体流程设计。本发明公开了一种 BCM 的仿真测试系统，包括：

模拟负载、与模拟负载相连的状态信号调理电路、与状态信号调理电路相连的仿真测试主机、与仿

真测试主机相连的指令信号调理电路和与指令信号调理电路相连的故障模拟模块。本发明能够对不

同的 BCM 进行准确、快速、高效的测试，通用性强；电路结构简单，体积小，成本低；可以在很短

的时间内完成一个 BCM 的全功能测试，缩短 BCM 的开发周期，降低 BCM 的研发费用。

序

号

3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一种 ECU 爆震闭环控制的测试系统及其测试方法 ZL20121018292.2

发明人姓名 李秀梅，杨国青，谢煌，方正，张永光 专利申请日 2012.5.31

专利权人 杭州速玛科技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 2014.9.17

授权国家 中国 专利类别 发明 个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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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人选在该专利中的所承担的主要工作和主要贡献以及该专利的实施情况，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培养人完成了 ECU 爆震闭环控制的测试系统的整体流程设计。本发明公开了一种 ECU 爆震闭环控制

的测试系统，包括：与 ECU 相连的 FPGA 板卡、与 FPGA 板卡相连的下位机以及与下位机相连的上位

机，所述的下位机内配置有发动机模型；同时本发明还公开了该测试系统的测试方法。本发明利用

计算机建立高精度的发动机模型和爆震预测模块；利用 FPGA 板卡产生爆震模拟信号并将信号传递

给 ECU；ECU 输出控制信号给发动机模型，模型进行计算反馈 ECU 的爆震控制效果；相对台架上进

行爆震试验可避免对发动机带来损伤，通用性好且控制精度高；采用闭环控制检测，能有效降低开

发和测试成本，缩短开发周期

注：请如实填写，发明人中被推荐人选姓名请加黑表示。个人排名录入格式为“ / ”，如在三人中排

名第二，录入为“2/3”。经济效益可以从年产值、年利润、年税金、年创汇和年节汇情况（年创汇、

年节汇转换成美元表述，其他用人民币万元表述）等方面进行简述。专利类别分为“发明”、“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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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入选以来发表的代表性论文情况简述（限填 3 篇，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请与网上申报附件保持一

致）。

论

文

1

论文题目 A gradient-based approach to optimization of compressed sensing systems

作 者 Xiumei Li, Huang Bai, Beiping Hou

期刊名称 Signal Processing

期刊号 0018-9251 个人排名 1/3

培养人选所承担的主要工作和主要贡献简述，包括：提出的学术技术思想、创造性、研究工作的参

与程度、学术技术刊物中的主要引用及评价情况、期刊的影响因子等（200 字以内）：

创新性地利用梯度算法对压缩感知系统中的字典和测量矩阵进行优化。负责该论文的整体撰写

和整合工作，该论文被 SCI 和 EI 收录，该期刊 2016 年起列为 JCR 二区，2017 年影响因子为

3.110。

论

文

2

论文题目 The Higher-order Reassigned LPP and its Properties

作 者 Xiumei Li, Guoan Bi, Gang Li

期刊名称 Signal Processing

期刊号 0018-9251 个人排名 1/3

培养人选所承担的主要工作和主要贡献简述，包括：提出的学术技术思想、创造性、研究工作的参

与程度、学术技术刊物中的主要引用及评价情况、期刊的影响因子等（200 字以内）：

创新性地推出将重排算法推广到局部多项式周期图，并探讨了其定义和性质。负责该论文的

整体撰写和整合工作，该论文被 SCI 和 EI 收录，该期刊 2012 年为 JCR 三区，影响因子为

1.503。

论

文

3

论文题目
Systematic analysis of uncertainty principles of the local polynomial Fourier

transform

作 者 Xiumei Li, Guoan Bi

期刊名称 EURASIP Journal on Advances in Signal Processing

期刊号 1687-6180 个人排名 1/2

培养人选所承担的主要工作和主要贡献简述，包括：提出的学术技术思想、创造性、研究工作的参

与程度、学术技术刊物中的主要引用及评价情况、期刊的影响因子等（200 字以内）：

围绕局部多项式傅里叶变换的测不准原理，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推导出其测不准原理的表示式，并通

过仿真验证了推导的正确性。负责该论文的整体撰写和整合工作，该论文被 SCI 和 EI 收录，该期

刊 2014 年影响因子为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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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入选以来发表的代表性著作情况简述（限填 3 部，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请与网上申报附件保持一

致）。

著

作

1

著作名称

出版地 出版年份

出版社

培养人选所承担的主要工作和主要贡献，包括：提出的学术技术思想、创造性、研究工作的参与程

度、学术技术刊物中的主要引用及评价情况等（200 字以内）：

著

作

2

著作名称

出版地 出版年份

出版社

培养人选所承担的主要工作和主要贡献，包括：提出的学术技术思想、创造性、研究工作的参与程

度、学术技术刊物中的主要引用及评价情况等（200 字以内）：

著

作

3

著作名称

出版地 出版年份

出版社

培养人选所承担的主要工作和主要贡献，包括：提出的学术技术思想、创造性、研究工作的参与程

度、学术技术刊物中的主要引用及评价情况等（2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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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入选以来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基金项目情况（限填 3 项，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请与网上申报附

件保持一致）

项

目

1

项目类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
项目编号 61571174 起始年度 2016.1

下达部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项目经费 57 万元 终止年度
2019.1

2

项目或课题名称 基于贝叶斯压缩感知的信号时频表示重构机理与方法研究

责任承担 ▇课题负责人 □独立承担者 □主要承担者 □一般参加者 个人排名 1/9

项目性质 □基础研究 ▇ 应用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项目或课题评价
（未通过验收或鉴定项目不需填写）

□国际先进水平 □国内先进水平
□填补国内空白 □其他( )

培养人选在该项目或课题中所承提的主要工作和主要贡献，以及项目或课题的主要意义（200 字以

内）：

培养人负责项目整体实施，将基于贝叶斯压缩感知进行时频分析研究，主要包括：研究样本区间/

样本数量的自适应选择方法，为获得高时频聚集性的时频表示重构提供依据；将信号时频域的结构

化稀疏信息作为先验信息，提高时频表示重构的精度；将压缩感知与信号预处理方法结合，针对被

噪声污染的信号构建运算复杂度低、稳健性高的重构算法；通过对上述关键问题的研究，完善基于

压缩感知的时频表示重构机理和方法，为其在雷达成像等领域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项

目

2

项目类别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项目编号 LY15F010010 起始年度 2015.1

下达部门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项目经费 8 万元 终止年度
2017.1

2

项目或课题名称 基于压缩感知的信号高时频聚集表示机理与方法研究

责任承担
▇ 课题负责人 □独立承担者 □主要承担者 □一般参加

者
个人排名 1/7

项目性质 □基础研究 ▇ 应用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项目或课题评价
（未通过验收或鉴定项目不需填写）

□国际先进水平 □国内先进水平
□填补国内空白 □其他( )

培养人选在该项目或课题中所承提的主要工作和主要贡献，以及项目或课题的主要意义（200 字以

内）：

培养人负责项目整体实施，将基于压缩感知进行时频分析研究，主要包括：针对不同信号，构建样

本区间的自适应选择方法，研究不同样本区间与信号时频聚集性的关系，为获得低交叉项干扰、高

时频聚集性的时频表示重构提供依据；利用不同信号的结构化稀疏特点，将信号的时频域稀疏特点

与结构化特点作为先验信息进行时频表示重构，从而降低所需测量样本数，提高信号时频表示重构

精度；将压缩感知与信号预处理结合，抑制高斯白噪声和脉冲噪声的影响，针对被噪声污染的信号

构建运算复杂度低、稳健性高的重构算法，重构信号时频表示；通过对上述关键问题的研究，完善

基于压缩感知的高时频聚集表示重构机理和方法，为其在雷达成像等领域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项

目
项目类别

中国-黑山政府间科技

合作项目
项目编号 起始年度 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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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达部门 中国科技部 项目经费 6.64 万元 终止年度 2016.7

项目或课题名称 压缩感知与时频分析研究及其应用

责任承担 ▇课题负责人 □独立承担者 □主要承担者 □一般参加者 个人排名 1/4

项目性质 □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项目或课题评价
（未通过验收或鉴定项目不需填写）

▇国际先进水平 □国内先进水平
□填补国内空白 □其他( )

培养人选在该项目或课题中所承提的主要工作和主要贡献，以及项目或课题的主要意义（200 字以

内）：

培养人通过将压缩感知与时频分析方法相结合，探讨基于压缩感知的时频表示重建机理；通过构建

自适应样本区间选择方法，探讨魏格纳-维尔分布中交叉项抑制的机理；研究如何在压缩感知重建

信号时频表示过程中，抑制信号中参杂的高斯噪声或脉冲噪声；通过对上述关键问题的研究，探讨

基于压缩感知的信号时频表示重建机理和方法，拓展其在雷达成像、声纳、通信、无线传感器网络、

生物医学、数字水印等领域的应用。

注：1、请如实填写，其中项目名称、项目编号、起始年度、终止年度、下达部门、项目经费、

责任承担、本人排名等根据下达的项目书或文件填写，本人排名录入格式为“ / ”，如在三人中排名

第二，录入为“2/3”。

2、项目类别：指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重大科技专项、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火炬计划等，按项目下达部门的计划名称填写；没有项目下达部门的企业自选项目请填

写企业自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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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其他重要补充材料简述（限填 3 项，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请与网上申报附件保持一致））

三、被推荐人承诺（需签名，不能用打印）

培养人选对以上所填内容认可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四、所在单位评价意见

李秀梅同志在 131 人才培养入选后较好地完成培养计划，在教学方面，负责信号与系统、数

字信号处理等课程的教学工作，2013-2017 连续四学年教学考核定级均为 A。并负责多项校

级教改项目、实验室开放项目，发表教改论文 3篇。在科研方面，积极参加学术研究，在信

号处理、时频分析、压缩感知等前沿领域发表 SCI 检索论文 10 篇，一级期刊 1篇，EI 检索

论文 9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并

主持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省部级项目。获得浙江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称

号、杭州市教育局系统优秀教师、杭州师范大学教学十佳称号等称号。达到了 131 人才培养

的要求。

（盖章）
年 月 日

五、区、县（市）人力社保局或市主管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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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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