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拟定级别 项目负责人 项目其他成员信息 归属学院 指导教师 导师职称
重点支持领

域项目

1 轮腿复合仿生机器人的设计与实现 国家级项目
唐豪杰

(919101960130)
东小龙(9191010E0108)、李雨
璟(9191100X0323)

机械工程学院 张志安 副教授

2 柔性机器人手指的设计与研究 国家级项目
李文韬

(9191010E0320)
陈旭洋(9191010E0306)、贾志
鹏(9191010E0315)

机械工程学院 孙中圣 副教授

3
基于增材制造的微纳卫星电热微推力器设计
（思政)

国家级项目
葛旭

(919101170117)
李霞(919101630102)、李佰威
(919101630111)

机械工程学院 郑侃 副教授

4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赛车悬架解耦设计 国家级项目
高敏淇

(9191010E0109)
时浩洋(9191010F0220)、张宇
航(9191010E0539)

机械工程学院 王洪亮 副教授

5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车身、空气动力学套件及
可变尾翼设计开发

国家级项目
程禹

(9191010F0608)
庞家宁(9191010F0621)、李文
龙(919101170123)

机械工程学院 周云波 副教授

6 基于机器视觉的产品尺寸测量实验平台设计 国家级项目
陈希哲

(919101960109)
胡博文(919101960117)、欧克
洋·斯康德尔(919101960123)

机械工程学院 汪惠芬 教授

7
（思政）侵彻多层建筑物精确计层新方法研
究

国家级项目
刘子琛

(919101170130)
姜开释(919101170120)、何征
宇(919101170118)

机械工程学院 李长生 副教授

8
面向复杂航天产品典型特征的机器人高精柔
顺装配关键技术

国家级项目
袁新博

(919101960138)
张名成(919101960140)、陈培
玺(9191010E0305)

机械工程学院 王禹林 教授

9
航空航天飞行器内置式折翼机构创新设计与
控制研究

国家级项目
钟韬

(9191010E0243)
祝璨(9191010E0244)、张颖曌
(9191010E0538)

机械工程学院 范元勋 教授

10
（思政）超高压传感器动态特性检测装置设
计

国家级项目
曹烨华

(9191010F0106)
荆希泽(9191010F0614)、孙琦
(9191010F0423)

机械工程学院 徐强 研究员

11 仿“飞鱼”跨介质察打一体仿生弹药设计 国家级项目
孙成涛

(919101630117)
黄林霄(9191010F0414)、梁家
轩(9191010F0417)

机械工程学院 李伟兵 副研究员

12 动作示教机器人传感技术研究 国家级项目
郝世杰

(919101960116)
朱秋宸(919101960142)、冒行
行(9191100Y0203)

机械工程学院 王茂森 副教授

13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轮胎-路面动力传递机理
研究及牵引力控制系统开发

国家级项目
景仪

(919101170121)
黄春申(919101170119)、张逸
天(9191100Y0237)

机械工程学院 殷德军 教授

14
连续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3D打印机的设
计

国家级项目
董晓

(919101960111)
李想(9191010E0420)、杨际平
(919101960133)

机械工程学院 杜宇雷 教授

附件：

2021年立项国家级、省级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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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项目

15 腰部助力外骨骼机器人研制 国家级项目
李新竹

(9191080N0204)
谭杨靖(9191080N0206)、柏林
(9191080N0201)

机械工程学院 杨小龙 副教授

16
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人体关节运动分析系统
设计

国家级项目
冯晓伟

(919103860421)
王泽辰(919101170139)、辛迪
(919101170142)

机械工程学院 卜雄洙 教授

17 外骨骼俘能技术研究 省级项目
付远晴

(9191010F0302)
王晓龙(9191010F0123)、陈同
舒(9191010F0607)

机械工程学院 管小荣 副研究员

18 复合材料负泊松比结构制备与试验研究 省级项目
郑义

(9191010E0139)
曾瑞圳(9191010E0104)、陈新
宇(9191010E0106)

机械工程学院 仲健林 讲师

19 微纳卫星高可靠容错电子系统设计与实现 省级项目
徐源

(919101630120)
刘大川(9191010F0418)、张翔
宇(9191010E0241)

机械工程学院 于永军 讲师

20 激光3D打印钛合金三维渐进过程建模与仿真 省级项目
康兴泰

(9191010E0317)
陈洪杰(9191010E0304)、李文
锋(9191010E0319)

机械工程学院 韦辉亮 教授

21
基于拓扑-点阵协同优化的火炮摇架结构极
限轻量化创新设计

省级项目
王钰

(919101960131)
杨沛应(919101960134)、徐一
凡(919101960132)

机械工程学院 张长东 副教授

22
（思政）小口径枪族身管与枪弹匹配技术研
究

省级项目
王会成

(9191010F0425)
王文睿(9191010F0427)、崔家
石(9191010F0507)

机械工程学院 吴志林 教授

23
2021赛季方程式赛车碳纤维副车架结构设计
及优化

省级项目
许皓禹

(919101170144)
戴子昂(9191010E0507)、王进
龙(9191010E0231)

机械工程学院 皮大伟 副教授

24
硫化纳米零价铁水氧腐蚀构型与其除污效能
动态响应机制研究

国家级项目
刘悦

(919102270112)
王心睿(919102270203)、田韬
(919102270219)

环境与生物工
程学院

李锦祥 副教授

25 重度多环芳烃污染土壤的快速生物修复技术 国家级项目
张耀天

(919102380136)
潘雯(919102380107)、牛莞菁
(919102380106)

环境与生物工
程学院

龙旭伟 副教授

26 幽门螺杆菌荧光快检系统的研制与诊断应用 省级项目
李三洋

(919102380123)
李璇(919102380103)、杜旸陶
(919102380117)

环境与生物工
程学院

邓盛元 副教授

27 新型水消毒副产物对鱼的毒性效应研究 省级项目
袁尧

(919102610125)
张灵汉(919102610126)

环境与生物工
程学院

杨先海 讲师

28
金属的阳极氧化过程和多孔氧化物形成机理
研究--

国家级项目
吕任权

(919103860132)
龚天乐(919103860219)、李鑫
(919103860204)

化工学院 朱绪飞 教授

29
MOFs衍生多孔碳纳米材料的构筑及其高效电
容去离子行为

国家级项目
伞烁

(919103860105)
许洲超(919103860141)、冯炳
淇(919102610108)

化工学院 张树鹏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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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拟定级别 项目负责人 项目其他成员信息 归属学院 指导教师 导师职称
重点支持领

域项目

30
面向快速电催化合成双氧水系统设计与机理
研究

国家级项目
王鹏

(919103860236)
杨明宇(919103860240)、吴凯
杰(919103860237)

化工学院 陈胜 教授

31 基于MEMS工艺的光纤式激光飞片换能元技术 国家级项目
谢天宇

(919103350121)
袁浩方(919103350221)、支天
金(919103350126)

化工学院 吴立志 副教授

32
固态超级电容器用超柔性高储能复合柔性膜
电极的研制

国家级项目
李霖

(919103860223)
梁昌之(919103860226) 化工学院 应宗荣 副教授

33
3,5-二硝氨基-1,2,4-三唑含能盐与自燃型
小分子自组装含能晶体制备

国家级项目
吕乾洋

(919000730020)
曾天佑(919000730007)、向明
轩(919000730025)

化工学院 汤永兴 教授

34 通过1，3-H迁移策略构建氘代药物中间体 国家级项目
赵紫雨

(919103860210)
何硕(919113370106) 化工学院 何英 教授

35
多孔、自支撑柔性正极材料的制备及其在
Li-CO2电池中的应用

国家级项目
曲思渝

(919103860135)
王文杰(919103860139)、张胤
楷(919103350123)

化工学院 杨勇 副教授

36
二维氧化物纳米片的缺陷调控及其水蒸发电
池性能研究

国家级项目
刘至航

(919103860524)
陈昭天(919103860419) 化工学院 熊攀 教授

新能源与储
能技术

37
（思政）高灵敏度、自清洁可穿戴应变传感
器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国家级项目
程雅淇

(919103860304)
邓清晨(919103860305)、周宇
晨(919103860348)

化工学院 贾红兵 教授

38
结构强化导热增强多元熔盐高温体系的构建
及性能研究

国家级项目
程晓

(919103860216)
来源(919103350102)、管佳璐
(919107810206)

化工学院 谈玲华 研究员

39
多波长激发的三色(RGB)正交上转换纳米材
料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国家级项目
陈涵

(919103860601)
化工学院 傅佳骏 教授

40 添加剂对5-氨基四氮唑热安全性的影响研究 省级项目
李洋

(919103860521)
余周桓(919103860243)、周浩
天(919103860447)

化工学院 张丹 副教授

41 共价有机框架基固态锂电池 省级项目
马嘉伟

(919103860228)
于符杰(919103860109)、鲁稼
仪(919103860104)

化工学院 张根 教授

42
基于多视几何约束的快速三维成像技术与系
统

国家级项目
李尹

(9191040G0406)
徐志毅(9191040G0431)、蒋煜
恒(9191040G0523)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左超 教授

43 无人机地面目标成像定位技术 国家级项目
袁璟惠

(9191040G0611)
缪沄霄(9191630R0104)、吴春
晖(9191040G0640)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张毅
高级工程

师

44 晶体应力双折射微弱信号测量技术研究 国家级项目
李朗元

(9191650S0123)
孙宇航(9191650S0133)、缪刘
昊(9191650S0128)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富容国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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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拟定级别 项目负责人 项目其他成员信息 归属学院 指导教师 导师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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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项目

45 基于人工电磁结构的阵列天线小型化研究 国家级项目
蔡子扬

(9191040G0813)
周浩楠(9191040G0743)、任恬
恬(9191630R0106)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刘景萍 教授

46 基于机器学习的设备射频指纹认证技术研究 国家级项目
赵文清

(9191040G0442)
丁辰(9191040G0618)、周威廷
(919113090135)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邹骏 副教授

47
基于方向调制无线通信物理层安全技术的
QPSK发射系统设计

国家级项目
刘兆卿

(9191080N0128)
李默冉(9191040G0624)、李郡
宇(9191040G0623)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马晓峰 副教授

48 3D打印宽带高增益锥形波束天线 国家级项目
王奕龙

(919000720116)
高悦(9191040G0603)、俞忆
(919000720118)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吴礼 副教授

49
时延受限移动自组织网络分布式协同决策研
究

国家级项目
李成冉

(9191040G0703)
沈源(9191040G0426)、郭艺东
(9191040G0604)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张一晋 教授

50
复合式多通道快速探地雷达关键技术仿真与
研究

国家级项目
王睿翔

(9191040G1133)
王子豪(9191040G1134)、吴飞
雪(919104330111)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申明磊 副研究员

51 区块链网络中共识协议和激励机制的研究 国家级项目
房佳凌

(919000720201)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李骏 教授

52 遥感图像特征提取与匹配关键技术研究 国家级项目
卞小贝

(9191040G0202)
何臻(9191040G0204)、龚子晴
(9191040G0203)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任侃 副教授

53 基于毫米波雷达的运动目标识别 国家级项目
袁昊知

(919103860640)
刘乙乐(919107810231)、吴浩
(919103860536)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张伟斌 教授

54 基于神经网络的智能鞋垫设计及应用 国家级项目
秦子杰

(9191040G0729)
袁家杰(9191040G0738)、余闻
多(9191040G0737)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顾文华 教授

55
基于高性能移动平台的自主导航和多机协同
系统设计

国家级项目
杨中华

(9191040G0335)
李汪洋(9191040G0319)、陈杰
(9191040G0314)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胡泰洋 副研究员

56
基于第一性原理的Mg掺杂多层GaN光电性质
仿真和稳定性研究

省级项目
黄良博

(9191040G1223)
狄儒霄(9191040G1215)、朱子
豪(9191040G1143)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刘磊 教授

57 高通量干涉高光谱成像与信息处理技术 省级项目
黄雪琴

(919107820305)
甘磊(9191160D0405)、包浩辰
(919103860414)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李建欣 教授

58
基于ZYNQ及AD9361的QPSK通信系统设计与实
现

省级项目
孔德沐

(9191040G0622)
徐瑞清(9191040G0734)、王一
苇(919104330149)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刘光祖 讲师

59 8~18 GHz硅基超宽带单刀双掷开关芯片设计 省级项目
王筱筱

(9191040G0806)
陈凯杰(9191040G0216)、陈泽
宇(9191040G0915)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程国枭 讲师

第 4 页，共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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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项目

60
基于多智能体协同的无人机集群网络多域智
能抗干扰技术

省级项目
刘梦泽

(9191040G0725)
单雯(9191040G0701)、卢其然
(9191040G0727)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林艳 讲师

61 基于开关传输线的非磁环形器研究 省级项目
黄滋宇

(919104330128)
侯帅鑫(919104330127)、焦锦
(919104330129)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周春霞 副研究员

62
基于八角形缺陷地的超宽带可调陷波带通滤
波器设计

省级项目
李欣恺

(9191040G1226)
桂梦杉(919104330102)、江凌
风(9191040G1224)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崔杰 讲师

63
基于新型馈电网络的宽带圆极化贴片天线研
究

省级项目
苟伟

(9191040G0118)
孔毅文(9191040G1020)、陈奎
(9191040G1013)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王建朋 研究员

64
超薄型宽频宽角极化不敏感雷达吸波材料关
键技术研究

省级项目
黄敏杰

(9191040G0818)
徐彬涵(919104330113)、吕柄
学(9191040G0822)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陶诗飞 副研究员

65 高次模贴片天线研究 省级项目
俞思雯

(9191040G0411)
闫嘉益(9191040G0434)、聂琦
(9191040G0407)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郭欣 副教授

66 SPOC在线教学平台个性化推荐算法研究 国家级项目
李秉珂

(919106840324)
王顺风(919107820115)、傅沐
晖(919113590116)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傅鹏 副教授
云计算和大

数据

67 面向深度学习的视频超分辨率方法研究 国家级项目
季栋浩

(919000730014)
王宇星(9191010E0636)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潘金山 教授

68 多栖机器人运动虚拟仿真系统开发 国家级项目
李辰豪

(9191160D0119)
吴启来(9191160D0139)、郭晟
男(9191010F0209)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刘永 教授

69 机器人室外主动探索式SLAM 国家级项目
谢东娜

(919106840308)
修国栋(919106840344)、赵非
凡(919106840246)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孔慧 教授

70 面向形势研判的事理模式挖掘方法研究 国家级项目
方梦麒

(919106840121)
候志鹏(919106840123)、黄甜
(919106840605)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徐建 教授

71
分布式网络流量高效分析与检测系统研究与
实现

国家级项目
邹文泽

(919106840149)
曹笛(919106840314)、赵耀
(919106840248)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付安民 副教授

72 面向设备维护的小型智能问答系统 国家级项目
耿嘉仪

(9191100Y0201)
邹申申(919106840213)、张嘉
琪(919106840211)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练智超 副教授

73 基于注意力网络的遥感光学图像目标检测 国家级项目
王子杰

(919106840341)
徐子放(9191010E0334)、李建
华(9191010E0318)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徐洋 副教授

74 基于无监督学习的行人再识别算法实现 国家级项目
黄运晨

(919113080101)
卫子涛(919106840441)、张赛
赛(919106840444)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李旻先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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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面向智慧养老的人体动作识别研究 省级项目
戴鹏程

(919106840118)
曹洋(919106840114)、陈令涛
(919106840116)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赵林 讲师

76
心动孪“声”——基于心音数据分析的数字
孪生心脏

省级项目
曹露婷

(919106840302)
陈博宏(919108320105)、韦永
贤(919106840440)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马勇 讲师

77 用于嵌入式设备的目标检测网络设计与优化 省级项目
覃日煜

(919106840533)
李鸿斌(919106840725)、俞国
峰(919106840740)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陆建峰 教授

78 基于车载移动终端的前方行人预警系统 省级项目
季若曦

(919106840125)
冯毅(919106840122)、苏新评
(919106840406)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张姗姗 教授

79 肺功能分布重建方法与系统 省级项目
史浚申

(919106840136)
李子园(919106840133)、郑涵
予(919102270213)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李敏 副教授

80 基于嵌入式开发的校园安防监控系统 省级项目
崔科宇

(919106840319)
魏文玺(919106840342)、洪毅
涛(919106840322)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黄波 教授

81 轮式机器人自主运动 省级项目
单志博

(919101960110)
赵思源(919101960141)、阙李
华(919101960126)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谢晋 教授

82 多轮开放同行评审意见的细粒度挖掘研究 国家级项目
韩茹雪

(919107390103)
周昊旻(919107390137)、仲江
涛(919107390136)

经济管理学院 章成志 教授

83
考虑多重减排策略的城市温室气体与大气污
染物协同控制研究

国家级项目
苏艺林

(919107810133)
江杰(919107810228)、吴杭
(919107810235)

经济管理学院 孟凡一 副教授

84 新兴领域技术演进路径识别及可视化研究 国家级项目
王慎旭

(919107390129)
段德成(919107390119)、刘明
承(919106840423)

经济管理学院 颜端武 副教授

85
(思政）乡村振兴战略下金融扶贫精准化施
策的调查与研究

国家级项目
刘之尧

(919114070109)
张焓烨(919107820119)、胡聿
函(919107810108)

经济管理学院 杨慧 教授

86
基于多模态情感融合分析的音乐治疗APP研
发

国家级项目
蔡梓润

(919107390115)
陈家乐(919107390117)、蒋棋
旋(919107390107)

经济管理学院 吴鹏 教授

87
大学生群体中多身份现象调查与理论分析—
—从管理学视角

国家级项目
李逢一

(919107820107)
戴心乐(919107820302)、焦子
贤(919107820306)

经济管理学院 段光 副教授

88 数据驱动的高中生升学需求与志愿填报推荐 国家级项目
邹桢博

(919107390140)
孙光耀(919107390127)、雍雨
豪(919107390134)

经济管理学院 丁晟春 教授

89
供应链漂绿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多维度影响研
究

国家级项目
胡江锐

(919107820325)
杜秉尚(919107820223)、彭雨
洁(919107820311)

经济管理学院 石绣天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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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面向占优决策的多准则权重优化与应用研究 省级项目
叶沛津

(919107820433)
孔俐茜(919107810208)、耿怡
冉(919107820304)

经济管理学院 江文奇 教授

91
环境规制下竞争供应链绿色技术研发与授权
策略研究

省级项目
刘鎏

(919107820228)
袁莹(919107820318)、汪晓雅
(919107820114)

经济管理学院 黄虹富 副教授

92
考虑工人学习效应的seru生产的任务批次调
度优化问题研究

省级项目
李游

(919107820407)
申智博(919107820429)、赵晓
燕(919107820419)

经济管理学院 张哲 副教授

93
协同还是对立：决策逻辑对新创企业绩效的
作用机制研究

省级项目
吴佳玥

(919107810314)
郭逸潇(919107810306)、陈榕
杰(919107810322)

经济管理学院 周小虎 教授

94
为何目标难以实现？目标设定到目标承诺的
阻碍路径及促进策略研究

省级项目
翁懿婷

(919103860410)
田琳星(919107810113)、李婉
(919107810109)

经济管理学院 陈思璇 讲师

95
添加酯类燃料对碳氢燃料燃烧碳烟生成转捩
点的影响研究

国家级项目
邹支宇

(9191080N0151)
孙豪威(9191080N0133)、黄沁
(9191080N0103)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刘冬 教授

96
以锰铬酸锶镧为燃料极的固体氧化物电解池
H2O/CO2共电解性能研究

国家级项目
陈星余

(9191080N0214)
李沛函(9191080N0223)、李富
根(9191080N0222)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周娟 副教授

97 智能植物环境舱的设计与制作 国家级项目
牟壮

(919109160117)
牟浩远(9191080N0130)、王煜
程(9191100X0135)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郑佳宜 副教授

98
(实践思政)科技扶贫-空地一体化农作物生
长状态智能感知系统设计

国家级项目
刘佳昱

(9191080N0425)
常家宁(9191080N0113)、刘天
乐(9191080N0426)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白宏阳 副教授

99
无人飞行器预设性能姿态控制方法及实验研
究

国家级项目
尹榛鹏

(919108320126)
沈聪(9191080N0430)、贲思铭
(919108320104)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孙瑞胜 教授

100 涡流发生器对水翼近壁流动特性的影响研究 国家级项目
龚瑜璠

(9191080N0417)
杨斯睿(9191080N0442)、纪潇
曈(9191080N0419)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胡常莉 副教授

101 坦克系统减振设计优化快速计算方法研究 国家级项目
范新宇

(919108320102)
孙澳(919108320120)、林小龙
(9191080N0126)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戎保 教授

102 一种反无人机简易装置的设计与实现 省级项目
黄弦逸

(9191080N0418)
吴东波(9191010F0323)、谢振
坤(9191080N0142)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程诚 副教授

103
(思政)民国建筑文化语境下无人快餐店的室
内设计研究

国家级项目
赵怡霖

(919109940127)
高薛雯(919109940205)、张如
茵(919109940225)

设计艺术与传
媒学院

曹莹 副教授

104
传统手工艺在产品设计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以秦淮灯彩为例

省级项目
雷阿梅

(919109160205)
王麟婷(919103860107)、黄雪
晗(920109160203)

设计艺术与传
媒学院

张楠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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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项目

105
文旅融合视角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
态化”研究与实践——以南京云锦为例

省级项目
刘珮

(919109940114)
陈心舟(919109940201)、贾静
雯(919109940208)

设计艺术与传
媒学院

王潇娴 副教授

106
军事交通运输网络重构与节点价值动态评估
系统

国家级项目
张滢颖

(9191160D0507)
李林蔚(9191100X0220)、许怡
岚(9191160D0208)

自动化学院 郭唐仪 副教授

107
（创客）基于声源定位的旋翼式无人机检测
系统设计

国家级项目
张博涵

(9191100Y0235)
冯展鹏(9191100X0415)、王境
琦(9191100X0431)

自动化学院 吴晓蓓 教授

108 便携式共轴双桨小型飞行器控制与导航 国家级项目
翟新杰

(9191100X0242)
潘泳圳(9191100X0326)、陈孙
霖(9191100X0313)

自动化学院 蔡晨晓 教授

109 电动车禁入电梯监测警示系统设计与实现 国家级项目
张楠

(9191100Y0411)
李世颖(9191100X0203)、于淼
(9191100Y0409)

自动化学院 何新 副教授

110
上肢增力灵巧型外骨骼系统机械结构设计与
智能控制

国家级项目
施袁双楠

(9191010E0626)
赵亦壮(9191010E0642)、张奕
卓(9191040G0841)

自动化学院 王浩平 教授

111 炮塔座圈直驱电机及其控制研究 国家级项目
王储

(919107820430)
胡晓炜(919107390106)、王小
雅(919107820215)

自动化学院 李强 副研究员

112 装配用机械臂柔顺控制方法研究 国家级项目
周宇航

(9191100X0344)
许铭轩(9191100Y0435)、詹腾
达(919116150128)

自动化学院 郭毓 教授

113 楼宇安保机器人的路径规划和控制算法研究 国家级项目
余东伟

(9191080N0145)
罗巽(9191080N0129)、唐伟
(9191100Y0323)

自动化学院 单梁 副教授

114 基于ZigBee的人体健康监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省级项目
丁依静

(9191100X0303)
姜子新(9191100X0105)、黄幸
欣(9191100X0104)

自动化学院 王力立 讲师

115
基于车车通信的列车自主运行监测与安全预
警控制系统

省级项目
吴涵叶

(9191100X0137)
蒋琛(9191100X0216)、许潇恒
(9191100X0238)

自动化学院 吕建国 教授

116
基于VR的髋膝关节置换术后康复智能辅助训
练系统

省级项目
杨镇

(9191100X0241)
贾康捷(9191100X0215)、吴锦
灿(9191100X0235)

自动化学院 苏智勇 副教授

117
基于脉冲神经网络的四足仿生机器人控制技
术研究

省级项目
岳照坤

(9191100X0338)
屠津璟(9191100X0307)、顾成
(9191100X0316)

自动化学院 吴益飞 副教授

118 基于图像特征的中药药袋自动分拣系统设计 省级项目
龙子鑫

(9191100Y0222)
崔啸(919103860614)、兰鑫
(919103860622)

自动化学院 王建宇 教授

119 智能轮椅主动安全避障技术 省级项目
张浩旻

(919108320226)
罗宇航(919108320214)、陶智
(919109160218)

自动化学院 孙瑜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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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基于机器学习的货车轴型识别技术研究 省级项目
李旌尘

(9191100X0219)
魏晓宝(9191100X0333)、边浩
(919103860315)

自动化学院 陈新 副教授

121 动力电池系统主动热抑制方法研究 省级项目
王锦涛

(9191100Y0428)
吴雨颢(9191100Y0433)、张需
(9191100X0410)

自动化学院 孙金磊 博士

122 水下无人潜航器无线充电系统设计 省级项目
王浩霖

(9191100Y0230)
李竞雯(9191100X0305)、袁韬
然(9191100Y0234)

自动化学院 闻枫 讲师

123
基于机器学习的多功能飞行爬壁机器人设计
实现

国家级项目
亓泽宇

(919113370212)
刘昆鹏(9191100Y0220)、彭瀚
(919113370211)

理学院 沈煜年 副教授

124 变参数桥梁结构模型设计与制作 国家级项目
黄存彪

(919113250108)
康旭(919113250109)、李珠熙
(919113250111)

理学院 张于晔 副教授

125 固体极紫外光源的理论方案探索 国家级项目
李邦龙

(9191160D0225)
朱星宇(919113090136)、孟骏
(919113090123)

理学院 陆瑞锋 教授

126 筒仓效应的数值计算和实验验证研究 国家级项目
张梓靖

(919113090133)
钟芷青(919113090134)、程卢
浩(919113090110)

理学院 黄德财 副教授

127 超强光场下的核结构演化 国家级项目
贾昊康

(919113090117)
刘帅(919113090122) 理学院 钱以斌 副教授

128 建筑物3D打印墨水研发及其性能优化 省级项目
史晓晗

(919113250202)
汪文(919113250114)、沈悦
(919102380109)

理学院 崔冬 讲师

129
盾构渣土绿色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研
究

省级项目
柴弋涵

(919113250101)
苏诚(919113250112)、石婷炎
(919113250102)

理学院 顾琳琳 讲师

130 高精度大视场相机群测量方法研究 省级项目
贺志凡

(919113370107)
游屹凡(919113370119) 理学院 刘聪 讲师

131 光声扫描成像系统 省级项目
戴雨轩

(919113090101)
李春秋(917113090115)、解正
宇(919103350209)

理学院 阚威威 副教授

132
新型弹药对工程结构的多元耦合毁伤仿真研
究

省级项目
陈薇

(919113250201)
理学院 张宁 讲师

133 基于秘密分享的文件加解密系统研究与实现 省级项目
于艾弘

(919102380110)
王新宇(919113590121)、陈刚
毅(919113590114)

理学院 许春根 教授

134
文化维度理论视角下的迪士尼真人影片《花
木兰》对中国传统的跨文化改写与挪用研究

国家级项目
郭洋

(919115050104)
王晓萌(919114070114)、章安
然(919114070124)

外国语学院 韩琦珺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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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项目

135
基层治理视域下社区工作人员的普法话语与
语用能力研究

国家级项目
孔杰

(919114070316)
祝俊(919114070129)、陈芷芊
(919114070321)

外国语学院 张丽萍 教授

136 跟读训练形式对英语语音水平提高的影响 国家级项目
黄志琳

(919114070125)
吴昊晴(919114070118)、余慧
洁(919114070122)

外国语学院 陈莹 教授

137
多模态线索在人工耳蜗植入儿童感知汉语语
音中的作用

省级项目
王一诺

(919114070304)
梅满(919114070323)、李吉
(919114070301)

外国语学院 李善鹏 讲师

138
二语学习者指称表达的认知加工处理：体标
记的影响

省级项目
樊雨欣

(919114070205)
钱政渲(919114070229)、隆雨
文(919114070110)

外国语学院 李娟 讲师

139
南京城市形象塑造及多语生态视域下的大数
据语言景观研究

省级项目
严楚乔

(919114070307)
王双杰(919114070326)、徐秋
楠(919114070317)

外国语学院 崔捷 讲师

140
守望相助的共同体——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
视频博主对乡村形象的选择性建构

国家级项目
吕志鸿

(919115050130)
吴清颖(919115050114)、方歆
悦(919115050102)

公共事务学院 顾辉 教授

141
“管”“贩”同行：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城市
流动摊点里的实践策略与治理建构

国家级项目
陈崇宇

(919115050125)
杜伟(919115050127)、司舒钰
(919115050112)

公共事务学院 李晓斐 副教授

142
（思政）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与
思政教育协同发展研究

省级项目
朱明

(919115450123)
赵国正(919115450133)、陈星
雨(919115450103)

公共事务学院 吴旭红 副教授

143
二维半导体材料电子结构及气敏特性的第一
性原理研究

国家级项目
邰源媛

(9191160D0106)
谢敏(9191160D0108)、郭新伟
(919000730012)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张胜利 教授

144
基于受控凝固技术制备锰基磁制冷合金及其
性能研究

国家级项目
宋雨

(9191160D0408)
刘宇峰(919000730018)、王凌
宇(9191160D0409)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徐锋 教授

145 单原子催化剂的结构设计及催化性能研究 国家级项目
程硕

(9201160D0641)
郑宁兮(9201160D0130)、茹佳
瑶(9201160D0115)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孔惠慧 教授

146
面向DNA生物传感的二维WSe2场效应晶体管
的构建与性能调控

国家级项目
熊光楷

(9191160D0332)
周钰凯(9191160D0342)、张地
杰(9191160D0309)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陈翔 教授

147
一维铅卤钙钛矿纳米线的合成及其偏振发光
研究

国家级项目
张钰

(9191160D0508)
张斯涵(9191160D0506)、肖凯
文(9191160D0534)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陈军 副教授

148
基于铌酸钠弛豫型反铁电陶瓷的介电储能性
质研究

省级项目
马家骏

(9191160D0127)
应飞(9191160D0437)、张东海
(9191160D0439)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张骥 教授

149
纳米沉淀强化型超轻镁锂合金的组织和性能
研究

省级项目
段允诺

(9191160D0403)
高千峰(9191160D0216)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唐颂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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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项目

150
纳米层片结构铜铬锆合金力学性能及截面微
观组织研究

省级项目
高阳

(9191160D0517)
李泽楷(9191160D0520)、彭菩
保(9191160D0526)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梁宁宁 讲师

151
飞秒激光连接生物组织工艺与性能调控试验
研究

省级项目
李骐彤

(919116150115)
李英哲(919116150116)、宋紫
燕(919116150103)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黄俊 副教授

152 医用不锈钢丝的加工硬化研究 省级项目
梅正浩

(9191160D0129)
翁丹仪(9191160D0505)、马龙
禧(9191160D0128)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刘瑛 副教授

153
梯度纳米结构轴承钢摩擦学特性及损伤机制
研究

省级项目
冯绍君

(9191160D0419)
刘文才(9191160D0427)、熊晨
臣(9191160D0141)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陈翔 教授

154
（思政）中国共产党领导制造强国建设的探
索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

省级项目
陈盈盈

(919107820102)
顾彧婧(919107810106)、邓如
一(919107820103)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季卫兵 研究员

155 智能安全实验台机械臂数字孪生系统开发 国家级项目
潘奕霖

(9191010F0520)
陶龙春(9191010F0528)、刘舒
捷(9191010F0517)

工程训练中心 周成
高级工程

师

156
注塑模具随形水路零件的设计与SLM制造
（卓工）

国家级项目
丁文韬

(9191010E0407)
蔡茜(9191010E0206)、曾子康
(9171010E0336)

工程训练中心 荆琴
高级工程

师

157
应用于液态燃料连续旋转爆轰发动机的预爆
管研究

国家级项目
刘国秋

(919000710011)
孙宇航(919000710015)、蔡承
霖(919000710004)

重点实验室 翁春生 教授

158 基于PIV技术的电磁力减阻控制机理研究 国家级项目
苏炜翔

(9191080N0431)
宋宇航(919109160217)、王鹏
宇(919113090126)

重点实验室 赵子杰 副研究员

159 气体射流水下减阻机理的数值研究 国家级项目
吴宽宇

(919000710018)
重点实验室 张辉 教授

160 高空抛物受害人救济中的行政调查问题研究 国家级项目
赵倬敏

(919163040135)
张心怡(919163040134)、张梦
洁(919163040133)

知识产权学院 陈太清 副教授

161
基于专利大数据挖掘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核
心技术识别研究

国家级项目
田京润

(9191630Q0120)
张佳琦(9191630Q0104)、吕薇
(9191630Q0103)

知识产权学院 戚湧 教授

162
新时代背景下的《民法典》居住权规范解释
研究

国家级项目
孙佳静

(919163040116)
黄露莹(919163040107)、王婧
宁(919163040121)

知识产权学院 王鸿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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