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类型 姓名 专业 论文题目 是否推荐省优 备注

1 184040007 博士 俞伟良 电子科学与技术 吸波式频率选择结构的研究 推荐省优

2 184060009 博士 杨洁 控制科学与工程 基于信息熵的半监督随机神经网络算法研究

3 181050025 硕士 施江玮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深度学习的光场超分辨率方法研究 推荐省优

4 181050051 硕士 陈思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Image-based Textile Pattern Decoding with Deep Neural Network 推荐省优

5 181050016 硕士 朱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双随机图与自表示系数图的谱聚类算法研究

6 182050138 硕士 葛浙奉 计算机技术 混部集群负载性能干扰优化研究

7 182050189 硕士 管思琪 计算机技术 动态网络采集能量高效分配方法研究

8 181050013 硕士 裘翼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在线服务QoS异常预测的混部集群负载调度研究

9 182050144 硕士 王威盛 计算机技术 基于位姿解耦估计和刚性场景学习的视觉里程计研究

10 181050047 硕士 沈锺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A TASK-PARALLEL DIRECT SOLVER FOR DENSE SYMMETRIC INDEFINITE

LINEAR SYSTEMS

11 182050185 硕士 张忠义 计算机技术 面向车联网场景下协同定位与路由协议研究

12 181050036 硕士 曹增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表征学习的Web服务QoS预测方法研究

13 182040181 硕士 刘洋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复合离子协同调控的钛酸铋钙基高 温压电陶瓷的制备及其压电增

强机理研究

14 181040044 硕士 马振超 电子科学与技术 基于深度学习的电磁散射与逆散射研究 推荐省优

15 182040248 硕士 姜浩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行波机制的新型天线研究

16 182040176 硕士 范立超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基片集成波导与互补式开口谐振环的高Q值微波传感器设计

17 182040117 硕士 楼伟超 电子与通信工程 超低介堇青石基陶瓷与5G原型天线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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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81040048 硕士 王益哨 电子科学与技术 基于能量采集的自供电加速度传感器

19 181040032 硕士 胡庆豪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三维集成电路中碳纳米管填充硅通孔的信号完整性分析

20 181040054 硕士 王涛 电子科学与技术 宽带连续型射频功率放大器的研究

21 181040052 硕士 周鹏飞 电子科学与技术 基于二值忆阻器的忆阻三值数字逻辑电路研究

22 181040014 硕士 金晨曦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三值忆阻器模型建立及其在数字逻辑电路中的应用研究

23 182040153 硕士 毛海锋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LED阵列优化的傅里叶叠层显微成像研究

24 182040128 硕士 司鹏 电子与通信工程 负电容效应对纳米CMOS器件模拟射频性能影响

25 182040163 硕士 张园园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电磁表面单元结构的电源平面及微波传感器设计

26 182040218 硕士 陈志腾 电子与通信工程 BiFeO3-BaTiO3基驰豫体的铁电行为调 控及储能特性研究

27 182060158 硕士 王爱民 控制工程 事件触发下随机系统的异步容错控制方法研究

28 182060178 硕士 刘来友 控制工程 正切换系统的事件触发控制

29 181190022 硕士 崔雅静 生物医学工程
基于影像组学的乳腺癌21基因评分预测及在新辅助化疗疗效预测和生存

分析中的应用

30 181060002 硕士 高博 控制科学与工程 基于多通道脑电信号的癫痫自动检测研究

31 181060067 硕士 王洪安 控制科学与工程 上肢运动的肌间耦合分析方法研究

32 182060093 硕士 邵宇 控制工程 基于事件触发机制的状态饱和正系统的控制器和滤波器设计

33 181190023 硕士 郑惠中 生物医学工程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数字乳腺断层影像病灶智能检测与诊断研究

34 182060197 硕士 陈健琳 控制工程 基于HESM的配电网电压稳定及无功优化研究

35 181060033 硕士 刘晓 控制科学与工程 多智能体系统容错约束一致性问题研究

36 181190028 硕士 刘家利 生物医学工程 骨软骨梯度支架的三维打印及其性能研究

37 182080046 硕士 郝红甜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SOA的多波长光纤激光器的理论研究与测试分析



38 181080030 硕士 周家洛 信息与通信工程 基于变分自编码器的图像生成算法

39 182080129 硕士 何晶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模糊手指静脉图像的关键技术研究

40 181080014 硕士 褚德明 信息与通信工程 大规模多天线系统的下倾角优化

41 181080005 硕士 李世平 信息与通信工程 弹载SAR俯冲段高分辨成像算法研究

42 182080063 硕士 黄兆标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接收信号强度的可见光室内定位技术研究

43 181070054 硕士 宗雅婧
能源机械装备及其自

动化
含混溶性表面活性剂多相流的格子Boltzmann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推荐省优

44 181070021 硕士 王宇潇 数学 相对于子范畴的伴随余转置

45 181070026 硕士 李一帆 数学 若干类递归网络的一致性计算及其鲁棒性分析

46 181030031 硕士 吴童祯 工商管理 面向“一带一路”的企业技术标准联盟驱动因素与发展模式研究 推荐省优

47 181030009 硕士 谈佳馨 管理科学与工程 互联网环境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知识增值研究

48 181030006 硕士 马宇晴 管理科学与工程 突发灾害事件应急物资需求预测和调度策略模型研究

49 181010012 硕士 王瑞金 机械工程 压电微动平台的动态非对称迟滞建模及补偿方法研究 推荐省优

50 181010005 硕士 吴海梅 机械工程 基于可分度旋转关节的新型球杆仪

51 181010018 硕士 严瑞斌 机械工程 宇宙21cm全天频谱测量天线设计及实验研究

52 181110010 硕士 范诗思 英语语言文学 优选论视角下英语拼缀词素序限制性研究

53 181150017 硕士 王仲池 统计学 多个偏正态总体位置参数的Bootstrap推断

54 181270002 硕士 朱俊涛 信息安全 网络风险传播抑制博弈的均衡求解及其控制策略研究 推荐省优

55 181230006 硕士 王杰浩 思想政治教育 新时代农民幸福感提升的路径研究 ——以温州市洞头区为例

56 181200005 硕士 沈飚 电子信息材料 白光LED用硅酸盐荧光材料的制备及特性研究 优培认定校优

57 181200016 硕士 徐竹华 电子信息材料 二维过渡金属硫化物基光电材料生长与器件研究 推荐省优 优培认定校优



58 181070011 硕士 王虹 数学 若干高振荡（奇异） Bessel 变换的数值计算方法研究 推荐省优 优培认定校优

59 181040015 硕士 李杰 电子科学与技术 基于声表面波技术的无线压力传感器节点研究 推荐省优 优培认定校优

60 181080033 硕士 孔小冲 信息与通信工程 固态硬盘并行设计的关键技术研究 推荐省优 优培认定校优

61 181080002 硕士 林昀轩 信息与通信工程 多中继空间信息网络协同传输机理及应用研究 优培认定校优

62 181060062 硕士 周宇凯 控制科学与工程 基于半监督宽度学习的脑电信号分类研究 推荐省优 优培认定校优

63 182040164 硕士 甘宏祎 电子与通信工程 用于检测介质材料电磁特性的高性能、小型化平面式微波传感器设计 优培认定校优

64 182040250 硕士 杨俊雷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Leader-Follower的AUV编队控制方法研究 优培认定校优

65 182040257 硕士 于天宇 集成电路工程 电容匹配对负电容晶体管性能影响 优培认定校优

66 182040174 硕士 张璐 电子与通信工程 新型电磁逆散射方法研究 优培认定校优

67 182060119 硕士 茹心锋  控制工程
几种拓扑结构下多智能体包含（containment control）控制问题的研

究
优培认定校优

68 182060250 硕士 郭丽  控制工程 基于风险度的安全半监督模糊聚类算法研究 优培认定校优

69 182060196 硕士 金剑  控制工程 基于改进的极限学习机的水质评价方法研究 优培认定校优

70 182060140 硕士 肖扬尖  控制工程 煤泥流化床锅炉超低排放系统运行优化与控制 优培认定校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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