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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姓名：  张瑞友 

工作单位： 东北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职称：  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 

学历：  工学博士 

电子邮箱： zhangruiyou@ise.n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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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历 

2.1 主要经历 

2014 年 12 月：晋升博士生导师； 

2020 年 1 月至今：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长聘）； 

2011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2007 年 3 月至 2010 年 12 月：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 

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8 月：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ISyE 系，国家公派

访问学者； 

2007 年 9 月至 2008 年 9 月：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工业工程系，博士后； 

2004 年 3 月至 2007 年 3 月：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导师：

汪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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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9 月至 2004 年 3 月：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硕博

连读； 

1998 年 9 月至 2002 年 7 月：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自动化专业攻读学士

学位。 

2.2 其它短期访问等经历（2013 年以后，部分） 

2015 年 1 月，应邀访问釜山国立大学工业工程系并做报告“Blocks Relocation 

Problem with Batch Moves and Its Tree Search Procedures” 

2015 年 1 月，应邀访问首尔国立大学工业工程系并做报告“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in container drayage transportation” 

2013 年 1 月：应邀访问釜山国立大学工业工程系并做报告“Container end-haulage 

logistics with flexible orders: 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另：邀请国外专家来访情况（部分） 

2017 年 9 月：首尔国立大学 Ilkyeong Moon 教授来访 

2017 年 8 月：香港大学 Junwei WANG 博士来访 

2015 年 6 月：首尔国立大学 Hans-Otto Günther 教授来访 

2014 年 6 月：佐治亚理工学院 Jim Dai 教授来访 

2014 年 3 月：布莱梅大学 Herbert Kopfer 教授、Xin Wang 博士来访 

2013 年 12 月：釜山国立大学 Won Young Yun 教授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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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术兼职 

[1] 沈阳市高层次人才“盛京人才”（2017 年度第一批次，拔尖人才）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议专家 

[3] 教育部学位论文评议专家组专家 

[4]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工业工程分会理事 

[5]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物流系统工程专委会委员 

[6] 中国仿真学会智能仿真优化与调度专委会委员 

[7] “C&OR”、“EJOR”、“TR-B”、“TR-E”、《自动化学报》等多个杂志审稿专家； 



基本信息、简历、学术兼职、科研与招生、发表的论著、教学、获奖 

4. 科研与招生 

4.1 主持的部分科研项目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基于智能硬件的动态资源实时调度优化”（2019-

2022；编号：2019YFB1705003）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共享电动汽车的自平衡运行关键理论与优化方

法”（2020-2023；编号：71971050）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子课题“物联网环境下的服务开发与设计优化研

究——服务流程设计与流程挖掘的优化算法”（2019-2023；资助号：71831006） 

[4] 中央高校基础科研业务费种子基金“港口预约服务模式下集装箱接驳集成调

运模型与优化算法”（2017-2018；编号：N160404011） 

[5] 中央高校基础科研业务费优秀科技人才培育基金“柔性任务多资源货物运输

问题的集成调度模型与优化方法”（2015-2016；编号：N140405003）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多资源视角的柔性任务集装箱接驳

（Drayage）运输的调度方法研究”（2015-2018；编号：71471034） 

[7] 东北大学重点外专引智项目“考虑降低碳排放的集装箱 Drayage 运输模型与

优化算法”（2013-2014） 

[8] 东北大学博士后基金“基于大数据的集装箱 Drayage 联合调运数学模型及优

化方法研究”（2013-2014） 

[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考虑环境影响的柔性订单集装箱

Drayage 运输问题的模型与优化方法研究”（2013-2014，编号：N120404016） 

[10] 第 52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集装箱 Drayage 运输中跨企业协作

模型与优化算法研究”（2012-2014，编号：2012M520642） 

[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物联网环境下信息实时更新的集装箱调运模型

与优化方法研究”（2011-2013，编号：71001019），后评估结果为“优” 

[12] 教育部留学归国启动基金（2011-2013） 

[13]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基于量子进化计算的集装箱运输与

空箱调度联合优化研究”（2010-2011，编号：N090304012） 

[14] 宝钢课题“SBO 计划优化方法与理论研究”（2009.10-2010.8） 



[15] 宝钢课题“合同计划若干优化问题基础研究与仿真”（2006.11-2007.12） 

[16] 东北电科院课题“电力市场中输电电价方法的研究”（2004-2006，执行负责人） 

4.2 参与的主要科研项目 

[17]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工业大数据的铝/铜板带材智能化工艺控制技术”

（2017/7-2021/6，资助号：2017YFB0306401；主要参加人） 

[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先进运作管理中的建模、优化与决策分析

的基础理论与方法”（2011-2013，编号：71021061，梯队成员） 

[1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网络拍卖的理论、模型与实现方法的研究”

（2010-2013，编号：70931001，主要参加人） 

[20]  韩国国家科学研究基金“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Korea through the second-phase of Brain Korea 21 project”（起止时间：2007-

2008，主要参加人） 

[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互联网的商务过程的建模与优化方法的

研究”（批准号：70431003；起止时间：2005-2008，主要参加人）。后评估结

果为“优” 

4.3 主要科研（招生）方向 

主要研究方向：系统工程、服务科学与工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建

模与优化、低碳与环保等。 

主要开发工具：Matlab、C++、VBA、CPLEX 等 

主要招生方向： 博士生：工学博士、工程博士 

硕士生：控制科学与工程（工学）、控制工程（工程） 

     本科生：数学建模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等 

（这里欢迎各位有想法有志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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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表的论著（可直接下载主要论著全文，仅可用于个人学习交流） 

概述：出版专著 1 部，参编教材 1 部，发表（含录用）学术论文 70 余篇，

其中 SCI 检索的论文 17 篇（第一（通讯）作者 15 篇），EI 检索 36 篇。 

专著与教材（2 部） 



[1] 张瑞友，李浩渊，李东. 集装箱调运中的建模与优化.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1 月（ISBN：978-7-03-046881-9） 

[2] 汪定伟, 王俊伟, 王洪峰, 张瑞友, 郭哲. 智能优化方法[M], 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07（ISBN: 978-7-04-020886-3） 

SCI 检索的国际杂志论文（17 篇） 

[3] 通讯作者. Column generation algorithms for mother plate design in steel plants. 

OR Spectrum (in press) (SCI, EI) PDF 

[4] 第 一 作 者 . Multi-trailer drop-and-pull container drayage problem,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in press) (SCI、EI) PDF 

[5] 第一作者. A time-dependent electric vehicle routing problem with congestion tolls,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 press) (SCI、EI) PDF 

[6] 第一作者. Empty container repositioning in river transport network with foldable 

containers considering limitation of bridge height,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2020, 133: 197-213 (SCI、EI) PDF 

[7] 第一作者. A novel mathematical model and a large neighborhood search algorithm 

for container drayage operations with multi-resource constraints, Computers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2020, 139, 106143（SCI、EI）PDF 

[8] 第一作者 . Range-based truck-state transition modeling method for foldable 

container drayage service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2018, 118 (Oct.): 225-

239（SCI、SSCI）PDF 

[9] 通讯作者 . A branch-and-price algorithm for the multi-trip multi-repairman 

problem with time window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2018, 116 (Aug.): 

25-41（SCI、SSCI）PDF 

[10] 第一作者. Tree search procedures for the blocks relocation problem with batch 

moves, Flexibl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Journal. 2016, 28(3): 397-424 (SCI、 

EI) PDF 

[11] 第一作者. Stack pre-marshalling problem: a heuristic-guided branch-and-bound 

algorith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2015, 22(5): 509-523 

(SCI、EI) PDF 

[12] 第二作者. A 0-1 integer programming model and solving strategies for the slab 

storage probl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2016, 54(8):2366-

2376 (SCI、EI)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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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一作者. Multi-siz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by truck: 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Flexibl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Journal, 2015, 27 (2-3): 403-430 (SCI、EI) 

PDF 

[14] 第二作者. A fuzzy matching model with Hurwicz criteria for one-shot multi-

attribute exchanges in E-brokerage [J]. Fuzzy Optimiz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2015, 14 (1): 77 - 96 (SCI、EI) PDF 

[15] 第一作者, Container drayage problem with flexible orders and its near real-time 

solution strategies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2014, 61(1): 235-251. (SCI、

SSCI)PDF 

[16] 第一作者 . 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of a Container Drayage Problem with 

Resource Constrain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1, 

133(1): 351-359 (SCI、EI) PDF 

[17] 第一作者. Heuristic-based truck scheduling for inland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J]. 

OR Spectrum, 2010, 32(3): 787-808 (SCI) PDF 

[18] 第一作者. A reactive tabu search algorithm for the multi-depot container truck 

transportation problem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2009, 45(6): 904-914 

(SCI、SSCI) PDF 

[19] 第一作者. Zone division models and algorithms in zonal pricing power market [J]. 

European Transactions on Electrical Power, 2009, 19(1): 140-149(SCI、EI). PDF；

省、市学术成果奖 

国内杂志论文（合计 30 篇） 

[20] 第一作者. 考虑充电调度的共享电动汽车调运模型与优化，系统工程理论与

实践，网络首发 

[21] 通讯作者，考虑政府补贴的绿色旅游供应链博弈模型，控制工程，网络首发 

[22] 第二作者，面向机场地面服务的多服务协调调度算法，控制工程，2020，27

（10）：1686-1692 

[23] 通讯作者. 矩形件简单块占角排样方式的动态规划算法，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2019, 24(6): 934-945 

[24] 通讯作者. 求解集装箱接驳运输的并行主动式禁忌搜索，控制工程，2019, 

26(5): 825-828 

[25] 第一作者. 共享运行车辆调运的研究现状及展望，信息与管理研究，2018,3

（1-2）：51-64 

2015-FLEX-Zhang-Yun-Kopfer.pdf
2015-JiangZZ-FODM.pdf
2014-TRE-Zhang-Lu-Wang.pdf
IJPE-2011.pdf
ORS-2010-Zhang-Yun-Kopfer.pdf
2009-TRE485.pdf
ETEP-Z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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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P-Shenyang-prise.pdf


[26] 第一作者. 可折叠集装箱接驳运输问题的建模与优化.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8, 38(4): 1013-1023（EI） 

[27] 第一作者. 基于匀质块五块模式的矩形件非剪切排样算法. 东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18, 39(6): 771-775（EI） 

[28] 第三作者. 求解集装箱码头泊位-岸桥分配多目标算法. 系统仿真学报, 2018, 

30 (3): 1178-1188, 1194. 

[29] 第三作者. 求解集装箱码头岸桥调度问题的化学反应算法. 系统仿真学报，

2017, 29（12）：3001-3009 

[30] 第一作者. 以低碳为目标的集装箱拖车运输问题及其时间窗离散化算法，控

制与决策，2016, 31(4): 717- 722（EI） 

[31]  第三作者. 基于蒙特卡罗模拟和 Z 检验的“2048”游戏并行优化算法[J]，小型

微型计算机系统，2016，37（3）：562-566 

[32]  第三作者. 基于蒙特卡罗树搜索的“2048”游戏优化算法[J]，控制工程，2016，

23（4）：550-555 

[33]  第三作者. 基于弹复性的第四方物流多周期网络设计，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2014，20（8）：2019-2028 (EI) 

[34]  第三作者. 基于弹复性的第四方物流网络设计模型与算法，东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14，35（3）：318-332（EI） 

[35]  第一作者. 热轧板坯出库问题的树搜索算法，控制与决策，2013, 28(11): 

1707- 1712（EI） 

[36]  第一作者. 集装箱卡车运输问题的基于图的建模方法.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

践，2011, 31(8): 1539-1545（EI）. PDF 

[37]  通讯作者. 炼钢-连铸作业计划的基于仿真的遗传算法[J]. 控制与决策， 

2011, 26(1): 137-140（EI） 

[38]  第一作者. 一种适用于我国电力市场的输电定价方法 [J]. 中国电机工程学

报, 2008, 28(4): 78- 82 (EI). PDF；省学术成果奖 

[39]  第一作者.  PJM 节点边际电价计算方法及其应用[J]. 东北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05, 26(11): 1033- 1035 (Ei) 

[40]  第一作者 . 一种点对点阻塞电价计算方法[J]. 电力自动化设备 , 2007，

27(6):13-16（Ei）. 

[41]  第一作者. “发送购物卡”促销中的决策分析[J]. 东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1-SE-TP.pdf
2008-CSEE.pdf
Liaoning-prise-Chinese.pdf


2007, 28(7): 953-956（Ei）. PDF 

[42]  通讯作者. 炼钢组炉问题的多目标优化模型与算法[C].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2009，40（增刊 1）：315-318 (Ei)  

[43]  第三作者. 基于PSO－BP网络的板形智能控制器[J]. 控制理论与应用, 2007, 

24(4): 674-678（Ei） 

[44]  第四作者. 钢铁企业合同计划与余材匹配的集成优化方法[J]. 控制与决策, 

2009, 24(1): 71- 75 (Ei) 

[45]  第二作者. 光伏并网逆变器的自适应微电网检测技术[J]. 电力系统保护与

控制，2010，38（21）：136-140 （EI） 

[46]  第二作者. 基于 DPCA-BP 神经网络的中长期电力负荷预测方法[J]. 东北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31（4）：482-485 (Ei) 

[47]  第二作者. 基于 PCA-BPNN方法的中长期电力负荷预测[J]. 控制工程，2010, 

17（6）：800-802. 

[48]  第一作者. 英国输电定价方法在我国东北电网的试用[J]. 华北电力大学学

报, 2006, 33(1): 89- 92. 

[49]  第一作者. 英国输电定价模型中的关键环节分析[J]. 电网技术, 2007, 31(15): 

8- 11. 

 

会议论文（部分） 

[50] 通讯作者. Double-trailer drop-and-pull container drayage problem, Proceedings 

of the 31st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 CCDC 2019, June 3-5, 

Nanchang, 4320-4325 (EI) 

[51] 通讯作者 . Turnout maintenance scheduling problem considering reliabilities: 

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36th Chinese Control Conference 

(CCC 2017), July 26 -28, 2017, Dalian China (EI) 10143-10148 

[52] 通讯作者. Appointment of container drayage services: A primary literature review,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rvices Systems and Services Management 

(ICSSSM 2017), Dalian, June 17, 2017 (EI) 

[53] 第四作者 . Multi-objective ACO algorithm for slab selecting and charging 

scheduling in hot rolling production. 2015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yber 

Technology in Automation, Control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IEEE-CYBER 2015).  p 703-

708, October 2, 2015 (EI；ISTP) 

2007-shopping-card.pdf


[54] 通讯作者. Modeling and analyses of container drayage transportation problem 

with the objective of low carbons. 2015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 

ISTP、EI, Qingdao, 2015.5.21-23 

[55] 第三作者. Negotiation based project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C]. The 26th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 2014, 5, 31st – 6, 2nd, Changsha, 130-

134.(EI; ISTP) 

[56] 第一作者. Graph-based model of cast planning problem and its optim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2011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 CCDC 2011, 

1606-1611 (EI；ISTP). 

[57] 第一作者. 旅行商问题的一种新的编码方式：压缩的顺序编码. 第十一届全

国青年系统科学与管理科学学术会议暨第七届物流系统工程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系统科学与管理科学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及其应用》, 武汉，2011

年 9 月 24 日-25 日，83-87 页. PDF 

[58] 第三作者. Impact study on intentional islanding strategies of distribution networks 

based on distributed generation [C].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ICCDA 2010, Qinhuangdao, June 25 – 27, 2010: V5251- 

V5254 (Ei). 

[59] 第一作者. Power-grid-partitioning model and its tabu-search-embedded algorithm 

for zonal pricing [C]. Proceedings of the 17th World Congress,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utomatic Control, Seoul, Korea, July 6-11, 2008: 15927- 15932 

(Ei).  

[60] 第一作者. Forecasting annual electricity demand using BP neural network 

based on three sub-swarms PSO [C]. 2008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 Yantai, China, July 2- 4, 2008: 1409-1413 (Ei, ISTP). 

[61] 第一作者. NETA approach of power transmission pricing and its tryout in 

northeastern power grid of China [C]. Proceedings of 2005 IEEE/PES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Conference: Asia and Pacific, Dalian, China, 

Aug. 2005: PM2-03 (Ei). 

[62] 第一作者. Model and algorithm of multi-depot container truck transportation 

with time windows [C]. 2009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 Guilin, 

China, June 17- 19, 2009: 154-159. (Ei, ISTP) 

[63] 第一作者. An optimum route modeling for container truck transportation [C]. 

Proceedings of Asia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 Logistics 

Systems 2008 (IML2008), February 25-27, Kitakyushu, Japan, 356- 362. 

[64] 第一作者. Optimal route modeling for customer-oriented container truck 

LSE-2011-TSP-COE.pdf


transportation [C].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Workshop on Global Supply Chain, Intermodal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Busan, Korea, May 29 – 30, 2008: 4. 

[65] 第一作者. Optimum truck scheduling for inland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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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学情况 

教学（研究生）： 

[1] 多指标决策理论与方法 

[2] 智能优化方法 

教学（本科生）： 

[3] 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 

[4] 现代优化计算方法 

[5] 数学建模技术 

[6]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7] 面向对象技术与 JAVA 程序设计 

[8] 生产实习 

指导研究生 

指导博士生 

在读博士生：王德成、黄超、阚海玉、王朝鸣、刘竹君 

[1] 潘卫平，若干二维板材排样问题的确定性优化算法研究（2019 年毕业） 

[2] 郭静梅，城市环境下考虑时间因素的绿色车辆路径问题研究（2019 年毕业） 

[3] 卢超，倒垛与堆垛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建模求解（2020 年毕业，协助指导。导



师：刘士新） 

[4] 唐非，机场地勤服务中特种车辆调度问题的研究（2018 年毕业，协助指导。

导师：唐加福） 

[5] 李锐，第四方物流弹复性网络设计研究（2018 年毕业，协助指导。导师：黄

敏） 

[6] 张石，微电网规划及运行决策中若干问题研究（2011 年毕业，协助指导。导

师：汪定伟） 

指导硕士生 

在读硕士生：魏念甲、李澜洁、刘晓颖、孙武、王超慧、赵尉盟、赵言明、

李婷、尹啸威、刘豪、赵晴、戴月真、王善攀、任鹏、李欣泽、姜彤晖、张

帅龙、邹文钺、王云芳 

[7] 刘竹君，群岛景区游客组团及接驳船只调度问题的建模与优化 

[8] 陈勇强，基于李雅普诺夫理论的优化算法及应用 

[9] 孙祝森，电动汽车充换电站的充放电调度问题的建模与优化 

[10] 刘洺玮，时间银行中供需匹配问题的建模与优化 

[11] 苏强，需求可拆分的电动汽车路径问题的模型与优化 

[12] 叶依富，分时电价下取水泵站运行问题的建模与优化 

[13] 王利文，居民区共享停车位分配问题的建模与优化 

[14] 白雪，共享电动汽车站点选址问题的建模与优化 

[15] 刘洋，考虑路径平衡的集装箱接驳运输问题的建模与优化 

[16] 张杨，不确定环境下考虑排队时间的集装箱接驳运输问题的建模与优化 

[17] 陈明明，铝/铜板带生产流程订单归并及配料优化方法和系统 

[18] 王美靓，合金钢棒材生产流程中合同制程优化模型及系统 

[19] 张鑫，基于改进 RCNN 的钢铁表面缺陷检测方法的研究与实现 

[20] 薛豪，铁前配料问题的建模优化与系统开发 

[21] 赵海舒，可折叠集装箱接驳运输问题的建模与优化（毕业去向：飞创信息，

大连） 

[22] 孙敬阳，考虑可靠性的铁路道岔维修调度问题的建模与优化（毕业去向：中

国移动，沈阳） 



[23] 王新鑫，集装箱接驳运输建模与优化实验平台的设计与实现（毕业去向：白

山云科技，北京） 

[24] 贾文祥，量子进化算法在随机作业车间调度问题中的应用（毕业去向：竞技

世界网络技术，北京） 

[25] 张洋，基于数据驱动的热轧带钢宽度质量预测方法研究（毕业去向：南方科

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26] 陈凤龙，合作模式下零担运输问题及其求解算法的研究（毕业去向：智明星

通科技，北京） 

[27] 王浩，学术期刊引证行为及期刊质量评价方法的研究（毕业去向：浪潮集团，

济南） 

[28] 徐新宇，生物燃料供应链的选址及改建优化研究（毕业去向：东软集团，沈

阳） 

[29] 王德成，一车多挂甩挂模式集装箱接驳运输问题的建模与优化（毕业去向：

硕博连读，东北大学） 

[30] 赵元贞，考虑市区限行的物流配送问题的建模与优化（毕业去向：体彩中心，

北京） 

[31] 姚淇元，一类带批移动的热轧板坯出库问题的优化研究（毕业去向：中兴，

北京） 

[32] 武丽云，考虑驾驶员差异的集装箱接驳运输问题的建模与优化（毕业去向：

太原工业大学） 

[33] 强啸啸，铁路道岔维护调度问题的建模与优化（协助指导，导师：卢福强）

（毕业去向：阿尔卡特朗讯，北京） 

[34] 张辉，以低碳为目标的集装箱接驳运输的建模与优化（毕业去向：攻读博士

学位，东北大学） 

[35] 李景阳，基于多线程的并行分支定界算法框架及其应用（协助指导，导师：

原慧琳）（毕业去向：招商银行，沈阳） 

[36] 常明，基于目标规划的第四方物流路径优化问题研究（协助指导。导师：黄

敏）。 

[37] 周煜文，集团企业技术支持系统的研究与开（协助指导。导师：汪定伟）。 

本科毕业设计（合计 44 人）： 

[1] 2019-2020 学年：4 名（王饪彭、张鹏翼、任鹏、闫子健） 



[2] 2018-2019 学年：3 名（钱树伟、李佳欣、许天惠） 

[3] 2017-2018 学年：4 名（李子涵、李澜洁、姚晓杰、孟凡银） 

[4] 2016-2017 学年：2 名（盛晗、宁祖越） 

[5] 2015-2016 学年：3 名（王玉雪、马东、宋杨） 

[6] 2014-2015 学年：5 名（何旭杰、杨玉梁、周子俨、宫柏钰、侯毅） 

[7] 2013-2014 学年：4 名（许超、杨欣蕊、张晨光、曹坤阳） 

[8] 2012-2013 学年：3 名（张可威、楚天舒、邢立） 

[9] 2011-2012 学年：3 名（董雨，王超，戴家耕） 

[10] 2009-2010 学年：6 名（王江辉、杨兵兵、谭国霞、丁昴、许丹青、姜少男） 

[11] 2008-2009 学年：5 名（董艳明、杜超、刘艳华、苏起、王卓超） 

[12] 2006-2007 学年：2 名（李岳博、吴旭阳） 

基本信息、简历、学术兼职、科研与招生、发表的论著、教学、获奖 

7. 科研获奖与荣誉称号 

教学与科研获奖 

[1] 东北大学 2013-2014 年度优秀网络课程三等奖 

[2] 东北大学 2013-2014 年度优秀教学课件三等奖 

[3] 2018 年中国仿真学会智能仿真优化与调度专业委员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4] 2011 年第十一届全国青年系统科学与管理科学学术会议暨第七届物流系统

工程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 

[5] 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学术论文类，三等）“Container drayage problem 

with flexible orders and its near real-time solution strategies”（编号：2015-

LNL0040，张瑞友） 

[6] 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学术论文类，二等）“Zone division models and 

algorithms in zonal pricing power market”（编号：2010—LNL10425，张瑞友，

韩水，张近朱，汪定伟） 

[7] 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学术论文类，三等）“一种适用于我国电力市场

的输电定价方法”（编号：2010—LNL1705，张瑞友，韩水，张近朱，汪定伟） 



[8] 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二等）“Zone division models and algorithms in 

zonal pricing power market”(编号：2010CGJLW-2-061，张瑞友，韩水，张近

朱，汪定伟) 

荣誉称号 

[1] 2014 年度东北大学优秀博士后 

指导学生获奖 

[1] 2019 年国际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1 组 

[2] 2018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1 组 

[3] 2018 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1 组 

[4] 2015 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1 组 

[5] 2014 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2 组 

[6] 2013 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1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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