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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大学生方程式电动赛车通用控制器软硬件优化设计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01) 

三、 项目成员： 

孙  皓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周光祖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装甲车辆工程专业 

钟  岩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装甲车辆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殷德军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车辆工程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组科研训练的内容是基于我校大学生电动方程式赛车队原有的控制器基础上，设计一套性能

更优的电子控制系统，综合其安全性和可靠性，既要满足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电车规则，同

时又给予赛车具有良好的控制性能。小组成员在学习了 2015 赛季的设计，并全程参与 2016 赛季

的设计后，通过导师的指导，自身的理解体会以及和车队电气组成员的商讨后，最终完成了本次科

研训练。 

六、项目图片： 

              

图 1 硬件电路实物图         图 2 控制程序流程图      图 3 防滑算法仿真结果 

七、项目创新点： 

1. 丰富了原有控制器的功能，并精简了控制程序。 

2. 采用最大可传递扭矩估算（MTTE）方法与模糊控制方法，研究设计了适用于大学生电动方

程式赛车的防滑控制算法。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关于大学生方程式电动赛车的通用控制器一套； 

2. 完成关于无线数据采集的上位机设计； 

3. 完成关于电动汽车一轮车辆模型的建立； 

4. 完成关于电动汽车一轮车辆模型的防滑算法设计与仿真； 

5. 实用新型专利“便于安装且可以增添润滑剂的新型轴肩螺栓”一篇，申请号：201720652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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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基于 ARM 的激光遥测甲烷浓度检测系统的设计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02) 

三、 项目成员： 

段尚汝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谈曾巧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王 琦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卜雄洙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智能测控技术与系统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我国矿井中传统的甲烷检测仪，不具有遥测的能力，低灵敏度，且不能从其他气体中辨识甲烷

气体。为了克服上述缺点，设计一个高精度、高灵敏度、检测速度快以及使用寿命长的甲烷气体浓

度实时遥测系统。本系统以 TDLAS 技术为核心，由三个模块组建而成：信号发生模块发射出合适

波长的激光；信号检测模块完成光电信号的转换，并提取出我们需要的一次谐波和二次谐波的电信

号；信号处理模块由电信号反演出相应的甲烷浓度并显示。 

六、项目图片： 

      

图 1                            图 2                       图 3 

七、项目创新点： 

1. 采用了 TDLAS 技术用激光对甲烷浓度进行检测，可实时在线检测； 

2. 可调谐激光二极管中心频率锁定在甲烷气体分子的吸收谱线峰值处，能有效排除其他气体的

干扰，最大程度的获取浓度信息。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电子测量技术》发表学术论文“基于 TDLAS 的激光甲烷检测系统的研究”一篇； 

2. 完成可用于甲烷检测的样机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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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气流压电发电能量采集技术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03) 

三、 项目成员： 

张琰珺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王天琪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张俊伟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陈荷娟   职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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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是采用已经设计的气流致声振源结构、课题组已经建立的系统仿真模型，开

展输出接口电路设计，完成压电换能等效电路特性仿真分析。设计能量采集、功率调理、储电一体

化输出接口电路，通过实验和实验结果分析优化电路，完成样机的制作。在课题组的研究基础上，

设计并制作接口电路。 

六、项目图片： 

        

         图 1 测试系统             图 2 气流致声压电发电机       图 3 改进电荷采集电路 

七、项目创新点： 

1. 搭建了空压机吹风实时测试实验系统； 

2. 设计了气流致声的喷嘴-共振腔激励声波结构； 

3. 改进了电能采集电路。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学术论文“Analysis of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Parameters on the Center-column Inlet Pipe of 

Airflow-induced Vibration Piezoelectric Generator”的撰写，并已向《ICMEM2017》投稿； 

2. 完成关于气流致振压电发电参数测试实验的项目研究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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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4 

 

一、 项目名称：移动式港口起重机智能监控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04) 

三、 项目成员： 

徐祖康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雷庆东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葛良玉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及仪器专业 

四、 项目导师： 

姓名：陆宝春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制造装备自动化与智能化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五、项目简介： 

现阶段移动式港口起重机的数据监控系统基本上只处于起重机本地的监控，这样就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人工监控的成本，同时港口的工作环境相对恶劣，设施也不够完善，很难进行远程的有线监

控。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 GPRS 技术的移动式港口起重机的实时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用

来实现对移动式港口起重机工作状态数据的远程实时采集、监控和故障诊断。 

六、项目图片： 

              

图 1 现场智能单元            图 2 接口转换器           图 3 远程上位机监控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 现场数据采集端对数据的预处理实现在偏远地区及恶劣环境下对数据的稳定传输。 

2. 微控制器连接 GPRS 模块，实现 CANopen 协议到 GPRS 协议的转换。 

3. 故障诊断模块进行故障的诊断实现故障预警。 

4. 完成上位机的界面优化，可能向手机端发展。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发明专利“基于 GPRS 的移动式港口起重机数据采集系统”一篇，申请号：201710692369.7； 

2. 关于移动式港口起重机的数据采集系统的样机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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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5 

 

一、 项目名称：无人机群仿生协同飞行测控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05) 

三、 项目成员： 

魏博文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段一凡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霍思敏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茂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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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机广泛运用于公安、武警、消防、交通、海洋执法等各个领域。但无人机单机存在难以执

行较大型任务、效率低下、携带能力差、抗毁性较差等缺点，因此对于军事侦查、多角度勘测等需

要无人机协同配合的应用场景，无人机群表现出了很大的优势。为解决无人机编队在指定空域完成

从起飞到指定目标点间的自主路径规划，且机群在该过程中具有良好的协同性和高效性的问题，提

出了一种无人机群航路自主规划的方法并进行仿真。通过分析机群个体的规划路径点及其特点，及

建立的数学评价体系的方法对以上路径进行优劣性评估。 

六、项目图片： 

        

      图 1 二维仿真示意图            图 2 三维仿真示意图           图 3 真机飞行试验 

七、项目创新点： 

1. 采用了改进的人工势场法，将无人机视作动态障碍，便于实现机群路径规划的高效、灵活性 

2. 采用了“取中修正”的修正方案，摆脱了算法的固有缺陷，使规划出的路径平滑无抖动。 

3. 建立了一个数学评价模型，可对路径优劣性进行评价并使系统据此自行调整。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兵工自动化》发表学术论文“基于人工势场法的无人机群航路自主规划”一篇； 

2. 发明专利“基于仿生的无人机群组实时路径规划方法”一篇，申请号：2017080201546220； 

3. 提出软件著作权“基于仿生的无人机群组实时路径规划方法三维动态仿真”一项的申请；  

4. 完成包含若干架旋翼无人机及固定翼无人机的无人机编队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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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6 

 

一、 项目名称：大学生方程式赛车规范化设计实践与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06) 

三、 项目成员： 

温晓雨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类专业 

赵  玲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类专业 

闫耀龙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类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铁山 职称：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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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赛车设计的规范化问题，结

合我校 NUT 车队赛车设计进行实践，以提高赛车设计水平以及规范化程度。在规范化研究的基础

上，制定一个规范化设计指导性文件汇编，用于今后的赛车设计中。以规范化设计指导性文件汇编

为指导，参加赛车的设计研发工作，为参加赛事打下基础。 

六、项目图片： 

 

图 1 NUT2017 赛车 图 2 FSAE 转向节 图 3 赛车设计论文 

七、项目创新点： 

1. 给出了一套适应大赛特点且具备指导意义的设计思路和设计方法； 

2. 提高了 2017 年度 NUT 赛车的动力性，操纵稳定性等； 

3. 改良了车身空气动力学套件与动力装置进排气系统； 

4. 优化设计了赛车转向节。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撰写了一篇用于指导大学生方程式赛车规范化设计的文件； 

2. 申请了一项专利； 

3. 与 NUT 车队共同完成了赛车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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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7 

 

一、 项目名称：新型功率分流型多模混合动力装置及控制策略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07) 

三、 项目成员： 

葛国雪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夏紫灵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模具专业 

邹志堂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良模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车辆系统动力学及仿真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将从几个方面对本混合动力汽车结构设计优化，包括结构选型，整车动力学模型建立，

最优能量管理控制策略研究动力耦合装置结构优化，多模混合动力汽车的模式切换设计与分析，实

验设计。对多模混合动力汽车的结构（包括行星排连接，离合器布置位置，动力源连接点等）进行

优化，以汽车的燃油经济性，加速性能，续航里程等为目标，并兼顾优化多模式之间的切换过程，

使得模式切换更为平稳。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混合动力耦合装置的结构选型（2）整车动力学模

型建立（3）最优能量管理控制策略研究动力耦合装置结构优化（4）多模混合动力汽车的模式切换

设计与分析（5）实验设计 

六、项目图片： 

       

路径II

路径III

路径I

模式
档位

电池
SOC

求解最优控制律方向（反向）

状态
空间

时间

可能的状态转
移过程

图 1 结构选型           图 2 一种多模混合动力装置        图 3 动态规划过程 

七、项目创新点： 

1. 提出了新型功率分流混合动力构型； 

2. 多模混合动力汽车整车动力学模型的搭建； 

3. 多模混合动力汽车的最优控制方法提出； 

4. 获取了多模混合动力汽车的模式切换图。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建立动力耦合装置模型，设计出高效率，高输出的双排行星齿轮混合动力耦合装置两套； 

2. 发明专利“一种汽车多模混合动力耦合装置”一篇，申请号：201710250234.4； 

3.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行星式多模混合动力耦合装置”一篇，申请号：201720400883.4； 

4. 完成可靠的混合动力汽车模式切换图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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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8 

  

一、 项目名称：农业秸秆生物炼制生产燃料乙醇和微生物油脂的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08) 

三、 项目成员： 

王泽迪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方木林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苟一雄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金明杰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生物炼制  单位：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生物炼制是以生物质为原料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等方法，生产燃料、化学品和生物基材料的

工业。本项目主要研究以农业秸秆为原料制取燃料乙醇和微生物油脂，通过对稀碱、稀酸、热水三

种预处理条件和酶水解条件的优化，以及对发酵的研究，为进一步的研究和相关应用提供参考。 

六、项目图片： 

 

 

图 1 项目技术路线 

              

图 2 解脂耶氏酵母 xyl 响应面优化拟合图        图 3 解脂耶氏酵母 xyl 在三种条件下产油脂情况                   

七、项目创新点： 

在相同的酶水解和发酵条件下，综合比较三种主流预处理方式。 

八、项目成果情况： 

解脂耶氏酵母 xyl 在合成培养基中发酵，OD600 最高为 71.33，油脂含量最高为 5.18g/L，在水解

液（稀酸预处理）中发酵，OD600最高为 49.40，油脂含量最高为 2.77g/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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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9 

 

一、 项目名称：NP 树脂的合成及其对铀的富集与监测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09) 

三、 项目成员： 

田春雨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  

王志慧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  

李苇杭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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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双凌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高分子辐射材料  单位：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人类在开采、应用以及处理铀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向环境中释放一定量的铀。微量铀的监测

是保证食品和饮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也是辐射防护的重要内容。水中铀的国家排放标准为

0.05mg∕L，相当于 0.05ppm，浓度极低，给监测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本项研究通过合成新型的

NP 树脂，实现饮用水源地和铀矿山矿坑水等环境水体中微量铀的富集，完善水体中微量铀的监测方

法，有利于提高水体中铀的监测速度和频次，并为铀超标废水的处理准备技术条件。 

六、项目图片： 

            

    图 1 F/U=0.8  5%的天冬酰胺    图 2 F/U=1.0  5%的天冬酰胺   图 3 UO2
2+测定的标准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 NP 树脂合成原料简单、便宜易得，有利于降低成本； 

2. 合成方法简单，便于生产、应用于推广； 

3. 分子量和分子结构易于控制，既有良好的吸附性能与调整空间。同时其减容及易分解性质，

有利于回收利用和减少污染。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辐射防护通讯》发表学术论文“NP 树脂的合成及其对铀吸附性能试验研究”一篇； 

2. 合成 2 种以上对水中微量铀具有良好富集效果的 NP 树脂，并给出最佳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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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0 

 

项目名称：功能性含糖聚合物对高分子膜材料的表面修饰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10) 

三、项目成员： 

刘世洋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林  芳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仇志强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强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环境功能材料  单位：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高分子膜材料的表面修饰对于改善膜的亲水性、提高膜的抗污性以及优化膜的分离性能具有重

要意义。本项目主要围绕含糖聚合物的合成及其对高分子分离膜的表面修饰开展研究，旨在通过可

控自由基聚合和“点击化学”反应的联用，在聚砜分离膜表面接枝含糖聚合物，希望赋予膜材料特殊

的浸润性，优异的抗污性和改善的分离性能，从而构建具有环境响应特性和优异检测分离性能的新

型仿生膜材料。 

六、项目图片：  

 

 

 

 

 

 

 

图 1 总体技术路线                    图 2 总体实验方案                   图 3 膜材料红外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项目采用“点击化学”（Click reaction）技术，以溴化亚铜作为催化体系，联二吡啶作为引

发剂，在无水无氧条件下快速完成功能性含糖聚合物对聚砜的表面接枝；采用“活性”可控自由基聚

合方法，快速合成功能性含糖聚合物，而且也能保持炔键的活性，合成率高； 

2. 功能性含糖聚合物跟高分子膜材料（聚砜膜）结合，结构稳定，赋予了膜材料优异的亲水性、

抗污性、吸附能力以及延长使用寿命，对于聚砜膜的亲水化改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体现了聚砜膜

表面接枝修饰含糖聚合物的一种成熟方法，为新型仿生分离膜材料的研究提供支持。 

八、项目成果情况： 

1．通过对可控自由基聚合以及“点击化学”反应的联用，先后完成了材料的合成及高分子膜的制

备，得到了三种经过不同含糖聚合物（甘露糖、葡萄糖、半乳糖）修饰改性的聚砜分离膜； 

2．对合成的膜材料进行了一系列的性能表征测试，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数据。证明了经过修饰改

性后的膜材料和纯聚砜膜相比在通量、吸附性、抗污性等方面有着较大的改善；  

3．完成了一篇专利的撰写，并基本拿到了撰写一篇完整的 SCI 论文的数据，但由于时间有限，

相关论文撰写工作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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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1 

 

一、 项目名称：聚苯胺纳米管/MOX/石墨毡电极的开发及其在燃料电池中的应用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11) 

三、项目成员： 

徐韫致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堵宁杰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梅晓杰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胡朝霞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环境材料  单位：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原有电极材料石墨毡具有高导电率、高比表面积、价格低廉等特点，在半导体、冶金、光纤制

造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而被广泛引入 MFC 电极材料的研究中，但是由于石墨毡表面能态高，电子

跃迁到电极上能垒较高，表现出较高的阳极活化过电势，其次石墨毡亲水性较差，不利于微生物的

附着生长及微生物膜的形成。因此需要对石墨毡电极进行改性。 

本项目利用磺化聚苯胺(sPANI)和石墨相氮化碳(g-C3N4)对 MFC 阳极材料改性，提高阳极石墨毡

电极的亲水性和微生物相容性；利用 PANI@β-MnO2 复合材料对 MFC 阴极材料改性，提高 MFC 的

氧化还原反应速率，并致力于实现规模化生产。 

六、项目图片： 

    

图 1 sPANI 改性后 SEM 图   图 2 g-C3N4改性后 SEM 图  图 3 PANI@β-MnO2 复合 SEM 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磺化聚苯胺(sPANI)改性石墨毡阳极：保留了原有石墨毡电极高导电率、高比表面积、价格

低廉等特点，通过负载磺化聚苯胺的方式，引入磺酸基团，提高了阳极的亲水性与生物相容性； 

2. 石墨相氮化碳(g-C3N4)改性石墨毡阳极：由于 C3N4表面含有含氮官能团，有利于微生物的生

长，能显著降低 MFC 的欧姆阻抗； 

3. PANI@β-MnO2 复合体系改性石墨毡阴极：原料易生产、价格低廉、电催化性能更佳，PANI

提高电极导电性，且此复合材料易实现规模化生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发明专利“一种应用于微生物燃料电池的石墨毡电极”一篇，申请号：201611209678.6； 

2. 发明专利“一种应用于微生物燃料电池改性石墨毡电极”一篇，申请号：201611134421.9； 

3. 完成学术论文“Polyaniline@β-MnO2 nanorod composites as cathode electrocatalyst for oxygen 

reduction reaction in microbial fuel cells”的撰写，并已向《Chemosphere》投稿（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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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还原氧化石墨烯/聚吡咯/二氧化锰复合电极的制备及其在生物电化学系统中的应用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12) 

三、 项目成员： 

孙鹏翔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罗哲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林晓璐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沈锦优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生物电化学技术   单位：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改性后的电极表面粗糙度、电化学性能、电子传递能力得到提升，在生物电化学体系中应用时，

较传统石墨毡电极内阻减小，输出功率和库伦效率显著增大，对难降解污染物的去除率也大大提升。

本发明制备的阳极材料相较于传统化学修饰方法，减少了有毒试剂的使用及繁琐的处理，制备成本

低，易于实现电极制作的产业化，修饰后的电极用于生物电化学系统，显著强化了生物电化学系统

的产电性能和污染物降解能力，促进了生物电化学系统的发展应用。、 

六、项目图片： 

            

              图 1 电镜下的电极结构              图 2 GF 电极的循环伏安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 改性电极的制备过程条件温和，操作可控，在中性条件下聚合，简单快速，二次污染小，后

续处理成本低； 

2. 改性电极表面粗糙度明显增大，电化学性能增强，生物亲和性好； 

3. 改性电极在生物电化学体系中应用时较传统石墨毡电极，输出功率增大，有机污染物去除效

率提高，显著增强了生物电化学体系的产电和降解性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完成关于生物电化学系统的聚吡咯/二氧化锰复合物改性电极的制备方法的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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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氮掺杂碳材料担载尖晶石氧化物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表征及其电催化性能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13) 

三、 项目成员： 

陈阳波  2014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唐瑜蔚  2014 级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廖舟淼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四、 项目导师： 

姓名：王娟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催化反应工程   单位：化工学院 

五、 项目简介： 

本项目主要合成尖晶石碳纳米管复合材料，将制备的尖晶石与预处理的碳纳米管复合，通过正

交试验对比种类尖晶石、不同温度下制备的尖晶石以及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主要考察了煅烧温度

和酸处理对尖晶石-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电化学性能的影响，从而定向制备。 

六、 项目图片： 

               

图 1 TEM 谱图               图 2 LSV 谱图                  图 3 XPS 谱图 

七、 项目创新点： 

1. 适宜的表面处理能调节催化剂的 ORR 与 OER 性能，影响催化剂的电子转移数。 

2. 不同的煅烧温度可以改变催化剂中 Ni、Co 两种元素的价态，起到对催化剂 ORR 与 OER 性

能的调节。 

八、 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关于《碳材料担载尖晶石氧化物纳米复合材料的 ORR/OER 性能调节机理》的项目研究

报告一份； 

2. 完成学术论文“Effects of surface treatment on the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NiCo2O4-CNTs 

composite catalysts”的撰写，暂未投稿； 

3. 在《Chemistryselect》发表学术论文“Nitrogen and fluorine dual‐doped carbon black as an 

efficient cathode catalyst for oxygen reduction reaction in neutral medium”一篇（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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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微型阴极电弧推力器设计与性能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24) 

三、 项目成员： 

蒲俊州  2014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工程与技术专业       

万  斌  2014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工程与技术专业 

刘  鹏  2014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工程与技术专业   

四、 项目导师： 

姓名：沈瑞琪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化学芯片技术、火工技术  单位：化工学院 

五、 项目简介： 

微推力器是微纳卫星姿态控制、轨道保持和机动的重要元件。脉冲等离子推进器（Plused plasma 

thruster, PPT），使推力器达到五维推进，在外部电路的控制下还可实现精确的五维单独点火控制。

推进剂具有高导电性、低烧蚀阈值的烧蚀表面和高绝缘性的本体。并且通过推力器结构的创新设计

和对推进剂材料的改进，简化了推力器结构，实现了五维推力器小型化和低功耗，推力器性能及效

率均优于同类产品。 

六、 项目图片： 

      

图 1  五维推力器样机         图 2 五维推力器设计图       图 3 五维推力器发火情况 

七、 项目创新点： 

1. 实现推进器低压自点火技术，降低发火电压； 

2. 结构集成化，实现小体积五维推力。 

八、 项目成果情况： 

1. 发明专利“一种微型五维阴极电弧推力器”一篇，申请号：201710414221.7； 

2. 关于微型五维阴极电弧推力器的样机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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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基于纤维素的纳米晶/橡胶智能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15) 

三、 项目成员： 

王冬妮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王丽平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李  耕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贾红兵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特种橡胶结构、性能及应用技术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研究将细菌纤维晶须分别添加到天然橡胶、丁腈橡胶和羧基丁腈橡胶胶乳中通过溶液浇

铸的方法制备复合物薄膜的水刺激-力响应性能。我们研究了细菌纤维的加入对复合物材料力学性能

的影响、复合物吸水性能以及吸水后力学性能的变化。研究表明细菌纤维的加入明显的增大了复合

物薄膜的拉伸储能模量，吸水平衡值随着细菌纤维素的加入提高，吸水后模量大大下降。这是由于

细菌纤维表面富含大量氢键，氢键相互作用使得细菌纤维素在集基体中形成刚硬的三维网络结构，

吸水后由于与水之间氢键的竞争，使得三维网络被破坏，力学性能明显下降。 

六、项目图片： 

        

 

 

 

 

 

 

 

 

 图 1 细菌纤维素的形貌           图 2 复合物吸水性能      图 3 复合物材料力学响应机理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细菌纤维与其他纤维素相比，具有较大的长径比，表面富含大量氢键。细菌纤维从工业边角

料中提取，有利于变废为宝，提高材料的利用率。 

2. 利用纤维素表面的羟基之间形成氢键作用以及羟基和水之间的氢键作用，制备了水刺激-响应

性能和机械适应性，可用于传感器系统的智能材料。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SCI 二区）发表学术论文“Constitution of Anodizing 

Current and Effects on the Growth of Porous Anodic Alumina”一篇； 

2. 完成学术论文“Stimuli-responsive modulus changes for bio-based nanocomposite based on natural 

rubber and bacterial cellulose nanocrystals”的撰写，并已向《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投稿。 

3. 完成学术论文“Stimuli-responsive polymer nanocomposites based on styrene-butadiene rubber 

and bacterial cellulose whiskers”的撰写，并已向《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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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金属催化一锅串联合成 2-氨基喹唑啉酮衍生物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14) 

三、 项目成员： 

张  盼   2014 级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马  飘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张文忆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峰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氢自动转移反应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喹唑啉酮衍生物显示大范围的生物性能如抗肿瘤（胸苷酸合成酶抑制剂）、抗菌和抗真菌活性的

降压效果，抗高血压作用，或多巴胺激动剂活性。项目从商品化或容易合成的 2-氨基喹唑啉酮出发，

通过和醇进行烷基化反应，得到的 2-(N-烷基)喹唑啉酮衍生物。 

六、项目图片： 

     

         图 1 产物              图 2  其中一种产物的氢谱图   图 3 其中一种产物的碳谱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使用近于无毒的醇为烷基化试剂； 

2. 反应只生成水为副产物，无环境危害； 

3. 反应原子经济性高。 

八、项目成果情况： 

发明专利《合成喹唑啉酮衍生物的方法》一篇，申请号：201710769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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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热气溶胶灭火剂共结晶工艺与灭火性能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18) 

三、 项目成员： 

刘思雨  2014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赵文丽  2014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四、 项目导师： 

姓名：朱晨光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烟火燃烧机理与应用   单位：化工学院 

五、 项目简介： 

对于热气溶胶灭火剂，原料通过机械混合后，由于材料来源与粒度等性能影响，性能不很稳定，

特别是对于那些要求洁净度高、灭火效能高、精巧型灭火装置，形成的产品送检时通过率比较低。

共结晶技术是一种改善化合物性能有效的方法，热气溶胶灭火剂的主要成分硝酸钾、乳糖均具有水

溶性，且其含量高达 80%以上，在确定的配方条件下，采用水作为溶剂，将能够作为热气溶胶灭火

剂的水溶性成份按照比例进行共溶，使主要成份能够充分混合，通过复合溶解，共结晶等工艺达到

分子间的均匀混合，远比粉剂性材料机械混合更加均匀。对共结晶产品进行点火测试，结果显示共

结晶产品较机械混合产品燃烧和灭火效率更高，并且燃烧更加稳定。 

六、 项目图片： 

 

 

 

 

 

 

 

        

    图 1 灭火箱                   图 2 灭火过程图               图 3 共晶产品结晶图 

七、 项目创新点： 

1. 采用水作为溶剂，将能够作为热气溶胶灭火剂的水溶性成份按照比例进行共溶，通过共结晶

工艺达到分子间的均匀混合，远比粉剂性材料机械混合更加均匀，从而使燃烧效能更加理想。  

2. 在相同配比条件下，共结晶产物的灭火效率明显提高，燃烧时间从 5.7s 缩短到 2s，灭火时

间从 5.7s 缩短到 4.6s。  

八、 项目成果情况： 

在《消防科学与技术》发表学术论文“热气溶胶灭火剂共结晶工艺与灭火性能研究”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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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酶刺激响应型纳米容器的制备及应用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16) 

三、 项目成员： 

孙艳辉  2014 级  化工学院材料化学专业       

魏萌萌  2014 级  化工学院制药工程专业     

四、 项目导师： 

姓名：傅佳骏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超分子自组装、金属腐蚀与防护   单位：化工学院 

五、 项目简介： 

酶在生物体内的功能是推动人体新陈代谢、促使一切与生命活动有关的化学反应顺利进行。酶

具有催化高效性、专一性、作用温和等特点。因此，开发具有主动靶向的酶敏感的药物控释系统成

为一种可能，并受到许多研究学者们青睐。本课题旨在以介孔二氧化硅纳米材料作为药物载体，设

计合成具有酶敏感的修饰剂。 

六、 项目图片： 

       

图 1 纳米容器分子结构图                   图 2 纳米容器合成步骤图      

 

图 3 酸性条件药物释放图 

七、 项目创新点： 

将酸性刺激与脂肪酶刺激两种纳米容器结合在一起，使其具有双重响应的性质 

八、 项目成果情况： 

发明专利“酸性及脂肪酶双重敏感纳米容器及其制备方法”，申请号：2017105997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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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TiO2/ZnO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光催化性能的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17) 

三、 项目成员： 

余  童  2014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王海飞  2014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王春林  2014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夏明珠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环境功能材料的制备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光催化氧化是一种污染物处理和解水制氢的新方法，传统的无机半导体光催化剂如 TiO 2 、ZnO

和 CdS 等存在太阳光利用率低、光量子效率差、催化剂不稳定和寿命短等问题。围绕这些问题，

本课题主要针对于高性能复合材料的构建方法和制备工艺展开研究：实验初期设计和构建 TiO2/ZnO

复合物，之后主要研究 g-C3N4 nanosheets/金属半导体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光催化性能。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实验流程图及可见光催化降解罗丹明 B

实物图 

图 2 可见光照射下光生电子在 CNNS/CdS QDs

体系中的移动原理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通过热氧化改性处理 g-C3N 4 来减小材料的尺寸和提高光化学性质，进而提高了其光催化性

能； 

2. 采用一步水热反应法制备 CNNS/CdS QDs 复合材料，该方法实施简单、效果优异，制备的

材料依然保持 CNNS 的纳米片层结构，对水热法制备 CNNS 基复合材料有借鉴意义。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化学研究与应用》发表学术论文“复合光催化剂 CNNS/CdS QDs 的一步法合成及催化性能

研究”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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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一种柔性不对称超级电容器的制备及其性质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20) 

三、 项目成员： 

赵智洋  2014 级  钱学森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周文昭  2014 级  钱学森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蒋宇轩  2014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四、 项目导师： 

姓名：郝青丽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功能纳米材料与电化学  单位：化工学院 

五、 项目简介： 

在能源危机与环境污染的压力之下，风能、水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发展日渐成为热点。但由

于其过于依赖自然环境条件，产生的能量不稳定。因此，关于能量存储设备的研究也成为了新能源

发展的热点之一。其中，超级电容器作为一种介于电池与传统电容器的新型储能元件而备受关注。

另一方面，在电子产品“轻、薄、短、小”的发展趋势下，柔性显示器、柔性发光二极管等柔性器件

的发展受到了电池形状及尺寸的固定性的制约。而柔性储能器件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巨大突破口。 

本项目在三位成员的努力下成功制备出性能最佳的导电高分子-金属氧化物-泡沫镍多元复合柔

性电极材料，并组装成电化学性能优异的柔性超级电容器器件。 

六、 项目图片： 

        

图 1 ZCONF电极的 SEM 图 2 ZCONF电极优异的循环稳定性 图 3 柔性超级电容器驱动二极管发光 

七、 项目创新点： 

以导电高分子、金属氧化物作为活性物质，生长于泡沫镍基底而制备成多元复合柔性电极材料，

并以其组装成高性能柔性超级电容器。 

八、 项目成果情况： 

1. 获得 3 种新型的柔性电极材料。赵智洋所制备的聚吡咯-锌钴氧化物-泡沫镍电极材料、周文

昭所制备的聚吡咯-钴酸锰-泡沫镍电极材料、蒋宇轩所制备的聚吡咯-铜钴氧化物-泡沫镍电极材料在

经过条件优化后均达到了最佳的性能； 

2. 制备出性能优良的柔性超级电容器雏形，可以点亮 LED 灯。如图 3 所示，三位成员所组装

的柔性超级电容器均能成功驱动二极管发光； 

3.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以项目组成员为第一作者发

表学术论文《锌钴氧化物柔性电极的制备及超级电容器性能》已投递至《中国科技论文》，正在等待

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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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以廉价铁源为介导的亚硝酸盐电催化传感器的设计构建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19) 

三、 项目成员： 

贺山山  2014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韩  俊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吕旭初 2014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四、 项目导师： 

姓名：张树鹏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功能化纳米材料研究  单位：化工学院 

五、 项目简介： 

本项目将在我国环境污染日益复杂背景下，以高精度监测水质，确保生命健康安全为目标，构

建氧化铁/氮化碳/石墨烯三元耦合异质结材料，利用石墨烯的电子传导基底，辅以氧化铁和氮化碳的

耦合催化作用，降低检测限、拓宽检测范围，实现亚硝酸盐的高灵敏度检测。并针对亚硝酸盐污染

体系，采用交流阻抗测试研究电极界面电荷转移特征信息。采用循环伏安法、差分脉冲伏安法、计

时电流法等研究对亚硝酸盐的电流响应、检测限及线性范围。通过比较电位、峰电流等评估复合电

极性能。建立纳米结构与电化学性能的构效关系，建立提升导电性所引发的响应电流增强机制。探

索传感材料的组成、微结构、复合方式等对催化性能的影响。 

六、项目图片： 

               

图1氧化铁/氮化碳/石墨烯三元耦 图2使用HNO3破坏C3N4  图3(a)C3N4 (b)Fe2O3-rGO (c) Fe2O3/C3N4 

合异质结纳米复合材料制备流程图  材料内氢键过程示意图    /rGO,(d)Fe2O3/H-C3N4/rGO TEM 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纳米高灵敏度异质结传感电极的构建； 

2. 廉价金属材料对石墨烯-氮化碳复合材料的改性； 

3. 新型高灵敏亚硝酸盐检测器的低成本环境友好的设计方案。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关于一种针对亚硝酸盐电化学检测的电极材料的设计，并在此基础上优化其检测性能； 

2. 在《现代化工》发表综述“绿色能源电催化电极用氮化碳基纳米材料的设计”一篇; 

3. 在《大学化学》发表综述“电化学储能及传感器用氮化碳基复合材料设计策略”一篇； 

4. 完成学术论文 “Protonized carbon nitride induced hierarchically ordered Fe2O3/H-C3N4/rGO 

architechture with enhanced electrochemical sensing of nitrite”的撰写，并已向在《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SCI 一区)投稿（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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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超分散抗菌纳米金刚石及其在骨科材料中的应用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22) 

三、 项目成员： 

吴宇轩  2014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吴  娜  2014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胡  月  2014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四、 项目导师： 

姓名：邢晓东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   单位：化工学院 

五、 项目简介： 

本研究首先利用 4-乙烯基吡啶与甲基丙烯酸羟乙酯的阳离子共聚物对纳米金刚石（ND）进行

表面修饰，随后通过原位还原在其表面负载银纳米粒子，制备了一种新型双重抗菌功能纳米复合物。

通过红外光谱（FTIR）、热重分析（TG）、 X-射线衍射（XRD）、透射电镜（TEM）等手段对其化

学结构和形貌进行了表征。通过抑菌圈实验、最小抑菌浓度测定和抗菌动力学对该纳米复合材料的

抗菌性能进行研究。 

六、 项目图片： 

 

 

 

 

 

 

 

  图 1 水中分散性实验结果图          图 2 TEM 图              图 3 抗菌动力学曲线 

L：Pristine ND  R：QND@Ag    (a) Pristine NDs，(b) QND 

(c) QND @Ag， (d) QND @Ag 

七、 项目创新点： 

1. ND 的阳离子功能化，使团聚严重的纳米金刚石分散成粒径 10-100 nm 小颗粒，分散性良好 

2. 纳米金刚石尺寸小、比表面积大的特点可以提供更多的与细菌接触靶点，能大大提高高分子

抗菌剂的抗菌能力，增加抗菌效率；  

3. 有机高分子通过与银纳米粒子的配位作用，使制备的银纳米粒径较为均一稳定，同时，所用

有机高分子能降低抗菌剂的细胞毒性； 

4. 阳离子共聚物接触型抗菌和银纳米粒子释放型抗菌协同作用，得到抗菌能力大大增强的复合

抗菌纳米粒子。 

八、 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学术论文“银/阳离子共聚物改性纳米金刚石复合粒子及其制备方法”的撰写，并已向《高

等学校化学学报》投稿； 

2. 发明专利 “银 /阳离子共聚物改性纳米金刚石复合粒子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

201710832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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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静电纺制备 MOFs/聚乳酸纳米纤维膜及其对 PM2.5 的吸附与过滤性能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23) 

三、 项目成员： 

林雨美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邵雪莲  2014 级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李  淑  2014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新龙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从事可降解高分子材料及其它高分子材料的合成、改

性等方面研究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PM2.5 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对空气质量和能见度等有重要的影响，

能引发人体整个范围的疾病，导致大量人员过早死亡。对 PM2.5 进行吸附与过滤可以降低其对人体

的伤害，但目前空气清新器的过滤膜与口罩存在效率低、材料不可降解等问题，导致对 PM2.5 防护

效果差及大量使用后丢弃造成环境污染。聚乳酸是一种可生物降解的绿色材料、金属有机骨架

（MOFs）具有比表面积大、孔隙度高等特点，本课题采用静电纺丝法制备 MOFs/PLA 纳米纤维膜，

探讨其组成与结构对 PM2.5 的吸附与过滤性能的影响。 

六、项目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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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纳米纤维薄膜实物图  图 2 薄膜吸附试验前后红外光谱图  图 3 2%ZIF-8 纤维薄膜 TG 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 以聚乳酸为基体制得的纳米纤维膜具有生物可降解性能。 

2. 金属有机骨架具有比表面积大、孔隙度高、吸附性强等特点，基于此将其加入聚乳酸中用以

提高纳米纤维膜的过滤与吸附性能。 

3. 静电纺丝法设备简单，可制备纳米级纤维且纤维膜具有静电吸附能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吸

附性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发明专利“一种用于吸附 PM2.5 的高吸附性多孔复合薄膜”一篇，申请号：201710166444.6； 

2. 完成关于一种对 PM2.5 具有高吸附性和生物可降解特性的多孔复合薄膜的实物设计。 

 



 

 24 

 

2016 —24 

 

一、 项目名称：安全柴油阻燃抑爆机理及效果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21) 

三、 项目成员： 

宋  刚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张文铖  2014 级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封晓杰  2014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解立峰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多相爆轰理论、爆炸力学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车辆油箱被炮弹击中引发燃料二次爆炸导致装备和人员损伤，这是一个国际性技术难题。安全

柴油旨在攻克该难题，制造出可用于军用装备且具有阻燃抑爆效果的柴油样品。安全柴油是指具有

阻燃抑爆功能的含水微乳化体系柴油，是对普通柴油的一种性能优化。它具有不改变柴油自身动力

性能且在常压开放状态下能够减缓燃烧和爆炸甚至能够实现火焰的自熄灭的优点。本项目基于开发

中的安全柴油，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研究，系统且详细的阐述其阻燃抑爆机理。 

六、项目图片： 

 

 

 

 

 

 

图 1 试验场地布置图(强起爆) 

 

 

 

 

 

图 2 实验场布置图（池火燃烧）                  图 3 内部强起爆条件下典型的油料燃爆过程 

七、项目创新点： 

本项目通过制造不同配方的柴油样品，利用光测电测手段，通过系统实验和数据分析，通过实

验室内燃烧特性试验和外场抑爆试验，从机理上和应用上阐述了安全柴油的阻燃抑爆基本原理及其

应用价值，具有重要的实际军事应用意义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爆破器材》发表学术论文“油箱内部强起爆条件下安全柴油的阻燃抑爆性能评估”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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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雷达任意发射波形的中频信号产生器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33) 

三、 项目成员： 

李东亢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高  翔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任群亭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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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卫民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雷达信号处理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雷达波形低截获是新体制雷达的基本要求。本课题开发基于 FPGA 和 FLASH 的雷达任意波形

信号发生器，中频 270MHz 内可调，带宽 200MHz 内可变，调制方式可变。该信号发生器具体波形

包括线性调频、噪声调频、随机二/四/八相编码、伪随机二相编码、8 种 MIMO 波形和 OFDM 波形

等，该发生器同时具备多通道数据采集功能，与现有微波前端和后续记录设备相连，可用于雷达进

行各种波形下的性能验证，具有成本低、简单易行的优点。 

六、项目图片： 

         图 1 板子实物                   

图 2 上位机界面                 图 3 连接示意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该雷达信号产生器可产生许多普通信号发生器无法产生的波形，这些波形的性能优于普通波

形； 

2. 利用上位机可以控制发生器所发生的波形，控制过程更加方便。 

八、项目成果情况： 

关于雷达任意发射波形的信号产生器实物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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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雷达转发模拟器中频信号处理板开发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32) 

三、 项目成员： 

任德鑫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毕慧雨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项  聪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工程 

四、项目导师： 

姓名：顾红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噪声雷达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雷达转发模拟器是接收雷达发射信号后，下变频至基带，然后加载模拟雷达的目标运动特性、

空间特性以及干扰特性，再上变频至射频并发射给雷达的一个软硬件相结合的仿真系统。转发模拟

器中的中频信号处理板是关键，具体完成目标信息和噪声及干扰信息加载处理，并实现与上位机之

间的实时通信。 

六、项目图片： 

           

          图 1 板卡实物图             图 2 采集数据 MTD 处理结果三维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模拟器用于雷达研制时整机调试和雷达各级处理算法的验证，以及模拟训练，具有成本低、

简单易行的优点。 

2. 抛弃传统 0 值内插法，采用 sinc 插值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雷达中频转发模拟器板卡一套； 

2. 提供模拟器实物一套，能通过上位机实时设置，模拟器实时转发输出雷达目标回波信号，且

在上位机实时动态显示目标真实航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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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频谱感知与信号调制样式识别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25) 

三、 项目成员： 

潘光兴  2014 级  电光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范家辉  2014 级  电光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黄家俊  2014 级  电光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建新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信号处理方向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1）感知 25MHz-1.75GHz 频段上的信号,接收选定频带内的信号。 （2）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

频谱分析以及调制方式识别。（3）对识别出的信号进行解调，恢复出原有信息。 

六、项目图片： 

 

 

        

 

 

图 1 RTL-SDR 工作原理            图 2 功率谱分析                图 3 设计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 作品采用软件无线电接收模块，感知频带可编程设置,具有体积小、成本低和灵活性等优点； 

2. 能检测和解调多种无线通信信号，例如收听 FM 调频广播信号，获得飞机实时位置信息。  

八、项目成果情况： 

完成关于具有数据采集、传输、分析与处理、界面显示的实验样机 

 

 

 

 

 

 

 

http://202.119.85.152/Item/ViewItem.aspx?ItemNo=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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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微带功分滤波器新型设计方法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26) 

三、 项目成员： 

陈志平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张 娜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郑雅萍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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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朋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微波毫米波电路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 项目简介： 

现代无线通信系统中，如何有效构建多种功能植入的滤波网络，从而在电路模块实现多功能工

作的同时，有效降低系统尺寸和设计成本，是发展高性能无线通信系统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鉴于

此，本项目旨在研究集微波功率集成/分配特性和频率选择特性于一体的多功能部件-微波功分滤波

器，项目研究拟将对新型微带耦合拓扑结构和谐振器谐振特性进行深入理论分析，从而提出一系列

经过理论优化的电路模型，最终设计出高性能的功分滤波器。 

六、项目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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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HFSS 模型图                图 2 实物加工图             图 3  S 参数仿真测试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利用槽线到微带过渡结构来实现功分特性； 

2. 在两个槽线到微带的过渡结构之间嵌入分立元件隔离电阻，方法新颖，效果独到。 

3. 结合过渡结构和多模谐振器同时实现功率等分和滤波的性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 Electronics Letters》（SCI 四区）上发表学术论文“Design of a filtering power divider with 

microstrip to slotline transition structures” 一篇（合作完成）； 

2. 发明专利“一种微带功分滤波器”一篇，专利号：201611092522.4； 

3. 关于微带功分滤波器的样机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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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星载超宽带天线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27) 

三、 项目成员： 

马佳葳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孟  畅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刘璞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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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次科研训练项目研究星载双圆极化超宽带天线设计。项目主要进行天线单元、天线阵列的优

化设计，其中包括天线组阵形式、天线单元幅度相位的加权、馈电网络的设计。 

项目将以 Vivaldi 天线模型为基础，重点研究天线系统宽角特性的实现，实现天线系统的高覆盖

率；又因天线的驻波匹配、工作频率、宽角特性均与天线尺寸息息相关，因此协调实现天线的驻波

匹配和宽角特性是本次项目的另一重点。在天线阵列设计阶段，项目将运用空间映射方法，在保证

了精度的前提下提高了优化效率，从而在垂直交叉放置实现圆极化时减小阵子场耦合带来的性能上

的影响。此外，定向耦合器的设计直接影响天线方向图与增益特性，本项目采用宽带 3dB 正交定向

耦合器，耦合器具有稳定的 90°相位平衡度，良好的耦合度和隔离度，满足项目指标的带宽。项目产

品将具有稳定的宽带宽波束方向图、较高的宽频带增益、良好的驻波特性，以更好地满足现代通信

在军事和民用方面对紧凑、智能、多功能型天线的需要。 

六、项目图片： 

        

 

 

 

 

 

 

   图 1 天线实物正视图          图 2 天线实物俯视图          图 3 天线实物侧视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稳定的宽带宽波束方向图； 

2. 宽频带增益； 

3. 良好的驻波特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 2017 IEEE EDAPS Symposium 发表学术论文“Dual-circular-polarization Vivaldi Antenna with 

Broad Beamwidth and Wide bandwidth”一篇； 

2. 发明专利“一种宽带宽角双圆极化星载天线”一篇，申请号：201611071637.5（合作完成）； 

3. 关于“星载超宽带天线设计”的天线样品一套。 

 



 

 30 

 

2016 —30 

 

一、 项目名称：基于 LED 彩灯的三维成像系统设计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28) 

三、 项目成员： 

张翔宇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张  越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任雨青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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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海朗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计算机视觉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 项目简介： 

本项目着眼于针对透明及半透明物体的三维成像系统构建。我们通过相机采集透射了可透光物

体的彩色光信息，经计算机处理复原出三维图像。而本次科研训练中，我们着眼于该三维成像系统

所需的高稳定性 

六、 项目图片： 

      图 1 单片机系统电路板            图 2 LED 发光模板        图 3 三维成像系统实验平台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项目系统提出了一种基于几何光学和图像处理方法的透明物体三维重建方法，可实现对水

面、玻璃、方石英等透明物体的三维重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实验系统将彩色 LED 发光模板放置

于透明物体下方、将工业相机放置于透明物体上方。主要的实验工作包括：建立透明物体梯度测量

系统、采用图像处理技术获取梯度数据、根据提取的梯度场重建透明物体三维表面； 

2. 本项目系统引入了模糊识别的概念，通过构造模糊相似矩阵求解投影图像上的目标颜色和

LED 发光模板上标准色的相似程度，与目标颜色相似度最大的标准色即可判断它与目标颜色为同一

类。该模糊相似矩阵具有原创性，当 LED 发光模板上颜色数量为 15 种时识别精度可以达到 100%。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搭建了三维成像系统实验平台，并获得阶段性成功； 

2. 设计搭建了 LED 稳流系统，制作了整体硬件部分，并完成了单片机开发； 

3. 为 LED 稳流系统申请了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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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大成像深度全场光学相干层析成像系统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30) 

三、 项目成员： 

陈思琦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陈庭旭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李亚丹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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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万荣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生物医学光学成像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用分形的方法定量分析子宫肌瘤光学断层图像，得到不同深度下子宫肌瘤与分维有关的参数 m

的具体值。实验过程：首先，用 FFOCT 系统得到层析图像，然后，用已经编写好的程序对层析图像

进行处理，最后，进行曲线拟合，得到参数ｍ具体值。相比于传统研究生物组织的方法，该方法弥

补了定性分析的不足，对肉眼无法观察到的生物组织的形态学结构变化也能做出判断。 

六、项目图片： 

              

     图 1 子宫肌瘤层析图          图 2 子宫肌瘤功率谱图      图 3 不同深度下 m 的具体值 

七、项目创新点： 

1. 定量分析组织显微结构的方法； 

2. 分析了子宫肌瘤组织的分形特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完成学术论文“子宫肌瘤光学断层图像分形分析”的撰写，并已向《光电子•激光》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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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有机金属卤化物钙钛矿光电池的制备及微区光谱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29) 

三、 项目成员： 

刘  雨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孟  祥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钟凯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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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传祥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有机和无机纳米晶光电材料和器件的制备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光伏电池是直接利用太阳能的方法之一。当前光伏产业市场主要被转换效率在 20%左右的晶体

硅太阳能电池所垄断，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成本高，工艺繁杂。在其他薄膜光电池，

例如染料敏化、无机纳米晶体、非晶硅、有机光电池等体系研究方兴未艾的同时，有机金属卤化物

钙钛矿结构材料作为光敏层的太阳能电池在近 5 年来异军突起，其光电转换效率从 2009 年的 3.8%，

提高到现在的 20%左右。目前，该体系正成为材料、能源以及相应的物理、化学研究的热点。目前,

用于光电池的钙钛矿材料都是多晶材料，其晶体结构、表面形貌、晶粒大小都会对其光电性质带来

重大影响，但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本项目旨在研究表面形貌和光电池效率的关系，从而获得薄

膜形貌对光学、光电性质的调控机制,进一步提高钙钛矿薄膜光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 

六、项目图片： 

        

       图 1 微区发光平台             图 2 光电池实物           图 3 钙钛矿光电池结构 

七、项目创新点： 

1. 目前，钙钛矿材料的形貌对光电池效率的影响没有系统的研究。是新颖的研究方向。 

2. 通过多种成熟表征方法来表征薄膜物性，并综合光学探测结果探求薄膜中光激发态性质和光

电转换过程与物性的关系。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有机金属卤化物钙钛矿光电池的制备； 

2. 完成微区发光平台的搭建； 

3. 相关论文<<Raman spectra of 2D organic-inorganic halide perovskite>>正在准备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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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半导体器件高功率电磁脉冲效应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31) 

三、 项目成员： 

何云峰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姚  猛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籍宇豪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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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大志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IC 多物理场分析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项目开展基于物理模型的半导体器件的电磁脉冲效应机理及防护规律研究，实现在电磁脉冲作

用下，对基于真实物理模型的纳米器件的高效瞬态分析，认识人体静电作用下半导体器件中电热相

互耦合、相互影响的本质与内在规律，为电子系统功在电磁脉冲下防护设计和提高电子系统性能提

供理论支撑。 

六、项目图片： 

     

 

 

 

 

 

 

 

 

      图 1 非公形网格剖分         图 2 人体静电等效电路       图 3 200V 时电压相应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 在对电磁脉冲作用下的纳米器件进行高效分析时，创新性地采用非共形网格剖分方法，建模

灵活，剖分方便，形成的矩阵具有良好的稀疏性，求解效率较高。并使用不连续伽辽金时域谱元法

求解密度梯度方程。 

2. 在进行人体静电作用下半导体器件电热一体化分析时，创新性地将半导体器件与人体静电外

电路模型连接起来，采用牛顿迭代的方法进行求解，以便充分地理解人体静电对半导体器件作用的

物理机制。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发明专利电磁脉冲纳米半导体器件的电场高效分析方法一篇，申请号：201710867706.1； 

2. 发明专利人体静电作用下半导体器件电热一体化分析方法一篇，申请号：2017108677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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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美心”移动冠心病监测系统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36) 

三、 项目成员： 

吴嘉磊  2014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余  剑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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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宇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可信可重构计算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在全球范围内，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是头号死因，而心电图检测是治疗心血管疾病最有效的方

法。心脏会发生除极和复极的生物电变化，而心脏细胞除极和复极过程中产生的电位之差形成了心

电信号波形。正常心电波形的一个周期包括 P 波、QRS 波群和 T 波三个主要的特征波。各波形间的

间期可以反映心脏的传导系统和心脏本身是否发生病变。在心电图的检测中，QRS 波群特征最明显，

因此在心电信号特征检测中首先提取 QRS 波，而 R 点是 QRS 波的峰值点，所以在提取 QRS 波群之

前需要先定位 R 点的位置，再去分析 Q 波、S 波等其他问题。  

对于大多数已经发生冠心病的患者，其心电图会出现异常的 Q 波段。因此通过处理传输过来的

ECG 心电信号，根据基于检测 ECG 信号的 QRS 波识别算法来完成 QRS 波的识别从而可以根据识别

得到的 QRS 波基于相应医学原理进行诊断、预防和病理分析。  

项目设计采用了基于斜率，幅度和宽度的检测算法来数字分析可靠地识别 QRS 复合波。并基于

硬件平台（Zedboard）和硬件开发设计软件（Vivado），使用 Verilog 语言对 QRS 波检测算法进行相

应的设计与实现（即 QRS 波检测算法的可编程逻辑平台 FPGA 设计实现）。 

六、项目图片： 

          

图 1 峰值检测与峰值间隔测定模块对原始 ECG 心电信号的处理  图 2 R 波与 T 波的区分判定模块完成 R 波判定结果                         

七、项目创新点： 

1. ECG 心电数据预处理时加入了带通滤波模块，极大程度上衰减了噪声，提高数据检测准确性 

2. 在 QRS 判定时采用了动态阈值测定、R 波和 T 波的区分的方法，保证了使得判定模块的适

应性和灵活性； 

3. 基于可编程逻辑平台 FPGA 对 ECG 心电信号的处理，提高了系统安全性和硬件平台实时性

分析实时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软件著作权“基于可编程逻辑平台 FPGA 的 QRS 波检测系统”一项，申请号：201710824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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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基于视觉的自平衡小车智能循迹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34) 

三、 项目成员： 

徐  超  2014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郭晓琳  2014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专业  

苏  聪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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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峰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智能机器人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自平衡小车是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系统，由于其特殊的结构，适应地形变化能力强、

运动灵活、能够适应多种环境下的控制任务，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本作品是以 STM32F103RCT6

单片机为核心的最小计算机系统设计而成的基于视觉的自平衡循迹智能车，通过 MPU6050 传感器组

合系统采集信息，经单片机分析处理后用以调节直流电机 PWM 输入使小车在没有外界的帮助条件

下完成自动平衡的基本功能。同时在引入适量干扰的情况下，小车能够自主调整并迅速恢复稳定状

态。采用摄像头传感器获取赛道信息，来对小车的速度和方向进行控制。利用传感器组合模块，在

完成两轮小车自身平衡的基础上，使得小车能够自主识别黑色引导线并根据引导线的走向实现快速

稳定的循线行驶。此外，对整个控制软件进行设计以及程序的编写和程序的调试，并最终完成软件

和硬件的协同工作，实现小车的预期功能。 

六、项目图片： 

              

图 1 小车实物图                 图 2 小车循迹测试             图 3 小车控制原理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为防止编码器的噪声扩大并消除系统静差，我们使用 PI 控制控制速度。同时结合直立控制的

PD 控制，我们得到一个由负反馈直立控制和正反馈速度控制组成的控制算法，取得良好效果； 

2. 在使用线性 CCD 作为摄像头传感器时，引导的道线易受到光照影响，项目组实现了一种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光照干扰的消噪算法，提高了小车循线行驶的准确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制作完成实现自平衡与视觉循迹功能的小车一辆； 

2. 完成基于视觉的自平衡小车智能循迹制作的技术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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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人脸识别在银行智能发卡机中的设计与实现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35) 

三、 项目成员： 

郑方园  2014 级  电光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杨  洁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 

郭子晴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千目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软件工程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指导学生提出一种把人脸识别技术集成在可部署安装到发卡系统上的模块程序中，进而

向系统提供身份认证功能的设计并付诸实现。项目训练内容包括：指导学生了解把人脸识别技术引

入到发卡系统上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然后对人脸识别技术基础及其发展现状进行系统学习；以发卡

系统的人脸校验这一需求为背景，把人脸识别分为图像处理、人脸检测、人脸特征提取和特征比对

四个部分分并一一进行分析和设计。在各个部分的技术分析过程中，学习和综述常用算法，并分别

围绕具体的例子展开讨论；针对发卡系统需要在视频与身份证头像照片之间进行人脸校验这一问题，

开展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在人脸集合上进行人脸选择”这一问题进行定义，同时对“在人脸集合上进

行人脸聚类”这一做法进行讨论；然后以此为基础设计和提出基于权值的在线式人脸聚类算法，最后

在 ORL 人脸库上进行实验。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人脸检测算法的优化与改进。 

六、项目图片： 

(c)(b)

(d)

(a)

      

  图 1 全卷积神经网络                 图 2 人脸识别系统 

七、项目创新点： 

采用紧凑型神经网络，通过级联网络方法，增强图像数据特征，降低图像噪声，在精度和速度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发明专利“一种基于级联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检测算法”一篇，申请号：201710764628.2； 

2. 软件著作权“人脸识别系统”一项，申请号：2017R11L77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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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7 

 

一、 项目名称：制度压力对战略选择的影响研究——企业家认知的中介作用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38) 

三、 项目成员： 

韩欣言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专业  

胡家琪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  

郭欣宇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周小虎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创业管理，社会资本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企业是我国微观经济中的实体，是造成严

重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因此将被作为治理环境污染的重点对象。而企业的环境战略选择对全社会

的经济发展和全世界的环境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对于各行各业的企业家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企业家面对环境战略的变化和要求，需要及时辨别风险和机遇，及时有效的制定应对

策略做出应对。但是企业家自身不同特质和品性也影响着企业家面对环境战略的变化的应对方式和

策略。另一方面，企业家所在企业的性质的差别，是否对其实施相关企业战略有影响也值得进一步

探讨。我们在回顾高阶理论的基础上，从电子元件与设备行业、通用化工品与特种化工品、工程机

械、医药与生物科技、有色金属和钢铁业等行业中选择 30 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企业家的认知

对其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影响关系，并结合选取企业的国营、民营等属性，探讨企业所有制对企

业家特征对企业前瞻型环境战略选择的影响作用。 

六、项目图片： 

        

       图 1 论文录用通知              图 2 研究模型                图 3 测量方法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引入“企业家认知”和“企业所有制”的概念，通过定量方法与案例研究方

法来揭示企业家认知影响企业环境战略选择中，企业所有制的影响作用； 

2. 从企业财务报表中挖掘数据、以企业的所有制类型作为调节变量。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现代营销》发表学术论文“企业环境战略影响因素研究”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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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8 

 

一、 项目名称：从企业名称和商标看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的使命与社会责任意识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37) 

三、 项目成员： 

魏靖惠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杨小霞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王  伉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朱必祥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国外企业文化学者研究表明“杰出而成功的公司大都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优秀企业文化的核

心是企业家的创业使命和社会责任意识。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能够获得成功的中国近代史上的那些

知名企业能够验证这一研究结论吗？本项目课题的主要任务目的是基于文献史料的统计分析，以企

业名称和商标的命名这一视角具体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知名企业家的创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具

体内涵和特征，为当下中国民营企业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提供理论指导与经验借鉴。 

六、项目图片： 

        

图 1 “中华”牌           图 2“抵羊”牌          图 3“钟标”牌 

七、项目创新点： 

1. 这是一个企业发展史和企业文化的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为企业文化研究方法提供参考 

2. 本项目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加深企业文化研究的范围深度，通过对

中国近代史上企业文化研究可以深化企业文化的研究、丰富企业文化的理论与实践； 

3. 本次研究主要方法有文献法，定性研究法，定量分析法，以及案例分析法。基于历史文献资

料，总共筛选了符合标准的 72 位中国近代知名的民营企业家，收集了 72 位企业家企业的创办时间、

创办地点、创办目的、名称、商标、品牌、企业文化等信息，以及了解中国近代史上知名企业家、

企业概况、企业家理念以及企业家的经营行为。 

八、项目成果情况： 

完成学术论文“中国近现代企业的商标与品牌命名分析”和“中国近现代企业家的使命和社会责

任意识共性分析”的撰写，并已向《企业管理》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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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9 

 

一、 项目名称：面向商品推荐的用户兴趣建模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39) 

三、 项目成员： 

李  铮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李杰为  2014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赵以昕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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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推荐在电子商务领域发挥巨大作用。当前的推荐系统主要采用基于协同过滤的算法，基于

内容的推荐研究相对较少。协同过滤存在着冷启动、解释性不强、计算量等问题。因此，本项目以

图书推荐为例，提出改进 LDA 模型的图书推荐方法，将用户与图书分别生成主题模型，通过词分布

将用户主题转化为图书主题，从而计算两者相似度得到推荐排序结果。 

六、项目图片： 

 

图 1 图书推荐系统首页截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向新浪微博用户推荐亚马逊图书，实现了跨平台的商品推荐。 

2. 提出了迭代 idf 算法能进行有效的图书与用户的过滤。 

3. 提出了一种不同类型文本使用相同主题进行特征表示的方案，并且基于此设计了一种改进

LDA 的内容推荐模型。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学术论文《基于改进 LDA 模型的图书推荐方法研究》一篇，准备投稿； 

2. 完成图书推荐系统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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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0 

 

一、 项目名称：舆情事件与社会现实关联的话题发现和社会舆情主题发现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40) 

三、 项目成员： 

许杜娟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杨振怡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罗  浩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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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组织、科学计量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舆情事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在网络时代普遍存在，而腾讯新闻作为一种新闻平台，政府往

往会借助其发布政府的决策，用户也会借助其发表自己的观点。以往的研究重点都在主题发现及其

演化方面，对于主题关联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少之又少，因此本课题以腾讯新闻为主要研究对象，利

用 Python 工具和 LDA 模型来进行话题识别和主题发现。最后对舆情事件和社会现实之间进行主题

关联，对关联主题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的隐性主题，为政府建立舆情应对体系服务，提高政府在社

会民众心中的公信力。 

六、项目图片： 

        

图 1 研究框架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建立了舆情事件和社会现实之间主题的关联，发现其中的隐性主题； 

2. 主要针对的是同一平台的评论与新闻内容本身的主题关联。 

八、项目成果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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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1 

一、 项目名称：人居行为对建筑室内超细颗粒物（PM0.1）作用机理的调查与实验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41) 

三、 项目成员： 

林英朔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关世文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田秀丰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关军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飞机座舱及建筑室内环境污染物散发及控制机理  单

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近年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大气中细颗粒物污染严重。相关研究表明，超细颗粒物因其自身粒径小

（PM0.1，空气动力学直径≤0.1 微米），可导致心脏、气道、大脑等器官多种疾病的发生。而人类大

约有 86.9%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直接受到包括 PM0.1 等在内的室内污染物的直接暴露和健康影响。

目前对于室内人居行为如何作用于 PM0.1 并产生影响的研究却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因此，本项目

以室内超细颗粒物（PM0.1）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调研了解超细颗粒物产生的基本机理以及人居

行为学的相关理论，以问卷调查、实地测量和软件模拟分析的方法进一步认识室内人居行为特征以

及与其相关的污染源特征。该研究以期对当前绿色建筑的健康环境营造提供理论和数据参考。 

六、项目图片： 

                 

图 1 住户开窗行为特征统计图             图 2 冬季南京市住户 PM0.1 浓度变化图         图 3 开窗情况下 PM0.1 浓度变化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在多省的城市和农村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各地居民对室内空气品质的满意度及行为习惯。 

2. 以南京和杭州多户住宅为实测对象，采用定点和移动测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室内外 PM0.1 浓度

进行观测，反映室内外 PM0.1 的浓度水平和变化趋势，结合人居行为分析其对 PM0.1 浓度的影响。 

3. 对开窗行为模拟，利用 PM0.1 浓度变化曲线，直观地体现了随机开窗行为对 PM0.1 的影响。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第十届国际供暖通风及空调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Impact of Window-opening Random 

Behaviors on Indoor Ultrafine Particles a Preliminary Simulation Study”一篇； 

2. 在“第八届建筑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发表学术论文“Perceived indoor air quality and 

indoor human behaviors in urban residential buildings: a summer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three cities of 

China”一篇； 

3. 完成学术论文“住宅室内超细颗粒污染人居行为影响的实测研究”的撰写，并已向《中国粉体

技术》投稿。 

 



 

 42 

 

2016 —42 

 

一、 项目名称：基于执行器故障的导弹容错控制与控制分配方法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42) 

三、 项目成员： 

陈洁卿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武器发射工程专业       

夏  斌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武器发射工程专业  

刘世玉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武器发射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孙瑞胜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导航制导与控制  单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复杂控制系统的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这对主动容错

飞行控制问题的研究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针对导弹这一类特殊的研究对象，还有许多工作需要

深入研究。为此，本课题针对国内外飞行器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这一热点，开展导弹执行机构受限

条件下的主动容错飞行控制方法研究。在了解导弹执行器故障的基本原理和特点的基础上，开展导

弹控制系统的容错方法设计研究，使其在执行器发生故障时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同时探讨故障条

件下舵面控制重构分配的优化设计方法，进而达到故障条件下系统的控制性能满足控制设计指标，

为飞行器的容错飞行控制工程设计和分析提供理论指导和关键技术参考。 

六、项目图片：（控制效能损失故障情况下） 

                   

图 1 故障参数估计图   图 2 容错控制后输出信号图     图 3 舵偏角对比图           图 4 弹道会议 

七、项目创新点： 

1. 针对导弹类飞行器空间小，不适合安装 FDD 单元，突破以往传统绝大多数主动容错控制方

法需要故障检测与诊断单元的技术思路，发展一种基于故障先验知识的主动容错飞行控制算法，实

现对导弹的高性能设计； 

2. 基于操纵面物理约束，探究一种操纵面故障状态重构的多操纵面的非线性控制分配优化方

法，采用可重构控制器形式，设计一个由上层控制律和动态控制分配律组成的非线性控制器，保证

上层控制子系统、动态控制分配子系统和整个闭环系统都是渐近稳定的。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中国兵工学会弹道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弹道学术会议论文集》发表学术论文“小型巡飞弹

气动阻力系数自适应估计方法”一篇； 

2. 在《弹道学报》发表学术论文“基于混合 BTT/STT 控制的滑翔制导炸弹自动驾驶仪设计”一篇； 

3. 在《弹道学报》发表学术论文“基于 hp 自适应伪谱法的变后掠翼导弹弹道优化设计”一篇（合

作完成）； 

4. 在《中国兵工学会弹道专业委员会 2016 年弹道学术会议论文集》发表学术论文“一种基于舵

面故障的导弹控制分配优化方法”一篇（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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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一种新型垂直起降无人飞行器设计与控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44) 

三、 项目成员： 

尚彬彬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发射系统与工程专业   

王昌明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陈映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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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梁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导航与制导   单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旨在将旋翼与固定翼相结合设计一款新型垂直起降无人飞行器，能够同时拥有旋翼飞行

器起降灵活和传统固定翼飞行器充分利用空气动力的优点，达到飞行器既能够起降不受地形限制又

能够进行高速远距离巡航作业的目标。 

六、项目图片： 

            

 图 1 KT 板原理验证机      图 2 尾座式双发飞翼垂起        图 3 共轴双桨式垂起 

七、项目创新点： 

1. 通过倾转机翼的方式来实现吊机与平飞模式转换，结构简单可靠。 

2. 将旋翼的控制器与固定翼的控制器相结合，实现控制方式的转换。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兵器装备工程学报》发表学术论文“Savitzky-Golay 滤波方法在末敏弹稳态扫描测量数据

处理中的应用研究”； 

2. 发明专利“一种尾坐式垂直起降飞行器飞行控制系统”一篇，申请号：201710374278.9； 

3. 关于尾座式垂直起降无人机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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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4 

 

一、 项目名称：火焰燃料电池设计与表面反应机理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43) 

三、 项目成员： 

夏  智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齐博阳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黄光远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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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举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洁净煤技术  单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火焰燃料电池是一种将燃料直接变为电能的能量转化技术。火焰燃料电池不经过热机过程，不

受卡诺循环的限制。其主要利用了火焰中未完全燃烧的成分，如一氧化碳和氢气等。阴极捕获空气

中的氧气发生还原反应生成氧负离子，在阳极一侧一氧化碳被氧化，消耗氧负离子，为电流的传输

提供了动力。由于火焰燃料电池可以利用燃料未完全燃烧所产生的一氧化碳，因此可以降低一氧化

碳排放，高效利用燃料，降低污染。燃料来源广泛、投产周期小的特点也将提高火焰燃料电池的竞

争力。其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特点，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因此火焰燃料电池对环境的改善

和资源的节约可以起到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六、项目图片： 

        

图 1 电池整体性能测试系统示意图           图 2 电池片                图 3 电池测试 

七、项目创新点： 

1. 环境友好，噪音小，排放低； 

2. 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响应速度快； 

3. 燃料来源广泛； 

4. 灵活性高。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能源研究与利用》发表学术论文《火焰燃料电池综述》一篇； 

2.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自动升降式铁架台”一篇，专利号：2016213679689； 

3.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火焰燃料电池的液体燃料空气比控制装置”一篇，专利号：2016213887982； 

4.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上皿式立式热天平”一篇，专利号：2016213614203； 

5. 完成火焰燃料电池 32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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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5 

 

一、 项目名称：学前儿童家具设计与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46) 

三、 项目成员： 

李学超  2014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 

戴佳华  2014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 

成思捷  2014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曾山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工业设计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在中国家庭，孩子成为家庭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消费者。“学龄前儿童”指一般指 3 至 6

周岁的儿童。随着学龄前儿童生理和心理的不断成长，其对家具的尺寸、功能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

对学前儿童家具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小组在研究过程中利用扎根理论，通过对学龄前儿童教育理论的研究，归纳学龄前儿童家具

的设计要点和设计需求，并分析这些设计要求对学龄前儿童的发展有何意义，提出相应的学前儿童

家具设计方案，以期为学龄前儿童家具设计提供参考建议。 

六、项目图片： 

         

图 1 多功能儿童座椅          图 2 兔子储物椅                  图 3 儿童桌椅 

七、项目创新点： 

1. 以扎根理论为研究工具来探索学前儿童家具的设计原则，找出设计要求与设计目标的具体联

系，使学前儿童家具设计更加科学、人性化。 

2. 从趣味性出发，赋予儿童家具更多的使用乐趣，通过结构、功能、色彩等方面的设计，逐步

培养学前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促进学前儿童身体发展、认知发展、社会心理发展。 

3. 促进社会各群体对于学前儿童家具的重视，推动我国儿童家具产业水平的提升。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提出学前儿童家具设计方案三套，多功能儿童座椅、兔子储物椅、儿童桌椅。 

2. 在《工业设计》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幼儿学习环境测量对学前儿童家具设计的启示”一篇； 

3. 在《工业设计》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基于扎根理论的学龄前儿童家具设计研究”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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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6 

 

一、 项目名称：新媒体平台的界面设计及传播效果研究——基于新闻类微信公众号的实证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47) 

三、 项目成员： 

崔  玥  2014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王丽丽  2014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孙晨阳  2014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承宇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新媒体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以现有新媒体平台中新闻类微信公众号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采集相关样本数据，对用

户与新媒体平台的相互关系进行探究，并从新闻类微信公众号界面设计风格角度出发，探究其与传

播效果间的互动影响，反映大环境下新媒体平台界面设计与传播效果间的交互关系，希望探究结果

能为新媒体平台的未来发展提供建议。 

六、项目图片： 

                        

图 1 自建新媒体平台           图 2 自建新媒体平台推送       图 3 自建新媒体平台推送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小组在科研过程中，着重研究了对新闻类微信公众号平台的界面设计相关的创新性细节。

受众对于新媒体平台界面设计中的字体与间距设计、图片插入排版、音频及视频排、logo 设计、推

送篇幅设计及选择等方面均具有敏感的使用体验； 

2. 本课题小组通过对于新媒体平台界面设计的对比及思考，尝试为新媒体平台界面设计提出一

定建设性创新意见，希望对新媒体平台的界面设计进行一定探究，能够达到触达受众，有助于提高

阅读量，扩大公众号的影响力，实现传播者预期的传播效果。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关于新媒体平台的界面设计及传播效果的项目研究报告一份； 

2. 在《电视指南》发表学术论文“新媒体平台的界面设计及传播效果研究——基于新闻类微信

公众号的实证研究”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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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7 

 

一、 项目名称：中国新闻媒体的危机管理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45) 

三、 项目成员： 

陈  瑶  2014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黄  昕  2014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安雨晨  2014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胡正强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新闻学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危机是当代社会的基本调性。企业，政府及其他组织，在危机发生时如何应对媒体，已经得到

较为深入的研究与较广泛的应用，但是反观新闻媒体自身的危机公关却显得简单而粗放，从而严重

制约和影响了新闻媒体的可持续发展。 

内容和主要解决的问题：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新闻媒体的危机及其管理现状，并提出相应的提

高新闻媒体危机应对水平的方法和建议。 

六、项目图片： 

                 

图 1 论文录用通知 1            图 2 研究报告             图 3 论文录用通知 2 

七、项目创新点： 

1. 发现中国新闻媒体的自身危机意识薄弱，危机公关显得简单而粗放，从而严重制约和影响了

新闻媒体的可持续发展。 

2. 借鉴政府、企业及其他组织的公关程序和经验，总结出媒体自身危机管理的一系列措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新闻研究导刊》发表学术论文“新媒体时代新闻媒体危机管理的探讨”一篇； 

2. 并在《传播力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论地方媒体自身危机公关的现状及成因”一篇； 

3. 完成关于“新媒体时代新闻媒体危机管理的探讨”的项目研究报告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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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8 

 

一、 项目名称：智能仓储搬运机器人设计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48) 

三、 项目成员： 

程光冉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符启恩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赵佳婧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吴益飞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智能机器人、高精度伺服系统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针对传统仓储搬运机器人导航定位精度不够高、可靠性差的问题，本作品采用“粗精组合”思想，

提出了通过二维码方式进行粗定位，采用惯性导航模块在短距离内进行精定位，并使用灰度传感器

进行方向修正，三者结合，从而实现了机器人在仓储空间中的精确导航与定位的方法。针对机器人

在室内需要灵活避障与转向的需求，设计了一种具有任意方向转向与移动功能的全向移动机构。针

对机器人工作过程中载荷变化、轮子磨损等问题，设计了模糊 PI 控制算法对驱动轮转速进行闭环控

制，设计了柔化减速刹车控制算法以减少振动的激发，从而提高机器人运行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六、

六、项目图片：  

 

 

 

 

 

 

 

 

  

图 1 外壳结构示意图            图 2 底部结构示意图              图 3 实物照片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机器人采用将惯性测量技术、二维码识别技术与灰度循迹技术相结合的室内导航定位方法，

在系统载荷变化、存在多种外界扰动的复杂工作情况下，能够稳定而安全地运行。  

2. 实现长时间供电的自主充电技术，能够有效帮助仓储搬运机器人摆脱工作时间的限制，提高

物流货运的运输效率。 

3. 机器人设有红外避障装置，用于检测障碍物，防止碰撞损坏机器人。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关于智能仓储搬运机器人的样机一套； 

2. 发明专利基于 MSP430 的仓储物流机器人控制系统一篇，申请号: 017108279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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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9 

 

一、 项目名称：半结构环境下室内移动机器人全自主定位系统设计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57) 

项目成员： 

黄云逸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黄思婷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专业  

博星磊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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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等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对于室内机器人，其工作环境具有半结构特性，即工作环境既有一定的确定性（如主要结构、

布局等），又包含一些不确定因素（如外界扰动等），难以通过单一传感器对机器人精准定位的问题，

本项目以室内环境中的两轮差动移动机器人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种无迹卡尔曼室内定位算法。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实物图                       图 2 轨迹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单一的测量手段不能对机器人位姿实现较好的估计，但通过对多种传感器的信息融合可以消

除或减弱各自的缺陷，实现较好的位姿估计。 将超声波定位系统与霍尔测速和电子罗盘进行信息融

合。既可以避免用里程计或 IMU 等传感器产生累计误差也可以消除超声波多路径效应。 

2. 通过卡尔曼滤波算法，将不同传感器的数据按一定比例融合，得到比单一测量更为准确的位

姿信息。实际机器人系统往往是较为复杂的非线性系统，针对非线性系统，使用扩展卡尔曼滤波(EKF)

或者无迹卡尔曼滤波(UKF)进行融合估计。通过无迹变换(UT)来近似得到变量经非线性变换后的概率

分布。对于非线性程度较高的系统，UKF 通常比 EKF 具有更好的滤波效果。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发明专利“基于 UWB 与多传感器的室内定位与建模方法”一篇，申请号：201710801558.3； 

2. 完成半结构环境下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算法的两轮差动机器人一套。 

 

 

 



 

 50 

 

2016 —50 

 

一、 项目名称：自主式带电作业机器人的手眼协调系统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49) 

三、 项目成员： 

罗雨龙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崔宪阳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虞文杰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郭毓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机器人控制领域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用机器人代替人工进行配电线路维护作业，可使操作人员摆脱高空、高压以及强辐射的恶劣作

业环境，具有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本课题结合“自主式带电作业机器人的研发与应用”科技项目，

研究具有手眼协调能力的机械手视觉伺服控制方法，使“机械手”既能识别环境，又能识别工器具和

作业对象，为实现机器人手眼协调自主作业奠定基础。课题涉及图像处理、机器人控制等交叉学科

领域，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六、项目图片： 

                

图 1 机械臂硬件图              图 2 人机交互界面             图 3 专利受理证书 

七、项目创新点：  

1. 用几何方法代替代数法求运动学逆解，避免了复杂的运算 

2. 采取用机械臂去确定物体相对于基座坐标系的位置，用相机测量出物体在相机坐标系下的位

置，最后用遍历的方法求取旋转矩阵的最优解，来解决由于无法直接测量出手眼标定的旋转矩阵的

问题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发明专利“一种基于多目视觉的双臂机器人手眼协调方法” 一篇，申请号 201710802484.5； 

2. 完成关于自主式带电作业机器人的手眼协调系统的项目研究报告一份； 

3. 关于自主式带电作业机器人的手眼协调系统的模拟实验系统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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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51 

 

一、 项目名称：新型高频环节多电平逆变器原理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50) 

三、 项目成员： 

范贤达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卞伟杰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刘  昊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磊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逆变技术的应用领域不断向高电压、大容量电能变换方向拓展，本项目是针对基于目前两电平

变换技术和非隔离型多电平逆变技术的逆变器不适用于高压、有电气隔离要求的逆变场合而提出的。

该项目围绕隔离式多电平逆变技术，以 PWM 控制和移相控制两电平逆变技术、非隔离式和低频链

多电平逆变技术为基础，对三类新型高频环节多电平逆变器进行电路拓扑族设计、理论分析、计算

机仿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逆变器物理模型的原理试验研究。 

六、项目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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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双管正激式高频隔离三电平变换器                 图 2 双管反激式高频隔离三电平变换器                  

七、项目创新点： 

1. 将高频链逆变技术和多电平逆变技术两者结合在一起提出具有高频电气隔离、功率开关管电

压应力低、输出功率大、谐波含量少、输出交流电压波形质量高的高频链多电平逆变器； 

2. 基于传统 Buck 型、Boost 型和 Buck-Boost 型两电平 DC/DC 变换器，提出新的拓扑族。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一种反激式双向高频环节多电平逆变器原理样机； 

2. 一篇未经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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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52 

 

一、 项目名称：公交车突发火灾蔓延过程建模及可视化仿真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51) 

三、 项目成员： 

朱佳森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袁高尚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王兆煜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黄炎焱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系统论证与仿真评估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近年来，公交车火灾事故频发，给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公交车火灾一旦发

生，火焰烟气会很快蔓延至整个车厢，使得乘客疏散困难，造成严重后果。故开展认识与分析火灾

态势并做好预防及应急方案很有必要。本研究采用数值模拟及可视化仿真方法，对公交车火灾烟气

蔓延过程仿真，并对车内火灾发生时的火焰烟气蔓延情况、车厢内部温度分布、一氧化碳有毒气体

浓度分布变化进行模拟研究。通过对公交车火灾过程的模拟分析，该项目为公交车火灾事故预防与

火灾事故原因调查提供帮助，为制定公交车火灾突发应急决策提供参考支持。 

六、项目图片： 

     

    图 1 公交车仿真模型        图 2 火灾蔓延仿真过程图     图 3 烟气蔓延仿真过程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建立了基于燃烧动力学的可视化公交车仿真模型，并且基于 FDS 仿真软件 Pyrosim 进行不同

条件下的可视化火灾烟气蔓延过程模拟及火灾态势分析。 

2. 以典型公交车为对象，采用建模仿真软件建立可视化公交车模型，克服真实实验危险性大，

成本高的困难，降低成本的同时，为消防人员和乘客提供良好的公交车火灾分析应对手段。 

3. 借助公交车火灾仿真模型，可为公交车火灾调查工作提供火灾发生过程仿真演示，为火灾调

查人员分析事故发生情况提供参考支持；还可对新型防火公交车（如带喷水雾系统的公交车）防火

性能检测提供软件仿真技术支持。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Research》发表学术论文“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Bus Fire 

Accidents”一篇； 

2. 在《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发表学术论文“Simulation Analysis on the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in Fire Accident of Bus”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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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53 

 

一、 项目名称：高动态星载 GPS 接收机设计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52) 

三、 项目成员： 

姚金杰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卢志祥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黄岫峰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陈帅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卫星导航定位技术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为低轨卫星提供高精度导航定位及精确授时的基于

DSP+FPGA 微型星载高动态 GPS 接受机硬件与算法设计。实现方案主要为：具有有源天线，射频模

块前段处理模块、基带信号数字处理模块、定位解算模块等四个模块的基于 DSP+FPGA 微型星载高

动态 GPS 接收机设计。本项目研究的接收机制造成本低，体积小，适合进行跑车实验，从而对算法

进行及时的验证。 

六、项目图片： 

       

    图 1 接收机实物                   图 2 现场测试                     图 3 监测 

七、项目创新点： 

1. 捕获算法采用改进的时域捕获算法，缩短了定位的时间； 

2. 接收机实现了北斗/GPS 双模融合，提高了兼容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关于高动态星载 GPS 接收机设计的样机一套； 

2.  发明专利“一种北斗/GPS 双模星载接收机及其导航定位方法”一篇，申请号：201710807088.1； 

3.  “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 2017 年学术年会”录用会议“基于 FPGA 的 GPS/北斗双模接收机基

带处理模块设计”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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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54 

 

一、 项目名称：智能护理床控制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60) 

三、 项目成员： 

刘  健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葛天洁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贾新旺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孙瑜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智能控制与智能系统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研究设计了一种具有远程控制方式的护理床控制系统，通过研究护理床发展现状并进行

需求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护理床控制系统的总体方案设计，详细研究了基于 ILC151ETH 的多功

能护理床设计，从硬件和软件两大方面着手，完成护理床的姿态控制，包括抬背坐起、翻身、冲洗

等功能；时通过内置的 webserver 模块，可以利用 Webvisit 编辑图形界面，方便地使护理床实现与远

程终端的通信，完成远程指令的接收与响应。同时研究了可适用于医疗护理领域的面部表情识别方

法，可应用于医疗护理领域，识别病患高兴、中性、悲伤的表情。减轻医务人员护理工作量。 

六、项目图片： 

      

        图 1 护理床床体              图 2 核心控制部分            图 3 网页控制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项目设计了一款多功能护理床，结构设计上确保了舒适度和安全性，实现了护理床的电气

化控制，对病人的日常护理需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 结合了当前物联网和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将原本地理上分散的护理床群体通过局域网实现相

互连接，不仅给使用者提供了自主操控的权限，医护人员也可随时随地通过终端连接 Internet 实现远

程控制与实时监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发明专利“一种可适用于医疗护理的表情识别方法“一篇，申请号：201710828671.0 

2. 完成智能护理床样机一套； 

3. 完成关于《智能护理床控制系统研究》的项目研究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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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55 

 

一、 项目名称：无线电能传输装置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59) 

三、 项目成员： 

史 坤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王 欢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韩 晨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强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无线电能传输、电机控制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无线电能传输装置依托南京理工大学本科生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进行了逆变电路设计、两线

圈结构下频率分裂现象分析、整流电路设计、系统整体实现及调试四部分研究。项目设计实现了基

于 IR2110S 的 400KHz 半桥逆变电路，削弱了两线圈结构的频率分裂现象对能量传输效率的影响，

实现了小纹波的全桥不控整流电路，通过实验调试系统，能够将 24V 直流电经过逆变电路、发射线

圈、接收线圈、整流电路后点亮一个小功率的 LED 灯。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实验装置示意图            图 2 Pspice 仿真电路            图 3 逆变电路 PCB 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减小环境内电磁场干扰。 

2. 利用 MSP430 单片机产生频率可调高频方波。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关于两线圈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的装置一套； 

2. 完成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装置的设计模型效果图； 

3. 完成关于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装置的研究报告一份； 

4. 完成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装置的性能测试。 

5. 完成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装置的电路 PCB 图与仿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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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56 

 

一、 项目名称：基于振动信号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平轮动态在线监测系统设计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56) 

三、 项目成员： 

韩宗炎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董  璐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曹  扬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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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在总结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通过搭建的硬件系统为平台，结合基于 LabVIEW 的信号

采集程序以及基于 MATLAB 的算法，研制了一套基于振动加速度的轮对平轮故障监测系统，实现了，

轮轨振动信号的采集与信号分析。在实验室实际搭建车轮不圆仿真平台成本大、要求高，且车轮非

圆化故障多样性无法得到充分体现，所以本项目采用了基于 SIMPACK 多体动力学软件仿真的方法

来建立城轨列车车轮不圆仿真模型，利用仿真所得的数据来验证算法的可行性。 

六、项目图片： 

        

         图 1 软件界面                  图 2 仿真界面            图 3 信号处理结果图 

七、项目创新点： 

本次研究在信号处理方面，首先运用傅里叶变换、小波变换、魏格纳-威尔算法对采集到的信号

进行处理，继而提出了改进的魏格纳-威尔算法，并用此算法对信号进行处理，有频率分辨率高、干

扰项少等优点，具有很高的可行性和实际意义。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关于振动信号采集的系统设计； 

2. 在《现代制造技术与装备》发表学术论文“基于改进的 WVD 的城轨列车车轮扁疤分析研究”

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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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57 

 

一、 项目名称：基于 Android 移动终端的医院移动护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53) 

三、 项目成员： 

周天豪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王杰瑞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史鑫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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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信息处理、计算机仿真等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随着无线局域网（WLAN）及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护理系统已成为护理信息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移动护理将医院信息系统的触角延伸到病人床边，从而提高了护理效率和护理安全

性。目前，基于 PDA 的移动护理系统不支持离线业务，导致系统对无线网络要求较高。基于此，本

课题借助条码、专用腕带、无线局域网，依托医院信息系统和电子病历系统，开发一套基于 Android

移动终端的移动护理系统，可以为移动护士站提供一整套低成本实现方案。 

六、项目图片： 

   

  图 1 移动护理应用主界面         图 2 数据库管理软件主界面      图 3 服务器网络连接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 移动护理应用界面直观，布局清晰，操作简单，能直接读写 SQLite 数据库中的数据并显示。 

2. 数据库管理软件功能强大，能对医院信息数据库进行增删改查等操作，使用方便。 

3. 利用 Socket 通信技术，服务器端和 Android 端的通信可靠，速度快。 

4. 克服了基于 PDA 的移动护理系统的不足，即便在无线网络信号不稳定的情况下仍能在

Android 终端将病人信息保存在 SQLite 数据库内，待信号良好后再进行数据传输。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关于基于 Android 移动终端的医院移动护理系统的 Android 端移动护理应用、PC 端数据

库管理软件以及 PC 端和 Android 端的数据通信程序的设计； 

2. 在《科技创新导报》上发表学术论文“基于 Android 移动终端的医院移动护理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一篇。 

3. 软件著作权“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V1.0”一项，申请号：2017SR54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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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58 

 

一、 项目名称：开关柜五防闭锁功能误操作体验装置设计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54) 

三、 项目成员： 

刘伟涵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李岩松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王依哲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蔡卫峰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高速数据采集技术应用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五防闭锁误操作风险体验系统是在保证操作人员安全的前提下为一线操作人员提供操作效果模

拟体验环境，通过现场的实际操作所引发的一系列故障效果，来加深操作人员的感性认知。本项目

是基于组态王软件的应用设计一套开关柜五防闭锁功能误操作体验装置，模拟去除五防闭锁的 10KV

开关柜操作现场。风险体验系统分为三个部分：信号采集模块、判断控制模块和风险体验模块。风

险体验系统的一般过程为相应地开关闭合或者传感器状态变化将信号输入到相应地 PLC 的 CPU224

输入端口，经过逻辑判断，将信号发送到输出端口，从而引起继电器线圈的闭合与断开，输出电路

运行，引起声光报警等。软件实现延时功能，风险效果自动停止。 

六、 项目图片： 

       
 

    图 1 风险体验系统实物连接图    图 2 风险体验中心界面  图 3 无线 ZigBee 模块与上位机连接 

七、项目创新点： 

1. 将体验项目分位运行转检修和检修转运行两个过程； 

2. 将风险效果用软件延时方式控制，增加系统的完整性，提高操作的流畅度； 

3. 增加电磁锁、脉冲发生器等体验装置，增加真实度。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关于开关柜五防闭锁功能误操作体验装置的电路连接图一份； 

2. 关于开关柜五防闭锁功能误操作体验装置的逻辑流程图一份； 

3. 关于开关柜五防闭锁功能误操作体验装置的操作台一套； 

4. 完成开关柜五防闭锁功能误操作体验软件系统一套； 

5. 完成关于开关柜五防闭锁功能误操作体验装置设计的项目研究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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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59 

 

一、 项目名称：双波段视频火灾探测器的设计与实现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58) 

三、 项目成员： 

许歆逸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张文港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华丹琼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捷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物联网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石油等化工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强，此时，油罐区也不断增多，随之

必然带来一系列的消防安全问题。本文以实际项目为背景，根据项目要求，对油罐区视频火灾探测

及火蔓延检测技术进行了研究，设计了基于双波段视频采集的视频火灾探测及火蔓延检测系统的硬

件电路、算法及软件系统，实现了对油罐区早期火灾快速准确地探测以及对油罐区火蔓延情况的实

时检测。 

六、项目图片： 

              

   图 1 视频火灾探测系统外观        图 2 系统硬件电路           图 3 火焰识别实验效果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采用双波段采集技术，识别快速、准确、抗干扰能力强。 

2. 采用火灾蔓延检测方案，能够实现对火势实时检测和警报。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设计并且制作了一块双波段视频火灾探测系统的电路板，经过上电、分模块调试等工作，验

证该电路板能正常工作； 

2. 配合可见光摄像头和红外摄像头，DSP 能够正常读取摄像头数据并存储到 SDRAM 中； 

3. DSP 能通过串口与上位机进行通信，并能够将视频火灾探测系统关键参数进行上传与接收； 

4. 经过调试后，火灾探测算法各个部分均能够正常运行，系统能够正确、迅速地识别火焰并发

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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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60 

 

一、 项目名称：一种直埋加热测温光缆的研发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62) 

三、 项目成员： 

邵凤影  2014 级  理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刘语桐  2014 级  理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吴允初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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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   单位：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旨在利用 DTS 技术，通过对加热光缆温度变化的分析来判断光缆周围环境的含水量是否

发生变化，做到实时监测渠道大坝底部以及侧壁的渗漏情况，并精确定位。 

六、项目图片： 

               

 图 1 导线敷设                 图 2 水环境              图 3 5%含水量砂 

七、项目创新点： 

1. 分布式测量； 

2. 通过对电缆进行加热的方式检测光缆升温变化； 

3. 光缆在渠道大坝建造时直接铺设，每次检测无需布置，可以实时监控渠道大坝的渗漏情况。  

八、 项目成果情况： 

1. 实现预期功能并可演示的光缆； 

2. 在《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发表学术论文“一种直埋加热测温光缆的研发”一篇； 

3. 实用新型专利“投掷式泥沙淤积深度采集装置”一篇，申请号：201720446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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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61 

 

一、 项目名称：云计算环境下的可搜索加密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61) 

三、 项目成员： 

李晓蓉  2014 级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宋子夜  2014 级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任婧怡  2014 级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许春根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信息安全与密码技术应用  单位：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随着云计算和云存储的快速发展和应用，越来越多的用户关注这些技术的安全和隐私问题，为

了保证云中数据的安全性和功能性，提出了可搜索加密的概念。可搜索加密技术允许服务器对用户

的加密数据进行检索而服务器不会获得任何明文信息，设计一个高效的可搜索加密方案对提高系统

可用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项目在对现有可搜索加密方案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

基于属性的可搜索加密方案并给出其在电子病历系统中的重要应用。本方案可隐藏访问结构，具有

细粒度访问控制，可抵抗关键词猜测攻击。关键词陷门匹配算法仅需一次双线性对运算，搜索效率

大大提高。 

六、项目图片： 

        

      图 1 论文录用通知            图 2 发明专利受理书          图 3 发明专利请求书 

七、项目创新点： 

1. 计算复杂度小。加密算法、解密算法、关键词陷门匹配算法仅需要一至两次双线性对运算。 

2. 细粒度访问控制。加密算法与访问控制相关联，只有满足相应属性的用户才拥有检索权限。 

3. 安全性高。方案基于 q-ABDHE 问题的困难性假设，可抗关键词猜测攻击，保证了用户私钥

安全以及关键词陷门安全。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计算机科学》发表学术论文“云计算中基于属性的可搜索加密电子病历系统”一篇； 

2. 发明专利“基于属性的可搜索加密电子病历系统及加密方法”一篇，申请号：201710815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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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62 

 

一、 项目名称：Properties of heavy-light mesons with partial chiral symmetry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63) 

三、 项目成员： 

陈诗乐  2014 级  理学院  应用物理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何敏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量子色动力学重味夸克   单位：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在本次项目研究课题中，我们利用非相对论量子力学微扰论方法计算了领头阶的重味夸克偶素

在夸克胶子等离子体中的解体率。在解体过程中，重味夸克偶素如 J/ψ 粒子，与 QGP 发生反应，解

体成为一对正反粲夸克。在这个反应中导致解体的因素有二，一是高温下的德拜屏蔽效应，二是由

胶子打破 J/ψ 粒子抵消其束缚能。考虑这两种可能可以理论预测 J/ψ 粒子在夸克胶子等离子体中的解

体率。我们的计算包括色电偶极跃迁和色磁偶极跃迁两种机制，并讨论它们的影响大小。同时我们

也比较了不同重味夸克偶素的结果，来讨论不同粒子在夸克胶子等离子体中的解体行为。 

 

六、项目图片： 

 

  图 1 发表论文       图 2 J/ψ 粒子解体率（E1 vs M1）     图 3 粲夸克偶素解体率总汇 

七、项目创新点： 

    1. 在重味夸克体系中，可以将胶子场与夸克体系的相互作用作为微扰项，我们应用非相对论量

子力学微扰论方法研究夸克跃迁的过程； 

2. 微扰项由色电偶极矩与电场相互作用和色磁偶极矩与磁场相互作用组成，这二者对重味夸克

偶素的解体以及重组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在不同条件下二者所占比重也有所不同。在目前的很多理

论计算中都未考虑色磁偶级跃迁的影响，我们的计算中则包含了两方面的考虑。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PHYSICAL REVIEW C》（SCI 二区）上发表学术论文“Gluo-dissociation of heavy quarkonium 

in the quark-gluon plasma reexamined”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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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63 

 

一、 项目名称：基于车辆自主驾驶的多线激光雷达设计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64) 

三、 项目成员： 

杨晨铭  2014 级  理学院  应用物理（激光与光电方向）专业    

张秋磊  2014 级  理学院  应用物理（激光与光电方向）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春勇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光电检测与电子测量系统  单位：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研制了一种用于无人驾驶车辆上的 32 线激光雷达的光学系统及与之相配套的机械结构，

完成了光机调试；并完成了激光器驱动，探测接收电路设计及主控电路设计与调试。本机械结构可

实现 32 个激光器的光束微调； 其供电电路发射具有高重复率，脉宽为 10ns 的脉冲。高频率短脉冲

的高速驱动电路驱动 32 个脉冲激光发射器，采用时分复用的技术，发送激光脉冲信号。基于

TDC—GP21 高精度计时模块的时刻判别电路，使其测时精度可以达到 500ps；由 ARM 单片机控制

传输，通过 USB 实现远程传输，为后续的无人驾驶车上的三维重构数字表面模型提供数据支持。 

六、项目图片： 

           

图 1 机械创新结构           图 2 单路调试                     图 3 主控电路实物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与现有技术相比，该作品创新使用机械零件实现多个激光器的光束微调，且激光雷达的线数

高达 32 线。 

2. 采用时分复用的技术，设计出高速驱动电路配合合理的光学系统来实现多个脉冲激光器和多

个光学接收器配对，为后续的无人驾驶车上的三维重构数字表面模型提供数据支持。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发明专利“一种多线激光雷达光轴微调的装置”一篇，申请号：201710209282.X； 

2.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多线激光雷达光轴微调的装置”一篇，申请号：201720333890.7； 

3. 完成关于 32 线激光雷达的光学系统，机械系统和激光器驱动，探测接收电路及主控电路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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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64 

 

一、 项目名称：中西科幻小说比较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65) 

三、 项目成员： 

刘  昊 2014 级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潘雨晴 2014 级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宋文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单位：外国语学院 

五、项目简介： 

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当代中西科幻小说比较研究”项目组，于 2016 年三月在学院英语系副

教授宋文的指导下组建而成。该项目组现有 2014 级成员两名（一名同学因出国学习于中期推出）。

自组建以来，项目成员对中西方的部分科幻小说样本（以《魔鬼积木》和《别让我走》为主）进行

了深入研究，在比较中探索科学素养与人文情怀的命脉所在。 

六、项目图片： 

               

图 1 合影留念                  图 2 用稿通知                图 3 人物访谈 

七、项目创新点： 

本项目从理科院校培养过程中对人文素养教育出发，以具体的中西科幻小说为样本进行比较，

试图探究科技背后的人文内涵，在此过程中创新指出主要包括： 

1. 最终选定的文本《魔鬼积木》和《别让我走》均是 21 世纪新出版的科幻文学作品，目前国

内对于《魔鬼积木》的研究匮乏，项目组也希望能够呼吁读者关注正在发展与崛起中的中国科幻文

学； 

2. 针对国内学术论文资源有限的情况，组员利用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从国外的网上图书馆下载

了一些西方科幻小说的论文资源提供参考，既丰富了研究文本，又增加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3. 项目组对本校科幻作家作家黄梵进行了深入专访，亦对周围一些理工科的同学进行采访。本

次科研强调科幻小说的“现实意义”，针对于培养理工院校学生一种前瞻性地发现科学困境与问题的

哲学思想（此定义来源于本校科幻小说作家黄梵），促进改善理工院校学生进行科研时偏重学术与

技术的尴尬局面和对科学伦理、社会道德等方面考虑不足的现状。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名作欣赏》发表学术论文“当代中西科幻小说比较研究——以《别让我走》和《魔鬼积木》

为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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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65 

 

一、 项目名称：在华留学生汉语指令类言语行为的调查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66) 

三、 项目成员： 

钱佳瑜  2014 级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黄凤婷  2014 级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范  言  2014 级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景晓平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语用学、外语教学   单位：外国语学院 

五、项目简介：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来华留学。由于语言和文

化差异，留学生在学习汉语和汉语文化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本课题通过调查亚洲在华留学生汉语

指令类言语行为的使用情况，探讨留学生第二语言语用能力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六、项目图片： 

            

图 1 全国语用教学研讨会        图 2 南理工问卷收集        图 3 全国语用学研讨会 

七、项目创新点： 

1. 当前学界研究本族语者请求行为较多，研究非本族语者较少，且主要关注欧美、俄罗斯、日

韩留学生，而未对亚洲留学生进行整体研究。本项目在研究请求言语行为的基础上，选择对非本族

语者进行研究，并将受试者的来源范围扩大到亚洲进行总体研究。。 

2. 当前学界对请求策略使用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不足，对影响因素的作用研究仅限于社会距

离影响大小、文化背景有无影响等，就权势与距离因素对留学生请求言语行为产生哪些针对性的影

响，则缺乏详细探讨，本项目在这些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学术论文“亚洲在华留学生汉语请求言语行为的调查研究”的撰写，并已向《新疆广播电

视大学学报》投稿； 

2. 研究采用语篇补全测试，并参考 CCSARP 分析言语行为的方法，对语料进行定性定量的统计

分析，以中国大学生作为参照，调查亚洲在华留学生汉语请求言语行为的总体特征，并讨论社会距

离与地位对请求言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亚洲留学生汉语请求策略单一且直接，不擅使用句末

语气词，更倾向于使用易习得的内部修饰语来表达礼貌请求，对社会距离与社会地位变化的敏感度

远低于汉语本族语者。本研究希望为面向留学生的语言教学提供参考和帮助，为汉语请求言语行为

领域的研究提供进一步参考，以期对中外跨文化交际、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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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66 

一、项目名称：直接登记制背景下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监管研究

二、项目类型： 国家级 (201610288067) 

三、项目成员：   

曹  燕   2014 级   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胡玮玥   2014 级   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赵苗苗   2014 级   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徐志国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政府改革及社会管理   单位：公共事务学院 

五、项目简介： 

自 2013 年末开始，我国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

织实行直接登记制度，不再需要社会组织的主管单位。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社会组织有了长足的发

展。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简政放权的同时也要求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在不要求主管部门的情

况下，如果对快速发展的公益慈善社会组织进行有效监管，使之在合法的框架内进行活动。本项目

组通过调查研究提出有效监管对策。 
 
六、项目图片： 
 
 
 
 
 
 
 
 
 
 
 
图 1  沭阳县民政局             图 2  栖霞区民政局 图 3  和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七、项目创新点： 

本项目主要运用定性研究，从公益慈善组织和民政部门入手，分析直接登记制背景下公益慈善

类社会组织监管问题。小组成员首先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同时深入江苏两个地区（南京栖霞区，宿

迁沭阳县），采取案例研究方式，对当地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及其管理机构展开实地调研，通过访谈

等形式分析直接登记制背景下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运行的风险因素，监管机构的构成及面临的挑战。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以及社会治理理论提出解决方法，推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不

断发展，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意义。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小组成员完成了结题报告的撰写； 

2. 小组主持人曹燕为第一作者在《智富时代》杂志上发表论文“双重管理制到直接登记制的转

变”一篇； 

3. 小组成员赵苗苗为第一作者在《读书文摘》杂志上发表论文“直接登记制背景下公益慈善类

社会组织监管对策研究”一篇； 

4. 小组成员胡玮玥为第一作者在《智富时代》杂志上发表论文“直接登记制实施前后公益慈善

类社会组织的监管现状比较分析”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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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67 

 

一、 项目名称：X 射线纳米层析成像中重构图像可靠降噪方法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69) 

三、 项目成员： 

傅皇留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刘娇林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王雅宁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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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泽升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微结构表征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X 射线纳米层析技术(Computed Tomography, CT)凭借其特有的纳米尺度表征能力，近年来在材

料三维结构表征技术中受到广泛的关注。但随着分辨率的提高，投影数据和重构图像含有大量噪音，

严重影响了对材料的细节表征及三维结构的有效分析。本项目通过系统的数值模拟和实验测试确定

该系统投影图像的噪音特性，建立其统计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既保留细节信息，又有效降低

图像噪音的算法。对于纳米 CT 减少投影帧数，节省采集时间，提高表征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六、项目图片： 

              

图 1 方差与平均线积分系数关系   图 2 数值模拟验证降噪效果      图 3 实验验证降噪效果 

七、项目创新点： 

1. 确定 Nano-CT 系统投影图像的噪音特性，建立其统计模型； 

2. 所提出的算法将能适合 Nano-CT 仪且能够有效降噪； 

3. 发明一种基于局域电化学刻蚀的制备纳米 CT 金属微试样的装置，克服 CT 金属微试样制作

困难的问题，此装置简单易操作且经济实用。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学术论文“X 射线纳米 CT 投影图像噪音分析”的撰写，并已向《CT 理论与应用研究》投

稿； 

2. 发明专利“基于局域电化学刻蚀的制备 X 射线纳米 CT 金属微试样的装置”一篇，申请号：

201710806700.3； 

3. 实用新型专利“基于局域电化学刻蚀的制备 X 射线纳米 CT 金属微试样的装置”一篇，申请号

：201721150007.7。 

 



 

 68 

 

2016 —68 

 

一、 项目名称：机器人自压缩电弧冷填丝高精度 3D 打印技术与艺术设计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73) 

三、 项目成员： 

方乐乐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张建文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许知非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四、项目导师： 

姓名：冯曰海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焊接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1. 研究成型工艺参数变化时，成型尺寸的变化规律，确定不锈钢丝材熔敷的工艺参数与熔敷层

成型尺寸之间的关系。 

2. 复杂结构的三维建模与机器人程序设计。根据设计的艺术造型，研究 3D 打印的三维模型，

自动编制机器人打印的路径，生成机器人电弧丝材 3D 打印程序。 

六、项目图片： 

                

图 1 直壁体                      图 2 “花瓣”                 图 3“火锅” 

七、项目创新点： 

1. 对堆敷电流及堆敷速度对构件的影响作了较为深刻的了解； 

2. 对双丝焊和单丝焊的性能进行比较。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机器人自压缩电弧冷填丝高精度 3D 打印技术与艺术设计的实物构件 3 个：花瓣、火锅、酒

杯； 

2. 在《中国论文在线》发表学术“Cr-Ni 合金机器人等离子电弧增材制造成型工艺研究”论文一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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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粉体净成形 Fe-C 合金烧结过程的工程热力学一维系统仿真软件开发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74) 

三、 项目成员： 

周子豪  2014 级  材料学院  材料专业       

霍天元  2014 级  材料学院  材料专业  

蒋  捷  2014 级  材料学院  材料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范沧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粉末冶金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粉体经液相烧结，颗粒之间发生粘结，密度和强度上升、力学性能可以接近或达到相同成分的

致密材料。合金粉体液相烧结过程决定了粉体制品的物理和力学性能，在理论与实际应用中有重要

价值。通过工程计算研究液相烧结过程伴随的一系列复杂物理和化学变化，可以优化液相烧结工艺，

具有很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本项目拟建立粉体净成形 Fe-C 合金烧结过程的一维物理模型，包括烧

结气氛和粉体之间的相平衡模型、溶质扩散模型、热扩散模型以及自然对流模型。目的是建立能够

描述烧结炉、烧结气氛和烧结零件的完整虚拟样机，设计粉体净成形 Fe-C 合金烧结过程的工程热力

学一维系统仿真软件。。 

六、项目图片： 

      

  图 1 颗粒生长速度（G，t）    图 2 稳态粒径变化曲线         图 3 稳态粒径变化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项目采用了引入颗粒聚并的群体平衡方程，对两相合金液相烧结中粒径分布从瞬态到稳态

过程进行了数值计算研究。。 

2. 本项目使用连续介质条件下的布朗合并频率来计算颗粒聚并速率，研究了颗粒聚并作用下的

粒径分布从瞬态到稳态演化过程。  

八、项目成果情况： 

粉末冶金浄成形正在向高精度复杂形状产品方向开发。通过计算机技术及工程热力学计算方法，

将科学理论成果转化为实验内容，相关问题的研究将会给企业界带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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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70 

 

一、 项目名称：玻璃/钛热压阳极键合复合连接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71) 

三、 项目成员： 

刘加豪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控制加工与成型专业    

钟  煌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韩泽尧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德库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材料焊接技术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玻璃和钛的连接由于二者热膨胀系数相差较大、钛在玻璃表面难以润湿而变得困难。本项目采

用热压/阳极键合复合连接工艺，对钛表面进行酸蚀、喷砂等预处理，再对玻璃与钛进行热压工艺试

验，实现接头机械连接和部分冶金连接；通过阳极键合工艺，使玻璃离子成分迁移参与连接，最终

实现接头的完全冶金结合。 

六、项目图片： 

  

   

图1 TC4钛合金/玻璃真空热压界面

微观形貌  

图 2 TC4 钛合金/玻璃阳极键合

界面微观形貌 

图 3 TC4 钛合金/玻璃真空热

压连接实件 

七、项目创新点： 

1．实现了机械联接+冶金结合复合连接方式,使玻璃和钛的接合面连接强度、连接可靠性增加； 

2．通过酸洗+粗化预处理，热压压力的压合，较低温度的阳极键合等一系列工艺流程，降低了

玻璃和钛对处理、设备的要求，并能起到了节约能源的效果。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在《真空科学与技术学报》发表学术论文“B270 玻璃-TC4 钛合金热压阳极键合连接工艺研

究”一篇； 

2．发明专利“一种基于中间层梯度的钛合金-K9 玻璃复合连接设备及方法”一篇，申请号：

201710176411.X； 

3．完成玻璃/钛热压阳极键合复合连接实件,达到 100%的结合率，以及 15MPa 的剪切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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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利用高压剪切变形实现难互溶金属体系的机械合金化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70) 

三、 项目成员： 

马文龙  2014 级  钱学森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符媛媛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祝  康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王嘉宇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经涛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应变材料学 金属材料组织性能控制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利用所在课题组自主开发的管状高压剪切工艺 t-HPS 对难互溶金属体系(以铝-铅为例)进

行剧烈塑性变形。该工艺原理是由两种难互溶金属拼凑为一个环形，置于芯轴与环套间，样品上下

表面施加超静水压力，芯轴不动而环套转动。巨大的摩擦力使环状样品外层随环套转动而内层不动，

样品即发生剪切变形。理想情况下，随圈数增加，样品将形成规则的片层状结构。但由于片层厚度

逐渐减小不同金属层间原子发生混合，形状类似于流体(如海浪)。这一点可推断该工艺具有强大的金

属机械合金化能力，同时也揭示了固体界面间的剪切变形可能与流体界面的剪切变形存在着某种联

系。 

六、项目图片： 

 

           
图 1 t-HPS 加工样品示意图       图 2 退火后样品硬度下降不明显   图 3 铝基体中夹杂细小铅颗粒 

七、项目创新点： 

1. t-HPS 加工工艺实现的是从块体到块体产品的机械合金化，在实验室阶段就能制备出直径超

过 50mm 高度 15mm 的铝铅合金管材。具有强大的剧烈塑性变形能力； 

2. 通过 t-HPS 加工的铝铅合金能达到超细晶甚至纳米晶的结构，且该合金具有极强的热稳定性，

即使温度超过铅组分的熔点，合金结构几乎不发生改变，硬度只有些许下降。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本项目成功利用 t-HPS 加工方法，以不同加工参数，制备了 Al-Pb 体系纳米级别均匀混合的

合金，实现了难互溶体系从块体到块体的机械合金化。对 t-HPS 加工的铝铅合金进行微观组织结构

与宏观力学性能测试，发现该合金硬度相较原材料有大幅度的提升，且具有极强的热稳定性，即使

温度超过铅组分的熔点，合金结构几乎不发生改变，硬度只有些许下降； 

2. 申请专利“一种用于固态介质的泰特-库埃特实验装置”（非第一专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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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第五主族二维晶体材料量子点的制备及光学特性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72) 

三、 项目成员： 

刘  辉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张敏杰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洪道彪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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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仲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二维晶体材料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项目中，我们针对二维晶体材料黑磷以及锑烯，采用超声液相辅助剥离技术，将原材料分散在

有机溶剂 N-甲基吡咯烷酮（NMP）中进行超声，通过调控超声功率和超声时间，得到不同尺寸的量

子点，然后我们对所得的锑烯量子点进行光学特性研究，发现了锑烯量子点具有很好的非线性光学

性能，该优异的性能可被应用于光开关\激光调控的研究。另外，锑烯量子点在生物医学领域有很大

的应用潜力。 

六、项目图片： 

 

 

图 1 锑烯量子点的制备过程          图 2 锑烯量子点的 TEM 图片      图 3 SSPM 图案 

七、项目创新点： 

1. 提供了一种黑磷量子点、锑烯量子点的大产量高效率的制备方法 

2. 制备过程条件温和，成本低，可应用于大规模生产。 

3. 发现了锑烯量子点优异的非线性光学性能，锑烯量子点优异的非线性光学性能可应用于光开

关、激光调控等研究领域。此外，发现了锑烯量子点在生物医学方面的应用潜力。 

八、项目成果情况： 

发明专利《一种大产量锑烯量子点的超声液相剥离制备方法》一篇,申请号:201710484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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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73 

一、 项目名称：全无机柔性上转换发光材料及其力-电-光耦合机理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68) 

三、 项目成员： 

孙星浩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钟  茂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杨  斌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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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尧进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柔性铁电、压电材料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采用柔性可弯曲的新型“二维”云母片为衬底，开展全无机柔性上转换发光材料制备工艺等相

关研究。主要研究内容有：通过研究无机钙钛矿发光铁电薄膜的制备工艺，将其生长在柔性超薄云

母基片上，改善薄膜的压电铁电和抗弯曲的性能，获得柔性超薄发光薄膜材料，为后续的研究提供

材料基础；并探索性地研究柔性基片外加应力与薄膜的晶体结构，畴结构，铁电压电性能，光致发

光特性的相互关系和耦合效应。其科学意义在于：“上转换发光”的特性有利于光利用率的提高，“柔

性”的特性有利于柔性可穿戴设备的实现。 

六、项目图片： 

 

      图 1 XRD 图谱                 

图 2 铁电性能曲线               图 3 上转换发光光谱 

七、项目创新点： 

1. 材料创新：传统的铁电薄膜多生长在刚性的氧化物衬底上，本课题提出了以新型无机可弯曲

云母片为衬底，制备出全无机柔性稀土掺杂铁电发光（本课题为上转换发光）薄膜材料。 

2. 研究方法创新：传统增强上转换发光效率主要为化学方法，本课题提出通过应变梯度的物理

方法，将衬底的机械弯曲特性和薄膜的物理特性放在统一框架下进行系统研究。 

3. 应用创新：提出面向“可弯曲、可穿戴”这一具有提升现有技术应用和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新

应用要求，研究柔性材料的铁电、压电及上转换发光和其耦合特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关于全无机上转换发光器件一件，为在超薄柔性云母片上生长 Ba0.85Ca0.15TiO3Er0.75%mol 

Yb0.75%mol 薄膜制备的全无机柔性上转换发光器件； 

2. 发明专利“全无机柔性上转换发光器件及其制备方法”一篇，申请号：2017107648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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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74 

 

一、项目名称：新型电磁发射武器系统设计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75) 

三、项目成员： 

岳松辰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武器系统工程专业  

张鑫琪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装甲车辆工程专业 

田伟玺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武器系统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栗保明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电热电磁发射技术，弹道学，等温等离子技术，脉冲

频率源技术等  单位：瞬态物理重点实验室 

五、项目简介： 

针对传统供弹机精度较低的缺点，我们设计了精度高，效率快可以更改程序实现控制的供弹机。

传统收弹器存在弹丸回收困难，噪声大，精度低等缺点。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我们设计了新型收

弹器。 

六、项目图片： 

          

图 1                        图 2                      图 3 

七、项目创新点： 

1. 供弹机相比传统方式，具有精度高效率快的优点，而且采用了编程与电子相结合的模式，提

高了效率有便于更改和操作。可以通过更改程序来更改供弹机丝杆的运动轨迹，从而更改供弹方式。 

2. 供弹机同时优化弹丸入膛时的姿态，又可以满足弹丸入膛时的参数要求。 

3. 收弹器具有持续收弹、对弹丸损伤小的优点。 

4. 收弹器利用电子光路系统能够快速精确的测量连发状态下着靶速度和精度，并通过数据采集

器将实验数据精确记录。 

5.收弹器利用明胶、肥皂、高密度泡沫等软质材料，可以将高速飞行的弹丸完好无损的拦截。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无损的快速测量速度和精度的收弹器”一篇，申请号：201720600497.X； 

2. 关于供弹机的样机一套； 

3. 完成供弹机的设计模型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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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75 

 

一、 项目名称：脉冲爆轰发动机凝胶推进剂在受限圆管中的流变特性及控制方法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76) 

三、 项目成员： 

徐  高  2014 级  钱学森学院  工程力学专业  

顾阳晨  2014 级  钱学森学院  工程力学专业  

朱帜帆  2014 级  钱学森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翁春生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爆轰发动机技术等  单位：瞬态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以 SiO2/汽油凝胶推进剂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旋转式流变仪对凝胶汽油的表观粘度、屈

服应力和触变性等流变学参数进行测量，分析了剪切速率、预剪切等因素对凝胶汽油表观粘度和屈

服应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设计加工了对凝胶推进剂具有剪切作用的预剪切管（即受限圆管），实验

研究表明，在喷射管路上加装预剪切管后，凝胶汽油经过双股撞击式雾化后的液滴粒径明显降低，

选择合适形状参数的预剪切管能更有效地提升凝胶汽油的雾化品质。 

六、项目图片： 

         

图 1 凝胶汽油样品           图 2 预剪切管         图 3 雾化流场原始图像 

七、项目创新点： 

1. 设计实验分别研究了凝胶汽油剪切变稀的特性、屈服应力和触变性，从而掌握了凝胶汽油的

流变学特性，为凝胶汽油雾化特性实验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2. 利用凝胶汽油剪切变稀的特性和有限可逆的触变性设计了预剪切管以降低其表观粘度，预剪

切管不需要复杂的加工工艺，但能够显著降低凝胶汽油雾化后的液滴粒径，和增大喷射压力等改善

雾化效果的措施相比，更加经济实用。还研究了预剪切管喉部直径和喉部长度这两个关键参数对雾

化效果的影响，给出了预剪切管的最优设计。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关于双股撞击式雾化装置以及对凝胶推进剂具有剪切作用的预剪切管设计； 

2. 在《火箭推进》发表学术论文“预剪切对凝胶汽油雾化特性影响的实验研究”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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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76 

 

一、 项目名称：公民生态意识培育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77) 

三、 项目成员： 

王  赫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王亚男  2014 级  公共事务学院  法学专业  

曹顺吉  2014 级  公共事务学院  法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朱国芬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建立在当前公民生态道德意识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相脱节的背景下，项目组通过发放问

卷、分类分析、归纳汇总的方式，阐明我国江苏省地区公民的生态道德意识现状及其不足之处，从

各角度厘清造成该现象的原因，进而从道德伦理、经济、教育文化、政治等多角度为我国公民的生

态道德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培育模式。 

六、项目图片： 

        

        图 1 杂志封面                 图 2 问卷前页                图 3 现场调查 

七、项目创新点： 

1. 在制作问卷的时候不仅参考了以往相类似的问题，还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了问卷设计； 

2. 在进行论文撰写的时候不仅发表了一篇代表本项目大主题的论文，而且对国外的相关思想也

进行了研究并发表。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赤子》发表学术论文《公民生态道德意识研究——以江苏省为例》一篇； 

2. 完成学术论文《国外公民生态意识培育经验及启示》一篇，并已向《教育现代化》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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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77 

 

一、 项目名称：粉末冶金减磨材料高温摩擦性能的研究与实践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610288078) 

三、 项目成员： 

覃俊华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专业 

文鑫荣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韦长兴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加工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申小平  职称：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材料成型和工程实践课  单位：工程训练中心 

五、项目简介： 

粉末冶金烧结轴承在较高温下工作时，润滑油的蒸发速率较快，在摩擦表面难以形成稳定油膜，

润滑油对自润滑贡献大大降低。本项目旨在研究能够在一定工作环境下保持良好自润滑性能的粉末

冶金轴承材料。试验设计 Fe 作为基体材料并加入 Cu 和石墨(10%～22%Cu、0.5%～1.5%石墨、)改

善咬合、散热性能,添加适量的固体润滑剂 MoS2（2%～4%）增强固体润滑，通过金相分析、轴承工

作特性参数分析（PV 值和摩擦系数）得到性能优良的配方。结果发现 Fe-22Cu-1.5C 的综合性能最

优，加入 2%MoS2 能够保持基体材料有一定的强度并且大大提升减摩性能。 

七、 项目图片：                              

图 1：成分、含油轴承的摩擦系数与 PV值关系            图 2 成果：发表论文一篇 

七、创新点： 

1. 以 Fe 为基体材料，加入 Cu、石墨使轴承具有优良的摩擦、咬合和散热性能； 

2. 加入 MoS2 增强固体润润滑，进一步优化含油轴承摩擦性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试验范围内优化了成分配方，发表论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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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1 

 

一、 项目名称：可穿戴式气动按摩柔性驱动器设计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31X) 

三、 项目成员： 

王国江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赵  彬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彭伟民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孙中圣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流体传动与控制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保健按摩也越来越重视，但如今的按摩器适应性及舒适性等都

较差，动作也较单一。本项目所设计的气动按摩柔性驱动器采用行列点阵式的分布形式，且具有良

好的柔顺性。驱动器的材料将选取强度和弹性较好的硅橡胶，运用有限元分析设计最优结构参数；

采用模具浇注制造出驱动器；最后进行性能测试，测试出变形特性与力特性。 

六、项目图片： 

 

 

 

 

 

 

 

 

        

    图 1 气囊仿真图                 图 2 气囊实物图                图 3 试验台布置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项目设计的气囊可以提供类似于真人手指按摩的点状式按摩，实现行动、列动、点动等三

种按摩方式。  

2. 采用硅橡胶气囊进行按摩，相较于传统机械式按摩有更好的柔顺性和适应性，能根据充气量

调节按摩力度以适应不同人群的需求。 

3. 进行气囊压力—形变测试时，巧妙地利用电子秤来进行力的测量。在完成实验目的的同时采

用了较为简便的仪器。 

八、项目成果情况： 

制作出了可穿戴式气动按摩柔性驱动器。经过气囊仿真、气囊制作与测试，将单片机、电磁阀、

继电器、气源和气囊连接，实现了点动、行动和列动三种按摩方式，完成了预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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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2 

 

一、 项目名称：固体火箭发动机点火建压过程模拟试验及药柱形变测试 

二、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22X) 

二、 项目成员： 

李  辉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类专业 

贺赋铭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类专业 

王创歌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类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许进升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点火过程是一个包含高温、高压、高速流动的复杂非定常过程，点火建压过

程时间极短，所形成的冲击载荷是引起固体火箭发动机爆燃甚至爆炸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本课题

通过建立一套冷气冲击实验系统模拟发动机的点火建压过程，测试发动机内部压力分布和药柱关键

位置的变形情况，并开展冲击载荷下药柱的力学响应数值研究，为固体火箭发动机装药结构完整性

研究奠定基础。 

六、项目图片： 

                   

         图 1 冷气冲击实验系统                        图 2 模拟药柱真实应力-应变曲线          

 

图 3 模拟发动机结构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建立固体火箭发动机模拟点火过程的冷增压试验系统； 

2. 建立固体火箭发动机点火过程中药柱形变的测试方法； 

3. 将冷增压试验和计算机仿真结合起来，相互对比，相互验证。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弹箭与制导学报》发表学术论文“固体火箭发动机冷增压实验与数值仿真”一篇； 

2.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固体火箭发动机的高压闭锁阀门气缸装置”一篇，申请号：201720282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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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3 

 

一、 项目名称：具有远程交互功能的智能护理床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01Y) 

三、 项目成员： 

刘雨航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刘航远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陈  鹏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陶卫军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机电工程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一种具有远程交互功能的智能护理床，用于卧床病人身体情况监测、护理与报警处理。护理床

用于辅助床上病人进行起坐、翻身和生理信号的实时监测，同时实现用户对护理床的远程操控。方

便在上班的人兼顾家中病人的看护与健康监控，减少看护人员、起到辅助看护作用。内容包括：机

械结构设计、控制系统设计、监测系统设计与软件系统设计。 

六、项目图片： 

        

图 1 护理床         图 2 用户手机界面                图 3 马桶升降机构 

七、项目创新点： 

1. 发明了一种用于电动护理床的坐便器移动定位装置以实现坐便器自动冲洗与升降移动功能。

该装置通过电动推杆驱动，导轨滑块以及连杆的传动，实现坐便装置的运动，有利于解决卧病在床

患者或行动不便老人上厕所不方便的问题。 

2. 确定了护理床与手机用户的远程交互功能的实现方案：采用 Socket 通信，这是一种基于

TCP/IP 的通信协议，它在通讯的两端各建立一个 Socket，并通过 Socket 产生数据流来进行网络数据

传输。 

3. 选用 HLK-RM04 模块支持 P2P 通信协议，无需外加服务器即可实现远程控制，它采用全透

明双向数据传输方式，传统的串口设备在不需要更改任何配置的情况下，即可通过网络传输数据。

本课题主要使用该模块的串口转 WIFI 功能，实现 STM32 单片机和手机间的数据传输，使用前需对

RM04 模块进行配置，与家用路由器配对成功。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发明专利“一种用于电动护理床的可移动定位坐便器装置”一篇，申请号：201710419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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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4 

 

一、 项目名称：新型周期胞结构液态复合装甲结构设计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23X) 

三、 项目成员： 

赵昌方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类专业    

单  锋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类专业  

俞  江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祖旭东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火炮、与弹药工程自动武器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近年来随着新技术、新材料的广泛应用，作为反坦克弹种之一的破甲弹威力不断提高，目前静

态侵彻威力已经达到 1100mm~1300mm 厚的 45#钢靶，对装甲车辆在战场生存能力造成巨大威胁。

周期胞结构液态复合装甲能有效的干扰聚能射流的稳定性，降低破甲弹聚能射流的侵彻威力，保护

装甲车辆、坦克等武器系统的安全。因此，研发新型周期胞结构液态复合防护装甲，能在保证装甲

车辆机动性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有效地提高装甲车辆的防护性能，保障了作战人员的生命安全。 

六、项目图片： 

 

         图 1 数值仿真                图 2 胞元实物                图 3 装甲样品 

七、项目创新点： 

1. 使用六边形蜂窝结构作为周期胞单元，有着质轻、隔音、隔热、比刚度强、抗侵彻等优点。 

2. 采用的液态夹层与钢板一起构成复合结构，能有效降低射流侵彻能力，提高装甲的防护性能。 

3. 进行了圆形、四边形、六边形三种不同结构形状的数值仿真以及六边形尺寸效应分析。 

4. 所进行的液体参数影响研究即关于声速和密度两方面的研究是该领域具有开创性的研究。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弹箭与制导学报》发表学术论文“液体密度对单胞结构抗射流侵彻性能影响研究”一篇； 

2. 在《中国科技论文》发表学术论文“液体声速对单胞结构抗射流侵彻性能影响研究”一篇； 

3. 在《工程爆破》发表学术论文“结构形状对密闭容器抗射流侵彻性能影响研究”一篇； 

4. 完成学术论文“尺寸效应对六边形密闭结构抗射流侵彻性能影响研究”的撰写，并已向《装甲

兵工程学院学报》投稿； 

5.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周期胞结构复合隔音板”一篇，申请号：201720137079.X； 

6. 发明专利“一种 xxx 复合板”一篇，申请号：201718001633.9（合作完成）； 

7. 完成六边形周期胞结构的设计模型效果图； 

8. 关于新型液态复合装甲样品一套、单胞密闭结构多个； 

9. 完成关于新型周期细胞结构液态复合装甲结构设计研究的项目研究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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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5 

 

一、 项目名称：可实现 SCARA 运动的并联机器人机构创新设计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02Y) 

三、 项目成员： 

师榕蔓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专业 

李俊杰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专业 

谢文涛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汪满新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机构学、机器人技术、功能部件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面向高速物流生产线上物料的分拣、搬运和抓放等作业中的装备需求，创新设计出一种

采用单动平台结构、含平行四边形支链且可实现 SCARA 运动的新型高速并联机器人机构，并以此

为对象，完成机器人的位置和速度分析、尺度综合、具体机械结构设计及基于有限元分析的改进设

计，控制系统的软件和硬件系统的开发。 

六、项目图片： 

          

      图 1 机构实体造型            图 2 机构原理简图         图 3 调试过程中的奇异位型 

七、项目创新点： 

1. 以 RR(SS)2 为基本单元，提出一种采用单动平台结构即可实现 SCARA 运动的新型并联机器

人机构。本机构与采用双平台的此类机构相比，可有效简化动平台结构，减轻运动部件的质量，提

高机器人的运动速度和加速度的能力。 

2. 设计了修正的梯形曲线完成了直线加速减速曲线规划，然后通过分段合成的方法实现了空间

轨迹规划，再通过运动学逆解得到关节空间的轨迹，进一步通过离散插补算法得到电机的驱动信号

序列，算法实现简单。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关于可实现 SCARA 运动的并联机器人样机一套；其中包含高速、低速门形抓放运动，和点 

到点运动的视频； 

2. 完成关于 SCARA 运动的并联机器人的创新设计； 

3. 完成关于 SCARA 运动的并联机器人创新设计的项目研究报告一份； 

4. 发明专利“一种过约束四自由度高速并联机器人机构”一篇，申请号：201611018887.2； 

5.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过约束四自由度高速并联机器人机构”一篇，申请号：ZL201621252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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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6 

 

一、 项目名称：基于新型智能材料的坐姿压力分布测量系统设计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21X) 

三、 项目成员： 

李建荣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周  赛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吕基元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类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吴键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智能感知与测控技术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是基于新型智能材料的坐姿压力分布测量系统设计，涉及到新型材料、智能测控、无线

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等多个学科。项目系统的数据采集使用了 64 个导电橡胶构造的传感器阵列，并通

过两级多路模拟开关对信号电路进行简化，通过无线发送模块传输数据，最终在上位机通过配色方

案及插值形成人体压力的彩色图像，并应用分布式压缩感知理论降低系统功耗。 

六、项目图片： 

           

    图 1 传感器阵列实物图              图 2 试验台布置             图 3 人体坐姿压力图像                       

七、项目创新点： 

1. 使用填充有炭黑颗粒的导电橡胶作为人体压力信号采集节点，传感器阵列基于人体工学特点

进行设计，并且阵列使用分层布局。使用导电橡胶使得系统性价比高，且能保证一定的准确度。 

2. 在上位机的图像显示中，针对人眼的视觉特性，使用伪彩色方案，即自定义不同压力数据对

应于不同的颜色，这些颜色不是阶梯式的，而是连续分布的，因而最终形成的图像效果良好。 

3. 基于压缩感知与分布式信源编码的理论研究，结合分布式压缩感知模型，减少采样点，力求

降低系统功耗，并将原始信号极大程度的良好重构。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IEEE SENSORS 2017》发表会议论文“Design of sitting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flexible tactile sensor”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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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7 

 

一、 项目名称：变结构轮履复合式载运机器人的研究与设计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03Y) 

三、 项目成员： 

王  昀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徐  展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邓  安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智能电网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志安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智能弹药技术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项目最终设计一款变结构轮履复合式的载运机器人，该机器人可以搬运较大型货物，适合平坦

道路运输，也可实现自主壁障功能，能够实现爬楼梯的辅助功能。本项目将轮式机器人与履带机器

人的优点进行了深度融合，以轮式底盘作为基础，在两个前轮位置加装变结构、可折叠是履带，在

平坦路面将前方壁障爬坡履带收起，如遇到障碍物或楼梯将履带放下，进而实现了平坦路面的快速

移动，又可翻越障碍及爬楼梯。 

六、项目图片： 

        

        图 1 爬楼状态                 图 2 平地行驶                 图 3 爬坡状态 

七、项目创新点： 

整体采用了小车的结构，即载物平台加轮子，而与平常运载小车不同之处在于该机器采用了轮

履结合的方式，这样一来扩展了小车的功能，使其既能在平地上行进，又能在有一定坡度的台阶上

完成货物的运载工作； 采用了电推杆形式的组合装置实现了载物台的角度调节功能，使得载物平台

在小车上下楼梯时也能保持水平，保证了货物的安全；在驱动结构方面，该机器采用了履带和行星

轮组合的方式，当小车在平地上行进时，前轮着地，当小车在爬坡时，履带下放，使其与楼梯面接

触，然后转动履带，带动机器人整体的运动，爬楼梯时行星轮与台阶面接触，在履带驱动小车时行

星轮发生转动，使得小车能在台阶面上行进而不发生较大的磕碰，保证了小车和货物整体的平稳。

轮子和履带可以自由切换，部分工作须人操控来完成，这样便使小车能适应更多的地形，减少人的

工作量，同时适用于各类载运货物以及应对各种复杂地形。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变结构轮履复合式载运机器人一台； 

2. 完成关于变结构轮履复合式载运机器人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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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8 

 

一、 项目名称：生物表面活性剂鼠李糖脂的高效生产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05Y) 

三、 项目成员： 

吴听雨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何  霓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蒋晶晶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龙旭伟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发酵工程、环境修复  单位：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由铜绿假单胞菌发酵得到的鼠李糖脂是生物表面活性剂中最具潜力的，鼠李糖脂具有优越的表/

界面活性，可大大降低两相间的表面张力，具有渗透、湿润、乳化、增溶、发泡、洗涤等功效，在

农业、环保、医药、食品、精细化工、环境保护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然而，低产量、高成

本分离等生产现状导致其生产成本高居不下，限制了其规模化应用。因此，发展鼠李糖脂的高效生

产工艺至关重要，可有效地降低其成本，并促进其工业化应用。 

六、项目图片： 

 

 

 

 

 

 

 

 

  图 1 切换培养流程图          图 2 切换培养产量        图 3 不同硝酸盐浓度下糖脂的产量 

七、项目创新点： 

1. 采用新型的半连续切换培养工艺，将鼠李糖脂的产量提高至 150 g/L 以上 

2. 阐明了鼠李糖脂发酵过程中硝酸盐对鼠李糖脂高产的影响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Colloids and Surfaces B:Biointerfaces》（SCI 二区，IF 3.902）发表学术论文“Ni He, Tingyu Wu, 

Jingjing Jiang, Xuwei Long*, Bing Shao, Qin Meng, Toward high-efficiency production of biosurfactant 

rhamnolipids using sequential fed-batch fermentation based on a fill-and-draw strategy, Colloids and 

Surfaces B:Biointerfaces, 157 (2017): 317-324”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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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9 

 

一、 项目名称：杂原子掺杂氮化碳的制备及其可见光催化性能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04Y) 

三、 项目成员： 

郭子昌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专业       

唐玉景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专业       

胡雅芳  2014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陈欢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催化氧化与催化还原技术  单位：环境与生物学院 

五、项目简介： 

通过一步法热聚合尿素和 3-巯基乙酸得到了氧硫双掺杂的石墨相氮化碳。值得注意的是，较石

墨相氮化碳而言，氧硫双掺杂的石墨相氮化碳显示出增加了的光催化活性。氧硫双掺杂不仅改变了

氮化碳的结构，而且促进电子和空穴的分离。因此，氧硫双掺杂氮化碳的特殊电子结构和物理化学

性质有助于提高光催化活性，促进了光催化固氮在实际中应用的可能性。 

六、项目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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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L 图谱                    图 2 紫外图谱               图 3 固氮效果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O、S 以共价键形式掺杂在 g-C3N4 结构单元中，原子结构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 

2. O、S 掺杂改变了 g-C3N4 的电子结构，降低了带隙能，提高了对紫外光的吸收利用率，抑制

了光生电子-空穴对的复合，从而提高了其光催化性能。 

3. O、S 掺杂 g-C3N4 的光催化性能明显优于纯 g-C3N4。125h 内，0.25%的 T-GCN 固氮效率最

高，之后 0.5%的掺杂量固氮效果最好，1% T-GCN 甚至固氮效果低于纯氮化碳，这可能是由于 g-C3N4

结构的过度碎裂导致光生电荷载体更容易地耗散为振动能或热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一篇相关领域的论文已经发表； 

2. 本课题论文还在撰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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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0 

 

一、 项目名称：降冰片烯诱导钯催化吲哚类衍生物的合成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49X) 

三、 项目成员： 

洪兴星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魏香宛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赵  彤  2014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姜超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有机化学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吲哚及其衍生物作为一类重要的有机化合物，广泛应用于医药、农药、食品和染料工业等领域。

其中，2,3 位双取代吲哚衍生物在众多天然及合成化合物中都表现出广泛的生物活性，例如天然抗癌

药长春花碱 Vinblastine（用于治疗淋巴瘤、乳腺癌和睾丸癌，以及一些非癌疾病）等。 

本项目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Mark Lautens 教授的前期研究工作（Org. Lett. 2006, 8, 3939.）为基

础，进一步研究 3-碘代吲哚的 Catellani 反应以实现合成不同的 C2、C3 位双取代的吲哚类衍生物。

发展成一个成熟、广泛、通用的 2,3 位双取代吲哚衍生物的合成方法，并对反应的影响因素做出总

结。 

六、项目图片： 

       

 

 

 

 

 

 

 

      图 1 产物分子式                  图 2 实验过程                    图 3 产物实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采用广泛易得、便宜的吲哚作为起始原料，3-碘-N-乙酰吲哚及其衍生物化合物的合成条件温

和，常温下即可进行。 

2. 完成吲哚并降冰片烷类及其衍生物的高效合成，最高可达 89%。实现了在吲哚类衍生物上的

一步双取代，合成方法简便，反应原子经济性高。 

3. 2，3 位双取代吲哚衍生物在众多天然及合成化合物中都表现出广泛的生物活性，本发明合成

的吲哚类并降冰片烷类及其衍生物可以对其进行产物运用，生成更为复杂的结构，此结构单元具有

广泛的生物活性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八、项目成果情况： 

发明专利“吲哚并降冰片烷类及其衍生物的合成方法”一篇，申请号 201710764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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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1 

 

一、 项目名称：双功能负载催化剂的制备及在“一锅煮”串联反应中的应用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26X) 

三、 项目成员： 

王子韬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张体春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陈麒安  2014 级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罗军   职称：研究员   研究方向：绿色有机化学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针对传统催化剂活性低、难回收等缺点，设计具有准均相性质和可磁回收的磁性纳米粒子负载

双功能催化剂，进行结构表征，并将之应用到“一锅煮”串联反应中，研究其催化活性、回收循环使

用性质、普适性和协同作用机制。 

六、项目图片： 

       

图 1 双功能催化剂的设计路  

                               

   图 2 新制催化剂 TEM                       图 3. 5 次循环后催化剂 TEM 

七、项目创新点： 

1. 该项目设计的催化剂相比于传统催化剂具有着在外加磁场下易分离回收 

2. 且该催化剂纳米尺度使得该催化剂具备着高分散的特点，在与等摩尔量的传统非均相催化剂

比较，该催化剂的催化活性更高。 

3. 该催化剂还具备这同一磁核上负载这两种不同的催化活性中心，可同时催化两种反应，实现

了“一锅煮”串联反应，并且发现两个催化活性中心还在催化反应中起到“协同作用”的效果 

八、项目成果情况： 

完成关于“磁性纳米双功能催化剂”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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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2 

 

一、 项目名称：车用纳米自清洁涂层的配方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50X) 

三、 项目成员： 

王德齐  2014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余新宇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冯  琦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燕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纳米含能材料、分析化学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制备一种集超疏水与光催化功能为一体的纳米自清洁涂料以实现表面自清洁功能。 

目前国内外超疏水材料已经制备成功，效果理想，但超疏水材料由于成本高、污染大、透光率

与疏水性不能兼顾且不能大面积制备等问题仍然没有广泛应用。 

本项目通过对丙烯酸树脂的改性以及 Stöber 法制备 SiO2/TiO2 复合微球，以溶液聚合法和物理共

混法得到了一种改性的自清洁涂层，并对其性质进行测试。 

六、项目图片： 

                                                                               

图 1涂层与水接触角图               图 2微球光催化速率曲线       图 3涂层自洁性能展示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项目制得的涂层的制备简单易行，条件温和，原料低毒或无毒； 

2. 本项目制得的涂层既具备疏水性能又具备光催化性能，在光照下能够将粘附在涂层表面的有

机污染物催化分解为无机物，同时结合雨水等的作用与疏水的功能可以进一步实现自清洁，突破了

气候限制，直接消除有机污染物，涂层透过率可达 85%。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广东化工》发表学术论文“疏水型丙烯酸树脂纳米复合涂料的制备与表征” 一篇； 

2. 发明专利“纳米自清洁涂层及其制备方法”一篇，申请号：2017108054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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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3 

 

一、 项目名称：咪唑类离子液体的合成及其在 C-S 键构建反应中的应用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07Y) 

三、 项目成员： 

许晓庆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田仁杰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吴统波  2014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陆国平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绿色有机化学、药物中间体合成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利用咪唑类离子液体为溶剂，进行 C-S 键的构建反应研究，并探索和验证咪唑类离子液体在 C-S

构建反应中的促进作用及促进机制。 

六、项目图片： 

                                

图 1 《一种 β-烷氧基硫醚化合物的制备方法》     图 2《一种不对称芳香硫醚的制备专利受理书专

利受理书（第一人称）                        方法》 专利受理书 （第三人称） 

七、项目创新点： 

1. 通过芳香亲核取代反应制备芳香硫醚化合物较其他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却具有反应需要

较高的温度、强碱且底物耐受性较差的缺点。使用咪唑类离子液体作为反应介质具有廉价、低挥发

性和可回收等优点，且反应条件较为温和，无需使用强碱或者过渡金属催化剂，最终的反应产率也

较高，底物耐受性好，弥补了上述方法的缺点。 

2. 我们还利用上述促进机制，使用相同的离子液体研究拓展了咪唑类离子液体参与的其他反应:

芳香烯烃与芳基亚磺酸钠和烷基醇的双管能团化反应。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第一作者发明专利一篇《一种 β-烷氧基硫醚化合物的制备方法》，申请号 201710181811X； 

2. 第三作者发明专利一篇《一种不对称芳香硫醚的制备方法》，申请号 201610197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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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4 

 

一、 项目名称：基于电喷技术的多细胞共培养体系的构建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24X) 

三、 项目成员： 

刘柯蕊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林  辉  2014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王子特  2014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冯章启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生物材料的开发及其应用研究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21 世纪是生物的时代，细胞的体外培养和研究至关重要。微载体给细胞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引入了新的可能性。然而体外培养的细胞容易表形改变，生物活性降低，功能表达减弱，甚至死亡，

且现今局限于单相微载体的开发。因此，我们希望构建基于电喷技术的多相水凝胶微载体系统，开

发具有磁性、热学性能等的功能性微载体，以及可同时担载多种细胞和多种生长因子的微载体系统，

为细胞的共培养创造良好的条件，为组织工程、细胞治疗等打下良好的基石。 

六、项目图片： 

        

图 1 海藻酸钙两相微球         图 2 海藻酸钙两相微球        图 3 海藻酸钙两相微球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发明利用海藻酸钠具有形成凝胶的稳定性，采用双针头静电喷射的方法，再加以利用适宜

浓度的承接液氯化钙溶液的螯合作用，形成球形水凝胶。 

2. 本发明方法简单，成本低廉，反应条件温和，能够有效调控水凝胶形状、大小及其分相区。 

3. 本发明的海藻酸钙微载体具有多相区域，有利于不同细胞或生物因子等相互作用下的功能表

达。 

八、项目成果情况： 

发明专利“一种海藻酸钙多相微载体的制备方法”一篇，申请号：201710294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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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5 

 

一、 项目名称：靶向血卟啉纳米探针的制备及体外超声激活对 HePG-2 细胞杀伤效应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06Y) 

三、 项目成员： 

杜富强    2014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吴  娇    2014 级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吴禹茜    2014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传金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 抗肿瘤药物载体研究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血卟啉是一种光敏物质，以血卟啉及其衍生物为媒介的光动力学疗法在治疗肿瘤方面已经得到

广泛的应用。1989 年，日本的梅村晋一郎等发现超声也能够激活这种光敏物质产生抗肿瘤效应，从

而开创了声动力学疗法。但由于血卟啉在水中溶解度低，且在使用前遇光不稳定，相关剂型制造及

储存成本高，限制了其在临床上广泛使用。 

为了提高血卟啉水溶性、光稳定性及靶向性，该项目旨在尝试将本研究以叶酸为靶向分子，构

建叶酸标记的由血卟啉和环糊精组成的肿瘤靶向探针，探索其对肿瘤细胞的靶向性及聚焦超声激活

血卟啉对杀伤叶酸受体阳性人 HePG-2 细胞的机制与效果。 

六、项目图片： 

                  

      图 1 专利受理文件       图 2 正常培养下细胞增殖情况  图 3 添加产品后细胞增殖情况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发明显著提高血卟啉在叶酸受体高表达恶性肿瘤组织的靶向性。 

2. 本发明显著提高血卟啉在光条件下的稳定性。 

3. 超声条件下抗肿瘤效果明显增强。 

八、项目成果情况： 

发明专利 “一种超声治疗用肿瘤靶向型血卟啉注射剂及其制备方法 ”一篇，申请号：

201710135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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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6 

 

一、项目名称：苯乙烯催化制备苯偶姻技术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08Y) 

三、项目成员： 

郭彩君  2014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杨康乐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魏子千  2014 级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彭新华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精细化工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苯偶姻（安息香）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合成中间体，在国内市场需求非常强劲，一般由两分子苯

甲醛在热的氰化钾或氰化钠的乙醇溶液中通过安息香缩合而成，毒性较大，对环境污染严重；且我

国苯乙烯产量过剩，对苯乙烯的进一步开发非常有必要。因此本项目主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

以双氧水为氧化剂，寻找合适的催化剂催化氧化苯乙烯制备苯甲醛；第二部分，以维生素 B1 为催化

剂，为其将苯甲醛缩合成苯偶姻寻找合适的实验条件。 

六、项目图片： 

            

图 1 专利受理通知书           图 2 反应装置图             图 3 苯偶姻产品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以双氧水为氧化剂，为氧化苯乙烯制备苯甲醛找到新的合适的催化剂钼酸钴（CoMoO4)，苯

乙烯转化率在 94.18%，苯甲醛选择性在 83.15%。 

2. 以维生素 B1 为催化剂，为将苯甲醛缩合成苯偶姻寻找到了合适的实验条件，该条件为在常

温下加料，反应温度为 70℃，pH 值为 9，此时苯偶姻产率最高。 

八、项目成果情况： 

发明专利“一种苯甲醛的制备方法”一篇，申请号：2017102669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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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7 

 

一、 项目名称：纳米高氯酸铵与纳米铝粉复合物的改性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25X) 

三、 项目成员： 

周天泓  2014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刘飞翔  2014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花肖航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斌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防火防爆与气体爆炸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实验中利用了静电喷雾法将 F2064 作为粘合剂将 AP 进行包覆形成复合粒子，分别制备了以

F2604 为包覆材料的 F2604/AP 复合颗粒。控制氟橡胶与高氯酸铵的比例制取样品进行检测分析复合

粒子的性能。通过对所制备的复合颗粒进行 SEM 分析、FTIR 分析、DSC 分析及机械感度检测，研

究超细 AP 包覆粒子的包覆效果、热分解特性及感度特性。 

六、项目图片： 

         

 图 1 部分样品 SEM 图片     图 2 复合物进行红外光谱图片  图 3 机械感度结果分析图片 

七、项目创新点： 

1. 通过实验氟橡胶为粘合剂应用于含能材料药剂配方中,其优良的性能可以在未来成为新型的

高能粘合剂。 

2. 对于 F2604/AP 复合颗粒,其机械感度随氟橡胶含量的增加先降低后增加，在氟橡胶为 5%时，

机械感度最低。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爆破器材》发表学术论文“F2604/AP 复合物制备及性能研究”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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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8 

 

一、 项目名称：基于 ARM 的雷达点迹输出模拟器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27X) 

三、 项目成员： 

黄  璇  2014 级  电光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吴亚燃  2014 级  电光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张艳洲  2014 级  电光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顾红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雷达   单位：电光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的雷达目标航迹模拟器主要是在航迹建模的基础上，将航迹及天线运动模拟形成并在界

面上显示得到，其设计工作主要由 ARM 软件设计和 PC 端操控软件设计两部分组成。首先根据目标

不同的运动模型建立了对应的状态方程，在二维平面内进行了目标航迹建模。然后设计了模拟器的

硬件框图，并基于 ARM 平台，在 μC/OS-II 操作系统环境下搭建了多任务框架，实现了模拟器基于

串口和网口的数据通信、航迹产生和天线运动模拟等功能。然后完成了 PC 端操控软件的设计工作，

设计了程序总体框架，并重点阐述了参数控制、数据通信和航迹数据实时显示的实现方法。 

六、项目图片： 

                  

图 1                          图 2                           图 3 

七、项目创新点： 

雷达模拟器具有调试灵活，成本相对较低的优点，利用软硬件对外场运动目标进行距离、速度、

方位和运动轨迹的模拟，以此检验雷达对目标的检测性能，为雷达调试提供了一个便捷高效的方法。 

八、项目成果情况： 

本文根据雷达目标航迹模拟器的技术要求，先用 Matlab 进行航迹的建模和仿真，接着给出了在

ARM 板上的软件设计和实现方案，结合 PC 端操控界面的设计，最终完成雷达多目标航迹模拟器的

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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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9 

 

一、 项目名称：轨迹可视二维扫描运动控制系统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29X) 

三、 项目成员： 

吕  坤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专业      

陈维娟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专业  

张堉晖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肖泽龙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毫米波主被动探测及成像技术  单位：电子工程与

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采用二维滑轨作为扫描支架，扫描系统采用步进电机，以 AVR 单片机作为控制系统核心，通过

编程实现对相应步进电机的控制，实现控制物体以预定几何运动轨迹的功能，并能在 TFT 上显示实

时运动轨迹。该平台可配合不同类型传感器，实现区域内指定类型物体的快速探测和精确定位。 

六、项目图片： 

       

     图 1 扫描架           图 2 画圆和正方形        图 3 画圆显示   图 4 画正方形显示                         

七、 项目创新点： 

1. 可输入任意方程，实现二维平面上任意轨迹的快速扫描与精确控制，目前可实现圆、三角形、

正方形、直线加减速等基本功能，此外本项目可根据任意方程实现二维平面上的对应轨迹的快速扫

描与精确控制。 

2. 可搭载探地雷达、磁感应器等探测器，实现地下物体精确的雷达成像。目前搭载金属传感器，

可实现二维平面内的金属的精确探测与成像，此外本项目可搭载探地雷达、磁感应器等探测器，实

现地下物体精确的雷达成像。 

八、项目成果情况： 

关于可演示二维扫描运动控制系统样机一台。 

包括：1、硬件部分：扫描架一套、电机驱动两件、电源一个、单片机及其外设一套； 

      2、软件部分：基于 STM32F103 的工程文件，实现以下任务： 

a）画出圆、三角形、正方形，且半径、边长可调整； 

          b）画出一条线段，先匀加速后匀减速运动； 

          c）TFT 屏上显示运动轨迹、坐标、运动速度曲线； 

          d）搭载金属传感器，实现二维平面内的金属的精确探测与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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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 

 

一、 项目名称：光纤阵列型点源阵列发生器关键参数测试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28X) 

三、 项目成员： 

李小柳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朱雪妍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姚德超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信息对抗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沈华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光学薄膜技术  单位：先进固体激光重点实验室 

五、项目简介： 

光学自由曲面是当前光学领域的前沿技术，基于检测自由曲面面形的有效方法——倾斜波面干

涉系统，针对该系统关键器件光纤阵列型点源发生器出射光束间存在初始光程差，进而影响自由曲

面面形偏差结果的问题，设计了基于马赫曾德干涉仪和小数重合法的光纤阵列初始光程差检测系统，

并将测得的光程差引入倾斜波面干涉系统的误差模型中，消除光纤阵列光程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六、项目图片： 

          

图 1 光纤阵列实物图                            图 2 初始光程差检测系统 

七、项目创新点： 

项目结合移相法、马赫曾德干涉仪以及小数重合法原理，在马赫曾德干涉仪原理的基础上，通

过压电陶瓷微位移器改变其中一根光纤的光纤长度以改变相位，结合移相法得到其与参考光纤之间

存在的光程差的小数部分；结合小数重合法，使用不同波段的光输入，最终通过计算得到光程差的

整数部分，从而完整地测出光程差。并将其引入倾斜波面干涉系统的误差模型中消除光纤阵列初始

光程差对系统检测结果的影响，提高倾斜波面干涉系统测量精度。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光纤阵列型点源阵列发生器初始光程差检测装置依照系统原理图搭建完成，并完成了测量实

验，测得了光纤阵列的初始光程差并将其引入系统的误差模型中，消除了光纤阵列的引入对系统面

形检测结果的影响； 

2. 完成学术论文的撰写，并已投稿至《光学学报》，目前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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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1 

 

一、 项目名称：超低转动温度下的微波光谱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30X) 

三、 项目成员： 

周卓辉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朱海奇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唐  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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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铭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毫米-亚毫米波光谱仪器的研制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微波光谱仪是研究转动光谱学的主要仪器，是测量分子转动跃迁的重要工具。作为光谱学的分

支，转动光谱学是以量子力学为基础，研究分子、自由基以及离子的转动光谱的基础科学。通过分

析由分子转动光谱仪捕获的分子超精细转动能级跃迁，转动光谱学能拟合出最精准的分子几何结构

与电子结构。因此，本实验目的为搭建、测试具有高分辨率和高灵敏度的傅里叶变换微波光谱仪，

用来获取分子精准的转动光谱数据并且利用仪器进行相关实验的分子结构分析。 

六、项目图片： 

    

      图 1仪器整体样式图          图 2仪器实物图          图 3傅里叶微波光谱仪的简化电路 

七、项目创新点： 

1. 国内首台傅里叶微波光谱仪，相关可为后期重大仪器研究做专向技术积累。 

2. 为了寻求高效、灵敏和准确的分子转动光谱检测方案，设计了零差式（homodyne）和超外差

式（heterodyne）两种不同的检测方案，提出了时域数据累加平均和频域数据累加平均两种不同的数

据处理方案 

八、项目成果情况： 

完成学术论文“傅立叶变换微波光谱仪的信号采集与数据处理研究”的撰写，并已向《分析化学》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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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2 

 

一、 项目名称：射频 MMIC 放大器超限使用匹配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47X) 

三、 项目成员： 

田靖才  2014 级  电光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吴詹皓  2014 级  电光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潘  伟  2014 级  电光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陆锦辉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通信与信息系统   单位：电光学院 

五、项目简介： 

射频 MMIC 放大器使用方便，外围电路简单，但是一般在出厂后就限定了使用频率、增益和动

态范围，在很多射频系统中，存在所选器件总是无法完全满足系统指标要求的情况，如何在 MMIC

电路之外建立匹配电路来调整 MMIC 的工作参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本项目选择几种常用频段

MMIC 放大器作为样本，探讨对于它们的扩展使用方法，同时归纳总结对于该类器件超限使用规则。 

六、项目图片： 

 

 

 

 

 

 

 

 

 

 图 1 超限使用射频电路             图 2 测试环境          图 3 测试条件下的特性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 通过外围电路匹配实现了三块不同种类的射频 MMIC 放大器在低频段的超限使用； 

2. 总结射频放大器超限使用时的外围电路的参数规律，得出数学模型； 

3. 额外对射频放大器的不同种类外围电路进行仿真，得出更为全面的数学模型。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设计出包含射频屏蔽盒、PCB 电路板在内的，可以进行测试的射频放大器超限使用电路； 

2. 利用矢量网络分析仪对所设计好的射频放大器超限使用电路并得到较理想的参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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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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3 

 

一、项目名称：经过无序介质光场的调控技术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10Y) 

三、项目成员： 

刘辛雨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刘光伟  2014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韩晓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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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煜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偏振光学与矢量光束的研究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

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无序介质是折射率随空间无规律变化的介质。光在这种介质中的传播伴随着多次散射的发生。

因此从无序介质出射的光波一般具有随机的相位分布，形成散斑场。本课题试图探索一种调控入射

光波波前的方法，使波前被调控的光波在经过无序介质后仍然能够按照需要的方式传播和聚焦。本

项目将通过实验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手段，发展一种基于哈达玛矩阵测量无序介质光学传输矩阵的

方法来实现对光场的调控。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实验光路                 图 2 散斑场分布                 图 3 实验结果 

七、项目创新点： 

1. 采用共轴干涉替代传统的马赫泽德干涉； 

2. 搭建 4f 系统防止衍射。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利用实验平台和 MATLAB 软件完成了无序介质光学传输矩阵的测量，并完成了验算过程（已

知输出散斑场，利用测得矩阵可以推算出目标输入光场）； 

2. 已完成论文的撰写，目前投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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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4 

 

一、 项目名称：二氧化硅微纳结构附着力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09Y) 

三、 项目成员： 

姚玉婷  2014 级  电光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邓秀梅  2014 级  电光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成  艳  2014 级  电光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顾文华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微纳电子学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基于其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光学性能以及与现有半导体技术兼容等优点，二氧化硅薄膜和微球

等微纳结构在微电子、光电子和纳米技术中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研究。但是这些微纳结构在玻

璃、金属等衬底上的附着力还不是很理想，包括这些微纳结构自身之间的机械连接牢固和稳定性也

有待提高。这一缺点极大地限制了二氧化硅微纳结构的实际应用。本课题就是针对这一实际课题，

分析现有二氧化硅微纳结构附着力差和的原因，并拟通过优化热处理参数、添加粘结剂等办法，改

善附着力水平，为其进一步产业化应用铺平道路。 

六、项目图片： 

        

         图 1 提拉法                  图 2 喷涂法           图 3 镀膜前后光学性能对比 

七、项目创新点： 

1. 采用 MTES 作为粘结剂替代传统的 kh570； 

2. 采用实验室自制的一套喷涂设备。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Proceedings of SPIE》（EI）发表学术论文“Research of High-hardness and Wear-resistant SiO2 

Film Coating on Acrylic Substrates”一篇 

 

 

 

 

 

 

 



 

 
102 

 

 

2016 —25 

 

一、 项目名称：基于光学相干层析图像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分析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12Y) 

三、 项目成员： 

谢 莎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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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强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图像处理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我国糖尿病的患病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我国约有 1 亿糖尿病患者,居全球第一。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DR）是最常见的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是工作人群中首位致盲性眼病。并且随着生活水平提

高、生活方式转变以及人口老龄化的来临，DR 患病率会不断增加，视力损害一旦发生很难逆转。硬

性渗出是 DR 表现之一，而频域光学相干断层（SD-OCT）视网膜图像中的高信号亮斑与硬性渗出有

着紧密联系。因此，如何准确筛选无明显视力损伤的糖尿病患者是否存在 DR，不仅能减轻视力损害，

降低致盲率，还可节约大量社会医疗资源。视网膜病变的识别与量化分析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为了能够准确定位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图像中的这类病损信息，本项目提出了一种自动分割亮

斑的方法。提取亮斑分为四个步骤：使用双边滤波对图像去噪；使用基于图论的层分割算法来限制

亮斑所在区域；在自适应阈值法产生的整体阈值及单帧阈值之间选择大阈值作为基础进行第一次三

维区域生长；将上一步得到的图像在小阈值产生的种子图像范围内进行第二次区域生长。 

六、项目图片： 

        

      图 1 现有方法分割结果       图 2 本项目分割结果           图 3 人工分割结果 

七、项目创新点： 

1. 将现有的二维区域生长方法扩展到三维。 

2. 使用自适应阈值法计算了两次阈值，进行了两次区域生长。 

八、项目成果情况： 

完成学术论文“基于自适应阈值的三维 SD-OCT 糖网亮斑分割”的撰写，并已向《计算机工程与

应用》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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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6 

 

一、 项目名称：基于运动捕捉技术的航天测发任务人机功效虚拟仿真环境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44X) 

三、 项目成员： 

李子琛  2014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李佳锋  2014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林少康  2014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蔚清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虚拟现实与多媒体技术、图形图像技术与应用  单

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在航天发射场测发任务中的流程推演、接口协调、管线布局等环节需要针对操作人员的安全性、

可达性等人机功效问题进行研究。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构建航天测发虚拟环境实现各项操作流程的仿

真检验。课题研究基于惯性传感器的全身运动捕捉技术，构造操作人员的虚拟化身，以运动捕捉数

据驱动人机自然交互，在沉浸式虚拟环境中开展航天测发任务的仿真训练和检验验证，进行典型场

景下的人机功效研究，达到发现隐蔽问题，提升测试效率的目的。 

六、项目图片： 

    

      图 1 航天发射场虚拟环境         图 2 人体动作捕捉设备       图 3 人机功效分析 

七、项目创新点： 

面向手部动作捕捉的骨骼比例推定算法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中国科技成果》发表学术论文“面向手部动作捕捉的骨骼比例推定算法”一篇； 

2. 软件著作权“航天测发运动捕捉仿真系统”一项，申请号：2017SR503792；  

3. 关于航天测发任务人机功效仿真演示系统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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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7 

 

一、 项目名称：面向众包标注数据机器学习研究的可视化工具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48X) 

三、 项目成员： 

张  伟  2014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彭宴辉  2014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静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基于指导教师研发的开源众包机器学习平台 CEKA，构建面向众包标注真值推断算法的

可视化分析环境，进一步完善 CEKA 的功能，提高 CEKA 在研究社区的使用频率。具体的研究内容

如下：阅读与众包标注学习相关的文献，了解该方向的当前进展；追踪众包标注学习可视化工具的

研究进展，分析目前已有研究的优缺点；掌握 CEKA 平台的安装、使用、数据格式和编程方法，能

够调用其中的 DS，RY，ZC 等真值推断算法处理众包标注数据，设计程序扩展这些算法的功能，以

便在这些程序执行过程中随时获得其推断变量的值；调研基于 Java 语言的可视化组件的使用方法；

设计静态数据可视化的方法和界面，用来展示真值推断算法推断出的众包标注相关参数的值；使用

已有的 10 个众包标注数据集，验证可视化方法和界面的运行效果。 

六、项目图片： 

          

图 1 软件主界面                图 2 参数设置界面           图 3 算法运行结果图形化展示 

七、项目创新点： 

本软件的架构主要分为三层，数据访问层，计算层和应用层。数据访问层产生标注对象，将对

象数据传送到计算层的答案模拟器，生成对象的真值作为标准返回数据层，传送给工人模拟器，通

过工人模拟器生成标注结果返回数据层。数据层将标注结果送到真值推理算法中，对测试算法进行

评估，最后在应用层实现可视化界面。本软件的数据模拟器包含对标注者质量进行建模的功能，通

过模拟五种不同类型标注者的标注行为，进而生成标注数据；算法测试部分是在已设置好的标注对

象与标注结果数据的基础上，运行相应算法，得到算法的性能参数，再以直方图的形式展示，而不

同的算法性能的对比结果会以折线图的形式展示。 

八、项目成果情况： 

完成基于 CEKA 众包标注机器学习的开源可视化软件一套。其中 DataGenerator 界面可以设置标

注对象的类别、数目以及标注工人的类别、数目；Explorer 界面可以自由选择算法并以图表的方式

展示算法运行结果。该可视化软件提高了 CEKA 开源环境的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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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8 

 

一、 项目名称：地空协同无人飞行器设计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11Y) 

三、 项目成员： 

李  琦  2014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彭  玺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曹振东  2014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电一体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夏青元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智能机器人环境理解与导航技术   单位：计算机科

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次科研训练以无人机飞行器为空中平台，目标设计具有自主飞行的无人机平台，搭载 GPS、

雷达、摄像头、通信部件等设备，通过对无人机平台的精确控制，实现与地面无人车实现协同工作，

结合地面自主车辆与空中机器人工作特点，扬长避短，发挥两者的优势，使其协同状态下增强协作

任务能力，环境适应性。 

六、项目图片： 

                     

图 1 飞机实物                    图 2 飞机的装配                图 3 飞机调试 

七、项目创新点： 

1. 利用图像处理进行目标的智能跟踪跟踪。 

2. 利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参加了第四届中航工业杯国际无人机大奖赛，并获得了旋翼竞技类三等

奖。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关于地空协同无人飞行器设计的无人机一套； 

2. 发明专利“具有目标跟踪功能的智能喷头”一篇，申请号：201710859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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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9 

 

一、 项目名称：人脸识别在嵌入式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46X) 

三、 项目成员： 

高  静  2014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张  阳  2014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朱智丰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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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智超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图形图像等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人脸识别技术作为生物特征识别领域中一种基于生理特征的识别技术，是以通过计算机提取人

脸的特征，并根据这些特征进行身份验证的一种智能化技术。嵌入式人脸识别系统是将人脸识别技

术建立在嵌入式操作系统和嵌入式硬件系统平台之上。已有的人脸识别系统在实际环境中，由于光

照、姿势和表情变化等原因，性能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且目前市场缺乏基于嵌入式系统的人脸识别

系统。本项目设计与开发嵌入式的人脸识别系统，并测试其性能。 

六、项目图片： 

        

 图 1 人脸检测               图 2 人脸光照预处理           图 3 开发板外形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将人脸检测应用于实际场景； 

2. 编写软件系统地处理光照对人脸识别的影响； 

3. 人脸识别算法在嵌入式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软件著作权“人脸光照预处理软件”一项，申请号：2017SR503811； 

2. 关于人脸识别的嵌入式系统一套； 

3. 完成关于人脸检测方法应用于实际场景的项目研究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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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0 

 

一、 项目名称：基于 PMFServ 模型的突发事件中网民负面情感调节建模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20Y) 

三、 项目成员： 

仲晓文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罗云鹿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黄  颖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吴鹏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网络舆情，大数据财经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基于 PMFServ 模型研究突发事件后，网民的情感表达行为，并对该行为进行情感提取以

及仿真，从而将该情感因素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纳入到网络舆情中。该舆情信息在本项目中反映的是

众多突发事件后，网民对企业的看法，从而形成一个可以评价企业信用的指标，最终和财务指标，

非财务指标一同纳入到企业信用评价体系中。对数据进行清理整合，通过机器学习预测出企业的信

用状况。本项目结果可为企业提供舆情信息以便采取合适的处理方案，同时也为投资者投资提供了

参考。 

六、项目图片： 

     

         图 1 系统首页             图 2 综合维度信息              图 3 仿真评分 

七、项目创新点： 

1. 将 PMFServ 模型首次应用到网络舆情中，利用 PMFserv 框架挖掘网民在突发事件（上市公

司突发事件）后的情绪、行为以及情绪的调节方式。 

2. 将网络舆情作为一个指标，同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一起纳入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当中，建立

出一套不同于之前的完整的，符合行业特性的信用评价系统。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软件著作权一份，目前软件著作权申请已经递交，正在审批中； 

2. 可以展示的实物作品一套； 

3. 项目参加全国计算机设计大赛，获得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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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1 

 

一、 项目名称：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投资组合优化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45X) 

三、 项目成员： 

孙梓栋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专业   

胡惠霞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专业  

生雅婧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哲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管理决策、先进制造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主要是通过对股票投资组合选择及模糊层次分析法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梳理，建立股票

投资价值影响因素的递阶层次结构。通过 Delphi 专家决策法进行因素评分，建立各因素之间的模糊

判断矩阵，并求出各因素的排序向量，从而对股票的投资组合选择进行决策。在原始数据、技术指

标等方面的定量与定性要求方面，本项目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以定量为主，用 FAHP

法对近些年来股票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六、项目图片： 

                

图 1 研究成果                图 2 录用通知                         

七、项目创新点： 

1. 引入模糊层次分析法以改进层次分析法。此种方法一致性检验更加简单，克服了普通层次分

析法需要经过数次调整和检验的复杂过程，同时有比 CR>1 的判断标准更加科学，有助于提高选股

决策的合理性。 

2. 引入移动平均线方法来确定股票适合的买入时机。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选股模型为投资者

提供了关于股票排序方面的信息，但是没有为投资者选择合适的时机买入股票提供建议。鉴于此，

本文将引入移动平均线方法来确定股票适合的买入时机。移动平均线交易规则最简单的形式是指当

短期均线向上（向下）突破长期均线时，发出买入（卖出）信号。 

八、项目成果情况： 

以小组成员为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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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2 

 

一、 项目名称：基于异构网络链路预测的创业者信息融合及项目团队推荐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33X) 

三、 项目成员： 

林宏文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张馨月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陈宇唯  2014 级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金柱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复杂网络分析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适用于创业公司合作预测与推荐的需求日益迫切，而基于创业公司业务能力的内容相似性定量

分析能够为创业公司推荐潜在合作伙伴，从而提升创业公司的专业性并改进其不足，提高创业成功

率。因此我们准备通过科研训练实现创业公司之间科学的相互推荐。首先编程爬取“腾讯创业”等创

业信息网的创业公司数据，预处理后构建公司—关键词二分网络并投影为基于共同关键词的公司合

作网络，然后选取多种链路预测相似性指标计算合作网络中创业公司间的相似性，最后基于链路预

测对相似性指标进行定量比较和评价。该方法能够有效实现创业公司的合作预测与推荐，具有较高

的准确率，同时能为创业公司提供潜在合作伙伴。  

六、项目图片： 

                

图 1 录用通知             图 2 指标计算                     图 3 指标排序 

七、项目创新点： 

将发展较为成熟并应用于各个领域的链路预测技术运用到商业合作推荐之中，结合“大众创业”

的时代特点，通过匹配不同创业者擅长的领域合作来解决众多创业者专业能力相对不足导致创业公

司存活率低的问题。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情报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基于链路预测的创业公司合作预测与推荐研究”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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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3 

 

一、 项目名称：半透明小颗粒辐射信号计算软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19Y) 

三、 项目成员： 

颜  涛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梅  响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专业工程专业  

杨  毅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专业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佳玉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红外辐射   单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拟以半透明小颗粒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以小颗粒辐射特性、半透明介质影响以及相变

的耦合影响背景下的辐射计算模型以及后续可应用软件的研制，研究会涉及到物质的热辐射特性、

物质的相变规律、数学模型的建立以及计算机可视化程序的编写等等。 

六、项目图片： 

        

图 1 软件著作权证书                图 2 程序界面           图 3 计算特定温度梯度下 

球形小颗粒的光谱辐射力 

七、项目创新点： 

1. 建立可视化程序界面，计算多种情况下球形小颗粒的辐射特性参数并绘制相关图像。 

2. 计算在考虑外界介质影响下的球形小颗粒的辐射特性参数。 

3. 考虑球形粒子复折射率不为定值情形，将球形粒子进行分层，计算球形颗粒沿径向的电场分

布，为计算颗粒内部温度场分布打下基础。 

4. 考虑球形粒子内部非均温，设置球形粒子内部温度场，计算在特定入射波长、特定球形粒子

的情况下球形颗粒的光谱辐射力。 

八、项目成果情况： 

软件著作权“半透明小颗粒辐射信号计算软件 V1.0”一项，申请号：2017SR47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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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4 

 

一、 项目名称：快速高温灼烧稻壳灰所得黑色颗粒成因的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35X) 

三、 项目成员： 

付文人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郭  坤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方  俊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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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兴飞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生物质资源化利用   单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 项目简介： 

在一定的条件下，稻壳在可完全燃烧的情况下产生白色的稻壳灰，灰中成分 90%以上为二氧化

硅，并且得到的二氧化硅呈游离态具有活性，可作为水泥添加剂，在一定程度上可提高水泥强度。

制备具有活性的稻壳灰的条件一般为慢速灼烧，在快速高温下（600 和 700℃）灼烧未经预处理的稻

壳，得到的稻壳灰中除了黑色颗粒存在外，仍有颜色较浅甚至是白色的稻壳灰，说明温度并非导致

稻壳灰呈黑色的唯一原因。本文以稻壳为试验对象，在快速燃烧的条件下，研究不同燃烧温度及时

间对稻壳灰性质的影响，并对所得稻壳灰中黑色颗粒成因进行探究。运用扫描电镜（SEM）、X 射线

能量色散谱仪（EDS）及 X 射线衍射仪（XRD）等测试仪器分别对不同稻壳灰的性质进行了测试分

析，得到了稻壳灰中黑色颗粒形成的原因，并给出了制备具有活性稻壳灰的产业化方法。 

六、项目图片： 

 

   图 1 燃烧后的稻壳灰           图 2 XRD 测试结果               图 3 稻壳灰的微观形貌 

七、 项目创新点： 

1. 不同温度和时间下燃烧得到的稻壳灰中均存在黑色颗粒，且黑色颗粒的分布具有随机性，与

稻壳放置位置无关； 

2. 高温条件下短时间内燃烧稻壳可得到游离态的 SiO2，长时间下燃烧可得结晶态的 SiO2，说明

可采用高温短时间煅烧稻壳的方式用于生产大量具有活性的稻壳灰。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广东化工》发表论文“快速高温灼烧所得稻壳灰中黑色颗粒成因的研究”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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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5 

 

一、 项目名称：潜艇热尾流模拟分析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34X) 

三、 项目成员： 

刘  洋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朱飞定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谭佩钰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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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玉阁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目标红外辐射特性  单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潜艇是关系国防安全的重要装备，在军事行动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精确制导武器首选的

打击目标之一。本课题旨在从潜艇及其热尾流的流动与传热特性出发，建立热尾流的数学物理模型，

通过 FLUENT 软件根据其边界条件求解该模型，得到该模型下的流场和温度场。 

六、项目图片： 

 
            图 1 潜艇模型              图 2 潜艇静止悬浮在温度分层的海水中热尾流温度云图      

    

     图 3 螺旋桨流域径向截面温度分布         图 4 温度分层海水中热尾流海面温度分布云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分析了潜艇在冷却水排放与螺旋桨转动耦合作用下流域的温度场分布，着重分析了海面的温

度特性，给卫星红外探测提供了理论依据。 

2. 分析了潜艇在静止悬浮时潜艇处于不同深度下的冷却水排放情况，并且对比了潜艇排水口形

状不同时的热尾流浮升情况及海面温度特性。 

3. 对比分析了潜艇在海水有无温度梯度时的热尾流浮升规律，对实际海水条件下的潜艇排放废

热水的研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红外技术》发表学术论文“潜艇水动力尾迹与热尾迹耦合作用的数值模拟”一篇； 

2. 完成潜艇热尾流的计算模型和数据文件； 

3. 完成潜艇热尾流计算的流场图，温度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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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6 

 

一、 项目名称：基于 Android 手机平台的弹道数据分析软件研发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32X) 

三、 项目成员： 

曹树新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武器发射工程专业       

李英男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武器发射工程专业   

李金晟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武器发射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岩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外弹道测试与控制  单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为满足在野外靶场方便的进行弹道仿真计算和数据分析的需求，我们基于 Android 平台，重点

针对旋转稳定无控弹，通过建立 3DOF(three degrees-of-freedom)质点弹道模型、6DOF 刚体弹道模型

及初速获取模型，并利用当前 Android 智能设备内置的多种传感器，实现了多项弹道参数输入、弹

道仿真计算、实验弹道数据分析、初速获取及实时气象数据采集等功能，为弹道评测及修正提供了

量化依据。 

六、项目图片： 

                   

       图 1  主界面图             图 2  6D 弹道飞行轨迹图            图 3  误差分析图 

                 

图 4  风杯连接图            图 5  气象数据测量图             图 6  地理信息测量图 

七、项目创新点： 

本项目主要是进行了应用创新。基于当前主流的便携式操作平台——Android 平台，充分利用该

平台的灵活性、开放性以及互联性，创造性地实现了在其上进行弹道仿真计算及分析等功能，满足

了小巧、灵活、操作简便、节能等需求。本项目实现了功能的集成，将弹道计算、实验数据处理、

初速获取、气象参数及地理信息测量，定位测距等功能集成于一体，提高了软件的实用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现代防御技术》发表学术论文“Android 系统在弹道仿真分析中的应用研究”一篇； 

2. 完成关于弹道仿真分析软件的 APP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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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7 

 

一、 项目名称：微信公众号影响力研究——线上线下交互案例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36X) 

三、 项目成员： 

杨  溢  2014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胡铁燕  2014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陈聪瑶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骆冬松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新闻传播新媒体研究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以南京晨报水滴公益公众号为研究对象，将传播学理论与线上线下交互案例相结合，对微信公

众号影响力的定义、指数界定探索性提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结论。 

六、项目图片： 

        

 图 1 30 天内累计关注人数变化  图 2三个月内水滴公益公众号原创内容占比 图 3 三个月内公众号

交互案例内容占比 

七、项目创新点： 

1. 结合现有的研究发现，对公众号的影响力指标探索性地提出了我们的建议： 

2. 在每篇文章具体的点赞量、转发量、阅读量的基础上结合 WCI、NRI 等公众号影响力算法，

并从深度、广度、强度、效度四方面综合性地从长远角度分析微信公众号的综合影响力。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结合理论和对线上线下交互案例的研究分析，得出了对南京晨报水滴公益公众号的影响力的

影响局限，并探索性地提出了相对应的影响力提升策略； 

2. 对公众号的影响力指标的评定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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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8 

 

一、 项目名称：苏南传统建筑装饰文化的传承设计研究——以南京火车站商业环境优化设计为例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40X) 

三、 项目成员： 

纪梦寒  2014 级  设传学院  环境设计专业     

吴宣伊  2014 级  设传学院  环境设计专业  

王  铮  2014 级  设传学院  环境设计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曹 莹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环境设计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大江南北千楼一面，地域特色正在逐步消失，这为传统省域文化的传承和更新敲响了警钟。如

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传承和塑造好地域的风貌，使之既能够承续历史的文脉，又能够满足

经济发展和大众的审美需求，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苏南传统建筑装饰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中

极具省域特色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传承价值，而目前对苏南传统建筑装饰文化进行传承的设计实

践案例不多且设计手法单一，需要改进，因此，我们的课题具有重要的工程实践应用价值。 

我们将以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苏南传统建筑装饰文化基因的传承系统与探新策略研究”

（项目号：15ZHD001）为理论研究基础，以传承苏南地域特色文脉为出发点，在剖析苏南传统装饰

文化的形态特征和内涵特色的基础上，对南京地标性建筑——南京火车站的商业环境展开优化设计。 

六、项目图片： 

   

    图 1  KFC 商铺效果图       图 2  零食工坊商铺效果图     图 3  吉祥馄饨商铺效果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打破南京传统建筑装修单一形制的程式化束缚，将处于不同时空的传统装修文化呈现在当代

同一时间的层面上，表现出符合当代人集体记忆中对于南京的传统审美认知。 

2. 不拘泥于单一的建筑装饰形式，更多的是将传统装饰元素以及风格适当地融入到现代商业环

境中。同时考虑到整体装修效果、空间关系以及后期造价等因素。 

3. 传统与现代装修材料各有优势。传统材料虽更为环保，但不可再生且价格高昂，不利于广泛

使用 ；现代装修材料具有多种优良性能，在改变传统装修原有的形制和样式的同时，也拓展了创作

上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在设计中以现代装修材料为主，传统装修材料为辅，取长补短，合理搭配。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关于南京地标性建筑——南京火车站商业环境优化设计的设计文本一份； 

2. 完成为塑造具有苏南文脉特色的高品质环境提供设计策略与方案的研究报告一份； 

3. 完成学术论文“苏南传统建筑装饰文化的传承设计研究——以南京火车站商业环境优化设计

为例”的撰写，并已向《建筑与文化》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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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9 

 

一、 项目名称：“懂你”的智能方向盘设计与实现 

二、 项目类型： 省级 (201610288039X) 

三、 项目成员： 

邹振东    2014 级    钱学森学院     自动化专业  

王  潇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李智意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郭唐仪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轨道交通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研发的是无干扰接触式驾驶员状态实时监测及预警设备。可以通过人手与方向盘的接触

实现无干扰的的实时监测及预警。而且能通过智能方向盘实时检测驾驶员的心生理数据，如心率，

握力，眨眼频率等指标，事先确定正常的/异常状态阀值，之后进行实时监测并及时根据相关指标进

行异态分级预警，使驾驶员提前采取必要措施，达到防患未然，减少事故，提高交通安全性的目的。   

考虑到不同驾驶员的个体差异，建立了因人而异、因交通环境条件而异的驾驶状态辨识自适应

算法，即异态的阈值是动态调整的。本项目所监测异态不局限于疲劳，对分心、路怒、健康状态亦

有同步监测，更加全面科学。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实物图与原理图                             图 2  功能流程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不同于现有穿戴设备，视频图像处理技术与智能方向盘设计，无干扰实时监测异态预警； 

2. 驾驶人因事故风险预测及自适应预警算法，具有理论创新性； 

3. 本项目所监测异态不局限于疲劳，对分心、路怒、健康状态亦有同步监测，更加全面科学。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关于无干扰驾驶监测的方向盘一套； 

2. 完成智能方向盘的设计模型效果图； 

3. 完成关于智能方向盘的项目研究报告一份。 

 

 

 



 

 
117 

 

 

2016 —40 

 

一、 项目名称：基于物联网的城市轨道交通列车状态监测管理信息系统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37X) 

三、 项目成员： 

陶  婷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罗  蕊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曹琢键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徐永能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基于物联网的城市轨道交通列车状态监测管理信息系统旨在迎合当前城市轨道交通蓬勃发展的

趋势，自主开发软硬件系统，实现列车关键部件的在途、实时、动态化的状态监测。重点开展列车

轴温状态监测及报警系统，通过硬件装置实时获取列车轴承温度，并将数据传输至软件终端；软件

用于存储、分析、处理数据。当列车轴温超过设定的阈值，系统将报警信息上传至调度中心，由调

度中心通知司机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六、项目图片： 

  

         图 1 系统结构图            图 2 系统硬件接线图           图 3 系统软件界面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系统实现采用软硬件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列车轴温在途实时监测。 

2. 系统能将轴温数据以曲线的形式直观显示，也可查看一段时间内的轴温数据，便于进行轴温

变化趋势分析。 

3. 系统能对轴温进行超限报警，直接由调度中心可将报警信息下达至司机。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现代制造技术与装备》发表学术论文“基于 LabVIEW 的城轨列车轴温监测系统软件设计

与实现”； 

2. 完成学术论文“城轨列车转向架轴温监测管理系统”的撰写，并已向《电气化铁道》投稿； 

3. 实用新型专利“基于物联网的地铁列车轴温监测管理系统”一篇，申请号：201720766210.0； 

4. 关于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轴温监测的软硬件装置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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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1 

 

一、 项目名称：多机器人系统蜂拥控制综合仿真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17Y) 

三、 项目成员： 

朱  潇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肖添文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张嘉彤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孙金生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自动化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研究内容：开发一种造价低廉、易于适用、且能进行自我控制、也能对反馈值进行误差处理的

机器人系统。 

研究方法： 

1）使用 Arduino 作为智能小车的控制主板。 

2）使用电子陀螺仪、加速度计估算小车的位置与速度信息。 

3）使用小型减速电机作为小车的驱动。 

4）使用卡尔曼滤波对系统状态进行最优，估计消除噪声。 

5）小车接收控制器传递来的左右轮高低电平和 PWM 的占空比，从而驱使车轮运动，最终达到

目标状态。 

六、项目图片： 

     

       图 1 一代小车                 图 2 二代小车                 图 3 二代小车 

七、项目创新点： 

1. 采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进行定位，造价低且精度满足项目需要； 

2. 采用履带式小车，两个电机分别控制左右轮，易于实现对小车的控制； 

3. 利用简单控制算法，实现小车的自我控制，不断进行迭代运算，最终达到目标状态。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制作出了一种造价低廉、易于适用、且能进行自我控制、也能对反馈值进行误差处理的机器

人系统； 

2. 小车能依靠搭载的传感器获取位置、速度等信息，降低了室内移动定位的难度与成本； 

3. 能利用简单控制算法实现小车的自我控制，简化了小车的控制模型，降低了小车的制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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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2 

 

一、 项目名称：充电桩 15kW 充电模块硬件系统设计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15Y) 

三、 项目成员： 

刘宇曦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刘劲滔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薛育嘉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胡文斌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电力电子方向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在分析了电动汽车直流充电桩系统的功能需求及软硬件需求之后，完成了基于数字控制

的整桩结构及控制系统的总体方案设计。直流充电桩的设计思路从充电控制、故障保护、人机交互

等几个方面进需求分析，完成相应模块的设计和配置。搭建直流充电桩实验平台，进行了充电控制、

故障保护、人机交互功能实验，并实现对电动汽车充电的基本要求。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实验现场                   图 2 内部整体结构               图 3 触摸屏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 与传统充电桩相比，功能组件的模块化设计降低了硬件设计难度 

2. 带保护通信电路，带反馈的急停、防雷、门禁电路的设计使正桩系统满足了更高的安全要求 

3. 使用了基于有限状态机的故障保护软件，提高了系统的执行效率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关于 15kW 直流充电桩的样机一套； 

2. 完成对充电桩系统的软件模块化的总体设计，进一步分析了充电控制、故障保护、人机交互

主要功能的设计原理； 

3. 完成了直流充电桩的模块基本搭建，并进行充电控制、故障保护、人机交互等功能性实验；

设计采样电路的驱动程序及有限状态机主程序逻辑和触摸屏的设计； 

4. 完成了以开发板为基础的电动汽车充电实验，实现了充电及计费、电量测量、基础故障处理

等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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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3 

 

一、 项目名称：小型高精度恒温箱控制系统设计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38X) 

三、 项目成员： 

卢天舒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郑  标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张  帆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何新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音频信息处理，智能信息处理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目前，一般采用的温度控制措施是将高精密测量仪器放置在恒温室或者恒温箱内。这种恒温装

置一般是用压缩机组作为温控元件来控制温度的。这种方式不仅造价昂贵而且其控制精度和稳定性

都不理想。本项目主要围绕恒温箱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使用加热片作为加热器件，采用 PID 控制

技术，并结合单片机开发技术，实现对温度实时监测和控制，达到控制智能化和设备小型化的目的。 

六、项目图片： 

    

               图 1 控制箱箱体图                             图 2 开发板运行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次设计采用增量式 PID 控制算法，程序在每次执行中断时会进行一次 PID 控制。 

2. 在键盘设计方面，我们设置了 sign 值来判断左移键按下的次数，以此为标志来确定被修改的

是设定值的具体位。键盘扫描的程序在主程序中无限循环。 

3. 我们采用了 PID 配合 PWM 波的温控方式，通过 PID 计算得到占空比，通过调整占空比达到

对加热时间的控制，并以此实现对腔内温度的控制。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软件著作权“基于单片机的温湿度控制 V1.0”一项，申请号：2017SR558335； 

2. 关于小型高精度恒温箱的样机一套； 

3. 完成小型高精度恒温箱的电路原理图及 PCB 制图； 

4. 完成关于小型高精度恒温箱的项目研究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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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4 

 

一、 项目名称：基于图像处理的受电弓滑板磨耗检测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18Y) 

三、 项目成员： 

张 顺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吴 科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孙 攀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朱周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交通信息采集与处理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机车受电弓是电气化铁路电力机车从接触网上受取电流的装置，其滑板条与接触网导线直接接

触，从接触网导线上受取电流，供机车使用。受电弓状态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列车的安全、可靠运行。

由于机车受电弓一直处于高速运动状态中，受其结构影响，容易在运行过程中发生各种故障。受电

弓出现的任何轻微损伤，若不及时发现，将会使损伤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弓网故障；另外，接触网

若出现轻微问题，也可能造成受电弓的损伤。 

本项目通过图像处理技术对拍摄到的图像进行滤波、定位、边缘检测等处理，提取碳滑板上下

轮廓线，通过标定获取碳滑板厚度曲线，通过对碳滑板厚度曲线的分析，获取碳滑板的剩余厚度及

磨耗，并判断碳滑板是否磨耗均匀、是否产生深槽，以实现自动检测受电弓滑板磨耗值且对超限数

据报警的功能，从而保证列车正常安全运行。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实验台                  图 2 八临域梯度方向         图 3 受电弓滑板上下边缘 

七、项目创新点： 

1. 在传统的整像素边缘检测的基础上，实现了亚像素检测，提高了精度。 

2. 利用反正切函数模型来模拟实际物体边缘的灰度分布情况并通过泰勒展开及最小二乘法求

解模型参数，大大提高了算法的运行速度。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数字技术与应用》发表学术论文“受电弓滑板亚像素边缘检测算法研究”一篇； 

2. 软件著作权“基于图像处理的受电弓滑板亚像素边缘检测”一项（待审查），流水号：

2017R11L929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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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5 

 

一、 项目名称：基于视频图像处理的无人机巡线飞行控制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16Y) 

三、 项目成员： 

刘家材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专业 

王静波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专业 

张  伟  2014 级  自动化学院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戚国庆  职称：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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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可应用于电力检修巡线，是一种基于视频图像处理的无人机自动巡线控制方法。就目前

而言，国内还没有基于视频图像处理的小型无人机巡线飞行的应用实例，多数方法的无人机巡线成

本较高，且体积较大，在许多环境下不便于飞行检测。做好这个项目可以填补我国在这一项技术上

的空白，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为解决前述技术问题，硬件方面设计并搭建了四旋翼无人机，

其中摄像头通过云台挂载在机身上；软件方面设计了飞行控制程序和上位机（图像处理程序）。 

六、项目图片： 

       

 

 

 

 

 

 

图 1 云台结构悬挂摄像头                         图 2 系统硬件结构 

 

 

 

 

 

 

图 3 上位机界面                                图 4 定点实拍 

七、项目创新点： 

1）利用视频图像导航；2）可以进行图像处理的上位机；3）无人机通过云台悬挂摄像头的结构； 

4）基于双闭环控制的 PD 控制策略。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发明专利基于视频图像处理的无人机巡线控制系统一篇，申请号：201710944411.X; 

2. 关于视频图像处理的巡线无人机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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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6 

 

一、 项目名称：南京市泰山社区的“微治理”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41X) 

三、 项目成员： 

郑晶晶  2014 级  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郑玉潇  2014 级  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林菲菲  2014 级  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章荣君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地方治理  单位：公共事务学院 

五、项目简介： 

“微治理”就是以“微单元”为辖区，以“微平台”为基础，以“微服务”为依托，以“微机制”为程序，

来满足社区居民“微心愿”的一种治理机制。通过将社区划小使居民不用出微社区就能办好事，提高

服务的可及性；同时加强需求的回应性，居民及时反映，工作人员及时处理；增强了参与性，因为

社区是自治的，靠政府不是最终的办法，最后要实现的还是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以及志愿者团体

的共建共享。 

六、项目图片： 

        

         图 1 泰山街道               图 2 工作人员访谈            图 3 居民调查 

七、项目创新点： 

1. 从理论上讲，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微社区”不能单从政府角度说它是职能单元，也不能认为它

仅是社会生活的共同体，而是将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认为它是围绕居民的需求而展开的，以面

对面的互动为基础，在解决矛盾，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过程中将政府的治理包含在其中。 

2. 以南京市泰山街道的“微治理”作为典型的个案，分析其运作逻辑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改善的路

径，总结提炼出基层“微治理”的工作机制和运行方式。建构政府、社区组织、公民三位一体的社区

治理体制：调整政府的角色定位；提高社区组织、志愿机构服务的专业化程度；培育和开发非赢利

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服务及参与功能；重视公民权利与公民参与。 

3. 政府在前期的主导是客观存在的，且有利于短时间内集中资源办事，政府慢慢把平台做好之

后，居民的参与跟上了，社会组织也发展了，那时再考虑退出，体现今天的介入是为了明天的退出

这样一种理念。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社会科学》发表学术论文“南京市泰山社区的微治理研究”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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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7 

 

一、 项目名称：苏北地区精准扶贫对象识别和管理模式的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14Y) 

三、 项目成员： 

张雅婷  2014 级  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高立强  2014 级  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程倩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政府管理与改革、社会治理理论  单位：公共事务学院 

五、项目简介： 

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表示要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因此须在贫困地区展开精准

扶贫工作，而精准扶贫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本项目依托于江苏服务型政府建设

研究基地，项目将研究地区选定在苏北地区，采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办法开展研究，力

图改善现有识别模式的弊端并探究精准识别的新模式，早日实现脱贫新目标，研究成果将以调查报

告和学术论文的方式呈现。 

六、项目图片： 

                    

         图 1 苏北地区扶贫大数据规划                   图 2 扶贫工作组与老乡交谈                  

七、项目创新点： 

    本课题组将提出的精准扶贫的管理模式称之为“精准扶贫动态管理模式”。基于动态贫困管理的

框架，结合调研过程提出了理清了扶贫对象精准识别过程中的诸多困境，进而提出了扶贫对象精准

识别管理的动态管理模式。 

    1. 政府是精准扶贫工作的第一责任主体。 

    2. 针对不同的扶贫对象建立动态的分类扶持机制。 

    3. 构建动态的信息反馈机制。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现代经济信息》发表学术论文《苏北地区精准扶贫对象识别和管理模式的研究》一篇（合

作完成）； 

2. 完成关于苏北地区精准扶贫对象识别和管理模式研究的研究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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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8 

 

一、 项目名称：军休老人主观幸福感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13Y) 

三、 项目成员： 

林子雨  2014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 

杨  璐  2014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 

王  菁   2014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晓斐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伦理 单位：公共事务学院 

五、项目简介： 

通过本研究，不仅能够让学术界加深对军休老人这一群体的认识，而且也丰富了主观幸福感的

研究内容。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对军休老人主观幸福感进行经验调查，并对影响其主观幸福

感的因素进行分析，从而能够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较好的依据与参考。作为公共事务学院军队

社会工作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本课题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后期进行的社会工作者介入改善军休老人生

活状况提供可信可行的依据。 

六、项目图片： 

        

 图 1   与老人建立关系      图 2  与老人进行沟通交流           图 3  调查问卷 

七、项目创新点： 

创新点主要为两点，一是研究对象，二是介入手段。军休老人身份的特殊性要求调查者在研究

他们需求时，既要注意到他们身上具有老人们普适的需求，又要注意军休老人在精神层面的高需求。

介入手段依托新媒体技术，通过与时俱进的新型媒介手段，与军休干部老人自身文化层次水平相适

应，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方向上比较新颖。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赤子》发表学术论文“军休老人主观幸福感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以新媒体技术介入为例

”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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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9 

 

一、 项目名称：3D 打印混凝土优化设计与制备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43X) 

三、 项目成员： 

张梦虎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王子康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韩福盛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赖建中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先进水泥基复合材料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的目的在于制备出原材料容易获取、制备工艺简单、成本较低、后期强度不倒缩、适合

3D 打印的混凝土材料。拟通过合理的设计原料初始配比，再进行大量实验调试配比、速凝剂和外加

剂的量，找出制备 3D 打印混凝土材料的最佳方案。主要研究内容在于提供 3D 打印所需原料，在不

同配比下进行制备，然后观察砂浆形态变化，并在 3D 打印工作平台进行 3D 打印，凝固后测试打印

件相应的力学性能变化，从而得到最佳原料配比外加剂掺量。 

六、项目图片： 

             

图 1 3D 打印工作平台         图 2 混凝土 3D 打印过程     图 3 3D 打印混凝土结构件 

七、项目创新点： 

1. 将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建筑行业，革新建筑建造方式，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2. 3D 打印建筑低碳环保，部分原材料来自建筑垃圾，合理进行废物利用； 

3. 与传统混凝土相比，无需使用模板，大大节省成本且不会浪费原料，能耗远远低于传统建筑

技术。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发明专利“绿色植物墙及成型方法”一篇，申请号：201710833169.9； 

2. 探索出 3D 打印混凝土材料的最佳配比，并打印出小型混凝土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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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50 

 

一、 项目名称：高效 Ag2CrO4光催化剂及其复合材料的合成、性能与催化机理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201610288042X) 

三、 项目成员： 

张雅慧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柯  亮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专业  

朱荣康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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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雄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功能材料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半导体异相光催化过程，以其直接利用太阳光进行室温深度反应而成为一种理想的环境治理技

术。高效率和优良的稳定性是该研究领域所追求的目标。本课题控制合成具有可见光响应的正交相

Ag2CrO4，通过与 AgBr 复合形成异质结构，进一步提高和改善催化活性和稳定性；分析影响因素，

优化工艺条件；结合理论计算和自由基俘获实验，探索催化机理。本研究对于开发高效催化剂、推

动其在环境污染控制领域的应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六、项目图片： 

        

   图 1 Ag2CrO4/AgBr（1:1）      图 2 一级反应动力学模型     图 3 Ag2CrO4/AgBr 复合催化剂 

复合催化剂 SEM 及 EDS 图           线性拟合效果图               载流子迁移示意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采用共沉淀法成功合成 Ag2CrO4/AgBr 复合催化剂，AgBr 纳米颗粒(~100 nm)均匀分布在

Ag2CrO4颗粒表面，光催化性能显著提升。 

2. 通过自由基俘获实验验证了具有特殊异质结构的 Ag2CrO4/AgBr 的催化机理，其中超氧自由

基是催化过程中的主要活性氧类物质。 

八、项目成果情况： 

发明专利“一种铬酸银/溴化银复合光催化剂的制备方法”一篇，申请号：2017104758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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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1 

 

一、 项目名称：金属铝和钛阳极氧化过程的对比研究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颜 硕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林 童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涂 晶  2014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宋晔、朱绪飞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多孔纳米模板材料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金属铝和钛都是重要的阳极氧化备选金属，阳极氧化后形成的多孔氧化铝和多孔氧化钛纳米管

在形貌结构存在差异和联系，通过对比研究两种金属的阳极氧化过程，探讨其形成机理的差异。针

对氟离子的作用进行探讨。主要从阳极氧化电压、阳极氧化电流与时间的关系、纳米管的微观形貌

来进行研究。 

六、项目图片： 

 

图 1 钛的阳极氧化过程示意图    图 2 二氧化钛纳米管电镜照片   图 3 三氧化二铝纳米管电镜照片 

七、项目创新点： 

1. 首次对比分析金属铝和钛的阳极氧化过程，充分结合目前较为新颖的粘性流动模型和氧气泡

理论来探讨其形成机理。 

2. 罕有的通过控制电流的大小来控制电荷转移从而监控氧化物的生长过程，通过分析阳极氧化

电流时间曲线和纳米管形貌，来探究两种金属恒电流阳极氧化过程的联系。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在 SCI 杂志 Materials Research Bulletin 发表学术论文“Essential distinction 

between one-step anodization and two-step anodizationof Ti”一篇; 

2. 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在 SCI 杂志 Ceramics International 发表学术论文“Anodic TiO2 nanotubes 

produced under atmospheric pressure and invacuum conditions”一篇; 

3. 使金属铝和钛的阳极氧化机理得到统一，推动了阳极氧化纳米管形成机理的认识，通过二次

氧化和控制金属表面形貌来制备更具有规整性的纳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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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2 

 

一、 项目名称：基于认知无线电的动态频谱接入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校级重点 

三、 项目成员： 

徐冰倩  2014 级  钱学森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一晋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无线通信、无线传感网、信息论与编码  单位：电

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动态频谱接入是认知无线电技术研究热点之一，突破了传统静态频谱分配策略的局限，能够有

效提高频谱利用率。信道交汇旨在为非授权用户通信提供公共传输媒介，是实现动态频谱接入网络

组网的基础。本项目主要学习信道交汇的基本概念和特点，深刻理解基于信道跳转的异步信道交汇

策略设计面临的挑战以及应考虑的性能指标，并根据现有算法的性能缺陷设计新的交汇算法。 

六、项目图片： 

开始

结束，退出算法

按照所构造的

交汇序列跳转

信道编号相同？

交汇时间
（时隙数）

增加1

信道被授权用户占用？

交汇成功

否

否

是
是

起始时间异步

频谱移动

频谱接入协议

无线电环境

（外部空间）

频谱移动性

管理协议规则
频谱分配规则

频谱接入 频谱分配

频谱感知
射频激励

可用频谱

变化

 

图1 基于信道跳转的异步信道交汇过程     图2 动态频谱接入过程         图3 所设计算法性能与现有算法比较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项目拓展信道交汇到多天线场景下，使非授权用户在同一时隙能够访问多个信道。随着收

发器的增多，实现在跳转的第一个时隙交汇成功，很大程度上改善信道交汇时延开销性能。 

2. 本项目提出一种更优的异步信道交汇序列的构造方法，在总信道数为奇数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时，其使得最大条件交汇时间(MCTTR)满足现有算法所达到的最优值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且

最大交汇时间(MTTR)达到理论临界值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进一步减小交汇时

延开销，相较于其他现有交汇算法达到最优的交汇性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申请发明专利“一种最优的认知无线电网络信道交汇序列构造方法”一篇，申请号：

201710768395.3； 

2. 关于基于信道跳转的异步信道交汇算法仿真和设计的程序一套； 

3. 关于基于信道跳转的异步信道交汇算法仿真和设计的技术研究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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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3 

 

一、 项目名称：在线判题系统的重构和智能化升级 

二、 项目类型：校级重点 

三、 项目成员： 

孙伟祥  2014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宋  阳  2014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张宏斌  2014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余立功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软件工程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随着 ACM/ICPC 比赛的日益普及，以及对 CCF-CSP 考试训练的支撑，在线判题功能逐步增多，

同学需求加大。前期开发重在判题功能而其他功能有所欠缺，例如用户水平量化评价等功能，导致

同学在评测系统使用中体验较差。本课题意在结合现代智能化技术对在线判题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以提高同学们的学习效率和用户体验。 

六、项目图片： 

                

图 1 用户水平量化                       图 2 题目难度和分类                        

七、项目创新点： 

本次科研训练最大的创新点在于用户水平量化评测算法，我们将本来静态的题目难度和动态的

用户水平相结合，将用户解决问题当作了双方之际的博弈， 从而利用有限的数据对无限的题目难度

做出一个较合理的评价，相当于题目有了一个相对而言稳定的 rating，然后通过题目与用户之间的

rating 和博弈过程，来做到对用户的动态评价。同时利用当前流行的机器学习算法巧妙的提取问题特

征实现了对题目的分类。 

八、项目成果情况： 

江苏省程序设计竞赛特等奖、冠军，全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天梯赛一等奖，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

竞赛二等奖，ACM-ICPC 中国区决赛三等奖，蓝桥杯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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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4 

 

一、 项目名称：面向产品竞争的企业舆情监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二、 项目类型：校级重点 

三、 项目成员： 

朱茜凌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庞  青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靳善博  2014 级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陈果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五、项目简介： 

以任务分解为视角，利用不同数据源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地解决产品竞争情报分析不同阶段任务，

提出并验证目标级融合的竞争情报分析模型，为后续理论研究和实践开展提供依据。具体实施过程

如下：首先，对产品消费数据、产品动态新闻、用户数据几种典型网络数据源进行比较，梳理其特

征和在产品市场竞争情报分析中的利用价值；其次，从竞争产品识别、产品动态跟踪及产品用户分

析三个任务出发，将对应的数据源融合到产品竞争情报分析流程中。在实证部分，选择“OPPO R9s”

手机为分析对象，融合利用主流电子商务平台、百度新闻及新浪微博用户数据进行产品竞争情报分

析。最后，将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及结果展示系统进行集成，形成一套可运行的舆情监测系统软件

原型。 

六、项目图片： 

      

   图 1 系统设计模型                图 2 系统程序代码（部分）  图 3 产品竞争情报分析结果

（部分） 

七、项目创新点： 

1. 进行目标级情报融合，将企业产品竞争情报分析分解为多个环节子任务，将多种数据源按任

务解决需要针对性地融合在整体情报分析目标下。 

2. 将各种网络数据归纳为产品消费数据、产品动态新闻、用户数据三种典型的网络数据源，梳

理其特征和在产品市场竞争情报分析中的利用价值，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收集策略和实施收集。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于 CSSCI 期刊《图书情报工作》发表论文一篇； 

2. 集成项目实验过程，形成一套可运行的软件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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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5 

 

一、 项目名称：车辆破窗系统的研制与设计 

二、 项目类型：校级重点 

三、项目成员： 

杨蕊榼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武器发射工程专业 

董俊武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武器发射工程专业    

靳  展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武器发射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程诚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现代发射理论与控制技术  单位：能动学院 

五、项目简介：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汽车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代步工具之一，其安全问

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当发生紧急情况时，如何快速破窗逃离现场已经成为逃生的重要途径之一。市

面上的破窗锤一个成年男子也需要在正确的地方敲打 20-30 次才能成功破窗，故在紧急情况下，未

经过专门的破窗训练的乘客想要成功破窗并不容易。本课题正是针对人们对破窗器的需求，结合兵

器发射理论技术进行破窗器的设计与研究。 

六、项目图片： 

           

     图1 基于电磁原理的可重复使用破窗器                图2 具有两种触发方式的破窗器 

七、项目创新点： 

1. 具有两种触发方式的破窗器，一种为机械触发，一种为电子触发，以便于司机、乘客、施救

人员两类人对车窗的操作。底火与电子起爆器构成电子触发机构、被压缩的弹簧与插销构成机械触

发机构。插销主干部分有凸起结构，在电子起爆器触发后，气体作用力作用于插销，使插销有向外

运动的趋势，由于有凸起结构，插销不至于冲出结构外，对乘客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另外，机械触

发时，拔掉插销可能会出现插销被完全拔出整个结构的情况，而插销的凸起结构避免了这种情况的

发生。该结构限制了插销的运动范围，并且能够重复使用； 

2. 具有两种触发方式破窗器，使用电磁驱动，能源清洁易得，使用范围广，并且撞击力的大小

可控，安全可靠；具有弹簧复位装置，可重复使用，节能环保；险情发生时只要司机及时按下开关

即可快速实现破窗的目的，操作简单快捷，救人于危难。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申请发明专利“基于电磁原理的可重复使用破窗器”一篇，申请号：201710514334.4； 

2. 申请发明专利“具有两种触发方式的破窗器”一篇，申请号：2017105155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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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6 

 

一、 项目名称：木质素催化液化制备酚类化合物的研究 

二、 项目类型：校级重点 

三、 项目成员： 

金庆辉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罗显峰  2014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孙雄康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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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腾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生物质研究  单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通过催化液化的方法，将低成本的木质素转化为高附加值的酚类化合物。实验中以稻壳

粉末作为反应原料，以分子筛 HY（硅铝分子筛）作为催化剂，以乙醇和乙酸作为溶剂，改变反应

温度，研究催化液化反应，分析温度、乙醇溶剂、乙酸溶剂与催化剂 HY 对木质素催化液化反应的

影响，探究如何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得到利用价值更高的酚类制品。 

六、项目图片： 

                

  图 1 加乙酸产物温度分布图       图 2 加乙醇产物温度分布图    图 3 加 HY 产物温度分布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组实验不同于以往其他实验的地方在于突破了温度的限制，加入了氧化剂后，在低温水浴

加热的情况下进行了不同温度梯度的木质素催化液化反应，并对比得到低温下相对最佳实验温度； 

2. 采用分子筛 HY 作为催化剂，有利于后期对于催化剂的分离回收，方便了液体油的收集与检

测，极大的简化了实验步骤。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实验表明考虑温度对于木质素催化液化反应的影响，80℃为最佳反应温度，此温度下木质素

液化产物中得到的目标产物的产率最高，且副产物种类最少、产率最低；乙醇作为溶剂时，可以促

进目标产物的生成，但其还受乙醇低沸点的影响，在低温下乙醇蒸发的量少，因而得到目标产物的

产率高，但随着温度升高，乙醇蒸发量增大，导致目标产物的产率减少；当乙醇、乙酸混合液作为

溶剂时，乙醇和乙酸都可以促进目标产物的生成，由于乙醇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蒸发，而乙酸的沸

点更高，所以乙酸的加入可以缓解乙醇的蒸发所引起的酚得率的下降；HY 的加入促进了反应的进

行，但是反应过于激烈，副产物增多； 

2. 在《广州化工》发表学术论文“木质素催化液化用催化剂的研究进展”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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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7 

 

一、 项目名称：全媒体环境下新闻用户媒介使用行为研究 

二、 项目类型：校级重点 

三、 项目成员： 

徐雯靓  2014 级  设传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王一芃  2014 级  设传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贾孟婕  2014 级  设传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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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媒体环境下，媒体形式不断出现和发生变化，媒体内容、渠道、功能层面的融合加速，媒

体用户对于他们的媒体供应者通常没有特殊的忠诚，不过会存在一种接触惰性和路径依赖。课题研

究的是全媒体环境下新闻用户的媒介使用行为，包括人口学特征、新闻接受行为特征、新闻内容偏

好、新闻信任度、自制或分享新闻倾向等，将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通过问卷和访谈对全媒

体环境下的新闻用户展开抽样调查，根据调查数据对新闻用户进行画像并分析其媒介使用行为，从

而为媒体制定相关策略，尝试探求一条既符合媒体自身特色和全媒体传播规律，又能满足用户个性

化需求、实现用户价值的发展路径。 

六、项目图片： 

 

 

 

 

 

 

 

 

 

图一 部分数据结果               图二 论文截图              图三 用稿通知 

七、项目创新点： 

聚焦受众，总结出全媒体环境下新闻用户媒介使用行为的具体特征：短时浏览、时段与场合随

机；移动新闻客户端和新媒体社交平台成为主流；图片、音像新闻广受青睐反映出新闻“可视化”的

高潮；新闻内容偏好均衡化；受众新闻参与度增强；新闻可信度不增反减等。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提出建设性建议：就新闻接触，新闻媒体应积极促进媒介融合，增强新闻载体的形式与内容

的多样化。移动手机新闻客户端作为主流选择，更应扩大优势，找准定位；就新闻分析，要求新闻

媒体加强新闻发布过程中功能的细分、版块的明晰，方便受众快速准确地收获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就新闻评估，网络新闻媒体需大力发展新闻交互版块功能并树立品牌的权威形象，在与传统新闻媒

体的合作中提升新闻品质；对于自制新闻的个人媒体，受传身份交叠，专业素养缺乏，需要尊重新

闻真实性与客观性，提高制作的专业化水准，对于自己的新闻传播行为负责任； 

2. 在《视听》发表学术论文《全媒体环境下新闻受众媒介素养研究——基于受众媒介使用行为

的实证研究》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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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8 

 

一、 项目名称：BP 算法中确定隐层神经元数目的方法探讨 

二、 项目类型：校级重点 

三、 项目成员： 

穆  昶    2014 级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专业       

柳秀海    2014 级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专业 

邱勃璋    2014 级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朱元国  职称：教 授  研究方向：不确定最优控制，不确定规划  单位：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在人工神经网络中,BP 神经网络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多层前馈神经网络。针对 BP 神经网络隐含层

结点数目难以确定的问题，对ＢＰ网络隐层结点数的理论依据和现有做法进行了研究，提出一种在

传统的经验公式基础上快速确定两层网络时隐层结点数目的方法，借助经验公式确定隐层单元数的

取值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寻找最优值，然后将输入输出维度与结点数最优值进行拟合得到新的隐层结

点数目确定公式，可提高一定输入输出维度时 BP 算法的效率与精度。 

六、项目图片： 

                

图 1 录用通知                 图 2 实验路线                  图 3 实验截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针对 BP 神经网络隐含层结点数目难以确定的问题,对ＢＰ网络隐层结点数的理论依据和现有

做法进行了研究，提出一种在传统的经验公式基础上快速确定两层网络时隐层结点数目的方法，得

出了一个基本的规律； 

2. 对于其他输入输出维度和多隐层结构的 BP 网络隐层结点数目确定与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

用。若要继续加深对 BP 算法的研究，探究更复杂情况下最佳隐层结点数目确定的问题，可以参考

本次探究的试验思路，且本试验得出的隐层结点数目确定公式也可以作为一定参考和判断依据。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项目在总结有关工作基础上，对单隐层的前向型人工神经网络 BP 算法，提出一种在传统的

经验公式基础上快速确定两层网络时隐层结点数目的方法； 

2. 为人工神经网络的实际应用提出了很好的参考，项目论文在期刊 IJRITCC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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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9 

 

一、 项目名称：基于光电目标识别的空投救援无人飞行器 

二、 项目类型：校级重点 

三、 项目成员： 

龙宇轩  2014 级  理学院  应用物理专业       

冯  洲  2014 级  理学院  应用物理专业  

徐中明  2014 级  理学院  应用物理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振华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光学工程   单位：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利用光电技术自主识别、寻找目标，并将代表救援物资的黄色小球定点投放。 

六、项目图片： 

                        

   图 1 电路板                图 2 电路板（测试中）             图 3 飞行器 

七、项目创新点： 

1. 自主设计电路板，可以接收摄像头数据并进行实时处理转换成飞机飞行指令； 

2. 修改飞控数据包，使飞机可以执行来自电路板的飞行指令，并保证遥控器飞行指令的最高优

先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电路板可以自动识别目标（黄色小球）； 

2. 飞机在指定场景（绿色地面，边界白框）可以空中自主寻找目标； 

3. 飞机在寻找到目标之后可以自动做出响应——飞至目标上方悬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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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名称：基于植物模板的超疏水材料表面的制备及疏水性研究 

二、 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赵一卓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周  哲  2014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刘子恒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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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驰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遗态材料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生产生活中，很多器部件粘上水气后较难清理，并会影响器部件功能的发挥，因此人们希望这

些器部件具有超疏水性能（与水接触角大于 150°）。因此超疏水材料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 

自然界中很多植物的叶片具有超疏水能力，如荷叶、水稻叶、棕叶等。细看这些叶片，其表面

并不光滑，有很多微纳米凸起，雨水只与凸起尖端形成点接触，表面黏附力很弱。荷叶等叶片正是

利用这种微纳米凸起构造实现了超疏水性。 

由此，本研究利用植物作为模板，通过化学成分的变异及天然结构的遗传，获得具有植物表面

构造的铜超疏水表面。测试研究这种材料的疏水性能，期望植物构造能赋予该表面超疏水性能。 

六、项目图片： 

        

图 1 超疏水 Cu 表面的接触角   图 2 超疏水 Cu 表面微观结构        图 3“荷叶效应”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实验所制备的遗态超疏水镀铜表面较好的保存了荷叶表面微观形貌结构，保留了荷叶表面

微纳米复合结构，成功构建仿荷叶表面的粗糙表面为其超疏水性能提供结构支持； 

2. 在控制变量实验中得出一组电镀效果最好的电镀条件：叶片电镀面积为 2cm2（叶片正反面

面积和），电解液浓度为 0.5Mol/L、电流密度为 0.06A/cm2，电镀时间 2min40s。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论文：在《Materials Transactions》发表学术论文“Preparation of a Cu Surface with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a Lotus Leaf via Electroplating and Its Superhydrophobicity”一篇； 

2. 发明专利“一种制备具有植物叶片结构超疏水铜表面的方法”一篇，申请号：201611111646.2； 

3. 在《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投稿一篇 (Revision 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