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拟设级别 项目负责人 其他组员 指导教师 所属学院

1 预制破片弹药毁伤幅员评估软件开发 国家级
曾然

(9171010F0633)
杨开伟(9171010E0133)、
周凌宇(9171010F0606)

郑宇 机械工程学院

2 植物型电磁脉冲净化器研究 省级
孟维伟

(9171010F0623)
罗世建(9171010F0622)、

杜威(9171010E0506)
潘绪超 机械工程学院

3 小型化机载智能可控毁伤战斗部设计 国家级
周唯潇

(9171010F0331)
于佳鑫(9171010F0205)、
朱新元(9171010F0334)

李伟兵 机械工程学院

4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可变进气歧管设计 国家级
杨昊睿

(9171010E0633)
阮天煜(9171100Y0423)、
姜晓慧(9171010E0302)

皮大伟 机械工程学院

5
涂覆泡沫混凝土墙体结构抗爆能量谱分析及结构

优化
国家级

刘昌伟
(9171010F0621)

高一轩(9171010F0612)、
郭佳辉(9171010F0613)

祖旭东 机械工程学院

6 60mm超远程迫击炮自动前装填系统设计 国家级
牛兆企

(9171010F0220)
孙旺(9171010F0421)、马

骏杰(9171010F0115)
张相炎 机械工程学院

7 基于柔性驱动器的机械手设计与研究 国家级
朱先意

(917101170149)
乔诗翔(9171010F0222)、
亓瑞康(9171010E0418)

孙中圣 机械工程学院

8 (创客)立方星制动帆离轨装置设计与试验 国家级
周航

(9171010F0535)
黄跃(9171630Q0110)、李

佩亭(9171010F0301)
廖文和 机械工程学院

9
2019年大学生方程式赛车操纵稳定性的设计与优

化
国家级

周岩
(9171010E0143)

李乐淘(917116150113)、
李江(917116150111)

周云波 机械工程学院

10
难熔高熵合金刀具制备工艺及其切削钛铝合金性

能研究
国家级

羌俊杰
(9171010E0222)

倪鸿(9171010E0221)、许
宏宇(9171010E0230)

汪振华 机械工程学院

11
固有特性约束的航天器支架结构拓扑晶格仿生设

计制造
国家级

祁悦
(9171010E0401)

刘昊林(9171010E0616)、
杨慧泉(9171010E0634)

张长东 机械工程学院

12 无人平台专用电磁发射武器系统研究 省级
杭天

(9171010F0203)
朱玉婷(9171010F0607)、

甄毅(9171010F0533)
温垚珂 机械工程学院

13 基于四旋翼的察打一体化特种无人机作战系统 省级
李喆

(9171010E0318)
李一然(9171010F0618)、
沈秋杰(9171010E0323)

张志安 机械工程学院

14
蒲公英种子被动飞行中诱导形成分离涡环的机制

研究
省级

杨翔岚
(9171010E0635)

梁焯恒(9171010E0614)、
符雨真(9171010F0202)

李映坤 机械工程学院

15
机器人随动喷涂作业中基于机器视觉的工件位姿

实时反馈研究
国家级

何凯航
(9171010E0407)

张静宇(9171010E0439)、
唐灵君(9171010E0102)

王禹林 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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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超短杯谐波传动与电机一体化集成工业机器人关

节驱动装置设计研究
国家级

豆凌涵
(9171010E0307)

陈军(9171010E0205)、赵
坤豪(9171010E0236)

范元勋 机械工程学院

17 电液伺服系统高频非线性控制技术研究 国家级
谢宜含

(9171010E0202)
米轶泽(9171010F0513)、
朱静静(917101630106)

姚建勇 机械工程学院

18 液压泵智能装配车间布局及智能工作台设计 国家级
夏然

(9171010E0201)
朱阅微(9171010E0540)、
朱新向(9171010E0539)

汪惠芬 机械工程学院

19 便携式多组分气体浓度检测仪设计 国家级
李益明

(917101170125)
胡涵旭(917109160217)、
许云帆(917103860140)

卜雄洙 机械工程学院

20 非开挖水平定向钻进导向仪的设计与研究 国家级
任希佳

(917101170108)
翁祖康(9171010F0326)、
徐涵雨(9171010F0403)

吴键 机械工程学院

21
用于水产品物流过程中抗生素残留检测的核酸适

配体芯片研制
省级

夏天
(9171010F0426)

于敏桐(9171010E0503)、
白婉辰(9171010E0601)

万莹 机械工程学院

22 镧系金属碲化物纳米热电材料 国家级
徐博慧

(917103860137)
胡嘉恒(917103350210)、

祝龙(917103860246)
徐骉 化工学院

23
阳极氧化法制备多孔氧化物/纳米管的生长机理及

应用
国家级

李溥滢
(917103860404)

徐浩卿(917103860138)、
黄浩(917103860119)

朱绪飞 化工学院

24
磁电响应型螺旋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其吸波性能研

究
国家级

方晨晨
(917103860605)

陈艳霞(917103860604) 董伟 化工学院

25
星型聚合离子液体基复合固体电解质的制备及其

锂、钠电池应用
国家级

凌灿辉
(917103860505)

陈梦玲(917103860603)、
谢泽辉(917103860640)

杨勇 化工学院

26 高性能固态柔性超级电容器器件的设计及制作 省级
王雨萱

(917103860312)
李娟(917103860308)、付

权圣(917103860617)
应宗荣 化工学院

27
Fe(II)自旋转换传感材料的制备及其酸碱变色响应

性质的研究
国家级

孙志伟
(917103350115)

蔡蔚(917103860501)、杨
拓(917103350103)

暴欣 化工学院

28
面向抗生素去除的低成本高效可磁分离复合纳米

吸附材料研究
国家级

张逸凡
(917103860541)

钱程(917103860226)、林
佳阳(917103860504)

张树鹏 化工学院

29 纤维素氟改性及其负载催化研究 国家级
陈影

(917103860302)
陈薇(917103860301)、陈

志涛(917103860316)
蔡春 化工学院

30
二月兰中天然染料的提取及其在染料敏化纳米晶

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
国家级

郑志源
(917000730028)

曾胤宁(917103350118)、
周明浩(917108180143)

方敬坤 化工学院

31
（思政）高能炸药HMX@聚苯胺核壳结构材料可

控构筑及性能研究
国家级

应宇杰
(917103860642)

赵旭阳(917103860643)、
康唐(918103860126)

谈玲华 化工学院

32
芳纶纳米纤维/聚苯胺/多壁碳纳米管三元杂化薄膜

的制备及其电化学行为研究
国家级

詹小婉
(917103350104)

麦伟泉(917103860225)、
王艺凝(917103860409)

贾红兵 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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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双过渡金属硫（磷）化物异质耦合材料的制备及

其电催化水分解性能研究
省级

李孟秋
(917103860503)

许泽(917103860141) 王娟 化工学院

34 过渡金属催化不对称烯丙基取代反应的研究 省级
邹佳雨

(917000730009)
包佩瑜(917103860601) 何英 化工学院

35 基于无线信道状态指纹信息的室内定位技术研究 省级
唐荣顺

(9171040G0927)
闫宇晶(9171040G0910)、
刘嘉雯(9171040G1006)

桂林卿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36
基于导航和视觉信息融合的车辆无人驾驶感知系

统设计
国家级

胡焰铭
(917104330117)

蔡宇峰(917104330108)、
高睿(917104330112)

肖泽龙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37 超低功耗远程无线定位系统研制 省级
周驾伦

(917104330156)
王沁怡(917109160113)、

高尚(917107820403)
王宏波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38 可组网低成本周界雷达设计与实现 国家级
陈彦文

(9171040G0512)
崔恒僖(9171040G0504)、
张智淞(9171040G1039)

顾红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39 雷达目标图像智能解译理论与方法研究 国家级
胡源源

(9171040G0516)
陈椿元(9171040G0613)、
刘巧煜(9171160D0106)

陶诗飞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40
园阵雷达数据采集和基于GPU的软件化雷达信号处

理实现
国家级

施皓天
(9171010E0124)

冯靖凯(917104330111)、
刘辰(917113370107)

苏卫民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41 全双工方向调制无线网络关键技术研究 国家级
陈诺

(9171040G0302)
尹骏烽(9171040G0433)、
王先强(9171040G0930)

束锋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42 基于区块链的物联网资源管理平台设计 省级
车宇轩

(9161040G0912)
李彦平(9171040G0204)、
曹烨天(9171040G0912)

钱玉文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43 3D打印双极化辐射计天馈系统 省级
魏孝政

(9171040G0733)
吴礼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44 电子设备平台场-路综合防护设计研究 国家级
毛东兴

(9171160D0529)
张欣怡(9171160D0216)、
杨雅帆(9171160D0412)

丁大志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45 基于深度学习的协议序列研究 国家级
康雅洁

(9171040G1005)
俞汉清(9171160D0438)、

石泽(917104330130)
张一晋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46 基于射频的牙齿美白技术研究 国家级
陈文颖

(9171040G0801)
何明轩(9171040G0715)、

罗涛(9171040G0726)
洪弘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47 宽带宽角扫描紧耦合阵列天线研究与设计 国家级
陆开

(9171040G0421)
陆艺文(9171040G0106)、
李晓宇(9171040G0104)

陈如山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48 基于FPGA的10G智能网卡设计 省级
宋汶钊

(9171040G0623)
王慧赋(9171040G0629)、
张海均(9171040G0637)

李洪涛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49
IV-V族二维半导体器件中电子输运的数值仿真与

优化
国家级

陈俊山
(9171040G0813)

张铮琪(9171040G0310)、
宋家欣(917104330132)

曾晖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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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智能驾驶多传感信息融合导航算法研究 国家级
赵晗馨

(9171160D0513)
崇保林(917116150209)、
徐铭泽(9171040G0811)

彭树生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51 经过无序介质的光场调控与成像方法研究 国家级
刘恺欣

(9171040G1007)
王宇航(9171040G1228)、

王梓豪(917108260141)
辛煜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52 共平台和异平台的多传感器信息配准和数据融合 国家级
张纯杨

(9171040G1236)
笪庆(917103860615)、张

昊德(9171040G1237)
韩玉兵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53 基于全场光学断层图像的癌症诊断方法研究 国家级
刘娴滢

(9171630Q0101)
许英杰(9171630R0120)、
甄宇轩(9171630R0124)

高万荣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54 微波光谱仪的气相进样装置研究 国家级
谭浩洋

(9171040G0626)
杨妙玲(9171040G0309)、
黄晨博(9171040G0616)

孙铭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55 基于深度学习的异源目标匹配和实现 国家级
沈家瑞

(9171040G0321)
林伟(9171040G0522)、金

乐轩(9171040G0519)
隋修宝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56 用于核放射探测的紫外光子计数器技术研究 国家级
张国华

(9171040G1137)
葛晓玲(9171040G1001)、
王元贺(9171040G0931)

钱芸生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57
基于激光探测和图像处理融合的智能小车环境感

知研究
省级

赵晟皓
(917103860243)

周木春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

院

58
抗GAN攻击的联合深度学习隐私保护技术研究与

实现
国家级

陈搏为
(917106840417)

侯闻达(917106840319)、
朱江河(917106840249)

付安民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59
基于空谱相似表征的高光谱遥感图像三维信号相

关区选取算法研究
省级

梁雅婷
(917106840706)

蔡彦斌(917106840101)、
耿祝良(9171010E0606)

傅鹏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60 图谱融合的高光谱目标检测方法与系统 国家级
杨舒桦

(917106840310)
刘金雨(917106840730)、
何智静(917106840205)

吴泽彬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61 基于高光谱图像的近距离显著性目标检测 国家级
皋婕

(917106840601)
杨智钦(917106840641)、
季泽华(917106840723)

陆建峰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62 基于集成学习的高光谱遥感图像分类 国家级
罗思琪

(917106840206)
王云飞(917101170138)、
徐望昊(917106840243)

曹国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63 便携式高光谱遥感图像信息提取系统 国家级
傅晓航

(917103860514)
武兴华(9171100Y0222)、

王贺(917106840238)
孙晋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64
基于双栅线投影相机阵列系统的三维测量融合计

算
国家级

何沐
(917106840318)

周琪(917106840313)、常
志伟(917106840315)

金忠、刘
聪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65 细粒度的Android恶意应用检测方法研究与应用 国家级
李明语

(9171010E0513)
钱提鹰(917106840335)、

余吉(917108260110)
徐建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66 （创客）乐曲内容的自动分析识别 国家级
田英磊

(917113100116)
尚思锋(917106840135)、

李潇(917106840527)
崔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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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越野环境下陆上智能无人系统可行驶区域检测研

究
省级

孙永正
(917106840336)

邵蒙恩(917106840734)、
侯哲衡(917103860117)

宫辰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68 胸片图像分割与配准方法研究 国家级
王烨欢

(917106840143)
汪天豪(917106840236)、
吴世豪(917106840242)

李敏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69 基于PNAS技术的新零售客流量分析软件 国家级
侯柳竹

(917106840603)
张睿(917106840644)、孙

琳(917106840710)
练智超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70 典型目标机器人艺术绘制技术研究 国家级
侯祥鹏

(917106840425)
周霜(917106840614)、王

超(917106840237)
刘永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71 基于语义挖掘的新闻事件情感分析技术 省级
高雅

(917106840303)
葛文燕(917106840203)、

冯爽(917106840621)
张琨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72 基于激光里程计的大范围SLAM技术 省级
罗丹丹

(917108260106)
杨佳雨(917103860143)、
程云苓(917108260101)

郭剑辉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73 虚拟海洋漫游交互系统 省级
范恒旭

(917106840421)
戴皓天(917106840419)、
徐嘉森(917106840442)

王贝贝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74 退化图像的贝叶斯后验估计复原方法研究 省级
曹大鹏

(917103860413)
黄海浪(9181040G0818)、

尚子渝(917113100115)
黄婵颖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75 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人脸年龄合成 省级
王体

(917106840341)
赵梦媛(917106840312)、
黄艳燕(917106840304)

孙运莲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76 基于深度学习的多模态社会化媒体情感分析研究 省级
陈丹蕾

(917107820103)
苏旺(917107390133)、江

天玥(917107820405)
吴鹏 经济管理学院

77 经济新闻大数据中的中国城市画像构建研究 国家级
黄欣妍

(917107390105)
马芮(917107390110)、马

玉琴(917107390111)
陈果 经济管理学院

78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合作的时空演化分析及发

展启示
国家级

冯海娇
(917107390103)

陈巧钰(917107390102)、
洪贇(917107390125)

颜端武 经济管理学院

79 基于国家基金资助的人工智能前沿识别与分析 国家级
刘城

(917107820329)
廖林望(917107390129)、

丁倩(917107820402)
王曰芬 经济管理学院

80 基于文本分析的上市公司前瞻信息与投资决策 国家级
郭昱萱

(917107820106)
施梦甜(917107820110)、
叶纪鑫(917107390141)

邓德强 经济管理学院

81
结合情境数据的脸书替代计量指标多元化内涵识

别研究
国家级

张荦怡
(917107810326)

张啸鸣(917107390142)、
林子琪(917107390108)

余厚强 经济管理学院

82
面向新生代员工的绩效辅导模式及其效应研究：

情绪管理视角的分析
国家级

胡迈文
(917109540109)

于森洋(917107820120)、
辛晓琪(917107820118)

陈丽芬 经济管理学院

83 基于客户细分的短信广告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国家级
宗慧源

(917107390118)
熊国旭(917107390138)、
王凯月(917107390113)

李莉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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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网络环境下异质复杂大群体FCM聚类模型设计及

应用研究
国家级

张若楠
(917115450126)

杨田(917107820416)、周
露尊(917107820222)

江文奇 经济管理学院

85 基于学术论文全文的未来潜在新兴话题发现研究 国家级
李志诚

(917107390128)
郝雯柯(917107390104)、
钱昱辰(917107390112)

章成志 经济管理学院

86
企业市场势力及其环境污染治理决策：基于上市

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省级

邱铄
(917115450131)

张莹(917107820125)、何
淑芸(917107810310)

谢荣辉 经济管理学院

87
社会创业合法性与社会企业资源获取：基于制度

复杂性视角的解读
国家级

王韦
(917107810118)

洪一钊(917107820129)、
陈丽娟(917107820302)

周小虎 经济管理学院

88 基于压电-电磁复合俘能的风致振动发电系统研究 省级
郭麟阁

(917108180119)
吴想(917108180138)、吴

锦(917108180137)
陈远晟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89
结合双层非晶硅光伏幕墙热电耦合作用机理的室

内供暖空调负荷修正计算方法研究
省级

王志远
(917108260140)

何俊杰(917108260121)、
蒋平(916108260123)

章文杰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90 高机动有控旋转稳定弹动力学设计与仿真 省级
刘天翔

(917108320118)
王浩宇(917108320125)、
刘明阳(917108320117)

常思江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91 旋翼无人机自主停靠、起降控制系统设计 省级
王享晟

(917108320126)
王冰凯(917108320124)、
马浩峻(917108320120)

陈伟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92 低温电解质材料的制备和性能稳定性评价 省级
牛鹏豪

(917108670143)
罗旭雯(917108670105)、
李泽庆(917108670136)

王芳芳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93
（思政）农林废弃物类固废选择性调控制备高品

质生物油
省级

丁雪楠
(917108670101)

谢佳伟(917108670110)、
李昂(917108670133)

张书平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94
用于膜蒸馏海水淡化的超疏水微孔膜的制备及性

能研究
省级

莫正阳
(917108180225)

于秀雯(917108180208)、
陈怡程(917108180202)

陈雪梅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95 复杂环境气溶胶光学特性建模和表征技术研究 省级
程永强

(917108180115)
方明杰(917108180116)、

刘璐(917108180104)
韩玉阁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96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便携受控箱定位监控系统设计

与研发
国家级

沈颖
(9171100Y0203)

王怡(9171100Y0306)、胡
乙丹(9171100Y0201)

张捷 自动化学院

97 电动汽车动态缓行无线充电系统设计 国家级
陈逸丁

(9171100Y0106)
沈施炜(9171100Y0114)、

张宇(9171100Y0124)
李强 自动化学院

98
长寿命高功率密度电流断续降压功率因数校正变

换器研究
国家级

吴桐
(9171100Y0324)

杨凡(9171100Y0326)、高
扬凯(9171100Y0309)

姚凯 自动化学院

99
（思政）自动装填机械臂的控制系统设计及智能

算法研究
省级

高业林
(9171100Y0210)

刘文倩(917103860104)、
陈宛奇(917109160101)

单梁 自动化学院

100 智能居家养老服务机器人设计 国家级
孔维一

(9171100X0325)
徐淼(9171100X0440)、黄

鸿(9171100X0418)
吴益飞 自动化学院

第 6 页，共 10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拟设级别 项目负责人 其他组员 指导教师 所属学院

101 配电线路维护机器人双臂手眼协同作业方法研究 国家级
曾昱琳

(9171010F0328)
周奕彤(9171010F0332)、
赵宇桥(9171010F0330)

郭毓 自动化学院

102 一种基于Kinect的人体姿势矫正系统设计 国家级
郑琪星

(9171100X0208)
毛玲(9171100X0103)、杨

世睿(9171010E0134)
王建宇 自动化学院

103 基于4G无线通信的电池状态信息采集系统 省级
李若愚

(9171100X0225)
姜川(9171100X0219)、张

雨涵(9171100X0246)
孙金磊 自动化学院

104
穿戴式康复运动型膝关节外骨骼系统设计与控制

研究
国家级

王璐
(9171100X0310)

陈柏滔(9171100X0212)、
张咏渤(9171010F0234)

王浩平 自动化学院

105 机场智能巡界机器人控制系统设计与开发 国家级
赵栩鹤

(9171010F0103)
张天亮(9171010E0139)、

田庆(9171010F0119)
郭健 自动化学院

106 基于Rockwell PLC的运动控制系统设计 省级
高琦昕

(9171100Y0109)
朱铖(9171100Y0131)、周

立波(9171100Y0130)
张永 自动化学院

107 一种基于多AGV的仓储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省级
陈力成

(9171100X0318)
黎文卓(9171100X0223)、
彭一凡(9171100X0230)

何新 自动化学院

108 四旋翼无人机室内自主避障控制技术研究 省级
李润梓

(9171100X0224)
王伟(9171100X0238)、黄

海洲(9171100X0218)
戚国庆 自动化学院

109 基于并联机器人的物品分拣控制系统的开发 国家级
陈敏佳

(9171100X0301)
包文彬(9171100X0410)、
陆惠贤(9171100X0307)

孔建寿 自动化学院

110
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老年人护理需求识别技术研

究
国家级

唐自强
(9171100X0337)

陈洞明(9171100X0316)、
白月(9171100Y0401)

孙瑜 自动化学院

111 智能爬楼梯轮椅设计 国家级
郭肥

(917101170101)
丁应和(9171010E0306)、
狄鸣洋(9171100X0111)

陈庆伟 自动化学院

112 不良驾驶行为的监测方法及仿真研究 省级
袁钱磊

(9171100X0345)
薛嘉欣(9171100X0343)、

王强(9171100X0340)
吴晓蓓 自动化学院

113 “懂你”的智能方向盘设计与开发 国家级
许荣鑫

(9171100X0143)
刘欣伟(917103860327)、

李卿(9171100X0424)
郭唐仪 自动化学院

114
基于英飞凌MCU的环境空气质量智能检测系统的

设计
省级

储浩宇
(9171100Y0409)

李璐璐(9171160D0205)、
朱佳健(9171100Y0331)

吕广强 自动化学院

115 (创客)密文数据库及其应用研究 国家级
宋心玉

(917113080102)
周展(917113590115)、段

玮洁(917113700104)
许春根 理学院

116 不确定随机环境下期权定价问题探讨 省级
吴晔雨

(917113590127)
王天艺(917113590126) 朱元国 理学院

117 (思政)贫困山区危旧人行桥梁加固方法创新与实践 国家级
石浩

(917113250211)
张宇杰(917113250218)、
聂书兴(917113250209)

张于晔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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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宇航飞行器气囊式着陆器气囊结构设计 省级
周子龙

(917113250118)
黎栿釜(917113250109)、
吴雨沁(917113250103)

陈建稳 理学院

119 柔性机器人接触机理的理论与实验研究 省级
章永琦

(917113370118)
邹一鸣(917113370219)、
杨翌豪(917113370117)

沈煜年 理学院

120
基于机器视觉的南水北调渠道砼面板自动巡检系

统研发
国家级

林泊锟
(917113250206)

邵谢坚(917113250210)、
杨程翔(917113250215)

丁勇 理学院

121
连续激光作用下碳纤维复合材料的损伤特性与其

结构的相关性研究
省级

孙佳鑫
(917103860525)

陈重全(917113100106)、
杨心蕊(917113100104)

沈中华 理学院

122 基于Gauss过程的图像超分辨率重建方法 国家级
杨明博

(917113700132)
彭鹏(917113700126)、吴

贞宇(917113700129)
张军 理学院

123 动态声场的光学可视化以及结构散射研究 省级
于涛

(917113100121)
曾超(917113100123)、杨

炯(917113100120)
阚威威 理学院

124 日语派生词形在线表征模型构建 国家级
唐斯琦

(917114740116)
薛冠华(917114740119)、
胡芮华(917114740110)

张鹏 外国语学院

125 《甲骨文》研究 省级
雷佳艺

(917114070206)
郭琼穗(917114070203)、

杨晨(917114070321)
张卫东 外国语学院

126
汉语方言接触中的鼻韵尾音变研究——以温州话

和如皋话为例
省级

张心雅
(917114070225)

陈艳阳(917114070302)、
、王佳正(917114070215)

陈莹 外国语学院

127 中国大学生汉语请求类言语行为的调查研究 省级
朱钰佳

(917114070126)
郑欣然(917114070124)、
丁俐文(917114070103)

景晓平 外国语学院

128
（思政）大学学生干部话语中的领导人角色意识

与角色建构研究
国家级

刘永欣
(917114070310)

陆琪(917114070312)
张丽萍、

王蓉
外国语学院

129
（创客）从管理到服务：探索城市社区“网格化管

理”的优化途径——以月牙湖街道为例
国家级

许霞
(917115050125)

周晓訸(917115050130)、
林玮玮(917115050112)

李学斌 公共事务学院

130
(思政)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基于江

苏抗日纪念遗迹的研究
国家级

刘思颖
(917115450116)

林雅惠(917115450114)、
龙敏杰(917115450118)

章荣君、
宁超

公共事务学院

131
《本土导向的社会工作胜任力指标体系研究——

以江苏省调查为例》
国家级

毕灵斐
(917115050101)

李富强(917115050133)、
韦洢(917115050123)

刘米娜 公共事务学院

132
反应合成TiC和SiC双相增强高熵合金FeCrCoNi基复

合材料
国家级

赵月
(9171160D0312)

李雨露(9171160D0206)、
沈琳(9171160D0210)

朱和国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33
水钠锰矿/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储钠性能研

究
国家级

衣红
(9171160D0214)

黄愉(9171160D0504)、沙
周成(9171160D0534)

夏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34
二维Bi2WO6超薄纳米片及其复合催化剂的控制合

成与性能研究
国家级

刘思聪
(9171160D0208)

庞奔(9171160D0331)、涂
燕(9171160D0211)

王雄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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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高性能环境友好型SnTe纳米热电材料研发 国家级
何田田

(9171160D0404)
左心如(9171160D0415)、

郑瑶(9171160D0514)
唐国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36
基于3D打印制备巨磁熵变材料及其显微结构、磁

性能研究
国家级

张怡临
(9171160D0311)

王星仪(9171160D0307)、
陈楚尧(9171160D0501)

徐桂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37
铁基氧化物/电解液协同储能体系的化学改性调控

及其非对称器件性能研究
国家级

李瑶瑶
(9171160D0303)

宋佳悦(9171160D0304)、
梁龙(9171160D0326)

翟腾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38
具有植物构造的中空陶瓷纤维的制备及隔热性能

研究
省级

赖俊杰
(9171160D0225)

张静雯(9171160D0215)、
殷福艳(9171010E0402)

王天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39 大尺度高强结构等离子弧增材制造技术研究 省级
张良昊

(917116150128)
陈耀龙(917116150108)、
张永锋(917116150129)

冯曰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40
镍基合金表面MoSi2/SiC复合梯度涂层的激光熔覆

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省级

黄淑贤
(9171160D0405)

王雪超(9171160D0336)、
卫宁馨(9171160D0309)

杨森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 （创客）小型辐射剂量监测无人车的设计与研究 省级
张旭果

(917102610125)
廖攀(916102610114)、冯

熙(917102610108)
刘颖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142 铁氧化合物的改性及其电催化固氮性能的研究 省级
张钰

(917102270118)
沈佳铭(917103860309)、

梁初(917102270106)
江芳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143 客体分子对膦酸铀酰MOFs质子传导性能的调控 国家级
道日敖

(917102610101)
常吉(917102610104)、沈

舒恒(917102610118)
郑滔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144
生物表面活性剂用于原油污染物的高效无害化降

解处理
国家级

孙立恒
(917102380126)

吕福锦(917102380125)、
杨帆(917102380111)

龙旭伟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145
生活垃圾填埋场抗生素和抗性基因污染特征及其

环境风险评估
省级

张治川
(917102270135)

冯优(917102270122)、陈
飞宇(916108670113)

许赛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146 新型固定化酶载体的制备与应用 国家级
黄晗

(917102380116)
王举政(917102380128)、
李曦杰(917102380120)

李大力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147
（创客）源库与实验室实时辐射监测数据查询系

统
省级

王子铭
(917102610119)

马尧(917102610116)、周
煜杰(917102610128)

高乾宏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148
基于RFID技术和zigbee局域网协议的居家老人信息

收集分析与反馈的安全监控系统设计研究
国家级

桂浒丁
(9171040G0815)

尹新江(9171040G0434)、
符毅锟(9171040G0814)

徐伟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149
基于弹性景观理念的公共空间设计研究 ——以南

京理工大学水杉林改造为例
省级

贡若玉
(917109940102)

谢梦雯(917109940109)、
金成龙(917109940227)

曹田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150
校地融合的双创文化空间设计研究——以南京理

工大学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为例
国家级

黄博韬
(917109940226)

曾少更(917103350220)、
孙彦捷(917109940213)

张轶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151
文创产品的“中国符号”使用及对国家形象传播的影

响
国家级

刘宇薇
(917109540111)

孙樱芝(9161040G0907)、
胡炜莘(917109540110)

沈捷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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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短视频中表情道具对大学生的实际应用——以抖

音中的Faceu激萌为例
国家级

陈志增
(917109540128)

臧业扬(917109540137)、
丛静(917109540104)

骆冬松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153
（思政）红色革命文化在鄂豫皖红色纪念馆景观

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省级

王雨琦
(917109940107)

阎子晗(917109940111)、
徐超颖(917109940110)

曹莹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154
（思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中的有效

传播研究
省级

黄思行
(917109540134)

王心仪(917109540112)、
徐捷(917109540136)

卢晓云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155
（思政）城市住宅小区中的产权人身份冲突与和

谐社会的法治构造
省级

郭枫
(917163040108)

陈钰烨(917163040104)、
孙灏程(917163040142)

方江宁 知识产权学院

156 我国网络个人救助众筹的现状、问题及其应对 省级
陈雨卉

(917115450105)
孙雅仪(917163040126)、
何婧怡(917163040110)

吴广海 知识产权学院

157 校园外卖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省级
张鑫

(917163040135)
宋进(917163040141)、彭

诗傲(917163040121)
陈太清 知识产权学院

158 气液两相连续旋转爆轰发动机起爆特性研究 国家级
吴俊辉

(917000710016)
朱炎天(917000710025)、

顾津(917000710002)
翁春生 重点实验室

159 非对称弹头弹丸入水弹道试验研究 国家级
宋立

(9171010F0318)
于海月(9171010F0304)、
介百冰(9171010F0312)

陈志华 重点实验室

160
基于侵彻能力和散布均匀性的前向聚焦破片战斗

部设计
省级

段佳宁
(9171010F0610)

王秋阳(9171010F0628)、
董高雄(9171010F0609)

王金相 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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