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拟设级

别
项目负责人 其他组员 指导教师 所属学院

1 仿翅果微小型无人飞行器 国家级 陈佑明(9161010F0305)
刘哲(9161630Q0102)、夏彤彤

(9161010F0304)
郭锐 机械工程学院

2 反低空飞行器移动作战平台 国家级 余鸿(916101630121)
王大伟(9161010F0326)、吴习

奇(9161010F0231)
蔡文祥 机械工程学院

3 多变弹道地面无人作战平台研究 国家级 李广威(9161010F0213)
沙彬龙(9161010F0221)、佘璇

(9161010F0222)
刘宁 机械工程学院

4 新型摩擦力可调式缓冲装置的设计与分析 国家级 尹钖(9161010E0236)
张浩志(9161010E0237)、司尚

宇(9161010E0223)
邱明 机械工程学院

5 化工塔罐施工无线监测报警装置 国家级 葛烨明(916101170116)
孟令泽(916101170130)、江海

滔(916101170119)
周严 机械工程学院

6 电梯导轨直线度检测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国家级 林盛受(9161010E0522)
李俊杰(9161010E0517)、李秋

怡(9161010E0501)
黄晓华 机械工程学院

7 无人驾驶机器人结构分析与改进设计 国家级 许馨瑶(9161010E0602)
王卫东(9161010E0532)、刘炀

辉(9161010E0429)
陈刚 机械工程学院

8 无线卡环式扭矩、转速一体化测试系统研究 国家级 徐嘉诚(916101170142)
黄昕昊(916101170118)、沈东

徽(916101170133)
卜雄洙 机械工程学院

9 基于ROS的无人驾驶赛车规划决策与运动控制系统设计 国家级 李耀温(9161010E0318) 徐兴利(9161010F0428) 王良模 机械工程学院

10 基于物联网的物料智能配送系统研究与开发 国家级 徐振宇(9161010E0633)
魏孟羲(9161010E0433)、周纯

(916101170114)
汪惠芬 机械工程学院

11 基于物联网的低功耗可穿戴跌倒检测传感器节点设计 国家级 杨逍(916102380134)
方芝琳(9161010F0101)、王玉

石(9161010E0630)
狄长安 机械工程学院

12 小型化城轨轮对在线检测系统研究 国家级 魏晓碟(9161010E0203)
杨威(9161010E0337)、王伟

(916101630114)
包建东 机械工程学院

13 大学生电动方程式赛车动力电池系统设计与优化 国家级 王源(9161100Y0226)
张荣峰(9161010E0341)、刘威

(9161100Y0223)
殷德军 机械工程学院

14 微波点火技术 省级 黄瀚仪(9161010F0501)
袁宇涵(9161010F0529)、彭绍

辉(9161010F0119)
潘绪超 机械工程学院

附件：

第 1 页，共 9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拟设级

别
项目负责人 其他组员 指导教师 所属学院

15 基于红外探测技术的爆炸场热流密度传感器研究 省级 郑沛(916101170147)
侯宇威(9161010F0517)、孙瑞

阳(9161010F0503)
商飞 机械工程学院

16
串联战斗部前级爆轰对后级聚能装药射流成型的影响研

究
省级 王晗程(9161010F0623)

王亚伟(9161010F0626)、陈硕
(9161010F0604)

焦俊杰 机械工程学院

17 搜救直升机抓取装置结构设计与制作 省级 褚锦涛(9161040G1114)
周欣盈(9161010F0603)、刘豪

亮(9161010E0619)
孙波 机械工程学院

18 采用复合磁电敏感材料的差分磁传感技术 省级 刘明君(9161010E0523)
常闻道(9161010E0505)、杨靖

辉(9161010E0536)
卞雷祥 机械工程学院

19 行星滚柱丝杠运动特性与综合性能的研究 省级 俞思豪(9161010F0430)
佘安迪(9161010E0222)、楚新

开(9161010E0412)
祖莉 机械工程学院

20 三支链四自由度全对称高速并联机器人机构创新设计 省级 刘庆伟(9161010E0524)
李振稷(9161010E0519)、刘思

宇(9161010E0525)
汪满新 机械工程学院

21 基于高性能膜材料净水装置设计 国家级 伍佰捷(916102270231)
朱全琪(916102270111)、鲍玉

榕(916102270101)
李健生

环境与生物工
程学院

22 波棱瓜子壳毒性及活性物质基础研究 国家级 宋沚谕(916102380128)
陈怀玲(916103860201)、李韵

之(916103860206)
汪俊松

环境与生物工
程学院

23 多孔金属阳极氧化物的形成机理及其应用研究 国家级 李晨(916103860424)
杨依蓓(916103860613)、张琨

(916103860343)
朱绪飞 化工学院

24 碳量子点的制备及其在锂硫电池中的应用 国家级 袁磊(916103860640)
韩秋瑞(916103860503)、兰颖

洁(916103860405)
汪信 化工学院

25 基于微流控的化学推进芯片设计、制备及其动力学研究 国家级 周博怀(916103350205)
柳瑞成(916103350215)、周星

屹(916103350223)
沈瑞琪 化工学院

26 类石墨桥膜发火可靠性研究 国家级 李东奇(916103350110)
陈岱松(916103860213)、沈李

啸(916103350114)
朱顺官 化工学院

27 提高药筒环境适应性的复合涂层制备及性能研究 国家级 张雨鑫(916103350121)
肖进秀(916103860610)、曾惜

(916103350120)
肖正刚 化工学院

28
单原子银负载棒状二氧化锰催化剂光催化二氧化碳制备

甲烷
省级 夏明宇(916103860237)

杜晓伟(916103860216)、商瑞
麟(916103860225)

丁杰 化工学院

29 高能量密度Al/F复合粒子制备方法及燃烧性能研究 省级 崔文浩(916103860215)
唐文杰(916103350115)、陈瑜

(916108180101)
韩志伟 化工学院

30 电纺多通道丝素蛋白/聚已内酯复合神经支架的研究 省级 陈宇昂(916103860314)
郑雅慧(916103860615)、包诗

敏(916103860602)
车剑飞 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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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金属框架材料的合成及其光催化还原性能研究 省级 鲍金日(916103860211)
尹子萍(916103860242)、孙嘉

霖(916103860226)
陆国平 化工学院

32 超薄型反射式自由曲面手机镜头设计 国家级 韩淑怡(9161040G0404) 无 高志山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33 基于OCT人体皮下微循环的糖尿病诊断研究 国家级 席晨璐(9161040G0108)
孙安妮(9161040G0804)、王辉

(9161040G1228)
高万荣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34 光强传输方程的成像分辨率影响因素研究 国家级 高瑞(9161040G1015)
陈洪权(9161040G1012)、黄帅

铭(9161040G1016)
袁群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35 基于结构光投影的三维人脸快速扫描系统 国家级 杨辰(9161040G1209)
徐豪(9161040G0630)、李佳超

(9161040G1121)
左超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36 管道三维检测仪的激光图像位敏探测与信号处理技术 国家级 刘滔滔(9161040G1021)
张锦涛(9161040G1034)、张天

宇(9161040G1036)
汪贵华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37 生物组织非直观高光谱成像技术研究 国家级 陈靓颖(9161040G0801)
赵雨晴(9161040G0808)、吴天

翔(9161040G0832)
刘学峰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38 基于方向调制的无线网络高安全速率波束成型方法研究 国家级 李镇洋(9161010E0121)
王宇(9161010F0329)、黄悦丰

(9161010E0103)
束锋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39 宽带低剖面平面螺旋天线RCS缩减技术 国家级 杜森(9161040G1115)
张文奇(9161040G0336)、朱家

烨(9161040G0111)
陈如山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40 基于APM飞控系统的智能跟随航拍与风力测速无人机 国家级 李理(9161040G0320)
常冯(9161040G0312)、葛红涛

(9161040G0318)
顾红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41 分子通信中协作传输技术研究 国家级 黄启明(9161040G1118) 无 李骏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42 毫米波典型频段平面介质透镜天线设计 省级 刘岑(9161040G0726)
郭鑫龙(9161040G0719)、陈雨

(9161040G0717)
李猛猛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43 基于扫描零位光干涉技术的非球面测量方法研究 省级 王志浩(916101170138) 祁琨雄(915000720248) 马骏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44 柔性传感器的封装与测试研究 省级 郭艺喆(9161160D0401)
胡啸炜(9161040G1218)、高家

乐(9161040G0917)
顾文华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45 使用角锥棱镜扫描法评价干涉仪出射波面的准直性 省级 祁冰芸(9161040G0106)
张泽宇(9161040G0337)、周康

虎(9161040G0339)
陈磊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46
基于STM32单片机的8通道ICP传感器高速数据采集装置研

制
省级 李健超(916102270118)

潘乘风(9161040G0121)、吴东
瑾(9161040G0708)

王宏波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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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基于双站雷达的SAR成像系统构建与成像方法研究 省级 关睿林(916103860120)
张祺婧(916104330111)、池灵

雅(916103350101)
宋耀良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48 基于人工电磁结构的可重构天线优化设计研究 省级 张凯旭(9161630R0125)
曾苇(9161630R0109)、于洋

(9161630R0108)
丁大志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49 面向交通应用的多目标三维探测可视雷达设计 省级 黄嘉宇(9161040G1219)
苟家峻(9161040G1217)、赵俊

逸(9161040G1238)
张仁李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50 矿产品自动装载系统避障及定位探测 省级 王艺栋(9161040G1229)
王宇鹏(9161040G1230)、朱俊

翰(9161040G1240)
肖泽龙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51 基于Fabric区块链的学位证书认证系统 国家级 徐甜(916106840509)
吴为(916106840508)、姚苏凌

(916106840510)
严悍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52 基于机器学习的社交媒体情感分析 国家级 严军超(916106840438)
赵瑞(916106840144)、赵志豪

(916106840445)
夏睿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53 移动商品图像检索系统设计与开发 国家级 任伟民(916106840335)
阙杭(9161040G0427)、高世成

(9161040G0515)
李泽超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54 桌面型高光谱推扫成像应用系统 国家级 厉泉宏(916106840529)
赖水长(916106840130)、吕翔

(916106840332)
肖亮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55 基于单片机的DTN跨协议网关的设计与实现 国家级 谷代平(916106840521)
黄炎(916106840102)、胡莹熏

(916106840101)
魏松杰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56 自主无人机的图像引导算法研究 省级 蔡洋洋(916106840213)
傅苏中(916106840317)、王育

之(916106840237)
夏青元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57 基于深度学习的行人检测 省级 罗强(9161010F0416)
盖佳航(916106840418)、郑宏

宇(916108320124)
张姗姗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58 基于多通道深度学习的地表分类 省级 何银银(916106840419)
侯建赭(916106840420)、凌杰

强(916106840424)
杨健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59 基于深度图像的障碍检测与跟踪方法 省级 钟易潘(916106840645)
宋迪(916106840405)、丁永良

(916106840517)
袁夏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60 停车场室内智能导航定位寻车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省级 辅智豪(916106840617)
汤谨瑜(916106840632)、李高

正(916106840622)
赵学龙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61 Android应用中的服务测试 省级 陈清扬(916106840117)
许观平(916106840609)、陈思

聪(916106840415)
宋巍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62 基于视网膜OCT图像的黄斑中央凹定位研究 省级 段牧笛(916106840502)
蒋家行(916106840526)、汤铃

华(916106840633)
陈强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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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基于着色Petri网的道路交叉口建模与分析技术 省级 赵凌波(916103860412)
蒲立明(916106840532)、李美

玲(916106840104)
黄波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64 基于学术论文全文的算法抽取及其影响力评估 国家级 马博闻(916107390127)
李小乐(916107390124)、陈仰

(916113700101)
章成志 经济管理学院

65 多源数据的信息采集模式与关键技术研究 国家级 李龙飞(916107390123)
常梦里(916107390119)、尹梓

涵(916107390115)
余厚强 经济管理学院

66 考虑顾客退货的概率销售策略研究 国家级 郝显峰(916107810230)
张梦岩(916107820419)、赵宇

阳(916107810339)
杨慧 经济管理学院

67 科技领域前沿态势分析方法及应用研究 国家级 陈琼(916107390102)
黄迪雷(9161010F0518)、白敬

毅(916107390118)
颜端武 经济管理学院

68
研发投入和广告投入：哪个对公司绩效更重要？-基于中

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
国家级 王钰莹(916107820318) 王月娇(916107820319) 温素彬 经济管理学院

69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金融事件发现研究 国家级 任炯铭(916107810331)
石若琪(916107390108)、蒋雨

肖(916108180103)
吴鹏 经济管理学院

70 基于MBD的数字化设计驱动的复杂产品服务配置决策研究 国家级 石鸿(916107820113)
郭雨彤(916107820404)、陶泓

丞(916107820135)
江文奇 经济管理学院

71 会计师事务所总分所管理体制研究 国家级 陆丽倩(916107820310)
孙炜玥(916107820218)、周丽

丽(916107820125)
韩晓梅 经济管理学院

72
新股基本面财务信息对其折价的影响分析——基于F-Sce

的视角
省级 胡鸿程(916103860122)

王思琪(916107810115)、赵玄
致(916113700120)

刘玉灿 经济管理学院

73 要素抑或效率驱动：来自江苏省市县经济增长的证据 省级 李婧(916107820108)
杨世盼(916107820222)、史雨

萱(916107820114)
孟令杰 经济管理学院

74 大数据驱动的企业网络舆情全景式分析 省级 王艺霖(916107390113)
游伟静(916107390116)、王子

林(916108180230)
丁晟春 经济管理学院

75 考虑税收激励的企业研发投入与运营联合决策研究 省级 包晟煜(916107820401)
温倩倩(916107820116)、俞杰

灵(916107820140)
石绣天 经济管理学院

76 坦克稳定器磁流变减振机理与方法探索 国家级 程凯(916108180115)
雪佳强(916102270232)、张利

娟(916108180207)
王国平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77 一种空中反无人机发射装置的设计与实现 国家级 曾舒华(916108320119)
张吉(916108320121)、刘宣廷

(916108320108)
程诚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78
基于视觉、雷达及卫星惯性组合导航的智能飞控系统设

计
国家级 宋子午(916000710012)

刘晓冲(914101630113)、姜春
雷(916108320106)

马国梁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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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自驱动速冷杯性能及其优化研究 省级 任宇鑫(916108260134)
李宇光(916108260126)、杨姣

琳(916108260114)
周媛媛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80 掺混DME对CH4燃烧特性的影响 省级 黄宇(916108180215)
王雅萱(916108180205)、梅剑

(916108180222)
张睿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81 天然气水合物分解过程中沉积层变形特性研究 省级 陈忠勇(916108180211)
陈晨(916108180201)、周述扬

(916108180241)
朱一铭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82
复杂热环境下电动汽车锂电池热特性及其散热方案的数

值研究
省级 张鸿飞(916108180143)

贾骥业(916108180120)、张文
静(916108670107)

胡定华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83
新媒体环境下“新观念”的制造、传播及影响力——以

教育领域为例
国家级 杨泓轩(9161010E0138)

成梓琢(916109540103)、崔子
琳(916109540105)

张承宇
设计艺术与传

媒学院

84
微信公众平台爆炸式信源下的议程设置研究——以社会

热点事件对大学生的影响为例
国家级 韦也那(916115450117)

王玉芹(916109540125)、张晓
玉(916115050129)

骆冬松
设计艺术与传

媒学院

85
新媒体视域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化”研究—

—以“金陵刻经处”为例
省级 罗婉瑞(915109940308)

马一凡(916109940216)、郭蓓
蕾(916109940205)

王潇娴
设计艺术与传

媒学院

86 幼儿园户外益智娱乐空间设计探析 省级 陈子颖(916109940103)
钱成(916109940130)、赵傲桐

(916109940235)
徐伟

设计艺术与传
媒学院

87 机器人新闻写作发展趋势探析 省级 赵静怡(916109540137)
和思颖(916109540111)、张景

茜(916109540135)
李翚

设计艺术与传
媒学院

88 基于机器视觉的嵌入式水表读数识别系统 国家级 马晓宇(9161100Y0320)
金培基(9161100Y0417)、左思

琪(9161010F0509)
王建宇 自动化学院

89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客流异动监测与预警系统 国家级 刘俊洁(9161100X0305)
段一盟(9161100X0112)、朱建

新(916103860644)
徐永能 自动化学院

90 车辆尾气对大气污染的智能监测系统 国家级 张纯琰(9161100X0135)
葛家辉(9161100Y0413)、胡安

康(9161100Y0416)
胡启洲 自动化学院

91 面向地下停车库的电动汽车充电服务机器人研究 国家级 赵海洋(9161100X0238)
陈圆启(9161100Y0109)、肖军

(916103860338)
陈新 自动化学院

92 电缆卷线过程实时状态监测技术研究 国家级 范巍(9161100Y0212)
张静怡(9161100Y0407)、程超

(9161100Y0411)
徐志良 自动化学院

93 基于VICON导航的微型四旋翼室内编队飞行控制 国家级 徐伟(9161010F0331)
瞿余成(9161100X0101)、万铧

(9161100X0227)
蔡晨晓 自动化学院

94 电力线路激光除异物跟踪瞄准控制系统设计与开发 国家级 刘清宇(9161100X0222)
郭琳琳(9161100X0214)、张懿

(9161100X0335)
郭健 自动化学院

第 6 页，共 9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拟设级

别
项目负责人 其他组员 指导教师 所属学院

95 嵌入式北斗微终端技术 国家级 董浩宸(9161100Y0113)
张海东(9161100X0136)、吕俊

杰(9161100Y0124)
陈帅 自动化学院

96 探险游智能小车的设计与实现 国家级 孙智超(9161100X0308)
柏纪伸(9161100X0110)、王啸

峰(9161100X0127)
孙金生 自动化学院

97 基于北斗RTK技术的智能车载终端研究与设计 国家级 杨静葳(9161100X0208)
杨佳东(9161100X0132)、张天

乐(9161100X0139)
朱建良 自动化学院

98 基于虚拟同步发电机的微网逆变器控制策略研究 省级 汤昊(9161100Y0322)
吴英隆(9161100Y0326)、王卉

宇(9161100Y0304)
杨伟 自动化学院

99 全向全驱移动平台设计 省级 孙丹颖(9161100X0204)
李圣巍(9161100X0120)、张帅

帅(9161100X0138)
李胜 自动化学院

100 电梯轿厢地坎与井道内表面距离智能测量系统设计 省级 陈子威(9161100X0111)
于嘉伦(9161100Y0332)、王一

叶(916114070113)
吴益飞 自动化学院

101
一类二维刘维尔频率的拟周期驱动圆周同胚的线性化问

题研究
国家级 王佳忆(916113590106)

金泰安(916113590117)、梁子
阳(916113590122)

王婧 理学院

102 智能化的可搜索加密技术研究 国家级 陈凯(916113080109)
万健(917113700127)、林忠锐

(916113080117)
许春根 理学院

103 全息光波导目镜的研究 国家级 赵伟娜(915113100110)
吴寒(916113090123)、陈恒润

(916113250204)
王海林 理学院

104
过渡金属体系X射线光谱的多参考态计算：大数据时代的

精确原始数据产生
国家级 范红峰(916113090111)

林威(916107810127)、王子玮
(9161160D0337)

花伟杰 理学院

105 爪刺式爬壁飞行机器人仿生机理研究与系统设计 国家级 尹卓异(916113370114)
毛晨曦(916113370209)、鲁康

(916113370208)
沈煜年 理学院

106 卫星导航系统的点训练式定位精度研究 省级 丁志伟(916113700123)
陈泽宇(916113700122)、马梦

园(916113700111)
张正军 理学院

107 矢量涡旋光场的偏振调制及其传输特性研究 省级 谢晨霞(9161040G0209)
李运祥(916101630105)、郭沫

含(9161040G0201)
王海燕 理学院

108 分离式混凝土桥梁荷载横向分布系数的研究 省级 李基成(916113250109)
王翀宇(916113250215)、陈潜

(916113250103)
蒋冬启 理学院

109 考虑弹流润滑的球轴承变柔度振动及其失稳特性研究 省级 杨洋(916113370213)
周钰虎(916113370218)、谢敏

智(916113370211)
张智勇 理学院

110 大学英语阅读理解的眼动研究 国家级 宗姗(916114070128)
刘明(916114070310)、钱雪靖

(916114070314)
杨蔚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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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创业生态视域下众创空间的要素构成与耦合机制——基

于浙江省梦想小镇案例研究
国家级 赵沛琪(916115450130)

陈佩杉(916115450101)、徐芸
(916115450121)

程倩、李
晓方

公共事务学院

112 自旋零能隙半导体体系超低磁阻尼的构建 国家级 尤柱(9161160D0239)
杜金威(9161160D0212)、廖政

炜(9161160D0123)
徐锋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113 基于高通量材料计算设计新型二维功能材料 国家级 杨洪烨(9161160D0134)
杨泽晨(9161160D0108)、李轶

楠(9161160D0121)
张胜利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114 纳米双相锆基金属玻璃的制备与结构表征 国家级 古杨欣(9161160D0501)
张祥意(9161160D0441)、吕昊

(9161160D0125)
兰司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115
纳米晶/非晶钽涂层的组织调控与Cu原子界面扩散行为研

究
国家级 许敦洲(9161160D0237)

潘睿(9161160D0231)、韩瑞麟
(9161160D0215)

李建亮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116 核壳状磁制冷材料的制备及热、机械、磁性能研究 国家级 吴沐阳(9161160D0236)
邹润鑫(9161160D0144)、杨晓

蕊(9161160D0310)
缪雪飞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117 柔性自供电磁电传感器 国家级 王新月(9161160D0507)
倪菲儿(9161160D0204)、黄锴

(9161160D0516)
汪尧进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118 基于瞬时液相活性反应的高导热陶瓷覆铜板工艺研究 国家级 仇天琳(9161160D0114)
代珩(9161160D0115)、熊煜婷

(9161160D0107)
张德库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119 生物相关金属有机配位结构的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国家级 谢如玥(9161160D0508)
程凡(9161160D0410)、严丹妮

(9161160D0408)
孔惠慧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120
液相激光烧蚀法制备具有等离子共振效应的纳米颗粒及

其应用研究
省级 赵明幽(9161160D0509)

王玉捷(9161160D0205)、史鑫
宇(9161160D0524)

陈军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121 脉冲激光融合生物组织工艺研究 省级 高鹏飞(916116150111)
孙浩文(916116150217)、朱志

成(916116150125)
黄俊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122 基于MOF设计的多孔铁基材料的制备及其储钠性能的研究 省级 邱红(9161160D0505)
蒋鑫(9161160D0518)、路遥

(9161160D0504)
岳继礼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123 快递服务中无保价商品损害赔偿问题实证研究 国家级 慕潋青(916163040118)
沈婷婷(916163040121)、芦昕

怡(916163040116)
陈太清 知识产权学院

124 大学生实习期间法律身份认定及劳动权益保护研究 国家级 张郁(916163040133)
郁倩(916163040131)、范楚仪

(916109540108)
曾培芳 知识产权学院

125 高速间断载荷下粉末冶金轴承的研究及工艺开发 国家级 兰江(9161160D0220)
杨诗钰(9161160D0208)、黄钊

炫(9161160D0217)
申小平 工程训练中心

126 新型弹药毁伤效能评估 国家级 刘想炎(916108320220)
吴国袁(916108320224)、陈秋

元(916108320205)
陈志华 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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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连续旋转爆轰发动机内液态燃料雾化混合特性研究 国家级 胡元吉(916000710006)
张凯(9161010F0533)、王康权

(916101630112)
翁春生 重点实验室

128 激波诱导火焰界面不稳定过程的并行化学加速计算 省级 苏月涵(9161010F0224)
沈小东(9161010F0223)、傅嘉

琛(9161010F0208)
董刚 重点实验室

教务处
2018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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