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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名单

序号 学院 姓名 专业 论文题目 备注

1 电子信息学院 袁方 电子科学与技术
新型记忆器件（忆阻器，忆容器和忆感器）建模及其在混

沌振荡电路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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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学院名单

序号 学院 姓名 专业 学位论文题目 备注

1 机械工程学院 顾齐齐 机械工程
几何要素误差传递关系的表示与自动建立及其序列化

方法研究

2 机械工程学院 李璐 机械工程 金属带锯床锯切动态负载建模与验证 优培确定

3 机械工程学院 王盛 机械工程 导电方管磁流体湍流直接数值模拟研究

4 机械工程学院 俞衡 机械工程 絮凝池中涡旋发生器的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

5 机械工程学院 翟壮 机械工程 基于 STM32 的超声相控阵电源系统研究与设计 优培确定

6 电子信息学院 郑杰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三维集成电路中硅通孔的建模与仿真研究 优培确定

7 电子信息学院 陈培威 电子科学与技术 基于 Metamaterial 的电小天线研究

8 电子信息学院 李钟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 DSPARM 的工业机器人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9 电子信息学院 臧寿池 电子与通信工程
新型记忆器件建模及其在混沌振荡器与网络传输中的

应用研究

10 电子信息学院 魏金生 电子科学与技术 BYSYMASYZAS 三种硅酸盐陶瓷材

11 电子信息学院 范凯凯 电子科学与技术 F类 Doherty 功率放大器及毫米波天线研究

12 电子信息学院 张双双 电子与通信工程
SrLa4Si3O13Eu3+,Tb3+荧光粉光谱特征与能量传递机

制研究

13 电子信息学院 鲁诗诗 电子科学与技术 频率及带宽全可调 SIW 滤波器

14 电子信息学院 靳培培 电子与通信工程
忆阻器和忆感器模型及其在混沌电路与数字水印中的

应用研究

15 通信工程学院 何 丹 信息与通信工程 协作中继转发策略优化及编码协作研究

16 通信工程学院 黄艳波 信息与通信工程 单通道盲源分离算法的研究

17 通信工程学院 张少鹏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稀疏表示的彩色图像修复方法

18 通信工程学院 贾天婕 信息与通信工程 H.265/HEVC 编码算法研究

19 通信工程学院 吕曦 电子与通信工程 认知无线电中频谱感知算法的研究

20 通信工程学院 王思婷 电子与通信工程 MIMO 衰落信道上正交/双正交信号误码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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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通信工程学院 王发宽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 NAND 闪存的混合固态硬盘设计研究

22 自动化学院 徐加鹏 控制工程 传输受限网络控制系统数据调度策略研究

23 自动化学院 朱书军 控制科学与工程 基于随机有限集的可分辨群目标跟踪算法研究

24 自动化学院 陈顺飞 控制工程 基于脑电信号的运动功能障碍检测与评估研究

25 自动化学院 汪大卫 控制工程 分数阶系统的动态矩阵控制算法研究

26 自动化学院 韩杨 控制工程
基于虚拟仪器的光伏直流微网监测与控制系统设

计

27 自动化学院 赵瑞广 新能源电力及其控制 分布式单相非隔离光伏并网逆变器的研究

28 自动化学院 马金艳 控制科学与工程 基于可观测度理论的智能滤波算法研究

29 自动化学院 徐一鸣 控制科学与工程 水下无线传感器网络覆盖控制策略与算法研究 优培确定

30 自动化学院 许敏华 控制科学与工程 人体运动信息分析与平衡功能评价方法研究 优培确定

31 自动化学院 熊晓锋 控制工程 基于 EPANET-RTX 实时模型的供水管网调度研究 优培确定

32 计算机学院 单安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概率感知模型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目标覆盖方

法

33 计算机学院 李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物联网的火灾逃生算法与系统设计

34 计算机学院 郭鸿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城市区域 PM2.5 浓度分布自适应建模方法研究

35 计算机学院 朱亚光 计算机技术 复杂极小曲面的几何造型方法研究

36 计算机学院 陈魏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多目标优化的 OLAP 会话推荐关键技术研究

37 计算机学院 曾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存储特征的 Hbase 数据恢复技术研究

38 计算机学院 谢宏天辰 计算机技术 基于混合内存的缓存策略研究

39
材料与环境工程

学院
万忠义 电子信息材料 纳米玻璃陶瓷结构调控及其荧光温度传感研究 优培确定

40 理学院 张文帅 数学 具有无交叉约束的码头起重机调度问题

41 理学院 王艳春 数学 若干类网络的匹配枚举

42 理学院 陈宇国 数学 自驱动人工马达的趋化动力学性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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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理学院 陈玉平 数学 区间二型随机模糊系统的控制器设计

44 经济学院 金晓兰 资产评估 基于行业 PE/PB 的新三板企业价值评估

45 经济学院 徐立军 统计学 基于偏正态混合效应模型的碳强度影响因素研究 优培确定

46 管理学院 陈俊 管理科学与工程 汽车零部件双向物流路径优化模型及仿真研究

47 管理学院 汪挺 管理科学与工程 考虑人因约束的混流装配线平衡问题的建模研究

48 管理学院 邹凡 工商管理
基于神经网络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冲突识别

与管理研究

49 会计学院 应亚飞 会计学
基于股价信息含量视角的 XBRL 财务报告实施效果

研究

50 外国语学院 郭艺 英语语言文学
空间与身体：《维纳斯》与《莱尼大妈的黑臀舞》

中女性主体建构的差异性研究

51 马克思主义学院 祁荣喆 思想政治教育 全媒体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研究

备注：1、“优培确定”指的是“优秀学位论文培育基金项目”验收成绩为优秀的论文直接确定为校优论文；

2、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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