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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2007.09 — 2012.09 浙江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博士 

2003.09 — 2007.06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方向）专业，学士 

工作履历 

2017.12 — 至今   大连海事大学，机械系，副教授 

2012.10 — 2017.11 大连海事大学，机械系，讲师 

研究领域 

流体传动及控制 

沉船打捞技术与装备 

水下作业技术 

科研项目 

[1] 2015.1-2017.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吨位沉船打捞变节流被动升沉补偿

电液集群同步提升系统及控制方法研究，项目负责人 

[2] 2015.1-2016.12：辽宁省博士点基金，大吨位深水沉船打捞液压波浪补偿技术研究，

项目负责人 

[3] 2015.5-2015.12：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大连航标处，基于超高压水射流的海

上浮标清洗系统研制，项目负责人 

学术成果 

代表性论文 

[1] 侯交义,李烁,宁大勇,张增猛,弓永军.基于双驳船同步提升技术的液压升沉补偿试验

平台设计.机床与液压,2018(21):95-100+158. 



[2] Chen Y, Liu H, Zhang Z, Hou J and Gong Y. Nonlinear Dynamics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Underwater Mud-Penetrator Steering System. IEEE ACCESS, 2018, 6: 51206~51216. 

[3] 侯交义,康旭,徐凯,弓永军,宁大勇,张增猛.基于拟水平正交实验法的磨料水射流切割

性能研究.机床与液压,2018,46(03):95-98. 

[4] 刘伟,宁大勇,田昊,陈英龙,张增猛,侯交义,杜洪伟,弓永军.沉船打捞集成监测及虚拟仿

真系统设计.船海工程,2018,47(01):94-98. 

[5] 张增猛,靳凯,侯交义,宁大勇,弓永军.起重机臂架清洗装置机构设计及试验研究.现代

制造工程,2018(01):15-19+47. 

[6] Hou J, Zhang Z, Zhou H, Ning D and Gong Y. Hydraulic systems control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jor-motion mechanism for an open-die forging manipulator. ADV 

MECH ENG, 2017, 9(2). 

[7] Hou J, Zhang Z, Ning D and Gong Y. Model-based position tracking control of a 

hose-connected hydraulic lifting system. FLOW MEAS INSTRUM, 2017, 53(SIB): 

286~292. 

[8] Zhang Z, Hou J, Ning D, Gong X and Gong Y. Modeling and experiments on the driv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strength water hydraulic artificial muscles. SMART MATER 

STRUCT, 2017, 26(5). 

[9] 张增猛,孟繁毅,侯交义,宁大勇,弓永军.直线电机驱动水液压柱塞泵运动规划及仿真

分析.液压与气动,2017(03):22-26. 

[10] 张增猛,李烁,侯交义,宁大勇,弓永军.沉船同步提升升沉补偿试验平台设计及联合仿

真.液压与气动,2017(04):21-27. 

[11] 张增猛,孟繁毅,侯交义,宁大勇,弓永军.水润滑下316L不锈钢与聚醚醚酮摩擦磨损性

能研究.润滑与密封,2017,42(05):20-23+134. 

[12] 刘伟,张增猛,孙坐福,宁大勇,侯交义,弓永军.沉船水下开孔抽油技术的研究现状.船

舶工程,2017,39(S1):235-239+274. 

[13] 张增猛,杨天笑,侯交义,宁大勇,弓永军.基于GHS软件的液压同步提升打捞计算与分

析.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17,43(03):25-30. 

[14] 张增猛,孟繁毅,侯交义,武汉鹏,宁大勇,弓永军.音圈电机直驱水液压节流控制阀仿真

与试验.煤炭学报,2017,42(S1):275-281. 

[15] Ning D, Sun C, Gong Y, Zhang Z and Hou J. Extraction of fault component from 

abnormal sound in diesel engines using acoustic signals. MECH SYST SIGNAL PR, 

2016, 75: 544~555. 

[16] Hou J, Zhang L, Gong Y, Ning D and Zhang Z.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f 

scour depth by submerged water jet. ADV MECH ENG, 2016, 8(12). 

[17] 侯交义. 超高压水射流单喷嘴清洗装置设计与试验.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流体传动与



控制分会.第九届全国流体传动与控制学术会议（9th FPTC-2016）论文集[C], 2016:5. 

[18] 侯交义. 沉船同步提升液压升沉补偿试验平台设计.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流体传动与

控制分会.第九届全国流体传动与控制学术会议（9th FPTC-2016）论文集[C], 2016:4. 

[19] 张增猛,陈佐钟,弓永军,侯交义,苗坚.平面对抗型气动人工肌肉关节设计与转角特性

试验分析.液压气动与密封,2015,35(12):36-39. 

[20] 侯交义,韩雪,张增猛,弓永军.沉船提升被动型液压升沉补偿系统仿真研究[J].液压与

气动,2015(10):27-30. 

[21] 张增猛,弓永军,孙正文,侯交义,王祖温.水压人工肌肉的压力控制与静态特性试验.北

京理工大学学报,2015,35(09):892-897. 

[22] 宁大勇. 基于异响信号的发动机故障成分提取.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光学精密工

程》编辑部.2015 光学精密工程论坛论文集.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光学精密工程》编

辑部:光学精密工程编辑部,2015:7. 

[23] 张增猛,武汉鹏,弓永军,侯交义.水液压节流阀流场仿真及与 AMESim 仿真的比较分

析.液压与气动,2015(05):24-27+71. 

[24] 张增猛,弓永军,侯交义,李光,武汉鹏,王祖温.直接压电驱动水液压节流控制阀静态特

性的仿真与试验.煤炭学报,2014,39(S2):583-588. 

[25] 弓永军,郭臣,侯交义,张增猛.基于 Fluent 的脉冲射流喷嘴的全尺寸结构优化.液压与

气动,2014(11):32-35. 

[26] 张增猛. 基于 GHS 的打捞工程船舶破舱稳性计算. 中国航海学会救助打捞专业委

员会.第八届中国国际救捞论坛论文集.中国航海学会救助打捞专业委员会:上海浦江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14:3. 

[27] 陈英龙,周华,赵勇刚,侯交义.Fuzzy robust path tracking strategy of an active pelagic 

trawl system with coordinated ship and winch regulation.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2014,21(01):167-179. 

[28] 周华 ,侯交义 ,赵勇刚 ,陈英龙 .Model-based trajectory tracking control for an 

electrohydraulic lifting system with valve compensation strategy.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2012,19(11):3110-3117. 

专利情况 

[1] 宁大勇,刘伟,张增猛,侯交义,弓永军,程星,杨天笑,靳凯. 一种模拟沉船打捞过程的移

动式实验台. 辽宁：CN106768854A,2017-05-31. 

[2] 宁大勇,孙旭,张增猛,侯交义,弓永军,王祖温. 一种可以自锁与解锁的水下残骸提升装

置. 辽宁：CN106697225A,2017-05-24. 

[3] 宁大勇,程星,侯交义,张增猛,弓永军,靳凯,刘伟,孟繁毅. 一种基于错位叠加算法的声

信标信号提取方法及系统. 辽宁：CN106595835A,2017-04-26. 

[4] 侯交义,刘晶玮,张增猛,宁大勇,弓永军,王祖温. 一种可以展开和收拢的水下残骸提升



装置. 辽宁：CN106428461A,2017-02-22. 

[5] 弓永军,冯凯,田少华,郜喆,于盈,张增猛,侯交义,宁大勇,靳凯. 一种超高压水射流浮标

除锈装置及其工作方法. 辽宁：CN106040642A,2016-10-26. 

[6] 王海涛,张天泽,熊伟,关广丰,孙长乐,度红望,马文琦,弓永军,张增猛,侯交义. 压力反馈

式气缸缓冲装置. 辽宁：CN105840581A,2016-08-10. 

[7] 弓永军 ,张晨晨 ,徐凯 ,张增猛 ,侯交义 . 一种可吸附式水下割圆机 . 辽宁：

CN104708114A,2015-06-17. 

[8] 弓永军,孙玲,张增猛,侯交义,王祖温,徐凯. 一种超高压旋转密封式水射流清洗器. 辽

宁：CN104384128A,2015-03-04. 

[9] 张增猛,弓永军,侯交义,王海涛,王祖温,武汉鹏. 一种柱塞配流双作用直线电机驱动往

复柱塞泵. 辽宁：CN103670999A,2014-03-26. 

[10] 张增猛,弓永军,侯交义. 一种水压人工肌肉. 辽宁：CN103395072A,2013-11-20. 

[11] 王海涛,孙长乐,关广丰,熊伟,马文琦,侯交义,张增猛,弓永军,符昊,许龙武. 一种高速

气缸缓冲装置. 辽宁：CN103352898A,2013-10-16. 

[12] 熊伟,王祖温,王海涛,关广丰,马文琦,孙长乐,弓永军,张增猛,侯交义,王志文,陈晶晶. 

一 种 基 于 单 片 机 的 气 动 增 压 泵 嵌 入 式 控 制 器 及 控 制 方 法 . 辽 宁 ：

CN103306957A,2013-09-18. 

[13] 周华 ,侯交义 ,傅新 ,杨华勇 . 节能型锻造操作机前后提升液压系统 . 浙江：

CN102756066A,2012-10-31. 

[14] 周 华 , 侯 交 义 , 傅 新 , 杨 华 勇 . 锻 造 操 作 机 缓 冲 缸 液 压 系 统 . 浙 江 ：

CN102744345A,2012-10-24. 

[15] 周华 ,侯交义 ,傅新 ,杨华勇 . 锻造操作机前后提升并联驱动液压系统 . 浙江：

CN102114516A,2011-07-06. 

[16] 周华 ,侯交义 ,傅新 ,杨华勇 . 锻造操作机位移 -力复合控制提升系统 . 浙江：

CN102114517A,2011-07-06. 

[17] 周华 , 侯交义 , 傅新 , 谢安桓 . 锻压操作机水平缓冲缸液压系统 . 浙江：

CN101704059A,2010-05-12. 

[18] 陈英龙,孙坐福,宁大勇,张增猛,侯交义,弓永军,田昊,陈圣涛. 一种铁路客车车体自动

化喷涂装置. 辽宁：CN107486357A,2017-12-19. 

[19] 张增猛,车进凯,宁大勇,侯交义,弓永军,田昊,陈英龙,杜洪伟. 一种深海遥控强力吸附

装置. 辽宁：CN107600374A,2018-01-19. 

[20] 侯交义,李烁,宁大勇,张增猛,弓永军,陈圣涛,田昊,陈英龙. 一种模拟液压千斤顶同步

提升沉船的升沉补偿试验台. 辽宁：CN107631893A,2018-01-26. 

[21] 张增猛,车进凯,弓永军,侯交义,宁大勇,陈英龙. 一种带位置/力双向反馈的主从式人

工肌肉关节系统. 辽宁：CN107943124A,2018-04-20. 



[22] 宁大勇,张雷,侯交义,弓永军,张增猛,陈圣涛,陈英龙,田昊,杜洪伟. 基于水射流的水

下开孔抽油装置. 辽宁：CN108115210A,2018-06-05. 

[23] 宁大勇 , 孙坐福 , 侯交义 , 张增猛 , 弓永军 . 倒扣船开孔密封舱 . 辽宁：

CN108482612A,2018-09-04. 

[24] 侯交义,张一弛,宁大勇,张增猛,弓永军,陈圣涛,陈英龙,田昊. 一种可远程遥控航行的

新型救生圈. 辽宁：CN108502126A,2018-09-07. 

讲授课程 

[1] 液压传动，本科生 

[2] 打捞工程，本科生 

[3] 流体元件及系统，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