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毕业设计题目 学生姓名 学生学号
建筑学院 建筑学 互动技术与建筑创作-1 何杨 01114108

建筑学院 建筑学 华北城市历史环境中的建筑改造与街区复兴——山西柳林明清街中区城市及建筑设计-5陈耀宇 01114220

建筑学院 建筑学 “数字链”算法设计与数控生成-4 黄郁宇 01114324

建筑学院 建筑学 互动技术与建筑创作-7 叶波 01114326

建筑学院 建筑学 “数字链”算法设计与数控生成-6 杨孔睿 01114407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地区城市更新规划与设计-4 王晰 01214107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地区城市更新规划与设计-1 冯可欣 01214126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自贸新区与重点地段规划2 沈天意 01214224

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 基于文旅业态创新的景区规划设计-1 张梦斓 01514111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车载深冷高压储氢容器的力学性能研究及结构设计 王冠杰 02015105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RoboMaster大赛飞行器设计及识别追踪系统 孔德优 02015120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基于NX的产品参数化快速设计系统开发 刘健均 02015219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血管支架球囊扩张的有限元分析 王友 02015305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轮毂电机驱动电动汽车差动转向路径跟踪控制研究 林中盛 02015414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小型工艺品自动化喷涂设备设计研究 张铭博 02015422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固液界面双电层结构的理论与实验研究 张振宇 02015623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基于有限元仿真的微织构刀具优化设计 黄开靓 02015720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基于同步压缩变换的压缩机组状态识别方法研究 宋泽文 02015729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某医院眼科病床安排的优化研究 陈琳 02615112

能源与环境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一套有机朗肯循环热机系统的设计 许尹慧子 03015102

能源与环境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超临界锅炉水冷壁管焊瘤对管组流量分配的影响 赵帅 03015126

能源与环境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基于CFD和元胞自动机的煤粉炉流场快速重建软件设计 曹智成 03015215

能源与环境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电站锅炉热力计算及运行特性分析 曹宁 03015221

能源与环境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基于人工智能的典型热工过程动态特性建模与辨识方法研究 傅尧 03015223

能源与环境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电涡流传感器信号处理电路设计 刘振 03015327

能源与环境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热电子发射能量转换及其真空状况热电子发射试验研究 王瑄 03015414

能源与环境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天然气压力能制冷系统的设计与优化 严文韬 03115628

能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铁酸铜@生物炭活化过硫酸钠处理有机氯污染土壤实验研究 徐贇 03215713

能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生物电化学装置去除养殖废水污染物的研究 侯登峰 03215744

能源与环境学院 核工程与核技术 燃煤机组环保岛污染物脱除过程模拟 刘祚人 0331551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光接收机突发线性跨阻前置放大器设计 杨阳 04015017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物联网云平台安全攻击研究 马睿智 04015026

东南大学毕业设计(论文)盲审抽签结果  Export time:2019-05-30 09:21:5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5G业务模型和网络切片技术研究 王丰晨 0401511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基于深度学习的语义分割算法研究 袁逸凡 040152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基于SiGe BICMOS 工艺的高速开关芯片设计 曹云琦 0401520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细粒度识别研究 步兆军 0401522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基于人脸视频的非接触生理参数检测方法的研究 江昱玲 0401540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微波段人工表面等离激元应用研究 陆予希 0401542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网络游戏中外挂技术的研究与防御 赖敬之 0401544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在线学习和通用预测的问题 胡舫溟 0401552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分布式大规模MIMO系统中基于人工智能的多目标优化问题研究 沈倩文 0401554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应用于生物神经刺激系统的动态电源芯片设计 厉姝辰 0401560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基于情感语音的心理评测技术的研究 钟凌潇 04015620

无锡分校 信息工程 基于OBD数据挖掘的机动车油耗和排放微观模型分析 吴启晨 04215704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钻孔灌注桩结合内支撑深基坑结构体系的受力与变形数值模拟分析 郑义凡 05115102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融水苗族自治县第三小学2号教学综合楼结构设计 李冠华 05115103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河西八百亩地块积善中学装配式混凝土框架施工组织设计 李楠 05115104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江苏国联龙信办公楼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 蒲思蓉 05115105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一兆韦德•城市综合体项目基坑支护、施工监测方案设计 刘俞佟 05115308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三维连续—非连续数值模型中复杂接触界面协同研究 吴宇同 05115310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江苏绿溢大厦项目基坑支护设计 曹淑宁 05115408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舟山未来城地库基坑围护方案设计 乔墩 05115505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全过程咨询合同设计与使用调查 孙宁 05215102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基于BIM技术的南京一中分校工程预制构件生产排程与优化方法研究 唐茂宏 05215115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的可持续性度量研究 张勉 05215130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考虑导线舞动效应的复合横担疲劳评估 李文栋 05315121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镁合金拉伸与冲击条件下电致塑性效应研究 陈金发 05315138

土木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某经济开发区化工集中区污水处理厂设计 雷嘉瑞 05515129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基于高斯过程回归的存储电路良率分析 马翌程 06015007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便携式MEMS热式风传感器的设计与实现 罗星恒 06015008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多通道超声检测模块的数据传输设计 廖丹媛 06015101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全息聚合物分散液晶光栅的衍射特性研究 亓彦文 06015203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基于统计分布的延时片上偏差分析方法的实现 杨泰 06015211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D打印立体结构三维选择性金属化研究 蒋重阳 06015212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用于驻波比检测的RF MEMS正交定向耦合器的研究 蒲宏亮 06015233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面向工艺偏差的近阈值延迟分析方法的实现 陈威 06115104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基于物联网组件的家用空气检测仪 林国亮 06115107

无锡分校 电子科学与技术 基于Android的电子智能锁APP的设计与实现 杨启锐 06215605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基于无极钙钛矿量子点探测器的制备技术研究 杨富森 06315122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一类SIR传染病模型的同伦分析法 何梦晴 07115102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机器学习在工业齿印识别上的应用 俞贵 07115132

数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等数学试题数据库 孙启梦 07215104

数学学院 统计学 云病房，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心脏健康监测系统（服务器端）软件开发 黄雪梅 07315108

数学学院 统计学 随机波动率模型与VIX期权定价问题研究 余洋 07315112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室内动态环境移动机器人的定位与导航 王诚皓 08015110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地铁AFC系统运行模式管理的设计与实现 叶淼 08015123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基于多无线信道的反馈控制系统分析 孙伯文 08015213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基于Android的吊篮远程视频监控软件的开发与实现 王伟梁 08015216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座椅减振器中气压控制器的设计与开发 杨嘉鑫 08015230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远程中医诊脉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张策 08015308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基于S7-1500十层电梯控制系统设计 靳先党 08015343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企业招聘信息的岗位能力需求库的设计与实现 齐文慧 09015106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流量预测与报文解析的应用识别系统设计与实现 宰晓晨 0901511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X射线乳腺图像中钙化灶特征的定量分析和良恶性分类 王亚宁 09015203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声波多普勒效应的无人机防撞技术 杨楠 090153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多径传输的匿名通信增强工具的设计和实现 曹长巍 0901532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目标识别系统设计与实现 苏睿 09015431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非平稳随机傅里叶特征的在线支持向量机算法的设计与实现 陈方玲 09015440

物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基于钙钛矿薄膜的表面增强拉曼散射活性基底研究 唐枭 10115108

物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类氢原子体系Bethe-Salpeter方程的三维约化 李剑歌 10115115

物理学院 物理学 基于对称性的晶体结构生成 韩瑜 10315104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生物医学工程 增强型CAR-T细胞的构建及抗肿瘤效力研究 廖家洁 11115103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生物医学工程 核苷酸保护的纳米簇的类酶特性研究 王雪 111151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七年本硕连读）不同类型巨噬细胞对细菌和纳米颗粒的摄取行为研究 刘家宝 11215122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生物信息技术 人源肿瘤小鼠外泌体蛋白的分类研究 龚音 1131510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用于高铁声屏障的高抗裂性轻质声功能材料 李近川 1201511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D打印混凝土材料与工艺参数对性能的影响 邓智聪 1201511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某零件压力铸造工艺仿真分析 葛浩成 1201512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D打印水泥基材料层间界面特性及微观表征研究 耿子凡 1201513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网状结构石墨烯增强钛合金基复合材料的制备与力学性能 刘宁浩 1201522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水性超疏水乳液制备技术研究 赵月琴 12015406

人文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公益类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研究 郭培霞 13115109

人文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从“纪法分开”到“纪法衔接”：中国监察体制改革对反腐败治理体系的影响罗启凡 13115129

人文学院 社会学 关切的多重类型：以新华社报道“娘炮”事件为例 张宇辉 13215119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南京市旅游客源的时空差异性分析 苟馨月 13315116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自驾旅游者时空行为研究 王铭茜 13315121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朱淑真在明清时期的接受与影响研究 蔡霦 13415110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论苏打绿歌词的艺术特征 马凌云 13415120

人文学院 哲学 道德共识的现代性困境与超越——基于对基因编辑婴儿的伦理研究 单祎文 13615110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电影票房影响因素研究 郭家瑞 14115120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基于社会网络的广告投放优化决策研究 关以恒 14115126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电力互联平台和贸易中心建设路径研究 张静怡 14215112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苏宁易购与京东商城零售模式比较研究 石逸丰 14315122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姓氏文化与上市高管薪酬研究 卢婧 14415120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海外并购形式下我国企业品牌国际化与国外品牌在华本土化策略的研究覃枨 14415122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慈善捐赠多的公司避税程度更低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王紫宇 14415224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网络舆情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基于多元金融视角的实证研究 李沁怡 14515103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金融科技创新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研究 赵港 14515127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研究 王博远 14515226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机制与对策研究 吴茜 14615103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家庭教育投入的经济学分析 孙絮 14615123

经济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基于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生鲜农产品网络零售渠道定价策略研究 何媛田 14715102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供应链金融中企业资金池价值研究 苗林霏 14815114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工程 企业信用风险评估 李慧敏 14915108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全英文）我国经济发展对贸易开放度的影响研究 薛煜舒 14Y15118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基于有限元的电力电子变压器高频磁元件设计和热场分析 邹军 16015310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基于空气流体模型的直流电晕声波方程研究 徐佳裕 16015325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无线电能传输系统负载匹配及负载调控研究 刘嘉玮 16015326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的建模与仿真研究 陈瑞祥 16015421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面向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的博弈策略研究 刘夷宁 16015504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变频谐振及振荡波电缆耐压局放试验系统研究 李容冠 16015518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锂电池均衡策略研究与主动均衡电路设计 廖锴 16015521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模型差异和影响因素对基于模糊贴近度理论空间负荷密度指标影响分析崔云富 16015526

外国语学院 英语 Restriction and Liberation in Desire Under the Elm and The Thunderstorm 张宇 17115207



外国语学院 英语 《白牙》中人物的混杂身份探讨 陈雪蓉 17115222

外国语学院 英语 留学生英语交流困难探析——以加拿大中国留学生为例 丁靖俞 17115302

外国语学院 日语 从《东京女子图鉴》看消费主义视域下的日本女性自我身份认同 于卓婷 17215104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日本校服文化研究 江美莹 17215113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pH对共沉淀法制备氧化铁纳米颗粒反应路线的控制 黄佳玮 19115107

化学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 1-芳基-3-吡唑醇的合成工艺研究 刘芍君 19215108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姜黄素共晶制备及其溶解过程研究 吴宜君 19315105

交通学院 交通工程 基于用户均衡的道路交通出行预约系统设计模型 陈英豪 21015102

交通学院 交通工程 接驳型微循环公交线路规划方法研究 周润瑄 21015116

交通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市政中小跨径钢箱梁合理铺装材料与结构研究 祁浩东 21015208

交通学院 交通工程 出行幸福感的度量方法分析 夏曼若 21115108

交通学院 交通工程 邻近地铁站的人行过街设施规划与设计研究 王斯琨 21115117

交通学院 交通运输 江宁双龙大道公交专用道效果评价 张展卓睿 21215107

交通学院 交通运输 南京地铁S7号线运营特点及效益分析 张宇琪 21215115

交通学院 测绘工程 单位权中误差约束下的最优估计理论及其精度分析 罗鹏 21315112

交通学院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某海港油库码头扩建工程 高伟晨 21415118

交通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基于HTML5的网络GIS系统设计 樊恬杏 21515103

交通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基于足尺环道的沥青路面车辙影响因素研究 盛云霓 21715109

交通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有限元方法模拟MRE支座在桥梁中的应用 张胜源 21715117

交通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变截面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的设计与计算 陆炜 21715217

交通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废旧沥青再生剂组分复配的分子模拟研究 纪帅杰 21715224

交通学院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苏州吴中苏地2017-WG-24号地块基坑支护设计 顾博石 21815106

交通学院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土体非饱和状态表征及其测试方法研究 彭之晟 21815127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基于云架构的便携式心音采集与分析系统 樊佛莉 22015105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基于车联网的融合定位技术研究 孙秋辰 22015205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基于IMU的体感交互技术研究 李嘉杰 2201521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基于激光雷达的着落平面选择系统研究 林泽洋 22015313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面向航天员操作力测量的系统设计 胡权 22015325

艺术学院 美术学 19世纪西方日本主义的起源与影响 华怀之 24115113

艺术学院 动画 动画短片《怪物房间》的色彩 刘晶俏 24215107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关于青岛方言的书籍设计 李慧 24315116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松浦弥太郎系列书籍设计 赵狄 24315224

法学院 法学 格式条款规制的问题研究 程佳辰 25015103

法学院 法学 ppp模式下公共工程强制招标制度研究 曲慧 25015112



法学院 法学 精神病患者强制医疗的法律问题研究 全一凡 25015210

学习科学研究中心 科学教育 解决科学问题时不同确定性水平下的脑区连接性特征 叶胜 26115113

医学院 生物工程 fruitless果蝇群体求偶行为产生的机制研究 张昕若 41115102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纳米银诱导HT22细胞毒性效应研究 蔡馨 42114201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优控农药对秀丽线虫的生殖毒性 刘钰 42114213

公共卫生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南京市老年人饮食习惯与体重指数的相关性研究 陈雯婧 42215101

公共卫生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新医改下的公立医院财务管理改革研究 周睿昕 42215104

吴健雄学院 高等理工实验班 基于单目相机的人体动态三维重建 张天舒 61315111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基于react的后台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彭晓雨 71115207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面向医疗文本的命名实体识别 杜一鸣 71115217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金融行业信贷系统架构设计 李向阳 71115224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基于MOOS-IVP的无人船自主航行仿真 赵博阳 71115230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一个基于cocos引擎的微信小游戏的设计与实现 刘玉川 71115242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复杂场景下多目标行人检测 陈子涵 71115302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基于SD-WAN的带宽选路技术的设计与实现 林宜宁 71115441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全英文）基于spring cloud的法律服务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陈笑施 71Y15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