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第三次国家级、省级SRTP项目结题验收结果公示

  2020年第三次国家级、省级SRTP项目结题验收于2020年10月26日结束，共57个项目参加本
次结题验收，经项目组答辩，专家讨论，最终评定结果公示如下。（公示期为：2020年10月
26日-2020年10月30日）

   如有异议，请联系教务处实践教学科（九龙湖J5-207）。

   联系人：任老师     联系电话：025-52090233

东南大学教务处

2020年10月26日

2020年第三次国家级、省级SRTP项目结题验收结果一览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指导老

师
所属学院

验收  
结果

1 201910286005Y
南京城东（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区）城乡结合部景观
格局调查研究

袁锦瑞 陈洁萍 建筑学院 通过

2 201910286010 海空声信息传输的研究 张航 张辉 机械工程学院 通过

3 201910286007Y 新型盐差能电池原型设计 郝志晟 马建 机械工程学院 良好

4 201910286013Y 基于氢燃料电池系统的多旋翼无人机动力系统研究 罗琪皓 严岩 机械工程学院 通过

5 201910286013 基于微藻的沼气提纯协同尾水深度处理工艺研究 孙骥 陆勇泽  能源与环境学院 优秀

6 201910286021 5G毫米波接收机模块设计 杨光 侯德彬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过

7 201910286024 基于超声波阵列的防录音窃听设备 陶祎航 宋宇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优秀

8 201910286026 短距离无线连接的儿童安全手环研发设计 于景轩 王刚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良好

9 201910286027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高速路智能警示牌 张宇 王刚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过

10 201910286030 基于调频连续波雷达的追踪与探测小车系统 毛春苗
樊祥宁、
李连鸣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过

11 201910286031 基于语音情感的心理咨询与性格分析算法研究 洪兆金 赵力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良好

12 201910286039 海上风电桩基工程基岩海水侵蚀试验研究 张九媛 张琦 土木工程学院 良好

13 201910286051Y 大型保障房公共服务多中心协同供应机制研究 刘洋艺 李德智 土木工程学院 良好

14 201910286056Y 基于案例调研的垃圾处理厂邻避效应化解策略 赵杨钦 杜静 土木工程学院 良好

15 201910286034 胶合竹材炭化试验研究 张添凯 徐明 土木工程学院 良好

16 201910286040 
基于BIM与二维码技术的装配式建筑构件生产管理数
据库设计与实现

唐绮宁 徐照 土木工程学院 良好

17 201910286041 基于阶跃失稳的应急地震避难结构设计 其乐木格 蔡建国 土木工程学院 良好

18 201910286039Y 腐蚀环境下耐候钢轴心受压柱承载能力 吴步宸
卢瑞华、
舒赣平

土木工程学院 良好

19 201910286042Y
基于联合仿真的智能预应力简支钢桁梁挠度控制研
究

杨飘 徐伟炜 土木工程学院 通过

20 201910286043Y 铝管脚手架中铝管轴向受力承载性能的试验研究 项宇凡 吴京 土木工程学院 通过

21 201910286046 MEMS薄膜的断裂强度测试结构和提取方法研究 李梦洁 周再发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优秀



22 201910286049 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制备及原位表征 杨皓翔 尹奎波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良好

23 201910286050 基于眼动识别的人机交互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宋长骏 吴俊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优秀

24 201910286060Y 基于深度学习的三维建模与交互 常宇阳 夏军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良好

25 201910286061Y 智能捡球机 姜媛媛 杨兰兰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过

26 201910286063Y 基于神经网络的实时交通标志识别系统 马泽瑶 吴俊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过

27 201910286065Y 面向人机交互的柔性可穿戴传感器件基础研究 卞思格 张晓阳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过

28 201910286069Y 多导弹协同攻击技术研究 赵桨晨
吕跃祖、
虞文武

数学学院 通过

29 201910286070Y 基于压缩感知的算法群体智能大数据分析 杨淙钦 陈都鑫 数学学院 良好

30 201910286072Y 分布式多智能体优化在电动汽车充放电中的应用 刘南 胡建强 数学学院 通过

31 201910286070 肿瘤细胞多靶点捕获磁珠的研制 严东楠
张宇、马
明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
学院

良好

32 201910286072 含碘、高分子体系用于活性氧的检测 单百卉 吴富根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
学院

通过

33 201910286085X 复合纳米酶对耐药白血病的调控研究 赵帅帅 熊非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
学院

通过

34 201910286100X 3D打印轻质混凝土的制备与性能 罗哲 张亚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过

35 201910286087 改革开放四十年民众信仰变迁的口述史研究 王硕 王珏 人文学院 优秀

36 201910286103X 在南京市交通系统下残疾人出行现状的调查分析 常瑞清 刘丹 人文学院 良好

37 201910286108X
伦理关怀视角下老年困难群体居家照料服务质量的
实证研究

唐淑琰 季玉群 人文学院 通过

38 201910286116X
CNG2020战略对航空公司生态效率和经济效率的影响
评估--基于东航的调查

邵天润 崔强 经济管理学院 良好

39 201910286121X
绿色金融对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现融合的影响
研究

房仟仟 徐盈之 经济管理学院 通过

40 201910286099
变磁通混联磁路磁化装置的设计方法与调磁机理研
究

关奥博 阳辉 电气工程学院 通过

41 201910286122X 变磁通记忆电机最大转矩电流比控制研究 骆靖濠 阳辉 电气工程学院 优秀

42 201910286125X 基于FPGA的电力系统暂态稳定人工智能应用研究 刘学成 王琦 电气工程学院 通过

43 201910286101
四个英语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制造”的情感倾向
分析及接受度调查

吴钧铃
刘超、杨
敏

外国语学院 通过

44 201910286102 中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常见外来词比较研究 陈俊溥 杨敏 外国语学院 良好

45 201910286127X 新时代建设中的伦理表情与伦理关怀 朱芷晴 周琛 外国语学院 通过

46 201910286113 网络交通信号协调控制算法及仿真研究 许壮威 王昊 交通学院 通过

47 201910286114 能源桩热力响应试验 宁博雯 张国柱 交通学院 优秀

48 201910286142X
基于碳效率的县域城镇生产生活圈的划分方法的研
究

胡冰 陈茜 交通学院 通过

49 201910286147X 基于行驶工况的纯电动公交车电力消耗模型研究 刘紫昕 李铁柱 交通学院 通过

50 201910286158X 地下管线的虚拟增强现实监控技术 方锦浩 张小国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优秀

51 201910286139
新型免疫检查点靶向肽的特异性验证及其成像的初
步探究

 董洪健
 张莹 张
建琼

医学院 良好

52 201910286172X Foxg1对皮质脊髓投射神经元发育的调控 马华阳 刘俊华 医学院 通过



53 201910286169X 转铁蛋白对脑卒中的神经保护作用 郑兰 赵晟 医学院 优秀

54 201910286167X
关于小鼠脑内注射磁性纳米颗粒的有效性评估及行
为学影响

向培煊 刘璇 医学院 通过

55 201910286188X 基于麦克风阵列的无人机室内定位 刘熙达 张三峰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通过

56 201910286153 
基于Penrose三维拼图的空间网格结构几何构成、形
态优化及其力学性能研究 

蔡承志 陆金钰  吴健雄学院 优秀

57 201910286194X 基于主动弯曲理论的新型可展网壳结构 姜雨润 蔡建国 吴健雄学院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