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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1 
 

一、 项目名称：柔性可展开空间碎片防护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张江南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专业 

唐  伟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专业 

李  杨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郭锐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弹药灵巧化、智能化技术；水下爆炸；高效毁伤与防

护技术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空间碎片撞击航天器的事故发生概率也越来越高。与国外相比，我国在

新型防护结构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后。柔性可展开防护单元可使空间碎片提前碰撞，最大程度地降低

其损毁航天器的可能性。 

六、项目图片： 

     

图 1 防护结构展开前示意图    图 2防护结构展开后示意图       图 3 防护结构右视图 

七、项目创新点： 

1.该柔性防护结构在未受到空间碎片的威胁时，柔性气囊未充气，四层缓冲屏平板与柔性气囊

处于紧密贴合状态，有效的减少了发射空间。与传统防护结构相比，更加有效地利用了发射空间，

使航天器整体结构更加紧凑； 

2.由于防护结构引入了柔性气囊，在航天器受到空间碎片的威胁时，防护结构能够迅速展开，

来抵御高速碰撞的空间碎片，较好的保证了航天器的在轨运行。防护结构构展开后由柔性气囊支撑

四块缓冲屏平板，与原有支撑结构相比，减少了支撑装置的附加质量，另一方面柔性气囊的存在也

增加了缓冲屏平板之间的防护间距； 

3.该结构采用四层厚度递减的缓冲屏，空间碎片将连续受到四次的撞击，最外层保证空间碎片

充分的破碎，将空间碎片的能量分散并形成碎片云，增大其余三层缓冲屏的冲击面积，使防护效果

显著提升。 

八、项目成果情况： 

已申请民用发明专利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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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2 

 

一、 项目名称：液压缸综合性能测试试验台设计与开发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钟  坤  2013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马宇辰  2013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吉  倩  2013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卫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1)产品数字化设计 (2)检测监控技术 (3)生产控制与

管理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随着液压技术飞速发展，对液压缸综合性能要求也日益提高，液压缸的试验与检测己成为保证

液压系统正常工作的重要手段。本课题结合液压缸生产企业实际需求，采用 CAD 和 CAE 技术完成液

压缸综合性能测试试验台机械结构和液压控制系统的设计和开发工作，为企业搭建液压缸综合性能

测试试验台。 

六、项目图片： 

     
图 1                        图 2                          图 3 

七、项目创新点： 

1.新型液压缸综合性能测试实验台适应性更广，适合多种缸径； 

2.液压系统采用模块化和集成化的方法，采用双泵供油和比例加载系统，可以简化结构，节约

能源，使自动化程度更高； 

3.利用 ANSYS 对台架结构进行整体校核，并利用 ANSYS 里面 Shape Optimization 进行拓扑优化，

减轻台架质量。 

八、项目成果情况： 

1.课题针对现有的液压缸检测设备的不足，对液压缸综合性能测试试验台进行进一步的研发和

改进，设计出的液压缸综合性能测试实验台结构合理，功能全面，有利于我国液压缸性能的提升； 

2.在《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期刊发表一篇题为”可调液压缸试验台设计及结构优化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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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3 
 

一、 项目名称：基于高速巡飞冲压发动机地面原理样机设计及验证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于卓群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       

王  宇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  

冉  丹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封锋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飞行器设计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冲压发动机具有结构简单、比冲高等优点，是作为超声速飞行的理想动力，采用冲压发动机作

为动力的巡飞弹具有飞行速度高、巡飞时间长、巡飞路径长等优点。其飞行速度高这一特点使其特

别适合作为超声速靶弹的飞行动力。冲压发动机地面原理样机的设计及验证拟重点解决燃烧室的设

计及验证问题。冲压发动机地面试验面临较多困难，尤其是模拟燃烧室进口的高温、高速、高压空

气来流，对试验条件和装置要求较为苛刻。本项目研究拟采用小型涡喷发动机的燃气喷流模拟冲压

发动机燃烧室进口的空气流，采用在小型涡喷发动机后增加加力燃烧室的研究手段，采用理论分析、

数值仿真结合实验研究加力燃烧室的设计、喷油、雾化、燃烧及流动规律，所得结果适用于冲压发

动机燃烧室的设计。 

六、项目图片： 

             
图 1 冲压发动机 CAD 设计图纸     图 2冲压发动机 3D建模图    图 3 冲压发动机点火示意图 

七、项目创新点： 

1.使用了涡喷发动机进行冲压发动机飞行时的气流模拟； 

2.实现了在地面进行冲压发动机的点火试验。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冲压发动机的设计原理图及维图； 

2.冲压发动机的加工原理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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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4 
 

一、 项目名称：底排弹综合参数测试系统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王彦赟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学院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专业       

王  江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黄  盼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学院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贾方秀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仪器类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底牌弹的研究、设计和生产中，底排装置的药室温度、弹底压力及底排弹发射过程中的膛内冲

击等是非常关键的技术指标。 本课题以此为背景，设计测量膛内三轴冲击、药室温度和弹底压力的

弹载测试和存储系统。设计三轴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热电偶和电阻式压力传感器的驱动电路、信

号调理电路等；，以 ARM7 系列的 STM32 为核心、实现多路信号的采集、存储和读出系统。 

六、项目图片： 

       

图 1 内部装配                         图 2 装配实物图 

七、项目创新点： 

1.从结构设计入手，配合底排弹结构，结合电路系统，并结合 multisim 仿真，设计合理的弹载

存储系统结构尺寸，要求所设计结构可承受底排弹发射过程中的膛内过载，为电路系统正常工作提

供的保证； 

2.电路设计方面，膛内三轴过载测试，用三轴压力传感器，并辅以一定的驱动电路、信号调理

电路和滤波电路,所得三轴过载信号经由 AD 采集至 STM32 存储；温度测量方面，选用热电偶作为温

度传感器，为了保证测量精度，采用 stm32 自带的温度传感器进行冷端补偿。所设计系统拟在冰水

混合物中进行温度标定。底排弹压力测试方面，由于压力信号为低频缓变信号，并低于大气压，拟

选用恩德福克电阻式压力传感器，设计驱动电路，并进行信号调理和滤波，经由 STM32 自带的 AD转

换器进行采集并存储。 

八、项目成果情况： 

实物作品一套，并辅以实验方案中安排的实验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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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5 
 

一、 项目名称：高功率电磁脉冲对无人机的毁伤破坏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叶  程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张昱哲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何勇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新概念战斗部技术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姓名：潘绪超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电磁脉冲技术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1、本项目以航拍飞行器在高功率电磁脉冲下的响应行为为研究目标,对航拍飞行器组成和电子

元器件进行分析。 

2、研究不同的电磁脉冲功率和频率下航拍飞行器的响应情况,为相关方向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实验用无人机       图 2 八目天线电磁脉冲辐射仿真         图 3 毁伤实验 

七、项目创新点： 

1.首次将电磁脉冲对无人机的作用效果进行分级； 

2.通过对天线辐射电磁场分布的仿真确定了无人机的有效毁伤区域。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将高频电磁脉冲对无人飞行器毁伤等级初步分为三极，即弱干扰、强干扰颤动、和翻转损毁

三个等级，并通过实验论证该分级具有合理性； 

2.本次科研训练验证了无人飞行器最有可能受干扰的部分，为接收机和电子调速器。为以后的

研究提供了方向； 

3.本次科研训练研究了二元天线和多元阵列天线的电磁场辐射分布，为设计高功率电磁脉冲辐

射天线提供了部分理论基础。 

 



 

 

6 

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6 
 

一、 项目名称：基于微波烧结工艺的陶瓷刀具制备及其切削性能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程志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王坤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侯可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程寓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先进制造技术及装备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项目以 Al2O3 基陶瓷刀具为研究对象，采用微波烧结工艺，通过刀具组分材料的设计、微波烧

结工艺的设计，研究制备高性能的 A12O3 基陶瓷刀具，为其开辟一条新的绿色低碳的技术途径。 

六、项目图片： 

     
图 1 刀具断面样品           图 2刀具断面 SEM         图 3 刀具力学性能测试 

七、项目创新点： 
1.设计了氧化铝基陶瓷刀具的成分，确定了以 Al2O3 作为基体相，TiC 作为增强相，MgO、Y2O3、

Mo、Ni和 Cr3C2 作为添加剂的方案；并利用专用助烧保温装置制备出了性能优良的氧化铝基陶瓷刀

具； 

2.微波烧结工艺的优化：在 1600~1750℃的烧结温度范围内找出了最佳烧结温度 1700℃，此温

度下烧结出的氧化铝基陶瓷刀具材料的力学性能最佳，致密度较好；      

3.对烧结出的氧化铝基陶瓷刀具进行了切削性能试验，并对比其它材料刀具检验了切削性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研究了氧化铝基陶瓷刀具的制备工艺：设计了氧化铝基陶瓷刀具的成分，利用专用助烧保温

装置制备出了性能优良的陶瓷刀具。并对样品进行了力学性能分析、微观组织检测和切削性能实验； 

2.研究了氧化铝基陶瓷刀具中成分配比不同的影响：在氧化铝占比 61.4％，TiC 占比 30％，Mo、

Ni、MgO、Y2O3、Cr3C2 分别占 3％、3％、0.65％、0.65％、1.3％时，刀具材料的力学性能最佳； 

3.研究了微波烧结温度对氧化铝基陶瓷刀具的影响：结果表明烧结温度为 1700℃时刀具材料的

力学性能最佳，其维氏硬度和断裂韧度分别为 20.46GPa 和 4.90MPa•m1/2； 

4.研究了微波烧结氧化铝基陶瓷刀具的切削性能：连续切削淬硬 40Cr，在 f=0.1mm/r，ap=0.1mm

时，三个不同切削速度（173m/min、260m/min、350m/min）下，Al2O3 基陶瓷刀具寿命是 LT55 的刀

具的 1.14~1.6 倍；在大进给量（v=260m/min、 f=0.12mm/r）时，Al2O3 基陶瓷刀具的抗磨损能力

不如 LT55 刀具。在切削深度一定时，进给量对 Al2O3 基陶瓷刀具抗磨损能力的影响比切削速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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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7 
 

一、 项目名称：电驱动双直线同步驱动机构的设计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胡远东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游艳峰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李经广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范元勋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机械设计及理论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设计一种由单个电机驱动的双直线作动器输出的驱动机构，要求在工作过程中双直线作

动器能自动保证同步工作并保证驱动力矩的平稳。本文从伸缩杆式的同步驱动基础上进行优化改进，

将汽车差速器的原理加以应用到机构中，来实现单电机驱动的双直线同步运动。  

六、项目图片： 

     

图 1 机构整体实物图            图 2 传动部分实物图                图 3 试验装置图 

七、项目创新点： 

1.运用汽车差速器的原理进行优化，平衡机构内部力矩； 

2.推杆采取梯形滑动丝杠，可自锁，行程准确； 

3.采取蜗轮蜗杆连接，增大输出扭矩。 

八、项目成果情况： 

制作电驱动双直线同步驱动机构实物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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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8 
 

一、 项目名称：专用机械手的结构方案设计及动力学仿真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吴海斌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秦  准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赵明升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葛建立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复杂机械系统仿真技术；产品虚拟设计理论与方法；

火炮虚拟样机技术；武器系统应用力学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机械手是在机械化、自动化生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装置。近年来，随着电子计算机的

广泛应用，机械手的研制和生产已成为高技术领域内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技术。本课题利用现

代设计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某迫击炮自动输弹机械手进行结构方案设计，在三维实体建模软件中对各

个零件及装配体进行三维实体建模，并采用仿真软件进行动力学分析。通过本课题的训练，培养学

生独立运用现代设计理论与动力学仿真方法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能力。 

六、项目图片： 

    

          图 1 迫击炮供输弹机械手各关节结构              图 2 机械手动力学模型 

七、项目创新点： 

1.为迫击炮设计了一种新型自动供输弹机械手； 

2.平面四连杆机构：通过准确的理论计算，将曲柄的旋转运动转化为夹持装置的平移； 

3.采用两个舵机来控制夹持机构夹持炮弹，还增加了炮弹装夹的可靠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供输弹机械手三维实体模型和 Adams 运动学模型； 

2.发明专利《一种迫击炮自动输弹装置》,申请号 201610800701.2； 

3.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迫击炮自动输弹装置》，申请号 201621036422.5； 

4.小论文《迫击炮供输弹机械手结构设计和动力学仿真》，已投《兵器装备工程学报》； 

5.部分零件结构加工试制，得到关键部件的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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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9 
 

一、 项目名称：大学生方程式赛车悬架的设计研究与赛车研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孙鹏程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曹  旭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专业 

韩佳伟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铁山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车辆工程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项目以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主办的大学生方程汽车大赛为背景，项目研究设计赛车的悬架总成，

解决赛车悬架研发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研制赛车。 

六、项目图片： 

       

      图 1悬架总成               图 2赛车加工                       图 3 赛车实物 

七、项目创新点： 

1.赛车悬架系统的优化设计； 

2.悬架系统参数模型的仿真验证以及进一步优化； 

3.悬架系统弹簧安装长度对于赛车操纵性能综合影响的研究。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在悬架系统设计的基础上协同 NUT 车队研制了 2016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一辆； 

2.发表《小型休闲赛车前悬架弹簧安装长度对悬架系统的综合影响》论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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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0 
 

一、 项目名称：机器人比赛项目—病房自动擦地机器人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查文彬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朱文超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董力源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陶卫军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机械电子工程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针对 2015 年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和全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tcup 公开赛医疗服务机器人创新设计

项目的比赛要求，设计一种针对病房地面进行自动擦地功能的新型机器人，要求能针对地板地面、

瓷砖地面进行自动擦洗和清洁，能取代病房人工擦地的繁重工作，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实用价值。 

六、项目图片： 

     
         图 1 擦地机器人               图 2获奖证书               图 3 专利受理证明 

七、项目创新点： 

1.车体由 3D 打印一次成型，简化了各部件连接的同时，获得了很好的密封性能； 

2.对拖地时产生的污水进行回收处理并循环利用，保证了清洁效果，也节省了大量的用水和人 

力资源。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完整的设计方案； 

2.制作完成了原理样机参加比赛，并获得“2015 年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和全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tcup 公开赛医疗服务机器人创新设计项目”一等奖； 

3.申请专利并已获得受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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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1 
  

一、 项目名称：电磁驱动汽车驾驶机器人结构设计及控制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金天亮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王和荣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王  铮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陈刚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无人驾驶机器人与自动驾驶车辆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随着 Google 无人驾驶汽车在美国加州正式上路行驶，汽车驾驶机器人成为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

重要发展方向。驾驶机器人是指无需对车辆进行改装，可无损安装在各种车型上，替代驾驶员进行

车辆自动驾驶的特种机器人。本项目是在 DNC-1 全气动驾驶机器人、DNC-2 气电混合驱动驾驶机器

人、DNC-3 全电动驾驶机器人的基础上，研发 DNC-4 电磁驱动驾驶机器人。本项目通过 Catia 建立

三维模型，通过 ANSYS 软件进行有限元强度校核，运用 Adams 进行运动学仿真，通过 Simulink 搭建

数学模型，绘制出制动机械腿的理想运动曲线，最终通过 Adams 与 MATLAB 对制动机械腿进行联合仿

真，在通过各项验证之后运用 CAD 绘制了二维工程图。 

六、项目图片： 

     
图 1电磁驱动汽车驾驶机器人结构 图 2 Adams 运动学仿真视图    图 3制动机械腿系统方框图 

七、项目创新点： 

1.机械手采用了曲柄滑块机构和优化后的七连杆双自由度机构有效的解决了电机的摆动问题； 

2.机械腿采用了摆动导杆机构，并且机械腿与机械腿连杆之间采用转动连接可以模拟出汽车的

真实运动轨迹； 

3.驱动部分采用电磁直驱，减少了运动传递的连接件，简化了传动结构。 

八、项目成果情况： 

1.申请了一篇发明专利，一篇实用新型专利； 

2.撰写了一篇论文并投递到中国机械工程； 

3.项目成果被推荐代表学校参加 2016 年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的展示与交流。 



 

 

12

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2 
 

一、 项目名称：糖化血红蛋白的结构功能学及其在糖尿病早期诊断、病后监测血糖水平调控中的应                      

用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周陶然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詹守斌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翟  飞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易军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生物化学  单位：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糖尿病对身体危害是多方面的，导致各种组织，特别是眼、肾、心脏、血管、神经的慢性损害、

功能障碍，而据国际糖尿病联合会(IDF)报道，截至 2015 年我国已有超过一亿糖尿病患者。美国糖

尿病协会(ADA)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相继推荐糖化血红蛋白含量为糖尿病诊断的新标准，并采用

HbA1c ≥ 6.5% 作为临床诊断标准。HbA1c 是葡萄糖与 HbA 非酶促反应结合的产物，反应不可逆，

HbA1c 水平稳定，可反映取血前 2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HbA1c 每下降 1％，周围血管疾病等多项并

发症发病几率会大幅降低。HbA1c 是一项说服力较强、数据较客观、稳定性较好的生化检查，在糖

尿病学上很有临床参考价值。通过研究其晶体结构从而进一步了解 HbA 的体内糖基化机理，便能从

分子水平解释糖基化造成 HbA 铁流失、蛋白构像和聚集形态的变化。 

六、项目图片：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七、项目创新点： 

作为设计 HbA1c 快速检测仪的重要一环，需要得到针对 HbA1c 和 HbA 的纳米抗体，因此对纳米

抗体技术发展现状深入了解，总结并发表了一篇纳米抗体技术的综述。 

八、项目成果情况： 

一篇中文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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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3 
 

一、 项目名称：基于代谢组学的草干膦毒性及作用机理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贲  悦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吴思瑶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李普民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生物化工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汪俊松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代谢组学 单位：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草甘膦（N-（膦酰基甲基）甘氨酸）是一种广谱除草剂，其作用机理是从根本上抑制 EPSP 合酶

(synthase)，该酶是植物中芳香族化合物的生物合成所必需的酶。在草甘膦被广泛而大量使用的过

程中，其残留可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人们可接触的范围内,且对生物体造成一定影响。目前研究发现，

草甘膦很可能是一些现代疾病（如自闭症，抑郁症，癌症，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心血管疾病，

不孕，肥胖等）的重要病发因素之一。因此目前草甘膦尚未明确的潜在的毒理机制研究已成为重要

课题。  

六、项目图片：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七、项目创新点： 

目前，代谢组学已经发展成环境科学，毒理学，医学，药学，食品农业等领域内的强大研究手

段，它能够提供体内多器官和体液的动态完整实时的代谢物信息。近年来，大量的国内和国际毒理

学研究都利用代谢组学方法，。核磁共振（NMR）以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如快速，无损和无偏置地

检测包括血脂，氨基酸，核酸酸，有机酸，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等一系列代谢物，以及提供丰富

的结构信息的能力，成为在代谢组学中使用最重要的分析技术。 

八、项目成果情况： 

组织病理学结果显示草甘膦对金鱼的脑，肝，肾组织造成一定的损伤；生物化学分析反映出草

甘膦的毒性同样影响金鱼体内 AST、ALT、SOD、LDH、BUN、CRE 的活性；1H NMR 数据 OPLS-DA 模型

分析得出金鱼不同组织内差异代谢物的变化情况，揭示了草甘膦暴露造成金鱼体内的生化代谢失衡。

通过我们的研究，代谢组学展现了它对生物体内非目标代谢物定性及定量分析的能力，从机体整体

内源性代谢物水平上揭示了草甘膦对金鱼的毒性影响，为危险物水环境风险评估及毒物对水生物毒

理机制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安全可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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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4 
 

一、 项目名称：用于放射性碘吸附的金属掺杂 MIL-101 材料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蒋政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李强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张翼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杨毅  职称：研究员  研究方向：环境功能材料及其对放射性废物处理技术研究  单位：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废液中的放射性碘离子进入生物体内，可被甲状腺快速有选择性地浓集，使其受到较大剂量的

持续照射，引发低甲状腺素疾病，严重的可引发癌变。因此，有必要对其开展溶液中放射性碘离子

的多孔材料的吸附和储存研究。选定 MIL-101 为骨架材料，通过金属银或铜的掺杂从而研究改性后

的材料对碘的吸附能力。 

六、项目图片： 

     
   图 1 MIL-101 的 SEM 图       图 2 MIL-101 对碘离子的吸附曲线     图 3论文录用通知 

七、项目创新点： 
1.本合成材料计划既能用于溶液中碘离子吸附，也用于气体中碘单质吸附，得到中孔或大孔材

料，让水蒸汽能自由出入孔，从而保证其在高湿度环境下的吸附效果； 

2.利用 Cu 或其他金属掺杂于 MIL-101 中，避免了 Cl-对其干扰。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发表论文情况：蒋政, 张翼, 李强, 茆平, 杨毅．铜改性 MIL-101 吸附溶液中碘离子研究．装

备环境工程（已接受）； 

2.申请专利情况：杨毅，茆平，祁兵兵，刘颖，颜学武，张翼，蒋政，李强. 一种 Cu2O/Cu 复

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专利申请号：2016080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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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5 
 

一、 项目名称：SO2与 H2O 对 Ce/TiO2体系催化剂 NH3-SCR 反应性能影响机制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史一杰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施凯强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张玺喆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杨士建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大/水气污染与控制、环境功能材料 单位：环境与生

物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合成具有极高N2选择性与较高的中高温SCR反应活性的Ce/TiO2催化剂；评价SO2和H2O对Ce/TiO2

催化剂 SCR 反应的影响；采用动力学研究方法，并结合 XRD、XPS、H2-TPR 等表征手段，揭示 SO2和

H2O 对 Ce/TiO2催化剂的影响机制。 

六、项目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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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反应机制示意图 图 2 SCR 活性 

七、项目创新点： 

市场上应用最成熟的 V-W-Ti 体系催化剂具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缺陷。大量研究表明，铈钛催化剂

是一种环境友好且性能优异的 SCR 催化剂。目前对 Ce/TiO2催化剂的制备及活性方面的研究广泛，但

针对烟气组分在机理层面对其催化活性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建立反应动力学方程，探究了 H2O

和 SO2对 Ce/TiO2催化剂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八、项目成果情况： 

已发表SCI论文一篇，收录在SCI期刊美国化学会学会ACE子刊《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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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6 
 

一、 项目名称：碳量子点/金纳米团簇：合成、生物成像及传感应用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华  艳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材料化工类专业  

李怡萱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宗丽萍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单丹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生物电化学分析  单位：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以碳量子点/金纳米团簇比率荧光探针的构建及其对 Cd
2+
、抗坏血酸(AA)的检测为课题，该比率

探针是由发蓝光的碳量子点(CQDs)和发红光的金纳米团簇(AuNCs)组成的纳米复合物(CQDs/AuNCs)，

将丙氨酸和组氨酸通过一步水热法制得 CQDs，再利用 APTES 进行表面氨基化，作为参比发色团；以

MUA 为表面活性剂，通过硼氢化钠还原氯金酸得 MUA 修饰的 AuNCs，作为主要荧光团；通过酰胺化反

应偶联 CQDs 和 AuNCs，制备哑铃形的 CQDs/AuNCs 比率荧光探针。基于静态猝灭和内过滤效应，Cd
2+

可使 CQDs/AuNCs 的荧光猝灭，AA 可使被 Cd
2+
猝灭的 CQDs/AuNCs 荧光恢复，该比率荧光探针对 Cd

2+

的检测下限为 32.5 nM，对 AA 的检测下限低至 0.105 mM。 

六、项目图片： 

 

图 1 碳量子点/金纳米团簇(CQDs/AuNCs)复合物的制备及其对Cd
2+
和AA的检测原理图 

七、项目创新点： 

1.以丙氨酸和组氨酸为碳源和氮源，采用高温一步水热法制备 CQDs，操作简单、成本低。以表

面活性剂 MUA 为保护剂，采用 NaBH4还原氯金酸(HAuCl4)制备 AuNCs； 

2.CQDs 经 APTES 修饰，AuNCs 被 MUA 修饰，在 EDC/NHS 催化酰胺反应下形成哑铃形 CQDs/AuNCs

纳米复合物，反应条件温和、产率高； 

3.基于静态猝灭和内过滤效应，Cd
2+
可使 CQDs/AuNCs 的荧光猝灭，AA 可使被 Cd

2+
猝灭的

CQDs/AuNCs 荧光恢复，灵敏度和选择性高。 

八、项目成果情况： 

1.Wen-Jun Niu, Dan Shan*, Rong-Hui Zhu, et al. Dumbbell-Shaped Carbon Quantum 

Dots/AuNCs Nanohybrid as an Efficient Ratiometric Fluorescent Probe for Sensing Cadmium 

(II) Ions and L-ascorbic Acid. Carbon, 2016, 96, 1034−1042. (SCI 一区, IF: 6.196)； 

2.专利《一种高荧光量子产率的氮掺杂碳量子点、制备方法及其应用》（申请号：

201610208022 .6）； 

3.专利《一种碳量子点金团簇荧光探针的构建及其对Cd2+、抗坏血酸的检测》（申请号：

201610463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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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7 
 

一、 项目名称：银-碳空心球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黄颖欣  2013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蔡晓霞  2013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黄  敏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江晓红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碳基微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旨在一步法合成银－碳空心球纳米复合材料，使得银纳米颗粒镶嵌在碳球表面，大大增

强其比表面积和表面活性。应用 TEM 和 SEM 对产品形貌进行分析，XRD 对产物的成分进行表征，最

后探究产物在表面拉曼增强（SERS）和催化等方面的效果。 

六、项目图片： 

    

图 1产物的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照片    图 2 Ag/HCSs 对 CV 拉曼增强效果 

七、项目创新点： 
1.巧妙的解决了银纳米粒子易于团聚的问题； 

2.实验采用方法一步水热-还原法操作过程简单，制备方法精巧； 

3.在整反应体系中，各组份之间表现出良好的“协同互助”作用。 

八、项目成果情况： 

1.蔡晓霞、姜鹏鹏、江晓红、黄颖欣、黄敏，一种持久高效的 SERS 基底及其制备方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201610066879.9； 

2.江晓红、姜鹏鹏、孙晋国、陈琪、黄颖欣、黄敏、蔡晓霞、陆路德，一种银/碳复合空心纳米

球的制备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2015101736712； 

3.Min Huang, Pengpeng Jiang, Yingxin Huang, Xiaoxia Cai, Xiaohong Jiang*，Lude Lu，

Synthesis of translucent hollow silver-carbon composite microspheres for surface-enhanced 

Raman scattering。 现已向 Soft Matter 投稿，尚在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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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8 
 

一、 项目名称：双金属纳米催化剂的制备和运用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蔡垚  2013 级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蔡春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有机合成反应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次科研训练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合成芳香族氰基化产物的高效双金属催化剂。在该催化剂的 
作用下，以铁氰化钾为氰源可以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合成芳香族氰基化合物。 

六、项目图片： 

     
图(a)(b)(c) 双金属催化剂在电子显微镜下的图片 

七、项目创新点： 

使用贵金属钯及非贵金属锌的合金纳米颗粒作为催化剂，催化溴代芳烃的氰基化反应，反应所 
采用的氰基化试剂价廉安全，催化剂的制备简单易行，氰基化反应产率高。催化剂可以回收利用。

由于在钯中掺入金属锌，可以防止钯在反应过程中被毒化，提高钯的催化效率。 

八、项目成果情况： 

专利申请：一种用于制备芳香族氰基化合物的 Pd-Zn 双金属纳米催化剂，申请号：20161043226 
0.5。



 

 

19

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9 
 

一、 项目名称：银-螺旋氧化锌复合纳米管的制备及光电性能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杜  飞   2013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王小凤   2013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费  林   2013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杨勇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储能及能源转化材料、功能高分子材料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以手性小分子化合物形成的自组装超分子凝胶体系为软模板，通过溶胶-凝胶法成功制备

了具有螺旋结构的氧化锌和硫化铋纳米材料，结合原位光还原技术在材料表面沉积贵金属纳米银粒

子，制成银-硫化铋复合纳米材料。同时对硫化铋形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进行了光催化降解有机

污染物方面的研究，为硫化铋在光催化等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基础，拓宽了光催化剂的应用途径。 

六、项目图片： 

     

图 1 超分子凝胶 TEM,SEM      图 2螺旋氧化锌 SEM,TEM      图 3螺旋硫化铋 SEM，TEM 

七、项目创新点： 

1.以氨基酸为手性源，通过化学修饰等手段可制备出，能够更加可靠地制备出超分子自组装凝

胶体系，合成出具有螺旋手性纤维构成的三维有序结构； 

2.以凝胶因子为模板，经过硫化铋（或氧化锌）前驱体的导向性富集，采用溶胶-凝胶法制备了

螺旋高级结构硫化铋（或氧化锌）纳米材料，从而为手性无机纳米材料的制备提供了新的思路； 

3.在 Bi2S3 表面进行贵金属修饰，掺杂或复合的贵金属改变了体系的电子分布，捕获了光生电

子，有效抑制了光生载流子的复合，从而有利于光催化活性的提高； 

4.抗生素 CFS 作为降解对象，Ag-Bi2S3 对其具有优异的可见光催化吸附降解效果。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国家专利：一种双子型结构超分子凝胶因子及其制备方法（201610807701.5）； 

2.国家专利：一种双二肽型结构超分子凝胶因子及其制备方法（201610566158.4）； 

3.相关英文论文已经完稿，修改后意向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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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0 
 

一、 项目名称：基于二氧化碳捕集的多孔氟化石墨烯分子筛膜制备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季  燕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陈正熙  2013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史  佳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车剑飞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纳米复合材料的界面设计；生物活性高分子水凝胶；

神经元传感器电极表面修饰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石墨烯类材料由于其单原子层厚度特性，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理想的超薄分离膜构建材料。本课

题拟以氟化石墨为原料剥离得到氟化石墨烯，并将此作为制备多孔性卤化石墨烯超薄分子筛膜的前

驱体。本组研究内容为基于超临界流体剥离的高产优质的氟化石墨烯纳米片的制备，将氟化石墨在

超临界 CO2/乙二醇体系中进行剥离，利用超临界 CO2 渗透插层作用，结合多元醇的辅助剥离作用和

亲水分散性能，制备稳定分散的 FG水性胶体，为 FG 的功能化、刻蚀和制膜打开操作窗口。 

六、项目图片： 

       
    图 1 (a) 原始氟化石墨的形貌；                 图 2 FG 的 TEM 图像                      图 3工艺方法对 FG 产量的影响 
(b) 容器迅速泄压后得到的 FG的形貌    其中 (a，b) 仅由超声处理；(c，d) 超临界 CO2处理； 其中 a仅通过超声波处理；b通过超临界 

                                            (e，f) 超临界 CO2 /乙二醇处理               CO2处理；c通过超临界 CO2/乙二醇处理 

七、项目创新点： 
1.超临界 CO2以及乙二醇辅助对剥离氟化石墨得到更低损伤的 FG 纳米片十分有效，这种技术简

单高效，成本低，处理时间短，非常适合大规模制造 FG纳米片； 

2.与传统的化学和物理方法相比，该方法条件更容易达到且毒性低，是一种环境友好的方法； 

3.该方法为其他层状材料的剥离提供了一种研究方向。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成功剥离出氟化石墨烯，所得 FG呈现出明显的剥离状态，类似于松散的蜗杆结构； 

2.TEM 和 AFM 图像及数据显示制得的 FG主要由单层或多层 FG片构成，且质地光滑； 

3.超临界流体剥离制备的 FG 样品都没有观察到黑化，FTIR 光谱中 FG 的频谱与 FiG 基本一致，

意味着氟被完全保留了下来； 

4.通过紫外光谱检测FG胶体分散液的浓度，结果表明FG片的产量在超临界CO2处理后显著提高，

通过超临界 CO2/乙二醇处理的纯 FG片的产率高达 32 wt%，是仅由超声处理的传统方法产量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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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1 
 

一、 项目名称：阳极氧化法制备二氧化钛纳米管及其生长机理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金  融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杨  鹏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章婉琪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朱绪飞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多孔纳米模板材料、阳极氧化钛光电转换材料 单位：

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阳极二氧化钛纳米管（Anodic TiO2 nanotubes, ATNT）由于独特的纳米孔道结构在半导体材料、

太阳能电池材料、多孔纳米催化材料、纳米生物酶、超级电容器等诸多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本课题主要研究其制备方法和形成机理。 

六、项目图片： 

     
    图 1 纳米管阵列       图 2藕形孔形成机理示意图    图 3 人参形孔道示意图 

七、项目创新点： 

1.抓住阳极氧化过程中特殊的藕形孔形貌和人参形纳米管形貌，改变氧化电压以及电解液组成  

进行了多项试验； 

    2.运用氧气泡模具效应对实验现象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证实了氧气泡模具效应的合理性以及传

统的场致助溶效应的局限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使得二次氧化技术的运用更为成熟，对多孔阳极氧化物制备工艺、形成机理和功能特性的认

识具有促进作用。尤其对特殊结构二氧化钛纳米管的制备、禁带宽度的改善和提高光电转换功能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对阳极氧化纳米管形成机理的认识具有推动作用，通过改变添加剂的方法来制备更具有规整 

性的阳极氧化二氧化钛纳米管，并且特殊的添加剂对纳米管具有修饰作用，有利于提高阳极氧化钛

纳米管在光电转换领域，光催化领域的性能； 

    3.于 2015 年 12月 7日在 SCI 一区杂志 Electrochimica Acta（IF=4.507）发表学术论文； 

    4.于 2016 年 7月 5日在 SCI 三区杂志 Materials Research Bulletin（IF=2.435）发表学术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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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2 
 

一、 项目名称：改性环糊精(CD)拆分手性药物分子的多尺度分子模拟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党朋云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王  冉  2013 级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黄  蒙  2013 级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四、 项目导师: 

    姓名：周宝晶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理论与计算化学  单位：化工学院 

五、 项目简介： 

本课题主要研究主客体包合机理，通过在环糊精（CD）的 2、3、6 位上引入不同数目的甲基得

到四种改性 CD作为主体分子，选用甘氨胆酸（GCA）为客体分子。采用我们课题组发展的 MD/QM/CSM

方法计算不同甲基取代的CD和GCA的包合自由能，揭示微观热力学机理，并且使用色散优化的DFT-D3

方法进一步改进了计算精确度。 

六、 项目图片: 

            

图 1 复合物主客体质心距随时间变化  图 2 复合物代表性构象     图 3 CD 改性前后空腔大小变化 

七、 项目创新点： 

1.理论计算提供了在原子水平上的包合机理，为 CD新材料的设计和研发提供提供理论指导； 

2.DFT-D3 进一步改进了 MD/QM/CSM方法的精确度，为研究主客体体系复合机理提供了新的方法。 

八、 项目成果情况： 

1.Microencapsulation thermodynamics of methylated beta-cyclodextrins with bile salt: 

enthalpy, entropy, and solvent effect, Pengyun Dang, Fanzhi Meng, Yingbin Han,  Renlong 

Ye, Yumei Zhou, Xuedong Gong,  Baojing Zhou, J. Incl. Phenom. Macrocyl. Chem. (submitted, 

2016)； 

2.Facile colorimetric assay of alkaline phosphatase activity using 

Fe(II)-phenanthroline reporter, Qiong Hu, Baojing Zhou, Pengyun Dang, Lianzhi Li, Jinming 

Kong, Xueji Zhang, Analytica Chimica Acta (submitte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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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3 
 

一、 项目名称：新型水性防腐蚀涂料技术开发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汤  旸  2013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赖慧颖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王伟烽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朱广军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精细化工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采用环氧改性水性醇酸树脂的制备，采用成盐法合成水性醇酸树脂，提高水性醇酸树脂

涂料的防腐蚀性能 20%以上。通过有机硅改性水性醇酸树脂的制备，采用化学法合成有机硅改性水

性醇酸树脂，通过正交试验确定最佳反应条件。在有机硅和环氧改性水性氨基醇酸树脂涂料的制备

过程中，选用自制环氧改性或有机硅改性水性醇酸树脂与氨基树脂复配。采用化学改性高分子材料

技术，制备涂料用有机硅环氧复合改性水性聚氨酯。研究水性聚氨酯防腐蚀涂料的制造技术，通过

化学改性改善涂料涂膜机械性能和防腐蚀性能。 

六、项目图片： 

                       

图 1 地沟油制水性      图 2 环氧改性水性    图 3 有机硅改性水   图 4 新型水性氨基     图 5 涂料涂于 

醇酸树脂              醇酸树脂            性醇酸树脂    醇酸树脂防腐蚀涂料         钢板上 

七、项目创新点： 

1.本项目采用地沟油制备水性醇酸树脂的配方和制造工艺还属于国内首创，既减少环境污染，

又降低水性醇酸树脂原料成本 10%，减少地沟油对环境的污染，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2.通过熔融法制备水性醇酸树脂，并且采用环氧改性水性醇酸树脂，不使用二甲苯作溶剂，具

有绿色环保的优点。能提高水性醇酸树脂涂料的防腐蚀性能 20%以上； 

3.采用有机硅中间体，通过化学法制备水性醇酸树脂。引入少量有机硅官能团，能够很大程度

地降低目标涂料的表面自由能，从而很好的提高了改性醇酸树脂体系表面的耐热性； 

4.本项目采用化学改性技术，有机硅环氧复合改性水性聚氨酯。同时研制钢管用水性氨基醇酸

树脂涂料，大大改善涂膜机械性能和防腐蚀性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按时完成所有既定目标； 

2.发表学术论文一篇； 

3.申请专利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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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4 
 

一、 项目名称：铋系化合物异质结的制备及光催化性能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陶继尧  2013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黄晓钦  2013 级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马炜滕  2013 级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韩巧凤  职称：教授  单位：化工学院  研究方向：主要研究 Bi系半导体化合物纳米晶

的制备，结构和性能；研究钙钛矿型复合氧化物的合成，结构及储氢性能；配合物的合成及晶体结

构研究。 

五、项目简介： 

在常温下成功用一步法成功制备了 Bi2S3/BiOCl 异质结光催化剂，并对异质结的结构做了详尽

的表征。此外还细致分析了 Bi2S3 含量、尿素的用量、反应时间、硫源种类对异质结在可见光下降

解 RHB 的影响情况，使得制备的异质结在可见光区的响应程度大大提高。 

六、项目图片： 

   
图 1 样品实物图             图 2光催化原理图               图 3样品 TEM 图 

七、项目创新点： 

1.大部分光催化剂只能对占光能 4%左右的紫外光区响应，效率有限。此次制备了在可见光区响

应的异质结光催化剂，有效解决了现有的光催化剂光量子转换效率低和光响应范围较窄等方面的问

题，提高了光能的利用率； 

2.采用常温共沉淀法来制备，发展了低温下制备光催化剂的技术，有利于更好地控制产物的微

观结构、节能及大规模工业生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发明专利一项； 

2.论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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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5 
 

一、 项目名称：一种双模式混合机理固定相的制备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于慧雯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马晓茹  2013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郑书源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风云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液相色谱多模式混合固定相同时具有多种分离机理，被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复杂样品的分析。通

过改变两种改性基团的投料比，制备了一组经典的 RP/SCX 双模式混合固定相，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

评价研究。 

六、项目图片： 

                   
图 1 丁苯保留时间随 C18 基团                     图 2 甲苯、乙苯的保留时间 

           含量变化的趋势图                           随甲醇含量变化的趋势图 

     

    图 3 盐浓度对苯胺在         图 4 苯胺和苄胺在混合柱上保留     图 5 6 种化合物在混合柱上 

混合色谱柱上保留时间的影响     时间随流动相中 pH 变化趋势图            分离色谱图 

七、项目创新点： 
1.本项目首次将具有疏水性的-C18基团与具有离子交换作用的-SO3H 基团以平行的方式键合到

硅胶表面，制备了一种同时具有疏水和离子交换作用的混合色谱固定相； 

2.在固定相评价方面，选择了多种性质的样品对其分离选择性进行了考察，并将部分分离结果

与单一机理的反相和离子交换固定相进行了对比，突出了混合色谱固定相的特色与优势。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本次科研最终制得一种白色细腻状的色谱固定相，它不但同时具有疏水和离子交换作用，而

且还能够很好地分离不同类型化合物的混合物，具有比单一模式色谱固定相更为优越的分离效果； 

2.于慧雯, 马晓茹, 郑书源, 等. RP/SCX 双模式混合机理固定相评价研究[J]. 生命科学仪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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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6 
 

一、 项目名称：花状 CeO2 的制备及其催化臭氧化同时脱硫脱硝性能和机理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肖军军  2013 级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林建冬  2013 级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张  怡  2013 级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钟秦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大气污染控制研究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SO2 和 NOX 引起的酸雨问题日益严重，据统计，我国已有超过 40%的土地遭到了酸雨的侵蚀，为

遏制酸雨问题的进一步恶化，2012 年我国新颁布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其中规定 30 t/h

以上的燃煤锅炉必须进行脱硫脱硝处理，且 SO2 和 NOX 的排放量分别不得高于 700 mg/m3 和 420 

mg/m3。然而，目前主流的 SCR 脱硝结合石灰石-石膏法脱硫无法满足中小型燃煤锅炉脱硫脱硝的需

求。为解决这一难题，本课题组开发了一种低成本、低温的同时脱硫脱硝的技术：催化臭氧化同时

脱硫脱硝技术。该技术的关键是催化臭氧化催化剂。本课题组在前期研究中发现催化剂比表面积和

晶体结构均对催化性能有较大影响。由于无特定形貌的 CeO2 不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因此，本研究

拟制备具有较大差异比表面积和晶体结构的花状 CeO2 催化剂，通过研究花状 CeO2 对催化臭氧化的

作用，获得比表面积和晶体结构与催化活性的关系，得到影响催化臭氧化的关键因素，进而探索出

催化臭氧化的反应机制。 

六、项目图片： 

     

图 1 铈钛催化剂 XRD 图  图 2 不同方法制备铈钛催化剂活性图  图 3 铈钛催化剂红外谱图                  

七、项目创新点： 

1.采用不同方法制备铈钛催化剂，比较其活性，并通过一系列手段探究机理； 

2.制备比表面积比较大的二氧化铈催化剂，并探究形貌与比表面积对催化剂活性的影响。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小组成员以共同第一作者的形式在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期刊上发表题为Effect 

of fluoride doping for catalytic ozonation of low-temperature denitrification over 

ceriumetitanium catalysts 文章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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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7 
 
一、 项目名称：新型温感变色塑料导爆管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郑博文  2013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马星宇  2013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夏  旭  2013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朱顺官  职称：研究员  研究方向：起爆药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1）采用温感变色粉对以现用的导爆药配方进行改进，使其在激发作用前后有颜色的变化，以

提高鉴别的快速性与准确性；（2）将取得专利的新药剂作为导爆药粉，配以温感变色粉，拉制出能

变色的导爆管，爆速维持不变，而起爆感度、传爆性能及点火能力均达到优良水平。 

六、项目图片： 

     
图 1 成果形式          图 2 激发前后效果             图 3起爆能力测试 

七、项目创新点： 

1.本作品采用感温变色粉作为变色物质，激发后由有色变色无色，保持了鉴别功能的同时，可

优化回收工艺； 

2.将传统的黑索金替换为新研发的专利药剂 SY，大大增加了导爆管生产流程及使用过程的安全

性； 

3.感温变色粉有多种颜色多种变色温度可供选择，使得导爆管产品的样式多项化。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已研制出满足预期效果的新型导爆药配方； 

2.根据新配方已得到新型温感变色导爆管成品，效果满足要求，各方面性能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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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8 
 

一、 项目名称：火星探测模拟智能小车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高晓堃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王  尹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耿  乐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肖泽龙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信号与信息处理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模拟火星探测车的功能，对比火星探测车（以美国“好奇号”为例），该智能小车实现了

自主避障驾驶、防掉落悬崖、遥控行驶、太阳能供电、机械臂采样、环境监测、无线数据传输和环

境图像获取的功能。该智能小车基本模拟了火星探测车的主要功能，在火星探测热门工程的背景下，

有较强的工程指导意义，也在地质探测、抗震救灾等实际生活中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六、项目图片： 

 

 

 

 

 

 

 

 

 

 

 

 

图 1 探测车正面                             图 2 探测车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多传感器系统的设计： 在智能火星模拟探测车上安装多个相同或不同类型的传感器，来获取

智能探测车的各种特征值：用于获取视频图像的 1个 CCD 摄像头，用于避障和防止悬崖掉落的 5个

红外传感器和 1个超声传感器，用于探测外界温度的 1个温度感器 DS18b20； 

2.无线数据传输：本次设计采用 MTK 7620N 智能路由芯片为核心的WIFI 模块作为无线通信模块，

设计相应的 APP，采用安卓智能手机作为上位机，实现了小车的运动控制，视频无线传输以及环境

参数的采集。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完成了具有所有预设功能的探测车控制软件和硬件实物； 

2.撰写了一篇设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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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9 
 

一、 项目名称：火炮测速雷达数字接收机与信号处理的研究与实现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汪  蕾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朱鑫鹏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潘  迪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四、项目导师： 

姓名：蔡征宇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通信与信息系统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完成火炮测速雷达数字接收机系统的设计，利用 SOPC 技术，在 FPGA 中构建 Nios II

处理器，实现了使用一块 FPGA 芯片来完成系统的控制及信号处理的全部工作，并重点研究了如何

在 FPGA 中实现下变频、滤波、FFT 和 FIFO 等功能以及 NioslI 处理器和外围电路接口。 

六、项目图片： 

     
图 1 雷达中频数字接收机实物图       图 2原理图                  图 3系统硬件平台框图 

七、项目创新点： 

1.数字化接收系统利用中频直接采样，通过数字信号处理获得 I/Q 信号。这两路信号具有镜频抑

制比高、线性动态范围大、一致性好等优点，处理得出的弹丸速度会有更高的准确性； 

2.测速雷达工作波段具有很高的带宽，受气候的影响很小，所研制的微波组件的尺寸也比较小，

具有小型化的特点。系统采用抗震、抗冲击的结构设计，可直接安装在多种大口径的火炮上。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本课题设计了一套雷达中频数字接收机，对中频信号进行采集、处理和传输，完成测速； 

2.实现了两个转变，即：模拟化向数字化、规模化向模块化这两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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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0 
 

一、 项目名称：全双工 MIMO 系统干扰管理与抑制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徐  杰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王郁涛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陈康建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束锋  职称：研究员  研究方向：新一代无线通信基本理论与关键技术  单位：电子工

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全双工中继系统能够在相同频率和时间内，同时发送和接收信号，因此与半双工中继相比成倍

提高频谱效率。但是由于中继收发端之间存在着信号泄漏，产生了自干扰问题，自干扰使得中继系

统性能严重恶化，因此，实现全双工技术的挑战在于如何有效管理全双工带来的自干扰。 

六、项目图片： 

 
图 1 四种不同算法下系统误码率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针对译码转发策略下全双工 MIMO 中继系统，为了更好地抑制干扰提高性能，提出了一种迭代波

束成形结构，该算法在中继站采用基于最大化信干噪比接收波束成形来抑制中继端的自干扰以及最

大化信泄噪比发射波束成形来减少中继发送端泄漏到中继接收端的信号。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撰写论文 1篇； 

2.徐杰，陆造宇，束锋等； 一种全双工中继系统的交替迭代波束成形检测器. 申请号：

201510778478.1。 

 



 

 

31

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1 
 

一、 项目名称：重粘稠度中医膏药的准 3D 打印快速涂敷设备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吕大兴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刘  恪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钱俊宇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高志山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光电智能化仪器与光学设计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

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针对手工涂敷重粘稠膏药（江苏省中医院制剂伤 1，其成分是由中药粉剂加饴糖调制而

成，粘稠度很高，属于重粘稠膏药）工艺的缺陷，提出重粘稠中药膏剂喷头阵列式均匀涂敷及压膜

成型的方案，设计了一种基于重粘稠膏药涂敷成型的全自动膏药机，利用传送机构、灌药机构、压

膜成型机构的有机结合，辅之以光电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实现其精确定位以及定量，实现重粘稠膏

药涂敷、成型一体化的流水线过程。 

六、项目图片： 

     

         图 1 输纸装置           图 2 半自动活塞式灌装机         图 3 喷涂控制系统 

七、项目创新点： 
1.多种膏药同时灌装，实现“一贴多药”的全自动化进程，节约了人力成本； 

2.运用光电传感、压力传感等自动感应装置，精确定位、精确定量，实现膏药的精密制作； 

3.全程不需要加热，常温条件下即可制作重粘稠类型的膏药，简化了制作工艺。 

八、项目成果情况： 
1.该膏药涂敷机能确保单帖膏药的重量精度，生产效率高，方便安全，基本满足省中医院骨伤

科门诊对伤 1的需求； 

2.将各部件组装连接成膏药机并利用单片机控制电磁阀实现膏药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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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2 
 

一、 项目名称：基于紫外像增强器的电晕探测技术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陈  群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徐  欣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王镇窑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钱芸生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微光与红外成像器件与系统及相关测试技术  单位：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电晕放电时对无线电和高频通信会产生干扰，消耗电能，促进电路老化，电晕检测是目前电力

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检测技术。由于有太阳光的干扰，在日间检测电晕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目前世

界上仅有以色列 OFIL 等少数几家公司拥有该项核心技术，本项目拟基于国内最新出品的紫外像增强

器技术对电晕探测技术进行研究和探索。 

六、项目图片： 

     
图 1 紫外像增强器            图 2 电晕探测系统           图 3 电晕检测结果 

七、项目创新点： 

1.在对电晕探测系统部件——紫外滤光片的透过率进行检测时，采用光子计数成像法计算透过

后光功率，从而计算滤光片透过率。解决了现有科学仪器无法测量 OD10 以下的透过率问题； 

2.利用光子学理论基础知识，结合太阳光功率谱密度，建立一条用于评价紫外滤光片和紫外像

增强器组合后性能的公式，无需等待整个系统搭建完后再根据电晕检测情况选择合适的滤光片和像

增强器组合。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小组内成员完成自己所负责的部分，包括：滤光片透过率的检测，紫外像增强器光谱响应测

试与评价，电晕探测系统的整体测试与评价； 

2.撰写了基于 ICCD 光子计数成像的滤光片透过率测试的相关论文； 

3.初步完成了整个电晕探测系统的紫外检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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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3 
 

一、 项目名称：极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缺陷在线检测原理样机设计制作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刘冬源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陈  诚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王子坤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刘学峰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纳米检测与器件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依据光学检测原理，开发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在线检测系统，满足半导体芯片光刻过程中各种缺

陷、掉渣和临界尺寸参数检测要求。 

针对晶圆上已经刻蚀好的集成电路图像，设计组合出能够扫描检测整个晶圆的光学成像测量系

统，根据设计补充光学元件，安装调制成像光路，实现高质量成像检测。 

六、项目图片： 

     
图 1                       图 2                         图 3 

七、项目创新点： 

1.光学检测平台： 

1）三维平移台 RC500TA400-300H； 

2）三维控制台 RC08MPC-3BH； 

2.检测时间短； 

3.检测速度快； 

4.可以在晶圆刻蚀工序中插入检测，能够及早发现缺陷，避免后续无用加工。 

八、项目成果情况： 

1.设计电动平台； 

2.搭建龙门架，电动三维平台，CCD 相机以及筒镜，并将 CCD 与计算机连接； 

3.编写驱动程序； 

4.控制相机移动并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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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4 
 

一、 项目名称：临近空间高超声速目标雷达成像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赵海燕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葛盈飞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徐一骝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陈如山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电子与通信工程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为得到高速运动目标的清晰成像，首先需建立雷达与目标之间的运动几何模型，从原理上推导

逆合成孔径雷达信号回波模型。在此基础上，由于实际情况中检测获得的运动参数存在很大的随机

误差，使得去调频信号具备非相干性，所以还要对这些非相干信号作相干化处理。其次，由于运动

目标速度很大，导致在积累时间内会产生严重的距离徙动，为此需要进行距离徙动校正，以防成像

结果恶化甚至不能成像。最后再对补偿后的信号作聚焦成像处理，得到清晰的目标图像。 

六、项目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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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算例 1聚焦成像结果             图 2 算例 2聚焦成像结果 

七、项目创新点： 

1.高超声速目标回波模型分析； 

2.运动补偿技术； 

3.距离徙动校正技术； 

4.自聚焦技术。 

八、项目成果情况： 

1.高超声速目标逆合成孔径雷达成像技术研究报告； 

2.高超声速目标逆合成孔径雷达成像技术相关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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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5 
 
一、 项目名称：手持式人体血流特性高分辨率光学断层成像仪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季琨皓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姚辛励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刘桂鹏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高万荣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生物医学光学成像与光谱学;光与生物组织相互作用;

高速信号采集与处理技术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我们搭建可对人体血流等实现在体高分辨率成像的系统，获得了人体微血管等的高分辨率断层

图像。本项目拟在我们实验室人体血流成像实验系统的基础上，研究可手持式的成像系统的初步原

理实验系统，为后续研究积累经验。 

六、项目图片： 

图 1 系统实物图             图 2样品臂实物图             图 3 双参考镜实物照片 

七、项目创新点： 

1.成功搭建由扫频光源和点探测技术 SSOCT 系统。并进行系统探测臂优化，设计出手持式探测

臂； 

2.完成提取血流信号的算法设计，可以实现对人体血流等实现在体高分辨率成像； 

3.综合血流算法，实现突破优化。并成功消除了由光源触发和采集产生的噪声，但样品抖动产

生的噪声等还有待进一步消除。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成功搭建由扫频光源和点探测技术 SSOCT 系统，并进行系统探测臂优化，设计出手持式探测

臂，同时更换了按波数线性采集的采集卡； 

2.进行模拟及活体实验，综合血流算法得到血流强度和方向综合信息的图像； 

3.撰写了小组提出的血流综合算法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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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6 
 

一、 项目名称：红外双目智能驾驶辅助装置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张建勇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陈涵杰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李子珺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毅  职称：研究员  研究方向：长期从事微光与红外成像探测、光电成像与信息处理、

水下激光成像探测、工业控制等领域的科研、教学工作与工程项目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五、项目简介： 

智能驾驶辅助技术能自动感知影响车辆行驶过程中的一些道路状况及突发事件，提高车辆行驶

的安全性，在军事及国民经济诸多领域存在广泛应用。红外双目立体视觉，可在夜间及会车强光照

射条件下获得视场清晰的立体视觉，并可通过算法实现目标的被动测距，具有其他成像方式不可比

拟的优势。 

六、项目图片： 

     
图 1 显示结果               图 2内部展示                图 3整体外观 

七、项目创新点： 

1.实现全天候的图像获取模块，冲破现有驾驶辅助装置在夜间难以工作的障碍； 

2.克服现有图像处理方法仍被局限于计算机平台、无法在硬件系统予以实时化的问题； 

3.采用高速接口，实现信号的高速传输。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完成了可运行的实物系统； 

2.运行结果误差在可接受范围； 

3.实时性和精确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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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7 
 

一、 项目名称：基于多模谐振器的微带巴伦滤波器新型建模方法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马  卉  2012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李昱燃  2012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刘  琳  2012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建朋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微波、毫米波电路精确建模及小型化设计，基于新

型封装技术的高性能微波、毫米波电路研究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巴伦滤波器的研究对于提高射频前端系统集成度、降低系统设计成本具有重要意义。本课题主

要研究了一种基于多模谐振器的小型化高选择性宽带巴伦滤波器，该滤波器的相对带宽达到 80%，

在通带低端和高端各有一个传输零点以达到很好的选择性，通带插损小于 0.5dB，高低端阻带抑制

达到了 25dB 以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工程应用价值。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宽带巴伦带通滤波器 

图 2  奇模和偶模激励下多模谐振器分析        图 3  宽带巴伦滤波器的 S参数仿真及测量 

七、项目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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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理论建模分析上，本项目所提出的新型宽带巴伦理论模型及其特性分析目前国内外未见报

道，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性； 

2.在应用创新上，本项目提出将多枝节型多模谐振器应用在巴伦滤波器电路设计中并据此设计

出新型宽带多模巴伦滤波器，这一设计思路目前国内外尚未见报道，具有很强的应用创新特色； 

3.在电路性能提升上，本项目所提出的巴伦带宽设计目标是宽带高选择性，且同时能满足小型

化设计要求，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设计出 1个高性能新型微带多模巴伦滤波器模型，并给出实物加工电路； 

2.在 SCI 收录学术期刊 The Applied Computational Electromagnetics Society 上发表一篇

学术论文“Design of a compact wideband balun bandpass filter with high selectivity”已

录用； 

3.申请发明专利两项：“一种基于过渡结构的超宽带巴伦”，专利号：201510516028.5，已受理； 

“一种基于微带线——槽线结构的宽带巴伦”，专利号：201510731494.5，已受理。 



 

 

39 

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8 
 

一、 项目名称：基于深度卷积网络的人脸年龄分析算法与实现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曹  檑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莫雅婷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电子信息专业 

黄  晨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金忠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智能计算与系

统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作为一种新兴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基于人脸图像的年龄估计技术在目前已经成为计算机视觉、

人机交互等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2006 年以来，深度卷积网络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和自然语

言处理等领域广泛使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本文基于深度卷积网络的人脸年龄分析算法，构建一

个多层卷积神经网络，通过卷积神经网络获取深度卷积激活特征，作为人脸年龄估计的特征，并利

用支持向量机（SVM）的方法训练年龄估计模型，得到年龄估计结果，在人脸识别权威数据集 Morph

上获得了 91.3%的正确率，同时也对比在了不同条件下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六、项目图片： 

         

图 1 已发表的论文     图 2 开发出的用于人脸年龄估计的软件 

七、项目创新点： 

1.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在权威数据库上的正确率依然很高； 

2.将研究用于软件开发。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实现预期功能； 

2.制作演示的软件作品一件； 

3.公开发表一篇相关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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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9 
 
一、 项目名称：智能车辆基于视觉和激光信息的自主导航技术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张  坤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周传伟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贺  黎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石朝侠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移动机器人自主导航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

院 

五、项目简介： 

智能车辆基于视觉和激光信息的自主导航技术，主要从基于结构化信息的道路检测、基于速度

空间寻优的局部路径规划以及基于场景-拓扑的自主定位 3个方面提高智能车辆的自主导航能力。 

六、项目图片： 

     

图 1 不同路况下消失点检测结果   图 2 局部路径规划结果图     图 3 SESAC 匹配结果图 

七、项目创新点： 

1.提出了一种基于顺序评估的采样方法 SESAC； 

2.消除了传统采样方法的伴随机性； 

3.通过实验证实了 SESAC 算法的有效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三种任务分别实现了一种现有的成熟算法； 

2.针对传统采样方法的伴随机性提出了 SESAC 算法并通过实验证实了其有效性； 

3.将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一篇《基于顺序采样评估的二进制特征匹配方法》，已为《计算机工程》

杂志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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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0 
 

一、 项目名称：基于日志的事件挖掘方法研究和应用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徐彦杰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许  燕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卢云帆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 徐建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智能服务与云计算、软件可靠性工程、应用密码学与

信息安全技术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对于计算系统而言，事件表征了系统状态的改变，事件通常包含事件发生的时间戳，产生事件

的功能组件，以及更详细的与事件发生相关的信息等。我们对事件挖掘的方法进行了研究，在事件

提取、事件摘要、事件模式挖掘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实践，并对相关算法进行分析、实现以及

优化，对算法的结果可视化做了一些尝试并得到较好的结果。最终整合出一套可用的基于日志的事

件挖掘平台。 

六、项目图片： 

   
图 1 事件摘要及其可视化                  图 2 事件提取及其可视化 

七、项目创新点： 

1.对基于 MDL 原则的四种搜索算法进行了复杂度分析和测定； 

2.在传统数据结构堆上进行了改进用于加速事件摘要算法； 

3.使用 GSP 算法对事件模式进行挖掘。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对事件挖掘算法进行实现和可视化，并构建了一个基于日志的事件挖掘平台； 

2.事件挖掘平台已申请著作权； 

3.项目调研报告、技术报告、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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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1 
 

一、 项目名称：基于低秩和深层学习的模式识别方法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沈  业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专业 

兰  超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专业 

李雪飞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杨健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模式识别、机器学习、图像处理 单位：计算机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主要是针对深层学习方法以无人驾驶车的环境感知分类和地表分类为应用背景展开的基

础应用研究。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及方法包括：了解模式识别方法研究现状，模式识别算法的学

习、数字/视频图像处理的学习，深层学习方法的学习，并进行相关的实验分析。 

六、项目图片： 

     

图 1泥土                图 2 砂石                 图 3 水 

南京理工大学越野地表纹理数据库样本示意图 

七、项目创新点： 

1.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世纪初，机器学习一直停留在浅层学习阶段，而 2006 年 Hinton 教授的

“深度学习”课题引发机器学习的第二次浪潮，深度学习通过建立类似于人脑的分层模型结构，对

输入数据逐级提取从底层到高层的特征，从而能很好地建立从底层信号到高层语义的映射关系，深

刻揭示了海量数据中的有用且丰富的信息，使预测更加快速准确有效； 

2.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视觉特征和支持向量机的地表纹理识别算法，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模

型，在“Caffe”深度学习框架下，抽取具有稳健性和辨别力的深度视觉特征，利用支持向量机算法

对深度视觉特征进行分析，进而达到识别地表纹理图像的目的。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在南京理工大学自然纹理数据库上的识别率超过 90.0%； 

2.撰写论文 1篇； 

3.经过实验数据对比，分类的准确率（accuracy）由低到高依次为：“灰度图像+SVM”、“彩色图

像+SVM”、“深度视觉特征+SVM”，其中“深度视觉特征+SVM”达到了预期的“在南京理工大学自然纹

理数据库上的识别率超过 90%”的目标，较“灰度图像+SVM”提高了 21.67％，较“彩色图像+SVM”

提高了 31.33％。这两种算法的结果体现了我们算法的优越性，基于深度视觉特征的地表纹理识别

算法能得到比较高的识别准确率，从而验证了提出的算法的有效性，表明所提出算法的鲁棒性,这对

于地表纹理识别算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也体现了深度学习在模式识别问题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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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2 
 

一、 项目名称：基于云平台的智能手机安全综合防护系统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刘久锋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汤林鸿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朱宇清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付安民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信息安全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个人信息安全和用户利益带来严峻挑战。

这种挑战可能来自病毒、恶意软件对用户手机进行的非法自启动、私自联网、私自发短信、恶意扣

费、窃取个人信息等威胁，而手机短信中、社交网络的动态中传播有害的网站链接来窃取信息以及

电信诈骗现象也日益普遍。手机遗失后个人信息泄露也不可小视，本系统就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做出

了针对性解决。 

六、项目图片： 

  

              图 1 app 主界面                  图 2 网站主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采用 Spark 并行计算框架，加强了系统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的能力； 

2.拓展云端防盗功能，保护用户信息获取窃贼信息； 

3.提出了防诈骗的思想，保护用户的财产安全； 

4.识别捕获验证短信，保护手机验证码安全； 

5.运用图形解锁的方式，提高验证短信空间安全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开发软件一个并且获取软件著作权一项； 

2.获得第九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二等奖，第八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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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3 
 

一、 项目名称：社区公共服务区域热线服务子系统设计及试点应用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谭  睿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林  辉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康泽昆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严悍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1、软件工程。研究编程语言、工具、方法和过程，研

究如何提高软件质量，降低开发维护成本。2、信息安全性。在网络环境下研究信息安全所需要工具

和方法。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社区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医疗和养老两部分。基于 J2EE 和数据库建立一个服务平台，特定区域内

的相关管理机构(如社区、居委)和服务机构(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中心等)注册自己所能提供

的各种服务项目，使区域内的服务对象能查询并获取服务。本项目针对热线服务子系统，主要功能

包括： 

1.区域热线电话管理：热线管理员对其对应的热线的服务区域管理、接线员管理、开发人员对

热线的管理，管理包含了增加、修改与删除等。 

2.服务请求单生成与转发：新建热线请求单，转发给所选定的服务提供方。 

3.接线员工作量统计：对接线员在特定时间内完成的特定业务量进行统计。 

六、项目图片： 

图 1 热线接线员工作量统计  图 2 热线服务请求单生成与转发     图 3 热线管理 

七、项目创新点： 

1.使用基于角色的权限管理使得用户与权限解耦； 

2.优化了下单与派单逻辑，提高系统友好度； 

3.预留了使用规则引擎优化业务逻辑的拓展能力。 

八、项目成果情况： 

1.一套部署运行在校园网服务器上的信息平台，已投入使用； 

2.“医养结合区域热线服务系统 V1.0”的软件，已申请软件著作权； 

3.论文《基于 RBAC 模型的社区公共服务热线子系统的设计与优化》，已被《软件工程》期刊录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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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4 
 

一、 项目名称：智能物联网家庭服务机器人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王  莉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       

王浩宇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石曼淑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刘永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增长和独生子女后遗症问题的出现，我国独居老人的照顾问题日渐突出。

主要的问题包括独居老人的健康状况监测、日常饮食吃药的督促提醒以及室内安全的监测报警等等，

甚至是帮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做一些简单家务。本课题针对以上问题开展智能家庭机器人的平台完

善开发以及关键技术研究，辅助老年人完成一些监测、提醒以及完成一些简单任务。 

六、项目图片： 

     
图 1 机器人外观图         图 2 机器人外观图          图 3机器人外观图 

七、项目创新点： 

相较于普通的可视频机器人在检测到有声源时就开启视频，本项目在可移动机器人平台上添加

了定位功能，在测出声源信号的方位后移动到声源处，接着才开始视频，这样使视频时的画面及语

音更加清楚，能起到更加好的监测作用。 

八、项目成果情况： 

可演示的实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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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5 
 

一、 项目名称：支持云计算的高分辩率遥感影像存储与检索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吴丽丹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龚佳俊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马云涛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永利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智能服务与云计算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是支持云计算的高分辩率遥感影像存储与检索，以多云多雨的江苏省为研究区域，利用

SAR 雷达成像、可见光成像、红外成像和高光谱成像等多源遥感数据，综合云平台强大的存储管理

和并行计算能力，实现多源异构高分辨率图像的配准、集成、融合、分类和动态监测技术，最终为

江苏省农科院等科院单位提供应用和服务。项目主要分为三步：基于 Hadoop 的云平台搭建、高分辨

率图像的压缩和处理技术、云环境下高分辨图像的检索和存储技术。 

六、项目图片： 

     
    图 1云计算平台体系架构       图 2 蝶形运算优化算法            图 3 软件展示图片 

七、项目创新点： 

1.借鉴 FFT 蝶形运算，一次加速 DCT 运算，通过分布式系统，基于 MapReduce 模块实现 DCT 运

算的二次加速； 

2.使用哈希函数增加数据存储的熵，利用集群组规模、组内节点规模将经纬度坐标哈希成新坐

标对存入 HDFS，从而最大化节点利用率。 

八、项目成果情况： 

1.了解 Hadoop 架构和使用方法，理解图像压缩算法和编码方案，实现基于 Hadoop 的分布式图

像压缩功能和图像存储检索功能； 

2.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第一发明人）； 

3.公开发表论文一篇（第二作者）； 

4.实现预期功能的模型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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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6 
 

一、 项目名称：面向学术评价的引文内容挖掘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张梦莹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郑茹佳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章成志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自然语言处理与文本挖掘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学术论文的全文数据越来越容易获取使大规模的引文内容分析成为可能。通过设计引文内容标

注框架，开发引文内容标注系统，分别从引用对象、引文功能、引用情感、引文位置、引文重要性、

标注自信度等方面进行标注。构建用于引文内容分析的标准化数据集并进行统计分析，可为引文内

容的特征分析等基础性研究及学术预测等应用性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六、项目图片： 

      
                    图 1 录用通知书                  图 2 发表论文电子版 

七、项目创新点： 

1.最初由于技术不成熟且全文数据匮乏，学者们关注更易获取的题录和参考文献信息，但因忽

略引文内容、位置、情感极性等被引情况，我们通过引文分析给予其结果内容层面的数据支持； 

2.引文内容的少数研究一般是人工分析少量学术论文，结论缺乏普适性。关于引文内容边界识

别、引文功能及情感极性判定等基础性问题尚未出现公认的结论。我们验证了较为普适性的结论； 

3.目前缺乏支持这些研究的公开的标注数据集。因此，我们构建可用于引文内容分析的较大规

模的标注数据集具有重要意义。 

八、项目成果情况： 

《用于引文内容分析的标准化数据集的构建研究》于 2016 年 8 月发表于 CSSCI《图书馆论坛》

2016 年第 8期。全文共 7页 6625 字。位于全书第 48 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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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7 
 

一、 项目名称：基于 SOAR 模型的突发事件中网民群体行为转换规则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方天时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系统专业       

王阳春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系统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吴鹏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网络信息资源管理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科研训练小组面向具体微博舆情案例，开发定向定题智能搜索引擎，融合线上线下数据，进

行关联研究、多维分析，力求实证情境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在基于 SOAR 模型对网络舆情演变过程中

对网民群体行为建模，建立 SOAR Agent 模型总体框架，分别对 SOAR Agent 模型工作记忆的输入输

出属性进行设计，根据实际微博数据总结长期记忆规则，形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过程中的网民

群体行为转换规则库，结合 SOAR 模型决策过程，设计 Agent 的决策机制、僵局解决与学习机制。在

此基础上进行仿真算法设计，以期最大限度的将案例从现实世界转向虚拟世界，然后将得出的解决

方案映射到现实世界里，支持对网民行为的高效预测和应急管理决策制定。 

六、项目图片： 

    
       图 1 网民情感规则模型仿真系统               图 2 B/S 客户端（网页） 

七、项目创新点： 

1.本项目研究视角的创新体现在将网络舆情演变研究与 SOAR 模型认知理论和方法的结合； 

2.本项目研究方法的创新体现在将政府应急管理宏观理论与微观网民行为研究相结合。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本项目的研究目标基本达成，本科研训练小组统计归类出了不同网民群体的行为转换规则，

以宏观环境的参数变化去影响网民群体的行为； 

2.本科研训练小组完成原型系统两套：微博信息抓取系统和网民情感规则 SOAR 模型仿真系统； 

3.本科研训练小组开发出了 B/S、C/S 两个简要的搜索引擎客户端，用以显示模拟仿真结果、时

事热点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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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8 
 

一、 项目名称：南京奥体中心青奥会前后环境变化与房地产价值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叶菲菲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王文君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  

张  楚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哲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管理决策、先进制造、生产调度、供应链调度管理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针对南京奥体中心青奥会前后环境的变化与房地产价值波动情况，根据奥运经济的概念及基本

特征, 综合运用统计预测与决策的相关方法分析。结合青奥会前后南京奥体中心环境的变化，明确

青奥会对南京奥体中心房地产价值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六、项目图片： 

 

     

图 1 房价影响因素图               图 2 灰色模型分析            图 3房价预测对比图 

七、项目创新点： 

1.学术界对于奥运经济和房地产价值的分析都有较多研究，但却没有将青奥会与房地产价值加

以联系，本课题将找到结合点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2.以往对房地产价值的研究大多偏向于定性分析，本课题小组采用灰色模型、层次分析法对数

据进行分析，无论是对房地产价值的预测分析还是对影响因素的分析均采用定量、定性分析相结合

的方式。 

八、项目成果情况： 

完成三篇学术论文，目前皆处于审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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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9 
 

一、 项目名称：钢铁企业低碳绩效评价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潘辰栋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专业       

朱  惠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专业       

朱  凯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徐光华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绩效评价与社会责任会计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据《中国钢铁工业发展报告》，2015 年中国钢产能严重过剩，吨钢能耗等指标虽达到目标，但

仍然能耗大、污染严重。通过调查走访发现，目前钢铁企业的绩效评价缺乏环保指标，难以反映企

业运营实际情况。针对此现状，本课题通过研究低碳环保指标，帮助钢铁企业在目前低碳经济、企

业转型的背景下，建立低碳绩效模型，科学管理，在降低能耗和污染的同时提升企业效益。  

六、项目图片： 

   

图 1南钢集团部门绩效架构图                  图 2 低碳绩效模型 

 

图 3权值因子判断表 

七、项目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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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良模型并加深数据化地计量绩效模型效果； 

2.通过企业的研究实例分析、进行实地考察，让我们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项目论文《钢铁企业低碳绩效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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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50 
 

一、 项目名称：特定主题多语种网络资源采集与处理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李国楠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王小英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杨妮超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丁晟春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电子商务/知识管理与数据挖掘/信息系统分析与设

计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对国内国外相关各类网站，重点进行与南海有关的六国四方的多语言（日语、英语、越语等）

新闻网页的抓取工作，然后对标题、正文、时间、来源等内容进行抽取并存入数据库中。最后将得

到的数据进行多角度统计分析，以雷达图、散点图等图表形式进行结果展示。系统设计成网页形式，

完成用户抓取、浏览、查询南海相关新闻内容以及数据分析图表展示等功能。 

六、项目图片： 

     

        图 1 系统首页              图 2 媒体报道分析              图 3综合报道分析 

七、项目创新点： 

1.进行与南海相关的六国四方的多语言（日语、英语、越语等）数据爬取、统计分析及可视化

展示； 

2.爬虫采用 webcollector 开源包，便于扩展和更新。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开发出“南海舆情监测与分析”系统； 

2.作品获得 2016 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2016 年江苏省计算机设计大赛一等奖； 

3.申请并获得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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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51 
 

一、 项目名称：高压架空导线断股温升的实验研究及模型建立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赵荪翀  2013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张继云  2013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石鸿飞  2013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应展烽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电力系统分析、功率转换设备控制技术  单位：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高压架空导线受腐蚀、闪络及金具安装不当等因素影响，易发生断股现象。断股引起导线温度

急剧升高，严重时导致导线断股，引发输电事故。为了指导线路安全运行与检修，本项目对此展开

研究，旨在建立断股导线温升模型。 

六、项目图片： 

     
图 1 断股导线实验平台 图 2不同断股情况的交流电阻模型 图 3导线断股模型参数辨识 

七、项目创新点： 

1.探索了导线断股对导线电阻影响的变化规律，克服了难以准确针对导线电阻变化给出其断股

程度的问题。为提高电阻模型的建立精度，项目组提出了一种基于小波变换和二点法的实验交流电

压、电流波形处理方法，以减小实验过程中的噪声干扰和波形畸变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并在此基础

上建立断股导线交流电阻计算模型，为后续导线断股温升模型的建立提供基础； 

2.结合热电类比理论建立了断股导线温升模型，采用参数辨识方法确定断股导线热路模型参数

及其变化规律，揭示断股现象对导线温升的影响机理，为实际线路运行检修提供理论依据，克服了

现阶段导线断股温升难以工程计算的问题。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利用大电流发生器、实验导线、实验架、示波器、数采装置等设备设计并搭建导线断股温升

实验平台。该平台为导线交流电阻模型和导线断股温升模型的建立提供了有效的实验手段； 

2.根据实验数据，研究导线在不同程度断股条件下的交流电阻变化规律及其温度特性，并建立

了断股导线交流电阻计算模型。同时，为提高导线交流电阻计算精度，提出基于滑窗小波和二点法

的实验导线交流电压和电流采集信号滤波和处理算法，该算法所撰写的论文已录用于《电气工程学

报》； 

3.利用断股导线温升实验结果及断股导线交流电阻计算模型，结合热电类比理论建立断股导线

温升模型，并通过参数辨识方法获得模型参数及其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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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52 
 

一、 项目名称：煤阶和热解气氛对半焦物理和化学性质及其利用特性的影响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徐  昊  2013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宋增华  2013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董一江  2013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睿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工程热物理  单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煤炭分级转化利用技术是通过热解的方式将煤中的挥发分提取出来，经冷却后分离出液态的焦

油和气态的热解气，热解后剩余的半焦可作为锅炉或气化炉燃料、吸附剂、催化剂载体等。而在煤

炭分级转化装置中，鼓泡流化床热解炉采用热解气作为流化气。因此，原煤是在热解气气氛下进行

热解的。相较惰性气氛，热解气气氛必然会对热解半焦的气化、吸附和催化特性产生影响。本项目

实验采用两种烟煤和一种褐煤，探讨了热解气的主要成分 H2、CO、CO2、CH4 对于热解半焦气化、吸

附和催化特性的影响。 

六、项目图片： 

       
     图 1 项目结题论文       图 2 半焦气化、吸附实验系统     图 3 半焦催化尾气分析装置 

七、项目创新点： 

1.采用单一的热解气氛制取半焦； 

2.探讨了热解气的主要成分 H2、CO、CO2、CH4 对于热解半焦气化、吸附和催化特性的影响。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完成论文《热解气氛对半焦吸附、催化与气化特性的影响研究》； 

2.论文收录至《2016 年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 燃烧学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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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53 
 

一、 项目名称：空气源热泵溶液除霜及溶液冷冻再生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张  钤  2013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       

朱玉婷  2013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 

齐天皓  2013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余延顺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空调热泵技术  单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室外换热器的结霜与除霜是空气源热泵技术应用中的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目前国内外该

领域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本项目创新性地提出采用盐溶液对热泵机组室外换热器进行除霜与抑

霜，以实现空气源热泵系统的无霜运行；并对除霜稀释后的盐溶液采用冷冻方式进行再生，解决了

空气源热泵传统除霜模式造成机组制热运行时的除霜能量损失问题，有效提高了空气源热泵技术的

适应性与能效水平。该项目方法及理论一方面解决空气源热泵系统的除霜问题，同时也可为能源塔

热泵系统的盐溶液再生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实物机组图           图 2 论文录用函           图 3专利受理书 

七、项目创新点： 

1.采用盐溶液对热泵机组室外换热器进行除霜与抑霜，以实现空气源热泵系统的无霜运行； 

2.对除霜稀释后的盐溶液采用冷冻方式进行再生，解决了空气源热泵传统除霜模式造成机组制

热运行时的除霜能量损失问题。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溶液除霜及冷冻再生空气源热泵实物机组； 

2.申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 

3.暖通年会录用论文一篇。 

 



 

 

56

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54 
 

一、 项目名称：青奥会与南京城市形象传播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江  珊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李海潮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孔姜丹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陈尚荣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文艺学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以南京青奥会为切入点，探究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形象建设的意义。 

六、项目图片： 

   
        图 1 论文发表第一页        图 2 论文发表第二页        图 3 论文发表第三页 

七、项目创新点： 

1.在新媒体环境下探究南京青奥会的推广宣传； 

2.从受众和政府两个角度入手解读南京城市形象的转变。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视听》杂志 2016 年 9月 15 日 第 9 期发表论文《新媒体环境下“青奥会”对南京城市形象

的推广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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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55 
 

一、 项目名称：基于品牌基因的快消品包装设计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刘丰瑞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专业   

徐  斐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专业  

马祎玮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辉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视觉创意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在快速消费品资源极为丰富,市场日趋细化的今天,各大企业对于其品牌下的产品识别日益重

视。而品牌基因是保持产品族一致性、创新性、独特性的关键因素。尤其是现在我们的民族产业“山

寨”横行,基于品牌基因的包装设计研究更有其现实意义。而快速消费品作为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拥有重要地位。我们预估，国内快消品包装设计的大变革即将迎来。 

六、项目图片： 

 
图 1 奶花标志                 图 2 概念图                 图 3 产品组合 

七、项目创新点： 
1.我们在设计构思的过程中结合起前面调查过的种种文献和国内外的牛奶品牌，希望能规避绝

前面提到的大多数传统的，诸如大 LOGO、吉祥物等品牌基因呈现方式，让品牌基因更加直观化，更

具有视觉冲击力； 

2.我们的设计创意在于对包装设计中图形装饰的极度简化和摒弃，转而进行特别的平面质感设

计，以“一整块的牛奶”为出发点，以完全不同于同类产品的简洁和神秘向消费者的目光发出精致

的邀请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E.milk 概念牛奶包装设计； 

2.若国内的快消品在包装设计方面更加重视品牌基因的塑造和加入，一定能大大提升国货在国

际市场的美誉度和信任度，国内品牌的竞争力将会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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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56 
 

一、 项目名称：基于大服务理念的创新型社区养老模式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刘芸彤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产品设计专业       

方  晶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亚军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老龄化课题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依托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宏观背景，根据中国特色的“居家-社区-机构三段式养老模式”，提出大

社区、大服务、大设计的概念，创新性地从设计学、社会学的角度构建社区养老模式，完善三段式

养老服务的功能构成，最终实现基于大服务理念的创新型社区养老模式。基于创新型大社区养老模

式研究与设计出相关的适合老年人的产品。           

六、项目图片：  

 

 

 

 

 

 

                  

图 1 专利授权书                             图 2 论文录用书  

                  

                图 3 老年人设计                             图 4 实物展示 

七、项目创新点： 
1.面向不同层次的养老需求模式构建及基于大服务理念的创新型大社区养老模式构建； 

2.依托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宏观背景，根据中国特色的“居家-社区-机构三段式养老模式”，提出

大社区、大服务、大设计的概念，创新性地从设计学、社会学的角度构建社区养老模式，完善三段

式养老服务的功能构成； 

3.分析老年人的日常现状并基于创新型大社区养老模式制定设计方案。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有关于基于创新型大社区养老模式的硬件支撑产品设计 3 件，申请产品专利 3 项，并制作实

物作品 1件； 

2.项目成果完成基于创新型大社区养老模式的项目研究报告一份； 

3.有关于基于创新型大社区养老模式项目的论文两篇，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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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57 
 

一、 项目名称：未来银行空间设计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李天成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专业       

周靖灿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专业  

吴燕芬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徐伟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空间设计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未来银行是什么样的？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认识。但从体验方式上来说，银行传统模式必将翻天

覆地的变化，未来银行一定是能“逛”的银行。在那里，受众可体会到休闲的环境，人性化的区域

设置，无障碍的服务实施，全新的服务模式。 

六、项目图片： 

     

             图 1 大厅空间           图 2 信贷业务空间         图 3车展空间 

七、项目创新点： 

1.把空间换时间：我通过对银行的更合理、有效的空间安排规划，增加入更多体验性强的空间，

将销售与银行的更功能性分区安置，一部分上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通过空间交叉安排，更好的将人

们消费行为与银行办理行为结合，减少无效时间的消耗； 

2.大数据银行：虽然未来成功银行一定是数据大行，是数据分析、数据解读的优秀银行，从数

据中获得洞察力，攫取价值。数据应用将从分散、被动、辅助的地位，上升为银行的经营核心和创

新来源，成为银行不可复制的竞争力。谁能拥有海量数据并从中获取有价值信息的能力，谁就把握

了未来。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未来银行空间设计模型效果图； 

2.未来银行空间模型介绍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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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58 
 

一、 项目名称：网络视频的发展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影响及对策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吴  楠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许晓丽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彭  云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孙宜君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传播学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当下网络视频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也越来越吸引广大受众群体，特别是大学生受众。大学

生受众群体是我国网络视频的核心使用群体。网络视频传播内容正日益影响并改变着大学生的思维

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然而，网络视频传播内容的影响也具有积极或消极双重方面。因此，

如何正确对待网络视频传播内容积极影响，而避免网络视频传播带给大学生带来的消极影响，采取

相应的对策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将就网络

视频传播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六、项目图片： 

       

               图 1                     图 2                           图 3 

七、项目创新点： 

1.案例新，选取最火热的视频或现象进行讨论，具有时新性； 

2.将访谈法和问卷法相结合，得出最真实的结论，多元化的环境给了大学生价值观巨大冲击； 

3.当下网络视频发展过程中，个人产权意识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亟待加强。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提交论文：网络视频传播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2.提交论文：网络视频的发展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正式发表）； 

3.提交报告：网络视频传播对部分高校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状况调查问卷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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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59 
 

一、 项目名称：基于虚拟仪器的校园 app 开发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刘不凡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邹  涛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焦  艳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刘英舜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智能交通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将南理工图书馆网站制作成安卓智能手机 app 拥有登陆、图书搜索、借还状态更新等功能从项

目中熟悉学习安卓手机开发流程。以基于安卓平台的手机软件开发过程为研究对象，将南京理工大

学图书馆网页为切入口模板进行手机 app 设计，理清手机软件开发的流程脉络，了解在校大学生对

移动设备应用的个性化需求，分析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趋势。开发了一款安全简单，美观实用的

校园手机应用。 

六、项目图片： 

   

        图 1 查询界面                     图 2人员表                  图 3 图书表 

七、项目创新点： 

1.把学校图书馆网站和师生息息相关的功能挑选出来，做成 APP，提高师生的借阅效率； 

2.添加给书籍评分的功能，让师生能够借到对自己更加有用的书籍； 

3.使用严格模式来检查 UI线程中可能潜在的费时操作，使 APP 的运行速度更加快。 

八、项目成果情况： 

1.app 能在手机上正常运行； 

2.功能可以进一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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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60 
 

一、 项目名称：传感网在智能建筑中的应用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曹志东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刁品文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鞠  悦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电气信息类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吴晓蓓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智能控制、无线传感网技术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主要以建筑物内温湿度、空气质量和光强四种物理量的在线监控为研究内容，采用CC2530

处理器，完成了对物理量信息的收发，搭建了无线传感网，实现了对建筑内信息在线监测和实时分

析的要求，自制了铝质格子型实验架模拟实际建筑，在格子内放置相应的传感器，来模拟实际建筑

中的传感网。 

六、项目图片： 

     

   图 1 模拟实验架             图 2 人机交互界面               图 3 改变实验环境 

七、项目创新点：   

1.在自制的实验架中模拟实际建筑物的环境，实现了对建筑物室内光强、温湿度和空气质量的

智能检测及处理； 

2.对无线传感网的通信性能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增加通信距离和穿透障碍物的通信方案。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实现预期功能并可演示的实物作品； 

2.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已录用：黑龙江科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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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61 
 

一、 项目名称：基于图像识别的电梯导轨尺寸检测系统设计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郭  飞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江海洋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智能电网专业  

钱春亚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徐志良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检测理论、方法和技术及其应用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基于图像识别技术，检测电梯导轨尺寸：其中包括导轨孔径的半径和位置，阴隼，阳隼的尺寸；

首先利用工业相机采集导轨图片信息传送到工控机上，然后对图片进行处理，利用编好的上位机程

序计算相关尺寸，根据计算结果判断工件是否符合要求。 

六、项目图片： 

  

               图 1 硬件连接                               图 2 上位机调试 

七、项目创新点： 

1.根据工件的形状特性，我们改进了原有的 canny 算子； 

2.结合工厂的实际流程，开发了两个上位机程序，一个便于调试参数，另一个应用于工厂流水

线生产。 

八、项目成果情况： 

完成了预期硬件搭建和上位机程序开发，实现了相应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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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62 
 

一、 项目名称：嵌入式北斗/GPS/惯性组合导航系统设计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沈际春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庄加兴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邱一鸣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陈帅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惯性导航技术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为满足高动态和复杂电磁环境下精确制导武器高性能导航定位的要求，研究北斗/GPS/惯性组合

导航高性能信息融合算法，攻克嵌入式北斗/GPS/惯性组合导航系统中的关键技术难点，为我军信息

化武器的发展提供技术储备。 

六、项目图片： 

     
              图 1                          图 2                           图 3 

七、项目创新点： 

1.设计出一种适合于高动态环境下惯性/卫星组合导航信息融合算法； 

2.完成嵌入式北斗/GPS/惯性组合导航原理样机一套； 

3.动态环境下，组合导航定位精度<10m，测速精度<0.3ms，组合导航数据刷新频率≥200Hz。 

八、项目成果情况： 

1.一套嵌入式北斗/GPS/惯性组合导航原理样机； 

2.发表论文《An Advanced GPS Carrier Tracking Loop Based on Neural Networks Alogrithm》

被 IEEE/ION PLANS 2016 会议收录； 

3.发表论文《SINS 辅助 GNSS 接收机快速重捕算法研究》被第七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收录入会

议论文集； 

4.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斩获大学组一等奖（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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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63 
 

一、 项目名称：基于 DCS 的 35T/H 燃气锅炉 3MW 背压式发电机组控制策略的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夏秋澄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郭伟清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许文敏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永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在研究设计背压式发电机组控制策略的基础上，运用 MATLAB 进行实验仿真，再通过实验

室 ECS-100 系统的组态软件 Advantrol-pro 2.5 组态模拟背压式火力发电厂实际生产过程，设计利

用现有经典 PID 控制和模糊 PID 算法实现对温度、液位与流量回路的检测与控制，以及各监控报警

画面的制作，完成其测控系统的完整设计。 

六、项目图片： 

       
图 1 发表论文                图 2 论文刊物                  图 3实验设备 

七、项目创新点：  

1.在查阅相应资料的基础上，通过 MATLAB 仿真以及 AE2000 模拟实验，验证了三种控制策略的

特点； 

2.同时，创新性提出将模糊控制应用于三种控制策略，设计相应的背压式发电机组控制器，在

MATLAB 和 AE2000 实验设备上进行验证，并且与之前的控制策略进行对比，分析各自的优缺点。 

八、项目成果情况： 

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或录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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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64 
 

一、 项目名称：PM2.5 环境监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甄  浩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徐  洲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汪永坤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捷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火力指挥与控制系统、嵌入式控制系统研究、物

联网/无线传感器网络、传感器与检测系统、显控系统/集散控制系统与网络控制系统、智慧互联与

智能控制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主要研究 PM2.5 监测系统所需的粉尘传感器的使用情况，以及基于 WIFI 或者 GPRS 的移

动通信网络将 PM2.5 检测值传送到服务器的运用。PM2.5 监测系统包括：PM2.5 检测设备、WEB 服务

器与远端接收设备。PM2.5 检测设备测量得到环境中 PM2.5 的值，将检测到的值在液晶屏上显示，

并以固定的时间间隔向服务器上传数据；同时还具有登录 WIFI，输入密码，模式选择等功能。WEB

服务器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到数据库中，并根据具体的要求对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远端接收设备

可以是终端电脑，移动手机等，我们在终端设备上可以查询和显示 PM2.5 数值和历史数据。 

六、项目图片： 

       
          图 1 网页显示界面               图 2检测仪图片           图 3 软件著作权专利 

七、项目创新点： 
1.采用日本进口粉尘传感器，仪器体积小，质量轻，操作简单，可以使用锂电池或直插式充电

器，使用方便； 

2.仪器可以显示 30 秒值、3 分钟值和 1 小时值，并且可以通过 WiFi 通信模块实现 PM2.5 监测

仪与系统服务器的通信。PM2.5 监测仪检测室内 PM2.5 值，将数据进行显示并通过 WiFi 发送给监控

中心； 

3.监控中心接收存储 PM2.5 数据，并根据具体需求对 PM2.5 监测仪进行远程控制，最后将检测

数据通过网页形式发布。用户只需通过联网设备便可以查询到室内的 PM2.5 值。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实现预期功能并可演示的实物作品； 

2.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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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65 
 

一、 项目名称：城轨车辆轮对尺寸在线检测实验系统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史一露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陈雅婧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贾竹君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邢宗义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智能控制、轨道交通控制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项目目标为制作一个城轨车辆轮对在线检测的实验室模拟系统装置，使该装置能模拟出实际系

统对列车轮对磨损、轮廓变形的状态监测，并具有以下功能：（1）轮对基础数据监测：如轮缘厚、

轮缘高、轮径；（2）轮对踏面曲线恢复：根据采集数据绘制轮对踏面曲线图；（3）尺寸异常报警：

将监测分析得到的尺寸与标准尺寸对比，判断尺寸是否异常。项目成果可广泛应用于实验室中，使

在校大学生可以在实验室内进学习对尺寸在线检测。 

六、项目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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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整体装置图 图 2 轮缘检测原理图 图 3 轮径检测原理图 

七、项目创新点： 

1.非接触式机械结构设计，与轨道无连接，无需替换轨道，并能克服轨道振动、下沉的影响； 

2.基于大样本数据的系统标定技术，部分标定由系统算法自动完成，过程简单，维护成本低； 

3.采用多传感器 2D重构技术，其中的多帧检测技术大大降低了系统随机误差。 

八、项目成果情况： 

1.科研训练小组已完成实物演示系统一套，已基本完成预期目标； 

2.实用新型专利：《一种非接触式城轨车辆轮径检测系统固定装置》，已受理，申请号：

201620844388.8； 

3.论文：《基于激光传感器的轮对尺寸测量方法》，已被《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期刊收录； 

4.软件著作：《城轨车辆轮对尺寸在线检测系统》，已经投递中国版权中心，流水号：

2016R11L42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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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66 
 

一、 项目名称：碳纤维材料自感知特性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李宇云  2013 级  理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卢益鹏  2013 级  理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吴  迪  2013 级  理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丁勇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结构健康监测  单位：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碳纤维复合增强材料不仅具有高强、耐腐蚀等承载特性，还具有自感知等智能特性，利用这些

性质可以制成具有自感知性能的筋材。本科研训练对于多电极和不同碳粉掺量下的树脂基碳纤维传

感器进行力阻效应研究，分析碳纤维筋的电阻-应变关系，为日后智能结构的实现奠定基础。 

六、项目图片： 

     

      图 1 多电极碳纤维筋材         图 2碳纤维素层           图 3 碳纤维筋电阻测量 

七、项目创新点： 
1.首次提出了多电极的分布式碳纤维传感器，为结构分布式监测奠定了基础； 

2.使用碳粉提高碳纤维材料的灵敏度，通过研究不同碳粉掺量的碳纤维传感器的力阻效应，为              

寻找最佳碳粉掺量提供依据； 

3.本项目注重新材料与新结构的有机结合，瞄准国内外结构健康监测领域的前沿课题，是传统

土木研究方面的一次创新。 

八、项目成果情况： 
1.以模压成型工艺制备了一系列碳纤维传感器，得到了多电极和不同碳粉掺量下碳纤维筋的电

阻-应变变化规律； 

2.完成论文《多电极碳纤维筋的力阻效应试验研究》，发表于国家级期刊《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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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67 
 

一、 项目名称：基于白光扫描干涉显微镜的三维微观形貌的测量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牛  渊  2013 级  理学院  应用物理专业       

张  敏  2013 级  理学院  应用物理专业  

王俊杰  2013 级  理学院  应用物理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徐永祥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光干涉与智能测试技术  单位：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以微光栅为例，基于显微白光干涉术，利用扫描干涉显微镜记录了 128 幅白光干涉图，

并分别运用重心法、空间频域算法、移相算法及包络曲线拟合算法对干涉图进行了分析处理，重构

了微光栅三维形貌，并由此得到了微光栅台阶数、台阶高度、光栅周期等有关参量。与此同时，利

用美国 Veeco 白光轮廓仪对同一样品进行了测试对比，结果表明：（1）由课题不同算法得到的微光

栅形貌结果完全一致，均表明被测对象为四台阶面阵式周期性结构，也与 Veeco 测得的结果完全吻

合；（2）各不同算法得到的光栅周期结果吻合良好，其均值与 Veeco 白光轮廓仪测得的结果仅相差

0.2 um；（3）台阶高度方面，不同算法得到的结果彼此有一定差异，其中，台阶总高彼此最大相差

0.8%，平均总台阶高度与 Veeco 所得结果相差 0.7%。 

表 1 由不同分析算法和 Veeco 形貌仪测得的微光栅参量结果对比 

 

 

 

 

 

 

 

 

 参量名称 移相法 空间频域算法 重心法 包络曲线拟合法 

各

算

法

分

析

结

果 

第一台阶高度 /nm 715.8 717.4 720.9 697.0 

第二台阶高度 /nm 1324.7 1331.5 1329.9 1335.9 

第三台阶高度 /nm 710.8 722.6 697.6 728.8 

台阶总高  /nm 2751.3 2771.5 2748.4 2761.8 

平均总高 /nm 2758.2 

光栅周期 /um 196.3 196.3 197.0 196.3 

平均周期 /um 196.5 

Veeco 
台阶总高

/nm 
2739.2 

光栅周期 

/um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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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图片： 

七、项目创新点： 

1.本课题研究集白光显微干涉的不同算法技术、傅立叶变换与相位解包、算法编程和图像处理

等方面的训练于一体，体现了集成创新； 

2.结果表征：不仅从不同算法角度进行结果对比，还与美国 Veeco 白光轮廓仪测量结果进行对

比，因而更有说服力。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本课题研究采用的算法与目前进口仪器所使用的测量算法一致，因而与现今测量技术实现了

“同步”； 

2.课题算法不仅适用于微观三维形貌的分析重构，对于宏观形貌的测量，只要去掉“显微放大

”环节也同样适用； 

3.完成了论文的撰写，并已向《光学仪器》刊物投稿； 

4.已报名参加江苏省高校第十三届大学生物理及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 

测量对象 

图 1 被测微光栅实物图 图 2 第 58 幅扫描白光干涉图 图 3 重心法得到的形貌结果 

图 4 空间频域算法得到的形貌结果 图 5 移相法得到的形貌结果 图 6包络曲线拟合法形貌结果 

图 7 由美国 Veeco 白光轮廓仪测得的微光栅形貌与有关参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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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68 
 

一、 项目名称：基于利率市场化的存款保险定价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孙凌燕  2013 级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史天宁  2013 级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石泮露  2013 级  理学院  应用统计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赵培标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金融  单位：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存款保险定价是存款保险制度的核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存款保险制度的成败。在当前

的存款保险定价方法中，均将利率作为常数对待，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到来，存款保险定价方法

也相应随之改变。本文将给出人民币市场化对利率影响的函数表示，通过对 2015 和 2014 年三次拟

合函数的系数进行拟合，得到市场化对利率影响。并用 2013 年的数据进行验证。对于实际中与该规

律不相符的点，我们也做出了相应的解释。 

六、项目图片： 

     

图 1 2014 与 2015 函数拟合图  图 2 2015 三次拟合函数图像      图 3发表期刊封面 

七、项目创新点： 
1.本项目给出了人民币市场化对利率影响的函数表示。根据对 2015 年和 2014 年的 shibor（上

海同业拆借利率）数据与时间进行拟合，得到拟合效果最佳的三次方拟合函数。再对两个函数的系

数进行拟合，得到市场化对利率的影响函数，并用 2013 年的数据来进行验证； 

2.可以知道任意完整的利率市场化未开放的一年利率数据，然后剔除这一年重大经济事件对其

的影响，利用论文中给出的函数就可以推导出新的任意利率市场化以后一年的大致利率与时间的函

数，然后据此给出存款保险的定价。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可以粗略估计出未知年份的利率-时间函数； 

2.论文现已在《Applied Finance and Accounting》期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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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69 
 

一、 项目名称：PVA 纤维和钢纤维混杂水泥基复合材料基本力学性能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黄庆康  2013 级  理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付金鑫  2013 级  理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冯志豪  2013 级  理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孙巍巍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特种结构和混凝土结构研究  单位：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为了全面的研究混杂 FRCC 的抗冲击断裂力学性能，探究抗拉强度、弹性模量及断裂伸长率等有

较大差异的不同纤维，如何在应变速率不同的荷载作用下发挥不同的作用。进行如下试验： 

为了研究混杂 FRCC 的纤维类型、纤维体积率、纤维混杂比例及水胶比对其基本力学性能的影响，

进行了三点弯曲试验和立方体抗压试验。 

为了研究纤维对混杂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断裂性能的影响，进行了缺口梁的三点弯曲对比

试验。 

为了研究纤维体积率、纤维类型及水胶比对混杂 FRCC 抗冲击性能的影响，参照 ACI 544 建议的

落锤冲击试验，通过自行设计的自由落锤冲击试验装置，进行了抗冲击性能对比试验。 

六、项目图片： 

   

          图 1 三点弯曲试验      图 2 P2.0 三点弯曲试验现象  图 3 P2.0 典型荷载-挠度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围绕动静态力学性能，开展了自由落锤抗冲击力学性能对比试验及断裂能试验，为以后混杂

FRCC 抗冲击性能的研究及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2.突破了局限于单一纤维增强水泥基材料研究思路，采用不同物理力学特性的纤维进行混杂，

对混凝土实现了增强增韧，具有一定的创新及实用价值。 

八、项目成果情况： 

1.黄庆康, 孙巍巍, 董浩林, 付金鑫, 冯志豪. 混杂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断裂性能研究.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 

2.董浩林, 孙巍巍, 黄庆康. 混杂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抗冲击性能研究. 《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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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70 
 

一、 项目名称：中美大学生请求类言语行为的礼貌语言策略使用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何佳霖  2013 级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师孟玲  2013 级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王圣宇  2013 级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胡光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语言学、语用学  单位：外国语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研究主要以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探究中美大学生在不同人际关系的情境下使用母语提出

请求和回应请求的表达特点和礼貌程度，以及权势身份意识在中美大学生社会交往中的话语策略选

择和使用中产生的影响。 

六、项目图片： 

     
图 1 中文调查问卷             图 2 英文调查问卷             图 3 统计结果 

七、项目创新点： 

1.理论基础 

本项目主要以韩国学者 Kim 的会话制约理论（1994）为理论基础。该理论较新，且相对不为人

熟知，具有发展前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项目组成员将该理论中的第一、第三条原则合并，重新

归纳为四大原则； 

2.研究工具与数据收集 

本项目采用网络问卷（链接+二维码）的创新形式，解决了地域限制的问题； 

3.研究对象 

本项目以中美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该群体年龄段相对集中，社会认知程度也较为相似，可减少

一些无关变量的干扰，保证调查结果的有效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在请求类情境中，中美受试者均非常重视交际目的任务型的“有效性”原则； 

2.在回应请求的情境中，美国人明显表现出社会关系原则使用的多样性态势； 

3.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对权势身份更为敏感，更重视交际双方的等级关系； 

4.研究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已被国家级教育类学术期刊《教育现代化》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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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71 
 

一、 项目名称：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运用——以小学生教育为例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周昕宇  2013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于茜仪  2013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刘  琳  2013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黎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社会工作  单位：公共事务学院 

五、项目简介： 

党的十八大倡导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顺应社会发展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到公民个人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当“从娃娃抓起”。故

本项目以 X小学四（二）班为服务对象，将专业社会工作理论与小组工作方法运用到小学生“友善”

价值观教育当中，探索二者结合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既是对专业社会工作应用领域的尝试性开拓，

也是对中小学生传统思想品德教育方式的革新。 

六、项目图片： 

     

图 1 在操场开展小组活动    图 2 认真制作“友善”微海报       图 3 课后愉快合影留念 

七、项目创新点： 

1.相对于已有研究，本项目创新性地尝试将专业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小学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中去，既是对专业社会工作应用领域的开拓，也是对学校社会工作内容的丰富，更是

对小学生传统思想品德教育模式的革新； 

2.本项目的实施初步实现了专业社会工作进校园，打破了固化、封闭的小学教育体制，既是对

传统学校教育、管理模式的突破，也是对专业社会工作职业化、本土化发展的推进； 

3.本项目的目标之一是以“友善”价值观为切入点，引导服务对象友好对待同学、感恩对待老

师、尊重对待家长，创新性地构建学校-家长-同学三者之间良性沟通、相互理解的健康关系模式。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帮助服务对象将“友善”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一既定项目目标； 

2.项目成果得到了小学校方认可，为未来其他同学在小学开展研究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形成研究论文一篇，已获校外国家级期刊用稿通知书，有助于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可借鉴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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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72 
 
一、 项目名称：社区居民自治的有效实践形式——以南京市为例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干晶晶  2013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王温馨  2013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孙莎莎  2013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学斌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社区问题、老年社会工作  单位：公共事务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以研究南京市居民自治的现状为基础，深层次地提出居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为主要任

务内容，以文献查询与问卷调查、访谈为形式收集原始数据，采用 Spss 社会科学软件包来分析整理

数据形成分析报告。在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多多走访社区了解南京市现今居民自治形式，有针

对性地分发调查问卷，保证问卷质量的可靠性，确保数据资料的有效，通过访谈了解业委会自治的

有效形式。通过调查了解业委会自治的形式及其有效性程度，提出业委会自治的有效性模式。 

六、项目图片： 

     
图 1 录用通知          图 2 业主联谊活动         图 3访谈提纲 

七、项目创新点： 

报告主要着眼于业委会自治的有效实践形式，通过研究探讨案例，分析业委会自治作用消极的

原因对比业委会自治的积极的效果，进而提出“四平衡、三协调”的业委会运作模式。本报告以南

京市 X 小区为例，从特殊性中总结共性，通过对业委会成员的深度访谈、普通业主的问卷调查和访

问，并且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业委会举办的社区活动中去，获得大量研究资料，以具体客观的角

度，分析原因，提出建议。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业委会自治的困境，并找出了原因，同时提出了“四平衡、三协调”

的业委会自治模式。根据调查研究所得，发表了以主持人为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论文被《办公室

业务》2016 年 10 月刊收录，并将被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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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73 
 

一、项目名称：热爆反应合成 TiB2颗粒增强高温合金镍基复合材料反应机制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周  瑜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楼淼森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张逸卿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朱和国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内生型金属基复合材料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热爆反应合成内生颗粒 TiB2增强高温合金 Ni 基复合材料。分析 Ti-B-Ni 系的反应热力学，初步

确定反应产物；测定其在不同增强体体积分数（10、20）和不同升温速率时的 DSC 曲线，计算反应

活化能，结合金相、XRD、SEM 和 EDS 等，探讨该体系的反应机理。 

六、项目图片： 

图 1 国际会议论文录用通知        图 2 国内杂志录用通知                图 3 发明专利一项 

七、项目创新点： 

1.本课题采用的热爆反应法制备复合材料，属于内生型增强体合成法。内生型颗粒增强镍基复

合材料的增强体是通过化学反应在基体中生成的，相比一般的外生型增强体合成法，颗粒表面干净，

无污染，界面结合强度高； 

2.一种新材料的研发过程和分析材料的基本方法。 

八、项目成果情况： 

1.获得该体系的反应活化能随反应工况变化的规律，制备出（TiB2）增强的内生型镍基复合材

料，完成提交一份总结报告； 

2.了解该体系的反应机理，掌握一种新材料的研发过程和分析材料的基本方法； 

3.完成公开发表论文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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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74 
 

一、 项目名称：电子封装用高导热绝缘复合材料的制备与导热性能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陈  钱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李  辉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段明松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丁锡锋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新能源材料、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功能和结构陶

瓷的先进制备、微结构和性能关系研究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随着电子器件的高频、高速以及集成电路技术的迅速发展，电子元器件的总功率密度大幅增加

而物理尺寸越来越小，其热流密度因此大大增加。若产生的热量不能及时散出，将使电子元器件绝

缘性能退化，材料热老化，导致元器件失效或损坏，已成为高功率电子器件研制亟待突破的关键问

题之一。氰酸酯树脂的低导热特性已很难满足未来微电子技术发展的需求，开发具有高导热系数的

氰酸酯复合材料已成为关键。高导热填料以其优异的耐高温、电绝缘、抗氧化以及相对较高的导热

系数等优点，有望增强绝缘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导热性能，提高电子器件的散热能力。 

六、项目图片： 

 

图 1 氮化硼红外图谱                        图 2 复合材料导热系数 

七、项目创新点： 

1.酸性条件下改性 BN 粉末； 

2.常温环境下，BN 含量在 25%时，复合材料的导热系数达到 0.84W·m
-1
·k

-1
，是纯树脂导热系

数的 4倍。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氮化硼改性研究发现，在酸性条件（PH=5 左右）下，改性效果最佳； 

2.随着氮化硼含量的增加，复合材料的导热系数逐渐增大，当氮化硼含量达到 25%时，材料导

热系数为 0.84W·m
-1
·k

-1
，是纯树脂导热系数的 4倍； 

3.加入 BN 后，复合材料的热稳定性上升到 375℃到 425℃，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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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75 
 

一、 项目名称：高压退火 MnCoSi 合金中磁热效应的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张晓静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王佳辰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徐追梦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徐锋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金属磁性功能材料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MnCoSi 合金具有独特的双螺旋磁矩排列结构，在磁场的驱动下可诱发螺旋反铁磁到铁磁态的变

磁性转变，该过程中将伴随着大的磁热效应，有望应用于磁制冷工业中。然而高的变磁性临界场，

大的磁滞损耗以及样品在制备过程中的自然碎裂等问题阻碍其进一步应用。本项目我们通过高压退

火来对电弧熔炼制备的 MnCoSi 合金进行处理，通过该种方法我们在该体系中成功引入残余应力，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晶格中 Mn-Mn 间距，这导致了合金变磁性临界场的降低，从而获得低场下增强的磁

热效应，此外高压退火也使得 MnCoSi 磁滞大幅减小，力学性能也有所提升。高压退火 MnCoSi 在磁

制冷行业中表相出巨大的应用潜力。 

六、项目图片： 

图 1高压 4GPa 样品的等温磁化曲线     图 2 高压 MnCoSi 样品的磁熵变  图 3高压 MnCoSi 样品的应力应变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降低了 MnCoSi 合金的变磁性临界场，提高了其低场下的磁热效应； 

2.大幅度减小了合金变磁性过程中的磁滞损耗； 

3.增强了合金中的抗压强度，提高机械加工性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拟发表 SCI 论文一篇 (Xiaojing Zhang, Jiachen Wang, Zhuimeng Xu, Jun Liu, Feng Xu*. 

Enhanced magnetic refrigeration performance in metamagnetic MnCoSi alloy by high-pressure 

ann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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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76 
 

一、 项目名称：新型透明柔性阻变存储器的制备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吴  晔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韦  奕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宋洋洋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曾海波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无机钙钛矿光电材料与器件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新型显示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 

五、项目简介： 

随着现代信息产业的发展，传统的非挥发性存储器逐渐遇到发展瓶颈，不能满足未来大容量、

高速度的发展需求。同时，立足于目前光电材料科研领域的焦点，开发基于全无机铅卤钙钛矿的非

挥发性阻变存储器将具有潜在的巨大商业价值。本课题将以 CsPbBr3 作为主要存储介质，通过金属

氧化物包覆形成异质结，在保持器件优异的光电性能的同时，大幅提高器件的稳定性。 

六、项目图片： 

     

图 1 器件结构示意图        图 2 器件电性能表征        图 3 器件光性能表征 

七、项目创新点： 

1.首次报导基于全无机铅卤钙钛矿材料的非挥发性阻变存储器； 

2.器件的开关比、循环寿命、单位功耗均为有报导的有机/无机钙钛矿阻变存储器最优； 

3.采用金属氧化物包覆无机钙钛矿，形成异质结阻断水氧，大幅提高器件在室温条件下的稳定

性，性能是目前有机/无机钙钛矿阻变存储器最优。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小组成员在 SCI 一区期刊 Nano Research 上发表共同第一作者文章一篇； 

2.小组成员以第三发明人身份申请国家发明专利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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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77 
 

一、 项目名称：NiAl合金亚纳米-纳米沉淀相演变的相场与实验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冒源吕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杨钦如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刘  傲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永胜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高温合金微观组织模拟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介绍： 

本课题采用相场模拟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 Ni-Al 合金中 Ni3Al 沉淀相的形核机制，预测温度

在 1000-1200K、Al 含量在 17-18at.%范围内的临界晶核半径，得到 Ni3Al 沉淀相微观组织演化图与

粒径分布图，并确定沉淀相粗化规律及体积分数的变化规律。 

六、项目图片： 

 

 

 

 

 

图 1 温度梯度 T =0.00K 时，Ni-17at.%Al 合金   图 2 不同温度梯度下 Ni-17at.%Al 合金在 T0=1000K 时效时的

微观组织演化,在 T0=1000K 时效时γ′相的体积分数随 

(a)t*=20,(b)t*=60,(c)t*=300,(d)t*=3000 时间的演化  

七、项目创新点： 

1.将温度梯度耦合到自由能函数中，构建相场动力学模型； 

2.选用含应变的合金模型体系，探明了在内应变和温度梯度的共同作用下，Ni-Al 合金 γ′(Ni3Al)

相的微观形貌、尺寸、颗粒数密度以及成分演化规律。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本课题采用相场动力学模型，将温度梯度耦合到自由能函数中，探明了温度梯度下 Ni-Al 合

金 γ′相的微观形貌、颗粒半径、颗粒数密度以及成分演化规律； 

2.撰写了一篇论文，已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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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78 
 

一、 项目名称：利用粉末热锻技术制造汽车发动机双层复合材料凸轮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孙  露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周春芳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王惠亚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申小平  职称：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粉末冶金  单位：工程训练中心 

五、项目简介： 

基于组合式凸轮轴上凸轮的工作特点对凸轮内外层材质的力学性能要求不一致，故本项目利用

粉末锻造技术的冶金与成形特点，研制和开发双层复合材料凸轮应用于组合式凸轮轴，达到替代进

口、降低成本、提高发动机功率，实现批量生产的目的。本项目的设计方案：首先研究双层复合凸

轮的材料成分，采用正交的试验方法得到外层材质的优化成分配方。其次根据制备工艺设计了复合

凸轮的压制成形模具及热锻成形模具。此外，结合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对成形工艺参数进行优化，

确定最佳的工艺方案。将最终得到的复合凸轮进行摩擦磨损、硬度、屈服强度、抗弯强度等力学性

能测试及微观组织分析。 

六、项目图片： 

     

图 1                     图 2                          图 3 

七、项目创新点： 

本项目采用粉末热锻成形工艺代替传统铸造钢件制备双层复合凸轮。 

1.从制备技术上来看，粉末锻造作为一种将粉末冶金与精密锻造相结合的近净成形工艺，具有

材料利用率高、生产工序少、锻件精度高、质量稳定性好、成分稳定、模具寿命高等优点、节约成

本及生产时间，易于制备难熔合金和金属复合材料的成形工艺； 

2.从制造工艺上来看，采用闭式热锻工艺，能提高粉末零件的密度和改善密度分布，从而提高

凸轮的强度和精度； 

3.从成形与锻压模具上来看，选择预成形坯与终锻件形状相似的形状，有利于锻造变形，避免

产生裂纹。选择外形以压入成形方式，间隙取 0.5～1mm，内孔不留变形间隙，保证定位准确。为保

证双层材料（内外层）凸轮成形，下模冲分形，以保证两次装粉、两次压制（预压和压形）。选择热

复压的锻造方式，所谓热复压式锻造类似于粉末体的压制成形，仅考虑模具型腔的装模间隙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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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压缩变形量，这种方式在锻造过程中材料变形小，几乎没有宏观金属流动，这种锻造方式不

会产生内凹或充不满； 

4.从材料方面来说，采用内外层不同材质，可以在节约成本的同时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的要求。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合金 1C-1.5Cr-2Cu-0.85Mo-Fe 组织均匀性最好。合金 1C-1.5Cr-2Cu-Fe 组织最为复杂，富铬

富铜区明显，有合金碳化物、马氏体、贝氏体、珠光体。合金 1C-1.5Cr-2Cu-0.85Mo-0.5Si-Fe 珠光

体轻微粗化且不均匀。说明加入 Mo 能促进合金元素扩散，且均匀细化组织，Si 的加入使组织有粗

化和不均匀的趋势。热锻组织均匀细化； 

2.当 Mo 和 Si 以铁合金形式加入时，钼铁粉对压形密度几乎无影响，硅铁粉会影响压形，相同

成形条件下，密度降低约 0.9g.cm-3。锻造可大幅降低孔隙，提升材料的密度。双层材料的压制及

热锻没有明显的分界； 

3.三种合金的宏观硬度接近。合金 1C-1.5Cr-2Cu-Fe 显微硬度差别最大，从 841HV（合金块的

心部）到 187.5HV（珠光体），合金 1C-1.5Cr-2Cu-0.85Mo-Fe 显微硬度最均匀（623.8HV～252.7 HV）； 

4.合金 1C-1.5Cr-2Cu-Fe 抗弯强度最高，合金 1C-1.5Cr-2Cu-0.85Mo-0.5Si-Fe 抗弯强度最低，

合金 1C-1.5Cr-2Cu-0.85Mo-Fe 抗弯强度达 663MPa； 

5.合金 1C-1.5Cr-2Cu-0.85Mo-Fe 的磨擦系数最低，稳定性最好，三种合金在相同的摩擦条件下，

合金 1C-1.5Cr-2Cu-0.85Mo-Fe 的磨损量最小； 

6.1C-2Cu-1.5Cr-0.85Mo-Fe 铁基合金经热烧后，能获得高密度、高硬度、高耐磨性等优良性能，

可用作双层复合凸轮外层材料，以提高凸轮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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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1 
 

一、 项目名称：家庭护理机器人的设计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周军宏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毕远亮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肖金松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四、项目导师： 

姓名：贾云飞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医疗与服务机器人是一种智能型服务机器人，它能够自主完成一系列的操作计划，依据实际环

境状况做出相应的应变操作，处理突发事件，执行后续任务。机器人设计目的是为家庭老弱病残孕

等行动不便者提供日常简单护理工作，比如为主人端茶送水、送饭、取送药瓶及服药提醒等，分担

护理人员繁重琐碎的护理工作。 

六、项目图片： 

         
图 1                                       图 2 

七、项目创新点： 

1.实现自主导航，自主抓取物品，并放置在不同高度的位置，全过程无需遥控； 

2.采用直道加速，零半径转弯，限位开关定位等措施； 

3.采用 arduino 单片机，编程方便，系统开源； 

4.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方案，便于拆卸与维修； 

5.自主搭建云台，使控制芯片与金属底板隔离。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完成家庭护理机器人的搭建； 

2.参加江苏省机器人大赛获得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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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2 
 

一、 项目名称：线性聚能水射流切割弹药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曹  阳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专业  

郭至荣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专业  

袁帅民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祖旭东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火炮、自动武器与弹药工程，战斗不涉及，高效毁

伤与防护技术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近年来恐怖袭击越发频繁，给人民财产安全带来巨大威胁，特别是恐怖分子安装的定时炸弹，

结构日益复杂，给排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本项目拟研究一种可将炸弹切割开，且不引起炸药

爆炸的线性聚能水射流切割装置。 

六、项目图片： 

     

图 1 线性水射流切割弹药      图 2起爆装置 2、聚能装药结构 3和药型罩 

装置实例中结构示意图                    5 的结构示意图 

七、项目创新点： 

1.本项目的技术方案，可实现用较少的炸药安全切割弹药； 

2.聚能装药和药型罩结构是独立的，可分开携带，便携性较好； 

3.本专利的技术方案采用最佳有利炸高，侵彻深度最佳。 

八、项目成果情况： 

专利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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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3 
 

一、 项目名称：可穿戴式上肢康复机器人机构设计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王子庆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周景亮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冯国津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 黄新燕  职称：副教授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针对上肢康复，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基于外骨骼的便携式、可穿戴式上肢康复机器人。该

机器人有 4自由度，可以实现肩关节上摆/下摆、外展/内收，肘关节屈/伸运动。并根据机器人结构，

通过 D-H 法对机器人进行运动学分析，求得正逆运动学方程。另外通过 SolidWorks motion 进行运

动学、动力学仿真，为电机选型得到了理论基础。最后进行了机器人样机的制作，并撰写小论文一

篇。 

六、项目图片： 

     

图 1 穿戴效果图             图 2 样机实物图              图 3 样机装配图 

七、项目创新点： 

实现了上肢康复机器人的便携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完成了上肢康复机器人的实物样机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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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4 
 

一、 项目名称：轮式移动机器人视觉导向与目标定位系统的研发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金  鑫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田  雨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张中泽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何博侠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机器人视觉与数字图像相关技术  单位：机械工程

学院 

五、项目简介： 

轮式移动机器人在国防和民用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作为智能机器人自主工作的基础技

术之一，视觉系统担负着环境感知、运动导向、目标定位等功能。本课题针对轮式移动机器人的视

觉系统进行设计，主要完成机器人视觉系统的方案设计、软硬件系统的开发等。主要工作包括：视

觉系统总体方案设计、嵌入式硬件系统设计、目标识别算法开发、目标测距与导向算法开发等。 

六、项目图片： 

  
图 1 全套硬件设备连接图                     图 2 目标识别特征提取情况 

七、项目创新点： 

1.使用双目视觉系统：对于机器人视觉系统而言，关键技术在于目标的寻找、识别、定位。目

前应用的的视觉系统多种多样，例如基于单摄像机的机器视觉系统。双目视觉技术不但可以像单目

摄像机一样进行目标识别，而且可以以较高的精度得出目标所在的位置相对于机器人本身的坐标； 

2.选择基于 DSP 嵌入式的搭载平台：DSP 编程灵活，内核结构高效，指令集、特殊功能运算单

元能满足高难度和复杂的数据处理运算用 DSP 来开发嵌入式双目视觉系统，该系统体积小、移动性

强、功耗低、运算快、开发方便。 

八、项目成果情况： 

1.目标识别与视觉导向硬件系统，包括双目摄像头、DM642 开发板、DSP 仿真器等； 

2.目标识别与目标定位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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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5 
 

一、 项目名称：步枪后坐力测试系统设计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张瑞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工程专业 

王岐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工程专业 

马皓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试技术与仪器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忠新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火炮、自动武器与弹药工程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在现代战争中，枪械，尤其是步枪，以其自身的优点成为近距离压制火力点，占领敌方阵地杀

伤敌方有生力量最为有效的武器之一。不言而喻，枪械性能的优劣对于战争结果来说将会起到直接

影响作用，枪械后坐力的测试结果是检验枪械性能的重要指标。枪械后坐运动会导致弹丸射出时偏

离初始瞄准位置，降低枪械射击精度，而后坐力过大对于带架杆枪械来说会引起其结构的变形甚至

失效。后坐力决定了人体或枪械架杆受到的冲击，同时也反映了枪械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效能。通过

构建步枪后坐力测试系统，可以检验手持式抵肩枪械后坐力的大小，有助于枪械的改进和定型。我

们小组的项目是搭建一个步枪后坐力测试系统。系统分为软件和硬件两个部分：硬件部分包括一套

步枪夹具以及配套测试台架，软件部分则是对应的数据采集程序和软件的设计。 

六、项目图片： 

   
      图 1 台架设计                         图 2 数据采集程序设计 

七、项目创新点： 

1.夹具 

V 型块上梁可抽取设计方便对枪身对中及装夹。台钳和弹簧夹原理的借鉴简化了装夹步骤，提

高了夹具的通用性，可以稳定便捷的夹持大部分中小口径步枪； 

2.台架 

导轨设计考虑了加工的难易性，提高了夹具安装的方便性以及夹具在台架上运动的稳定性； 

3.软件 

此软件可实现对话框输入测试参数，具有灵活性和适用性，可测试多种步枪参数，采样精度满

足客户要求。 

八、项目成果情况： 

设计出了一个枪口夹具和两个分别适用弯托和直托的枪托夹具，以及配套的测试台架和测试系

统。 

此测试系统基本能够测试出大多步枪的后坐力变化情况，机架稳定可靠，夹具安装方便，连接

稳固，测试软件简单无 bug,所以总体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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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6 
 

一、 项目名称：钛掺杂纳米磁铁矿催化去除水中亚甲基蓝的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吴小梅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王宏宇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邓  乔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晋华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催化材料处理染料废水  单位：环境与生物工程学

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主要是为了推动钛掺杂纳米磁铁矿在染料废水处理中的应用。首先制备钛掺杂纳米磁铁

矿催化剂，并对其进行结构表征。其次研究合成的磁铁矿对染料亚甲基蓝（MB）的脱色效果以及探

究合成磁铁矿异相 Fenton 脱色 MB 的作用机理。最后研究钛掺杂磁铁矿异相 Fenton 脱色 MB 过程中

的影响因素。此外我们后期合成了铬掺杂的磁铁矿，将其用于异相 Fenton 催化降解酸性橙 II（阴

离子型染料）的研究，并以此发表论文。 

六、项目图片： 

 

图 1 (Fe3-xTix)1-δO4对 MB的吸附曲线 图 2(Fe3-xTix)1-δO4对 MB脱色曲线      图 3 FTIR 光谱 

 

图 4 (Fe2Ti)1-δO4脱色 MB 过程中的 UV-Vis 光谱 b，a 的变换 图 5H202浓度对(Fe2Ti)1-δO4脱色 MB 的影响 

七、项目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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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催化剂活性时考虑污染物的类型，成功发现：在中性 pH条件下，掺铬磁铁矿异相 Fenton

催化降解酸性橙 II（阴离子型染料）效果显著。 

八、项目成果情况： 
论文：《掺铬磁铁矿异相 Fenton 法脱色降解酸性橙 II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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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7 
 

一、 项目名称：新型离子液体与液晶的分子设计及耐受菌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洪伽金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何志威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丁  昭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马科锋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生物工程  单位：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离子液体虽被称为“绿色溶剂”，但本身并不绿色，对其生物毒性的研究还亟需完善。本科研

训练课题主要设计合成并研究了十三种的单条长链烷基季鏻盐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孢杆菌、

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以及酒酿酵母菌的抑制能力，同时分析了季鏻盐分子结构与微生物毒性的

关系。 

六、项目图片： 

                  
     图 1 单条长链烷基季鏻盐分子结构图             图 2 三乙基长链烷基溴化鏻（2PnBr） 

系列季鏻盐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圈的测定结果 

七、项目创新点： 
设计并合成了十三种新型单条长链烷基季鏻盐，探索季鏻盐分子结构与微生物种类之间的构性

关系，分析微生物对季鏻盐离子液体耐受性，为季鏻盐离子液体在微生物应用中提供新的理论数据。 

八、项目成果情况： 

1.设计并合成了十三种新型单条长链烷基季鏻盐； 

2.从季鏻盐构性关系分析为设计低温季鏻盐离子液体及离子液晶提供了理论基础；     

3.丰富了季鏻盐离子液体对微生物的急性毒性数据，并分析了其对菌种的耐受性。 



 

 
 

91

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8 
 

一、 项目名称：现场核检测中误报警甄别方法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潘  喆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 

陈立炜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 

赵  辉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刘颖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单位: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针对γ谱仪在现场核预警监测中出现的无害报警这一问题，提出基于伽马能谱测量，采用自举

原理和神经网络等算法进行全谱识别的方法，达到甄别无害报警的目的。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实测小样本谱          图 2 参数法与非参数法抽样结果与实测谱的对比 

七、项目创新点： 
1.利用全谱识别的方法对典型的核素能谱进行分析； 

2.采用自举原理和神经网络算法进行全谱识别。 

八、项目成果情况： 

发表论文《金属材料对放射性核素的屏蔽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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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9 
 

一、 项目名称：侧链型质子交换膜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何  斌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李欣泽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吴聪聪  2013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轩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高分子水处理膜材料、燃料电池离子交换膜材料  单

位：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采用缩聚的手段制备侧链型磺化聚苯醚酮材料（SPPEK），并研究此材料作为燃料电池质

子交换膜的应用。首先设计用于制备 SPPEK 的功能单体，建立针对聚合过程的技术路线，揭示单体

化学结构、催化剂选择等对所制备材料性能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而结合膜材料微观形貌，研究所制

备该质子交换膜在燃料电池实际运行中的电化学及耐久性能；同时采取建模模拟的方法，对质子交

换膜中的水分子传递、质子传导规律进行理论研究。为研制具有高电导率，高稳定性，低成本的民

用型质子交换膜材料提供系统的理论与技术指导。 

六、项目图片： 

     
图 1 膜样品图               2 中间产物图                3 实验装置图 

七、 项目创新点： 

相较于传统的主链型磺化聚芳醚类聚合物的磺酸基团受限于聚合物的主链,很难形成像 Nafion

膜那样显著的亲疏水微相分离结构。侧链型磺化聚合物具有较高的磺化度和较高的质子传导率,将来

可以在燃料电池中应用。 

八、 项目成果情况： 

本项目经过实验研究后，基本完成了预期的实验要求，并对实验结果进行了相关检测，得到了

相应的数据，通过得出的产物的检测和分析证明了磺酸基团在侧链上的形成有利于加强膜的电导率

和机械性能。我们制得的膜与市面上的商品化 nafion 膜电导率差别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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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0 
 

一、 项目名称：黄铁矿（FeS2）新型催化剂的制备及其光电化学性能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潘俊杰  2013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沈  志  2013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李浩林  2013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刘孝恒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纳米材料学、超分子化学与先进材料、复合材料学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拟先从催化反应和新能源材料入手，利用催化氧化技术和太阳能光催化分解水制氢气技

术为基础，将黄铁矿矿物作为光催化剂主体而展开深入研究。希望能够将黄铁矿应用于具有战略意

义的产业反应过程，如生产肥料用的氨、从可再生生物质中合成碳氢化合物燃料、提取燃料电池电

动汽车用的氢等等。 

六、项目图片： 

  

图1天然黄铁矿及合成黄铁矿SEM对比图 图2不同表面活性剂调控下合成FeS2的电化学性能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首次采用液相插层法和超声剥离法相结合，持续搅拌和间歇超声处理工艺条件下，制备得到

粒径 200-300nm的黄铁矿超细粉体； 

2.发现使用Brij-58 等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可以得到尺寸最小、形貌最均一的过渡金属FeS2纳米

球，在水热条件下制备得到了不同尺寸的FeS2纳米球颗粒； 

3.成功使用一步法对FeS2进行了复合改性，得到了Bi2S3@FeS2纳米复合材料； 

4.提出了Bi2S3、FeOOH可以用于FeS2的阳离子改性或阴离子改性的观点。于水热条件和低温搅拌

条件下合成FeS2 基复合材料，通过测试其电化学性能较单纯FeS2得到了显著提高。 

八、项目成果情况： 
1.Amorphous FeOOH quantum dots coated on pyrite FeS2 microspheres with superior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for supercapacitor（RSC Advance, under review）； 

2.Synthesis of Bi2S3@FeS2 nanocomposites via one-step hydrothermal method for 

application of supercapacitor（Materials & Design, under review）； 

3.黄铁矿型FeS2 的可控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无机材料学报，在投）； 

4.专利：一种液相剥离天然黄铁矿制备纳米超细粉体的方法。申请号：201610649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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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1 
 

一、 项目名称：三维有序核/壳金属氧化物的制备及对 AP催化性能的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孙泽慧  2013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顾伯南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材料化工类 

王海铭  2013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文超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微/纳含能材料制备、微电子点火起爆器件  单位：

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三维有序大孔（3DOM）材料是近年来兴起的多孔材料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具有孔结构排列周

期性强、孔径分布窄、大孔尺寸均匀可调等特点。高氯酸铵（AP）对推进剂的燃烧性能有重要影响，

研究表明纳米金属氧化物对 AP具有好的催化效果，能够使 AP的分解温度从 450℃变到 350℃，并且

放热量增加，然而纳米金属氧化物自身易团聚、分散性差限制了它的应用。本课题通过胶晶模板法

制备出 3DOM 金属氧化物骨架，利用胶晶模板限位作用控制纳米金属氧化物的团聚，提高其在 AP 中

的分散性。将不同金属氧化物沉积到 3DOM 骨架上制备出核/壳结构的复合金属氧化物，在保证其易

分散性的同时也能够发挥不同氧化物的协同催化作用，有望进一步提高其对 AP 的催化性能。 

六、项目图片： 

     
        图 1制备流程                     图 2 SEM 图             图 3相关测试表征图谱 

七、项目创新点： 

1.新的复合物制备技术; 核壳结构的引入； 

2.前驱液浓度梯度序列的引入; 溶胶凝胶法等表面形貌控制技术的使用。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制备了催化性能良好的 3DOM 三氧化二铁和氧化镍复合结构； 

2.团队撰写的文章《三维有序 Fe2O3/NiO 核壳复合金属氧化物的制备及对 AP 的催化》被国内顶

尖行业会议收录且团队被邀请做大会报告，达到和超过了项目设立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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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2 
 

一、 项目名称：无高血钙特异生物活性维生素 D类似物的设计、合成和筛选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陈光耀  2013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鲍晓珍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丁  颖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方志杰  职称：研究员  研究方向：荧光、维生素、DNJ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选用支链相对于维生素 D3来说毒性相对较小的维生素 D2为原料，经高锰酸钾氧化、选择性切断、

还原反应同时获得维生素 D2-A 和 CD 片段醇 ，并通过
1
H-NMR 对目标产物进行表征。通过对温度、

投料摩尔比和还原剂选择等重要反应参数的考察，优化了维生素 A环和 CD环片段醇的制备工艺，最

终经两步反应获得目标产物产率分别为 30%、45%。 

六、项目图片： 

     
           图 1维生素 D2           图 2 维生素 D2-A 片段醇     图 3 维生素 D2-CD 片段醇 

七、项目创新点： 
1.第一步利用高锰酸钾选择性氧化维生素 D2 7、8位上的双键，通过设置温度梯度以及投料摩尔

比，发现温度为-30℃、投料比 M 维生素 D2：M 高锰酸钾=1:4 时，原料反应完全，且 CD 片段酮产率

最高，为 62%； 

2.在第二步的还原阶段，通过比较硼氢化钠和红铝在还原性、稳定性以及后处理等方面的特性，

最终选择在空气中稳定性相对较好、操作相对容易的硼氢化钠为还原剂，产率为 73%（红铝的还原

产率为 72%）。 

八、项目成果情况： 

1.通过优化维生素 D2裂解工艺，当温度为-30℃、维生素 D2和高锰酸钾投料摩尔比为 1:4 时 7,8-

双羟基维生素D2产率为62%，进一步选用硼氢化钠作为还原剂， 经两步反应简单快速获得维生素D2-A

和 CD 片段，为维生素 D片段研究奠定基础； 

2.从多次实验结果来看，实验数据偏差较大，产率不够稳定，仪器的稳定性、操作的准确性以

及后处理产品损耗等都对实验结果有较大影响，对于投入实际应用还需要进一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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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3 
 

一、 项目名称：二氟甲烷基芳烃的制备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熊笳妤  2013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梁帅帅  2013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储  玲  2013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易文斌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氟化学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在生命化学领域，含氟药物的创制重要的研究方向。二氟甲烷基芳烃是一类重要的含氟药物。

但是关于二氟甲烷芳烃的合成到目前为止都存在原料复杂难以合成、条件苛刻，反应收率低等。课

题组通过研究设计出不需要过渡金属的自由基氟化法制备二氟甲烷基芳烃的方法，并申请到一项相

关合成专利。 

六、项目图片： 

   

图 1 设计方法与成果实例     图 2 二氟甲烷基芳烃反应液      图 3 产物旋转蒸发过程 

七、项目创新点： 

1.制备二氟甲烷基芳烃的 Selectfluor
TM
氟化法此法优点在于催化剂稳定便宜；Selectfluor

TM

（氟试剂）高效安全；避免过渡金属毒性残留； 

2.发现 Selectfluor
TM
氧化法制甲基苯基亚砜新方法这种合成方法具有工艺简单合理、成本低

廉、高效安全的突出优点，该发明专利已得到受理。 

八、项目成果情况： 

1.Selectfluor
TM
氟化法成功制得二氟甲烷基芳烃 

成果实例包括：4'-(二氟亚甲基)- [1, 1'-联苯]-2-氰基(产率 75%)；1-(4-(二氟亚甲基)苯基)

乙酮(产率 81%)；4- (二氟亚甲基)-1, 1'-联苯(产率 96%)； 

2.发现 Selectfluor
TM
氧化法制甲基苯基亚砜新方法 

通过 Selectfluor
TM
氧化法将甲基苯基硫醚氧化得到甲基苯基亚砜，产率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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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4 
 

一、 项目名称：功能芳炔化合物的分子修饰与光电性质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燕韦婷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杨  洁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赵子瑨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方敬坤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有机合成、功能分子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次科研训练设计合成了以 N,N-二苯基为电子给体, 羧基为电子受体, 芳香炔体系为共轭桥

的芳炔类化合物 YYZ（3-((3-氰基-4-(10-((4-((4-(二苯基氨基)苯基)乙炔基)-2,5-(二(±)-3,7-

二甲基辛氧基))乙炔基)蒽-9-乙炔基)苯基)乙炔基)苯甲酸）作为潜在的 DSSCs 敏化剂，并对目标

化合物 YYZ 作为敏化剂在 DSSCs 上的应用进行了初步研究。 

六、项目图片： 

 

图 1 使用化合物 YYZ作为敏化剂制作的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DSSCs） 

七、项目创新点： 
1.以化合物 4-((2,5-(二(±)-3,7-二甲基辛氧基)-4-(10-乙炔基蒽-9-乙炔基)苯基)乙炔基

)-N,N-二苯基苯胺为原料，经过上述化合物合成方法合成了化合物YYZ。通过YYZ的UV-Vis吸收光谱

得知其UV-Vis最大吸收波长(λmax)为 517nm，摩尔吸光系数(ε)为 73230 L•mol
－1
•cm

－1
。从光谱性质

上看, 化合物YYZ将可能作为一个优良的 DSSCs 敏化剂； 

2.对化合物 YYZ 进行了光伏性能测定，数据表明化合物 YYZ 是一种性能良好的 DSSCs 敏化剂。 

八、项目成果情况： 

1.通过对所合成的化合物YYZ的UV-Vis光谱等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知YYZ的最大吸收波长（λ

max）和摩尔吸光系数(ε)分别为λmax＝517nm, ε＝73230 L•mol
－1
•cm

－1
，与查阅资料所得的其他作为

敏化剂的化合物相比，化合物YYZ的λmax和ε都相对更大，故化合物YYZ将可能作为一个优良的 DSSCs 

敏化剂； 

2.在AM 1.5，100 mW/cm
2
的模拟太阳光下, 由YYZ作为敏化剂制备的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总

光电转换效率达到了 4.2%，说明这种高光电转化效率电池存在着投入实际应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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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5 
 

一、 项目名称：微纳卫星固体冷气微推进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穆云飞  2013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王悦听  2013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汪  柯  2013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朱朋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MEMS 火工品技术，微納航天器推进技术，微化学反

应技术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研究微纳卫星固体冷气微推进技术，以固体冷气生成器作为动力源，取代传统的高压气

瓶。固体冷气生成器采用固态气体发生剂作为产气源，气体发生剂激发后分解，产生纯净的、压力

可控的常温气体。固体冷气微推进系统具有体积小、质量轻、长期贮存、高精度、小冲量、不含高

压器件等特点，是解决微纳卫星精确姿轨控的有效途径。 

六、项目图片： 

     
图 1 氮气生成器           图 2 氮气生成器集成           图 3 控制电路样板 

七、项目创新点： 
1.微纳卫星固体冷气微推进系统采用氮气生成器代替高压储气罐，解决高压罐泄露，价格高，

储存期短的问题； 

2.氮气发生器产生的气体温度低，纯度高，即插即用，可单独，可多个使用为气室充气； 

3.将推进系统的各元件集成于气室内，体积小，质量轻，易于标准化，方便卫星搭载； 

4.配置了控制电路，易于控制连接；采用微扭摆表征系统性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完成了微纳卫星固体冷气微推进系统的总体设计，制作了工程样机； 

2.设计了氮气生成器的结构方案与制备过程； 

3.采用微扭摆系统对微推进系统进行了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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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6 
 

一、 项目名称：气体膨胀剂及其应用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陈  聪   2013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何亚新   2013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郭钰雯   2013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黄寅生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点火、起爆技术，爆破技术，销爆灭火技术  单位：

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研究一种能在电或非电的点火情况下，能快速产生气体的化学物质，将其预埋混凝土的

孔中，药剂点燃燃烧后产生大量气体，在孔中形成膨胀作用，从而破坏混凝土，在达到和传统爆破

同样效果的同时，大大减轻传统爆破产生的飞石、噪音、振动、灰尘等负面影响，本课题对拆除爆

破技术突破原有观念，实现高效、安全、环保、低负面影响的拆除工作，填补该领域国内空白。 

六、项目图片： 

     

         图 1 现场试验图        图 2实验器材——密闭爆发器  图 3 实验器材——压电放大器 

七、项目创新点： 
1.该产品气体产量大，产气速度快,无污染； 

2.安全环保，同时可以控制扬尘的飞起； 

3.生成的残渣比较少，药品的利用率高。 

八、项目成果情况： 

1.确定最佳配比； 

2.一项发明专利，专利号：201610831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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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7 
 

一、 项目名称：星载低旁瓣高效率相控阵天线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谢  开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电子信息类专业     

袁克强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邱  宇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丁大志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微波电路与天线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相控阵雷达天线具有波束指向，波束形状快速变化能力，易于形成多个波束，可在空间实现信

号功率合成。这些特点使相控阵雷达可完成多种雷达功能，具有稳定跟踪多批高速运动目标的能力。

随着技术发展，卫星对阵列天线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其主要需求是波束赋形、高效率、低旁瓣，本

项目开展针对该问题的、基于星载工程应用的技术研究，通过设计相关仿真软件，考虑阵列排布与

单元耦合的影响，对于等幅，以及相位幅度加权的多种进行分别考虑，通过不同算法求得最优情况，

实现最低旁瓣。 

六、项目图片： 

     

       图 1 程序流程          图 2 软件主界面窗口                 图 3 仿真结果 

七、项目创新点：  

1.通过空间映射算法与多类算法结合的方式对模型参数进行优化； 

2.运用遗传算法进行粗模型的模型参数的优化； 

3.采用改进的等效原理区域分解算法（EPA+ACA）分析阵列天线的“细”模型。EPA 算法能够很

好地利用阵列天线的周期重复性，求解精确、快速，并且通过 ACA 对 EPA 算法代表单元间相互作用

的 T矩阵的压缩，大大提高计算效率，极大地提高整个阵列天线的分析优化效率。 

八、项目成果情况： 

1.低旁瓣高效率阵列天线技术研究综合报告(1 份)； 

2.低旁瓣高效率阵列天线技术研究软件(1 套)； 

3.低旁瓣高效率阵列天线技术研究软件使用说明(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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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8 
 

一、 项目名称：交通信号灯的智能识别与提醒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刘思雨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成钊宇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洪  逸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周木春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光电信息探测与处理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五、项目简介： 

智能交通灯识别系统能够用于辅助色弱的驾驶者，应用于无人驾驶车辆。为实现交通信号灯的

智能识别，本次科研训练提出了一套基于 matlab 软件仿真和 fpga 硬件设计的，自动识别自然环境

下交通灯颜色和形状的系统。针对不同视角远近的交通信号灯环境，对待检测区域的图像分通道均

衡处理，用中值滤波去除椒盐噪声，形态学运算增强边缘，canny 算子锐化边缘轮廓；利用信号灯

背牌的矩形特征和信号灯颜色特征进行目标初步定位和提取，再对提取出来图像二值化后利用边界

特征进一步切割和筛选；再利用 HSV 颜色空间计算像素点实现颜色识别；采用垂直方向弦长变化特

征实现圆形和箭头的判别，对于箭头形信号灯利用构造拟合和模版最优匹配方法相结合，识别箭头

指向；基于 fpga，用 verilog 语言实现硬件系统对颜色的初步识别。本套方法应用于对于单幅信号

灯图像的处理识别，成功率达到 70%以上。 

六、项目图片： 

     
              图 1 软件系统界面              图 2 硬件展示       图 3 sobel 算子图像 

七、项目创新点： 

1.结合颜色与形状特征，提高了识别交通灯的准确度，并且能够识别出箭头型交通灯； 

2.提出弦变算法，能够准确检测圆形信号灯。 

八、项目成果情况： 

1.编写基于图像处理的软件系统，实现了圆形及箭头形交通信号灯的自动识别，可判别颜色以

及方向，并进行语音提醒。初步完成了智能驾驶判别交通这一辅助功能； 

2.设计了 FPGA 硬件，能够对进行实时的 sobel 算子边缘提取，及简单背景下三色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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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9 
 

一、 项目名称：无线通信中抗多径干扰算法研究及其 FPGA 实现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齐梦瑶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张  昳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方青云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韩玉兵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信号与信息处理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无线和移动通信过程中会存在严重的多径影响，多径效应会产生严重的符号间干扰和频率选择

性衰落。对抗多径的常用方法有 Rake 接收技术和正交频分复用技术（OFDM）。针对多径效应会产生

严重的符号间干扰和频率选择性衰落的问题，本课题主要采用 Rake 接收技术和正交频分复用技术

（OFDM），进行抗多径干扰的研究，其主要内容包括：研究基于盲信道估计的 Rake 接收机设计、仿

真和 FPGA 编程；在完成 Rake 接收技术的基础上，开展基于 OFDM 技术的抗干扰算法设计、仿真和

FPGA 编程。 

六、项目图片： 

      

        图 1 仿真参数表      图 2 FAPI 算法性能与其他算法比较 图 3 QPSK 调制方式中的星座图 

七、项目创新点： 

信道估计也是 OFDM 的一项重要的技术，传统的 LMMSE 算法和以及 SVD 算法都有各自的局限性。

我们使用快速近似幂迭代子空间跟踪算法来实现 OFDM 的信道估计。提出的 FAPI 算法，在低信噪比

时性能 SVD 算法比略差，但在高信噪比时其性能远远优于 SVD 算法，接近于 LMMSE 算法。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提出了一种利用快速近似幂迭代子空间跟踪算法的新型的自适应信道估计技术，并且将它应

用于 Rake 接收机中。它具有较低的复杂度，并且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它适用于各种正交振幅调制

（QAM）信号，相比于传统的 Rake 接收机，它具有较低的复杂度与较好的误码性能； 

2.完成了相应的理论分析以及算法性能仿真以及一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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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0 
 

一、 项目名称：多视角目标检测与跟踪技术的研究与实现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瞿俊峰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沈星辰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倪进园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顾国华  职称：研究员  研究方向：图像信息显示处理、光电检测  单位：电子工程与

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随着计算机视觉的发展，运动目标的检测与跟踪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应用，然而容易被遮挡的致

命缺陷大大限制了这一技术的发展空间。采用多个相机进行多视角观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

本文在已有的目标检测和跟踪技术的基础上加入了多个视角之间的航迹融合，将多个视角的坐标投

影到统一的坐标系中，从而改善单一视角下目标检测与跟踪技术的不足。 

六、项目图片： 

      

图 1 编程界面                 图 2 软件界面              图 3运行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采用多台相机从不同角度对同一视场进行拍摄，消除遮挡带来的缺陷； 

2.通过坐标变换将各个相机之间的坐标投影到统一的坐标系中，从而判断各视角目标是否为同

一目标。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完成多视角目标检测跟踪软件平台； 

2.完成论文《多视角目标检测跟踪技术的研究与实现》已投稿，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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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6 年立项）成果展示—21 

 

一、 项目名称：宽带射频功率放大器线性化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周晨昱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张  倩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吴贞宇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晶琦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射频功率放大器线性化技术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

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着重围绕“模型构建—FPGA 实现”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在射频功率放大器建模平台上

进行数据采集，针对宽带射频功率放大器的非线性特性展开详细分析，对功率放大器特性采用合适

的算法，构建行为模型。然后用 FPGA 实现与功放模型相对应的数字预失真器，最后将所得到的宽带

射频功放线性化模型应用于真实的功率放大器，通过调制解调电路、模数-数模转换电路、FPGA 及

其外围电路、混频电路，对其进行分析与优化，验证线性化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六、项目图片： 

     

图 1 FPGA 及其外围电路       图 2 模数-数模转换电路         图 3  行为模型仿真图 

七、项目创新点： 

1.将最小二乘法用于建立功率放大器预失真模型。最小二乘法是一种典型的有效的数据处理方

法，这种方法使得所求到的数据和实际的数据之间的误差的平方和为最小。在对记忆多项式模型进

行参数求解时，便运用了最小二乘法； 

2.为了减少最终的误差，我们采用迭代法，将输入信号 Vi 通过预失真器和 PA 之后得到的输出

信号 Vo 不直接输出，而是将其继续作为预失真器的输入信号取代 Vi 继续输入，称为 Vi’，通过预

失真器得到 Vp，再通过 PA得到 Vo’。如此进行数次迭代之后将得到的输出信号再进行输出，最终的

结果误差减小了许多。 

八、项目成果情况： 

1.适用于宽带功率放大器的新型行为模型一套； 

2.基于 FPGA 的宽带射频功率放大器线性化系统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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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2 
 

一、 项目名称：智能手机短信加密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李凯文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叶建文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郝  运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赵学龙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信息安全、计算机应用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

院 

五、项目简介： 

近年来，手机短信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问题。手机短信信息的安全

问题主要体现在：1.因为手机遗失、手机被盗窃等原因产生的私人信息外泄；2.短信在发送过程中

被截获而导致信息泄露造成的损失等等。 

本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通过搭建安卓平台构建开发环境，实现加密技术在短信上的应用。防

止私人信息以及敏感信息在发送过程中被截取造成信息泄露而产生的损失。 

六、项目图片： 

     
图 1 加密算法选择            图 2初级加解密                   图 3 高级加解密 

七、项目创新点： 
1.通过加密算法实现对用户短信的加密，防止用户私密短信重要短信的泄露。只有，双方用户

都使用本软件，才能进行加密发送，以及短信接收后的解密 。同时，用户也可以选着发送普通短信。

AES 加密技术安全可靠，短信不易被第三方破解；  

2.用户在加密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低级加密或者高级加密。当选择高级加密的时候，可以

使用默认密钥也可以选择自己设置密钥，但是接收方的密钥必须跟发送方的密钥一致才能够实现解

密功能，否则加密短信无法解密。 

八、项目成果情况： 
通过对代码的编写以及对软件的测试，实现了短信的应有的基本功能，并在基本功能的基础上

加入了低级和高级加密两种加密算法，并且能够在手机上成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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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3 
 

一、 项目名称：大规模回归测试用例优化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谭婷婷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刘  段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马晓燕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陶传奇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软件测试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通过学习测试原理，熟悉测试工具，设计，开发类似 cucumber 可执行测试脚本生成工具的自然

语言的处理器，并创建基于开发自然语言测试脚本技术的原型工具，从而实现测试用例优化的目标。 

六、项目图片： 

 
               图 1 系统工作总图                           图 2接口逻辑设计 

七、项目创新点： 

1.用户可以自定义 gesture 脚本放入 Gesture 扩展器内成为预置脚本实现脚本扩展（可扩展）； 

2.gesture 扩展器内抽象的步骤定义代码重用性高，且独立编写（易修改）； 

3.测试用例通过自然语言设计脚本（跨语言）。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提供了一种移动 APP 测试方法，使用该方法，用户可以自定义 gesture 脚本放入 Gesture 扩

展器内成为预置脚本实现脚本扩展，通过该方法扩展，能够在一个简单的框架中使用自然语言测试

一个移动应用程序的所有功能； 

2.用该方法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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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4 
 

一、 项目名称：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身份保持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吴秋雯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吴  涛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刘传才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与分析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人脸识别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而在实际生活中采集到的人脸往往具有多种姿态变化，不同姿

态下的人脸识别在计算机领域是一个富有挑战的问题。人脸识别的主要研究方向在于对人脸特征的

选取，其好坏直接影响到实际应用。文章将介绍基于深度学习的 FIP 特征学习方法，用于实现正脸

重构进而解决人脸姿态出现巨大变化时的识别问题，并基于 MULTIPIE 人脸数据库进行一系列实验，

验证正脸重构的可靠性。 

六、项目图片： 

 

图 1 部分经过正脸转换的人脸图像 

七、项目创新点： 
1.我们选取 LDA 方法作为研究基础，同时引入深度学习，通过构建具有多层隐层的机器学习模

型和海量训练数据，来学习更有用的特征。运用深度神经网络的方法克服姿态变量的影响，对人脸

进行正脸重构； 

2.我们采用基于深度学习的 FIP 特征学习方法，结合局部和全局特征。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实现预期功能并可演示的实物作品：采用 MATLAB2012B 编写的正脸重构 Demo； 

2.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身份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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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5 
 

一、 项目名称：Dijkstra 最短路径算法的堆优化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张翰林  2013 级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关爱薇  2013 级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傅  珂  2013 级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孙廷凯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模式识别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Dijkstra 最短路径算法是图论问题的经典算法，有着广泛的应用和长久的生命力。设有向图 G

有 n个顶点和 m条弧，则该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O(n^2+m)。可以证明，若用最小堆作为辅助数据结

构，算法的复杂度可降低为 O(mlogn)；若进一步用 d 堆（二分堆的推广）结构，精心选择合适的 d

值，对于稠密图，算法的复杂度可降低到 O(m)，即线性时间复杂度。本项目将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和实现。 

六、项目图片： 

     
图 1 二叉堆优化实验结果        图 2 最优 d值实验        图 3 d 堆优化实验结果 

七、项目创新点： 
1.我们利用二叉堆降低了 Dijkstra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并用 d堆优化对算法复杂度进行进一步

降低； 

2.在 d堆优化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最优 d值的研究。 

八、项目成果情况： 
1.研究报告一份已提交； 

2.公开发表的论文发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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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6 
 

一、 项目名称：基于图像识别的服饰搜索系统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董金宝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胡名起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杨伊婷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电气信息类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旻先  职称：讲师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基于图像内容的分析和搜索技术，设计一个服饰搜索的移动端应用。系统可以让用户任

意上传一张服饰图像，然后向用户返回和上传服饰同款的服饰，并向用户提供该服饰的品牌等信息，

还可以向用户提供购买链接。该作品运用了基于图像识别的移动端服饰搜索技术，属于移动端电子

商务应用领域。其目的是：结合商品图像可视化的特点，充分发挥现代网络技术和智能移动端相结

合的特点，为移动端用户提供“以图搜图”（拍摄或用本地图片上传服务器端，服务器从图片库筛选

返回与上传图片最为相近的目标服饰）的快捷体验。 

六、项目图片： 

    
图 1 搜索主界面    图 2 搜索结果列表   图 3 详情页    图 4 发明专利 

七、项目创新点： 

创新点是改变了目前采用纯文本搜索的格局，推动电子商务领域的未来发展。采用图像识别的

最新技术，从电商平台获取服饰图片集，建立服饰特征库，由用户从移动端上传欲购买的服饰图片，

“以图搜图”，服务器提取图片特征子并查询服饰特征库，返回最接近的服饰图片和购买信息列表给

用户，用户可以直接点击链接到各大电商平台进行购买。既解决了用户的购买需求，又推动了电商

的发展，一举两得！ 

八、项目成果情况： 

目前基本实现了基于图像识别的服饰搜索系统，服饰爬虫完成对各大电商网站商品服饰图片及

信息的抓取，建立服饰库。再对所爬取服饰图片的分割，对分割后图片的特征提取，构建特征库。

同时，用户可以通过Android客户端Ameile上传图片，在本地分割图片，选择服饰分类，然后提交后

台特征提取，与特征库进行匹配，将最相近的 20 件服饰图片返回至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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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7 

 

一、 项目名称：以图搜图技术在电商导购中的应用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王李娜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专业  

刘继振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魏子涵 2013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永利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大数据分析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当前电商购物搜索主要采取关键词检索的方式，用户通过输入对产品的文字性描述，在海量的

搜索结果中进行挑选，用户处于被动状态，并且对用户的专业知识要求很高，用户难以找到自己喜

爱的产品。图片是有效的信息载体，利用图片本身的信息，寻找用户喜爱的产品，有利于提升用户

的购物体验，提高产品销量，为客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本次科研训练的研究内容是为以图搜

图技术在电商导购方面的应用提供软件支持。 

六、项目图片： 

图 1 Spark 集群管理 Web 页面          图 2 加速比                     图 3 匹配结果展示 

七、项目创新点： 

1.采用 Caffe 深度学习模型建立图片特征库； 

2.Hadoop 提供了分布式文件系统。分布式文件系统为大数据的并行加速提供了存储支持； 

3.Spark 采用 RDD(Resilient Distributed Datasets)，弹性分布式数据集，基于 RDD 的大数据

并行计算方便灵活； 

4.Spark 和 Hadoop 配合提供了图像加速系统。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建立了 52200 张家具图片的特征库； 

2.采取曼哈顿距离算法（Manhattan Distance）匹配相似图片； 

3.建立了 Hadoop 与 Spark 配合的集群，提供加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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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8 
 

一、 项目名称：IPO 股权结构及绩效——来自深圳 IPOS 的证据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钱  洁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许雯琪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夏源钐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刘玉灿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金融工程、资本市场等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基于 IPO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的假设，选取了 2014 年——2015 年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上市的 76 家企业和在创业板上市的 123家企业作为样本，从获利性角度出发，以个股上

市后的五日、十日和二十日的短期收益率作为衡量公司绩效的指标，利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

了股权结构中的主要机构投资者：原始股东中的风投机构以及配售机构对首次公开募股的企业绩效

的影响。 

六、项目图片： 

     

       图 1 中小板回归结果         图 2 创业板回归结果      图 3 中小板、创业板回归结果 

七、项目创新点： 
1.在研究 IPO 之后股权结构与企业经营的问题上，国内学者大多把研究对象停留在主板市场或

者中小板市场上，创业板作为刚登陆中国证券市场的新兴板块，由于其新兴性，国内的相关研究非

常少，本文是从实证角度选取了 2014-2015 来自深市的 123 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和 76家中小板上市公

司作为研究对象，正好弥补了这一方面研究的不足； 

2.通过研读大量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发现，大多数学者都是单独考虑风投机构或者配售机构对于

企业 IPO 绩效的影响，而本文同时考虑了重要的原始股东风投机构和配售机构对 IPO 短期绩效的影

响。 

八、项目成果情况： 
本科研训练小组参与研究的课题为 IPO 股权结构及其绩效——来自深圳 IPOs 的证据，在本组的

指导老师——刘玉灿副教授的指导下，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学习，确立了选题，并通过实证分

析得出研究结果，最后撰写成论文。论文题目为 IPO 股权结构及其绩效——来自深圳 IPOs 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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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9 
 

一、 项目名称：基于多属性参考点的顾客选择模型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丁泰翔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聂方辉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加孜依努尔·托乎达尔汗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杨慧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运作与收益管理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研究模糊与普通渠道并存环境下的顾客购买行为特征与决策规则，主要问题包括：（1）参考点

形成机制。分析顾客进行决策判断与选择评价的主要参照标准，包括价格属性和信息属性等多类参

考点；着重分析产品信息的模糊度对顾客购买效用的影响。（2）含多属性参考点的顾客效用函数。

基于多属性参考点，研究乘客进行效用评价时所遵循的效用度量函数的特征，进一步确定顾客效用

函数的具体形式。（3）考虑参考效应的顾客选择模型。根据顾客效用函数，建立包含参考效应的顾

客选择模型，即基于多属性参考点的顾客选择模型，并通过实验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统计推断。 

六、项目图片： 

 

 
 
 

 

 

 

 

 

 

 

 

 

 

 

七、项目创新点： 

1.验证了乘客购票行为在价格和质量（信息精确度）两个属性上的有限理性特征；  

2.建立了基于多属性参考点的消费者选择模型。 

八、项目成果情况： 

公开发表的论文一篇。刊物：《经营者》；论文题目：模糊销售在国内市场的应用分析；国内刊

号：CN50-1018/F；国际刊号：ISSN1672-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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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0 
 

一、 项目名称：江苏省供电行业成本变化趋势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汤思佳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陈丹雅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华  丹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孟令杰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应用经济学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通过分析中国企业经济数据库中的江苏省电力供应企业数据，比较供电行业、自来水行业等垄

断行业的成本变化趋势，分析该类行业的成本变化及构成，研究其与价格水平的关联性。 

同时，本研究项目对垄断行业和其他行业的职工收入及成本利润进行对比，从而揭示垄断行业

的实际生产成本及其产品定价是否合理。 

最后，本研究项目旨在探讨降低垄断行业成本并优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措施。 

六、项目图片： 

     
图 1 电力及其他行业人均   图 2 电力与其他行业人工成本分析       图 3 垄断成本定价模型  

工业中间投入变化趋势 

七、项目创新点： 

1.分析清楚了我国供电行业主要的成本构成及影响成本变化的因素； 

2.就企业管理模式及成本核算方法进行创新； 

3.联系中国国情进行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基本达成预定目标，分析成本构成并提出可行性建议，具有实际性价值和意义； 

2.写成项目同名论文并寻找可发表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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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1 
 

一、 项目名称：基于高速总线技术的风电远程测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耿金涛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徐  汉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黄泽江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冯延晖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风力发电系统的测量与诊断技术（包括动态测试、 振

动特征诊断、机械动力学、智慧风场等）  单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市场需要一种能在本地而对千里之外的风力发电机进行测试的系统。远程测试技术已渐成为风

电场重要的技术装备，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价值。而在风电远程测试系统中，对转速的测量尤为重

要。通过对风力发电机的转速进行分析能够一定程度上判断风力发电机的工作状态。提高对发电机

转速测量的精度能够使工作人员对风力发电机工作状态进行更准确地进行判断，有助于及时、准确

甚至预先发现风力发电机的问题，对风力发电机的维护和建设有重要作用。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实物外观Ⅰ            图 2实物外观Ⅱ               图 3 专利申请 

七、项目创新点： 
1.精度高：本系统能够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即 0.1r/min，能够满足绝大多数的电动机（发电

机）的转速测量，并藉此进行科学分析； 

2.应用广：本系统能够应用在不同形式和型号的电动机（发电机）上； 

3.使用方便：只需根据传感器的不同更改程序参数即可实现不同电动机（发电机）的测量，本

仪器可以进行实时读数，并应用到更恶劣的环境中，由于携带外壳，可以防止干扰； 

4.成本低：本系统成本低廉，适合装配。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2.实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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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2 
 

一、 项目名称：老年照护产品可用性设计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段晓迪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产品设计专业  

陶  琪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产品设计专业 

叶建伟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机械工程类 

四、项目导师： 
姓名：周明  职称：讲师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运用理论研究、实验研究、设计实例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设计科学、认知科学、信

息科学、行为科学、人体科学、系统工程、人机工效等学科领域的相关理论知识，采用定性和定量

研究相结合、以定量研究为主的方法对基于行为特征的老年照护产品可用性设计进行深入研究。具

体来讲，主要通过人机测量和数理统计的方法采集老年身体原始数据，要求至少有 100 个有效样本。

通过研究样本群体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特征，构建老年照护需求模型，研究老年照护产品可用性设计

的原理和方法，找出最优解决方案，通过实验研究解决方案是否切实可行。采用可用性设计理论，

构建老年照护产品的秩序和体系，保证老年照护的安全、健康、舒适、高效，实现老年照护产品的

“可用、好用、易用”。 

六、项目图片： 

     
图 1 服药提醒手环          图 2 智能识别及播报眼镜       图 3 老年人购物助行车 

七、项目创新点： 
1.通过文献查阅和调查研究，系统分析老年人在生理特征、生活特征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特点

及表现，作为可用性设计的基础研究输入条件； 

2.以需求来源为分类依据，通过走访和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当下老年人普遍养老现状，选取

一定特点的老年人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建立老年人照护需求模型； 

3.通过实例设计，结合快速成型技术，分析论证老年人照护产品可用性需求特点，为老年照护

产品的系列化和产业化提供理论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八、项目成果情况： 
1.老年照护产品设计 3例，其中一例实物作品； 

2.公开发表论文 3篇； 

3.专利 3项 4、项目研究报告一份（20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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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3 
 

一、 项目名称：“可持续”包装设计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陈哲弘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专业 

邹楚怡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专业 

皮卓玲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徐瑞华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视觉传达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包装设计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无时无刻不在对人类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中可持续包

装设计研究作为一块新型领域，目前正是人们关注的重点；本科研项目就是在原有的两个绿色包装

设计的突破口：材料和结构方面，以绿色可持续材料和可多次使用的结构为基础的前提下，发掘可

持续包装的潜力，寻找新的突破口，能在融合前面两者的前提下，与设计感和趣味性更好的结合，

力求在未来能打开可持续包装商业化的趋势。 

六、项目图片： 

 
图 1 包装平面图正        图 2包装平面图反            图 3包装外盒 

七、项目创新点： 
1.取代传统的从材料和结构两个角度入手，转而从受众心理角度入手进行研究； 

2.将可持续包装设计与包装趣味性挂钩，力求两者的共存； 

3.将可持续包装设计与商业性结合； 

4.拓宽包装使用面，在实用性兼顾的同时，起到装饰性作用，还能被当成送人的比较具有品味

的礼物； 

5.每个都具有其独特性，具有收藏价值。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在不考虑成本以及技术的前提下，制作出概念型实物； 

2.由于立项时未要求发表论文以及取得专利，所以此相关内容未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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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4 
 

一、 项目名称：公共服务系统交互行为与可视化设计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孟  琦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王一洁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谢  卓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刘雁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艺术设计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次科研训练的课题为“公共服务系统交互行为与可视化设计研究”，主要意在研究如何在公共

服务系统中将交互行为和可视化设计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在现在这个公共服务快步发展的时代，人

们的出行数量和质量都在提高，如何为人们的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方式，成为了本次课题中的重

点部分，所以我们决定设计并制作一款 APP 以适应现在的交互行为发展，并且切合课题进行研究和

探索。 

六、项目图片： 

     
              图 1                        图 2                        图 3 

七、项目创新点： 
1.APP 将出行计划制定、旅游景点推荐、行程记录融为一体，实现公共服务系统并提供便利； 

2.延伸出行为特色“模块化电动车”功能，使用者可在出行所在地预约此车的使用，在极大程

度方便出行的基础上，更是为使用者提供了一直不失便利而又节能环保的出行方式。 

八、项目成果情况： 
概念 app 演示，完整的界面设计、延伸设计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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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5 
 

一、 项目名称：全媒体环境下在线视频大学生受众研究——基于江浙沪在校大学生在线视频受众调        

查的实证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林小虹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马斯琴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李明霞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卢晓云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广播电视艺术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

院 

五、项目简介： 

项目以江浙沪在校大学生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采集相关数据对全媒体环境下网络在线

视频大学生受众人群属性，收视内容选择、行为特征等展开研究、分析其原因，最后就如何完善网

络在线视频以满足受众需求为业界提供建议。 

六、项目图片： 

     

图 1 发放问卷         图 2 论文录用通知           图 3 论文剪影 

七、项目创新点： 
1.我们紧跟时代的发展变化，选择在目前新媒体蓬勃发展和传统媒体不断转型改革的全媒体环

境下，研究网络在线视频受众； 

2.我们不一味追求高不可攀的全国受众，相反，我们瞄准江浙沪在校大学生这个群体，有针对

性的研究。 

八、项目成果情况： 
论文《全媒体环境下在线视频大学生受众研究——基于江浙沪在校大学生在线视频受众调查的

实证研究》发表于《视听》2016 年 9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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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6 
 

一、 项目名称：基于视频的区域入侵检测系统开发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葛涌涛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李在旺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孙金生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控制理论及应用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智能视频监控是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视频信号进行处理、分析和理解，在不需要人为干预的

情况下，通过对序列图像自动分析对监控场景中的变化进行定位、识别和跟踪，并在此基础上分析

和判断目标的行为，能在异常情况发生时及时发出警报或提供有用信息，有效地协助安全人员处理

危机，并最大限度地降低误报和漏报现象。本课题要求基于给定的视频实现被监控区域的警戒，当

目标（人或者车等）闯入被监控区域后，能够记录监控画面并及时的进行报警。 

六、项目图片： 

 

 
 

图 1 软件设计    图 2 区域入侵检测（图书馆岔路口） 

七、项目创新点： 
1.基于 QT 平台和 OpenCV 对项目进行了软件设计； 

2.利用混合高斯背景建模方法对视频进行分割以提取运动目标，相比于市面上广泛采用的帧差

法，此方法背景建模鲁棒性更好； 

3.基于 Camshift 颜色直方图对入侵目标进行跟踪，实现了区域入侵检测和绊线检测功能，误警

率在 3%以下，应用在安防监控，路况统计，人机交互等领域。 

八、项目成果情况： 
基于视频的区域入侵检测软件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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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7 
 

一、 项目名称：自助图书馆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周  青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谢明远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王雨佳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建宇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计算机、控制工程及应用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自助图书馆系统是集计算机技术、RFID 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网络通信技术为一体的平台。

通过专门开发的计算机应用软件和自动控制系统,在任何一台图书馆自助服务终端上,读者可完成办

理读者卡、借阅、归还图书等功能。本设计主要完成一套自助图书馆管理系统设计，包括图书信息

管理系统的软件功能设计和基于 PLC 的自助图书馆控制系统的功能设计。本项目以自助图书馆管理

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围绕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技术和控制系统设计展开探讨，主要包括：1)自

助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的软件功能设计，主要包括图书借阅、图书归还、图书查询、数据库维护等；

2)基于 PLC 的自助图书馆控制系统的功能设计，主要包括图书下架控制、补书控制、取书控制、还

书控制、维护控制及辅助功能控制等。 

六、项目图片： 

   
图 1 系统总体构架                          图 2 管理员主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基于图片的图书选择界面； 

2.基于 PLC 与电机的伺服控制系统。 

八、项目成果情况： 

1.通过 VS2015 社区版集成开发环境，成功地搭建了两个分系统--管理员系统与普通用户系统； 

2.通过硬件平台搭建 PLC 下位机系统； 

3.完成工程文档一份，申请发明专利一份（一种基于单片机的自助图书馆控制系统，申请号：

2016108236929），软件著作权一份（基于 PLC 的自助图书馆管理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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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8 
 

一、 项目名称：在线新闻视频场景切换检测软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李  昊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曹倩倩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朱倩梅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项文波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图像与视频处理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在广电局中，需要对新闻场景进行实时在线的检测，当一段新闻播放完毕后，需要马上给出新

闻视频切换信号。本文主要研究了在线新闻视频的场景切换检测。首先计算视频帧图像的灰度及彩

色直方图（R、G、B分量分别算），再通过差分直方图的方法对新闻视频进行镜头检测，得到切变帧

序号。为提高精度， 本文提取场景切变帧后，对感兴趣区域（ROI）进行人脸检测及识别，在训练

的人脸库中匹配主持人脸，以主持人出现的第一帧为相邻两段新闻的分割点。采用 OpenCV 处理图像，

经新闻视频验证，获得较好的实验效果，极大地增加了准确率。 

六、项目图片： 

     
图 1 彩色直方图               图 2人脸识别                  图 3 切变帧输出 

七、项目创新点： 

1.运用差分直方图的镜头检测算法，提高了切变帧的检出率，该方法适合新闻视频这种场景差

异大、种类变化多的视频； 

2.利用 ROI 兴趣区域设定主持人人脸检测区域，减少算法的工作量； 

3.利用人脸检测和识别技术来进一步筛选目标切变帧，提高准确率。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提交了实物作品为可正常运行的检测软件，经多个新闻视频进行检测，检出率大于 90%； 

2.软件可输出检测出的切变帧号，并根据帧号重新创建视频，在目标文件夹中生成分割好的视

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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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39 
 

一、 项目名称：基于视频图像处理的无人机定点飞行控制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陈崟松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电气信息类    

黄海清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吉  宇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蔡  梁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戚国庆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无人机方向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利用微型运动摄像头采集视频图像，在 PC上位机硬件平台进行基于目标特征跟踪的视频

图像处理，再利用无线图传和数传进行数据图像传输达成无人机与 PC端的通信，最终实现无人机姿

态高度控制。 

六、项目图片： 

 
图 1 无人机实物图             图 2 上位机图像          图 3 XY 通道跟踪误差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与目前主流的 GPS 定位的无人机相比，本无人机精度更高，并可在室内实现高精度导航，而

基于 GPS 的无人机在室内会面临定位不准确甚至难以定位的问题； 

2.使用 PC 上位机对无人机采集图像进行处理跟踪，便于发现实验中的问题，改进问题，在实际

应用中我们可以使用机载 DSP 图像处理板代替上位机进行图像处理； 

3.相对于传统的 Camshift 目标跟踪算法，我们采用基于 Camshift 与卡尔曼滤波结合的目标跟

踪算法，对跟踪效果进一步优化。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已搭建出无人机硬件平台，以及 PC 上位机平台； 

2.完成了基于 Camshift 与卡尔曼滤波结合的目标跟踪程序编写； 

3.对无人机进行动力学建模，并设计基于 PID 的飞行控制策略，在 simulink 上搭建模块进行仿

真，编写飞控程序； 

4.进行了多次定点飞行实验取得良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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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0 
 

一、 项目名称：面向 Internet/Intranet 的智能物流装备及其信息系统开发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刘子琛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肖  潇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袁思亮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孔建寿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系统工程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科研训练名称为基于 Internet/Intranet 的智能物流管理系统，它主要是对物品的智能仓储

以及管理做了深入研究。这种管理系统可以用于许多不同的物品的存储、管理以及提取。本次研究

将智能中药房作为课题的典型研究对象，针对智能中药房的仓储、自动分发以及管理系统进行了一

系列的研究与分析。该成品可对盒装西药和中药饮片包等药品进行智能仓储、处方分析、指令信息

处理、执行指令、报警等功能。上述基于 PLC 和网络通信的多机组药房智能仓储系统主要由主控计

算机、PLC 控制的机械结构和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成，该设备经配仓分析后为多台机组同时工作，根

据药房需求和药品种类，数量可在此基础上自由增减。 

六、项目图片： 

   

图 1 机柜外观图       图 2 机柜内部结构图          图 3取药平台实物图 

七、项目创新点： 

1.出药方式更快更实用：该设备对药品的形状、大小没有要求，可以适应不同的药物； 

2.实际使用更用户友好：为了增强设备可用性，我们在触摸屏界面增设了管理者界面，用户管

理者可直接在触摸屏界面修改电机参数，而不需要到 PLC所编写的程序中去修改； 

3.安全性能更有保障：在设计过程中我们设置了伺服电机的过流保护、出药口安全光幕保护、

各轴电机的运行距离的测量与保障、零位底部的物理防护等等，确保人身与设备的安全。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实现预期功能并可演示的实物作品（含数字化作品）：机柜模型一台（附视频）； 

2.PLC、触摸屏对应的程序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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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1 
 

一、 项目名称：现代有轨电车的运行与调度协同控制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许治威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谈志宜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曾爱然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叶茂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针对现代有轨电车运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运行与运营效率低下、安全事故隐患增多等问

题，分析有轨电车现有运行与调度控制系统的特征基础，重点研究运行与调度体系的基本要素，探

寻基本要素的可整合点，并引入协同控制理论构建现代有轨电车运行与调度协同控制体系。通过研

究，为现代有轨电车运行与调度整合优化控制提供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持，提高有轨电车运行效率，

降低事故发生率，提高有轨电车建设的可复制性，构建运行与调度协同控制平台加以推广应用。 

六、项目图片： 

 

图 1 现代有轨电车运行与调度协同控制框架 

七、项目创新点： 

国内现有有轨电车的城市，运行组织与调度模块是非整合的，有轨电车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延

误不能及时反馈到调度系统，同时现代有轨电车的运输模式与高速铁路存在很大差异，最显著的就

是公交化运行模式，突发客流很难通过提前获取。而本课题突破传统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领域研究

的局限性，通过协同控制理论，将现代有轨电车运行组织与调度模块相整合，进行协同控制，提出

运行与调度的协同控制方法，构建了运行与调度协同控制的框架，以此来提高现代有轨电车运营的

可靠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通过研究分析，以列车运行状态信息以及客流实时信息为协同要素，构建出现代有轨电车运行

与调度协同控制的框架，构建以调度中心、车载运行监控系统、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旅客信息系统、

轨旁控制单元等为核心的、多级互联的协同控制平台，以达到运行与调度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及相互

控制，初步完成了目标，能为现代有轨电车运行与调度整合优化控制提供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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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2 
 

一、 项目名称：小区域导航系统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李  欢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赵仲祥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胡忠凯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陈新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交通信息与交通安全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这是一款小区域地图导航 APP.基于安卓开发平台，以 Eclipse 作为开发环境，用 java 语言主

要通过调用百度地图 API，实现 GPS 定位，目标地点搜索以及三种最短路径导航包括驾车导航，公

交导航，步行导航。主要附加功能为支持 hud 模式和周边的生活服务搜索，比如南京周边的各种餐

厅等以及规划路径途中的生活服务搜索。界面简单，功能方便实用。 

六、项目图片： 

 

图 1 外观                图 2 公交导航             图 3兴趣点搜索 

七、项目创新点： 
1.可以切换导航视角，增加 hud 模式切换； 

2.当打开 gps 时，屏幕中心始终处于用户当前位置，防止用户因无意过多滑动屏幕而造成找不

到当前位置的情况，尤其适用于中老年人； 

3.增加在导航途中的兴趣点搜索。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地图导航 APP----My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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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3 
 

一、 项目名称：基于事件触发的多智能体系统一致性编队控制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沈昊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杜鹏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宋娜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周川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多智能体系统、网络控制系统等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对由多个移动机器人组成的多智能体系统，研究其分布式编队控制问题，主要研究固定无向拓

扑条件下，通信时延、通讯约束对多智能体系统一致性的影响，在事件触发机制下，设计适当的协

议或算法使得多智能体系统的状态渐近地或有限时间内达到一致，并进行性能分析和仿真研究。 

主要研究具有通信时延、基于数据采样、基于事件触发的二阶多智能体系统一致性控制。 

六、项目图片： 
 

 
图 1 节点的速度轨迹  图 2 多智能体系统的位置响应 图 3多智能体系统的速度响应 

七、项目创新点： 
1.考虑到无线通信受到多径衰竭、遮蔽及发送器和接收器之间距离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区别于

传统的固定连接权重的拓扑图模型，引入接收概率建立更符合实际的交互权重通信拓扑新模型，使

其连接权重随着智能体节点之间距离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方法避免了超过通信距离、遮蔽和多径衰

竭等不良情况下的传输请求，减少了不必要的数据传输，同时也便于实际应用中实现； 

2.针对无线通信网络的介质访问约束，首次采用二进制序列设计智能体节点调度协议并利用该

调度协议在采样时刻调度满足条件的智能体节点接入网络。通过引入信息更新误差及编队误差，并

设计有效的编队控制策略，将二阶多智能体系统编队控制问题转换为具有时变延时的闭环系统的稳

定性问题求解。 

八、项目成果情况： 

1.《通信受限的网络化多智能体系统编队控制》 《动力学与控制学报》录用 第一作者；   

2.《基于事件触发的时变拓扑多智能体系统编队控制》 《控制与决策》录用 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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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4 
 

一、 项目名称：激光切割模切板割缝宽度图像检测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胡家兵  2013 级  理学院  理科实验班专业     

郭宇斌  2013 级  理学院  应用物理专业  

梁依忱  2013 级  理学院  理科实验班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沈中华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测试计量  单位：理学院 

姓名：王振东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图像处理  单位：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通过工业 CCD 相机，以旁轴的方式采集激光切割模切板过程中切割点附近区域图像，经

过模数转换将包含缝宽信息的数字图像送入 DSP，由 DSP 对图像进行增强、滤波、二值化、边缘提

取等预处理，再通过算法获得图像中缝宽对应的像素点数，结合相机标定实现对实际缝宽尺寸的测

量。将测得的数据通过端口传送到计算机数控机床系统，最终实现割缝宽度的闭环控制。 

六、项目图片： 

图 1 激光切割机床    图 2 基于 DSP 的数字图像处理系统       图 3产品展示 

七、项目创新点： 
1.检测装置采用旁轴集成到激光切割机床上去，无需对原有机床设计做出过多改动； 

2.通过辅助光源加滤光片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初步采集图像的质量，降低了了后续处理算法的

难度； 

3.图像处理算法方面尽可能使用简单高效、地错误率的算法，保证系统的实时性，准确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一套在激光模切板加工线上实时进行缝宽检测的硬件装置和相应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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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5 
 

一、 项目名称：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在军休老人服务中的运用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周怡文  2013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张馨文  2013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黄  蓓  2013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学斌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实证研究   单位：公共事

务学院 

五、项目简介： 

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大背景下，军休干部的养老问题愈发受到关注。但目前我国军休所在管理

军休干部养老这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在这次科研项目中，社工采用专业社会工作个案法、访

谈法对南京市半山园干休所的军休干部的养老以及军休干部目前存在的困境进行了研究，并对几个

典型个案进行了介入，以期帮助案主尽快摆脱危机，恢复到正常生活状态。笔者在介入军休老干部

的过程中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与理论，有效提高了理论与实务在具体范围中的契合度，把社会

工作的服务方法真正运用到对军休干部的实践中去。 

六、项目图片： 

     
          图 1 采访周大爷           图 2探望刘大爷            图 3 采访欧阳大爷 

七、项目创新点： 

1.对军休干部进行的接入方式上的创新。我们将专业的社区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和个案社

会工作理论运用到军休老人服务工作的实践中去； 

2.针对军休干部这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首次采用了口述史作为一种治疗方式，并取得了不错

的成效。 

八、项目成果情况： 

1.通过社工开展的专业活动，军休所基本摆脱了服务落不到实处的问题。军休所为老干部提供

更高质量的活动，老干部对军休所的认可度独步提高； 

2.通过口述史的治疗方式，老干部们摆脱了情境危机，他们的精神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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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6 
 

一、 项目名称：三位调制掺杂优化 BiCuSeO 热电性能的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张惠琛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陶佳强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张冬冬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唐国栋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高性能热电材料的性能及其相关机理研究 单位：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层状结构的p型半导体BiCuSeO材料因无毒、自身热导率较低、塞贝克系数较大等优点引起了热

电材料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其热电转换效率较低仍然是限制其实际应用的重要原因。为最大程度

优化BiCuSeO的热电性能，我们在Ba掺杂提高电导率的基础上，掺入过渡金属元素Co以影响其热电势。

我们研究了低温下（0-300K）Bi0.875Ba0.125Cu1-xCoxSeO（x=0--0.15）的热电性能，相比于Ba单掺杂，(Ba,Co)
双掺杂能明显提高材料的热电势，并使热电优值提高至Ba单掺杂的 4.5 倍，未掺杂BiCuSeO的 32 倍。 

六、项目图片: 

   
图 1 Bi0.875Ba0.125Cu1-xCoxSeO样品    图 2 Bi0.875Ba0.125Cu1-xCoxSeO 样品的       图 3.Ba0.125Bi0.875Cu1-xCoxSeO 

的热电势随温度变化图     磁热电势(S(4T)-S(0T))与温度的关系     样品热电优值与温度的关系 

七、项目创新点： 

1.350K下,相比于Ba单掺杂，(Ba,Co)双掺杂能明显提高材料的热电势，并使热电优值提高至Ba单
掺杂的 4.5 倍，未掺杂BiCuSeO的 32 倍； 

2.Co 掺杂抑制了材料中的自旋熵但仍使热电势有显著提高，这表明实验中样品的大热电势并非

来源于自旋熵的影响，那么其大热电势来源问题也为理论基础研究提出了新的可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Wenchao Yang, Huichen Zhang, Jiaqiang Tao, Dongdong Zhang,Dewei Zhang, Zhihe 

Wang,Guodong  Tang*,”Optimization of the spin entropy by incorporating magnetic ion in 

a misfit-layered calcium cobaltite”, Ceramics International 42(2016)9744-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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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7 
 

一、 项目名称：装甲钢 TIG+搅拌摩擦复合焊接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王雪娟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       

安志恒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 

宋  恺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黄俊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焊接材料智能化设计、焊接过程数值模拟  单位：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针对装甲钢采用熔化焊以及单独搅拌摩擦焊工艺，导致接头力学性能较差，接头质量较低等问

题，拟采用 TIG 电弧+搅拌摩擦复合热源焊接工艺，获得装甲钢复合热源搅拌摩擦焊焊缝成形机理、

优化焊接工艺参数。 

六、项目图片： 

 
图 1 焊接接头模拟温度分布     图 2工作台及夹具实物图     图 3 部分焊缝成型图 

七、项目创新点： 

1.在模拟实验中，本小组采用高斯热源模拟预热热源、双椭球热源模拟焊接热源，较好的揭示

了焊接过程的热输入及热成型规律； 

2.为避免实验过程中发生意外的碰撞和过高的温度损坏原有的工作台，小组另外设计了一个小

的工作台。此外，为了防止热量的散失，小组成员在加热板和工作台接触处预留了空隙。 

八、项目成果情况： 

1.采用耐高温硬质合金搅拌头，对 616 装甲钢进行辅助热源搅拌摩擦焊，可得到完整的焊接接

头； 

2.与焊合面垂直方向上和焊件厚度方向上特征点温度历时变化与实验测得情况基本相符，证实

所选热源模型能用于搅拌摩擦焊温度场模拟； 

3.钢的辅助热源搅拌摩擦焊温度场模拟结果显示焊件最髙温度约为 1337°，低于钢的熔点，说

明钢可以进行固态连接。从焊件表面看，焊接过程中温度分布呈前面小后面大的椭圆形，最高温度

点在搅拌头后方靠近搅拌头边缘位置，且一直随热源的移动而移动；从焊件的横截面处看，沿焊件

厚度方向，温度分五层且从上到下依次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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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8 
 

一、 项目名称：纳秒激光致等离子体冲击波对小孔物质迁移机理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陈汉裕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史  棒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王赫铭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秦渊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激光金属材料加工工艺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激光是一种高亮度的定向能电磁波，在工业加工方面激光有具有高能易操作高效率等优点，因

而被应用于焊接、切割、熔覆和打孔等加工方面。利用毫秒激光对金属材料打孔，材料主要以气化

和熔融为主，气化产生的反冲压力将熔融挤压出小孔，因而与更短脉冲激光相比，毫秒激光打孔效

率较高。然而由于反冲压力的不断降低，后续熔融物没有足够压力排出小孔，导致小孔出现堵塞等

现象。利用双脉冲激光进行打孔，毫秒激光打出深孔，纳秒激光照射靶面时产生的等离子体冲击波

来促进物质迁移，继而提高打孔质量。 

六、项目图片： 

  

图 1不同激光电压下水介质的迁移率   图 2 孔深为变量时不同脉冲电压下的迁移率 

  

图 3 不同粘度的液体迁移率的变化    图 4不同激光能量和延迟时间下小孔的形貌 

七、项目创新点： 

1.采用双脉冲联合打孔，相比较单独的毫秒激光打孔效率更高，质量更高； 

2.利用水和不同粘度的溶液来代替打孔过程中出现的熔融液相，得到粘度与迁移率的关系； 

3.分析小孔形貌，总结纳秒激光的延迟时间对小孔质量的影响，得到改善后的激光加工参数。 

八、项目成果情况： 
发表论文：Experimental research of material removal during double-pulsed (ms and ns) 

laser dr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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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49 
 

一、 项目名称：履带式金属遥控坦克模型数字化设计及制作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李彬彬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陈国星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罗  津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建花  职称：工程师  研究方向：机电工程  单位：工程训练中心 

五、项目简介： 

项目主要进行金属坦克模型结构以及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制作。根据开题任务书要求，在查阅相

关资料后提出了履带式金属遥控坦克设计方案，采用 Creo 建模软件建立坦克整车三维模型、绘制了

部分零件的二维工程图，利用工程训练中心的机械加工设备加工了部分零件，并完成了组装，最后

进行遥控模块的安装与调试。 

六、项目图片： 

  
                          图 1 原理图                       图 2 实物图      

七、项目创新点： 

1.相对其它模型，该坦克模型可通过 WiFi 和红外遥控控制，通过此项目，学生对机电一体化得

到一定理解； 

2.该坦克模型可实现前进、后退、转弯、摄像头摆正以及调角度等功能，所装电动机功率较大，

动力足，可翻越简单障碍地形。 

八、项目成果情况： 

1.设计文档、结题报告等纸质材料； 

2.金属坦克模型三维模型原理图； 

3.金属坦克模型实物原型样机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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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1 
 

一、 项目名称：基于地感线圈原理的智能车流量探测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任  元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张金睿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王梓懿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志明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智能检测与控制技术；微机电系统；机电系统灵巧

化与智能化；高压智能断路器设计与研究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车辆交通信息采集是智能交通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以以地感线圈为感知元件对车辆信息

的采集和分析获取准确的交通参数，为交通状况监控和交通诱导管理等 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提高

现有基础设施的利用率。 

六、项目图片： 

        
        图 1 车辆检测系统        图 2  KA567 音频解码电路          图 3 振荡电路 

七、项目创新点： 

1.以地磁感应线圈为基础原件，通过线圈中电感量的变化来检测车辆的存在； 

2.通过 GSM 短信模块来远程传输信息。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搭建出了可以检测车流量的系统，该系统可以通过短信传输有车辆通过检测区域这一信息； 

2.该检测系统可以用于较为偏僻的通道，而无需铺设大量的电缆，就可以将检测到的车辆信息

以短信的方式发送给指定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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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2 
 

一、 项目名称：面向战斗部应用金属复合材料的组织与力学性能的研究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马  跃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曹  超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刘兴荣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传婷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终点效应与目标毁伤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研究 Al-Ni 为代表的金属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对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着重探讨

上述材料的冲击动态响应及冲击诱发化反应行为，及其在强冲击加载条件下的动态压缩行为和反应

行为。通过改善制备工艺，在保证上述材料反应释能、反应率的基础上提高其强度，增强其穿甲与

破甲侵彻威力，为我国多功能复合材料类高效毁伤战斗部的技术开发奠定理论基础。 

六、项目图片： 

       图1 试样                       图2密闭容器实验                 图3时间压力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首次探索 ARB 方法制备大尺寸多功能含能材料； 

2.研究了不同微观组织的多功能含能材料冲击释能行为。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形成了 ARB 方法制备大块多功能含能材料的新方法； 

2.本课题第四章相关内容形成专利，已提交，目前正在审核； 

3.相关实验成果已形成论文《Shock-induced rea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n Al/Ni composite 

processed via accumulative roll-bonding》并在奥地利举行的 THERMEC2016 国际会议演讲报告，

演讲人为王传婷； 

4.相关实验内容形成 SCI 论文，已投稿至 Material&Design 期刊（影响因子 3.9），第一作者为

本课题指导博士生季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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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3 
 

一、 项目名称：阳极 TiO2 纳米管的制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二、 项目类型：校级重点 

三、 项目成员：  

陆红燕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陈颖茜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黄芯芯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朱绪飞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多孔纳米模板材料、阳极氧化钛光电转换材料   单位：

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阳极二氧化钛纳米管（Anodic TiO2 nanotubes, ATNT）由于独特的纳米孔道结构在染料敏化太

阳能电池，光解水制氢以及光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然而，在应用过

程中我们发现不规整的纳米管阵列无法实现其良好的应用价值，所以必须对其结构进行合理有效地

调控，这就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本课题主要研究其制备方法和形成机理。 

六、项目图片： 

           
图 1 氧气气泡模具效应示意图       图 2 电镜照片               图 3 电流时间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首次研究大气压力对纳米管形貌的影响，进行了多项试验； 

2.运用氧气泡模具效应对实验现象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证实了氧气泡模具效应的合理性以及传

统的场致助溶效应的局限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于 2016 年 8月 28日在 SCI 一区杂志 Electrochimica Acta（IF=4.807）发表学术论文； 

2.对阳极氧化纳米管形成机理的认识具有推动作用，通过改变添加剂的方法来制备更具有规整 

性的阳极氧化二氧化钛纳米管，并且特殊的添加剂对纳米管具有修饰作用，有利于提高阳极氧化钛

纳米管在光电转换领域，光催化领域的性能。 

 

 

 

 



 

 

136

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4 
 

一、 项目名称：电化学阳极氧化法制备多孔阳极氧化物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陈诗依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龚  杰  2013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黄煜晨  2013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宋晔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电功能高分子材料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二氧化钛纳米管(ATNTs)的生长机理比较复杂，一直没有确切的解释。通常，对于二氧化钛纳米

管的研究都是基于纯 NH4F 电解液，而不是混合电解液。本次实验研究钛在磷酸与氟化铵的混合电解

液中恒压阳极氧化，通过二氧化钛纳米管的电镜图发现了混合电解液能够增加纳米管的直径，同时

减少纳米管的长度。由于纳米管的长度减小以及直径增加最终促使纳米管更加稳定，避免了混氟化

氨电解液中阳极氧化所得的纳米管倒扶现象。通过混合电解液中纳米管的特殊形貌和电流-时间曲线

图从新的角度更好地理解二氧化钛纳米管的生长机理和其它多孔形阳极氧化物，同时一定程度上为

解决纳米管稳定性问题提供了方向。 

六、项目图片： 

       
               图 1                          图 2                         图 3   

七、项目创新点： 

在混合电解液中阳极氧化尤其是在氟化铵中加入不同含量的磷酸研究 TiO2纳米管生长机理的方

法目前国内外学术都没有相关报道。其次，混合电解液中所得的电流-时间曲线相对于纯氟化铵溶液

中所得的曲线有明显的差异，从新的角度解释场致助溶理论的不足以及氧气泡模型的合理性。然后，

混合电解液中阳极氧化所得的 TiO2纳米管呈现出又粗又短的特征，并且纳米管十分稳定，解决了 TiO2

纳米管易断裂的问题；最后，由于磷酸含量不同导致纳米管直径的差异在前人纳米管直径与电压成

正比的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在 SCI 收录期刊 RSC Advances 发表一作一篇； 

2.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投稿一作一篇 (Revision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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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5 
 

一、 项目名称：HNS 的光解特性及其机理研究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李学志  2013 级  化工学院  安全技术及工程 

郑  宇  2013 级  化工学院  安全技术及工程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 伟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新型火工品技术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激光爆炸药是一种新型的起爆手段，与传统的起爆手段相比具有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的特点，

是未来起爆装置的备选技术之一。激光起爆过程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和化学变化，对于激光起

爆的分子动力学机理还缺乏系统的认识，为进一步揭示激光与含能材料的作用机理，系统地研究了

典型的芳香族硝基类含能化合物 HNS 在 532nm 和 1064nm 两种波长激光作用下的解离过程。实验中

采用了飞行时间质谱仪（TOMFS）分别探测激光解离 HNS 形成的正、负离子，研究了激光能量和延迟

时间对解离产物的影响。通过对离子成分的分析，提出了 HNS 可能的解离机理。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实验装置             图 2 离子分布                图 3  解离机理 

七、项目创新点： 
激光与含能材料作用的化学物理过程是揭示激光点火和起爆机理的最深层次科学问题，含能材

料分子的各基团如何吸收光子能量，并且发生能级跃迁和基团的多光子解离的机理仍然是一个未解

的科学难题。本项目运用飞行时间质谱仪系统地研究了 HNS 在两种波长(532nm 和 1064nm)激光作用

下的解离过程，揭示了激光波长、激光能量密度和延迟时间对解离产物的影响规律，提出了 HNS 可

能的解离路径。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德国举行国际著名会议 47th International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Fraunhofer ICT 上

发表一作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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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6 
 

一、 项目名称：光学隐身斗篷设计与研究  

二、 项目类型：校级重点 

三、 项目成员：  

张耀华  2013 级  理学院  应用物理专业       

张万青  2013 级  理学院  应用物理专业  

张文辉  2013 级  理学院  应用物理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袁群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光学工程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光学隐身材料是当今光学科研的前沿方向，自 2006 年以来，在 Science 和 Nature 杂志上有多

篇文章报道。利用光学透镜、反射镜的折射成像和反射成像的基本原理，可以组合形成价格成本低

廉的光学隐身斗篷，斗篷内可以隐藏机密目标。本项目拟开展光学隐身斗篷设计与实验研究，实现

小型物体的光学隐身。 

六、项目图片： 

                   

          图 1                            图 2                         图 3 

七、项目创新点： 

在中期报告上，我们首先使用平面镜组实现了隐身效果，之后我们进行了透镜实验。透镜实验

的成功让我们更加清楚这个课题的核心思想即将隐身区域的光线绕过隐身物体从而实现隐身由于这

个实验做完后还剩余很长时间，所以我们提出用两个直角水缸的组合实现隐身，而且实现了非常明

显的实验效果具体可以参照实验结果照片展示。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在最先做的平面镜实验中可以看到从正面观察，视野可以绕过在平面镜中隐藏的洗衣液桶直

接观察到位于装置另一端的奶茶瓶子； 

2.用事先打印好的格子纸放在装置一侧可以在装置的另一侧观察到几乎没有畸变的格子图像，

而且在“隐身区域”插入尺子后依然可以观察到格子图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3.用两个水缸组合的棱镜实验可以看到水杯在实验装置中也实现了水杯的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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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7 
 

一、 项目名称：基于 FPGA 的非制冷型红外探测器驱动信号处理研究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吴龙生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微电子专业     

杨  雨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微电子专业 

张雨程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微电子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隋修宝  职称：副研究员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研究方向：红外、可见光

成像理论和系统开发；医学 MRI、CT 图像理解和识别   

五、项目简介： 

小组使用了国 ULIS 公司的 UL03362 这款红外探测器（小型红外探测器），对其驱动信号进行了

研究。通过学习 verilog 语言，编写了包括驱动模块，数据接收模块以及 fifo 缓存模块在内的三个

模块，并利用手头的 FPGA 板进行了仿真验证。通过不断调试后，在系统上进行验证，以达到验目标。 

六、项目图片： 

     
      图 1 UL03362 探测器       图 2 示波器采集到的驱动信号           图 3 实物图 

七、项目创新点： 

1.使用法国进口的 UL03362 探测器，其内部集成了 AD 模块，耗电量极低； 

2.使用了软件仿真+硬件检测+系统检测的研究方法，使得目标达成度大大提高。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对于探测器的驱动信号有了足够的理解，能够正确读懂驱动信号时序图； 

2.完成了预期目标，成功编写了驱动，数据接收和 fifo 缓存三个模块的程序； 

3.对程序进行了软件仿真，硬件检测以及系统验证； 

4.在系统上成功驱动探测器工作，并成功取得图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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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8 
 

一、 项目名称：一种新型多功能车用酒精测试及安全控制系统研究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杨  哲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赵丽媛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傅  蔚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武森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数字图像处理的算法及其实现  单位：电子工程与

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统计表明，30%的道路交通事故是由酒后开车醉酒驾车引起的，驾驶员伤亡档案中有 59%与酒后

驾车有关。本设计在车内中添加自动酒精检测装置以及车辆启动控制装置：只有当驾驶员坐到座位

上，然后正确关好车门、系上安全带，并通过酒精测试之后，才允许启动汽车，否则车辆将无法启

动。所用到的主要技术包括：红外传感器、酒精测试传感器、自动控制技术等。 

六、项目图片： 

        
         图 1 原理框图                    图 2 实物图                 图 3 测试结果 

七、项目创新点： 
1.在现有汽车配置的基础上，直接加上该简易装置，弥补部分汽车无法探测车辆是否关好车门，

系好安全带的不足，从源头上防止酒驾，防止他人代吹等作弊行为； 

2.该设计结构较为简单，功能较多，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其他人代测酒精的作弊情况； 

3.我们的产品在原理与技术上都简单易懂，操作简单，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当驾驶员坐到座位上，正确关好车门、系上安全带，并通过酒精测试，若浓度不超标，则允

许启动汽车，并在液晶显示屏上显示酒精浓度； 

2.当驾驶员坐到座位上，正确关好车门、系上安全带，并通过酒精测试，若浓度超标，则不允

许启动汽车，步进电机带动覆盖装置旋转，遮蔽钥匙孔，同时，蜂鸣器报警，液晶显示屏上显示酒

精浓度并出现“请勿酒驾”字样，警示驾驶员不要醉酒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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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09 
 

一、 项目名称：智能人机交互界面设计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管  熠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刘许宁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许晋彰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隋修宝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光电检测和图像视频处理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我们小组所做的高速高清 CMOS 相机系统人机交互界面主要由六个模块组成，分别为：串口设置，

竖纹校正，镜像操作，附加功能，增益设置，快门设置。其中，串口部分可以识别接入的串口，并

实现数据的接受与发送。竖纹校正模块可进行校正控制及选择所需的工作温度。镜像操作可以实现

上下翻转，左右翻转，全镜像，图像恢复。附加功能包括参数存储，参数读取，恢复出厂，语言切

换，感兴趣区域，中值滤波。增益设置实现了增益的控制，及增益值的调节，相似的，快门设置实

现了快门的控制以及快门时间的设置。 

六、项目图片： 

     

       图 1 上位机主界面           图 2 感兴趣区域                图 3软件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添加了一些额外的功能，譬如实现了界面上多种语言的切换； 

2.实现了增益控制和快门控制的手动和自动的切换，使得界面设置更加智能化； 

3.添加了竖纹校正功能，包括校正控制和工作温度，使得相机拍出的照片更加清晰； 

4.分别对各个操作设置了简单易懂的指示图标，使得界面更加人性化。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我们所完成的高速高清 COMS 相机系统满足了项目要求，并额外添加了一些功能； 

2.由于对软件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所以设计出的界面较为简单。虽然添加了一些额外的功能但是 

和通用的高速高清 COMS 相机系统相比还是显得功能较少，有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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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0 
 

一、 项目名称：用于制备负电子亲和势光电阴极的 Cs/O 源除气软件研制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张  健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刘恩全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刘文辛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益军  职称：副教授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研究方向：半导体光电探测

材料设计与制备；紫外-红外成像器件与系统及相关测试技术；超高真空原位表面分析技术。  

五、项目简介： 

在制备高性能负电子亲和势（NEA）光电阴极的过程中，除了必要的超高真空环境外，Cs源和 O

源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激活的成败，以及激活后阴极的稳定性。在使用 Cs/O 源激活阴极材料前，

必须对 Cs/O 源进行严格的除气工艺，以获得纯度高、蒸发速率快的激活源材料。通常在 Cs/O 源除

气过程中，需要依靠人记录 Cs/O 源的电流和腔室真空度的变化，浪费了大量人力和时间，并且腔室

真空度还不能实时的记录下来，因此研制一套适用于 Cs/O 源除气的软件显得非常有必要。在该软件

中不仅可以在线控制 Cs源和 O源电流大小，并且还能实时记录 Cs/O 源电流、腔室真空度的变化。 

六、项目图片： 

 

图 1 程序界面              图 2 对 O 源进行除气              图 3 激活                                     

七、项目创新点： 

此软件利用串口通信实现了程控恒流源的控制和腔室真空度的实时采集，将除气和激活过程中

的人工操作大幅度减少。 

八、项目成果情况： 

成功编写出符合要求的软件程序。本软件对于负电子亲和势（NEA）光电阴极的制备具有很重要

的意义，基于串口通信实现了程控恒流源的控制和腔室真空度的实时采集，极大程度的简化了除气

过程中对于 Cs/O 源电流和真空度变化的记录工作，使得实验过程中人工操作大大减少，对于调高实

验效率和减少实验误差都有较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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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1 
 

一、 项目名称：智能窗帘控制系统研制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胡嘉龙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王梦怡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包晓兰  2013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乌兰图雅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光电检测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智能窗帘可以通过在窗户之外的特定位置放置传感器设备完成对环境的采集，从而实现对光照

信息的感知，或者通过无线遥控装置控制电机手动开关窗帘。 

六、项目图片： 

   
           图 1 智能窗帘系统实物硬件图           图 2 智能窗帘系统实物外观图                        

七、项目创新点： 

在传统家居中，我们对于使用双手拉开或关闭窗帘已习以为常，但手动开关窗帘并不是在所有

时刻都是最好的选择。智能窗帘是一种能够自动或遥控控制开启或闭合的系统，它利用先进的电子

科学技术将传统窗帘的机械结构与自动控制装置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使家居生活或私人空间更加舒

适、便捷。 

八、项目成果情况： 
本智能窗帘系统实物制作能够实现如下功能：在无特殊要求下，系统工作于光控状态，即日出

时窗帘自动开启，日落时窗帘自动闭合；如果有特殊要求，如白天也需要关闭窗帘，则可以选择红

外无线遥控功能来控制窗帘的开启和闭合。在本次设计中，系统的自动控制状态（即光控状态）通

过以光敏电阻为核心的光电探测装置实现；系统的手动控制状态（即遥控状态）通过以红外遥控器

与一体化红外接收头为核心的红外遥控装置实现；窗帘的开启与闭合通过严格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

角度和方向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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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2 
 

一、 项目名称：江苏省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网络舆情监测体系研究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张戈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周茜  2013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曰芬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网络舆情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科研训练小组主要研究江苏省贸易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网络舆情监测预警问题。 

1）构建江苏出口产品受阻欧美日监控和预警分析系统 

对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已有的欧美日出口受阻数据库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建立风

险量化指标和预警分析系统，系统建成后具备根据风险等级自动发布预警功能； 

2）构建江苏省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网络舆情监测体系，开展舆情监测在江苏省应对国外

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建立数据模型（包括采用数据挖掘技术收集国内外有关技术性

贸易措施的舆情信息；建立舆情量化指标体系，对收集到的舆情信息进行分类预警；建立舆情分类

处理标准；进行实证分析，将警源、警兆、警情实行模拟预测，对于重大突发事件提供有针对性的

危机处理对策）。 

六、项目图片： 

       

  图 1 后台管理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指标权重计算方法； 

2.TBT 产品风险等级设定。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构建江苏省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网络舆情监测体系； 

2.为江苏省标准化研究所建立基于指标体系的后台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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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3 
 

一、 项目名称：喷淋蒸发冷凝空调系统的节能特性研究 

二、 项目类型：校级重点 

三、 项目成员：          

邱琳祯  2013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王  嘉  2013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曾  琳  2013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四、项目导师： 
姓名：余延顺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空调热泵技术  单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针对常规以空气为冷却介质的空调制冷设备，因空气换热性能低，为改善室外换热器的换热性

能，提出对空调室外翅片管冷凝器采用喷淋方式实现蒸发冷凝，改善空调设备的运行条件，提高空

调设备制冷运行的性能，实现其节能降耗。过试验得出，相比于干工况，增设喷淋设备后空调的能

效比有明显的提升；当室外湿球温度增大时，蒸发冷却的效果减弱，冷凝器换热性能下降。在干球

温度保持 35℃不变的条件下，湿球温度由 23.5℃上升至 27℃，COP 的提升幅度由 10％下降到 4％。 

六、项目图片： 

        
      图 1房间空调器喷淋装置      图 2 风冷热泵喷雾装置       图 3喷雾装置的优化结构 

七、项目创新点： 

1.提出对空调室外翅片管冷凝器采用喷淋方式实现蒸发冷凝，利用水蒸发过程进行潜热交换,

改善室外换热器的换热性能； 

2.在喷淋前利用喷淋水进行过冷，提高水利用率的同时提升制冷性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完成了空调喷淋蒸发冷却过程的热工分析、热工性能的理论计算及实验测试分析等工作； 

2.申请实用新型专利《房间空调冷凝器的喷淋蒸发冷却装置》，受理日期 2016.4.13，申请号

201620302872.8； 

3.论文《喷淋蒸发冷却对房间空调器制冷性能的改善》被全国暖通空调制冷学术年会《论文集》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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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4 
 

一、 项目名称：限距载重模型飞机设计与制作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梁金雄  2013 级  理学院        工程力学       

胡少珩  2013 级  理学院        工程力学    

段竣仁  2013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四、项目导师： 
姓名：余劲天  职称：工程师  研究方向：1.航空、航天科学技术；2.航空器结构与设计    

单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限距载重空投是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的项目之一，任务要求遥控电动模型飞机搭载一定质

量的载荷从起降区起飞，飞行至载荷投放区上空一定高度后将载荷释放，模型飞机安全返场，完成

比赛任务。比赛以搭载质量大、投放准确取胜。 

本项目将着力设计增强飞机在空中飞行稳定性的机翼，由于载重在空中投下，飞机重力瞬间减

小，重心转移，对机翼的要求很高。集中解决飞机升空后机翼对折炸机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多次

测试，计算出最佳绕行路径，缩短时间。 

六、项目图片： 

     

图 1机翼全蒙版，龙骨      图 2 机翼蒙板镂空，龙骨     图 3机翼蒙板镂空，龙骨 

圆形镂空，垂直尾翼           方孔镂空，V型尾翼         混合镂空，双垂尾翼 

七、项目创新点： 

1.改变了机翼龙骨、蒙板的镂空形状改变机翼性能； 

2.使用模块化机身拼接方式，能简单的互换飞机组件； 

3.飞机骨架使用不同种类木板复合结构同时增加强度和韧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完成总共 4架限距载重模型飞机并且都达到所有比赛要求； 

2.获得 2015 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CADC）限距载重空投项目二等奖； 

3.获得 2016 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公开赛（太原站）限距载重空投项目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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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5 
 

一、 项目名称：大额取款机工业设计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丁文悦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       

赵雨秋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 

鲍金云  2013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展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工业设计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大额取款难是银行客户经常遇到的现实问题，由于设备的制约，目前只能进行柜面取款或预约

取款，无法像 ATM 机一样自助取款。本项目以服务设计的理念驱动，根据银行提出的服务需求，以

工业设计为核心，结合机电控制技术进行协同创新，以此满足银行与客户的各自诉求。 

六、项目图片： 
        

         

 

 

 

 

 

 

           

         图 1 效果图 1                  图 2 效果图 2                      图 3 样机图 

七、项目创新点： 
1.功能设计：不同于往常的 ATM 机，我们设计的大额提款机在支持原有的 100 元、50 元面值的

操作下，还能实现人民币 100 张/捆的客户自助取款。现金容量不小于 20000 张（200 捆）。同时支

持基本的触控、读卡、身份识别、凭条打印、密码验证功能； 

2.出钞结构设计：设计能够实现单捆、多捆人民币出钞结构，通过自动化控制程序实现装置的

正常运转。借鉴目前市场上已有的自助售货机出货结构原理，将整捆人民币当做货物进行处理。但

是必须保证“货物”的绝对安全性。结构中包括：箱体、推钞机构、出钞机构和压钞机构； 

3.人机交互设计：大额取款机的控制装置的主要操作方式是按钮，其他一些次要操作方触屏则

通过旋钮操作。按钮控制器上的功能不仅有应用于动力供应中的开 / 关控制功能，还有用于其他开

与关的转换功能，同时具有步进控制功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大额取款机通过自动化控制程序实现单捆、多捆人民币出钞的功能，为用户提供便捷的服务

同时，也帮助银行解决现金处理问题； 

2.构思新颖，造型具有现代感，外观符合且领先于国内自助机具外观样式，现代时尚； 

3.整体外观设计简约、严肃、耐看，既反映大额取款机的功能特征，又可使使用者在操作中感

觉环境舒适，机器可靠，从而产生强烈信任感、精神稳定而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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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6 
 

一、 项目名称：基于传感器网络的智能家居设计 

二、 项目类型：校级重点 

三、 项目成员：           

王  婷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胡申华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姚驰研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力立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无线传感器网络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次设计以智能家居的照明系统为研究对象，选择适合该系统的 ZigBee 技术组建内部的通信

网，根据节点的结构要求，选择 CC2530 作为系统开发的主要芯片，辅以红外探测和语音识别模块，

制定相应的应用层通信协议。设计出来的智能家居照明系统，实现了传感器的接入，组建了具备自

组织功能的内部通信网络，达到了智能控制家庭灯光照明的效果。 

六、项目图片： 

     

        图 1 语音识别模块           图 2红外探测模块             图 3平台实物图 

七、项目创新点： 

1.基于 ZigBee 无线通信方式设备相互传递信息，传输距离远，传输速度快，而且日后可以进行

设备扩展，增加其他传感器设备，丰富系统功能； 

2.引入红外探测模块，检测用户进出房间方向，自动关闭无人房间的电灯，打开进人房间的电

灯，节能又方便； 

3.引入语音识别模块，用户可以通过语音随时随地控制灯泡开关，给用户尤其是某些特殊群体

提供极大的方便； 

整套系统的搭建，原理简单，操作方便，成本适中。 

八、项目成果情况： 

1.一套智能灯光照明系统实验平台； 

2.一份产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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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7 
 

一、 项目名称：助老助残用自稳定饭勺系统 

二、 项目类型：校级重点 

三、 项目成员：           

钱抒婷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电子信息类专业       

薛舒严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谢一嘉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郭健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智能控制与智能系统、机器人系统、高精度电机控制等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的严重。更多设计倾向于为老年人及一些特殊群体提供方

便。对一些肢体不方便的老年人、帕金森、特发性震颤等病人来说，想要独立地完成进食是一件极

具难度的事情，因而针对肢体不方便人群、帕金森病患者、老年人等各类特殊人群自主饮食困难的

问题，尤其是肢体颤抖无法将饭勺对口问题，希望开发出一套灵巧自主稳定系统，能有效克服肢体

抖动，实现饭勺平稳，在肢体颤抖时方便饮食。该系统包括机械结构设计、系统硬件设计、算法设

计和软件开发。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实物图                  图 2 机械结构图                 图 3 系统设计图 

七、项目创新点： 

1.目的是针对肢体不方便人群、帕金森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自主饮食困难的问题，尤其是肢体颤

抖无法将饭勺对口问题，开发一套灵巧自主稳定系统，能有效克服肢体抖动，实现饭勺平稳； 

2.系统包括灵巧结构设计、稳定系统硬件设计、算法设计和软件开发。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模块：

综合传感器模块、嵌入式控制模块、电机驱动模块和无线通信模块。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制作出了实物作品样机一套； 

2.提交了技术报告一份，此外发明专利一项正在申请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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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8 
 

一、 项目名称：灯塔控制方向下光电自平衡车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陆  超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张  晶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史满翔  2013 级  教育实验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陈庆伟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控制理论与工程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源自第十届飞思卡尔智能汽车竞赛，要求光电导引自平衡小能够灯塔控制下的行驶。竞

赛组委会对于参赛小车上使用的传感器种类和数量都有所限制，本设计将使用指定型号的线性 CCD

识别赛道数据。设计目标小车是在赛道边界线内行驶，又快又稳地直立跑完全程。由于赛道元素较

多，这就对车体平衡性、赛道识别准确度、各个闭环控制的维稳能力方面提了更高的要求。 

六、项目图片： 

        
          图 1 制板                    图 2 小车直立              图 3 小车识别赛道 

七、项目创新点： 

1.改进灯塔控制方式下光电自平衡车机械结构； 

2.姿态传感器数据经由卡尔曼滤波输出优化直立控制效果； 

3.完成基于线性 CCD的赛道识别算法。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基于 protel 软件完成控制系统硬件电路设计与实现； 

2.完成自平衡小车的直立控制，速度控制以及方向控制的算法设计； 

3.基于 IAR 环境完成控制系统软件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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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19 
 

一、 项目名称：视距不良弯道对来向车双向动态显示及警示系统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龙含梦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余  缜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胡明月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郭唐仪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智能交通与安全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针对视距不良弯道（尤其在山区）对向来车不明、超速行驶、易于翻车等问题，研发一套实现

来车检测、对向来车双向动态 LED 显示、速度监测、超速抓拍、与交警数据联通等功能的系统，以

提高安全性，减少交通事故及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实物图                  图 2 接收发短信                  图 3车牌识别 

七、项目创新点： 

1.针对弯道地区对向车不明问题，在弯道两侧设立两个镜像系统，通过双向通信，可将对向来

车情况及时在另一侧显示出来，从而起到警示效果，能极大的提高安全性，减少交通事故及减少生

命财产损失； 

2.相对于传统的弯道警示方案，鸣笛，减速带，反光镜等，都主要依靠驾驶员的自觉性。而我

们研发的系统包括了联网执法功能，从法律上规范了弯道地区速度限制的要求，对弯道限速的规范

作用更加明显。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完成了单片机技术与 GPRS 模块的学习并且实现了单片机与 GPRS 模块的连接，从而实现了双

向通信功能； 

2.完成了基于 OpenCV 的车牌识别技术的研究。程序已经实现了车牌识别功能，识别度达 80%以

上； 

3.由于项目经费限制等原因，目前车牌识别那一块我们还没有解决跟核心板连接使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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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0 
 

一、 项目名称：基于激光传感器的雪深测量系统设计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张  宇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张  浩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眭炜强  2013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邢宗义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模糊建模与智能控制、伺服系统控制、交通控制与

安全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设计一套对对轨道处积雪实时监测系统。系统将完成对轨道处雪深的精确监测，并把采集的

信息反馈到控制室对轨道内雪情进行初步预报，为列车的安全运行提供安全保障。 

六、项目图片： 

           

图 1 现实雪深测量现场                    图 2 实验模拟现场 

  

图 3 组态王系统模拟 

七、项目创新点： 

1.利用组态王实现雪深监测系统设计； 

2.进行测量系统仿真实验。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成功实现利用组态王软件设计雪深测量模拟系统； 

2.采购较精密传感器构建可演示的实物模拟现场； 

3.进行雪深测距模拟实验，采集相关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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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1 
 

一、 项目名称：高校英语专业学生作业现状及策略研究 

——以南理工英语专业一三年级主干课为例 

二、 项目类型：校级重点 

三、 项目成员：                

陈静怡  2013 级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钟晨希  2013 级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蓉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文学文化研究  单位：外国语学院 

五、项目简介： 

作业，作为教学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是承接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其评价质量直接影响教学，

但研究高等教育时期作业的人却很少。通过对南京理工大学英语专业一三年级主干课的跟踪，此篇

论文结合问卷、听课、访谈等情况，分析了目前南理工英语专业的作业情况，在明确优势的同时也

发现了弊端，并通过阅读书籍和问卷访谈给出了建议。 

六、项目图片：  

图 1 访谈记录                  图 2 访谈与问卷                   图 3 表格                          

七、项目创新点： 
1.该领域研究较少，希望能通过团队努力得出新的认识； 

2.本院进行教学改革不久，通过新老体制的比较，得出优缺点，给新的教学体制提供改进的意

见与建议。 

八、项目成果情况： 
1.老师应与学生增加沟通，使学生更加明确作业目的达到重视作业的同时可以更加了解学生，

布置更加具有针对性的作业；  

2.大一时期应更加注重基础的巩固与增强，为日后更深层次的知识与能力做好充分准备； 

3.针对单词和词组掌握应利用多种方法，例如造句、问答等，机械地背诵和默写反会引起学生

的反感； 

4.英语专业应增加对中文语言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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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2 
 

一、 项目名称：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表达时手势语因素研究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鲁  婷  2013 级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 

沈珏莹  2013 级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王霏霏  2013 级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赵雪琴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翻译学  单位：外国语学院 

五、项目简介： 

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使用语言以及种种非语言手段，以达到交流信息、传达感情的目的。手势语

是非语言手段中特别富有表现力的一种，是有声语言的必要补充和强化。该项目旨在研究中国英语

学习者在用英语口头表达时的手势语结构及影响手势语的因素。实验对象的变量因素为：性别、专

业、个性、英语语言水平等。 

六、项目图片： 

        
     图 1 受试者视频样本             图 2手势语截取 1             图 3 手势语截取 2 

七、项目创新点： 

1.从手势语的维度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头表达能力； 

2.从英语语言掌握程度、性别、所学专业和性格四个变量切入研究手势语使用情况； 

3.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兼顾。 

八、项目成果情况： 

1.英语掌握程度较高的英语口语使用者能够更好地将手势与口语内容结合起来，较早地进入手

势语表达阶段，无论掌握程度高低都会在口语表达时均会由于出错、紧张等出现指示性手势； 

2.同等英语掌握程度的女性受试者比男性受试者更有表达欲，手势语使用更加多样、频繁； 

3.非英专受试者缺少英语口语学习和实践，口语能力较弱的同时手势语使用单一或极少使用； 

4.九型人格分别对应了不同或相同的手势，性格对口头表达时手势使用确有影响； 

5.成果日后可以在潜意识、左右脑分工、演讲技巧、洽谈与心理分析等维度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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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3 
 

一、 项目名称：Core-shell 结构纳米电极电催化活性与稳定性研究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严亚杰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专业 

王宏瑾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丁锡锋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新能源材料、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功能和结构陶

瓷的先进制备、微结构和性能关系研究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近些年来，La0.6Sr0.4Co0.2Fe0.8O3-δ(LSCF)基的阴极材料由于其中低温下电子导电性和氧离子导电性

上的优势吸引了广泛的关注。LSCF 的催化活性可能被其表面催化活性所制约。银作为传统电极材料

具有较高活性和相对低廉的价格的特点，经常被视作可能的表面改性材料。纳米级银颗粒更是能大

大增加电极/电解质/气体三相界面的活性点位数，进一步提高电化学性能。核壳结构被视作防止其

内部金属纳米颗粒烧结的一种有效方式，其核壳的协同效应也使得这种结构在电化学催化方面很有

前景。最终我们提出一种便捷的利用水热法在多孔LSCF表面原位合成的Ag@M0.2Ce0.8O2 (M=La, Sm, Pr)

核壳结构催化剂的方法。我们已经证明这种催化剂能够大大提高 LSCF 的电化学性能，并能够在高温

长时间工作下保持稳定。 

六、项目图片： 

 
 

 

 

 

 

 

 

图 1 核壳结构示意图和 TEM 照片  图 2 不同温度下修饰前后电极阻抗谱   图 3 修饰前后电极长期稳定性 

七、项目创新点： 
1. 用一种简便的水热法在电极表面原位制备核@壳结构的 Ag@M0.2Ce0.8O2 (M=La, Sm, Pr)纳米催

化剂； 

2. LSCF 这一较为成熟的阴极材料性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 550°C 达到了 0.648Ω·cm
2
，是

有报道以来最好的数据； 

3. 稳定性测试显示 Ag@M0.2Ce0.8O2核壳结构的纳米粒子 650°C在 150 小时时间内保持稳定。 

八、项目成果情况： 

  Wang Hongjin, Ding Liming, Yan Yajie, Ding Dong, Ding Xifeng* Enhancing SOFC cathode 

performance with in-situ formed core@shell nanocatalysts via a facile hydrothermal method，

Electrochimica Acta,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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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5 年立项）成果展示—24 
 

一、 项目名称：氧化钨一维纳米材料合成及其性能研究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陈  轩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胡  晗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朱青霞  2013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邹友生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光电功能材料及器件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采用水热法合成了氧化钨纳米花球，研究了水热反应参数对合成氧化钨纳米结构的影响，探究

了其生长机理；制备了基于氧化钨纳米花球的超级电容器，研究了其超级电容器性能，探讨了微观

结构对超级电容器关键性能的影响。 

六、项目图片： 

                           

图 1 氧化钨纳米花球形貌       图2氧化钨纳米花球相结构      图 3 氧化钨纳米花球电化学性能

七、项目创新点： 

1.采用水热法制备了有 WO3纳米片自组装成的纳米花球，并将其组装成超级电容器； 

2.讨论了前驱体溶剂含量、反应时间、反应温度对氧化钨纳米花球的影响，F127 含量改变氧化

钨纳米花球的形貌，反应温度及反应时间改变了氧化钨纳米花球的形貌和相结构； 

3.制备出了尺寸在几百纳米的正交相三氧化钨纳米花球，其比电容值可达 446.25F/g。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实验所得样品为立方相氧化钨； 

2.F127 含量增加，导致三氧化钨纳米花球的尺寸增加；随着反应温度升高，三氧化钨纳米颗粒

形貌由球状转化为花球状，再转化为带状，相结构由非晶态转化为正交二氧化钨与立方三氧化钨混

合，再转化为纯立方相三氧化钨，最终转化为六方三氧化钨，该相变过程不可逆；反应时间延长，

三氧化钨纳米颗粒逐渐趋于圆润饱满的球状，尺寸变大，相结构逐渐由正交相二氧化钨转化为立方

相三氧化钨； 

3.基于三氧化钨纳米花球组装的超级电容器为赝电容，10mV/s 时最大比电容为 446.25F/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