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学术及创新成果专家审核鉴定结果公示 

序号 专 业 姓 名 学号 特殊学术专长(科研成果、竞赛获奖等)
专家审核意见   

（通过或不通过）
备注

1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王嘉栋 1935020323

（1）.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一种餐具回收机器人，专利号：ZL202022790185.4（本人完成人

排名：1） 
（2）.软件著作权授权：智能无人机配送系统，授权号：2021SR1455922   

（3）.2021 年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智能配送无人机赛项国家级金奖（本人完

成人排名：1）

（4）.第十三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EDA 设计与开发国家级二等奖（本
人完成人排名：1）

通过

2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李文强 1935021414

（1）.李文强，王嘉栋，隋国荣.基于粒子群圆检测的无人机目标定位算法[J],软件工

程,2022,(03):39-43

（2）.软件著作权授权：机载古建筑保护系统V1.0，授权号：2022SR0097313   
（3）.第十三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上海赛区嵌入式设计与开发大学组

一等奖

（4）.2021年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训与创新能力大赛智能+赛道总决赛智能配送无人机赛项金奖

通过

3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龙子洋 1935021417

（1）.龙子洋，项鹏，隋国荣.基于扩展卡尔曼滤波的球形机器人姿态解算[J],软件工

程,2022,(07):47-50   

（2）.软件著作权授权：数据存储管理系统V1.0，授权号：2021SR1797137（本人完成人排
名：1）

通过

4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王庆芳 1935023504

（1）.王庆芳,王泽云,韩超,冯正云,郝雨凡,吴旭,彭滟.基于太赫兹超材料芯片的生物混合物
定量检测研究[J].中国激光,2021,48(23):181-189.   

（2）.王庆芳，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 Based on Terahertz 

Spectroscopy，（第一作者）   

（3）.第十七届“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第五完成人

通过

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尹旭翱 1935031828
（1）尹旭翱,王雨田,李星,马小睿,张若桐,邵咏妮.基于超材料的太赫兹技术检测蔬菜中的水

胺硫磷[J/OL].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1-11[2022-09-13].

（2）.软件著作权授权：光电传感器智能监测数据采集系统V1.0，授权号：2022SR0726744
通过

6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耿超洋 1935031002

（1）耿超洋.基于多项式拟合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乙醇偶合制备C4烯烃的研究.建模与仿
真:[2022-05-23].

（2）.软件著作权授权：光电传感器远程测定信息管理系统[简称：光电传感器远程测定信息

管理]V1.0，授权号：2022SR0866888（本人完成人排名:1）

通过

7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张晓山 1935030130 无

8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岳坤 1935020229
（1）岳坤.基于线性回归的乙醇偶合制备C4烯烃模型研究.建模与仿真:[2022-03-15].
（2）.软件著作权授权：“骑手来帮忙”-校园外卖配送平台V1.0，授权号：2022SR0081966

通过

9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项鹏 1935040827
（1）.软件著作权授权：手势识别操控系统[简称：手势操控]V1.0，授权号：2022SR0505479 

（2）.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一种防摔手机壳，专利号：ZL202220471124.8（本人完成人排

名：1）
通过

10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张文婷 1935030408 无

11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王佳超 1935031924 （1）.第十二届蓝桥杯大赛软件类C/C++程序设计大学B组 上海市一等奖 通过

12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石尚轩 1935031721

（1）.石尚轩 《激光雕刻经羧甲基纤维素预处理苎麻织物的应变和湿度传感》（Ramie 

Fabric Treated with Carboxymethylcellulose and Laser Engraved for Strain and 

Humidity Sensing）（第一作者）   
（2）.第十四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全国三等奖（第一完成人）

通过

13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叶乾旺 1935040230 （1）.202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本科组）全国二等奖（第一完成人） 通过

14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梁蛟 1935031517 （1）.202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本科组）全国二等奖（第一完成人） 通过

1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孙志毅 1935031023 无

16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赵捷 1712440623 无

17 智能科学与技术 黄帆 1935021502
（1）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上海市一等奖（排名第一）

（2）2022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Honorable Mention（排名第三）

18 智能科学与技术 兰博天 1935030516
（1）《基于神经网络的图像智能识别处理系统》（第一著作权人）

（2）第十三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全国总决赛嵌入式设计与开发大
学组三等奖

通过

19 智能科学与技术 卢筱祺 1935022103
（1）2022年第十六届“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全国初赛一等奖

（2）2020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C类特等奖
通过

省部级一等
奖



序号 专 业 姓 名 学号 特殊学术专长(科研成果、竞赛获奖等)
专家审核意见   

（通过或不通过）
备注

20 智能科学与技术 谢晔辉 1935031426 无

21 智能科学与技术 郭叶霜 1935031402 无

22 智能科学与技术 张亦卓 1935030931 无

23 电子信息工程 葛澜 1935020102

科研成果：
（1）葛澜，何东洋，基于熵权TOPSIS法供应商评价模型研究[J].建模与仿真,2022, 11(5),

1223-1230

（2）第一作者并且以上海理工大学为第一单位授权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智能送药小车》

竞赛获奖：
（1）202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二等奖”（排名第一）

通过

24 电子信息工程 胡锦杰 1935022511
竞赛获奖：

（1）202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二等奖（排名第一）
通过

25 电子信息工程 高跃衡 1935031712

科研成果：

（1）高跃衡, 张艳, 石尚轩,等. 基于双向门控循环单元的通信基站流量预测研究[J]. 软件
导刊, 2022(021-006).

（2）第一作者并且以上海理工大学为第一单位授权一项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调节睡眠床头灯

》

竞赛获奖：
（1）第十四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全国三等奖（排名第二）

（2）第十三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单片机组省一等奖（排名第一）

通过

26 电子信息工程 任梦圆 1935032204

科研成果：

（1）任梦圆，杨赵凝，石璇.基于灰色关联分析与逐步回归模型对乙醇偶合制备C4烯烃研究

[J].建模与仿真, 2022, 11(3), 548-561
（2）《基于FFT算法对信号失真度的测量系统》（第一著作权人）

通过

27 电子信息工程 王源 1913521413
科研成果：

（1）《基于C语言的教务管理系统》（第一著作权人）
通过

28 电子信息工程 王思锐 1935030206 无

29 测控技术与仪器 黎夏 1935030817
竞赛获奖：

（1）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上海赛区嵌入式与开发大学组三等奖

（2）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
不通过

不符合加分
条件

30 测控技术与仪器 汪祖俭 1713490726 （1）2020年度“四有”优秀士兵 不通过
不符合加分

条件

31 测控技术与仪器 陈梓焱 1935030811 无

32 自动化 陈杨恺 1935031110 无

33 自动化 张昊奇 1935030230 无

34 自动化 赵鹏 1935030932
竞赛获奖：

（1）第十一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上海赛区C/C++程序设计大学A组三等
奖

不通过
不符合加分

条件

35 自动化 肖怡松 1935030727 无

36 自动化 周子斐 1935031033 （1）2022年上海理工大学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 优秀学员 不通过
不符合加分

条件

3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狄子翔 1935032111
软件著作权：《智慧校园在线图书销售平台》，登记号：2022SRO309443（排名：1）

1、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上海赛区C/C++程序设计 一等奖（排名：1）

2、全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全国总决赛团队 二等奖（排名：1）
通过

3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徐雍钦 1935022725

《智能计算机与应用》第一作者1项：

基于多特征融合的中医症候舌象分类方法研究

1、2021 年“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 个人全国三等奖（排名：1）
2、第14 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全国二等奖（排名：2）

通过

3、第十二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上海赛区C/C++程序设计大学B 组一等

奖（排名：1）（竞赛限2项）
不通过 竞赛限2项

3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朱子豪 1935031332

1、第15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全国二等奖（排名：1）

2、蓝桥杯C/C++程序设计大赛全国三等奖（排名：1）
通过

会议论文Optimal Investment Strategies for Gold Bitcoin Portfolio Based on the 

LSTM and AHP Models，尚处于录用阶段,未发表处理

1、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H奖
4、2022RoboCom机器人开发者大赛全国三等奖（排名：1）

不通过 竞赛限2项

4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樊世洋 1935030512

1、蓝桥杯c/c++程序设计国赛三等奖（排名：1）
2、计算机设计大赛国赛三等奖（排名：2）

通过



序号 专 业 姓 名 学号 特殊学术专长(科研成果、竞赛获奖等)
专家审核意见   

（通过或不通过）
备注

4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樊世洋 1935030512

3、robocom机器人开发者大赛编程赛国赛三等奖（排名：1）（竞赛限制2项） 不通过 竞赛限2项

4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晋升 1935031529 1、第十五届中国计算机设计大赛二等奖（排名：2） 通过

4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峻韬 1935032223
1、上海市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大赛三等奖
2、蓝桥杯校三等奖

不通过
不符合加分

条件

4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徐彦祺 1935030527 无

4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曹劲仪 1935030501

1、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智能+”赛道总决赛智能配送无人机赛项“金奖”

（排名：2）
通过

2、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上海市特等奖”（奖项1的上海赛区选拔赛，不累计

加分）
不通过 不累计加分

45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王俊杰 1935030125

计算机软著一项 通过

2021年上海市高等学校信息技术水平考试人工智能四级合格

2021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上海市二等奖
2021年上海市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大赛优胜奖

2020年第五届全国学术英语词汇竞赛全国二等奖

2022年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竟赛网络挑战赛全国三等奖

2021年第十二届“蓝桥杯”全国软件信息技术人才大赛软件个人赛上海理工大学校内选拔赛
三等奖（不符合加分要求，无法加分）

不通过
不符合加分

条件

46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苏捷莉 1935031005
1、第十二届蓝桥杯全国软件与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上海赛区Java软件开发大学B组一等奖

（排名：1）
通过

47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孔祥瑞 1935030316 无

48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车红玉 1935030701

1、2021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国家级二等奖（排名：2） 通过

1、2021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国家级二等奖（指导老师：杨桂松、黄松）

2、第十三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上海理工大学选拔赛铜奖（指导老师：李阳、陈

晨、苗玉）
3、第十三届“光电杯”创新设计大赛三等奖（指导老师：杨桂松、黄松）

4、2021年上海市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大赛市级一等奖（指导老师：杨桂松、黄松）（本赛

项是赛项1的上海市选拔赛）

5、2021网络技术挑战赛（华东赛区）三等奖（指导老师：杨桂松、黄松）
6、第十七届“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指导老师：李阳、陈晨

、苗玉）

7、第七届上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成果展优秀创新创业项目-磁悬浮微特无刷电机（指

导老师：李阳、李臣学、李沁芯）

不通过
不符合加分

条件

49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王月 1935020505

校内：
参加大数据相关的科研组，查阅卷积神经网络在中耳炎、骨折等疾病判断相关的论文，并尝

试抽取主要内容，做 PPT 演示讲述。

参加大数据班级课余讨论班，学习讨论机器学习相关知识及模型。

在 2022 年华东杯利用 ARIMA 及 LSTM 模型，研究中证红利指数投资问题。
在 2022 年上海市计算机能力大赛，针对企业合作项目智能化宿舍方向的人身归寝安全问

题，设计打卡系统，利用微信小程序进行解决，并结合可视化工具进行一定统计数据的可视

化。

在推荐系统课程实验中，基于皮尔逊相似性，实现了一个简单的电影推荐系统。
校外：

大三假期，在一家基因公司的技术研发部门实习，实习内容为：文献研读——了解文献中的

数理知识及实验原理，并具体使用计算机领域相关知识（如Linux、R）处理数据，每周小组

进行开会讨论。

不通过
不符合加分

条件

50 通信工程 刘润泽 1935030818 无

51 通信工程 杨成龙 1935031727

软件著作权：高铁/地铁通信安全定位APP系统V1.0,登记号:2022SRE025301 通过

软件著作权：智能网联汽车通信远程监测APP系统V1.0,登记号:2022SRE025382 不通过 软著限1项

52 通信工程 周浪 1935030532

1、软件著作权：教学信息在线管理系统V1.0，登记号:2022SRO475071 通过

1、Laser Physics发表八作论文 A particle sorting scheme based on an optical 

vortex array非第一作者

3、发明专利（排名第8）：一种通过控制螺旋相位板内液体的温度改变涡旋光的装置，申请
号或专利号:202110384777.2

不通过
不符合加分

条件

53 通信工程 王紫霏 1935030806 软件著作权：骨髓细胞技术软件V1.0,登记号:2022SR0572883 通过

54 通信工程 任昊昱 1935030921 “光电杯”创新设计大赛 三等奖（2020） 不通过
不符合加分

条件

55 通信工程 曹海腾 1935031509 2021年上海理工大学数学建模竞赛校赛一等奖 不通过
不符合加分

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