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学号 姓名

1 市级 英语多元互助学习平台的研发 甘开宇 1712480218 5
张翼飞/1712480237.顾敏/1712480203,张禹恺
/1712480136,王洪旭/1717030328

曹春萍

2 市级 基于太赫兹技术的病毒检测 吴毅萍 1812440306 3 周天媛/1717440106,雷欣玥/1812440602 陈麟

3 市级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表情识别与存储 王伟来 1812480224 3 侯筱莛/1815080402,任子龙/1812480221 陈玮

4 市级 基于Zigbee技术的测温系统 姬建林 1612120209 4
段启航/1812120107,毛文斐/1812120203,岳峰
/1812120225

丁学明

5 市级 多部电梯智能控制仿真设计 蒋镇雄 1812480112 4
方一帆/1812480109,裴浩霆/1812480118,高英博
/1712480116,吴雨桐 /1712480234

付东翔

6 市级 基于深度学习的黄斑定位方法 张雨鹏 1812440522 4
潘延龙/1812480219,鲁远洋/1812480216,陆海洋
/1812480217,

傅迎华

7 市级
基于脉搏波传导机理的无创无接触血压
传感器

庞家琪 1712440204 4
许昕/1712440105，席文/1713490927，费晓晴
/1712440201

高秀敏

8 市级
基于激光剥离技术毒品（食品）安全检
测SERS芯片的研制

詹宇昊 1712440225 4
马陈俊/1712440213,王恺杰/1712440219,方芳
/1813010305

洪瑞金

9 市级 基于python的企业岗位需求数据分析 覃浩钊 1712480326 5
庞泰吾/1714410623,帅仁武/1712480230,金福强
/1712480419,刘鸿宇/1512480414

胡春燕

10 市级 基于机器视觉的智能垃圾分拣机械手 邓媛媛 1712440101 5
王晨潇/1712440405，朱韬/1712440107，袁潇迪
/1712440106，李卿/1712440603 华云松

11 市级 面向无人驾驶的目标跟踪方法研究 王麒翔 1712440121 4
钟雪莲/1712440806,程秋瑶/1712440801，常家铭
/1712440607

黄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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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市级 无人机配送仪设计 胡锦浩 1812440113 5
郭嘉/1812120213,王艳/1812020107,何进
/1812440312,万瑞/1812480122

简献忠

13 市级
一种基于自旋塞贝克效应的太赫兹辐射
方法研究

梁钰婷 1812440403 4
林云烨/1812440115,胡云浩/1822020209,许天仁
/1819090120

金钻明

14 市级 基于特征分析的疲劳驾驶检测系统 周艺款 1812480135 3 王思琪/1812480203张嘉伟/1812480131 巨志勇

15 市级 路面三维形貌系统 曹颖涵 1812440201 5
范辰宇/1812120108,杨鑫鹏/1812120124,许东辉
/1812120122,王星/1812440705

李筠

16 市级
“EmoLens情绪镜”——基于文本图像情
绪分析的心理指导系统

陈最 1817030203 5
林琦淇/1817030104,毛萌/1817030106,杨海龙
/1812480332,蔡俊/1812480407

李锐

17 市级 图像目标检测标注软件 尹婷 1812120204 4
王羽/1812120104
朱婷/1812120105
王奥/1715040125

李烨

18 市级 基于背向空气激光对远程电磁场的遥感 高源 1812440711 5
丁毅凡/1812440610,夏国浩/1812440619,孙皓
/1814080127,金相宇/1817440715

刘一

19 市级 JTAG/UART一体化调试工具设计 路永磊 1712480125 4
郑嘉豪/1712480138,闫斌灵/1713491115,胡锐
/1712480417

卢菁

20 市级
法小通—大众法律智能援助服务

吴诗玲 1812480204 5
张书铭/1812480132,吕帅睿/1812480201,龙世贤
/1812480115,杨文晴/1713491217

彭敦陆

21 市级 多色激光场增强太赫兹能量的调控研究 王胜峰 1712440516 4
钟雪莲/1712440806,毛博豪/1712440513,唐尚磊
/1712440515

彭滟

22 市级
基于AGA8和AGA10的天然气主要物性

参数的计算软件设计
陈玉洁 1712020101 3 卢海珍/1712020101,徐志伟/1712020134 沈昱明

23 市级 磁浮键盘 胡东率 1726410314 5
江海洋/1711411009,李富强/1719640419,文开庭
/1712440821,方经世/1712440308

隋国荣

24 市级 具有防摔提醒功能的智能鞋 朱韬 1712440107 4
李昊/1712440814,郭宇铭/1719640915,陈晟皓
/1817440609

孙红

25 市级 起重机电子防摇控制试验研究 郭厚轩 1812440112 4
郭厚轩/1812440112,孙同庆/1812440117,伊力旦·
买买提/1812440121,车威雨/1812440109

孙玉国

26 市级 心电图智能分析系统设计 王雨辰 1812480225 3 尹耀/1812480231,沈嘉昱/1812480422 孙占全



27 市级 目标检测——口罩识别 江庆涛 1712020116 5
宋逸威/1712020124，王  锐/1712020128，欧盛萌
/1712020104，王  桢/1712020107

唐春晖

28 市级
基于知识图谱的发动机领域模 型知识问
答系统研究与实现

杨培威 1812480128 3
杨培威/1812480409,
张子龙/1812480234,
陈江锋/1812480108

佟国香

29 市级 光伏热电混合太阳能系统的能量转换 倪好 1812440504 3 张晨/1712440521,陈杉杉/1812440601 王宁

30 市级 手机地图+无人机 张乐 1711410128 3 董昇铭/1712480301,孟荣琪/1812480421 杨桂松

31 市级
机器学习方法应用于冠心病声诊分类研
究 荀镕基 1819660230 3

郑书娣（1812480306）
张迪（1812480305） 杨晶东

32 市级
基于机器学习的医学图像肿瘤分类方法
研究

李薄羏 1712440611 5
徐张程/1712440124,凌凯文/1712440313,李
思江/1712440713,隆国帅/1712440412

应捷

33 市级
基于机器视觉的太赫兹图像中危险品分
类检测研究

黄建森 1612440614 5
崔浚麟 1812440310，闫旖婷 1812440307，吴嘉奕
1812440419，衣里努尔·热衣木江 1812440607

袁明辉

34 市级 基于无人机的戴口罩自动检测系统设计 姚传洪 1812120125 4
陈泽龙/1812120210,张文凯钰/1812120128,李昊
/1812120216

张伟

35 市级 “帮侬约”—基于Android的预约系统 赵庚辰 1812480134 3 苏绍杰/1812480325，谈晓雯/1715050113 张艳

    3. 项目所属一级学科：项目内容所属的一级学科

注：1. 项目类型：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创业实践项目；

       2. 项目其他成员信息：姓名1/学号1,姓名2/学号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