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学号 专业 姓名 职称

1 210013 基于集成学习的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价模型及应用研究 郭懿统 20190723 金融科技 刘浩南 梅杰 潘治廷 王辰楷 李伟伟 副教授 工商管理学院 技术经济与
管理 学术创新类 国家级 良好

2 211087 光可变手性液晶材料的制备及光学性能 祁润泽 20191235 应用化学 杨济远 贾迎钢 副教授 理学院 E2 学术创新类 校级 良好

3 211185 中锰高铝轻质钢变形中应力-应变分配的研究 李金典 20192963
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

何东霖 张源江 车明远 向文俊 丁桦 教授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材料 学术创新类 省级 良好

4 210194 基于可监管区块链技术的同行评审系统 颜进超 20195279 人工智能 刘璐 宿希琳 吴昊 王仲伦 张岩峰 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学院 计算机 成果孵化类 省级 良好

5 210214 三维虚拟肝脏可视化交互系统 王馨霄 20195245 人工智能 严洁 刘寒 张淳柏 马韬洵 杨金柱 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学院 计算机 技术创新类 国家级 良好

6 210252 荧光比率探针的制备与应用 王淑玮 20196154 生物制药 姜翔舰 李睿威 刘思宇 副教授 生命科学与健康
学院

化学 学术创新类 国家级 良好

7 210263 寒地高校图书馆热环境优化研究-以东北大学图书馆为例 唐晨旭 20185810 建筑学 金雯歆 杜思怡 陈昱妍 尹星儒 张九红、
周琴

教授、
实验员 江河建筑学院 A5建筑 学术创新类 国家级 良好

8 211008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调查研究——以南京市栖霞区
为例 杨云越 20180057 公共事业管

理 桑田 唐帅 杨凌云 刘康 李月娥 副教授 文法学院 社会 学术创新类 省级 合格

9 211035 基于Flexed方式分析二胎政策受阻的原因及解决策略 金佳慧 20191754 会计ACCA 杨蕙宁 程鹏羽 吴婷 曲心茹 周黎明 讲师 工商管理学院 社会 学术创新类 省级 合格

10 211095 香豆素7功能化Eu-MOF及其双模式光学温度传感 陈宽林 20191290 应用化学 李江飞 徐燕 副教授 理学院 化学 学术创新类 校级 合格

11 210074 新型类岩石相似材料配比方法与节理面制备技术研究 肖贵轩 20181987 采矿工程 罗汇川 袁江福 许涵丁 王文硕 李元辉；
安龙 教授 资源与土木工程

学院 技术创新类 国家级 合格

12 211116 城市居民住宅燃气泄漏预警及智能疏散 朱奕嬴 20181873 安全工程 冯天钰 许家辉 高尔若 苑春苗 教授 资土学院 E1能源 技术创新类 校级 合格

13 211128 纳米级赤泥基磁性吸附剂制备及其对重金属废水吸附机
理研究 池姝妍 20192039 矿物加工工

程 王博涵 韩畅 赵冰 讲师 资土学院 E5环境工程 学术创新类 校级 合格

14 211142 辽宁省域植被生长状态遥感监测 焦慧敏 20181739 测绘工程 李浩腾 徐文婷 张鑫 潘星羽 马保东 讲师 资土学院 C3地球空间
科学 学术创新类 省级 合格

15 211147 面向企业的智能车辆管理系统 张斌 20192099 测绘工程 于佳卉 郑新月 曾鑫蕊 车德福 教授 资土学院
A4交通

B1计算机
C3地球空间

技术创新类 省级 合格

16 210081 二氧化钛熔盐电解制钛过程中氧离子传输调控技术研究 许静茹 20192783 冶金工程 李佳乐 蔡晨扬 余娟 张尧 谢宏伟 副教授 冶金学院 冶金工程 生产实践 省级 合格

17 210098 高锰高铝钢用引流砂烧结行为研究 邓魏凯 20192457 冶金工程 郭栩萍 顾芷卉 邓志银 副教授 冶金学院 能源化工-
材料 学术创新类 校级 合格

18 211152 海绵钛制备中副产物氯化镁的粒化及余热回收的实验研
究 赵传进 20192496 能源与动力

工程 吴彦铮 李婷玉 杨惠翔 刘军祥 副教授 冶金学院 能源化工-
能源 学术创新类 省级 合格

19 210157 用于糖尿病相关呼气标志物丙酮气体检测的光纤传感器
研究 陈麒如 20193155 自动化 刁童若 雷啸洋 张荣浩 张亚男 教授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A2、B5、

D4 技术创新类 省级 合格

19 210157 用于糖尿病相关呼气标志物丙酮气体检测的光纤传感器
研究 陈麒如 20193155 自动化 刁童若 雷啸洋 张荣浩 张亚男 教授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A2、B5、

D4 技术创新类 省级 合格

20 210181 基于深度学习的车载无人机目标追踪算法轻量化研究 卓怡澜 20194178 自动化 陈孟仪 刘立鼎 高龙年 张俊媛 林明秀 讲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自动化控制 学术创新类 省级 合格

21 211237 面向疫情精准防控的疫苗接种定量评估系统关键技术研
究 陈宁 20194427 自动化 孙正轲 马芊昀 文玥蘅 贾同 教授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计算机 成果孵化类 校级 合格

22 210189 基于深度学习的MOBA游戏阵容推荐与胜率预测系统的
研究与实现 刘凯 20192391 物联网工程 吕昊东 方世博 卢孟轩 那潇元 聂铁铮 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学院 计算机 学术创新类 省级 合格

23 210205 基于FPGA的长输油管道漏磁检测系统高可靠性存储模块
研究与开发 陈恩临 20194967 电子信息工

程 翁文曦 许亮 鲍喜荣 讲师 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学院 电子 科学普及类 省级 合格

24 211277 声纹识别的算法研究及应用 王传喆 20195019 电子信息工
程 黄文昌 唐秀方 朱智文 王嘉鑫 栾峰 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学院 电子 学术创新类 校级 合格

25 210262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城市绿道选线及规划研究 谢蝶 20175933 城乡规划学 李昕 王子婧 孟伊宁 张旭 石平 副教授 江河建筑学院 A5建筑 学术创新类 国家级 合格

26 210277 3D打印钛合金孔隙率对其力学性能的影响 李楙汭 20182814 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 徐溦焓 阮英杰 王平 教授 EPM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 材料 学术创新类 省级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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