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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1 

————————————————————————————————————————— 
一、 项目名称：机器人比赛项目-便携式反恐排爆机器人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田树飞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钟思政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专业  

倪嫣然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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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控制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涉及一种便携式排爆机器人，包括机器人本体和上位机，机器人本体和上位机之间通过

有线或无线通讯连接。该机器人体积和重量较小，可以人工搬运，而且能搭载小型机械手和排爆装

置进行反恐排爆作业，能有效减少人员伤亡的风险。机器人工作原理为：操作者先给上位机上电，

然后通过控制面板输入指令，控制单元收到指令后执行相应操作。当需要执行排爆任务时，由控制

单元启动驱动单元，实现机器人整体的行走，操作者通过履带底盘前端的摄像头传回上位机的图像

来搜寻爆炸物。当爆炸物位置确定后，先控制机器人运动到爆炸物附近停下，然后通过相应按钮控

制机械手的大臂、小臂以及手爪，结合摄像头所拍摄的图像信息实现对爆炸物的抓取，机器人成功

控制住爆炸物后立即送到安全区域，从而避免造成人员伤亡。  

六、项目图片： 

        

         图 1 机器人三维图                图 2 机器人实物图      图 3 机器人利用前摆越障 

七、项目创新点： 

1、小型化、轻量化设计，可实现人工搬运，便于携带至排爆现场。 

2、底盘的前摆部分采用电动推杆驱动，通过合理设计实现前摆的转动，使得机器人能够顺利越

过台阶等障碍物，电动推杆在提供足够的推力的同时，进一步减轻了重量。  

八、项目成果情况： 

1、申请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履带底盘”，申请号：201821497963.7 

2、申请发明专利“一种便携式排爆机器人”，申请号：201811069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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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2 

————————————————————————————————————————— 

一、项目名称：基于威德曼效应的自校准磁致伸缩位移测量仪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叶秉诚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张鹏宇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赵伟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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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测试与虚拟仪器技术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针对目前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受温度影响较大，温度补偿效果有限，单次测量位置单一等问题，

设计了基于 STM32 和 TDC-GP21 的自校准磁致伸缩位移测量仪。自校准式测量方法可消除环境等对

测量仪测量的影响。多磁环结构及其相应的信号调理电路配合 TDC-GP21 可实现单次多点高精度测

量，非线性误差<0.1%。采用 STM32 作为主控芯片，与上位机间通过无线收发模块可实现远距离、

高速数据通信。上位机程序可通过指令控制传感器的工作模式，STM32 程序则将传感器工作状态实

时发送给上位机电脑。电路简单，测量不易受工作温度等影响，远距离数据通信使其在工业实际测

量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六、项目图片： 

        

 

 

 

 

 

 

 

         图 1 上位机程序前面板               图 2 自校准位移测量仪原理样机 

七、项目创新点： 

1.利用多磁环的硬件结构和简单的信号处理电路，可以实现传感器的自校准功能，从而消除了

工作环境、张丝拉力等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2.采用无线通讯的方式，上位机电脑可对传感器进行远距离控制及数据接收等，在工业应用中

实用性较强。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基于威德曼效应的自校准磁致伸缩位移测量仪的设计结题报告，发表一篇核心期刊学术论文。 

2.自校准位移测量仪原理样机，实现了创新的自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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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3 

————————————————————————————————————————— 

 

一、 项目名称：心脏窦房结电图记录仪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孙熠芃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何  迎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林济宁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周严   职称：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智能测试技术及仪器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窦房结是心脏的起搏细胞，窦房结电图是临床评价窦房结功能、诊断窦房结病变的直接依据。

本项目研制集低噪声放大器、数据采集、无线数据传输于一体的小型窦房结电图记录仪，实现心脏

窦房结电图的体表实时无创记录。  

六、项目图片： 

       

        图 1 前置电路 PCB 实物       图 2 体表电极      图 3 后置存储 Wi-Fi 电路的 PCB 实物 

七、 项目创新点： 

1.前置放大器基线漂移的抑制； 

2.窦房结电图的 Wi-Fi 无线传输。 

八、 项目成果情况： 

1.有关论文论文已经在期刊《数字化用户》2018 年 40 期发表。 

2.基于传统多级心电图放大器院里的设计的前置放大器制作调试完成，数据采集与无线传输电

路板已经基于 STM32 开发板和 GS2011Wi-Fi 开发板完成了数据采集、数据无线传输的功能验证性调

试，并已完成了 PCB 板的设计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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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4 

————————————————————————————————————————— 

 

一、 项目名称：近场超声自悬浮与自行走微型智能机器人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李闻钰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专业（卓工）       

徐志寒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专业（卓工）  

吉朝晖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朱志伟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微纳柔性机器人系统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为了实现微型智能机器的自行走，设计了一个以压电结构为驱动的微型机器。对该结构的机械

振动，压电耦合，行走速度等进行研究。首先，根据自行走运动的需要对机械结构进行三维建模。

然后，对机械结构进行模态分析，找出自行走所需要的伸长模态，弯曲模态，扭转模态。其次，为

了使三种模态耦合共振实现行走，需要对机械结构的尺寸进行不断优化，使三种模态频率尽可能的

相近，从而使模态更好的共振。最后，根据模型加工出实物，进行实验测试，通过不同的频率激励，

对比得到的速度，找出使微型机器自行走的最佳频率。 

六、项目图片： 

    

图 1 结构三维模型图          图 2 模态分析图              图 3 实物图 

七、项目创新点： 

1.该实物的主体材料采用航空铝，可使实物在行走过程中减少阻力；该结构中间的长方体腹板

设计使得在仿真时易于寻找该结构的扭转模态，同时使得该结构处于对称状态，提高稳定性。 

2.此结构设计可使得结构的伸长，弯曲，扭转三个模态在压电激励后实现共振，使结构不仅可

以沿一个方向运动，还可以接着进行反向运动。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实物：在 21.5KHz 激励下，自行走运动最大速度为 8.8*10-2μm/s；当两输入频率相位差为π

/6，π/2，π时便可实现在沿一个方向运动后进行反向运动。 

2. 本项目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为《超声自行走精密定位机构》，投稿期刊为《压

电与声光》（中文核心 CSCD 期刊），已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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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5 

 

一、项目名称：生命体征监测的可穿戴网络系统研发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周寒珣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杨新格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孙  玥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吴键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智能测控技术、传感网络及信号处理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现代人的工作、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生命体征（体温、脉搏、血压等）的实时、在线监测在

远程医疗、智能家居和居家养老等领域需求明确、意义重大。本项目将基于物联网技术，研发用于

中西医融合的生命体征监测的可穿戴网络系统。 

六、项目图片： 

                   

图 1 论文录用通知                           图 2 获奖情况 

七、项目创新点： 

本科研项目主要针对血压测量方法的创新，涉及传感器设计、数据采集和处理等模块，首先完

成过程中测量电路、信号调理电路、ADC 采集模块、微处理模块的编程设计，接着完成脉搏波信号

采集，在计算机端软件中采用已获得的大量健康人群血压参数的数据进行拟合，从而得到血压值，

最后完成所有模块的整合，实现各数据的测量。  

八、项目成果情况： 

作品能够基本实现人体体温、脉搏、血压和中医脉诊数据的测量，并在上位机管理端上对数据

进行备份、查询和存储。整个系统尽可能考虑到低功耗、结构简易、使用灵活等要求。与此同时，

测量精度达到一定要求： 

温度采集：误差不超过±0.5℃ 

脉搏采集: 测量误差≤4 次/min 

血压采集: 测量误差≤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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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6 

 

一、项目名称：具有成型制造意识的压电致动椭圆振动器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刘  绮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叶凯欣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宋逸凡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杨晨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塑性成形和微成形方面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随着现代技术对具有特殊机械特性的微结构元件的需求日益提高，对其精密加工技术的要求也

大幅度提高，因此提出椭圆振动切削方法，通过使用压电驱动及柔性机构导向技术得到的空间椭圆

辅助切削具有纳米定位精度。而科学研究朝着更精细的方向进行及应用，因此空间椭圆切削的优越

加工性能及其精度具有重要研究意义。本项目致力于对压电致动椭圆发生器的研究与实现。本项目

目标是利用压电驱动及柔性结构导向技术，产生具有纳米定位精度的空间三自由度平动以创成空间

椭圆辅助切削。 

六、项目图片： 

 

     

 

       

      图 1  所设计的装置结构图     图 2 三维振动椭圆轨迹图      图 3 实物图（未加压电） 

七、项目创新点： 

1、优化参数使装置最终满足高频率和大行程、高精度的要求是项目的重点。 

2、过程中，必须使柔性机构按预想的方向进行导向及变形，使刀具沿理想的振动轨迹运动。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本项目研究已申请受理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基于柔性铰链技术的压电致动椭圆振动器”，申

请号 201821124533.0； 

2、本项目已加工得到实物，等待后续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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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7 

 

一、项目名称：无人驾驶赛车的规划决策及运动控制设计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储成龙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火箭弹专业  

夏乾鑫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车辆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良模   职称：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车辆系统动力学及仿真、汽车总成及关键零部件的 CAD/CAE/CAM 研究等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确定了我校无人驾驶赛车的一种分层式体系架构。其中感知层、规划层、执行层等模块

层次分明，前者的输出结果为后者的输入。感知层利用 ZED 双目相机并采用二分类法等算法实现对

环境的识别处理。规划层采用 A*算法对局部地图进行路径搜索，求解最优路径。执行层则利用线控

制动和转向实现对车辆的控制。 

六、项目图片： 

                   

   图 1 二分法测试效果              图 2 线控转向原理图             图 3 线控制动装置 

七、项目创新点： 

1.本项目所使用的双目视觉感知方法，是一种新型的环境感知方式，除了能够判断出障碍物的

位置和形状外，还能够识别出障碍物的颜色。 

2. 线控制动装置摒弃了以往繁杂庞大的机械结构，使用轻巧的结构材料、简单的传动方式以及

便于拆装的结构形式，十分适用于大学生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 

八、项目成果情况： 

1.环境识别上，正在用双目相机测试识别算法，直线行驶时能确定桩桶的位置和形状，但转弯

过程中由于视角的限制，双目摄像机并不能及时捕捉弯道结束后的障碍物信息，导致车辆在过弯的

时候有一段时间的视野缺失，这套算法离实际运用还有一定的距离。 

2.路径规划上，在栅格建模的基础上能用 A*算法对局部地图进行路径搜索，但在路径平滑处理

上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 

3.执行控制上，基本上完成了无人化改装机械部分的工作，成功完成了线控制动装置的设计、

出图、加工和装配，并申请了相关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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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8 

 

一、项目名称：发射装置缓冲器设计及其力学特性分析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王子涵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李  萱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装甲车辆工程专业  

于小川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葛建立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非线性动力学仿真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太空结构多为轻质合金，发射装置在工作过程中承受剧烈的冲击载荷，为了防止发射过程中结

构损坏并能实现后坐和复位功能，为发射装置添置一种既能够满足缓冲性能要求，又能够满足太空

使用的轻量化、小型化和可靠性要求的缓冲器，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次科研训练针对一种特定结构

与边界的发射装置，设计了一种并联一体式环形弹簧缓冲器。完成了环形弹簧设计与缓冲器建模，

分析了后坐运动的规律，并进行了数值仿真、零部件的有限元分析与实物样机试验。 

六、项目图片： 

    

图 1 环形弹簧缓冲元件       图 2 缓冲器样机装配                图 3 缓冲器样机实验 

七、项目创新点： 

1. 将支承与导向结构融于缓冲单元中，完成缓冲功能的同时为发射装置提供支承与导向。 

2. 取消了连接在外壳上的多组导轨与支架，结构更加简单紧凑，装置的可靠性得到提高。 

3. 零部件结构简化，便于加工与装配。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并联一体式缓冲器实物模型一套； 

2. 并联一体式缓冲器三维模型与二维工程图纸一套； 

3. 缓冲器有限元分析模型一套； 

4. 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一种双联式环形弹簧缓冲装置”已完成受理； 

5. 缓冲器冲击实验实验大纲与实验数据一套； 

6. 科研训练结题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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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9 

 

一、项目名称：大学生方程式赛车的后轮线控电动转向控制系统的研究设计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林洁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专业 

杨威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殷德军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车辆电子电气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当前汽车主要采用前轮转向，而传统的前轮转向在汽车低速行驶时，由于受到车轮最大转

角的限制，转弯半径较大，无法获得较高的机动性；在高速时，由于横摆角速度和侧向加速度

较难控制，导致转向时操纵稳定性较差，甚至发生翻车现象等。本课题根据前轮转角信号和轮

速信号，实时控制后轮转向角，既能够减小低速时的转弯半径，又能够提高高速时的车辆稳定

性。 

六、项目图片： 

        

图 1 整套后轮转向实物图                    图 2 单片机程序的逻辑框图 

七、项目创新点： 

1.采用单独的电机作为后轮主动转向的动力源 

2.运用传感器进行后轮转向的实时控制 

3.采用 PWM 调速的方式调节电机的转速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实物作品：一套后轮主动转向电控设备（包括机械结构），能实现后轮根据采集到的前轮转

角信号及轮速信号输出不同的转速和转向。 

2. 后轮转向装置机械部分专利一篇 

专利名称 项目成员是否为第一发明人 申请号 专利类型 

一种后轮转向装置 是 201820564351.9 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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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0 

 

一、项目名称：无人驾驶机器人的总体结构设计与优化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乔卫君  2015级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卓工）专业 

邢  彪  2015级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卓工）专业 

李荣奇  2015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陈刚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无人驾驶机器人与自动驾驶车辆技术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无人驾驶机器人是一种无需对车辆进行改装，可无损安装在驾驶室内，替代驾驶员在恶劣条件

和危险环境下进行自动驾驶的智能化工业机器人。无人驾驶机器人是车辆自动驾驶的一种新思路，

驾驶机器人可以不改变现有车辆结构的同时实现自主驾驶，并可以实现同一台机器人适应多种不同

类型车辆。本项目要完成无人驾驶机器人的总体结构设计并对其进行结构优化研究。 

六、项目图片： 

图1 驾驶机器人三维图            图2 换挡机械手三维图     图3 机械腿三维模型图 

七、项目创新点： 

1、转向机械手采用剪叉式结构，可以自由调节转向机械手上下移动且在前后左右都具有调节装

置，能够适应不同汽车驾驶室； 

2、换挡机械手采用了直线旋转电机，减轻了总体质量和体积，同时实现了机械上的解耦，通过

导轨直线运动进行选档，旋转杆旋转运动进行挂挡的二个动作； 

3、驾驶机器人机械腿采用了“电机+弹簧”的结构，使其在紧急情况下能够紧急制动； 

4、驾驶机器人机械腿的电机固定在移动板上，使其可以根据不同车型的踏板间距离调节三条机

械腿控制结构左右移动，提高了无人驾驶机器人的适应性。 

5、采取拓扑优化以及多目标尺寸优化对驾驶机器人进行优化设计。使驾驶机器人总质量减小，

在危险零件处应力降低，位移变形量减少：制动机械腿等效应力降低26.36％，换挡机械手连接杆卡

爪应力降低26％，转向机械手爪盘变形量降低17.07％。 

八、项目成果情况： 

1、专利名称：一种汽车无人驾驶机器人 项目成员是否为第一发明人：是 申请号：

201721633152.0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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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1 

————————————————————————————————————————— 

 

一、 项目名称：旋翼无人机在靶场排爆中的应用技术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林国瑞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黄鸿涛  2015级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专业  

周嘉锦  2015级  机械工程学院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马少杰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引信与武器系统信息交联技术、目标探测与精确控

制技术、智能化产品设计等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在军工靶场，经常进行各种武器的性能测试，在靶场方圆几公里范围内难免会有各种弹体，因

为脱靶或者跳弹没有命中，或者命中了没炸开，留下哑弹。这些弹体如果不及时清理，会带来安全

隐患。而现在靶场试验哑弹的处理方法是把一电药柱放到弹药旁边然后通电引爆弹体。没有牵引雷

管的工具，仍需要人为牵引，威胁人员生命安全。使用排爆机器人，但普通陆行排爆机器人不适用

应靶场的复杂地形。为了适应多地形排爆的工作，本项目开发出能无视地形环境影响的新型排爆机

器人，即采用无人机作为载体进行排爆作业。排爆过程中，排爆人员无人机传输的实时视频进行排

爆目标的搜索，在发现目标后将小雷管投放至目标附近，然后引爆雷管实现对哑弹的排除。 

六、项目图片： 

      

         图 1 无人机整体               图 2 机械手                 图 3 视频回传装置 

七、项目创新点： 

1. 采用无人机作为排爆装置搭载平台； 

2. 排爆装置的设计。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实物排爆无人机一台； 

2. 论文《排爆无人机平台升降装置设计》被期刊《机械管理开发》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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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2 

 

一、项目名称：一种新能源车用电磁真空泵的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王  强  2015 级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陈恒锐  2015 级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方  波  2015 级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常思勤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1、车辆电子控制及机电液一体化技术； 2、车辆动力装置设计、仿真与优化；3、

车辆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五、项目简介： 

新能源车中，需要电动的真空泵应用于制动系统中，实现真空制动助力的功能。电磁真空泵应

用一种双向作用电磁铁驱动，往复活塞泵结构，两级串联工作，工作频率可控。项目研制出电磁真

空泵原理样机，验证设计方案的可行性。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实验装置图                图 2 电磁真空泵         图 3 电磁真空泵剖视图 

七、项目创新点： 

1、电磁真空泵采用双向作用电磁铁驱动，启动迅速，操纵灵活。 

2、优化的结构设计，使得电磁真空泵具有结构紧凑，体积小、质量轻的优点。 

3、电磁真空泵采用 PWM 技术改变真空泵的工作频率和功率，使真空泵抽真空的能力有较宽的

调节范围，采用电流闭环反馈，使其具有可控性好、稳定性强的优点。 

八、项目成果情况： 

电磁真空泵原理样件：外廓尺寸Φ70×58mm，整体呈圆柱状，主要材料为低碳钢、铝合金、聚

四氟乙烯等。具有体积小，质量轻、反应迅速，工作频率可控等特点。（工作电压 48V，工作电流

13A）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3067230&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99885666&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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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3 

————————————————————————————————————————— 

 

一、 项目名称：大学生方程式四轮转向系统研究 

二、 项目类型：国家级项目 

三、 项目成员： 

赵鹏飞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孙浩洋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马  超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四、 项目导师： 

姓名：张铁山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车辆工程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 项目简介：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是一项由高等院校汽车工程或汽车相关专业在校学生组队参加的汽

车设计与制造比赛。以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主办的中国大学生方程汽车大赛为背景，在满足大赛规则

的前提下，研究赛车四轮转向问题。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进行创新改进，提升赛车设计水平，并尽

可能的提高赛车在动态比赛时，车辆的机动性和操作稳定性，从而提高比赛总成绩。 

六、 项目图片： 

  

图 1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整车三维装配图      图 2 赛车四轮转向系统部分实物图 

七、 项目创新点： 

1、构建大学生方程式赛车四轮转向系统相关的三维模型； 

2、建立大学生方程式四轮转向赛车线性二自由度动力学模型，并使用 MATLAB 进行仿真分析； 

3、根据四轮转向系统中所需要的各个传感器以及电器驱动器接口设计了控制主板，搭建起四轮

转向控制的硬件平台。 

八、 项目成果情况： 

1、本项目完成大学生方程式四轮转向系统样机制作。前轮转向部分由机械式转向系统构成，后

轮转向系统主要由电控系统与机械转向系统组成； 

2、本项目对大学生方程式四轮转向系统样机进行了部分相关试验与调试；  

3、本项目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为《四轮转向系统在 FSAE 赛车上的应用》，正

在投稿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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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4 

————————————————————————————————————————— 

一、项目名称：小型机载武器云台设计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刘东旭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林鹏达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张家诚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装甲车辆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忠新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结构设计、机电一体化、图像处理与分析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小型机载武器云台系统以小型旋翼无人机为空中载体，搭载制式武器（中国 1985 年式 7.62mm

冲锋枪），集成轻武器和观瞄模块,采用人在回路的地面操控模式进行目标的瞄准和遥控发射，提供

了一种空中实施察打一体化的手段，具有成本低、机动性好、起飞降落不受地域环境限制的特点，

可在城市高楼、山地丘陵、草地丛林等多种地域环境下执行作战任务。 

六、项目图片： 

 

图 1  武器夹持机构           图 2 俯仰机构         图 3 周向方位调整机构 

七、项目创新点： 

1.俯仰机构建立在夹持缓冲机构上，通过用舵机带动小齿轮在扇形齿轮上的啮合运动，带动夹

持机构及武器做俯仰运动。 

2.夹持机构前部采用夹具约束身管的铅垂方向的运动，后部采用橡胶块抵住武器握把，约束其

水平方向的运动。这两部分用两侧连接板限制其相对的位置，以这样“一夹一顶”的结构夹持武器。 

3.采用直线轴承作为缓冲机构的载体，将轴承座与夹持连接板级联，滑块与俯仰机构级联，将

弹簧套在两侧的直线轴承上，当武器后坐时带动夹持机构，后坐作用在弹簧上，以实现缓冲功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小型空中无人机机载云台的方位调节装置”一篇，申请号：

201820347351.3；申请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装配于无人机的带弹簧缓冲装置的枪支夹持机构”一篇，

申请号：201820348375.0。 

2.原理样机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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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5 

—————————————————————————————————————————

一、项目名称：管道磁流变弹性体减振吸振技术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符昊旻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邱如杰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别梦圆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黄学功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智能材料及其控制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舰艇设计要求“两力六性”（作战能力、生存能力，机动性、隐蔽性、兼容性、可用性、居住性

和经济性）。其中，隐蔽性是舰艇避免被敌方各种探测器材发现的一种特性。舰艇隐蔽主要包括雷达

隐蔽、声隐蔽、红外隐蔽。对舰艇的减振降噪就是声隐蔽的重要方面。舰船内部管路众多，管内流

体压力脉动引起的振动，不仅影响舰船自身的隐蔽性，还会对船体结构及相关设备的运行产生影响，

同时振动引起的噪声还会影响舰员的工作和身心健康。 本课题采用智能材料磁流变弹性体设计减振

-吸振器件，并研究其半主动控制方法，通过刚度调节从而改变管路系统固有振动频率，实现管路自

适应减振-吸振控制，解决管路内液体流动引起管路振动生过大噪声的问题。达到提高管道利用率，

增强潜艇的各项性能，减轻管道振动产生的噪音对人体的伤害的目标。 

六、项目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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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磁流变弹性体减振器          图 2 磁流变弹性体                图 3 减振器移频图 

七、项目创新点： 

1、设计了一款基于磁流变弹性体的智能管路减振-吸振器，实现管路系统的移频减振-吸振效果。 

2、设计了一种管路管径自适应夹持机构，磁流变弹性体智能减振-吸振器适用不同管径的管道。 

3、设计了适用于磁流变弹性体管道减振-吸振器的智能 on-off 控制算法。 

八、项目成果情况： 

1、专利成果：磁流变弹性体管道减振器 201821163493.0 实用新型专利 

2、实物：该减振器是由八个 MRE 半主动式的减振元件组成。夹持机构位于整个减振器的中间，

用以夹持管道；夹持机构外部均布设有连接件，连接件一端与夹持机构固连；连接件一端外部套有

线圈，连接件两侧分别与一个磁流变弹性体相连；磁流变弹性体另一端与弯柱相连，弯柱外部套有

线圈，相邻的两个弯柱之间设有夹紧机构，夹紧机构将四个弯柱连接成一个环形体，同时将磁流变

弹性体与连接件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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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6 

————————————————————————————————————————— 

 

一、 项目名称：纳米金属改性 MIL-101(Cr)及其吸附放射性碘的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刘美宏  2015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学院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     

陈  琦  2015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学院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 

高  渐  2015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学院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杨毅   职称：研究员   研究方向：微纳米环境功能材料制备及应用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改进并提高 MIL-101（Cr）吸附气态碘单质的性能，以期用于核事故放射性碘富集吸收。通过

水热法制备 MIL-101（Cr）材料，并利用纳米 Fe 掺杂改性；运用 SEM、XRD 等对制备的及掺杂前

后的材料进行表征；将材料在 75 ℃条件下对气态碘单质进行吸附，并比较不同 Fe 掺杂量下材料对

气态碘的吸附性能差异。纳米 Fe 成功掺杂于基体材料 MIL-101 中，并对基体材料晶体结构无破坏作

用；吸附性能研究表明，掺杂纳米 Fe 质量分数为 1%的 Fe@MIL-101 吸附性能最优，对气态碘的饱

和吸附量可达 3.42 g(I2)/g(MIL-101)。 

六、项目图片： 

        

图 1 吸附装置实物图           图 2 XRD 表征图                    图 3 吸附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 利用浸渍法还原法对 MIL-101(Cr）进行纳米金属掺杂改性。 

2. 纳米金属掺杂后进一步提 MIL-101(Cr)对 131I 的吸附性能。 

3.本组选用纳米金属铁，相比于原银、镍更加便宜，容易获取。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成功合成 MIL-101(Cr)材料，并对其进行纳米金属 Fe 掺杂改性。 

2.论文《纳米 Fe 掺杂 MIL-101(Cr)及其吸附放射性碘研究》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收录于中文核

心期刊《装备环境工程》。 

3.获得江苏省颗粒学会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南京理工大学第二十七届创新杯大赛二等奖、入

围江苏省科协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并取得优秀奖。 



 

 

17 

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7 

————————————————————————————————————————— 

 

一、项目名称：石榴等药食同源植物中叶际菌内生菌的分离鉴定与次生代谢产物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蹇庭昆  2015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陈子乾  2015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贾爱群   职称：教授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研究方向：1.主要以植物药（包括传统中药）为基础的有重要生理活性的植物化学成分的系统

研究 ；2.有重要生理活性的天然化学成分的生源研究; 3.抗肿瘤、抗病毒等天然活性成分的发现与结

构修饰。  

五、项目简介： 

抗生素的长期使用加剧了病原菌产生耐药性，寻找新型抗菌药物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研究课题。

当前，对于细菌群体感应抑制剂（quorum sensing inhibits，QSI）的报道多集中于植物提取物和化学

合成物质，有关微生物尤其是植物内生菌和叶际菌产生 QSI 的报道较少。本课题以石榴、二月兰为

对象，从中分离植物内生菌和叶际菌，利用 QSI 筛选模型对菌株的代谢产物进行活性检测，利用柱

层析和各种化学手段对活性产物进行跟踪分离和结构鉴定，以期获得活性单体。  

六、项目图片： 

    

图 1QSI 活性菌株         图 2QSI 活性化合物 AHE       图 3 AHE 对冠瘿瘤的抑制作用 

七、项目创新点： 

植物内生菌和叶际菌是分别寄生在植物体内和体表的一类特殊的微生物，过去长期被忽视。然

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植物内生菌和叶际菌是新型抗菌药物的宝贵资源，其代谢产物中含有一

系列结构多样的活性化合物，本课题也是基于此点的研究。 

八、项目成果情况： 

    项目成果的形式为专利，专利名称为：4′-氨基-2′-羟基苯乙酮在制备抗农杆菌感染农药中的应用，

第一发明人为蹇庭昆，申请号为 201811105467.7，专利类型为发明专利。其内容主要表现在：4′-氨

基-2′-羟基苯乙酮可显著降低群体感应调控的信号分子的合成，可显著降低群体感应调控的毒力因子

的表达，可显著抑制毒力基因的表达，可显著缓解农杆菌对植物的侵染，有望成为预防和治疗农杆

菌感染的新型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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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8 

————————————————————————————————————————— 

 

一、项目名称：VOC 吸附剂的开发与性能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杨明珠  2015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蔡  颖  2015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沈晨健  2015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陈守文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精细有机合成   单位：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大多数 VOC 具有毒性，易燃易爆，对生产企业的安全造成威胁。而目前常用的吸附剂活性炭，

在吸附和再生能力方面存在着较大缺陷，因此有必要探索经济而有效的新型吸附材料。 

本项目以硅藻土为主体，加入一定比例的糊精、硅酸钠、碳酸钙、碳酸钙和水，在滚球机中制

作硅藻土球，并用甲苯、1，2-二氯乙烷和正己烷分别代表芳香烃、卤代烃和烷烃进行吸附测试，筛

选出吸附效果最好的配方。 

六、项目图片： 

         

         图 1 硅藻土球            图 2 配方                   图 3 吸附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 制作硅藻土球的原料便宜、易得、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2. 制作程序简单，便于生产和推广。 

3. 制成的硅藻土球化学吸附量大、稳定性好、强度相对较高。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了制作硅藻土球的最优方案的筛选。 

2. 一篇专利正在准备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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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9 

————————————————————————————————————————— 

 

一、项目名称：金属 Ti 和 Al 的阳极氧化过程和形成机理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夏思源  2015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赵思危  2015 级  钱学森学院  材料化工大类 

于梦诗  2015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朱绪飞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纳米功能材料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阳极二氧化钛纳米管和氧化铝纳米管由于独特的纳米孔道结构在诸多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

景，但是其六棱柱元胞结构和生长机理至今尚不明确。我们组采用恒电压氧化法和恒电流氧化法两

种方法制备出二氧化钛纳米管和氧化铝纳米管。在一定的电压或电流下，通过改变电解液、氧化时

间等因素或其他条件相同时，改变恒定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制备一定形态的二氧化钛纳米管和氧化铝

纳米管。通过氧化过程中的电压—时间曲线和电流—时间曲线关系，以及 SEM 电镜照片分析影响二

氧化钛纳米管和氧化铝纳米管的形貌差异的因素，运用对比法分析总结控制二氧化钛纳米管和氧化

铝纳米管形貌变化的因素，并突破传统的定性分析，进一步从定量的角度分析影响二氧化钛纳米管

和氧化铝纳米管孔径大小，纳米管长度，有序程度等因素，总结出定量关系式，深入探究二氧化钛

纳米管和氧化铝纳米管的形成机理并提出新的理论解释。 

六、项目图片： 

                         

 图 1 终止孔形成机理示意图        图 2 三层结构 SEM 照片          图 3 氧化电流示意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基于氧气气泡模型首次完成了在恒流阳极氧化下二氧化钛纳米管的电压—时间曲线的理论

推导。 

2. 首次提出场致助溶理论的反证。  

3. 首次证明氧化物在两个界面同时生长。 

4. 首次提出氧气气泡在污染层下析出的证据。  

八、项目成果情况： 

根据制定目标，我们小组以第一作者共发表 13 篇 SCI 论文（一区论文 6 篇，论文 Terminated 

nanotubes: Evidence against the dissolution equilibrium theory 入选 ESI 全球前 1%高被引论文），综合地

对金属钛和金属铝氧化机制展开了分析。论文荣获 2017 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交流展示

会“优秀论文”、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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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0 

————————————————————————————————————————— 

 

一、项目名称：新型磷硅阻燃剂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霍雅洁  2015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夏  静  2015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刘煜炜  2015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朱广军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精细化工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根据阻燃理论，采用分子设计的方法设计新型磷硅阻燃剂的分子结构，将磷硅两种元素

合成到同一分子中，使其产生分子内协同阻燃效果，阻燃效率高且对环境友好。本项目用季戊四醇

与三氯氧磷合成出三种中间体，并用中间体与其他化合物反应合成出了六种新型磷硅阻燃剂，在中

间体合成中通过引入超声波，降低反应温度，提高反应得率，探索阻燃剂合成的反应机理，通过大

量实验进行反应条件研究，得到阻燃剂较佳合成工艺条件，通过 IR、1HNMR 确定阻燃剂的分子结

构，并进行阻燃剂性能研究，将阻燃剂应用于 PA66 中。本项目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六、项目图片： 

   

      图 1 PPSi 产物图片          图 2 PNSFR 成炭图（1）        图 3 PNSFR 成炭图（2）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项目用季戊四醇与三氯氧磷合成出三种中间体，并用中间体与其他化合物反应合成出了六

种新型磷硅阻燃剂。其中聚合型阻燃剂 PNSFR 尚未见文献报道。  

2. 本项目在中间体 PEPA 合成过程中使用超声波，缩短了反应时间，降低了反应温度，提高了

反应得率。 

3. 将阻燃剂 PPSi 与 PNSFR 应用在 PA66 中，阻燃性能优异，力学性能较好，同时无毒、环保。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2018-6-15 项目成员为第一作者于广东化工发表论文一篇，论文题目为：新型磷硅阻燃剂的合

成与性能研究。国内刊号：44-1238/TQ；国际刊号：1007-1865。 

2. 项目成员为第一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专利名称为：聚合型磷氮硅阻燃剂、合成方

法及其应用。专利申请号：201811054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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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1 

————————————————————————————————————————— 

 

一、项目名称：含氟黄连素药物的合成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 项目成员： 

胡江婷  2015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张  纯  2015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杜  康  2015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易文斌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有机氟化学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在生命化学领域，含氟药物的创制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大量研究表明，在生理活性物质的某一

特定位置上导入一个氟原子，其生物活性可以明显提高，这是由于氟原子独特的化学物理性质所致。 

含氟烷基硫化合物是一类重要的药物结构。如三氟甲硫基是有机化学中疏水亲酯性最强的官能

团之一，药物分子引入三氟甲硫基后通常能增强药物分子的脂溶性，增加其穿透细胞膜的能力，直

接增进化合物的跨膜吸收，同时三氟甲硫基的强吸电子能力能够增强药物分子的代谢稳定性。 

黄连素是一种重要的生物碱，是我国应用很久的中药。它具有显著的抑菌作用，是一种广为使

用的消化类药物，目前主要的缺点是吸收不好。 

合成含氟黄连素药物能有效增加膜渗透能力，提升肠胃道抑菌能力，将是极具价值的新型药。 

六、项目图片： 

        

           图 1 含氟黄连素氟谱                        图 2 含氟黄连素质谱                     

七、项目创新点： 

1.创新的三氟甲硫基亲电反应。 

2.创新的可普遍应用的黄连素衍生物亲电合成路线。 

3.合成了新型黄连素衍生物。 

八、项目成果情况： 

本项目已成功合成具有三氟甲硫基基团的黄连素衍生物，拟申请“一种含氟黄连素药物的合成

技术”的发明专利，正在办理中。 

 



 

 

22 

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2 

————————————————————————————————————————— 

一、项目名称：共振扩展型染敏电池染料分子的合成与性质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20170228026) 

三、项目成员： 

凌  俐  2015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刘逸飞  2015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应昕彤  2015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方敬坤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有机功能分子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DSSCs)作为新型太阳能电池的一种，区别于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因纯度要求

严苛而制作成本高、多晶体薄膜电池含有有毒成分会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等的缺陷，以原材料来源

广泛、造价成本较低、可塑性强等优点受到广泛关注。本项目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设计合成了两个

系列五个 D-π-A 型小分子染料作为电池敏化剂，验证了对 D-π-A 型染料分子不同结构部位进行修饰

来增强染料分子的共轭效应能够提高其电子转移传输效率，从而提高相应 DSSCs 的光电转换效率，

增强电池光电性能。 

六、项目图片： 

           

                                        

七、项目创新点： 

1. 引入简单芳(杂)环作为 D-π-A 型小分子染料的共轭 π 桥。其中，以呋喃环作为 π 桥的染料

FWD-5 共轭效果的增强相对更为显著，其相应 DSSCs 实现了 7.60%的平均光电转换效率。 

2. 对电子供体结构进行修饰，设计合成了第二系列染料，其染料的光谱吸收范围更大，预期得

到更高的电池光电转换效率。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中国化学会 31 届年会上发表“基于二(4-苯乙烯基苯基)苯胺的 D-π-A 型染料分子的合成与

光伏性质”论文一篇，并以墙报形式进行了交流。 

2. 本项目正在申请发明专利一项： 一类基于二(4-苯乙烯基苯基)苯胺的 D-π-A 型有机小分子染

料。 

图 1  染料分子结构示意图 图 2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图 3  DSSCs 光电性质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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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3 

————————————————————————————————————————— 

一、项目名称：双金属催化剂的设计及应用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项目 

三、项目成员： 

姚  娴  2015 级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张丽洁  2015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孙樱馨  2015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蔡春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有机合成、绿色化学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新型催化剂的设计与制备是有机合成方向的研究热点，可以提高反应选择性和反应效率。本项

目设计并制备了一种负载型 Pd-Ni 双金属纳米颗粒催化剂，对催化剂结构进行表征，并将其应用到

Suzuki 反应中，研究其催化剂效果。 

六、项目图片： 

           

图 1 催化剂 TEM 图          图 2 催化剂 EDS 图        图 3 催化剂循环实验产率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项目制备了 Pd-Ni/ZrO2 纳米催化剂，向贵金属 Pd 催化剂中引入第二组分 Ni，在降低催

化剂成本的同时，由于组分间的协同效应从而显著提高了催化剂的活性和稳定性。 

2. ZrO2 是同时拥有酸性、碱性及氧化性和还原性的金属氧化物，也是 p-型半导体，易于产生

氧空穴，它作为催化剂载体，可和活性组分产生相互作用，提高催化剂活性。 

3. 在非均相催化体系下，催化剂便于回收并重复使用，实验表明，催化剂经过五次循环使用

催化活性仍较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公开发表了小组成员作为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一篇 

论文名称：《Pd–Ni bimetallic nanoparticles supported on ZrO2 as an efficient catalyst for 

Suzuki-Miyaura reactions》    发表期刊：JOURNAL OF CHEMICAL RESEARCH    国际刊号：

1747-5198 

2.小组成员作为第一发明人的专利申请一项 

专利名：负载型 Pd-Ni 双金属纳米颗粒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申请号：201811036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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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4 

————————————————————————————————————————— 

一、项目名称：膦手性中心化合物的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郭雨洁  2015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吴迎香  2015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刘  淇  2015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何英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有机中间体及不对称化合物的合成  单位：化工学院 

五、 项目简介： 

手性膦化合物作为手性分子的一种类型，在有机合成化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它可以作为金属

配体或有机催化剂应用于不对称催化、天然产物全合成以及药物合成等各个方面,制备有机膦化合物

的制备具有相当大的应用价值。 

本次科研训练的目标旨在进一步研究膦手性中心化合物的性质，并且进行制备，通过薄荷醇与

二苯基氯制备出手性膦酸酯，再将其与格式试剂反应，提高手性程度，再将其制备成为钠盐，增强

其稳定性，以此为基础，可以合成具有高活性的有机高性能材料中间体，并且成为一种潜在的手性

催化剂应用到其他反应中去。 

六、项目图片： 

        

  图 1 制备出的九种产物         图 2 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         图 3 发明专利请求书 

七、 项目创新点： 

1.通过简单易操作的途径，将手性中心从薄荷醇中的碳原子转移到磷原子上； 

2.产物可继续与格式试剂发生反应，进一步增大产物手性 EE 值； 

3.产物制备形态为固体盐，具有较长时间的保存能力。 

八、项目成果情况： 

本项目研究取得了膦手性中心钠盐制备方法的创新性发现，已申请“膦手性中心钠盐的制备技

术”的发明专利，已经获得受理。 



 

 

25 

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5 

————————————————————————————————————————— 

一、项目名称：面向微型装药的内嵌 Cu(N3)2 碳纳米管有序阵列的可控制备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重点 

三、项目成员： 

许湘宁  2015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董  成  2015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石城宽  2015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胡艳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纳米结构含能材料研究  单位：化工学院应用化学系 

五、项目简介： 

    叠氮化铜具有极高的静电感度，难以用传统的薄膜加工工艺将其集成在硅基上，限制了它在

MEMS 火工品微型装药中的应用。本实验设计并制备了基于硅基底的内嵌叠氮化铜碳纳米管复合薄

膜材料。一方面，碳纳米管优异的导电性可以有效降低叠氮化铜的静电感度，另一方面，取向一致、

高机械强度的碳纳米管可以有效地提高叠氮化铜的安全性和爆轰输出能量。 

六、项目图片： 

        

   图 1 二次阳极氧化样品        图 2 阳极氧化电压制备样品      图 3 沉积铜的碳纳米管 

七、项目创新点： 

1、叠氮化铜有着很高的火焰感度和很强的点火能力 ，相比现在常用的含铅类起爆药（叠氮化

铅和史蒂芬酸铅），是一种低毒、 环保的药剂，它对人和环境更加友好，而且叠氮化铜具有与这些

起爆药相当的爆炸能量。 因此，叠氮化铜是现今常用的含铅类毒性起爆药的理想的代替品。 

2、碳纳米管具有优良的热塑性、可膨胀性和优异的力学性能，在叠氮化铜发生爆炸反应时，笔

直且两端开口的定向碳纳米管可以引导产生的爆轰波沿着它的轴向传播，提高其激发次级炸药的效

果，并且激发后的产物颗粒会被留在管腔中不会对外界造成影响。同时碳纳米管也具有十分优异的

导热性能，热量可以沿着碳纳米管的轴向传递，因此，将叠氮化铜内嵌到定向碳纳米管中空管腔中，

不仅可以降低其静电感度，而且能够提高其爆炸输出性能，从而有效提高其实际应用性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本项目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为《叠氮化铜碳纳米管复合含能材料的制备与表征》，

正在投稿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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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6 

————————————————————————————————————————— 

一、项目名称：碳基材料-铋基化合物复合光催化剂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叶  萍  2015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武苗苗  2015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魏  鸣  2015 级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韩巧凤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纳米材料，催化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首先进行了g-C3N4与Bi2O3复合纳米晶的制备及性能研究。采用高温煅烧法，控制变量以制得不

同反应条件下的复合纳米晶。发现氮化碳和柠檬酸铋的比重为 1:1，煅烧时间4h,煅烧温度400℃时所

得样品的光催化性能最佳；同时我们也研究了：BiOCl1-xIx及BiOBr1-xIx（x=0-1）固体溶液的制备、

表征及性能研究。采用低温湿化学法，以Bi2O3为铋源，在醋酸溶液中加入一定比例的KI/KBr或KI/KCl

水溶液，室温下反应半小时，分别得到片状结构的BiOCl1-xIx和BiOBr1-xIx固体溶液，结晶度良好；

且随着碘含量的增加，固体溶液的禁带宽度减小，可见光响应范围变宽。其中BiOCl0.25I0.75与

BiOBr0.25I0.75的光催化活性最佳，且稳定性良好。 

六、项目图片： 

 

 

 

 

 

 

                                                           

 

七、项目创新点： 

在制备铋系光催化剂时，经常以五水合硝酸铋作为铋源，但在中性的的水溶液中很容易水解生

成碱式硝酸铋，会影响反应的继续进行，或对生成的样品纯净度和均一性有影响。而且反应中经常

会被加入乙二醇、丙三醇等配位剂，虽然能使五水合硝酸铋很好的溶解，都对环境有害，不符合绿

色化学的要求。本实验以 Bi2O3 为铋源，冰醋酸为反应溶剂，就可避免常用的水热法或加入表面活

性剂时的缺点。而且所制备 BiOCl0.25I0.75 和 BiOBr0.25I0.75，在可见光激发下对 MO 具有良好的

光催化降解能力，有望在环境治理中得到应用。 

八、项目成果情况： 

已完成研究，且论文《BiOCl1-xIx及BiOBr1-xIx固体溶液的制备、表征及性能研究》已被《光谱

学与光谱分析》杂志社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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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7 

————————————————————————————————————————— 

一、项目名称：危险爆炸物高效荧光检测技术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吴婷婷  2015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冯  艺  2015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李泽忠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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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家海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光学材料、生物超分子、含能材料  

单位：应用化学系 

五、 项目简介： 

    本项目在全面调研相关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和合成了一种基于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为骨

架，面向多硝基含能爆炸物（如 TNT、RDX 等）的分子荧光探针，分析测试了该荧光探针针对于多

种多硝基含能爆炸物的识别性能，得到了一种对于对硝基酚具有高选择性和高效检测识别特性的荧

光探针。 

六、项目图片： 

         

  图 1 金属框架化合物扫描电镜图        图 2 中间产物碳谱              图 3 实验室实景 

七、项目创新点： 

1、合成了一种对于对硝基酚这种特定危险爆炸物有高选择性高识别性的荧光探针。 

2、合成了区别于传统 ACQ 效应的具有 AIE 效应的荧光探针。 

八、项目成果情况： 

本项目拟形成一篇学术论文，当前正在撰写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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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8 

————————————————————————————————————————— 

一、项目名称：聚氨酯用无溶剂封闭型异氰酸酯单体的合成及应用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刘  欣  2015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张圣楠  2015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陈紫钰  2015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应宗荣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聚合物功能复合材料   单位：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采用常见异氰酸酯单体甲苯二异氰酸酯，选择室温下为固体的 3, 5-二甲基吡唑为封闭剂，制备

了可用于熔融挤出成型和注射成型用聚氨酯复混配方的封闭型异氰酸酯单体。采用红外光谱确认了

封闭型甲苯二异氰酸酯单体的成功制备，采用差示扫描量热分析和热重分析明确了解封闭温度为

180 °C 附近。封闭型甲苯二异氰酸酯的解封产物在室温即能够与乙二醇反应发生加成反应，证明封

闭型甲苯二异氰酸酯能够与二元醇单体在加热解封后发生聚合反应形成聚氨酯，确认封闭型甲苯二

异氰酸酯单体能够用作聚氨酯复混配方的封闭型异氰酸酯单体。 

六、项目图片： 

             
 

 

七、项目创新点： 

尽管目前封闭性异氰酸酯单体已有不少研究工作报道，但研究的封闭性异氰酸酯单体虽然可以

用于固体粉末聚氨酯涂料或水性聚氨酯产品，但是难以用于单组分液态涂料、挤出和注塑用聚氨酯

产品，因为解封闭时形成的原封闭剂在室温下通常为液体，保持在聚氨酯产品中常明显地影响产品

的物理力学性能，因此解封闭时形成的原封闭剂必须从聚氨酯产品移除。 

有鉴于此，本文采用熔点温度达 107 ℃的 3, 5-二甲基吡唑（DMP）为封闭剂对 TDI 进行封闭，

形成的封闭型 TDI 可望用于熔融挤出成型和注射成型用聚氨酯复混配方，因为其解封闭形成的高熔

点原封闭剂 DMP 无需从聚氨酯产品中移除，它可以被看作固体填料留在聚氨酯产品中。 

八、项目成果情况： 

论文《固体封闭剂封闭甲苯二异氰酸酯及其应用》已被《热固性树脂》录用。 

图 2 B-TDI、TDI 和 DMP 的

FTIR 谱图 

图 3 封闭型 B-TDI 的 TGA

和 DTA 曲线 

获剂对甲基橙降解率的影

响 

 

图 1 TDI 与封闭剂 DMP 的

封闭反应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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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9 

————————————————————————————————————————— 

一、项目名称：柔性传感器读出电路的实现和优化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李灏宸  2015 级  电光学院  通信专业       

卓  硕  2015 级  电光学院  通信专业  

樊楚仪  2015 级  电光学院  通信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顾文华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微纳光电子器件及应用研究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五、项目简介： 

柔性电子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主要通过印刷电子、半导体工艺等手段把电子电路

和元件制备在各种柔性衬底上，在智能控制、可穿戴设备、医疗仪器等方面有广泛的研究价值和应

用前景。本课题拟结合课题组已有的微型传感器的设计和制备工作，设计传感器给出的电压、阻抗

等信号的读出电路，实现对传感信号的滤波、放大、传输等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主要是

进行小型化和配合柔性电路的布线和一体化优化以及配合柔性电路的传输天线的设计。 

六、项目图片： 

        

          图 1 设备实物              图 2 天线设计原理图          图 3 天线 XOY 辐射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根据 FPC 电路版的介质，改进 AN043 天线方案，使其在柔性电路板上有良好性能。 

2. 利用实验室专门设备值得分形结构的柔性传感器的方法。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实现预期功能并可演示的实物作品。 

2. 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A novel flexible wireless pressure sensor for diagnosis of the osteofascial 

compartment syndrome》，国际会议论文，第一作者为李灏宸。 

3. 专利申请受理：一种利用纳米银颗粒油墨制备压力传感器的方法，第一发明人为卓硕，发明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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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0 

————————————————————————————————————————— 

一、项目名称：GaN 纳米线光阴极的制备及其光学性质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潘佳佳  2015 级  电光学院  通信专业       

高  鹏  2015 级  电光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肖培森  2015 级  电光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刘磊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高性能变掺杂 GaAs 光电阴极材料与制备技术、多光

谱融合夜视成像阈值评估理论与技术、微光夜视测试关键技术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利用基于密度泛函的第一性原理，研究了 Mg 掺杂 GaN 纳米线光电阴极表面的 Cs 吸附机制。

结果表明，在 GaN 纳米线内部，Mg 原子更趋向于替代中心位置的 Ga 原子，这是因为该位置具有最

低的形成能，同时载流子浓度更高，展现出较好的导电性。在 GaN 纳米线内部掺杂 Mg 原子使得费

米能级靠近价带，表现为 p 型导电性。Cs 激活后，Mg 掺杂纳米线表面最稳定的吸附位置是 BN 位。

Cs 吸附后，导带底和价带顶都向低能级移动，有利于形成 n 型表面态，提高光电子的逸出几率。这

项研究可以用于指导 Mg 掺杂 GaN 纳米线的 Cs 吸附过程，有利于提高 GaN 纳米线基光电器件的性

能。 

六、项目图片： 

 

图 1 六个不同的 Cs 吸附位置    图 3 纳米线的能带结构 

 

七、项目创新点： 

在缺乏对 p 型掺杂 GaN 纳米线光电阴极表面的 Cs 吸附机制研究的情况下，我们利用 CASTEP

软件完成此吸附模型的构建、计算和分析工作，并得到 p 型掺杂和 Cs 吸附有利于提升 GaN 纳米线

光电阴极的光电发射性能的结论。 

八、项目成果情况： 

在 OQEL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Theoretical study on electronic properties of p-type GaN nanowire 

surface covered with Cs》。  

 

图 2 本征 GaN, GaN(Mg)-Sub, 

GaN(Mg)-Sur 和 GaN(Mg)-Cor

能带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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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1 

————————————————————————————————————————— 

一、项目名称：高分辨微波光谱分析检测系统的应用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丁明屹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李瑜杰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专业  

徐子锐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孙铭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分子转动光谱，微波光谱仪搭建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傅里叶变换微波光谱仪是用来研究转动跃迁光谱的重要仪器，其主要针对分子、自由基，以及

离子的转动光谱研究，通过对分子的几何结构与电子结构的准确测量，能给计算化学提供绝对标准。 

本项目研制微波光谱仪由微波发生器产生微波脉冲，经过放大和混频之后激发真空腔中的气体

样品。被激发的分子发射信号被导出放大，与微波信号混频，并通过示波器显示。之后结合光谱软

件分析波谱确认分子结构。可以利用射电望远镜探测得到的纯转动光谱，结合实验室所得到的波谱

数据进行分子信息确认。所以利用微波光谱仪获取星际介质中的分子、自由基与离子的观测、探索

生命起源提供关键性的光谱数据与搜索导向，其意义重大。 

六、项目图片： 

   

图 1 电子设计图            图 2 仪器组装实物图           图 3 OCS 分子的光谱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开发新型宽带激发源技术，提高操作效率，实现微波光谱仪的小型化。 

2. 采取多种低温技术与高频采样技术，印证宽带光转动光谱仪的高灵敏度与高分辨率。 

3. 采用具有高抗干扰能力的μ合金罩，遮蔽整个样品检测室来消除外界干扰。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本项目组已完成微波光谱仪的组装搭建，并使用 Labview 软件在电脑端实现可视化和自动化

控制。 

2. 目前已使用微波光谱仪系统对稀释在载气氩气（Ar）中的 0.5% OCS（羰基硫）分子进行光

谱检测并对其波谱数据进行处理，正根据其研究结果形成了一篇题目为《宽带高分辨傅里叶变换微

波光谱系统对研究络合物与化学反应的应用》的学术论文并投稿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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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2 

————————————————————————————————————————— 

一、项目名称：基于微带-槽线形式的新型滤波天线设计方法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殷皓宇  2015 级  电光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专业      

王  喆  2015 级  电光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专业  

曹宗青  2015 级  电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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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射频电路设计：研究可应用于现代无线通信系

统的新型微波、毫米波器件及电路；2、高性能天线研究及设计；3、微波吸收电路设计：研究宽带、

高性能微波吸收电路   单位：电光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基于微带到槽线的过渡结构，采用槽线谐振器实现滤波效果，前端集成微带准八木天线

完成辐射功能，用半波长终端开路谐振器引入零点增强频率选择性，最终使该天线拥有相对带宽大、

带外抑制能力强、辐射方向性好等优点。 

六、项目图片： 

                 

图 1 天线实物图                图 2 实物 S11 测试图           图 3 实物增益测试图 

七、项目创新点： 

1.采用微带到槽线的过渡结构，结构简单，由槽线的多模谐振形成宽带带通响应； 

2.采用半波长终端开路谐振器引入带外零点，增强带外抑制能力； 

3.采用阻抗渐变的共面带状线，使槽线与准八木天线之间的阻抗匹配更易实现；  

4.将准八木天线辐射臂改为阻抗渐变的结构，更好地与滤波器的宽带特性相匹配。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完成专利《基于微带-槽线形式的宽带滤波天线》的申请，专利申请号为 201811070656.5； 

2.完成实物天线的加工与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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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3 

————————————————————————————————————————— 

一、项目名称：基于异步 MPR 的无线局域网信道接入优化策略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宫傲宇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徐  达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专业 

张  杰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一晋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无线通信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IEEE 802.11ac 作为无线局域网的最新协议标准，支持 MU-MIMO 技术，允许网络接入点具备多

包接收（MPR）能力，因此能够同时成功接收多个数据分组。本项目以提高 MPR 信道利用率为目

标，设计基于异步 MPR 的信道接入优化策略，并建立其性能的理论分析方法。 

六、项目图片： 

         

图 1 广义 p坚持 CSMA 算法流程图           图 2 广义 p坚持 CSMA 的理论分析流程图

     

图 4 全局搜索算法与 MDP 策略迭代计算结果对比 

七、项目创新点： 

1. 提出了广义 p 坚持 CSMA 的概念。 

2. 基于马尔可夫过程建立了广义 p坚持 CSMA 的理论分析模型。 

3. 基于马尔可夫决策过程优化了不同网络条件下的发送概率向量。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发明专利“一种异步多包接收机制下 p 坚持 CSMA 吞吐率的确定方法”一篇，申请号：

201811021388.8； 

2. 在 2018 全国无线及移动通信学术大会发表学术论文“异步多包接收机制下 p坚持 CSMA 算

法性能研究”一篇。 

图 3 基于马尔可夫决策过

程的优化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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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4 

————————————————————————————————————————— 

一、项目名称：微循环高分辨率光学断层成像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蒋昕怡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孙亦晴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浦晔雯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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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万荣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生物医学成像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光学相干层析术是一种无侵入式高分辨率的三维成像技术，该项目搭建了扫频 OCT 系统，利用

OCT 技术采集干涉信号，优化光学相干层析术血管造影术的重建血流算法，得到质量更高的血流图

像。 

六、项目图片： 

        

 

 图 1 OCTA 实物图               图 2 血流正面图               图 3 血流截面图 

七、项目创新点： 

1.采用对数补偿法优化重建血流的算法，对因深度增加而指数衰减的信号进行对数补偿，呈现

深层血流信息。 

2.采用动态阈值法优化重建血流的算法，对各个不同深度的血流拟合其各自的阈值，优化图像。 

3.采用平均值降噪法，改变横向位置的扫描帧数，取强度差分取平均再做后续处理，引入平均

值降噪。 

八、项目成果情况： 

本项目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为《基于动态阈值和平均降噪方法的人体皮下微血

管快速成像 OCT 系统研究》，正在投稿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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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5 

————————————————————————————————————————— 

一、项目名称：红外视频图像算法实现准确性验证平台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张佳逊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郝玉婷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陈宇翔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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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修宝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红外成像系统开发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验证平台主要用于红外视频算法的开发，能够验证红外机芯中某个视频处理模块，是否能达

到其仿真设计时所预期的处理效果。方法是使用移植后的处理模块和 Matlab 中的仿真程序，对同样

的视频源进行处理，根据两者处理结果差异来验证前者是否有效。本验证平台包含了依次连接的三

个部分：（1）红外视频传输部分，包括 3 个运行在红外机芯内的 IP 核，用于采集处理模块前后的视

频数据，编码输出；（2）以太网发送部分，视频数据解码，通过千兆以太网打包发送；（3）上位机

软件部分，数据接收，调用 MatlabEngine 仿真，对比仿真后的和红外机芯处理后的视频，以判定移

植后的处理模块是否有效。本验证平台能够使用 640×480，50FPS，14bit 或其他格式的视频，实时

得出验证结果，同时兼容多种红外机芯。 

六、项目图片： 

        

          图 1 验证方法            图 2 验证平台实物         图 3 上位机软件（局部） 

七、项目创新点： 

1. 相比于传统的，通过人眼观察图像的验证方法，本验证平台能够进行定量化的对比和计算，

能够发现人眼难以辨识的错误，更加准确地给出验证结果。 

2. 本验证平台结合了千兆以太网、自定义的交叉编码和多线程动态连接等技术，具有高速视频

传输和处理能力，能够实时得出验证结果。 

3. 本验证平台有很好的兼容性，能够适用于多种视频格式和红外机芯。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现已完成本验证平台的开发；经过测试，本验证平台能够正常使用。 

2. 现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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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6 

————————————————————————————————————————— 

一、项目名称：机器人农业环境障碍物检测算法实现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缪翊章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石松涛  2015 级  钱学森学院              电气信息大类 

徐浩哲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四、项目导师： 

姓名：刘永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智能计算与系统、计算机应用

技术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智能科学与技术系 

五、项目简介： 

国内外已有比较成熟的障碍检测研究成果，但多是基于单一传感器的。无论是相机还是激光，

其单独应用于障碍检测都有其局限性。因此提出一种基于激光和视觉融合的障碍检测技术及算法，

本课题研究相关算法的实现、改进并开展实验验证。 

六、项目图片： 

   

 

 

 

 

 

 

  图 1 障碍示例                  图 2 算法检测结果                      图 3 实验平台 

七、项目创新点： 

1. 大幅减少了基于视觉传感器的障碍检测算法运行时间，提高了算法的实时性，使得可以更好

的应用到现实农机。具体的内容为：在实现了视觉算法后，优化了代码，提高了运算效率，具有较

好的实时性。 

2. 将机器学习的方法应用到了视觉传感器障碍检测算法，利用人工标定障碍物图像块，提取特

征向量，用二分类模型进行障碍物检测训练。 

3. 通过基于最小二乘法对激光数据拟合滤波，解决数据起伏较大区滤波效果不足的问题，便于

从点云数据中提取真实的障碍物信息。 

4. 提出了融合激光算法和视觉算法，利用 ROS 平台生成激光三维点云，可将数据投影到三维

坐标系中，同时利用双目相机，得到目标障碍物的位置信息，在三维坐标系中与激光算法实现融合。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拟申请农业环境机器人障碍检测算法软件著作权，第一完成人为项目主持人，正在办理中。 

2. 实现了基于视觉传感器的障碍检测算法，准确率及实时性好，可检测连续多帧图像。 

3. ROS 平台生成激光点云，并将激光障碍检测算法与视觉障碍检测算法融合，完成实验平台搭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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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7 

————————————————————————————————————————— 

一、项目名称：基于透明加密的移动终端数据防泄漏系统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王博超  2015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专业 

姜  淼  2015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肖高飞  2015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付安民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机器学习与隐私保护技术；物联网安全技术；移

动互联网安全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在互联网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移动智能终端处理业务。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企业泄露数据中电子数据占有很大比例，因此保障智能终端的电子数据安全显得尤为重要。本项目

针对数据泄露防护进行研究，实现了一套基于移动智能终端的企业数据防泄漏系统，该系统提供透

明数据加密、身份认证、公私隔离、终端管控、丢失防泄密等功能，从多方面保障企业数据安全。 

六、项目图片： 

       

    图 1 系统结构图     图 2 服务端登录界面     图 3 移动终端主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 基于 Android 平台文件预解密透明加密技术。该项技术和传统方法相比，文件解密的效率大

幅提升，能够实现透明加解密查看文件，增强了 Android 系统的安全性。 

2.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公私隔离技术。该技术提供多种访问控制功能，能够有效隔离恶意代码

和不良内容，同时系统工作区域严格隔离，具有完备的安全保障体系。 

3. 超低能耗的终端管控机制。项目采用了基于全双工的通信终端管控机制，该机制具有低能耗、

高效率的优点，实现系统对于网络以及移动终端的高效控制。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实现一个面向移动智能终端的基于透明加密的企业数据安全隔离防泄漏系统； 

2. 申请一项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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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8 

————————————————————————————————————————— 

一、项目名称：基于核相关滤波器的视频快速追踪系统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叶  霖  2015 级  钱学森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陈  霄  2015 级  电子信息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专业  

韩小豪  2015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练智超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模式识别理论与应用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五、项目简介： 

在本项目中，我们使用了 KCF 算法进行目标追踪，使用目标周围区域的循环矩阵采集正负样本，

利用脊回归训练目标检测器，并利用循环矩阵在傅里叶空间可对角化的性质将矩阵的运算转化为向

量的内积，大大降低了运算量，提高了运算速度，使算法满足实时性要求。同时，将线性空间的脊

回归通过核函数映射到非线性空间，在非线性空间通过求解一个对偶问题和某些常见的约束，同样

的可以使用循环矩阵在傅里叶空间对角化简化计算。这给出了一种将多通道数据融入该算法的途径。 

六、项目图片： 

        

       图 1 追踪过程                图 2 KCF 算法流程            图 3 交互系统流程 

七、项目创新点： 

1. 在 KCF 的基础上加入了 HOG 特征和尺度自适应。 

2. 基于 PyQt5 设计了一个基于 KCF 算法的视频追踪交互系统。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实现了预期的功能并有可演示的实物作品。 

2. 已申请软件著作权，并附有操作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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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9 

————————————————————————————————————————— 

一、项目名称：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表情分析算法与实现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温光照  2015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徐诗楠  2015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马云鹤  2015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四、项目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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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项目简介： 

人脸表情识别已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但传统的卷积神经网络需要庞大的计算资

源使得其应用受限，而二值化卷积神经网络可通过快速与或运算代替原本的浮点乘法运算，大大降

低了算法对计算资源的需求。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数据增强和二值化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表情识别

算法，通过均值估计，在 FER2013 数据集上达到了 66.15%的识别率，超越了部分基于浮点乘积运算

的卷积网络，为表情识别算法移植到小型设备中提供了可能。 

六、项目图片： 

             

图 1 已录用论文                  图 2 不同深度神经网络识别率变化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 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二值化卷积神经网络结构。 

2. 利用基于五图连接的数据增强方式提高了算法的识别率。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提出了一种基于数据增强和二值化密集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表情识别算法。 

2. 公开发表了一篇相关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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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40 

————————————————————————————————————————— 

一、项目名称：应计收入、现金流与运营利润对 IPOs 绩效的影响分析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陈一鸣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叶晓东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李一博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刘玉灿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资本市场、公司金融、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文将处于会计报表核心位置的会计盈余分为现金流及应计利润，选取 2014-2017 年 A 股首发

上市的所有新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应计利润、现金流及会计盈余对企业 IPOs 短期及

长期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应计利润和 IPOs 绩效负相关，现金流、会计盈余和 IPOs 绩效均正相

关。在短期内，现金流比会计盈余与 IPOs 短期绩效的关系更加密切。在长期内，现金流与会计盈余

对 IPOs 绩效的解释能力都有所减弱，而应计利润对 IPOs 长期绩效的影响则可以忽略不计。因此，

现金流可以成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参考指标。 

六、项目图片： 

            

        图 1 描述性分析                图 2 短期实证分析            图 3 长期实证分析 

七、项目创新点： 

国外学者的研究大多比较应计利润、现金流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而本研究选取会计盈余、现

金流与应计利润作为解释变量，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管理者的决策分析提供更全面的信息。通过选

取近几年我国 A 股市场的数据，在保证时效性的同时，也能更加符合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 

八、项目成果情况： 

本项目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为《应计利润、现金流与会计盈余对 IPOs 绩效的影

响分析》，正在投稿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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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41 

————————————————————————————————————————— 

一、项目名称：财经舆情信息可靠性检测模型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张  妍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谢秋杰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徐莉君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吴鹏   职称：教授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研究方向：网络信息用户行为挖掘与仿真、知识工程、搜索引擎与智能信息处理    

五、项目简介： 

分析财经失实新闻对资本市场的负面影响，能避免因失实新闻给资本市场的主体上市公司和投

资者带来的巨大财务损失。模型检测是一种用来检验系统正确性和可靠性的自动验证技术，本项目

基于模型检测方法，结合人工智能理论、演化经济理论以及博弈论，研究财经舆情信息的逻辑特征

和可靠性检验模型，并映射到具体的企业行为和网民行为，进行建模、仿真、预测，形成财经舆情

信息可靠性检测模型，从而确定财经舆情信息的真伪性和可靠性。 

六、项目图片： 

       

       图 1 指标共现关系图       图 2 网民正负面情感演化图        图 3 动态检测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现在建立的 MRDQA 大多基于结构化的生命周期数据，而本项目将通过研究半结构化、非结

构化和结构化混杂的生命周期的财经舆情信息，为其建立统一的生命周期并构建企业舆情时序状态

转移模型。 

2. 当今已有的基于 MRDQA 的研究，使用的大都是时序性数据库中状态与规则库中状态相统一

的数据。而本研究通过深度学习的方法，根据财务数据、非财务数据和舆情数据建立检验规则库，

将规则库中的指标状态与从舆情数据中抽取的状态匹配后进行检测。 

八、 项目成果情况： 

1. 设计开发了财经舆情检测系统并成功申请了软件著作权； 

2. 在江苏省以及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中分别获得了一等奖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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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名称：创新驱动发展与大数据双重影响下的知识创新服务与支撑要素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周雪晴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张柏瑞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周玜宇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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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挖掘与知识服务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依托于导师王曰芬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面向知识创新服务的数据科学理

论与方法研究”，作为其子课题一的部分研究内容，本课题立足于图书情报领域，通过文献调研、实

地调研和综合分析的方法，探索新时代知识创新所需的实际内容，分析知识服务现状中的特点与不

足，对知识创新服务进行内涵界定探索，并研究其影响因素和支撑要素。 

六、项目图片： 

             

     图 1 已发表的文献综述      图 2 调查问卷结果（部分）   图 3 知识服务应用及需求状况 

七、项目创新点： 

1.研究观点从原始来源获取的数据中提炼而成 

本次分析调查的结论所依赖的数据，均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访谈一线图书馆员得来，这部分数

据为课题组独有。 

2.研究过程充分地将文献调研与实地调研结合 

在有关知识创新与知识服务的研究上，学界存在“重理论，轻实证”的倾向，而馆员存在“重经验

，轻理论”的倾向，本次研究综合了理论研究、实地调研与综合分析，在理论与实地调研中取得了平

衡。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本项目在文献调研阶段与大课题组的成员合作发表了《知识服务研究状况及在大数据环境下

的研究趋向》与《知识创新的研究状况与科学知识创新面临的大数据挑战》两篇综述性论文。 

2.本项目研究预期形成一篇在文献调研和实地调研基础上提炼知识创新服务的概念并探索其支

撑要素的学术论文，目前完成进度约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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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名称：面向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的互联网+智慧学习空间构建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刘嘉龙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王榆坤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廖希龙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四、项目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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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以智慧教育引领教育信息化的创新发展，从而带动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已成为信息时代的必

然趋势。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教师的专业权威性往往体现为占有信息资源的多寡，以及

资源整合和利用的能力。电化教育、PPT 课件是对教育工具与技术的改变，慕课、翻转课堂是对教

育教学模式的变革，而创建开放、多元、交互的网络学习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实施师训“资

源统整”、“流程再造”和“常态化网络研修”，已成为智慧型教师提升自身教育教学能力的必然选择。

本项目将基于智慧课堂实施要求，面向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研究基于互联网+的智慧学习空间的体系

架构、实施途径、技术方案，开发基于 O2O 开发集 Pc、手机、网络应用为一体的智慧学习平台。 

六、项目图片： 

        

      图 1 网站首页             图 2 个人中心资源                 图 3 课题详情 

七、项目创新点： 

1. 创建教师的个人空间和专题工作坊老师在线管理自己的资源，备课平台，解放老师的时间。 

2. 创建课例平台，克服地域困难，让老师从线上就能看到其他学校的课例，比如某有名高中发

布相关课例，其他学校老师可以从中进行参考，吸收经验。 

3. 创建话题平台，一个线上交流平台，通过相似度集合类似的问题，经验，供老师参考。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实物，进行了相关视频的录制，并且相关程序代码； 

2. 进行了软件著作权的申请，正在受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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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名称：基于深度和广度的学术专著影响力评价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李  卓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赵梦圆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柳嘉昊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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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从引文内容角度对图书被引行为进行分析，可改善传统依靠被引频次、专家评论等数据

进行图书评价的片面性，进一步提高图书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为此，本项目以中文图书的

施引文献为研究对象，并基于施引文献中对图书引用的引文内容，分析图书被引的行为。首先，我

们以计算机、法律、医学、文学以及体育等 5 个学科领域为例，从中文亚马逊网站选取 500 本中文

图书；接着，通过人工采集方式获取图书施引文献的全文数据，并从中摘取图书在施引文献中的引

文内容信息，得到 2288 条引文内容数据；最后，我们结合科学计量理论与方法分析图书在施引文献

中的引用位置、引用强度、引用长度以及引用情感信息，借助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确定

引用动机，并对引用动机与引用位置、引用长度进行相关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得到图书被引的行为

特征，从而为后续的图书评价方法提供依据。 

六、项目图片： 

          

      图 1 研究基本流程              图 2 研究内容                图 3 获奖证书 

七、项目创新点： 

1. 目前基于引文内容的影响力评价研究大多以英文文本为研究数据源，尚无针对中文图书的引

文内容分析研究，而本文了构建 2288 条中文图书的引文内容数据，并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 

2. 本项目对比了不同学科图书被引行为的差异性、学术论文与图书的被引行为之间的差异性，

分析的方面较广。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基于引文内容的图书被引动机研究—2018 科学计量与科技评价天府会议（二等奖）； 

2. 基于引文内容的图书被引行为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已录用）。 

 
 

类别 描述 

使用 

（1）为论证某观点、理论、方法 的正确性、可靠性或规范性以增强说服力 

（2）引用相关文献中的理论、方法或权威文献中的观点、论断以及有关技术规范、标准等，

作为论据或论证推导的前提 

（3）参照标准而拟定的规则，作为某论题的支撑对某一专有名词、技术、术语等的解释性

语句等 

比较 

（1）引述他人的理论、方法、 结果或结论与作者自身进行对比分析 

（2）本文作者对其他作者成果的总结、评价、否定等 

背景引用 

（1）从课题的学科或者社会的宏观角度来探究其前沿性、价值性、重要性、新颖性等，引

述国内外不同的相关研究成果引出作者研究的内容 

（2）引用一些数据和研究结果说明某论题研究的重要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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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名称：生物燃料火焰直接合成碳纳米管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杨超强  2015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梁凯恒  2015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卓工） 

吴建鹏  2015 级  理学院              工程力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刘冬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先进燃烧与污染控制   单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纳米材料被誉为是 21 世纪最重要材料之一，是构成未来智能社会的四大支柱之一 ,而碳纳米管

是纳米材料中最富有代表性，性能最优异的材料。碳纳米管具有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在场发射材

料、大容量电容器和生物传感器等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是能源材料领域的研究热点。 

本项目为生物燃料火焰合成碳纳米管，即利用醇类反扩散火焰在金属网上合成碳纳米管，研究

的内容为探究金属网、合成时间和合成温度对碳纳米管产量的影响，其中金属网为铜合金网和镍网，

燃料火焰分为乙醇和正丁醇，合成时间为 2-15 分钟，合成温度为 750℃-1000℃。 

六、项目图片： 

              

      图 1 火焰温度分布图             图 2 CNTs 拉曼光谱分析    图 3 CNTs 的 SEM、TEM 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实验利用廉价的金属网作为基板和催化剂，催化剂制备方法简便且廉价。 

2. 利用可再生生物燃料作为火焰碳源，是一种低成本且对环境友好的实验方法。 

3. 实验运用的预蒸发反扩散火焰，具有比正扩散火焰更稳定和提供更多的碳源的能力。 

4. 实验设备简单、易实现，易于优化参数，产品合成速度快、合成量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研究结果大致达到了目标的要求，对铜合金网合成碳纳米管的特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究，

并对各种工况下（不同的合成温度、时间和燃料种类）合成碳纳米管的形貌和石墨化程度进行了细

致的分析，最后得到了最优的合成参数。 

2. 已发表 SCI 期刊论文一篇，论文名为《Synthesis of carbon nanotubes on metal mesh in inverse 

diffusion biofuel flames》，期刊名为《Fullerenes, Nanotubes and Carbon Nano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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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名称：制导弹药发射过程数值模拟及参数优化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张舒玮  2015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武器发射工程专业 

程  毅  2015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武器发射工程专业 

李  鑫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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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兵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现代内弹道理论及应用、多相流动理论及应用等    

单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重点对智能优化算法进行了研究，我们尝试在经典遗传算法的基础上，改变种群个体的

变异率，增加随种群代数变化的环境变异因子，以及随种群个体适应度变化的适应度变异因子，使

得算法具有自适应性，以解决收敛速度和全局搜索能力的矛盾，同时提高了算法的收敛速度和全局

搜索能力。将改进后的算法应用于制导炮弹内弹道优化设计时，与经典遗传算法相比也得到了更好

的优化效果，展示了该改进后的遗传算法的实用性与优越性。 

六、项目图片： 

               

                  图 1 分散度分布                      图 2 遗传算法程序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 经典遗传算法与改进遗传算法的对比 

2. 在经典内弹道模型上改进型遗传算法的应用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本项目研究取得了基于温差发电技术的柴油机排气红外抑制装置技术的创新型发现，已申请

一项发明专利，已获得专利申请受理书。 

2. 本项目研究取得了基于低温等离子体技术的柴油机消烟装置的创新型发现，已申请一项发明

专利，已获得专利申请受理书。 

3. 本项目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为《基于改进型遗传算法的内弹道优化设计研

究》，正在投稿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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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名称：水下射弹稳定性机理的计算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李  达   2015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武器发射工程专业 

赵雪峰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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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续舰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流体力学   单位：能动学院 

五、项目简介： 

弹体在水中高速运动时，其周围会形成完全包裹弹丸的超空泡。超空泡的存在能够有效降低弹

体的摩擦阻力，但空泡界面的两相流特性也会带来射弹运动的不稳定性。针对这一问题，本项目从

数学推导、数值计算和模型实验等方面开展了水下射弹稳定性研究。 

六、项目图片： 

           

图 1 超空泡射弹尾拍示意图          图 2 水下射弹模拟          图 3 U=46m/s 水下射弹实验 

七、项目创新点： 

1. 通过一个简化的超空泡射弹及其在空泡内的尾拍模型，对射弹质心前进、尾拍运动特性进行

研究，对射弹的前进运动和尾拍运动过程进行仿真，初步明确射弹尾拍运动的特性，为超空泡射弹

的稳定性设计提供一些有益参考。（上图 1） 

2. 采用商用 FLUENT 软件，从数值模拟的角度，研究了随着波浪参数改变时弹丸的受力波动差

异，分析了空泡形态、弹体受力等参数随波浪的周期性变化规律，为近自由液面超空泡射弹的设计

应用提供参考。（上图 2 中黑色为弹丸，红色为水相，内部白色为汽相，外部白色为气相） 

3. 研制了简易的水下射弹发射装置，初步开展了水下超空泡射弹的实验研究。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赵雪峰, 李达, 成沅激, 吕续舰. 超空泡射弹的稳定性研究综述, 中国计算力学大会暨国际华

人计算力学大会, 南京, 2018(CCCM–ISCM 2018). 

2. 李达, 吕续舰, 赵雪峰, 郭则庆. 基于 CFD 的波高对自由液面下超空化流动特性影响研究, 

中国兵工学会弹道学术会议, 南京, 2018. 

3. Xuefeng Zhao, Xujian Lyu, Da Li. Modeling of the tail slap for supercavitating projectile, IEE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nderwater System Technol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Wuhan, China, 

2018. (国际会议，EI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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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名称：基于物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智能家居用品设计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胡伟专  2015 级  设传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     

房  聪  2015 级  设传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 

西林浩  2015 级  设传学院  产品设计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辉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智能家居是未来家居的发展方向，也是社会信息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题基于物联网和

新媒体技术，针对人们家居生活需求展开想象和创造，完成系列智能家居产品设计方案，表达对未

来智能家居生活的理解，让科技和艺术元素在生活中精彩呈现。 

六、项目图片： 

 

 

 

 

 

 

 

 

         图 1 Funny Carpet                图 2 婴幼儿智能肚兜            图 3 儿童智能洗澡器 

七、项目创新点： 

1. Funny Carpet 的设计创新的提出亲子家庭趣味健身这一概念，旨在提高家庭健身生活的趣味

性，优化亲子交互体验。 

2.婴幼儿智能肚兜-采用传统肚兜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一方面能够大大扩宽传统肚兜的作用，另

一方面，腹部是婴儿身体的重要部位，传感器通过肚兜与婴儿腹部紧密贴合，获得准确有效的身体

相关健康数据并通过无线蓝牙模块发送至手机，婴儿监护人可通过相应 App 时时了解婴儿身体健康

状况并当病情发生时做出及时反映。 

3.儿童智能洗澡器主要针对婴幼儿群体，旨在解决婴幼儿浴盆洗澡和游泳过程中存在的水温不

恒定问题，为其创造更舒适、健康的沐浴环境。 

八、项目成果情况： 

该项目完成了三项产品概念设计，并成功申请一项实用新型专利，较好的完成了科研训练的相

应任务，但在相关理论研究与系统创新设计方面较为薄弱，希望以后能够加强理论与系统层面的研

究，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以更好的指导相关的智能家居用品设计。 

专利名称 项目成员是否为第一发明人 申请号 专利类型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婴儿肚兜 是 201820125257.3 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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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名称：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募捐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蔡伟华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专业       

贺晚晴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专业  

王永卉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翚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新闻实务教学研究思想与文化传播研究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新媒体的高速发展使得网络募捐在平台、手段、途径等方面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趋势，移动端

个人网络募捐平台得到发展。但相应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网络募捐的监管不利、信息不透明等问题

统统浮现。本项目将对新媒体环境下个人进行网络求助并募集资金的行为中求助信息的传播过程进

行研究，从传播者、传播渠道以及受众的角度分析新型的个人网络募捐模式的特点与趋势，从而以

传播学角度讨论个人网络募捐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提出解决措施。 

六、项目图片： 

 

 

 

 

 

 

 

 

 

图 1 个人网络募捐平台评分体系  图 2 个人网络募捐平台APP数据分析   图 3 受众效果分析维度 

七、项目创新点： 

1.突破了大多数关于网络募捐研究的传统视角，而在传播学领域以著名学者拉斯韦尔的“5W 模

式”为主要框架思路进行研究探索。 

2.研究方法多样，在使用文献研究方法、无结构访谈方法之外，还使用了量化分析的方法，为

个人网络募捐平台制定出一套详细的评分体系，并为受众调查分析制定出一套详细的指标体系。 

3.案例具有时效性和接近性，通过最新相关案例研究总结个人网络募捐发展现状。 

八、项目成果情况： 

小组合作完成的学术论文《新媒体环境下个人网络募捐研究》作为项目研究成果将于 11 月公开

发表于刊物《今传媒》，项目成员为第一作者。《今传媒》国内刊号为 61-1430，国际刊号为 1672-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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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名称：全媒体语境下城市形象传播创新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赵子易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刘懿锌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戚心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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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尚荣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形象传播、广告及影视传播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的目标是通过对全媒体语境新的传播生态的考察研究，总结大数据时代全媒体语境的传

播观念、传播技术、传播方式、传播关系等的新变特点，并在此新传播语境下以南京为例全面、系

统地探索研究城市形象构建和传播的内涵、特征、内容、形式、方法、路径等所发生的新的变化及

其规律，针对这些新的变化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和对策。 

六、项目图片： 

     

    图 1 青奥会海报    图 2 故宫创意 H5《穿越故宫来看你》      图 3 南京古城墙 

七、项目创新点： 

1. 以“体化实践”为重点，进行城市形象传播研究 

2. 利用移动客户端实现及时互动 

3. 发挥虚拟技术的优势，强调体验传播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撰写了《全媒体语境下体化实践对南京城市形象传播的意义研究》论文并发表。 

2. 刊物名称：《视听》国内刊号：CN45-1342/G2  国际刊号：ISSN1674-246X  发表时间：2018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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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51 

————————————————————————————————————————— 

一、项目名称：中国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关注特征及启示分析-结合近两届美国总统大选中百度搜索指

数舆情建模分析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王  怡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       

许  敏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 

高  凡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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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冬松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新闻传播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伴随互联网的发展，世界各地的时政新闻几乎以同步的速度传播到我国。结合近两届美国总统

大选在国内掀起的热度及造成的影响来看，中国网民对美国大选关注度极高。由此我们想通过百度

搜索指数舆情建模，利用数据和专业媒介素养分析出中国网民对此关注的重点、呈现出的总体态势

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网民的政治诉求，并进一步启示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六、项目图片： 

 

 

 

 

 

 

                                   图 1 稿件录用通知 

七、项目创新点： 

1. 由广播电视新闻学和计算机学的同学共同合作。广播电视新闻学的同学掌握时事动向，了解

新闻走势;计算机学同学善于利用数据统计建模，提供客观的事实支持。 

2. 计算机数据库学技术性小组成员和新闻传播学理论性小组成员深度交流，两者融合，各显

专。严格分析数据和资料，从美国大选分析中国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期望。  

3. 本论文通过结合计算机专业准确详细的数据分析和新闻传播专业的理性分析，从中国观察国

际（中美关系，美国大选）地宏观视野，分析出中国民众的关注动向，集合中美长期的交流往来，

分析出中国民众的期望和观察点，以此折射到中国当代政治转型和中美政治对比，分析出中国发展

的新途径。选择角度新颖，数据真实，分析到位，结合当代国际动向。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论文发表于《各界》杂志《各界》由政协陕西省委员会主管，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办公厅主办。 

国内刊号:CN61-1302/D;国际刊号:ISSN1007-3906;邮发代号:52-148。 

2. 结题报告一份，分析出国人关注美国总统大选背后的深度心理和政治诉求，引导国人理性对

待国际政治动向，启迪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改善。 

3. 数据库统计模型一份，通过百度搜索指数数据和调差问卷的组合分析，得出客观理性的统计

数据分析，使得读者可以清晰明了看到中国民众关注的热点和侧重方向，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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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名称：基于 Kinect 手势识别的带电作业机器人人机交互系统设计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梅海艺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王  凯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李  磊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郭毓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智能控制理论及应用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针对带电作业机器人系统中操作人员和机器人的交互问题，设计了一种基于 Kinect 的带

电作业机器人人机交互系统，提出了两种交互方法：基于手势识别的人机交互方法和基于姿态识别

的人机交互方法。基于手势的方法通过手势识别并将结果转换为控制指令发送给机器人，实现对机

器人的动作控制；基于姿态的方法通过映射模型将人体关节信息转换为机器人关节角度，实现对机

器人的实时遥操作。 

六、项目图片： 

    

         图 1 手势识别结果                            图 2 姿态识别系统演示 

七、项目创新点： 

本项目设计的人机交互系统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手势识别、姿态控制与机器人控制相结合，通

过识别手势特征执行相应动作和跟随人体姿态动作这两种更加自然和灵活的人机交互方式来控制机

器人运动，使人机交互更加自然和智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申请并受理一项题为“基于 Kinect 的机器人人机交互系统及方法”的国家发明专利，申请号：

201810374190.1。 

2.在《山东大学学报》发表一篇题为“基于 Kinect 的配电作业机器人智能人机交互方法”的学术

论文。 

 

 

 

 



 

 

53 

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53 

————————————————————————————————————————— 

一、项目名称：闸机通行控制系统设计与通行算法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顾珉睿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郝旭鹏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汤茂东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永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模糊建模与计算智能等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闸机通行控制系统设计与通行算法研究”属于地铁自动售检票系统领域的研究，旨在对

现有的人体通行识别算法进行研究和创新，建立合理的人体通行判别模式，使闸机通行判别更加准

确，乘客通行速度更加快速，从而提高地铁部门的运营效率，对城市交通便捷通行具有重要意义。 

六、项目图片： 

        

     图 1 红外光幕分布图           图 2 控制模块整体图             图 3 闸机框架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成本低廉。选用普通红外二极管作为红外光幕发射器，通过逐点发射同步接收的采集策略，

解决了二极管散射角度大而互相干扰的问题。 

2. 通行识别算法灵活，适用范围广。可以根据精度的需要，成本的要求或者安装的条件自行确

定红外点位的数量，能满足许多实际情况比如有 28 个检测点、20 个检测点、4 个检测点等。硬件只

需要根据需要增减对射光幕数量，软件上则需修改点位映射关系，更改算法配置。 

3. 识别稳定性高。通过算法上的创新、改进和多次实验平台验证，对于很多特殊情况，如行人

尾随、通行过程中的甩手问题，都能进行有效识别，可靠性高。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论文题目 项目成员是否为第一作者 稿件状态 刊物名称 国内刊号 国际刊号 发表时间 

闸机通行识别技术

的研究 
是 发表 工业控制计算机 CN32-1764/TP 

ISSN 

1001-182X 
2018-03-25 

2. 实物成果包括：总结报告，验证视频，实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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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名称：老年人残障人肢体行为识别技术研究与应用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郑  浩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张子航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钟  帆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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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项目主要开展老年人残障人肢体行为信息识别系统研究工作，并将该系统和多功能电动智能护

理床结合，使该类护理床能根据系统识别的老人意愿，执行相应护理动作。 

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老年人残障人士的眼球转动动作，判断其意图； 

2．根据老年人残障人士脑电波形图分析来判断其需求； 

3．根据老年人残障人士声纹图谱特征分析来判断其需求； 

4．系统根据所识别的老年人残障人士的意图信息对其的意愿做出判断后，经显示屏反馈给本人

这个判断结果，确认后系统给护理床发命令。 

六、项目图片： 

        

 图 1 肌电信号分类结果        图 2 眼球追踪示意图            图 3 声纹识别谱图 

七、项目创新点： 

1.脑电意图的识别给使用者带来了更直接有效的意图表达方式； 

2.眼球追踪是一种有效的额交互方式，更好的反映了其潜意识的要求； 

3.声纹识别解决了在言语不清时的交互困难。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设计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脑电波分类网络，正确率远远高于随机猜测的正确率，获得了专利受

理申请通知书； 

2. 眼球追踪情况良好，通过研究建立的映射关系，可以确切的反映使用者的意图； 

3. 对于声纹识别的研究，设计了一种分类网络架构，用以识别语言不清的声音，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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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名称：智能巡检机器人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张嘉瑞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徐  渝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朱康健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胜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非线性系统控制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随着机器人技术和安防技术的发展，机器人技术和安防安监领域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智能巡检

机器人也应运而生，在电力、物业管理、安全防护、石油化工等多个行业的应用越来越普及。控制

技术作为智能巡检机器人的核心技术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点领域。随着对巡检机器人的要求越来越

高，巡检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如何将人工智能的前沿技术应用到巡检机器人的控

制系统中，提高机器人的智能水平。成为目前巡检机器人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本项目将重点研究巡检机器人的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主要包括巡检机器人智能决策技术、

智能轨迹规划与跟踪技术，并开发一套巡检机器人上位机控制软件，实现对巡检机器人的全面管理。 

六、项目图片： 

 

 

 

 

 

 

 

 

图 1 履带机器人实物               图 2 控制系统架构                图 3 实地运行结果 

七、项目创新点： 

1. 基于 ROS 框架组织多进程开发与通信，软具有规范、可靠、易扩展等特性。 

2. 为了应对复杂地形而采用履带式移动机器人，并为其设计了整套的控制算法。 

3. 采用差分 GPS 通过控制协议返回位置及位姿信号，提高了控制系统的跟踪性能。 

4. 用 Lyapunov 方法验证了控制器的稳定性，并仿真验证其控制性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本项目设计并实现了一套完整的智能巡检机器人控制系统。 

2. 本项目申请了一项发明专利“一种基于差分 GPS 的履带式自主导航机器人及其导航方法”，申

请号：201810470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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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56 

————————————————————————————————————————— 

一、项目名称：带电作业机器人控制系统设计与调试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吕毅轩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刘  晨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牛司宇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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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实现了一种带电作业机器人控制系统，包括图像信息采集模块、路径规划选择模块、实

时监测模块以及机械臂控制模块，其中：图像信息采集模块用于采集作业环境信息以及作业对象、

障碍物和机械臂之间的距离信息，并将上述信息发送给路径规划选址模块；实时监测模块用于根据

图像信息采集模块采集到的信息进行数据解算并完成场景重建，生成虚拟工作场景；路径规划选择

模块用于根据解算出的数据进行无碰撞路径规划并确定最优路径；机械臂控制模块用于控制机械臂

按照最优路径进行运作。本系统有远程遥控操作、自主作业两种模式，配有实时监测系统，提高工

作效率的同时，增加了带电作业的安全性，灵活性与精确性。 

六、项目图片： 

      

        图 1 相机标定               图 2 实物展示                 图 3 模拟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项目采用的路径规划选择系统，存储了各种情况下的简单动作序列库，实际情况与序列库

中的情况对比，选择合适的动作组合，提高了应对复杂情况的灵活性。 

2. 本发明能够实时监控作业环境，工作人员能够根据实际环境，对主操作手做出正确动作，提

高作业质量，并能进行实时观察，发生突发情况时可以立即停止系统，增加容错率。 

八、项目成果情况： 

本项目研究取得了带电作业机器人控制技术的创新性发现，拟申请“一种带电作业机器人控制系

统”的发明专利，正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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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57 

————————————————————————————————————————— 

一、项目名称：地下停车微导航系统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张叶涵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薛书棋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王宇航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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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与智能交通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城市地下停车场空间庞大、结构复杂、GPS 室内定位信号弱，寻泊寻车已成为车主停车的痛点。

为优化地下停车体验，本系统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依托，搭建 H5 页面和后台数据库,，配合实地布设

的 ibeacon 和车位检测器实现地下停车场中实时定位导航、快速寻泊、寻车及缴费功能。其中，通过

ArcGIS 地图绘制软件绘制室内微地图；采用自主设计的区段峰值分权定位算法实现实时定位；采用

迪杰斯特拉算法进行最优路径规划；采用 Flask 框架搭建后台服务。推广应用后，可实现地下停车场

运行的高效化、节能化和智能化。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室内定位导航             图 2 蓝牙设备布局           图 3 车位检车摄像头 

七、项目创新点： 

1. 室外地图自动显示周边停车场分布以及空闲车位数量。 

2. 采用欧式距离法优化自动选择最近空闲车位的算法。 

3. 通过双目摄像头实时获取停车信息，并存储在后端腾讯云服务器，给寻泊寻车提供信息支持。

4. 停车、寻车、缴费功能的解耦：通过实地硬件布设，并联系统的设计使任一功能可单独使用。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2017.9 申请一项发明专利（名称：一种基于拍摄设备布局的车位检测方法，申请号：

201710820129.0，第一发明人：项目组成员），目前状态为：已受理，实质审查生效。 

2. 2018.4  获得第三届江苏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二等奖。 

3. 2017.12 获得工信部创新创业二等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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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58 

————————————————————————————————————————— 

一、项目名称：智能面积测量仪的设计与实现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科研训练 

三、项目成员： 

宋嘉仪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李光盛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董磊萍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吴盘龙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导航制导与控制等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农机作业面积的实时测量对于精准农业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指导农机高效作业、控制生产

资料的投入，以及计算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等具有很大帮助。本项目的主要工作就是基于以上需

求，开发一种给农用机械配套使用的低成本高精度的计亩器。本项目以 STM32F103 开发板为硬件平

台，用北斗/GPS 接收机接收农机工作时的经纬度，然后利用高斯-克吕格投影原理将经纬度坐标转

换成大地坐标，再结合完全离散格林公式求出农田面积；应用卡尔曼滤波器进行 GPS 动态定位滤波，

减小误差经纬度误差，从而提高面积测量精度；针对接收机可能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在卡尔曼滤

波的基础上增加了自适应因子，提高了系统的鲁棒性。同时，设计了面积测量仪的使用界面，增添

了数据存储、轨迹显示和数据传输等功能。 

六、项目图片： 

         

    图 1 面积测量仪实物图          图 2 测量面积显示             图 3 测量轨迹 

七、项目创新点 

1. 针对面积重复的问题提出边界点提取的方法，此方法能较好地识别作业区域的边界点，从而

得出边界线，再进行作业区域的面积计算，与以往周长乘以幅宽进行面积测量的方式相比，该方法

能很好地减小由于重复计算而造成的面积误差。  

2. 应用卡尔曼滤波器进行 GPS 动态定位滤波，减小误差；针对接收机可能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

在卡尔曼滤波的基础上增加了自适应因子，提高了滤波器的鲁棒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申请了“一种改进的农机面积测量终端和方法”发明专利一项，申请号 201810725039.8。 

2. 申请了“一种农机作业面积测量终端”实用新型专利一项，申请号 201820820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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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59 

————————————————————————————————————————— 

一、项目名称：下肢助力外骨骼机器人系统设计与实现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刘景逸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陈  毅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潘正源  2015 级  钱学森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浩平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康复医疗机械外骨骼机器人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的背景下，对现有康复与助行类下肢外骨骼系统进行充分调

研，从实际需求出发，研究设计了一款便携式可穿戴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用于康复训练和行走助力。

其结构具有简洁化、模块化等特点，并具有可折叠功能，方便老年人日常携带和运输；采用基于自

适应 RBF 神经网络的无模型智能 PD 控制算法，通过 SolidWorks 和 MATLAB/Simulink 联合仿真验

证了该算法的有效性；通过 OpenSim 软件进行人机耦合研究；基于 dSpace 硬件在环实验平台进行控

制系统设计，利用光电编码器实现位置反馈与伺服，最终实现外骨骼机器人的康复及助行功能。答

辩老师建议我们利用 Adams 和 Matlab 联合仿真平台，添加动力学环境，进行人机穿戴耦合研究。 

六、项目图片： 

      

图 1 外骨骼机械结构            图 2 人机耦合模型             图 3 外骨骼硬件控制回路 

七、项目创新点： 

1. 结构设计简洁轻便，符合人机工程学。 

2. 具有可折叠功能，便于携带和运输，具备较好市场推广前景。 

3. 控制算法仅利用输入输出数据，摆脱了对复杂动力学模型的依赖，具有较强的工程应用价值。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发明专利“一种便携式可穿戴下肢外骨骼机器人”一篇，申请号 201810478312.1。 

2.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便携式可穿戴下肢外骨骼机器人”一篇，申请号 201820741842.6。 

3. 本项目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为《Model-free based adaptive RBF neural network 

control for a rehabilitation exoskeleton》，已投稿第 31 届中国控制与决策会议，正在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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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60 

————————————————————————————————————————— 

一、项目名称：三维城区场景建模及城市反恐想定推演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孙伟正  2015 级  自动化 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赖  臻  2015 级  自动化 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茅圣杰  2015 级  自动化 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黄炎焱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系统-体系建模与仿真、效能及体系贡献率分析，智能决策、

指挥控制及优化、嵌入式信息系统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近年来，处于社会转型的世界不太和谐，虽然我国社会总体保持稳定，但在某些城市恐怖事件

仍时有发生，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也影响我国“一路一带“战略发展。考虑到密密麻麻的城市

建筑群和川流不息的人群，城市的反恐十分复杂。城市反恐行动往往投鼠忌器，需要格外谨慎的处

置，为此，需要反恐部门事前反复模拟应急行动的方案的效果。本研究拟以密集人口城区的反恐为

研究场景，采用三维可视化建模方法构建大规模城市群模型，并加入智能人模型和特效事件模型，

并借助编程软件和三维渲染工具，完成大规模城市场景下的反恐方案的可视化仿真。为反恐部门提

供紧急处置的辅助决策参考。  

六、项目图片： 

a. SolidWorks建立的导弹3D模型图

b. Simulink可视化仿真模型图    

a.飞行前期（t=20s)

b.飞行中期（t=80s)

c.飞行后期（t=95s)    

图 1 完成贴图的金奥大厦及其周边建筑     图 2 恐怖分子和反恐部队的活动       图 3 即将逃离现场的恐怖分子 

七、项目创新点： 

在本文中，道路的具体长度对仿真的结果有影响，而道路之间的夹角即形状的影响可以忽略。

为了减少建模的工作量，以及方便后文恐怖分子 AI 设计，可适当对城市的布局和道路的形状进行了

简化。出于交通信号灯和司机辨识度的考量，现行道路交叉口所连接的道路数目不多，且道路的分

布较为均匀。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道路进行棋盘化，即将斜交的道路变为正交，并进行一定的缩放，

使道路的布局大致上呈现网格状。这一简化可在尽可能保留城市模型的真实度的前提下，大量减少

建模的工作量，且对后续的操作系统和恐怖分子 AI 的设计都有所助益。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 CMSAM 上发表“Urban Anti-terrorism Environment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Application  

Based on Unity3D”。 

2. 在 CSIE 上发表论文“A Chessboard Model for Urban anti-terrorism Based on Unity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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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61 

————————————————————————————————————————— 

一、项目名称：工频周期中开关频率恒定的电感电流临界连续反激功率因数校正变换器的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倪  萌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李乐颖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张  浩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姚凯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功率因数校正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电感电流临界连续反激功率因数校正（CRM Flyback PFC）变换器具有开关管零电流开通和副

边二极管电流无反向恢复的优点，但是，由于开关管的频率在整个工频周期内都是变化的，并且输

出电压纹波较大，导致 EMI 滤波器和磁性元件的设计难度增大。针对此缺点，本项目提出一种变导

通时间控制实现定频的方式，与传统的定导通时间控制方式相比，变导通时间控制实现定频的方法

下的电感值增大，开关频率大幅度降低，而且也提高了效率，减小了输出电压纹波，虽然功率因数

有所降低，但是仍然满足国际标准。 

六、项目图片： 

                                               

 

 

 

 

 

 

 

      

                   图 1 电路图                               图 2 实物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变导通控制方式下开关频率在一个周期中保持不变，仅随输入电压增大而增大，由此，开关

频率较之定导通控制下明显减小，从而减小了 MOS 管的损耗。 

2. 采用变导通时间控制后，当输入电压为最小值时，输出电压纹波减小到原来的 81.8%，当输

入电压为最大值时，输出电压纹波减小为原来的 78.4%。 

3. 采用变导通时间控制后，开关频率大幅降低，所以开关损耗大幅减小，由此使得变换器效率

得到明显增加。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专利《固定开关频率 CRM Flyback PFC 变换器》的书写并获得受理。 

2. 原理样机一台，如图 2。 

3. 一篇被 APEC 会议接受为讲演的论文。 

4. 定导通与定频两种控制电路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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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62 

————————————————————————————————————————— 

一、项目名称：高动态北斗/GPS 双模导航接收机设计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李新宸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专业 

夏浩源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周林伟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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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定位技术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以我国北斗二代系统的建成为背景，以国内星载接收机在高动态环境下的稳定运行和多

模信号融合为方向，主要完成高动态北斗/GPS 双模导航接收机的设计和实现。本项目提供了一种基

于 DSP+FPGA 的高动态北斗/GPS 双模接收机的硬件实现、容积卡尔曼滤波的优化定位解算算法设

计以及功能丰富的上位机监控软件设计。 

六、项目图片： 

     

    图 1 接收机实物图            图 2 监控软件界面             图 3 高动态模拟器实验 

七、项目创新点： 

1. 定位解算算法采用容积卡尔曼滤波算法，提高了定位精度。 

2. 对器件布局进行了优化，实现了 PCB 板的缩小设计。 

3. 对上位机监控软件的界面和功能进行了全面的优化设计和拓展。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于 2018 年无人载体导航与控制技术发展及应用学术研讨峰会发表论文《容积卡尔曼滤波在

BDS/GPS 双模定位解算中的运用》。 

2. 高动态北斗/GPS 双模导航接收机原理样机一套。 

3. 高动态北斗/GPS 双模导航接收机监控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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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63 

————————————————————————————————————————— 

一、项目名称：基于大数据的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健康管理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陈则宇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王恒丁  2015 级  理学院      应用统计学专业  

卢  凡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曹从咏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轨道交通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提出了基于大数据的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健康管理，并构建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健康管理框

架。在对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特点和维护策略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搭建了信号系统健康管理框架，

进行对比后确定以 BP 神经网络作为故障预测算法。同时搭建了大数据开发平台，构建了基于 Hadoop

框架的 BP 神经网络预测方法。 

六、项目图片： 

           

     图 1 专利受理通知             图 2 攥写论文截图                图 3 仿真结果 

七、项目创新点： 

1、将 Hadoop 大数据平台和 BP 神经网络形结合进行故障预测。 

2、项目组构建了城市轨道交通健康管理平台框架。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发明专利“基于 Hadoop 平台的 BP 神经网络的地铁信号系统故障预测方法”，申请号

201810959044.5。 

2. 本项目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为《基于 Hadoop 和 BP 神经网络的轨道交通信号

系统预测》，正在投稿审核中。 

3. 完成一份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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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64 

————————————————————————————————————————— 

一、项目名称：平面调和函数的性质与应用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张    珣  2015 级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杨 佳 霖  2015 级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邱郑宜人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范金华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复分析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调和函数作为 Laplace 方程的解，在函数论、偏微分方程以及几何学领域都有理论研究和应用研

究价值。从复分析角度研究平面调和函数是几何函数论研究近年的热点之一。有别于解析函数，调

和函数不可导。解析函数中相关的函数性质、几何性质在调和函数情形下如何刻画与描述以及彼此

性质之间的差异，近 10 年来国内外诸多数学专家着手开展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意义成果，但仍然

有大量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需要去探讨。本科研训练在学生完成本科复变函数课程后，通过指导教

师讲解一些基本理论知识，再研读相关学术论文后开展相关研究。 

六、项目图片： 

           

            图 1 论文封面一                        图 2 论文封面二                       

七、项目创新点：  

由于调和函数的不可导性，所以我们平行于当象区域为 星象时的证明过程，计算得到我们的结

论。 

八、项目成果情况： 

我们得到了两个定理，其一是当象区域为凸的时候，系数满足的条件，并且它还可以拟共性延

拓，其意义是防止出现尖点；其二是通过从 导数方面得到了如果保向调和函数 满足

那么 的象边界是一个渐进的圆周，其意义是使象边界更加光

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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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65 

————————————————————————————————————————— 

一、项目名称：大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技术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骆云鹏  2015 级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毛慈伟  2015 级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朱旎彤  2015 级  理学院  应用统计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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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单位：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大数据是指规模大且复杂、以至于很难用现有数据库管理工具或数据处理应用来处理的数据集，

大数据的常见特点包括大规模(volume)、高速性(velocity)和多样性(variety) 。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大数据所引发的安全问题与其带来的价值同样引人注目，而最近爆发

的“棱镜门”事件更加剧了人们对大数据安全的担忧。与传统的信息安全问题相比，大数据安全面

临的挑战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大数据中的用户隐私保护；2.大数据的可信性；3.如何

实现大数据访问控制。  

拟实现的设计指标：SE 机制的研究与现实的需求紧密相关，具体体现在各个 SE 机制都能在一

些特定的现实场景中为用户节省大量的开销和繁琐的操作。另外，对于每个应用的场景都有各自的

威胁模型和系统模型的定义，而它们所关注的改善的目标都极为不同，而这些不同之处也产生了额

外的问题，进而带来新的设计。现实中的一些特定的应用需求，也极大地凸显出其与现有 SE 机制的

不合之处，我们将针对这些特定的应用需求，分析和设计适应该需求下的 SE 机制，进而达到提高安

全性的同时又在极大程度上保证其效率的效果。 

六、项目图片： 

          

             图 1 单用户系统                               图 2 多用户系统 

七、项目创新点： 

1. 我们提出并开发了一种能有效保证云中数据的安全性和功能性的云存储系统，完成算法构造

使可搜索加密（SE）机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框架之内。 

2. 建立一个随机预言机模型进行选择密文攻击，采用规约化思想，将问题规约为求解 q-BDH

问题，来证明我们机制具有选择密文攻击下的密文不可识别性（IND-CCA）。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论文《一个灵活的基于连接关键词的可搜索加密方案》且准备投稿。 

2. 申请专利《一种基于连接关键词的文件可搜索加密方法》且已经获得专利申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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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66 

————————————————————————————————————————— 

一、项目名称：基于神经网络的大数据处理与程序化交易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晏昭琴  2015 级  理学院  应用统计专业       

黄张瀛  2015 级  理学院  应用统计专业   

梁敏威  2015 级  理学院  应用统计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赵培标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应用金融学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目前用于证券交易的大多数指标，大多是运用统计方法根据过去的事进行预判，而时代世界万

物都是不断变化的，很多事物并不一定会按照过去的规律变化，所以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是证明神经

网络算法在证券交易预测上的优越性，并与传统多元回归分析预测方法进行对比。 

以股票交易作为证券交易代表，对其走势采取传统多元回归分析预测方法与神经网络方法，分

别进行预测，在股票决策问题的研究中,针对影响股票价格因素间存在高度的非线性、存在数据冗余

等特征,传统股票预测方法无法消除数据之间冗余和捕捉非线性规律导致预测精度较低,所以我们预

测神经网络预测可提高股票价格预测精度。 

六、项目图片： 

     

        图 1 模拟曲线汇总                      图 2 期刊录用通知邮件截屏 

七、项目创新点： 

1. 通过 BP 神经网络和多元线性回归对“格力电器”第二日开盘价的算例，验证得到结论：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和 BP 神经网络模型都可用于预测数据，但 BP 神经网络的优势更加明显。 

2. 在模型的拟合优度、对初始数据的仿真与模拟能力和对新数据的预测能力方面有较明显的优

势，BP 神经网络模型的非线性映射关系对变量的处理效果优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线性关系，研究

结果为以后的决策问题提供了相应依据。 

3. 人工神经网络有别于传统数据处理算法，具有处理非线性、非局限、非凸性及非常定性数据

的优越性，运用于股票预测具有很好的契合性，相比其他算法有着更高的预测准确度，而本文的研

究使这一点得到实际的证明。 

八、项目成果情况： 

    论文《Stock Prediction via Linear Regression and BP Regression Network》已被《Communications in 

Mathematical Finance》期刊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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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67 

————————————————————————————————————————— 

一、项目名称：积极行为支持对自闭症儿童治疗有效性评价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余  彪  2015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毛成林  2015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杭毛措  2015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曙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社会工作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研究通过检索 PubMed、Web of Science、CNKI、维普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的平台中所有积极

行为支持治疗自闭症儿童的随机对照实验(RCT)。运用 RevMan5.3 软件对纳入的四个随机对照实验

研究进行 META 分析，研究积极行为支持对自闭症儿童治疗的有效性，为社会工作者和医疗工作者

有效治疗自闭症儿童提供较高质量的证据。 

六、项目图片： 

        

         图 1 纳入标准           图 2 纳入研究具体信息表       图 3 有效性比较图表 

七、项目创新点： 

1.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通过采用循证研究方法，准确建立证据强度分类系统，针对自闭症

儿童人际交往和情感交流障碍等问题，收集质量可靠的运用积极行为支持干预的临床研究和相关文

献。 

2. 在统计分析方法方面，本研究采用 EndnoteX7 文献管理器对文献进行管理，采用 Revman5.3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并最终制作出积极行为支持治疗自闭症儿童有效性的森林图。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发表一篇省级期刊论文，并获全国优秀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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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68 

————————————————————————————————————————— 

一、项目名称：镓酸锌纳米晶可控制备及其光电性能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黎乐轩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专业  

李小丹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专业  

李婉思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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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友生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半导体纳米晶与光电探测器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镓酸锌（ZnGa2O4）是宽带隙(4.4-4.7eV)三元金属氧化物，具有立方晶系尖晶石结构，易通过调

节组元比和相结构来调控其电子结构而实现带隙展宽。具有禁带宽度大、导热性能好、电子饱和漂

移速度高以及化学稳定性优等特点，可应用于光电探测、光催化降解、发光显示等领域。本课题采

用简单易操作、低温的溶剂热法制备了球状 ZnGa2O4 纳米晶，以及创新性地将液相激光烧蚀与溶剂

热法相结合制备出多面体纳米结构 ZnGa2O4。使用 XRD、SEM 表征手段，以及采用离心成膜方法，

将 ZnGa2O4 纳米晶在硅基叉指电极上沉积成膜，制成光探测器，测试其光电性能。最终制备出响应

速度在毫秒级别，光电流在微安级别，开关比高达 7600 的镓酸锌紫外光电探测器。 

六、项目图片： 

 

图 1 锌纳米球的制备方法    图 2 十四面体纳米结构 ZnGa2O4                图 3 测器的响应度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 实现了 ZnGa2O4 纳米球的尺寸可控制备。 

2. 创新性地将液相激光烧蚀法与溶剂热法相结合，实现多面体形貌的 ZnGa2O4 可控制备，产物

具有高纯度、单一相结构、结晶性良好、尺寸均一、形貌可控、制备简单等优点。 

3. 该十四面体纳米结构 ZnGa2O4 用于组装成高性能深紫外光电探测器，可实现高灵敏度、快响

应探测。 

八、项目成果情况： 

成果形式：专利《一种高纯高结晶性镓酸锌纳米球的制备方法》专利号 20171115443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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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69 

————————————————————————————————————————— 

一、项目名称：结构与节能一体化新型陶粒墙板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秦瑞东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专业 

付秋雪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程  鹏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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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崇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无机非金属材料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发明了一种结构与节能一体化的新型墙板，其材料和结构与传统板材相比都具有很大优

点。此墙板以高强度壳层硅酸盐陶粒作为轻骨料，以硅酸盐陶粒混凝土为基体材料，以聚苯乙烯发

泡板为绝热材料，以环氧树脂涂覆的钢筋弯曲呈“M”型呈周期分布,形成一种三明治结构，这种结构

无热桥，可以降低能量损耗，达到节能的目的。在未来建筑行业有广泛应用前景。 

六、项目图片： 

  

 

  图 1 结构与节能一体化 

  新型陶粒墙板模型 

 图 2 结构与节能一体化新型 

 陶粒墙板结构示意图 

图 3 结构与节能一体化新型陶粒 

墙板横截面示意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提出一种制备高强轻质陶粒的思路：利用纤维增韧，增强陶粒强度，弹性模量提高，使得与

建筑基体弹性模量相匹配，具有较好的协调性。 

2. 利用聚苯乙烯泡沫板作为夹层，结合强度大约 40MPa 陶粒混凝土，确保了墙板的保温性能，

满足了墙板的力学要求。 

3. 陶粒具有良好的内养护效果，纤维增韧陶粒可以减轻混凝土早期的收缩值。适当比例的纤维

增韧陶粒和破碎花岗岩可以使收缩值最小化。 

4. 提出一种“M”钢筋连接结构，增强了墙板的抗剪性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发明专利《一种无热桥硅酸盐墙体板材结构》一篇。申请号：201811073163.7 

2. 制备出样品模型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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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70 

————————————————————————————————————————— 

一、项目名称：N、S 共掺杂碳纳米片与硫化锌复合物应用于钠离子电池的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杨凯闻  2015 级  钱学森学院          材料物理专业       

李红蕾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郝雪纯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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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晖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能源存储材料及器件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格

莱特研究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开发出了一种高效溶胶-凝胶制备方法，利用常见的原料制备硫化锌纳米颗粒及氮硫共掺

杂类石墨烯的复合材料，且得到了碳壳包覆的巧妙结构。碳壳的存在有效地缓解了电池充放电过程

中的钠离子潜入脱出所引起的体积变化，保护了硫化锌纳米颗粒的完整性，使得电极能够长时间多

次充放电，解决了目前文献中硫化锌作钠离子电池电极循环性差的问题，可以在 0.5A/g 的电流密度

下循环 380 圈以上且容量高于 540mAh/g。 

六、项目图片： 

        

内容总结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开发出高效溶胶-凝胶法，一步制备钠离子电池硫化锌/碳复合电极。 

2. 得到碳壳包覆的巧妙结构，缓冲充放点过程中的体积变化。 

3. 电池可以在 0.5A/g 的电流密度下循环 380 圈并保持容量在 540mAh/g 之上。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项目学生为第一作者在 SCI 一区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IF=6 945）上发表论文，题为 Highly 

Efficient Sol-gel Synthesis for ZnS@N, S Co-doped Carbon Nanosheets with Embedded Heterostructure 

for Sodium Ion Batt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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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71 

————————————————————————————————————————— 

一、项目名称：智能自愈合人工皮肤材料的性能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钱赛波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晏治林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徐永杰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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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华平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生物医用高分子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人体皮肤、脂肪、骨头等生命组织具有非常惊异的功能：它们能感知损伤，并且一定程度上能

自动愈合。组织再生中，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向人体组织一样的智能生物材料：能感知断裂，

并能够及时进行阻止，然后尽快进行自我修复。新型自愈合生物材料的开发是组织工程和生物材料

的重要发展方向。最初，水凝胶由天然高分子胶原制成，可用于烧伤敷料和人工皮肤，然后由于组

织工程的提出及兴起，在包裹细胞方面，以天然高分子为基体的水凝胶支架的应用成为研究热点。

作为理想的细胞支架及药物载体，水凝胶可用于修复和诱导多种细胞和器官的再生。目前智能自愈

合生物材料的相关研究还非常少，因此，如能利用现有技术和手段构筑和开发新型的自愈合细胞支

架材料，将为生物材料和再生医学领域带来非常重要的意义。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实验原理图                图 2 自愈合实验图              图 3 释药曲线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采用羧甲基纤维素钠与羧乙基壳聚糖通过席夫碱反应制得自愈合水凝胶材料。 

2. 以天然高分子为基体制备水凝胶支架，作为药物载体。 

3. 感知损伤，并进行自我修复，可用于医用智能自愈合皮肤支架的制备。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本项目拟申请“一种静电吸附多聚糖自愈合组织工程支架的制备方法”的发明专利。 

2. 本项目研究成果形成一篇学术论文，题为《Magnetic and self-healing chitosan-alginate hydrogel 

via covalent cross-linking encapsulated gelatin microspheres for drug delivery》，正在投稿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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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72 

————————————————————————————————————————— 

一、项目名称：变面轧制镁合金双孪晶的演化及对织构的影响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王壮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属材料专业       

尔扎提·买买提祖农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加工专业    

吴毓翰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朱荣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材料加工方向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轧制产品占塑性加工产品的 90%以上。但镁合金在轧制过程中形成基面织构，严重限制了其轧

制能力的发挥.本项目提出变面轧制工艺,促使(10-11)-(10-12)双孪生,较好的抑制基面织构,提升其轧

制能力,并获得良好的力学性能.本项目重点研究双孪晶在不同温度的轧制过程中的演化规律。 

六、项目图片： 

    

图 1 573K EBSD 图      图 2 623K EBSD 图        图 3 673k EBSD 图    图 4 573K 的 EBSD 孪晶 

七、项目创新点： 

1.通过提出新的轧制方法，变平面轧制来促使(10-11)-(10-12)双孪生,较好的抑制基面织构,提升其

轧制能力,并获得良好的力学性能。 

2.在确定轧制方法后，逐步实验各种温度来找出最适合(10-11)-(10-12)双孪生的温度。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变面轧制后获得样品获得了良好的力学性能，通过观察其(10-11)-(10-12)双孪生明显增多，且

较好的抑制了基面织构。 

2. 考虑织构强度和力学性能，以 623 K 为最佳轧制温度，拉伸屈服强度为 240 MPa，压缩屈服

强度为 162 MPa，延伸率为 13%。 

3. 延展性可以显著提高，但强度随变平面轧制温度的降低而降低。力学性能的结合是由于细化

晶粒强化和随机织构软化之间的竞争。 

4. 本项目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为《 Influence of rolling temperature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structure of variable-plane-rolled Mg-3Al-1Zn alloy》accepted by 

Journal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Performance，正在二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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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73 

————————————————————————————————————————— 

一、项目名称：高效硒化锡块体热电材料研发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熊文杰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贡亚茹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柴  爽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唐国栋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热电转换材料与器件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通过水热法成功制备出了掺杂 Cu 的 SnSe 纳米多晶热电材料，研究发现通过纳米析出相

与亚微米尺度晶粒结合，构建出了全尺度分层结构来散射声子。此外，Cu 原子点缺陷散射，也可以

进一步降低晶格热导率。与已报道的多晶 SnSe 相比，低 Cu 掺杂量(x=0.01)载流子浓度的增加提高

了样品电导率和功率因子，最终，Cu0.01Sn0.99Se 材料的 ZT 值大幅提高，在 873K 时达到了 1.2，比

起未掺杂的多晶硒化锡 ZT 提高了 3 倍，极大提高了该材料的热电转化效率。 

六、项目图片： 

图 1 样品功率因子       图 2 样品晶格热导率        图 3 样品 ZT 值        图 4 原理示意图 

图 5 Cu0.01Sn0.99Se 的 TEM 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利用纳米析出相与亚微米尺度晶粒结合，构建出了全尺度分层结构来散射声子。另外结合 Cu

原子点缺陷散射，进一步降低晶格热导率，得到极低的材料晶格热导率(0.2Wm-1K-1)。 

2. 获得高性能块体热电材料(ZT=1.2)，比已报道的未掺杂多晶 SnSe 提高三倍，极大地增强了此

材料的热电转换效率。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研究成果发表于金属领域权威期刊 Scripta Materialia（影响因子 4.163）147 (2018) 74-78。 

2. 论文成果入选“教育部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现场交流项目。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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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74 

————————————————————————————————————————— 

一、项目名称：智能响应水润滑涂层的制备与防冰性能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杨林翔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张  璇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 

吴玉林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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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党生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材料物理与化学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针对自防冰涂层不耐冷凝水、持久较低、抗冰效果差的问题，本项目采用盐酸-双氧水协同刻蚀

与疏水性纳米颗粒沉积相结合的方法制备得到超疏水表面，所得样品在低温高湿环境下可以实现延

迟结冰。本方法成本低廉、工艺简单，适用基体材料广，制得的超疏水防冰材料具有良好的抗冰、

自清洁能力。 

六、项目图片： 

        

         图 1 接触角           图 2 材料防冰效果比较（0min） 图 3 材料防冰效果比较（28min） 

七、项目创新点： 

1. 将盐酸-双氧水协同刻蚀构建粗糙结构与沉积疏水性纳米颗粒结合起来，可在平板基材上制备

超疏水表面； 

2. 利用 PDMS 作为胶粘剂，有效改善疏水纳米颗粒与材料表面的结合力，克服超疏水材料易于

流失的缺点； 

3. PDMS 具有亲和性，且成本低廉，工艺简单，实验过程中避免了使用含氟聚合物造成的坏境

污染； 

4. 实验所制备的样品可实现低温（-20℃）高湿（相对湿度 80%±10%）环境下的延迟结冰。 

八、项目成果情况： 

申请发明专利一项：一种超疏水防冰材料的制备方法（201810869309.2） 

发明人：杨林翔，熊党生，张璇，吴玉林，佟威 

 

0min 28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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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75 

————————————————————————————————————————— 

一、项目名称：基于生物模板的隔热陶瓷纤维的制备及导热性能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戴长昊  2015 级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李  琪  2015 级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李宜聪  2015 级  材料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天驰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高性能隔热材料   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基于生物模板制备具有中空结构的隔热陶瓷纤维，属于遗态材料研究领域。 

1. 基于白茅花、萝藦、芦苇、兔尾草等植物模板制备 Al2O3-ZrO2-Y2O3 纤维、ZrO2 纤维、 

MgO-Al2O3纤维和 Al2O3纤维等中空隔热陶瓷纤维，其导热系数仅为 0.04-0.08W·m-1·K-1（相同条件

下实心纤维为 0.10-0.30W·m-1·K-1），表观密度为 0.07-0.20g/cm3，孔径率为 90%-98%； 

2. 经 SEM/EDS 和 XRD 分析，实验所得陶瓷纤维中空、连续，具有优良的热学性质。 

3.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均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4. 相关成果入围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展示项目）；项目成员获南京市市级唯美

比赛一、二、三等奖各 1 次；南京理工大学第八届“唯（微）美·艺术”比赛特等奖 1 次。 

六、项目图片： 

       图 1 白茅花         图 2 MgO-Al2O3隔热陶瓷纤维制  图 3中空 MgO-Al2O3纤维微观结构 

七、项目创新点： 

1. 基于植物模板制备的中空隔热陶瓷纤维的物相稳定性好、热导系数低，符合航空航天用隔热

层和新时期高温窑炉工业的环保需求，市场前景广阔。   

2. 结合先进的实验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本项目隔热陶瓷纤维制备过程试剂消耗少、经济效益

好，该制备方法适合工业化推广。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戴长昊，冯成，李琪等. 制备氧化铝板条增强氧化锆中空隔热纤维的方法[P]. 申请号或专利

号：201810043763.2。（国家发明专利，项目组成员为第一、三、四发明人） 

2. 张梓豪，王天驰，戴长昊等. 一种利用微波烧结萝摩纤维获得氧化铝中空纤维的方法[P]. 申

请号或专利号：201810383933.1。（国家发明专利，项目组成员为第三、四、五发明人） 

3. 王天驰，张梓豪，戴生伢等. 一种利用微波烧结萝摩纤维获得氧化锆中空纤维的方法[P]. 申

请号或专利号：201810384192.9。（国家发明专利，项目组成员为第四、五、六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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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76 

————————————————————————————————————————— 

一、项目名称：原位反应合成高熵合金基复合材料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兰利娟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顾莹莹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濮天姣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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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是在高熵合金基础上通过原位反应产生微纳米 TiB2/TiC 陶瓷颗粒，弥散分布，形成高熵

合金新型金属基复合材料。利用 Al-Fe-Cu-Cr-Ni-Ti-B 体系微波合成 TiB2/TiC 颗粒增强高熵合金基复

合材料，运用 X 射线衍射（XRD）、扫描电镜（SEM）、能谱仪（EDS）分析、DSC 分析，解决以下

主要问题：1）研究其制备工艺，制备 TiB2/TiC 颗粒增强高熵合金基复合材料；2）研究体系反应热

力学，分析反应发生的方向，可能的产物；3）研究反应动力学、结合热力学分析揭示其反应机制。 

六、项目图片： 

        

       图 1 10%TiC 的 SEM 图   图 2 不同升温速率下的 DSC 曲线    图 3 项目所得成果  

七、项目创新点： 

1. 采用高熵合金作为基体材料，在其基础上反应产生增强体制备高熵合金基复合材料，其性能

优异，应用广泛。 

2. 选用微波加热作为制备方法，增强体与基体之间的界面干净平整，没有反应界面，结合紧密。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论文-《高熵合金性能的研究现状》，项目成员为第一作者，已发表于《冶金工程》，国际刊号

为 ISN2373-1478，发表时间为 2018.03。  

2. 论文-《Microwave Synthesis of AlFeCuCrNi /TiB2 High-Entropy Alloy Matrix Composites》，项

目组成员为第一作者，已被《MATEC Web of Conferences》录用，国际刊号为 ISN2261-236X，录用

时间 2018.08。 

3. 发明专利-《内生型纳米颗粒增强高熵合金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项目组成员为第一发明

人，申请号为 2018105087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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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77 

————————————————————————————————————————— 

 

一、项目名称：金属粉末发动机燃料输送方式的研究 

二、项目类型：国家级 

三、项目成员： 

付思源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杨旭东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赵智伟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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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春生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先进动力技术及其理论研究    

单位：瞬态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五、项目简介： 

金属粉末发动机是一种采用高能金属粉末作为燃料的发动机，通过粉末燃烧放出热量，利用喷

气推进原理产生推力。在金属粉末发动机的研究中，粉末的输送和喷射效果将直接影响发动机的性

能。在本次科研训练中，主要开展了粉末发动机燃料输送和喷射方式的研究，设计并加工了高效的

粉末喷射装置，进行了粉末流化及喷射的试验和理论研究。 

六、项目图片： 

                

图 1 粉末喷射分散装置实物图      图 2 粉末喷射效果图               图 3 数值计算结果 

七、项目创新点： 

1. 设计并加工了一套可对粉末进行分散并可自由调整两喷管间距、夹角的试验装置，对粉末的

分散以及混合效果进行了试验研究。粉末氧化剂和粉末金属燃料分别通过喷射分散装置喷射进入发

动机燃烧室，通过此装置可实现燃料和氧化剂粉末的良好混合效果。 

2. 对粉末燃料和氧化剂在发动机内的冷态喷射和混合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采用 Fluent 软件对

金属粉末发动机燃料喷射过程内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主要研究了喷射压力、粉末分散装置的

安装方式等因素对喷射混合过程的影响，所得结论对金属粉末发动机的设计试验研究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粉末分散装置一套； 

2. 专利：一种粉末发动机粉末分散装置（申请号：201821356884.4）； 

3. 论文：已完成，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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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1 

————————————————————————————————————————— 

一、项目名称：基于虚拟仪器的膛口烟雾测试系统 

二、项目类型：省级项目 

三、项目成员： 

阳雨妍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杨佳星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谭  涌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江剑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测控技术与传感器设计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由于近几年国际局势日渐紧张，加之军事技术发展快速，各类枪械和弹药不断推陈出新。而且

膛口烟雾的危害日益突出。该套系统用于测定膛口烟雾的透光率，通过定量分析、比较各个枪弹烟

雾的大小，来对弹药产生烟雾量的大小进行有效评估。 

六、项目图片： 

         

             图 1 烟雾测试系统                      图 2 人机交互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 对于测试透光率，我们采用光电池作为感光装置。但由于光电池输出的信号为微弱信号，很

容易淹没在噪声之中，因而前置放大电路十分重要。因为光电池的输出在 uA 级别，所选的放大器

的输入偏置电流需要在 nA 级别以下。又因为激光调制信号频率为 500Hz 左右，所选放大器的增益

带宽应该能够满足处理该信号的要求。因此我们选择了运算放大器 LF357N，其输入偏置电流为

20pA，增益带宽为 20MHz，满足条件。 

2. 由于空间中存在各种电磁干扰，对于本测试系统所检测的微弱信号而言，很容易被淹没在强

电磁噪声干扰之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用锁相放大法来检测微弱信号。对两个功率有限信

号进行相乘和积分操作可以将信号从噪声中检测出来，输出结果不会受到噪声的影响。将被测信号

与多谐振荡模块输出的参考信号相乘，将被测信号中与参考信号频率相同的成分检测出来，并转化

成对应的直流量，再通过低通滤波器即可得到有效信号。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我们完成了膛口烟雾测试系统的设计制作，该测试系统可以有效的测定烟雾量的大小，并使

烟雾的透光率的分辨率小于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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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2 

————————————————————————————————————————— 

一、项目名称：新型三自由度高速并联机器人机构创新设计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罗安扬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谢  渊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陆晓钰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汪满新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机构学及机器人学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密切结合自动化生产线中轻小散乱物料快速搬运、包装、分拣等作业需求，提出一种新

型三自由度高速并联机器人机构，并完成其运动学分析、机械结构设计、动态特性分析、结构参数

优化设计，以及基于该机器人的物料搬运系统设计。所提机器人机构因可将驱动装置布置在机架上，

从动臂可用碳纤维制成轻杆，故可使末端执行器获得很高的运动速度和加速度，以满足自动化生产

线中高速度和高加速的要求。 

六、项目图片： 

        

    

图 1 机构原理简图               图 2 搬运方案效果图                  图 3 一阶固有频率 

七、项目创新点： 

1. 采用卧式布局，创新设计出一种含平行四边形支链且可实现两平一转的新型三自由度高速并

联机器人机构； 

2. 与原有立式机构相比，本机构具有良好的扩展能力，便于实现整周回转，可极大的增大机构

的工作空间； 

3. 通过添加末端小电机，所提出的机构可实现 SCARA 运动，可为自动化生产线上的轻载物料

搬运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4. 利用所研究机构，设计出实用物料搬运方案，可用于自动化生产线。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一台数字样机。 

2. 物料搬运系统数字样机方案。 

3.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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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3 

————————————————————————————————————————— 

一、项目名称：光电分拣机器人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沈嫣秋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何  杨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袁沐坤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陈曦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毫米波探测与测试技术、信号处理与数据处理技术，

以及毁伤与防护领域的研究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针对自动化物流系统作业过程，以比赛为载体，开展光电搬运机器人的结构和控制系统的搭建，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1. 设计相关结构使机器人能够实现高效率的物块分拣功能，并且能够将物块垂直堆叠，对一定

的空间进行充分利用。 

2. 设计稳定可靠的控制系统使机器人能够在场地中完成循迹、颜色识别、物料分拣及物料的堆

叠等相关动作的控制。 

对于比赛，此光电搬运小车主要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务，并用堆叠的方式取得最高的分数，

更重要的是对现实中如何提高分拣堆叠货物的劳动效率、充分利用空间提供更好的思路。 

六、项目图片： 

                 

图 1 光电分拣搬运工程实物侧视图          图 2 光电分拣搬运工程实物主视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结构上采取了万向轮用作辅助驱动，减小摩擦；机械手部分采取机械爪和机械钩子相结合的

结构。 

2. 采用 360 度舵机作为驱动模块，简化程序编写，也能够更稳定的行驶。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实物：光电分拣搬运机器人通过灰度传感器先采集场地信息并记录，然后机器人开始基于

ArduinoMega2560 单片机内置算法分析轨迹并进行相应路线运行。机器人通过位于至于车体前部的

一排四个循迹灰度传感器和左右的转向灰度传感器循迹行驶到达指定位置。运送物块过程中，机器

人通过 PWM 输出控制机器人沿着赛道行进，运送物块两个环节结束后，机器人沿线返回起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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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4 

————————————————————————————————————————— 

一、项目名称：多路线自主循迹小车的设计与搭建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宋碧娴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徐  鲁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高  力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庞兆君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飞行器动力学与控制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依托于中国机器人大赛中的“探险游”竞赛项目 ，要求研究、设计并制作具有优秀硬件

与软件系统的移动机器人小车。设计出结构稳定的机械系统和较好的轨迹规划算法，使小车能在复

杂的变化的场地中实现自主循迹、识别障碍、过障碍、多路线自主选择实现、自动回起始点等功能。 

六、项目图片： 

 

 

 

 

 

 

 

  

  

 

图 1 小车三维图                图 2 执行子程序选择                图 3 实物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执行子程序选择模块：利用开发板的按键作为输入控制，通过编写程序，实现控制板一次烧

录，多程序执行的功能。 

2. 指南针传感器：进行方向上的辅助矫正，降低小车对延时程序的过于依赖，使得小车容错率

提升。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了小车的搭建与程序的设计，实现了此项目对应的国家级竞赛项目中的基本要求。 

2. 通过不断的调试使小车具有了稳定的性能。 

3. 小车能在场地中快速平稳地自主行进并选择最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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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5 

————————————————————————————————————————— 

 

一、项目名称：创意无人机设计与制作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孟展鹏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周世桥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戴昊斌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孙波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高超声速气体动力学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太阳能无人机作为飞行器的一种，是指以阳光、太阳能以及太阳可能存在的其他能量来作为动

力和任务设备能源的飞行器。本项目组希望在太阳能无人机的设计及应用上进行一些探索，尝试创

造性解决太阳能无人机动力不足、能源管理等技术难题，为我校在此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六、项目图片： 

        

               图 1 机翼                图 2 整机全景             图 3 整机近景 

七、项目创新点： 

1、采用了双垂尾布局，增加了飞机的稳定性。 

2、使用 mppt 控制器管理供电，平衡了锂电池供电和太阳能电池片供电之间的关系。 

3、优化了机翼结构，保证太阳片可以完全贴合机翼。 

4、设计桁架，保证精准制作和方便后期批量生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本项目探索出一种全新太阳能电池的封装方式。同时本项目也开发出一种气动与供电系统

并行的设计方法，大大减少了设计成本。 

2. 纯电池与纯电池加太阳能供电的时间对比试验，在 72 片太阳能片的作用下，航时比仅有电

池提高了一倍左右。 

3. 电调电流=电池电流+太阳能片电流。在拉力 8N 左右以内的情况下，太阳能片给电调供电同

时给电池充电，在拉力超过 8N 左右后，电池与太阳能片一起供电。基本实现之前预期的强光照下，

太阳能片在独立供电的同时给锂电池充电。弱光照下，锂电池辅助太阳能片供电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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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6 

————————————————————————————————————————— 

 

一、项目名称：基于 RoboMasters2017 的机器人设计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聂兴宇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类专业 

王雪同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类专业 

张  娇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类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志安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智能弹药技术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根据 RoboMasters2017 机器人大赛规则，设计制作英雄机器人登岛底盘及取弹机构，并

设计相关控制程序。登岛底盘使机器人能够跨过障碍，登上虚拟岛屿，取弹机构能够取出特定容器

中的子弹（高尔夫球），用于攻击敌方机器人。 

六、项目图片： 

       

图 1 比赛现场实物图              图 2 整体图              图 3 比赛现场实物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在设计时，为了保证机器人可以 360 度全方位移动，我们选用了麦克纳姆轮。 

2. 为了让机器人具有越障功能，我们在四个轮子上部各安装了一个电推。 

3. 为了避免机器人因碰撞受损而导致无法正常比赛，我们设计了一套缓冲装置。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科研训练结题报告一份。 

2. 完成作品说明书一份并制作出可进行演示的实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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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7 

————————————————————————————————————————— 

 

一、项目名称：基于 Arduino 的可控机械手设计和 3D 打印制造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顾  頔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专业     

韩  鑫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专业  

李程辉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车辆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杜宇雷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材料学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五、项目简介： 

本次科研训练我们主要致力于设计制造一个可控机械手，用于教学演示功能。机械手由 arduino

平台控制，能够接受指令，完成相应运动；主体部分通过 3D 打印制造完成，作为演示教具，它一

方面可以直观展示连杆机构运动原理，另一方面也可在电路结构、单片机应用上起到一定的教学作

用。 

六、项目图片： 

        

          图 1 机械手成品               图 2 电路               图 3 部分程序 

七、项目创新点： 

利用蓝牙通讯发送指令，可保证步进电机的旋转精度。同时，通过编辑相关指令，也可使机械

手完成更多复杂的运动，可编辑性高。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设计并制造了可控机械手实物成品。 

2. 本项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篇学术论文《关于可控机械手的研究》，正在投稿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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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8 

————————————————————————————————————————— 

 

一、项目名称：基于增材制造工艺约束的三维异形点阵结构填充造型设计方法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易  慧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专业       

任方喜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电控制专业  

张浩林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长东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机械工程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在增材制造技术的背景下，研究面向增材制造工艺约束的三维异型点阵结构填充造型设

计制造方法，采用拓扑-晶格协同优化设计方法，实现三维异型点阵结构的轻量化设计。首先研究了

三种由隐式曲面衍生的异型点阵单元，并针对其特性研究了基于隐函数的三维造型方法，用于构造

异型点阵结构。其次，研究了异型点阵结构的轻量化应用，将异型点阵结构填充到模型内部，将模

型内部原本实体部分用点阵单元替换，实现模型轻量化。随后，研究了基于增材制造工艺约束的拓

扑优化设计技术，根据单元体所在的区域性惩罚因子对单元体的计算应力进行惩罚，以决策单元体

的保留与删减，该方法可以改变空腔形貌特征、减少垂悬面积、均衡模型应力分布，提升了异型结

构的可打印效果。 

六、项目图片： 

                         

      图 1 初始模型                   图 2 拓扑优化              图 3 拓扑-晶格协同优化 

七、项目创新点： 

1.采用拓扑-晶格协同优化设计方法，实现二次轻量化设计。 

2.使用增材制造方法加工，使零件制造自由度提升。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发明专利“一种拓扑优化与点阵结构结合的轻量化连接铰优化方法”一篇，申请号：

20181097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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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9 

————————————————————————————————————————— 

 

一、项目名称：引信安全系统动态解除保险时间测试系统设计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侯泽阳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洪忆榕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张扦扦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李豪杰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引信系统分析与设计技术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引信为弹药的终端毁伤控制系统，引信安全系统的动态解除保险时间对于引信的安全距离具有

十分重要的影响。本科研训练项目根据引信安全系统钟表延期解除保险机构的工作原理，设计动态

模拟系统所配套的引信安全系统动态解除保险时间测试系统，通过启动、计时、停止模块设计以及

显示模块的设计，完成动态模拟后引信部件实际解除保险时间的计算与显示功能。本项目涉及机电

开关设计、计时电路设计、显示模块设计，要求完成系统方案设计与硬件设计与制作。 

六、 项目图片： 

         

    图 1 计时电路上电路板         图 2 计时电路下电路板       图 3 计时系统简易装配实物图 

七、项目创新点： 

1.实验不需使用实弹，相比于传统动态实验法极大降低了实验成本，提高了实验的可重复性。 

2.将安全系统开始和结束工作的机械动作转化成了电信号，可以得到精确的安全系统解保时间。 

3.装置的通用性较强，对于结构相似但尺寸和布置方式不同的安全系统，仅需对装置进行的布

置进行小范围调整即可在原有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对新产品进行测试。 

4.经专家评审，建议将纽扣电池改为开关电容或充电电池，可以有效提升续航时间；降低单片

机的晶振频率，可显著降低电路功耗。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实物成果：包括一套计时系统测试装置、一套计时系统简易装配实物图以及一套壳体工装的

三维模型和二维工程图。 

2. 专利成果：本项目进行了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的同时申报，所申请专利如下：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引信安全系统动态解除保险时间测试装置”一项，申请号：201821121174.3。 

发明专利“一种引信安全系统动态解除保险时间测试装置及测试方法”一项，申请号：

201810777199.7。 



 

 

87 

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0 

————————————————————————————————————————— 

 

一、项目名称：智能化电磁步枪系统研制 

二、项目类型：省级项目 

三、项目成员： 

张雯浩  2015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武器发射专业       

孙新亮  2015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武器发射专业 

龚  睿  2015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武器发射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温垚珂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自动武器   单位：机械学院 

五、项目简介： 

近年来，传统的火药能量的步枪已经在机械结构上趋向于系统化，很难在结构上获得新的重大

的突破。电磁发射技术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新方向。电磁发射装置具有机械结构简单，便于制作，小

型化等特点。其发射的弹丸结构简单，便于制作，初速较高。发射装置采用单片机控制，可以实现

多种功能，同时兼具射速可调，初速可调，后坐力小，无枪口火焰等优点。 

六、项目图片： 

        

                     图 1 电磁枪左侧面               图 2 电磁枪右侧                

七、项目创新点： 

1. 使用 ZVS 逆变器将 12V 直流电源升压成 400V 直流电源给电容充电。 

2. 使用光电管控制电容的放电，等弹丸到特定的位置精准的放电。 

3. 使用可控硅控制电容的大电流放电，使用快恢复二极管整流，防止击穿可控硅。 

4. 单片机编程，使用单片机控制充电，控制推弹等过程，能够实现自动射击，并发射保证安全。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完成 4 级电磁枪，最大发射初速在 40m/s 以上。 

2．控制结构能够实现密码解锁，射弹计数，单连发调节，初速调整等功能。 

3．拟申请“一种电磁发射技术”的发明专利。 

http://bqw.njust.edu.cn/Item/ViewItem.aspx?ItemNo=1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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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1 

————————————————————————————————————————— 

 

一、项目名称：多管火箭炮虚拟拆装系统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黄  巍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朱彬峰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韩旭东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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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存贵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火箭导弹发射系统总体及仿真技术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以某 107mm 火箭炮为载体，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基于 HTC 头盔显示方案，基于 Unity3D 开发

平台，设计并实现可应用于火箭炮实验教学的虚拟拆装系统。 

六、项目图片： 

       

     图 1 爆炸展示界面             图 2 装配模拟界面                图 3 发射场景 

七、项目创新点： 

该项目将当下火热的 VR 技术运用于课堂实践教学，拥有很大的实用性，是教学方式上的一个

创新，也是将武器教学与前沿科技的一个结合和创新。用户可以通过 VR 设备在已搭建好的虚拟空

间中自主漫游并且近距离观察所放置的火箭炮模型，可以利用手柄拾取部件并进行简易的拆装。利

用该系统可以避免实际的拆装造成的零件的磨损甚至是损坏，具有成本低、可重复多次使用的特点，

并且不用经常维护保养实体炮，省去了一些必要的人工费用；在该系统中，用户拾取某些部件时会

有文本提示部件名称及作用，可以提示初学者火箭炮的各部位名称以帮助记忆。该系统还可以模拟

实弹发射，提升教学效果。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本项目研究成果完成了一个多管火箭炮虚拟拆装系统软件程序。 

2.本项目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为《基于 Unity3D 的多管火箭炮虚拟拆装系统设

计》，正在投稿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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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2 

————————————————————————————————————————— 

 

一、项目名称：超音速气体刚性对射流冲击特性影响的实验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吴雨欣  2015 级  机械学院  兵器类专业       

梁相龙  2015 级  机械学院  兵器类专业 

孟初蕾  2015 级  机械学院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蔡文祥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航空宇航   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在超音速喷管补氧燃烧过程中的主流是富含可燃物质的高温高压的燃气，需要掺入主流的是相

对压力和温度较低的新鲜空气，燃料与空气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掺混并进行燃烧。在掺混过

程中，超音速气流的掺混较为困难，呈现一定刚性体的特点，对于掺混燃烧极为不利。因此，研究

超音速气流的掺混特征，是超音速燃烧是否可靠的关键，也是提高燃烧效率需要攻克的主要难关之

一。为此，本项目采用高速相机、纹影仪等的测试设备对超音速流场中的掺混过程进行深入的实验

研究，为深入认知其机理奠定基础。 

六、项目图片： 

    

图 1 压力测试实物图             图 2 实验纹影布置        图 3 工况 1-3 主流压力分布 

                

图 4 工况 1-3 扩张段壁面压力分布                  图 5 工况 1 流场图 

七、项目创新点： 

本项目利用纹影仪及高速相机对射流在主流中的掺混情况进行了实验研究，为采用数值方法对

掺混过程以及该过程中气体可压缩性的研究奠定基础。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超音速射流流场特性测量教学试验台。 

2. 相关总结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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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3 

————————————————————————————————————————— 

 

一、项目名称：察打一体旋翼无人作战系统设计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张瑞洁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       

薛  栋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装甲车辆工程 

周子霖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  

四、项目导师： 

姓名：吴志林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自动武器及其弹药设计理论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五、项目简介： 

本科研训练课题把旋翼飞行器的空中机动优势和自动武器小而轻的特点结合起来，创新性地研

究设计了一种具备察打一体化功能的小型空中无人作战平台系统。课题组通过对系统总体及各组成

部分进行分析设计，加工组装了无人作战平台系统。该系统可实现对 9mm 92 式手枪的可靠挂载及

控制击发，完成侦查打击一体的预期目标，证实了空中无人作战平台在设计上具备可行性。 

六、项目图片： 

             

图 1 系统三维模型             图 2 主要零件图                图 3 系统实物    

七、项目创新点： 

1. 在俯仰机构的设计上，区别于电推动和纯齿轮传动，采用了齿轮齿条的传动方案。 

2. 在击发结构的设计上，使用了伸缩式电磁铁作为动力来源。 

3. 对于整体武器模块，采用了分块夹紧的方式，可通过调整部分零件支持对不同武器的挂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设计完成了具备察打一体功能的旋翼无人作战系统，经组装调试得到具体实物。 

2. 根据项目内容，申请了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并获得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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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4 

————————————————————————————————————————— 

 

一、 项目名称：无人机核辐射环境本地调查技术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陈  达  2015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       

陈晓薇  2015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林幼贤  2015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刘颖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辐射探测器的研制、核辐射测量方法研究等相关工作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通过将固定翼与传统的核辐射探测设备相结合，研发一种小型固定翼机载辐射监测系统，

并且利用 LabView 语言设计地面数据处理软件，处理并校正航测数据、收集并整理 GPS 等传感器信

息，再通过核数据处理、GPS 定位以及无线通信等技术，可以实现超视距操控，对待测区域进行实

时定点式测量，可以避免工作人员长时间近距离地接触放射源所受到的辐射损伤，同时有效克服了

复杂地形环境对探测带来的困难。 

六、项目图片： 

        

    图 1 辐射监测系统样机图        图 2 辐射监测地面站         图 3 无人机控制地面站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项目通过将固定翼与传统的核辐射探测设备相结合，弥补了传统探测器探测范围有限、

探测成本较高等不足之处，可应用于大型核事故、放射性烟羽等测量任务。 

2. 本项目所选用材料造价成本低廉，所测量范围广，续航时间长，可用于核应急等情况。 

3. 本项目采用远程超视距控制，可防止工作人员受到电离辐射损伤，克服了地形的困难。 

4. 本项目设计为大型环境监测无人机系统设计提供了参考价值，可添加其他模块，有较大的

发展前景。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已建立无人机核辐射监测系统样机 1 台。 

2. 已发表论文《基于 LabVIEW 和 Arduino 的无人机辐射监测系统设计与实现》，收录在《装

备环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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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5 

————————————————————————————————————————— 

 

一、项目名称：过氧化物酶模拟酶的筛选和固定化及其在药物合成中的应用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于卓君   2015 级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丁俊婷   2015 级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孔金明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化学工程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    

单位：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在本项目中，筛选出一种结构稳定、性能优异的基于二茂铁的过氧化物酶模拟酶，并对其最适

酶促反应条件(如温度、pH 和底物浓度)和相关动力学参数(如 Km 和 Vmax)以及酶促反应机理进行探

究。在此基础上，研究其在聚苯胺仿生合成中的应用。 

六、项目图片： 

            

 

七、项目创新点： 

1. 相较于天然过氧化物酶如辣根过氧化物酶，二茂铁及其衍生物成本更低，化学性质更稳定。 

2. 二茂铁及其衍生物作为过氧化物酶模拟酶，对酸性、高温、高浓度 H2O2 具有更好的耐受性，

更适合用于聚苯胺合成。 

3.二茂铁及其衍生物作为过氧化物酶模拟酶，催化苯胺聚合制备聚苯胺，耗时短，成本低，产

率高且产品纯度高。 

八、项目成果情况： 

申报专利《二茂铁及其衍生物作为过氧化物酶模拟酶的应用》一项（申请号 201810554778.5） 

 

 

 

 

图 1 二茂铁及其衍生物用作为过氧化物酶

模拟酶在催化聚苯胺聚合的原理图 

图 2 二茂铁催化合成的聚苯胺和无催化剂合成聚苯胺的

SEM 扫描图（A 为使用二茂铁及其衍生物作为催化剂得

到的产品——球状聚苯胺，B 为不加催化剂合成的聚苯

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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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6 

————————————————————————————————————————— 

 

一、项目名称：Bacterialrhodopsin 的细胞质组装及光诱导的构象变化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宁金凤  2015 级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冯昕妍  2015 级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王  犇  2015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周敏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分析化学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微生物视紫红质(Microbial Rhodopsin）是原核生物和低等真核生物中普遍存在的光感受器，其

中以古细菌视紫红质(Bactiorhodopsin，bR)为代表，bR 是古细菌中的质子泵，主要负责捕获光能并

利用此能量实现质子的跨细胞膜运输；由于视紫红质是一类由七个跨膜螺旋组成的整合膜蛋白，它

的结构功能的研究受阻于其水不溶性以及来自表面活性剂的干扰。高度折叠的绿色荧光蛋白 sfGFP

可作为一个融合标签和报告基因片段。sfGFP 可以使位于其之前或之后的的序列在表达蛋白时很好

的折叠，提高蛋白的稳定性。同时因为它是绿色荧光蛋白，在绿光激发下会显示绿色荧光，与 bR

蛋白融合后可以实现 bR 蛋白的水溶性及可视化表达，即在 CCD 荧光成像绿光激发能看到绿色荧光，

便可认为蛋白已经表达出来。 

六、项目图片： 

    

         图 1 可溶性表达证明图                       图 2 荧光成像结果图                         

七、项目创新点： 

1.利用 PCR 得到了高度折叠的绿色荧光蛋白 sfGFP，其与 bR 融合后使脂溶性蛋白 bR 实现了水

溶性； 

2.sfGFP 与 bR 融合后的融合表达载体使表达实现了可视化； 

3.sfGFP 与 bR 形成的融合蛋白结构稳定，抗物理破坏，抗化学试剂。 

八、项目成果情况： 

本课题进度基本令人满意，现得到如下结论和成果： 

1.成功构建了pET28a-ΔspMBP-bR-ApoAI*-His和pET28a-sfGFP-bR-ApoAI*-His两种融合蛋白载

体； 

2.发现可以通过荧光蛋白融合载体的方法来验证蛋白是否表达，不需要通过耗时长的考马斯亮

蓝染色或是 western blot 来证明； 

3.已经实现了蛋白表达的可视化，蛋白水溶性证明也以通过 wesern blot 证明； 

4.总体完成度好，正在尽快完成论文的撰写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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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7 

————————————————————————————————————————— 

 

一、项目名称：复合金属硫化物对电极的制备、修饰及电催化性能的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张静  2015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何磊  2015 级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李彬  2015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陈迁乔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化工过程强化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量子点敏化太阳能电池是一种很有发展潜力的新型太阳能电池。光阳极、对电极以及截面结构

调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的提升空间。而金属硫化物对电极在比容量、能量密度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元硫化物。本课题探索制备复合金属硫化物对电极，对其还原多硫离子的

电催化性能展开研究。 

六、项目图片： 

   

图 1 MnCo2S4/CNTs 产物        图 2 MnCo2S4XRD 谱图      图 3 对电极 Tafel 极化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 以一种新型 MnCo2S4 尖晶石型金属硫化物作为 QDSSCs 的对电极。  

2. 在 MnCo2S4 尖晶石型金属硫化物中掺杂 CNTs 作为 QDSSCs 的复合对电极。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本项目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为《高效 MnCo2S4/CNTs 量子点敏化太阳能电池

复合对电极的研究》的论文，正在投稿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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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8 

————————————————————————————————————————— 

 

一、项目名称：正电型环糊精聚合物负载量子点高效荧光探针的设计及其手性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江 楚 天  2015 级  化工学院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       

王    超  2015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欧阳慧君  2015 级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周杰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有机功能材料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致力于开发水相稳定、高选择性、广谱识别的手性荧光探针，结合聚合物配体在量子点

表面的多齿协同作用和功能化环糊精优异的手性识别性能，最终达到以下研究目标： 

1. 通过聚合物多齿配体的结构设计和水相合成条件优化，获取制备水相稳定、高荧光量子产率

量子点荧光探针的最佳方法； 

2. 不同水相条件下对氨基酸、酸性、中性，甚至碱性药物的广谱手性识别，获取特定分子的最

优识别体系；  

3. 结合荧光寿命和核磁共振等手段，揭示正电型环糊精驱动探针手性识别能力的机理。 

六、项目图片：        

 

                                                                            

                                                                                  

七、项目创新点： 

1. 成功合成水相稳定的聚合物多齿配体包覆的量子点 

2. 制备了附着量子点的 TiO2 纳米管，拓宽了量子点的应用 

3. 成功构筑碳量子点手性荧光探针并将其应用于硝基苯酚异构体的检测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C.T. Jiang, H.J. Ouyang, C. Wang, X.M. Zeng, J. Zhou, Cyclodextrin clicked carbon quantum dots 

as effective fluorescent probe for enantiomeric recognition of amino acids.（在投） 

2. 欧阳慧君,江楚天,王超,等.附着量子点的 TiO2纳米管的制备[J].科技视界, 2018(5). 

图 1 环糊精@碳量子点检

测硝基苯酚异构体荧光谱 

图 2 CdTe 量子点定时取样

样品 
图 3 聚合物多齿配体量子点

荧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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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19 

————————————————————————————————————————— 

 

一、项目名称：环氧丙烷在催化剂表面的吸附及异构化反应中间体的原位红外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余函颖  2015 级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姚智慧  2015 级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曾  静  2015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马卫华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催化化学工程,无机材料合成、工业催化、超临界流

体技术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对环氧丙烷开环反应而言，如何选择与设计催化剂、如何调变催化剂的结构和组成等，都是对

开发有机合成过程非常关键的。 

采用原位红外及气质联用的方法对环氧丙烷在催化剂表面的吸附及反应情况进行研究，气质联

用可随时确定反应产物的种类、浓度，明确不同反应时间下的产物，原位红外则对环氧丙烷在催化

剂表面吸附后的基团变化实时检测，通过基团随时间的变化确定不同的吸附过程，明确不同基团的

吸附先后顺序，以及吸附后基团的演变过程及生成的产物，以此为依据，来推断反应的中间体及酸

碱性对反应过程的影响。 

六、项目图片： 

         

          

 

 

七、项目创新点： 

1. 对环氧丙烷分别在碱性磷酸锂、硫酸铝以及氢氧化锂催化下生成的中间产物进行分析。并通

过改变反应温度、通入氧气等对催化剂表面吸附反应物及反应演变过程进行全面研究。 

2. 制备不同摩尔比的 SiO2 / Al2O3 的 ZSM-5-X 催化剂，通过催化剂的性能表征，研究 zsm-5

沸石的硅铝比变化对其酸度的影响及其对环氧丙烷重排的影响。 

八、项目成果情况： 

本项目研究取得了催化环氧丙烷重排的催化剂的制备技术的创新性发现，拟申请“ZSM-5 催化

剂的制备及其在催化环氧丙烷异构化上的应用”的发明专利，正在办理中。 

图 1 300℃，环氧丙烷在硫酸

铝催化下的原位红外谱图 

图 2 300℃，环氧丙烷在碱性磷

酸锂催化下的原为红外谱图 

图 3 环氧丙烷重排的转化率

（a）和产物选择性（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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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0 

————————————————————————————————————————— 

一、项目名称：AN/GC 氧化还原混合物的制备方法与基础性能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马宏壮  2015 级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吴亦雄  2015 级  化工学院 安全工程专业  

唐威务  2015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周新利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1、含能材料制备 2、工业含能混合物及其添加

剂的制备及工艺研究 3、精细化工产品的合成。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主要研究一种硝酸铵类氧化还原混合物的制备方法，其中还原剂采用非石化类产品的

GC。项目拟溶液蒸发结晶法和共晶法制备 AN/GC（GC 是一种常用的有机化合物）混合物。在研究

AN 与 GC 相容性的基础上，分析测试制备工艺对 AN/GC 混合物的吸湿性、结块性和对 AN 晶型转

变的影响，并与采用机械混合法制备的 AN/GC 样品（作为空白样品）进行比较。并计算粉状 AN/GC

的爆轰参数。 

六、项目图片： 

        

           图 1 吸湿性的测定     图 2 AN/GC/AL 混合物     图 3 AN/GC 混合物溶液 

七、项目创新点： 

用甘氨酸制备的相稳定硝酸铵可以明显改善硝酸铵的晶变温度，有一定的应用前景。设计了系

列 AN/GC/Al 含铝硝铵炸药的配方，所得到的较佳配方，也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制备硝酸铵与甘氨酸的共晶，通过分析确定了其组成为两分子的硝酸铵和一分子的甘氨酸。 

2. 利用差示扫描量热法（DSC）分别进行了两次测试，分析了硝酸铵与甘氨酸的相容性 

3. 利用氧平衡原理及最大威力值法、全氧氧化法设计了 AN/GC/Al 含铝炸药配方 

4. AN/GC/AL 混合物的爆炸性能计算表明三元组分的混合物可以用作混合炸药的组分 

5.本项目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篇论文，目前还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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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1 

————————————————————————————————————————— 

 

一、项目名称：基于 FPGA 的多路计时仪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范王恺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张润南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沈志一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微电子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宏波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信号信息处理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是基于 FPGA 和 STM32 单片机研制的多路计时仪。 

FPGA 对多路边沿信号进行采集，8 通道计数值采集完毕或到预设时间 10s 后,将计数值通过串

口发送至 STM32，经 STM32 将计数值存入 SPI Flash，STM32 读 Flash 计算各通道时间间隔，并将

计时值显示于 LCD 并同时通过 USB 接口上传到上位机。 

六、项目图片： 

   

    图 1 系统组成                    图 2 面板图片                   图 3  LCD 显示图片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项目基于 FPGA 和 STM32 微控制器完成多路计时仪的研制，实现了多路边沿信号的异步/

同步捕获、存储、计时、测速和数据上传。 

2. 本项目研制多路计时仪计时精度高，计时精度优于 400ns。 

3. 理论计算表明，本项目研制的多路计时仪可以实现对高速运动的物体的速度测量。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多路计时仪实物作品； 

2. 技术总结报告； 

3. 方案设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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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2 

————————————————————————————————————————— 

 

一、 项目名称：功率因数校正系统数学建模与控制电路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许文宁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傅  超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卓工） 

曹维坤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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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鹰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集成电路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采用 PFC 技术是抑制谐波，提高 PF 值的一种常用手段。工作在连续导通模式下 Boost 型 PFC

变换器可以实现较高的 PF 值，但传统的双环路控制电路比较复杂，对控制芯片处理能力要求较高。

对控制算法与电路结构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一种优化的控制算法，并依据此算法设计了控制电路结

构更加简化的 Boost 型 PFC 变换器。此种变换器仅需两个 AD 转换器和一条电压控制环路即可使输

入电流跟随输入电压变化以减少电流畸变，提高 PF 值，而且使输出电压稳定在设置的参考值附近。 

六、项目图片： 

                    

 

                      

七、项目创新点： 

1. 简化了控制电路结构降，仅需两个 A/D 采样变换器配合一条电压控制环路即可实现功率因数

校正，降低了电路成本；而且电路结构的简化有利于提高设计效率，降低故障率与维修成本。 

2.本发明简化了控制算法，减轻了数字控制器的计算负担，缩短了开发周期，降低了对于数字

控制器性能的要求；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利用项目成果的方案进行实验仿真，在输入电压为 220V，输出电压为 400V，输出功率为 300W

的条件下，功率因数能够稳定在 0.992，说明本发明可以很好地提高功率因数，并且适合于实际生活

的市电电网系统。 

2. 本项目研究取得了功率因数校正技术的创新性发现，拟申请“一种升压型功率因数校正变换器

及其校正变换方法”的发明专利，正在办理中。 

 

图 1 典型的双环路控制下的

Boost 型有源 PFC 变换器 

图 2 项目成果提出的 Boost型

有源 PFC 变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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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3 

————————————————————————————————————————— 

 

一、 项目名称：射频综合技术中多功能微波滤波电路的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施尘玥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张宇萌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张希岩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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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杰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微波毫米波电路与器件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电光学院 

五、项目简介： 

为了有效解决微波电路中空间拥挤、成本高、器件功能单一及相互干扰等问题，近些年来, 多

功能射频综合一体化技术成为了通信系统的发展趋势，其硬件平台设计要求具有宽频带和多种工作

模式。本组运用可重构电路的思想、结合信号干扰技术，设计出新型多功能滤波器，此设计采用主

辅路径传输的方式，主路径为 1/4 波长平行耦合线，辅路经由传输线、短截线构成，通过控制三对

P-N 开关的通断，产生具有四种不同传输特性的滤波器（通带 1，通带 2，通带 3，阻带 1）。 

六、项目图片： 

 

     

 

 

 

 

 

 

    

         图 1 整体结构              图 2 三维仿真结构图              图 3 实物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项目融入信号干扰技术和开关电路,采用主辅路径传输的设计方法,利用基本谐振器与加载

分支线间的横向干扰产生宽频带滤波器，通过不同开关的通断实现具有四种特性切换的滤波电路，

减少了电路的结构尺寸和传输损耗。  

2. 具有很好的带通和带阻特性：当结构处于 UWB-BSF 模式时，仿真得到的相对带宽为 120%，

当结构处于 UWB-BPF-2 模式时，仿真得到的相对带宽为 105%。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完成实物作品，中心频率在 1GHz 附近，可实现四种滤波器转换，测量结果基本符合要求 。 

2. 2018-09-27，以施尘玥为第一作者在 2018 2nd URSI Atlantic Radio Science Meeting (AT-RASC)

发表会议论文《Ultra-Wideband Reconfigurable Filter with Electronically-Switchable Bandpass/Bandstop 

States》,论文可被 IEEE 检索，正在等待 EI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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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4 

————————————————————————————————————————— 

 

一、 项目名称：螺旋芯光纤光栅的制作及其在扭转传感器方面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项目 

三、项目成员： 

赵培杰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陈  钦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李文奇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四、项目导师： 

姓名：线伦伦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光纤传感技术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微纳米光电子器件及应用研究所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通过使用 CO2激光来照射蓝宝石晶体管，使晶体管的内部形成局部高温场，来间接加热

光纤，使光纤熔融，使用电动平移台和旋转位移台控制光纤在轴向穿过晶体管的同时旋转的方法，

制造出螺旋芯长周期光纤光栅。在制作出螺旋芯长周期光纤光栅后，对光纤光栅施加扭转测量出对

应的响应光谱。通过对施加在光纤光栅上的扭转量和扭转方向与对应的光谱响应的数据分析，得出

扭转与光谱的对应关系，最终实现通过对螺旋芯长周期光纤光栅的光谱检测来对扭转物理参量进行

定量、定性的测量。 

六、项目图片： 

        

        

 

 

图 1 螺旋芯光纤光栅制作平台           图 2 实物                      图 3 扭转特性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项目利用光纤熔融扭转的方法制作螺旋芯长周期光纤光栅，对扭转参量进行定性和定量的

动态检测。 

2. 结合螺旋芯光纤光栅对扭转物理参量的光谱响应特点，设计组建结构简洁、稳定可靠的扭转

传感器系统。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搭建了制造螺旋芯光纤光栅的光学平台，通过光纤熔融扭转的方法制造出螺旋芯光纤光栅；  

2. 通过螺旋芯光纤光栅的透过光谱对扭转参量变化的响应特征进行了分析，设计出了扭转传感

器系统，对提出的扭转传感器的理论合理性及技术可靠性进行验证，达到了预期目标。最终实验得

到的扭转灵敏度为-88pm/(rad/m)（负号表示光纤扭转方向与螺旋芯光纤光栅的扭转方向相反），灵敏

度较高。扭转角度范围为-180°到-180°(- a. SolidWorks建立的导弹3D模型图

b. Simulink可视化仿真模型图

rad～ a.飞行前期（t=20s)

b.飞行中期（t=80s)

c.飞行后期（t=95s)

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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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5 

————————————————————————————————————————— 

 

一、项目名称：混合偏振型矢量光束的光场整形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徐  欣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孙  达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刘映利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柏富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纳米激光器、纳米光子学   

单位：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研究设计采用混合偏振形式的矢量光束作为入射光，即基于 4f 系统中光波的自相干分解

与合成，搭建光学系统，实现纯偏振调控的矢量聚焦场优化设计方法，产生矢量光束，基于

Richards-Wolf 矢量衍射理论，分析讨论矢量光束经聚焦透镜的矩阵转换关系，利用 Matlab 等软件工

具模拟矢量光束通过介质界面的聚焦分布，产生出沿光轴方向强度一致的针形焦场，更加灵活有效

地调控聚焦场的强度分布，探索参量调控的矢量光束聚焦场的新效应。 

六、项目图片： 

    

图 1 径向聚焦                   图 2 旋向聚焦                 图 3 汉堡包型 

七、项目创新点： 

1. 调控产生了一种特殊形状的聚焦光场，据此申请了一项专利——一种产生“汉堡包”型聚焦光

场的方法； 

2. 实现光场整形中的振幅、相位和偏振调控，编写了基于快速傅里叶变换实现振幅相位迭代的

计算程序。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专利：一种产生汉堡包型聚焦光场的方法 学生为第一发明人 201811149997.1 发明专利 

2. 仿真程序 

3. 迭代计算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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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6 

———————————————————————————————————————— 

 

一、项目名称：金属-绝缘体-半导体混合波导的数值优化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刘一楠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张  韫  2015 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田濛琦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柏富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纳米激光器、纳米光子学   单位：电光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研究的对象为金属-绝缘体-半导体结构的混合波导，由于表面等离激元效应，当这种结构

的波导宽度降至衍射极限以下时，光波在其中仍然具有传播能力，但是损耗极高。本课题通过调整

各种参数，例如波导的宽度，核心层与包层的尺寸，绝缘层的尺寸，以及半导体和绝缘体的材料，

揭示波导几何参数及材料参数对波导传播常数和损耗的影响规律，通过对波导模式进行数值仿真，

实现了亚波长宽度的混合波导优化设计，达到了损耗和几何尺寸的平衡。 

六、项目图片： 

 

 

 

 

 

 

 

 

                                                           

 

七、项目创新点： 

将梯度下降算法(Gradient Descent Algorithm)应用于编写寻找最优结构的 Lumerical Mode 模块

的脚本中，实现了寻找最优解的自动化。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对宽度为半波长(750nm)和四分之一波长(390nm)的混合波导进行了结构优化，降低了传播损

耗。 

2. 得到了绝缘体层厚度、核心层高度、核心层宽度对损耗和等效折射率的一般影响规律。 

3. 对总宽度为 220nm 的金属-绝缘体-半导体混合波导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 

 

 

图 2 绝缘体层厚度对损耗和等效折

射率的影响 

图 3 某宽度为 220nm的混合

波导横切面上光场强度分布 

图 1 金属-绝缘体-半导体

混合波导横截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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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7 

————————————————————————————————————— 

 

一、 项目名称：无人机飞行器自主跟随控制 APP 研究与设计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胡  林  2015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卓工）       

陈  坤  2015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何成红  2016 级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宋斌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计算机应用技术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无人机技术日益成熟，无人机应用也深入各个行业。无人机的自主飞行和自动避障是热门的研

究课题，其中自主跟随尤为热门，而早些时候一些生产厂商发布可以实行自主跟随的无人机不够具

有普适性。本项目拟定在目前主流开源无人机载体,设计实现无人机自主跟随策略和开源算法程序,

并开发出相应移动端 APP,为小型开源无人机的应用及大学生创新竞赛提供技术基础。 

六、项目图片： 

   

图 1 控制单元模拟测试图             图 2 实时跟踪界面            图 3  APP 未开启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使用常用库进行编程，用安卓端进行控制，使得这一技术能被更广泛地使用，为在校师生提供

良好的技术基础。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实物成果： 

（1）跟踪模块：能对物体进行实时跟踪，并在物体消失或被遮挡后回到屏幕，仍能继续跟踪； 

（2）通信模块：无人机与移动端通信效果良好，能实时传输相应信息； 

（3）控制模块：我们通过模拟测试，验证我们的控制算法书写是正确的。   

2. 软件著作权：正在申请《移动端远程控制开源无人机软件》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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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8 

————————————————————————————————————————— 

 

一、项目名称：WIFI 课堂点名签到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孙维华  2015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蔡光兴  2015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刘兆楠  2015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赵学龙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信息安全   单位：计算机学院 

五、项目简介： 

项目旨在为大学生课堂提供一个自动化的签到系统，帮助满足日常的考勤需求，解决考勤耗时

耗力的问题。本项目为学生和教师提供签到查询平台，建立签到数据库，实现了一个无感知的签到

方式，有效解决传统考勤方式存在的不足。该技术系统稍加改动即可在公司、企事业单位等进行推

广应用，值得进一步推广和研究。  

六、项目图片： 

 

图 1 教师登录界面 
 

图 2 签到表 
 

图 3 软件著作权 

七、项目创新点： 

1. 将学生信息和学生的终端设备 MAC 地址绑定； 

2. 利用 WIFI 探针获取设备的 MAC 地址，从而达到无感知签到的目的。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无感知签到软件系统 1 套； 

2. 软件著作权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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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29 

————————————————————————————————————————— 

 

一、项目名称：基于图像的脚部模型三维重建及鞋楦匹配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邢  琳  2015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张雅楠  2015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李瑞敏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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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 

五、项目简介： 

在我国，大部分鞋类产品通过统计归纳出的标准足部参数进行设计生产，主要适合标准脚型人

群。当脚型偏离标准尺码较大或足部存在畸形时，用户便很难找到合适的鞋，而穿着不合脚的鞋会

对足部产生损伤。而采用手工定制，价格昂贵。随着科技的发展，市场上已出现了许多个性化鞋类

CAD 系统，但是由于这些设备的造价相对较高，且其测量的精确性不能满足个性化定制的数据真实

性的要求，因而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本课题是研究基于立体视觉原理对脚部模型三维重建以及精

准测量。我们在脚面上投射激光光斑，通过建立查找表对光斑点进行匹配，而后进行三维重建。在

足底的三维重建中，我们首先根据脚型规律对足弓进行分割，之后建立基于灰度图像特征分区的方

法恢复出足底的三维模型。  

六、项目图片： 

                  

 

图 1 足弓处理后的图              图 2 足面三维重建                     图 3 足底三维重建 

七、项目创新点： 

1. 基于形态分区的自适应足部图像分割算法； 

2. 基于查找表的特征光斑匹配方法。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申请一项软件著作权，软件名称为“基于图像的足部轮廓及参数提取软件”（已过审）； 

2. 已投稿论文一篇： (已投稿未录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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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0 

————————————————————————————————————————— 

一、项目名称：多轴雕刻机图形转换刀路路径软件的开发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刘  煜  2015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史  迪  2015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杨飞明  2015 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功萱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多核与嵌入式技术   单位：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主要研究内容为实现小型三轴雕刻机将图片转化为刀路路径。用户通过使用相关绘图软件，获

得想要雕刻的原始图像，然后使用本软件，得到相应的的优化后的刀路路径文件，即 gcode 源码，

然后将文件导入与雕刻机连接的 cnc 控制软件，即可进行雕刻，产生想要的雕刻产品。 

六、项目图片： 

            

             图 1 软件界面                   图 2 雕刻实物            图 3 软件著作权 

七、项目创新点： 

1. 对刀路的行扫描算法进行改良。 

2. 使用递归算法改进传统 dp 算法，进行刀路生成。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拼接完整的雕刻机，可以进行正常的雕刻。 

2. 三轴雕刻机图形转换刀路路径软件 V1.0，已取得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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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1 

————————————————————————————————————————— 

一、项目名称：南理工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布局优化建模及调整策略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孙怡璇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专业     

周雨珊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专业  

丛羽茜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刘明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数据驱动的智能物流优化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无桩共享单车在国内发展迅速，但调度难题也随之而来。本项目针对此问题，提出基于 AnyLogic

仿真软件的共享单车调度优化方案。主要研究内容为：通过实地调研分析校内共享单车流动规律；

根据所得数据信息构建共享单车流动仿真模型；基于模型运行结果建立数学模型，求解优化且可行

的调度方案。未来，探究实时动态调度的最优方案将成为后续完善和跟踪研究的主要方向。 

六、项目图片： 

          
图 1 出行调研数据        图 2 单车运行轨迹仿真模型        图 3 成本优化方案 

       
                      图 4 期刊封面及论文首页       图 5 结题报告封面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项目应用仿真软件 AnyLogic 构建共享单车在区域内的动态分布模型，通过模型的参数设

置及测试运行仿真模拟共享单车在校园内的借还、骑行过程，实现了车辆分布实时数据的可视化呈

现，完善了对于单车流动状况特性的形象展示，更好地把握了共享单车分布、流动和调配的特点。 

2. 对整数规划模型求解得出的最优方案，考虑了人力、运输成本和工作时间等实际因素，使方

案可操作性强，共享单车企业运维成本低，运营效率高。 

八、项目成果情况：（各项成果分别见图 1-5 所示） 

1. 校园共享单车出行调研数据； 

2. 基于 AnyLogic 的共享单车运行轨迹仿真模型； 

3. 南理工校园内各区域间的最优调度方案； 

4. 《物流科技》期刊发表论文：《基于仿真的共享单车调度优化研究》； 

5. 项目结题研究报告一份。 

http://bqw.njust.edu.cn/Item/ViewItem.aspx?ItemNo=12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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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2 

————————————————————————————————————————— 

 

一、项目名称：基于深度学习的金融舆情信息事件及时序关系抽取和分类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赵新琴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刘银哲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李玉玲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沈思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信息检索、自然语言处理、面向时间信息的文本挖掘

与分析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是面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数学、计算机应用、自动化控制、经济学、会计与财务管

理、金融、工商管理等专业的文理交叉融合性课题，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理论的金融舆情信息事件及

时序关系自动抽取方法，以及在金融舆情信息事件自动分类上的应用。 

六、项目图片： 

     

     图 1 项目系统首页图         图 2 系统抽取关键词图        图 3 系统事件演化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基于舆情文本事件抽取和机器学习分类进行金融舆情分析  

2. 构建金融领域词典  

3.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进行金融舆情文本的事件抽取  

4. 以触发词为核心的分类特征抽取模块  

5. 基于深度学习的分类模型特征探究  

6. 以客户需求为核心设计软件平台  

八、项目成果情况： 

本项目团队合作取得了两项成果： 

1. 申请了 1 项软件著作权，名称是：企业舆情分析系统； 

2. 参加了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获得了国家二等奖、省级一等奖。 

 

 

  

http://bqw.njust.edu.cn/Item/ViewItem.aspx?ItemNo=1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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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3 

————————————————————————————————————————— 

一、项目名称：集尘无人飞艇设计与飞行控制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彭奕嘉  2015 级  能动学院  武器专业       

李定机  2015 级  能动学院  武器专业  

张希哲  2015 级  能动学院  武器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傅健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飞行控制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构思了一种静电集尘浮空器。整个作品主要由浮空球和吊舱构成：浮空球充以氦气，为

整个系统提供浮力使之上升到一定高度进行工作，浮空球顶部安置半柔性太阳能电池板；吊舱则用

以放置控制电路及负离子发生器，其中电路部分包括太阳能电池控制器、蓄电池、雨控开关、stm32

单片机等，负离子发生器将输入的直流电转换为纯净的直流负高压，再通过碳纤维制作的释放尖端，

产生高电晕，高速放出大量电子，而电子会马上被空气中的气体分子捕捉，从而生成负离子。负离

子易与空气中的污染物发生中和作用，附着在浮空球下部或聚沉。 

六、项目图片： 

       图 1 吊舱内电路              图 2 第一代样品               图 3 第二代样品 

七、项目创新点： 

1. 适用于室外较大范围空气净化。 

2. 可以忽略电磁辐射对人体与电子设备的影响，从而解除了功率限制，提高空气净化效率。  

3. 节能环保，运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最大限度延长工作时间。 

4. 零部件较少，组装使用简便，易于生产和推广，而且操作简便。  

5. 使用 STM32 单片机的 GSM 短信模块进行控制，可实现超远程控制与数据读取，还有许多功

能可以扩展。 

八、项目成果情况： 

申请专利并获得授权 

专利名称 
项目成员是否为 

第一发明人 
申请号 专利类型 

一种静电集尘浮空器 是 201820421398.X 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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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4 

————————————————————————————————————————— 

 

一、 项目名称：富氧燃烧后烟气组分对活性炭脱汞影响的实验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吴志蓉  2015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刘  帅  2015 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吕盛娟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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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卉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燃煤大气污染物控制    

单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研究在于探究富氧燃烧烟气组分对活性炭的脱汞影响，提高活性炭脱汞效率，高效吸收富氧

燃烧烟气中的汞。我们先对活性炭进行了筛选，然后进行其理化特性的表征与分析，并在 O2/CO2

和 O2/N2 烟气气氛下进行了活性炭汞吸附特性的实验研究，对活性炭吸附试验后获得的含汞吸附样

进行了程序升温热解脱附（TPD）的实验分析，最后进行了汞质量平衡分析与计算。 

六、项目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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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固定床汞吸附实验 

装置图 

图 2 含 SO2 条件下对活性炭 

脱汞效率的影响 

图 3 O2/CO2+NO 的吸附样 

TPD 脱附实验结果 

七、项目创新点： 

1. 获得了含 SO2和 NO 条件下活性炭吸附实验结果。 

2. 获得在 O2/CO2气氛，O2/N2 气氛下分别加入 NO，SO2的吸附样 TPD 脱附实验结果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在“江苏省工程热物理学会第十一届学术会议”发表综述“烟气组分对活性炭脱汞影响的研

究进展”一篇，并做口头汇报。 

2. 在“江苏省工程热物理学会第十一届学术会议”发表综述“燃煤烟气生物质脱汞的研究进展”

一篇。 

3. 在“江苏省工程热物理学会第十一届学术会议”发表综述“富氧燃烧下汞的形态转化的研究

进展”一篇。 

4. 完成学术论文“富氧燃烧烟气下汞吸附效率的研究进展”的撰写，并已向《化工进展》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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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5 

————————————————————————————————————————— 

 

一、 项目名称：南京民国建筑装饰文化的传承设计研究——以德基广场二期南京大排档为例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陈禹廷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环境设计专业       

许  雯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环境设计专业 

崔师杰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环境设计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曹莹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适老化环境设计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五、项目简介： 

南京民国建筑装饰文化具有独特的基因特质和品牌沿承价值，通过挖掘其文化圈的装饰文化特

质，可塑造装饰文化的差异化，展现南京地区的城市聚落特色。本项目以传承南京民国时期的地域

特色文脉为出发点，在剖析其传统装饰文化的形态特征和内涵特色的基础上，对南京德基广场二期

的南京大排档进行设计，为塑造具有南京文脉特色的高品质环境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借鉴，具有重

要的工程实践应用价值。 

六、项目图片： 

             

   图 1 走廊效果图             图 2 包厢效果图                     图 3 大厅效果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在延承金陵古城的地方性历史文脉的同时，强调民国建筑装饰文化特质； 

2. 将民国建筑装饰元素恰当地融入现代商业氛围中，体现商铺的餐饮品牌特色； 

3. 通过装修设计中新的工艺和材料来反映民国新文化。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设计作品：德基广场二期南京大排档关于南京民国建筑装饰文化环境设计的相关设计文本。  

2. 研究报告：从整体风格、装饰元素、工艺材料三个出发点提出相应的改造策略，为塑造具有

南京文脉特色的高品质环境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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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6 

————————————————————————————————————————— 

 

一、项目名称：情趣化设计理念、方法及应用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刘  昕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 

陈倩雯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 

李  星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段齐骏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人机工程  产品设计   单位：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课题研究方向是产品的情趣化设计，重点对办公用品的情趣化设计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结

合已有的情感化设计方面的研究成果，寻找出一条能够使产品的功能和情感结合的设计方法，重点

增加产品使用的趣味性。 

六、项目图片： 

         

        图 1 部分报告             图 2 乐锁灯         图 3 情趣化设计书架及按钮式图钉 

七、项目创新点： 

1. 乐锁灯改变了传统台灯的使用方式，只要把灯放在底座相应的位置，就可以点亮灯泡。学习

工作劳累时可以把三个部件拆开拿在手里把玩，通过拆开和组装的过程提升用户的使用感受，更加

注重用户的精神需求，与用户产生互动。 

2. 情趣化设计书架主要针对人们在思考时总会习惯玩手边物品以减轻压力的习惯，像钟摆一样

摇摆的书架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交互体验。 

3. 按钮式图钉改进了传统图钉在夹持物品时对物品造成损害的缺陷，并且通过不同的形态来达

到提醒用户的功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明日风尚》，国内刊号 CN：32—1775/G0,国际刊号 LSSN：1673—8365；

稿件编号：AXW20181516。 

2.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申请号：201810642240.X。 

3. 实用新型专利受理书;申请号：201820957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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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7 

————————————————————————————————————————— 

 

一、 项目名称：移动阅读客户端传播效果研究——基于大学生用户体验的实证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林翊颉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专业 

吴宏菊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专业 

莫海珍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卢晓云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广播电视艺术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五、项目简介： 

本次调查采取问卷调查和焦点访谈的方式，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

对象，深入挖掘数字阅读内在潜力。小组成员分工研究大、小众不同领域的移动数字阅读客户端，

通过文献搜集了解学界前沿，并通过阅读艾瑞咨询等行业报告洞察业态。同时通过关于网络阅读平

台的试用，亲自感受和总结不同平台间的用户体验，在相关领域文献搜集的过程中，以实践体验辅

助，并总结数据成文，提出改进意见。 

六、项目图片： 

             

 

 

 

 

 

  

    图 1 比达咨询行业报告           图 2 焦点访谈片段             图 3 问卷数据 

七、项目创新点： 

1.研究对象在划分为大、小众两个大方向下，还将大众移动阅读端分为 BAT 和非 BAT 类别，

BAT 类各选一家作为研究对象，非 BAT 选中具有庞大用户积累和市场占有量的掌阅；小众类别选择

了网易系和豆瓣系的网易蜗牛阅读和豆瓣阅读，囊括文艺青年、技术宅两大亚文化。在共性中挖掘

个性，使研究更有落脚点。 

2.数字阅读延伸考虑版权问题及知识付费，具有一定的思考价值。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笔者将研究对象移动数字阅读客户端划分为大众阅读与小众阅读两个领域。主要采用问卷调

查和焦点访谈两种方式进行实证研究，共收录有效问卷 234 份，焦点访谈采访人数十二人，涵盖各

专业、年级，学科比例均衡。并采访专业晋江作者，深入了解行业内部资讯。 

2.本项目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为《移动阅读客户端传播效果研究——基于大学

生用户体验的实证研究》，已在《传播力研究》2018 年 5 月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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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8 

————————————————————————————————————————— 

 

一、 项目名称：新媒体视域下“非遗”文化的活态化研究——以古法纸为例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宫京京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周宇涵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马利园  2015 级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潇娴   职称：讲师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研究方向：设计思维与方法研究，视觉传达设计与理论研究，信息可视化设计研究   

五、项目简介： 

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长河中具有丰富而珍贵的文化资源，“笔，墨，纸，砚”这古老而深厚的书

写工具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似乎越来越存在与书画等艺术领域，本课题旨在通过田野考察，运用交互

设计的方式，将这些非常珍贵的文化资源进行设计转换，从而形成活态化呈现。 

六、项目图片：           

   

图 1 泽雅造纸小程序静态界面设计             图 2 泽雅造纸小程序静态界面设计 

七、项目创新点： 

小组成员主要是结合当下流行的界面设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完成技术方面创新。以微

信小程序为载体进行成果展示，扫描一个二维码就能直接打开一个接近原生应用的小程序，公众的

生活不仅得到了便利，同时泽雅造纸技艺也以动态的方式呈现。 界面创新主要是通过横屏观赏，小

组成员以插画形式表现古法造纸技艺，其中又引用了《工作细胞》动漫中细胞工作模式为灵感，对

泽雅造纸技艺进行了不同的画面塑造。最终把所有的技艺连在一起，通过生动有趣的细胞小人的行

动来作为线索，引导着公众去不断地探索。也是这个成果的创新点之一。  

八、项目成果情况： 

小组成员最终通过插画的方式将泽雅造纸的技艺呈现展示，并将微信小程序作为该载体来与大

众进行互动，动态交互能让信息更好的传达，不仅与新媒体结合传播，还可以作为一种别致有趣的

用户体验，放到博物馆的显示屏，对古法造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更好的宣传和延续，达成度

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最终的研究成果基本达到了我们当时的预期。但是由于小组成员能力有限，所

以最终的呈现界面是以小静态界面为主，无法生动的还原泽雅纸的古法造纸技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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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39 

————————————————————————————————————————— 

 

一、 项目名称：具有实时闭环射频盘库的数字回转库控制系统设计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李  郝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罗  威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吴舜禹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邹卫军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火力控制、图像处理、嵌入式系统设计      

单位：自动化系 

五、项目简介： 

自动化仓储系统的发展，对密集存储物件的闭环监控和快速盘库的需求十分迫切，本项目针对

在密集存储下、基于射频技术进行盘点和监控存在的问题，采用基于高频技术的射频模块和基于

Cortex-M3 系列的 MCU，设计射频处理的嵌入式控制系统，实现在 4-5cm 距离上稳定读取和处理标

签信息；利用 HF 信号抗干扰性强，功率小，易实现点对点读取以及成本低等优点，从而实现密集

仓储的点对点盘点。这样，通过将射频模块与定位指示模块和人机交互的安卓屏整合，构建数字回

转库集控制、盘点和定位指示于一体的控制系统，实现“无序摆放，有序管理”的管理需求。 

六、项目图片： 

      

    图 1 射频板和主控板            图 2 安卓主界面                图 3 上位机主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 采用基于高频技术的射频模块和基于 Cortex-M3 系列的 MCU 设计射频处理的嵌入式控制系

统，实现在 4-5cm 距离上稳定读取和处理标签信息。 

2.以具有典型工业通信接口的安卓触摸屏为平台，设计了适用于密集档案 RFID 射频管理的 APP

软件，从而实现对仓储自动化系统逻辑控制、数据库管理以及高速数据通信的功能。 

八、项目成果情况： 

申请了基于安卓的密集档案射频管理 APP 软件著作权（负责人李郝为第一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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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40 

————————————————————————————————————————— 

 

一、 项目名称：基于 Android 的车载配药系统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蔡婧璐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余  鑫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张敬仪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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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五、项目简介： 

目前在大多数医院建立有一个大型的中药代配代煎物流配送中心，将处方药集中起来进行配方

和煎煮，为病人提供代煎中药服务。此类配送中心主要采用人工配料方式，存在劳动强度大、效率

低等问题。基于此，本课题设计一种基于 Android 的车载配药系统，以小车为基本配置单位，接收

医院 HIS 系统的处方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分配给各个配药小车，再由取药人员来完成处方的配置工

作，实现散装药的智能调配。 

六、项目图片： 

            

      图 1 用户登录                图 2 后台服务界面                 图 3 前端显示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 实现了处方的无纸化，为智能药房的实现打下了基础 

2. 实现了基于 Web 的后台服务系统，便于药品、处方等信息的管理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结合具体的应用背景，搭建一套基于 Android 的车载配药系统，包括软件功能设计、基于

Android 的控制系统功能设计。该系统能实现自动配药，解决原始配药过程中劳动强度大、效率低等

问题。 

2. 提交技术文档一套，并完成相关软件著作权登记一项。 

3. 完成了系统总结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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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41 

————————————————————————————————————————— 

 

一、 项目名称：一类工业机器人系统的高精度控制与实验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李晟华  2015 级  钱学森学院  电气信息专业   

方贤举  2015 级  钱学森学院  电气信息专业  

江钰杰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徐大波   职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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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欧拉-拉格朗日的系统的分析与控制，随着机器人学的兴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内

外学者开始广泛对其进行研究。本课题主要考虑在参数不确定的条件下，对具有非线性的欧拉拉格

朗日系统进行自适应控制。本课题同时考虑了自适应动态规划方法的理论与相关实验的可能性。此

外，对上述的理论与算法，通过 Phantom Omni 机械臂平台上进行了实验，得到了较好的实验结果。 

六、项目图片： 

         

图 1 仿真跟踪误差          图 2 自适应控制器误差        图 3 自适应动态规划误差 

七、项目创新点： 

1. 对于未知参数的非线性系统实现了自适应控制，并完成了实物硬件的算法验证； 

2. 对未知参数系统考虑引入了自适应动态规划的想法，以自适应学习的方法设计最优控制律。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对于自适应控制算法，完成了建立模型、算法理论推导以及相关仿真实验； 

2. 在 Phantom Omni 仪器上完成了控制律的编程与硬件实验； 

3. 对于自适应动态规划算法，完成了模型线性化、理论与算法推导以及相关仿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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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42 

————————————————————————————————————————— 

一、 项目名称：一种基于 Android 的自动售货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宁明超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冯树翔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孙杰杉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何新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智能信息处理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自动售货机是商业自动化的常用设备，它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能节省人力、方便交易，是

一种全新的商业零售形式，目前正在走向信息化、智能化。基于此，本课题以自动售货系统作为研

究对象，借助无线通信、单片机控制系统等技术，主要围绕基于 Android 系统的管理信息系统和控

制系统的开发展开探讨，开发一套基于 Android 的自动售货系统，实现一整套智能自助零售系统。 

六、项目图片： 

                          

图 1 售货机主界面             图 2 支付宝购买界面               图 3 补货登录界面 

七、项目创新点： 

1. 现有的售货机大都只能单独销售冷饮或热饮，本系统的售货机同时装有压缩机和加热丝，通

过远程控制可以切换销售状态，使其同时销售冷热饮。 

2. 通过单片机和硬件电路的设计，售货机具备防盗功能。 

3. 传统的售货机采用人工管理，不仅效率低下，出错率高，而且一旦设备出现故障，也不能及

时的发现并处理。此外不能实时监控零钱数量、货品存量等设备状态。本系统利用无线通信技术，

通过后台登录服务器可以实时监控各个售货机终端的状态。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项目获得软件著作权登记一项，软件著作权名称是基于 Android 的自动售货系统，项目成员

是第一完成人，证书登记号是 2018SR696049。 

2. 本软件主要设计了一套基于 Android 的自动售货机终端，主要目的是实现与顾客与运营人员

的人机交互，可广泛应用于基于 Android 移动终端的智能零售新领域，可以较好地满足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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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43 

————————————————————————————————————————— 

 

一、项目名称：输电路线脱冰振动分析方法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李祺祥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龚亚星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丛衍钞  2015 级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谢云云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架空送电线路   单位：自动化学院 

五、项目简介： 

将使用计算机模拟分析的方法和建立拟合公式的方法合并，并增加对输电线路各种因素的考虑，

力争达到同时使用 MATLAB 和 ANSYS 进行输电线路的脱冰动态过程的仿真分析，利用 ANSYS 建

立的输电线路模型分析不同高差情况下冰跳高度和弧垂差的关系，最终得到更加完善的拟合公式。

已达到在实际生活中较为简单的分析输电线路脱冰振动的问题，解决目前工程上除冰难，拟合公式

较为简单化的问题。  

六、项目图片： 

        

      图 1 模型验证                图 2 数据处理             图 3 MATLAB 模型找型 

七、项目创新点： 

1. 利用 ANSYS 建立的输电简化线路模型分析冰跳高度和弧垂差的关系，得到更加完善的拟合

公式，简化论证过程的同时，证明了在有高差情况下冰跳高度和弧垂差之间依然存在的线性关系。 

2. 独立完成诱发脱冰情况下 MATLAB 程序的编写，为下一步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2018 年十月 IEEE 会议论文一篇，因会议刚刚结束，因此暂时搜索不到检索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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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44 

————————————————————————————————————————— 

 

一、 项目名称：竹木结构设计制作及其承载性能优化方案分析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王喆宇  2015 级  理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于梦洁  2015 级  理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于晔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桥梁工程   单位：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来源于全国和江苏省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等大型竞赛项目，是为了提升我校土木工程的

学科竞赛水平。 

研究主要通过分析竞赛赛题，设计出多种结构形式合理、受力明确的结构方案，在各方案中比

选出较为合理的方案，利用竹木材料制作出结构模型，对其进行加载试验，观察分析结构的加载破

坏形态，并结合 ANSYS 等有限元分析软件分析得到的加载结果，不断完善结构方案，最终得到最

优结构方案。 

目前已获得南京理工大学结构设计大赛一等奖，申请并受理一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种轻型木结构

景观桥梁”。在本项目的实践过程中，项目成员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于模型的设计制作，培养了项

目成员的创新意识和合作精神，提升了动手实践能力。 

六、项目图片： 

   

        图 1 结构整体效果图            图 2 节点处理           图 3 结构加载模拟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在简支梁桥的主跨中引入斜撑，并将传统简支梁桥中的肋梁式主梁用桁架式主梁代替，能有

效地减少跨中弯矩，充分利用木结构轻质高强的承载性能，提高简支梁桥的跨越能力。 

2. 在景观桥梁建设中采用轻质桐木材料，能克服钢筋混凝土桥梁自重所占比例过大的问题，且

具备一定的观赏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本项目成员参加了江苏省大学生土木结构创新竞赛和南京理工大学结构设计大赛，并获得南

京理工大学结构设计大赛一等奖。 

2. 基于本科研训练项目，以项目组学生为第一发明人已申请并受理一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种轻型

木结构景观桥梁”，发明受理号：2018109245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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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45 

————————————————————————————————————————— 

 

一、 项目名称：海上漂浮式防波堤抗波浪冲击水动力学特性数值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赵建雷  2015 级  理学院  工程力学专业       

唐佳栋  2015 级  理学院  工程力学专业  

王正康  2015 级  理学院  工程力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黎亮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多体动力学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超大台风会对沿海设施造成强烈的冲击，对目标结构造成严重破坏并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沿海防浪设施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的热点课题。本课题主要以某漂浮防浪堤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构

在波浪冲击的作用下的水动力学特性，其关键技术有漂浮式防浪堤有限元数值模型建立、合理波浪

的选择、变形后防浪堤受力分析等。分析漂浮式防浪堤在受波浪冲击后的各构件的运动情况，在有

限元软件中建立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 

六、项目图片： 

     

    图 1 桨叶模态分析         图 2 支架谐响应分析    图 3 浮式平台与系泊缆索的耦合分析 

七、项目创新点： 

1.考虑了防波堤与系泊缆索的耦合效应，精确地模拟了防波堤受到的时变拖曳力以及附加质量

力，考虑了不同波浪方向与不同系泊缆索锚链夹角的组合。 

2.因防波堤桨叶在实际工况中被水包围，所以在研究该防波堤桨叶的振动特性时，考虑了水的

附加质量效应。发现在液体环境中，桨叶的固有频率将降低。 

3.锚泊线是细长的柔性结构，对其进行精确的动力学建模要考虑到锚泊线大变形和大位移的影

响。利用 ANCF 方法进行动力学建模，将位置矢量的偏导数代替常规建模方法的角度坐标，质量矩

阵是常数阵，计算效率更高，计算结构更精确。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论文《新型海上漂浮式防波堤结构振动特性有限元仿真》一篇，正在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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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46 

————————————————————————————————————————— 

一、 项目名称：生物种群演化的理论和模拟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余玲慧  2015 级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彭  妆  2015 级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汤璐瑶  2015 级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茂香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软凝聚态物理理论与模拟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生物种群在随时空演化过程中，种群内个体之间，种群与环境之间，通过相互关系构成一个统

一的有机整体。因此种群具有出生率，死亡率以及数量变化等特征，把生物种群演化的特征量化后，

就可以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其动力学演化的过程并做出预测。大量生物种群在演化过程中其个体数

量都展现了类似行波的现象，本文将重点关注生物种群数量演化形成的波及其传播过程。基于传统

的物种演化模型，我们将以两个捕食者/一个被捕食者，和两个被捕食者/一个捕食者的三者种群为对

象，考虑各物种在空间中的随机迁移，建立反应扩散型偏微分方程，来研究生物种群演化的密度波

传播及动力学，从理论上分析系统的稳定性等动力学特征，并通过数值求解加以验证，并给出直观

的尺寸，速度，形态等参量的演化结果，对种群演化的观测结果给以解释，加深对生命现象的理解。 

六、项目图片： 

       

      图 1 论文内容一              图 2 论文内容二           图 3 论文内容三 

七、项目创新点： 

1、在两物种扩散型 Lotka-Volterra 模型基础上，将两物种推广为三物种；  

2、考虑生态学中存在的捕食功能，引入功能函数： 用第 II 型功能响应函数 f(N)= αN/(1+N)替

代第 I 型功能响应函数 f(N)=αN。 

八、项目成果情况： 

本项目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为《一类考虑空间扩散的三种群相互作用系统中的

种群演化》，正在投稿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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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47 

————————————————————————————————————————— 

 

一、 项目名称：社区参与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系统评价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王一琳  2015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梁曼茹  2015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于思敏  2015 级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赵斌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社会学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五、项目简介： 

老年人社区参与与心理健康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按照社区参与的概念维度，分

为自治性参与、文体娱乐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将心理健康维度划分为满意度、价值感、抑郁、焦

虑等指标，对我国现有的社区参与与老年心理健康的定量研究进行系统评价，以明确两者之间的关

系。通过系统检索我国现有的社区参与与老年心理健康的研究文献，并按照一定的条件筛选，用半

定量的方法对纳入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得出结论：社区参与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社区参与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促进作用。 

六、项目图片： 

 

 

 

 

 

  

图 1 社区实践 

七、项目创新点： 

1.系统检索我国现有的社区参与与老年心理健康的研究文献，并按照一定的条件筛选，对纳入

分析的研究提取数据，进行系统评价。用半定量的方法对纳入研究的文献<b>+</b>进行系统分析 

2. 我国人口发展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未富先老”和老年家庭日益“空巢化”现象等

老年人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使得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在有形资源相

对匮乏的条件下，社区参与视角为探索老年人心理健康策略提供了新思路。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社区参与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系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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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48 

——————————————————————————————————————— 

 

一、项目名称：中国城市养犬问题的治理研究——以日本为参照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张华芳  2015 级  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易  景  2015 级  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吴  丹  2015 级  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陈橹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民间社会关系问题研究、政治文化    

单位：公共事务学院 

五、项目简介： 

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掀起养犬热潮，城市宠物犬的数量也不断攀升。由于各种原因，当前我

国城市已经陷入了如何有效治理和解决城市养犬问题的难题。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小组结合、比较

中国与日本的城市养犬模式，就立法、政府管理、公民意识三方面提出解决城市养犬问题的措施，

为解决养犬带来的一系列管理问题，制定适合现代城市发展的犬类管理办法，有效保障养犬人和非

养犬人的合法权利及促进城市的善治建言献策。 

六、项目图片： 

        

 

 

 

 

 

 

 

          图 1 发放问卷                     图 2 社区访谈              图 3 访谈公安 

七、项目创新点： 

解决中国城市养犬问题一方面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另一方面还应吸收和借鉴外国先进的法律和

制度上的经验。日本在城市养犬管理这条道路上经验远超我国。本次研究从不同的侧面阐述日本养

犬管理的独特经验，以期能够对我国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八、项目成果情况： 

项目团队在对我国现有的养犬管理体系进行分析评估，结合日本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从法律层

面、管理层面、公共意识层面探索我国养犬管理的改革路径,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并在《现代商业》

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表一篇省级期刊论文《中国城市养犬管理问题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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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49 

————————————————————————————————————————— 

一、 项目名称：晶界工程中晶界特征分布演化研究 

二、 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姜涵露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属材料专业     

吴国庆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属材料专业  

阿力木江·阿布拉提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加工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黄鸣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晶界工程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 

五、项目简介： 

晶界工程可以实现晶界特征分布优化，改善多晶材料性能，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者针对基于退

火孪晶晶界工程中的晶界特征分布优化机制开展了研究，但是现有的晶界工程机制仍存在较大的争

议，而且这些机制无法直接指导晶界工程的工艺选择，本项目拟通过准原位加热 EBSD 技术研究形

变热处理过程中多晶纯 Cu 晶界特征分布的演化过程，从而探索基于退火孪晶晶界工程的晶界特征分

布优化机制。 

六、项目图片： 

        

                                                                     

 

 

 

 

 

 

七、项目创新点： 

1. 探索出小变形短时退火的最佳晶界工程工艺为 600℃-10%，特殊晶界比例可达 81.70%，包括

67.34%的 Σ3 晶界，8.33%的 Σ9 晶界和 4.36%的 Σ27 晶界。晶界尺寸为 43.40μm。 

2. 获得晶界特征分布随变形量和温度的变化规律。 

3. 通过准原位 EBSD 实验发现了小变形短时退火形变热处理工艺中晶界特征分布优化机制。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材料的使用性能主要由微观组织结构决定，不同的微观组织结构导致其使用性能存在很大差

异，因此可以通过合理调控微观组织结构达到改善材料使用性能的目的。 

2. 本项目研究了多晶纯铜在小变形短时退火下的特殊晶界的演化过程，通过改变变形量、退火

温度对特殊晶界的分布产生影响，进一步得出了基于退火孪晶晶界工程的晶界特征分布优化的微观

机制。 

3. 发表论文《Evolution of grain boundary character distribution in pure copper during low-strain 

thermomechanical processing》 

图 1 TMP 样品的低 ΣCSL 晶

界（a）和晶粒大小（b） 

 图2步骤0到步骤2的EBSD

系列映射  

图 3 各个步骤的 GBCD 统计

量和平均晶粒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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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50 

————————————————————————————————————————— 

 

一、 项目名称：变形温度对 Al-TiB2基复合材料微观组织及力学性能的影响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 项目成员： 

李  丹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专业 

罗晓婷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专业 

张焕鑫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加工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聂金凤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复合材料及纳米结构材料的研究工作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格莱特纳米研究所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主要是针对一种原位自生铝基复合材料（Al-TiC），拟通过在不同的温度下进行轧制变形，

研究复合材料的微观组织（包括基体晶粒）变化，特别是增强颗粒与基体界面结合处的微观组织演

变（如位错的增值情况），及增强颗粒对基体细化的影响作用，然后研究在不同变形条件下复合材料

的力学性能（拉伸强度、塑性、硬度等），最终研究出复合性能最好的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六、项目图片： 

     

 

 

 

七、项目创新点： 

1. TiC/Al 复合材料经轧制后的微观组织中的大颗粒团聚得到了有效的抑制，TiC 颗粒的分布随

着轧制变形量的增加而变得更加均匀，TiC/Al 原位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也显著提高。90%轧制变形

后得到较为均匀的显微组织，复合材料的抗拉强度和显微硬度分别提高到 213 MPa 和 64 HV。  

2.变形温度主要影响基体内部晶粒的位错累积和回复，影响了基体的再结晶与应变硬化程度；

而第二相的分布主要受应变影响；而在同一变形量下，第二相的分布受变形温度影响不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向《热加工工艺》投稿论文“热轧变形对 Al-TiC 复合材料颗粒分布及力学性能的影响”，已取

得录用通知。 

图 1 TiC/Al 复合材料轧制

变形后 SEM 图 

 

图 2  TiC/Al 复合材料轧制

变形后拉伸断口图 

 

图3 高温300℃TiC/Al复合材

料轧制变形量拉伸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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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51 

————————————————————————————————————————— 

 

一、 项目名称：铝合金复杂结构件近净热塑性成形模拟分析及其模具优化设计研究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唐泽辉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杜龙雨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池天喜 2015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纳米材料与技术 

四、项目导师： 

姓名：颜银标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先进金属材料制备与成形技术 金属材料与冶金工程 粉末冶金领域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的研究对象为高强度铝合金复杂结构件，是炮射导弹中的重要零件。该零件一直用数控

切削加工成形，加工周期长、材料浪费严重、生产成本高，用近净热塑性成形工艺制造该零件可解

决切削法存在的问题。 

本项目借助软件，通过建模、模拟计算，研究复杂结构件热塑性成形过程、原材料形状与尺寸

和模具结构对成形过程的影响，并进行模具优化设计和近净热塑性成形试验，获得复杂结构件。 

六、项目图片： 

图 1 成形过程模拟             图 2 合模示意图                    图 3 样品 

七、项目创新点： 

1.通过改变胚料的尺寸决定配料在挤压过程中的主要变形区域，减少挤压成形过程中的模具载

荷和坯料的变形量，这关系到一些缺陷是否产生；.根据数值模拟的结果，对挤压成型过程进行应力

分析，对模具的模膛结构进行优化，并防止可能产生的缺陷。  

2.在所采用的工艺参数条件下，成功的挤压出合格零件，验证了数值模拟结果及其模具设计的

合理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本项目研究取得了铝合金复杂结构件近净热塑性成形技术的创新性发现，拟申请“一种高强

度铝合金零件舵机座近净热塑成形方法及其模具”的实用新型专利，正在办理中。 

2.获得实物样品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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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52 

————————————————————————————————————————— 

 

一、 项目名称：电热化学炮数字样机设计 

二、项目类型：省级 

三、项目成员： 

胡晟荣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涂封疆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系统与工程（卓工-智能弹药）专业    

王雨微  2015 级  机械工程学院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栗保明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电热电磁发射技术等 单位：瞬态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五、项目简介： 

使用 C#语言对 ANSYS 进行二次开发编写一款电磁轨道炮复合身管可视化有限元分析系统提供

便捷高效分析优化方法。使得复合身管建模分析过程变得高效直观。关键参数的修改变得更加的快

捷方便，结果可以直接导入软件方便对比分析。提供了友好的界面, 能够快速建模、分析和优化不

同类型的电磁炮复合身管, 并提供了不同条件下广泛性的计算，而且提供了清晰的结果, 为使用者节

省了时间和精力。 

六、项目图片： 

   

      图 1 模型参数输入界面        图 2 发射时电磁分析结果显   图 3 发射时热响应分析结果显示 

七、项目创新点： 

1. 实现了对于复杂模型的快速建模，仿真以及优化。此外，后处理部分更加的直观明确，便于

对结果进行分析比较以及对优化效果的优劣进行判断。 

2. 传统的分析方式，其过程较为繁琐，难以快速实现，后处理不够明确。与传统方式相比，该

软件可以使得建模分析过程变得高效直观。 

3. 能够对异形结构电磁炮复合身管进行方便快捷的有限元多物理场耦合分析。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论文一篇“ Preliminary Realization of Visual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ystem on Composite 

Barrel of Railgun”收录至第一届国际防务技术大会会议论文集中 

2. 可视化分析优化软件样机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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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1 

————————————————————————————————————————— 

一、项目名称：多孔 C 包裹 PtCu 纳米簇催化剂的构建及其在直接乙二醇燃料电池中的催化应用 

二、项目类型：校级重点 

三、项目成员： 

李培文  2015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      

毛梦茜  2015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四、项目导师： 

姓名：张树鹏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碳基纳米复合材料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实验利用软化学方法在室温下了使用抗坏血酸(AA)作为绿色还原剂、生物质葡萄糖作为碳源

合成了具有高催化活性的多孔 C 包裹 PtCu 纳米簇催化剂。对材料进行了 XRD、SEM、TEM、XPS、

ICP-MS 等一系列表征手段来确认材料的晶型、形貌、结构和元素组成，同时还研究了材料的电催

化乙二醇性能。本实验有望提供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来大规模生成碳包裹的金属纳米颗粒，并可

在能源和环境应用中广泛应用。 

六、项目图片： 

           

                                     

 

             

七、项目创新点： 

C 层封装起到了保护核心 PtCu 的目的，避免其在恶劣反应条件下聚集或烧结，不会减弱其功能。

不仅阻止了核心催化剂的团聚，还有效提高了材料的结构稳定、催化性。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项目组成员分别以第一作者发表中文核心论文 2 篇： 

李培文, 高娟娟, 张须媚, 张树鹏. 燃料电池氧还原反应核壳结构电极材料的理性设计. 化学

通报, 2018.81(11);   

毛梦茜, 高娟娟, 朱伟青, 张树鹏. 生物质衍生碳基催化剂在能源转化中的应用. 现代化工, 

2018.4(5). 

2. Juanjuan Gao1, Mengxi Mao1, Peiweng Li1, et al. Porous carbon-encapsulatedbimetallic PtCu as 

highly efficient electrocatalyst for ethylene glycol oxidation and oxygen reduction in alkaline medium[J]. 

In Preparation 

图 1 为（a,d,g）PtCu NCs、（b,e,h）PtCu@SiO2

核壳纳米球、（c,f,i）多孔 PtCu@C 纳米材料

在不同倍数下的 TEM 图。 

图 2 为 PtCu@C、PtCu、PtC 催化剂在含

有 0.1 M H2SO4 的饱和 N2 的 1 M EG 中

的 CV 图，扫描速率为 50 m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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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2 

————————————————————————————————————————— 

一、项目名称：特殊形状纳米管的制备研究 

二、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项目成员： 

陈思宇   2015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秦  帅   2015 级   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 

李成元   2015 级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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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钛纳米管以其在光敏、湿敏、气敏、光电等方面优越的性能而备受关注，并且在太阳能

电池、光解水制氢、光催化降解等领域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本项目组主要通过控制阳极氧化电

压和电解液的成分制备具有多层结构和双壁结构等特殊形貌的纳米管，并研究其形成机理。 

六、项目图片： 

        

   图 1 XRD 和长度电压曲线表征   图 2 三层纳米管电镜照片      图 3 双壁纳米管电镜照片 

七、项目创新点： 

1.首次通过改变致密层厚度研究三层二氧化钛纳米管形貌、洞穴的形成，进一步佐证了氧气泡

模具效应。 

2.首次通过混合电解液制备了双壁结构的二氧化钛纳米管并且找到了污染层存在的直接证据。 

八、项目成果情况： 

1.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在 SCI 杂志 Materials Research Express 发表学术论文“Double-walled 

structure of anodic TiO2 nanotubes in H3PO4/NH4F mixed electrolyte”一篇； 

2.于 2018年 6月 7日在 SCI杂志Materials Research Bulletin发表学术论文“A novel elaboration foe 

various morphologies of three-layer TiO2 nanotubes by oxygen bubble mould”一篇； 

3.通过三次氧化和混合电解液制备多层结构二氧化钛纳米管，深入地分析了纳米管的形成过程，

进一步完善了氧气泡模具效应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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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3 

————————————————————————————————————————— 

一、 项目名称：数据驱动的网络广告效应测评实证研究 

二、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项目成员： 

黄少威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陈佳鑫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何适圆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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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莉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电子商务、信息经济学、系统决策建模与优化    

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次科研依托某第三方保险代理网平台，以企业网站的用户浏览日志为数据分析基础，运用逻

辑回归模型、多元回归模型、Knn 高级分类算法三种方式对付费搜索广告、电子邮件广告以及短信

广告的即时效应进行测评，为企业评估各类型网络广告的效益提供一种思路。 

六、项目图片： 

           

          图 1 逻辑回归分析参数表                   图 2 多元回归分析参数表                        

七、项目创新点： 

1.不同于国内普遍的问卷方法，基于数据挖掘算法构建模型运用为不同渠道的网络广告即时效

应的进行量化评价。 

2. 从数据出发为企业当前网络广告投入提供一定的决策帮助。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课题研究报告：数据驱动的网络广告效应 

2. 三种数据挖掘算法程序一项。 

3. 由逻辑回归、多元回归分析以及 knn 算法，并经过显著性检验得出付费搜索广告和电子邮件

广告均对销售有积极的影响，且电子邮件广告的影响力高于付费搜索广告，而短信广告对销售的影

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由短信广告成本过高，而投放占比不高所导致的，因为投放数量有限，

所以相应的点击次数不高或者短信广告的内容与接受到短信广告的用户的偏好不相符，常被视为垃

圾短信。因此建议企业注重付费搜索广告和电子邮件广告的投入，减少短信广告的投入。 

 

 

 



 

 

133 

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4 

————————————————————————————————————————— 

一、 项目名称：个体薪酬与团队薪酬模式比较研究 

二、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项目成员： 

丁佳乐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简艺清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汤可欣  2015 级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段光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组织行为，人力资源，创新创业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充分有效地激励员工才能进一步提高组

织效益，其中，薪酬激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激励手段。目前，大多数企业实行绩效薪酬制度，早期

主要是个体绩效薪酬制度，而随着现代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组织内部的分工协作越来越紧密，具体

分清组织内各个员工的具体贡献份额越来越难。基于这一情况，大量的企业开始实施以团队为基础

的团队薪酬制度。个体绩效薪酬与团队绩效薪酬作为绩效薪酬的两种主要模式，各自又有着不同的

表现形式，针对这两种薪酬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是项目主要的研究内容。 

六、项目图片： 

    

图 1 实验材料                 图 2 实验数据                 图 3 数据曲线 

七、项目创新点： 

实验研究法的运用，是本次科研项目的创新之处，有效地避免了问卷调查收集到的数据会缺乏

时效性以及强主观性的问题，对其他因素进行了较强的人为的控制，如薪酬分配的程序、规则，弱

化了其他客观因素的干扰，只针对实验目的探求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八、项目成果情况： 

本次科研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对个体薪酬及团队薪酬分配方式公平性进行了比较研究，最终

形成的理论研究成果为：一篇学术论文——《个体薪酬与团队薪酬公平性比较研究》，并得出了个体

薪酬公平程度最高，团队薪酬按比例分配公平性次之，团队薪酬平均分配公平性最低的研究结论，

为企业构建合理有效的薪酬模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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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5 

————————————————————————————————————————— 

一、项目名称：基于 MATLAB/Simulink 的弹箭飞行仿真系统设计 

二、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项目成员： 

王意存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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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琦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弹箭飞行控制研究  单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主要针对弹箭的飞行原理和导引系统的工作过程进行分析，建立适合于飞行控制系统分

析与设计的数学模型，并利用工程中常用的 MATLAB/Simulink 软件对弹箭的飞行过程进行数值仿

真，进一步地，基于虚拟现实理论，利用 MATLAB 虚拟现实工具箱（VR 工具箱）进行相应的可视

化仿真。 

六、项目图片： 

a. SolidWorks建立的导弹3D模型图

b. Simulink可视化仿真模型图  

a.飞行前期（t=20s)

b.飞行中期（t=80s)

c.飞行后期（t=95s)  

   图 1 Simulink 数值仿真模型     图 2 可视化仿真实现过程        图 3 可视化仿真成果 

七、项目创新点： 

1. 在实现了弹箭六自由度运动仿真的基础上，加入了制导控制系统，实现了闭环仿真。 

2. 基于 VRML 和 VR 工具箱，建立了可视化仿真模型，实现了弹箭飞行可视化仿真。 

3. 设计了多个跟踪观察视角，可以实时、直观地观察到弹箭飞行姿态的变化。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基于 MATLAB/Simulink，搭建了弹箭飞行仿真平台。 

2. 在中文核心期刊《兵器装备工程学报》发表论文一篇 

王意存,陈琦,常思江.采用Simulink和VRML的六自由度弹道多视角可视化仿真[J].兵器装备工

程学,201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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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6 

————————————————————————————————————————— 

一、 项目名称：面向共享停车的智能车位锁设计关键技术 

二、项目类型：校级重点 

三、项目成员： 

丁力    2015级  自动化学院智能电网信息工程专业      

周诗洋  2015级  自动化学院智能电网信息工程专业  

周威    2015级  自动化学院智能电网信息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周竹萍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交通规划与管理、道路交通安全、交通行为分析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交通工程系 

五、项目简介： 

为了解决停车难，车位利用率低等社会现状，本项目完成了一款面向共享停车的智能车位锁，

主要通过蓝牙通信，识别预约车辆的特定客户，加上以地磁传感器为主，加速度传感器和超声波传

感器为辅的智能传感系统，用来感应车辆的到来、驶离以及停车时间。本作品目前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申请了四项发明专利，参加国家级和省级赛事均获得较好的成绩。 

六、项目图片： 

        

    图 1 小区共享停车模型搭建图                         图 2 竞赛及专利证书                       

七、项目创新点： 

1. 本作品利用蓝牙通信，不仅成本低廉，功耗低，可靠性也更高。 

2. 本作品利用地磁传感器为主的多传感器感应，大大提高了车锁的稳定性。 

3. 本作品不仅有硬件的成果，针对目前市面上共享停车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套可行的管理

制度。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2018.05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二等奖 

2. 2018.04获得了第三次江苏省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一等奖 

3. 2017.10获得了首届江苏省大学生智能交通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4.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四项发明专利，分别为以下四项： 

“一种基于加速度传感器车辆检测装置及方法”发明专利一项，申请号 201811009347.7 

“一种基于人工磁场的车辆检测装置及方法”发明专利一项，申请号 201811007906.0 

“一种实现车位锁智能开关的方法”发明专利一项，申请号 201711453340.X 

“一种气流变化的隧道车辆检测装置及方法”发明专利一项，申请号 201811009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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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7 

——————————————————————————————————————— 

一、 项目名称：穿透薄片状透散射介质的可见光成像系统 

二、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项目成员： 

窦欣悦  2015 级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何  洁  2015 级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王清华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计算机视觉与图像处理   单位：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本项目基于 2018 年 7 月举行的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赛题，使用自行设计的 CMOS

成像系统对目标物进行成像，考察透过复杂介质获取图像精细信息的能力。要求毛玻璃与目标物之

间不可添加光学元件和照明光源。目标物距离毛玻璃 1-5cm。 

六、项目图片： 

      

             图 1 成像系统实物图               图 2 识别结果展示                         

七、项目创新点： 

1. 针对毛玻璃特有的模糊效应，在引入先验知识的基础上编写了图像去卷积算法，显著增加了

识别准确率。 

2. 编写了独立的图形用户界面程序(GUI)。系统能够通过程序实现自动对焦、自动预估目标中心，

并手动微调系统成像中心与预估中心重合以达到最佳采集效果。 

3. 缺口识别时摒弃了传统的边缘识别方法，针对性地采用 8 角度最强光强判定方案，取得了很

好的识别效果。 

八、项目成果情况： 

1. 系统硬件主要由 1/3 英寸高清 CMOS 光学摄像头、LED 偏振辅助照明光源、三维可调支架、

笔记本电脑等组成。  

2. 该作品参加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滨松杯”实物决赛，并荣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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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科研训练项目（2017年立项）成果展示—08 

——————————————————————————————————————— 

一、 项目名称：压电效应的大小功率发电实现 

二、项目类型：校级普通 

三、 项目成员： 

张静芳  2015 级  电光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屈海友  2015 级  电光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孙遵义  2015 级  电光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四、项目导师： 

姓名：陈恺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电介质物理  单位：理学院 

五、项目简介： 

压电效应大小功率发电实现的关键之一，是介电储能。电容式电能存储，是实现介电储能的方

式之一。目前，先进电容式电能存储非常需要一种制备简单、低成本和高电能密度的介电材料。由

于这三种要求的矛盾，合成和制造符合要求的材料一直是一个挑战。我们致力于研究一种先进电容

式存储器，在之前的工作中发现了一种纤维素纤维骨架聚合物——复合聚偏二氟乙烯（PVDF）/聚

碳酸酯（PC），现运用工业级原料制备聚合物复合材料样品，并对其性能进行研究。 

六、项目图片： 

        

                     图 1 微观结构图               图 2 介电系数图                         

七、项目创新点： 

1. 我们开发了一种具有高电能密度的室温渗透效应的储能电容器，其中没有金属纳米颗粒。在

100 赫兹时，介电常数达到 59nF/cm（电容器 II），这与先前工作中报道的最高值一样。 

2. 在设备的过流保护极限内，样品 I、II、III 和 IV 的击穿电压均高于 6000V. 

3. 实验过程中使用的材料均为工业级原材料，这在储能领域具有较大的应用前景。 

八、项目成果情况： 

题为“Ternary Metal-Salt Polymer Composite: Room-temperature Percolation-Effect Capacitor with 

Ultrahigh Electrical Energy Density ”的论文已经投刊国际顶尖杂志《Advance Energy Material》,目前

文章正在进一步审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