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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

智能系统与预测控制

无人驾驶车辆自主控制

无人艇多任务规划与跟踪控制

简 历：

何德峰，1979年生，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浙江省 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中国自动化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自动化学会车辆控制与智能化专委会委员。2001

年在中南大学获热能与动力工程学士学位，2008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2014.12-2015.12）、香港中文大学（2017.8-2017.8）和

上海交通大学（2016.9-2017.6）从事学术交流访问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浙江省杰

出青年基金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9项，在 Automatica、自动化学报等在国内外旗舰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 40余篇，授权国家专利 6件。

研究（情况）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持，61773345）：非线性和不确定系统经济模型预测控制综合方

法研究，2018.1~2021.12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持，61374111）：非线性系统优先级多目标模型预测控制的稳定

性与鲁棒性理论及应用，2014.01- 2017.12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持，60904040）：多变量约束非线性预测控制构造性设计及鲁棒

性分析，2010.01-2012.12

[4] 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主持，LR17F030004）：约束非线性系统经济模型预测控制

理论与方法研究，2017.1~2020.12

[5] 高校博士点专项科研基金（主持，20093317120002）：多目标优化的约束非线性预测控

制策略研究，2010.01-2012.12

[6]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主持，LY13F030006）：基于性能切换优化的高速精密轮廓预测

控制方法研究, 2013.01-2015.12

[7]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主持，Y1100911）：聚烯烃牌号切换过程节能减排优化控制策

略研究，2010.06-2012.06

[8] 浙江省科技厅公益项目（主持，2015C31057）：汽油动力旋耕机械高效经济运行关键

控制技术，2015.07-2017.6

[9] 浙江省科技厅团队项目（主持，2011R09007-10）：动态环境下视觉反馈机器人控制，

2010.01-2012.12

[10] 宁波市农业公关项目（主持，2014C10068）：高效低耗手推式汽油动力微耕机关键技

术研制与示范，2013.07-2015.12



[11] 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副组长，2012BAH38F01-02）：舞台多机协调控制相关技术研究，

2012.12-2015.12

[12] 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副组长，2011C16040）：GLCC智能型多相流计量关键技术研究，

2011.01-2012.12

[13] 企业委托项目（主持）：泥炭粉超微粉末加工过程优化控制技术研究，2016.4-2018.3

[14] 企业委托项目（主持）：高效低耗汽油动力旋耕机关键技术研发，2014.10-2015.12

[15] 企业委托项目（主持）：割草汽油机经济性运行关键控制技术研发，2013.03-2016.03

发表的论文、专著、教材：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在 Automatica、Information Sciences、自

动化学报等国内外旗舰期刊发表论文 40余篇，其中 SCI收录 16篇，EI收录 40余篇。

[1] HE Defeng, et al. Economic MPC with a contractive constraint for nonlinear systems. Int. J.

Robust and Nonlinear Control, 2016, 26(18): 4072-4087. (SCI, Regular Paper)

[2] HE Defeng, et al. Multiobjective economic MPC of constrained nonlinear systems. IET

Control Theory & Applications, 2016, 10(13): 1487-1495. (SCI, Regular Paper)

[3] HE Defeng, et al. Stabilizing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of time-varying nonlinear systems

using linear matrix inequalities. IMA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Control & Information. 2016,

33(1): 21-35. (SCI, Regular Paper)

[4] HE Defeng, et al. On stability of multiobjective NMPC with objective prioritization.

Automatica, 2015, 57: 189-198.

[5] HE Defeng, et al. Input-to-state stability of efficient robust Hinf MPC scheme for nonlinear

systems.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5, 292: 111-124. (SCI, Regular Paper)

[6] HE Defeng, et al. Multi-objective nonlinear predictive control of process systems: A

dual-mode tracking control approach. Journal of Process Control, 2015, 25:142-151. (SCI,

Regular Paper)

[7] HE Defeng, et al. Quasi-min-max MPC for constrained nonlinear systems with guaranteed

input-to-state stability. Journal of Franklin Institute, 2014, 351: 3405-3423. (SCI, Regular

Paper)

[8] HE Defeng, et al. Optimized-based stabilization of constrained nonlinear systems: A receding

horizon approach. Asian Journal of Control, 2014, 16:1693-1701. (SCI, Regular Paper)

[9] HE Defeng, et al. Constructive robust MPC for constrained nonlinear systems with

disturbances. IET Control Theory & Applications, 2013, 7: 1869-1876. (SCI, Regular Paper)

[10] HE Defeng. Dual-mode nonlinear MPC via terminal control laws with free-parameters.

IEEE/CAA Journal of Automatica Sinica (自动化学报英文版), 2017, 4(3): 526-533.

[11] 何德峰. 约束非线性系统稳定化经济模型预测控制. 自动化学报, 2016, 42(11): 1680-

1690.

科研成果及专利：

[1] 何德峰 , 等 . 一种平面轮廓轨迹抗扰动跟踪控制方法 . 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410653663.3

[2] 何德峰 , 等 . 一种聚丙烯熔融指数在线动态预报方法 . 发明专利，专利号：ZL

201210051707.6

[3] 何德峰, 等. 一种共聚聚丙烯树脂乙烯含量在线软测量方法 . 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210052251.5

[4] 何德峰, 等. 一种聚丙烯牌号切换控制方法. 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0810163417.4

[5] 何德峰, 等. GLCC多相流计量装置控制器. 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201320415875.9

[6] 何德峰 , 等 . 蔬菜基地重金属含量快速检测仪 . 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

ZL201120130032.5

研究生培养等教学情况：

承担研究生专业课程《预测控制》的教学工作，所指导的研究生获得校级优秀硕士学位

论文奖，已毕业的研究生主要去向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网易、大华等大型信息与通信

技术企业，均具有较强的从事算法研发、软硬件开发和独立设计技术方案的能力。

奖励和荣誉：

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浙江省 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校级优秀硕士生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其它：

欢迎控制科学、机械工程和应用数学等专业且对科研有着浓厚兴趣的同学报考。

办公地址：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 1A区块信息大楼 B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