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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鹤丽  “同题诗词创作”现象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博士 钟振振 0.8 学校

程诚 近代词学史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博士 曹辛华 0.8 学校

李杨 老舍中短篇小说版本学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硕士 谭桂林 0.8 学校

陈姗姗 清代徽州合同文书双音词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硕士 董志翘 0.8 学校

王晗啸 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下的网络传播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503 新闻传播学 博士 于德山 0.8 学校

金小丽 新时代中国政府公共外交战略与国家形象传播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503 新闻传播学 硕士 骆正林 0.8 学校

沈致远 《远方的家》：用纪录片绘制“一带一路”文化地图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503 新闻传播学 硕士 骆正林 0.8 学校

黄静茹 社交网络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503 新闻传播学 硕士 顾理平 0.8 学校

游祯武 中国外长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问偏好及其情态取向研究 实践计划 人文社科 0552 新闻与传播 硕士 骆正林 0.8 学校

金星 算法在新闻领域中的实践困境研究 实践计划 人文社科 0552 新闻与传播 硕士 高山冰 0.8 学院

曹帅 新时代我国的网络政治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302 政治学 博士 许开轶 0.8 学校

张月昕 中国乡村生态伦理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101 哲学 博士 曹孟勤 0.8 学校

汪家焰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向度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302 政治学 博士 钱再见 0.8 学院

张耀 网络强国战略视阈下的制网权问题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302 政治学 硕士 许开轶 0.8 学校

栗智宽 新时代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理论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302 政治学 硕士 俞敏 0.8 学校

陈晓雯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伦理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302 政治学 硕士 张振 0.8 学校

袁巧凤 新时代党的政治生态建构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302 政治学 硕士 孟宪平 0.8 学校

张熊 日本杨明学的义利合一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101 哲学 硕士 李志祥 0.8 学院

邢霞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302 政治学 硕士 张振 0.8 学院

谭书先 不完全市场公共服务购买交易成本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1204 公共管理 硕士 崔开云 0.8 学院

柏雪淳 人民法院规范量刑的路径与方法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301 法学 硕士 姜涛 0.8 学校

周恒 网络社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301 法学 博士 庞正 0.8 学校

王晓强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问题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301 法学 博士 杨登峰 0.8 学校

呼琦 保理合同纠纷上诉成本研究——基于数学建模方式 实践计划 人文社科 0351 法律 硕士 董长春 0.8 学校

姜薇 金融制裁背景下货币权力的非对称性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202 应用经济学 博士 陶士贵 0.8 学校

杨柳 外交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202 应用经济学 博士 潘 镇 0.8 学校

董洋洋
区域空间结构与R&D人员流动——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研

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202 应用经济学 硕士 李婧 0.8 学校

万璟 国际收支结构变动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影响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202 应用经济学 硕士 陶士贵 0.8 学校

方莉 随机需求下考虑线下补贴的O2O供应链协调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1202 工商管理 硕士 陈志松 0.8 学校

曹文文 创新可以降低企业风险么？——政治关联的情境效应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1202 工商管理 硕士 李 健 0.8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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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雁飞
银行理财产品风险管理研究—— 以民生银行北京航天桥支行

“假理财案”为例 实践计划 人文社科 0251 金融 硕士 陶士贵 0.8 学校

黄大伟 智慧零售时代下的O2O创业课程体系系统构建 实践计划 人文社科 1251 工商管理 硕士 李金生 0.8 学校

王晓燕 大众化背景下硕士研究生就读体验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401 教育学 硕士 王建华 0.8 学校

姜艳 教学想象的生成机制及其创生策略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401 教育学 博士 李如密 0.8 学校

赵瑞斌 面向V-Learning 的三维数字场景自动化建模关键技术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401 教育学 博士 庞明勇 0.8 学校

魏聪 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制度建设研究——基于江苏省的实证调研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401 教育学 博士 王海英 0.8 学校

陈乾 基于核心素养理念的高中人工智能教育实施研究 实践计划 人文社科 0451 教育 硕士 顾建军 0.8 学校

黄晓赟 基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农村成人职教体系研究 实践计划 人文社科 0451 教育 博士 胡金平 0.8 学校

戴好运 个体语用能力及语境类型对汉语违实语义认知加工的影响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博士 倪传斌 0.8 学校

杨艳琴  从神经认知角度看二语习得中“B原则延迟效应”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博士 张辉 0.8 学校

刘雪丽 二语对一语语音产出与感知的跨语言影响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博士 倪传斌 0.8 学校

吴蕊敏 任务类型对二语语块习得的影响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硕士 王永祥 0.8 学校

唐瑭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人才培养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551 翻译硕士 硕士 董晓波 0.8 学校

陈瑾瑜 韩国出土百济木简文字材料的考古学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601 考古学 博士 周裕兴 0.8 学校

何志文 吐蕃统治西域时期的经济与法律问题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602 中国史 博士 李天石 0.8 学校

潘子利 沪宁两地服务型社区治理的比较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1204 公共管理 硕士 白友涛 0.8 学校

张驰 魏晋南北朝时期前后部鼓吹初探——以考古材料为中心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601 考古学 硕士 王志高 0.8 学校

徐良 五代南通姚氏家族及相关问题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601 考古学 硕士 徐峰 0.8 学校

左凯文 南京地区明代墓葬神道石马及相关问题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601 考古学 硕士 王志高 0.8 学校

刘鹏 秦代政府农业经济职能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602 中国史 博士 张进 0.8 学校

金安妮 河南南阳地区凹穴岩画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601 考古学 博士 汤惠生 0.8 学校

李亚云 静态非局部薛定谔方程的定性分析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1 数学   博士 雷雨田 1.5 学校

吴冰灵 调和数的p-adic赋值问题的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1 数学 博士 陈永高 1.5 学校

彭德奎 拓扑群的局部极小性和gap问题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1 数学 博士 贺  伟 1.5 学校

姜帆 非负张量分解的交替方向法的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1 数学 硕士 韩德仁 1.5 学校

陆宇 高维双曲守恒律方程的激波生成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1 数学 硕士 尹会成 1.5 学校

刘锦 基于王氏保费原理的随机微分博弈问题研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1 统计学 硕士 梁志彬 1.5 学校

陈红梅 非对称临近点算法收敛性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1 数学 硕士 蔡邢菊 1.5 学校

范庆倩 期权定价中的随机波动率分析 实践计划 自然科学 0252 应用统计硕士 硕士 刘国祥 1.5 学校

余海群 多层复合微纳颗粒光声协同操控机理及应用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博士 吴大建 1.5 学校

华俊 PQCD框架下形状因子高阶修正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2 物理学 博士 肖振军 1.5 学校

陈帝超 基于声学超构表面的声波操控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2 物理学 硕士 朱兴凤 1.5 学校

贾雨柔 基于声学人工结构实现分数阶涡旋声束及其应用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硕士 吴大建 1.5 学校

王彦力 基于低成本无线网络的非侵入式呼吸率监测方法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硕士 柯炜 1.5 学校

刘灵 视障人士出行辅助系统的研究 实践计划 自然科学 0852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 赵华 1.5 学校



叶文武 基于深度学习的疲劳驾驶检测系统 实践计划 自然科学 0852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 徐寅林 1.5 学校

刘影 稀土杂化的新型纳米结构的合成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3 化学 博士 戴志晖 1.5 学校

黄青 多酸基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光催化还原CO2为CH4的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3 化学 博士 兰亚乾 1.5 学校

詹其琛 模拟红细胞的靶向乏氧肿瘤光动力诊疗体系构建及活性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3 化学 博士 魏少华 1.5 学校

张少鹏 金属-高分子吸附材料的制备及对磷的吸附性能探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3 化学 博士 杨维本 1.5 学校

谌一帆 氨基分子调控制备Pd基多元材料及其在燃料电池中的应用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3 化学 博士 唐亚文 1.5 学院

乔曼 二维纳米材料的设计及光解水性能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3 化学 博士 李亚飞 1.5 学院

刘仁绿 不同来源碳酸钙对Cd(II)的固持作用及其应用潜力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10 生物学 博士 连宾 1.5 学校

谢佳 赤拟谷盗小分子热激蛋白对环境的响应及拮抗机制分析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10 生物学 博士 李斌 1.5 学校

陈益静 青海沙蜥种组蜥蜴对局域环境的生态适应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13 生态学 博士 计翔 1.5 学校

鲁潇 miR-140通过FEN1调节DNA损伤修复及肿瘤发生的分子机制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10 生物学 硕士 胡志刚 1.5 学校

徐漫 外生菌根真菌荷叶离褶伞内生细菌多样性及促生作用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10 生物学 硕士 贾永 1.5 学校

张卓星 日本沼虾发夹结构域凝集素抗菌肽表达中的作用机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908 水产学 硕士 任乾 1.5 学校

谢万里 运输应激对杂交黄颡鱼的影响及其运输决策模型的建立 实践计划 自然科学 0951 农业 硕士 尹绍武 1.5 学校

邵力 Ag2O和Fe3O4纳米微粒对萼花臂尾轮虫种群动态变化的影响研究 实践计划 自然科学 0951 农业 硕士 杨家新 1.5 学校

宋小平 青霉素对萼花臂尾轮虫种群动态变化的影响研究 实践计划 自然科学 0951 农业推广硕士 硕士 杨家新 1.5 学院

张祎 异养硝化过程在土壤氮素循环中的作用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5 地理学 博士 张金波 1.5 学校

李云龙 三七皂苷类化感物质的化感作用及其消减措施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5 地理学 博士 蔡祖聪 1.5 学校

靳春寒
太阳活动对百年-千年尺度全球季风降水变化的影响与机理研

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5 地理学 博士 刘健 1.5 学校

李龙 21世纪初中国植被增长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及机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5 地理学 硕士 查勇 1.5 学校

孟欣 岩溶峰丛洼地景观结构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16 测绘科学与技术 硕士 汤国安 1.5 学校

毕顺 基于遥感技术的太湖蓝藻总生物量三维是空格局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5 地理学 硕士 李云梅 1.5 学校

蒋腾平 三维点云场景语义分析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52 工程硕士 硕士 王永君 1.5 学校

丁香滨 南京会奖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实践计划 人文社科 1254 旅游管理 硕士 侯国林 0.8 学校

叶鹏 面向社交网络的位置信息解析方法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5 地理学 博士 张雪英 1.5 学校

杜咪 网络文本中地理信息语义理解与模糊空间表达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5 地理学 博士 张雪英 1.5 学校

施歌 基于众源大数据的城市空间格局扩张规律的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705 地理学 博士 江南 1.5 学校

孙黄澍 中国近代报纸音乐史料辑录与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1302 音乐与舞蹈学 博士 徐元勇 0.8 学校

习译之 “唱口”考释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1302 音乐与舞蹈学 硕士 徐元勇 0.8 学校

许可 历代野史笔记小说中“礼乐文化”史料辑录与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1302 音乐与舞蹈学 硕士 徐元勇 0.8 学校

尚力沛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403 体育人文社会学 博士 程传银 0.8 学校

陈熙 “健康老龄化”视阈下老年人体育健身行为与效果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403 体育学 硕士 高亮 0.8 学校

何江岳 基于感性工学的陶瓷产品设计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1305 设计学 硕士 高英姿 0.8 学校

缪瀚宇 元末明初马琬绘画社会性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1304 美术学 硕士 王菡薇 0.8 学校

石文慧 旧手机在摄影艺术教育中可循环利用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1305 设计学 硕士 罗戟 0.8 学校



张玉杰 基于感性工学-漆的文创产品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1305 设计学 硕士 孙欣 0.8 学校

朱亚男 茶树菇多酚对小鼠免疫调节作用的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 硕士 陶明煊 1.5 学校

王颖、
毛晨杰 教育系统绩效工资改革:成效、问题与思考 实践计划 人文社科 1253 会计 硕士 熊筱燕 0.8 学校

李闯 忆阻系统的复杂动力学特性分析及同步共存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08 电气工程 硕士 闵富红 1.5 学校

钱振耀 高性能新型功分滤波器的建模与设计 实践计划 自然科学 0852 电气工程 硕士 张钢 1.5 学校

陈培培 计及不确定性的气-电互联综合能源系统运行优化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08 电气工程 硕士
祝雪妹
包宇庆 1.5 学校

张振华 基于多传导传输线理论的航空线缆串扰预测方法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08 电气工程 硕士
颜伟 王
恩荣 1.5 学院

曹伟 无刷直流电机直接转矩控制性能改进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08 电气工程 硕士
胡敏强
杨建飞 1.5 学院

王强 抑制直流输电换相失败的调相机无功配置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08 电气工程 硕士
唐小波
李天然 1.5 学院

刘训 基于数字微喷的电路板封装技术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08 电气工程 硕士
杨建飞
邱鑫 1.5 学院

管伟翔 风光燃储微电网系统并网电能质量与稳定性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08 电气工程 硕士
王恩荣
张海龙 1.5 学院

陈佳浩 谐波作用下多馈入高压直流系统受端电网运行影响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08 电气工程 硕士 王琦 1.5 学院

雷长炎 电力电子化电力系统的频率特性分析及其调频策略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08 电气工程 硕士 王琦 1.5 学院

于其宜 基于源流剖分的含风电场电网多无功源协同控制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08 电气工程 硕士 胡敏强 1.5 学院

杨靖宇 面向中距离无线供能系统的不对称多电平E类变换器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08 电气工程 硕士 胡敏强 1.5 学院

曹泽宇 新型调相机启动时序优化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08 电气工程 硕士 胡敏强 1.5 学院

王文康 流化床O2/CO2/H2O气氛下煤颗粒燃烧机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0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物理 硕士
朴桂林、
卜昌盛 1.5 学校

陆宏杰 数据中心热环境性能综合评价方法研究 实践计划 自然科学 0852 土木工程 硕士 张忠斌 1.5 学校

梁圣翊
“中学数学中的高等数学” 课程开发——教师教育课程衔接

初探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401 教师教育 硕士 杨跃 0.8 学校

夏冰清 测量高中生科学思维能力的试题开发研究-基于高中生物内容 实践计划 人文社科 0451 学科教学（生物） 硕士 解凯彬 0.8 学校

唐春燕 高中诗歌学习任务群的设计与实践研究 实践计划 人文社科 0451 学科教学（语文） 硕士 汤振纲 0.8 学校

宋亚杰 中外高中物理试题情境设计的比较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401 课程与教学论 硕士 陆建隆 0.8 学校

杨永生 韩国学生体标记“了”篇章隐现的习得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博士 肖奚强 0.8 学校

王亚丽 韩国留学生体标记“着”习得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硕士 肖奚强 0.8 学校

叶诗雨
福州话上古声母保留现象及形声字探源——以《汉语水平词汇

与汉字等级大纲》为例 实践计划 人文社科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硕士 段业辉 0.8 学校

韩煦 基于SVC编码和多网络接口的DASH调度算法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 张国强 1.5 学校

王凯翔 结构约束的多标签学习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 杨明 1.5 学校



张巍 通达患者主观体验的心理治疗：主体间性精神分析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402 心理学 博士 郭本禹 0.8 学校

熊咪咪 中国人的谦虚及其与智慧的关系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402 心理学 硕士 汪凤炎 0.8 学校

孙向莹 贫穷认知的社会阶层差异：控制感的中介作用 实践计划 人文社科 0454 应用心理 硕士 刘长江 0.8 学校

王志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制度建构与社会生活变迁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博士 王跃 0.8 学校

吕峰 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博士 王永贵 0.8 学院

尹健 空间转向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空间生态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硕士 江胜尧 0.8 学校

李晓曈 新科技革命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硕士 张志丹 0.8 学校

罗月佳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文化安全观思想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硕士 王跃 0.8 学院

李士俊 硝化污泥共代谢降解抗生素机制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硕士 谢文明 1.5  学校

汪雅文 沉水植物-微生物燃料电池修复污染底泥的技术研究 科研计划 自然科学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硕士 宋海亮 1.5  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