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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本课题组持续招收硕士研究生，欢迎具有自动化、应用数学、计算机、物理等背景的同学联系报考，同
时欢迎本科生积极参与本课题组的各项科研活动。目前本课题组的主要研究方向如下：
1. 复杂系统动力学、群体智能
2. 演化博弈论、博弈机器学习

近5年承担的科研项目

1. 知识与数据协同驱动的多智能体模型构建，2022年12月至2025年11月，科技创新2030——“新一
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主要参与人
2. 动态开放环境下基于不完全信息的分簇群智一体化决策，2023年1月至2027年12月，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主要参与人
3. XX博弈理论与方法，2020年7月至2022年12月，中科院先导科技专项，主要参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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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兼职

1. 担任以下期刊和会议审稿人：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Physical Review E,
Scientific Reports,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控制理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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