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编号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毕业设计题目 学生姓名 学生学号
MS2020001 建筑学院 建筑学 理解加德满都谷地活态遗产：记录、阐释与呈现04 潘文蔚 01115210
MS2020002 建筑学院 建筑学 东南大学中大院更新改造设计-1 冉旭 01115304
MS2020003 建筑学院 建筑学 高性能轻型房屋系统设计与建造研究 ——以四牌楼热能实验室改造为例6 洪齐远 01115311
MS2020004 建筑学院 建筑学 数据视角下的韧性城市研究与设计—以南京为例-1 张子凡 01115315
MS2020005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环东大周边地区“硅巷”创新空间规划设计07 李萌 01215207
MS2020006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南京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十四五课题前期研究-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研究 占焕然 01215219
MS2020007 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 建成环境景观更新设计研究-高玥琰 高玥琰 01515101
MS2020008 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 城市废弃地景观修复及再生规划设计--以河口城区为例-3 黎颖琳 01515109
MS2020009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数控机床在线管理与监测系统研发 梅耕铜 02014123
MS2020010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电机运行状态无线采集与分析装置研发 李海宾 02016217
MS2020011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的行人车辆目标检测和跟踪方法研究 李尚杰 02016306
MS2020012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激光切割加板材工艺模型与模拟研究 雷超群 02016414
MS2020013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基于纳米异质结的光电化学葡萄糖检测特性研究 陈俊名 02016440
MS2020014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线型非线性线控驱动机构设计 安照邦 02016520
MS2020015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基于深度图像的骨骼追踪与虚拟现实中的本体感知研究 程琳智 02016524
MS2020016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协调变形连接结构的热力耦合分析 余前国 02016527
MS2020017 能源与环境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电厂风机运行状态评估 刘东川 03016209
MS2020018 能源与环境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600MW火电汽轮机组主汽压力优化研究 朱子昂 03016216
MS2020019 能源与环境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某双抽供热机组热电联产经济性分析 王梓 03016230
MS2020020 能源与环境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氨水吸收-压缩复合式热泵热力学设计与分析 王晨 03016316
MS2020021 能源与环境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火电机组燃烧后CO2捕集系统优化运行 陈显浩 03016332
MS2020022 能源与环境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静电耦合电容传感器灵敏度特性分析 许世朋 03016419
MS2020023 能源与环境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600 MW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流化床燃煤发电经济性分析评估 潘却易 03016435
MS2020024 能源与环境学院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熔融盐单罐储热装置的设计 陈祎祺 03116601
MS2020025 能源与环境学院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电焊烟尘高效收集方法的数值模拟研究 刘若溪 03116603
MS2020026 能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多级消毒对供水管网中余氯衰减及消毒副产物生成的影响 周龙燕 03216717
MS2020027 能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复合滤料负载催化剂脱硝性能试验研究 谷星宇 03216739
MS202002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基于亚马逊AWS深度学习的医疗图像识别 从昊 04016111
MS202002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X波段宽带异形曲面相控阵设计 朱盛池 04016133
MS202003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通信系统中高效doherty射频功放的设计 张谦威 04016135
MS202003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孤立词识别研究 张梦哲 04016226
MS202003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毫米波集成天线设计 刘书源 04016233
MS202003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8-12GHz CMOS功率放大器设计 仁民 04016319
MS202003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雾无线接入网中的编码缓存方法研究 谭千里 04016411
MS2020035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大规模MIMO-OFDM信道估计方法研究 陈衍 04016415
MS202003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基于知识图谱的领域概念体系快速构建 李子健 04016421
MS2020037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基于深度学习的实时人脸检测系统 徐宏岩 04016424
MS202003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面向无人驾驶的先进车载雷达与通信一体化设计 巩智含 04016525
MS202003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无线光通信 胡超 04016628
MS2020040 无锡分校 信息工程（无锡分校） 高速PAM4判决反馈均衡器设计 葛文娟 04216704
MS2020041 无锡分校 信息工程（无锡分校） 一种宽量程高精度TDC设计及其阵列应用 黄志超 04216740
MS2020042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基坑开挖对邻近地铁隧道的影响研究 杨旭辉 05116217
MS2020043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江宁G58地块社区中心装配式RC框架结构施工图设计 皇甫尧 05116320
MS2020044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南通田家炳中学高中部新建工程教学楼框架结构设计 吴其染 05116321

东南大学毕业设计(论文)送审抽签结果  Export time:2020-05-15 09:16:29



MS2020045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徐州第一中学教学楼设计 何威岩 05116421
MS2020046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基于Miura折痕的固面可展天线优化方案研究 王叶 05116502
MS2020047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南通师范新校区（二期）学前楼南楼结构设计 梁潇 05116607
MS2020048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用于城市环岛立交的十字形自锚式悬索桥（单箱单室混凝土主梁） 王田虎 05116608
MS202004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九龙湖科技创业配套服务中心项目服务中心主体施工组织设计 马浩然 05116609
MS2020050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基于 BIM 的某公共工程建筑能耗分析与方案优化 洪靖晴 05216205
MS2020051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基于机器学习的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数据分析 顾苏豫 05216210
MS2020052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装配式建筑工地智能巡运机器人平台设计与算法研究 肖阳功杰 05216216
MS2020053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金属橡胶元件粘接强度与破坏的有限元分析 杨科 05316128
MS2020054 土木工程学院 给水排水工程 山东某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俞文星 05517106
MS2020055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基于多层无机钙钛矿的光电探测器研究 梁星辰 06016109
MS202005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表面等离激元耦合器定向激发特性研究 周智仁 06016121
MS2020057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基于眼电信号的观看三维显示视觉舒适度研究 韩杜卿 06016214
MS2020058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照明光源的优化匹配及软件实现 解康辉 06016224
MS2020059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神经网络算法的硬件加速研究 蒋明俊 06016230
MS2020060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马赫泽德型电光调制器仿真设计 李悦 06016309
MS2020061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卷积神经网络在图像语义分割领域泛化能力的评估 张子立 06016412
MS2020062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可穿戴设备微型显示器关键电路设计 侯耀儒 06016436
MS2020063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单模光纤的PMD性能参数研究 王煦汇 06116102
MS2020064 无锡分校 电子科学与技术（无锡分校）面向IoT设备的宽电压低功耗SRAM设计与实现 沈正国 06216607
MS2020065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任度影响下的谣言传播动态模型研究 徐雨嫣 07116107
MS2020066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半变异函数方法在贝叶斯反问题中的应用研究 黄景颢 07116109
MS2020067 数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一类带Robin边界条件的热方程反边值问题 王子健 07216111
MS2020068 数学学院 统计学 随机波动率模型研究与实证分析 丁佳莹 07316103
MS2020069 数学学院 统计学 考虑风电并网的电动汽车集群优化调度问题研究 黄瑞 07316114
MS2020070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医学图像分割研究 张明辉 08016129
MS2020071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室外电磁组智能车控制研究 白嵩 08016229
MS2020072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基于车载摄像头视觉的轮式移动机器人定位算法设计与实现 梁静思 08016230
MS2020073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基于Andriod的安规测控系统数据采集与处理软件设计 高一峰 08016315
MS2020074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切换拓扑下多智能体编队包围控制设计与仿真 许义程 08016322
MS2020075 自动化学院 机器人工程 基于图像的皮损评估方法研究 施殊 08116119
MS2020076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DDS的软件仿真系统的状态检测 张瑞鑫 09015226
MS2020077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深度学习的物体跟踪算法的实现 陶钰聪 09016112
MS2020078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Android应用层虚拟化机的识别技术研究与实现 刘睿钊 09016227
MS202007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图计算的威胁情报计算系统设计与实现 陈若华 09016309
MS2020080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深度学习的安检危险物品自动检测系统 吕顺 09016328
MS2020081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协作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算法设计与实现 胡黛琳 09016407
MS2020082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基于VPP的高性能深度包检测技术研究与实现 吕权丰 09016412
MS2020083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互联网服务资源库Web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周四海 09016440
MS2020084 物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沸石晶体对原子氧吸附量的模拟研究 阳华强 10116122
MS2020085 物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Quasi部分子分布函数的研究 邵克戌 10116123
MS2020086 物理学院 物理学 基于蒙特卡罗模拟的沉积物中三维导电网络研究 程继超 10316118
MS2020087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生物医学工程 数字PCR液滴图像处理与分析算法研究 邵立志 11116124
MS2020088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生物医学工程 固态纳米孔对脂质体的单分子检测 吴隽祺 11116212
MS2020089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生物医学工程(七年制) 酸酐修饰的酸响应抗癌纳米药物 段秋怡 11216103
MS2020090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生物医学工程(七年制) 人体呼出气体检测系统的设计 鞠永旭 11216127



MS202009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固-固相变储热材料的制备与储热性能研究 张齐凯 12016117
MS202009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金属颗粒/PEEK复合材料及烧结制备工艺研究 曾祥湖 12016121
MS202009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有机纤维表面生物矿化改性研究 卞思源 12016226
MS202009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稀土元素微合金化对耐热铝合金组织与力学性能的影响 石宇阳 12016408
MS202009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碱激发矿渣体系中钼酸盐对钢筋的阻锈行为研究 孟轩 12016419
MS2020096 人文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明朝的监察制度及其启示 卢一阁 13116116
MS2020097 人文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边疆地区的社会治安风险及其防控策略研究——以西藏自治区xx市为例 支张 13116134
MS2020098 人文学院 社会学 国家管辖权过度入侵下的医生职业异化现象研究 魏皖豫 13216112
MS2020099 人文学院 社会学 “制造”贵族？——以中产阶级家庭儿童的马术培训参与为例 张一菡 13216114
MS2020100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马拉松比赛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xx马拉松为例 秦治国 13316124
MS2020101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多模态视角下对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的解读 姜雯蕊 13416122
MS2020102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九叶诗派诗风源流考证 朱翔宇 13416143
MS2020103 人文学院 哲学 绘画之艺术性与技术性的哲学反思 董晨颖 13616111
MS2020104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基于CHFS数据的家庭社会网络对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 刘纯纯 14116110
MS2020105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技术进步对我国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 张子扬 14216121
MS2020106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我国理财市场现状与居民投资渠道拓展研究 石雪婷 14216132
MS2020107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基于消费者行为的场景营销模式研究 张耿南 14316124
MS2020108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涉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赫翊然 14416114
MS2020109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江苏省境外投资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和绩效分析 杨莹 14416209
MS2020110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杨朋沛 14516106
MS2020111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赵颖 14516107
MS2020112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高铁与农业增长：来自中国县域的证据 王欣平 14516204
MS2020113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南京市服务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研究 崔雪 14616123
MS2020114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产融结合对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郭子毅 14616126
MS2020115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英文） 中国是否存在创新悖论？——来自中国高校的例证 董姗姗 14Y16101
MS2020116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单级式电动汽车充电器技术研究 揭宇飞 16016207
MS2020117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有源箝位三电平逆变器控制策略优化设计 张博伦 16016322
MS2020118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伺服驱动系统的摩擦建模和补偿方法研究 周昊玥 16016402
MS2020119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基于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电机控制系统 侯洁华 16016407
MS2020120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基于遗传算法的VSC-HVDC参数辨识研究 冯坚 16016410
MS2020121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基于高频信号注入的永磁体磁化状态估计方法 郭轩江 16016529
MS2020122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微电网的安全域模型 李瑾一 16016603
MS2020123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计及多能存储的多能源系统可靠性评估 孙凯 16016625
MS2020124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民谣与谣言的传播——基于谣言传播理论对1666年伦敦大火时期民谣的分析 廖笙羽 17116211
MS2020125 外国语学院 英语 The Effects of Role Playing in Multimodal Teaching Approach on College E刘晓雅 17116212
MS2020126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汉外交委婉语的语用对比分析 翟雪 17116304
MS2020127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日本における高齢単身女性の貧困問題 刘斐然 17216103
MS2020128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日本学校いじめ防止対策についての研究 张琬琳 17216211
MS2020129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多场耦合增强光催化CO2转化 陆丹晨 19116116
MS2020130 化学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 Hedgehog抑制剂Itraconazole及其衍生物的设计与合成 韦庆 19216101
MS2020131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缺陷态钴基硫化物的设计、制备及其电催化性能 赵忠兴 19316114
MS2020132 交通学院 交通工程(茅以升) 基于车牌识别数据的城市路网动态OD估计方法 戚心怡 21016108
MS2020133 交通学院 交通工程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快速路网OD矩阵获取方法 孙文婷 21116203
MS2020134 交通学院 交通工程 慢行交通出行幸福感分析及提升策略 肖港 21116204
MS2020135 交通学院 交通工程 城市快速路出入口危险驾驶行为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李佳硕 21116216
MS2020136 交通学院 交通运输 基于行人异质性的交叉口行人危险行为研究 陈洁 21216113



MS2020137 交通学院 交通运输 集装箱堆场场桥调度优化问题研究 秦思行 21216127
MS2020138 交通学院 测绘工程 GIS技术在第三次土地调查中的应用研究 李美期 21316102
MS2020139 交通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河湖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移动端设计与开发 李亮斌 21516120
MS2020140 交通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茅以升土壤固化技术研究 孙新宇 21016207
MS2020141 交通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高速公路热再生技术效益评价研究 郑健 21716120
MS2020142 交通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沪昆高速大云互通改造及连接线三维设计 张耀天 21716123
MS2020143 交通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公铁两用斜拉桥桥塔结构稳定分析 叶乔炜 21716132
MS2020144 交通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基于数据融合的路面性能评价及预测 蔡镇泽 21716133
MS2020145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脑影像分类方法研究 蔡鸿杰 22016122
MS2020146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基于人体动作识别的四足机器人控制系统设计 钱禄林 22016209
MS2020147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道路应急抢通三维场景创建技术研究 李婧雯 22016303
MS2020148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基于ue4引擎的三维室内设计系统 何嘉颖 22016406
MS2020149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多无人机自主行为决策仿真 陈鹏敏 22016415
MS2020150 艺术学院 美术学 噶玛嘎孜派唐卡对汉地青绿山水的吸收与创新研究 安泓霖 24116108
MS2020151 艺术学院 动画 动画短片《鱼缸》的分镜设计 董欣盈 24216105
MS2020152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塑料人饲养计划活动视觉传达设计 蓝馨 24316117
MS2020153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多功能整合式宠物猫居舍设计 吴雨恬 24316119
MS2020154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流行的背后—— 基于网络流行语的字体设计 吴雅立 24316211
MS2020155 法学院 法学 争议海域渔业合作协定机制研究 丁磊情 25016103
MS2020156 法学院 法学 论中国存托凭证基础法律关系的构造 曹爱凝 25016203
MS2020157 法学院 法学 政府清单与营商环境的关系及其实现机制 熊文菲 25016220
MS2020158 法学院 法学 教师实施惩戒问题研究 王瑞琦 25016233
MS2020159 医学院 生物工程 D-氨基酸拆分工艺的优化 田甜 41116108
MS2020160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疫情期间部分家庭就餐行为调查及分餐制方案设计 吴志鑫 42115101
MS2020161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兽药多残留检测新方法研究 赵传东 42115116
MS2020162 公共卫生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个人账户余额对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 向欣雅 42216111
MS2020163 公共卫生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老年衰弱对医保类型影响就医行为的调节效应研究 阿孜古力·合里42216113
MS2020164 吴健雄学院 工科试验班 基于强化学习的控制算法中Q(σ，λ) 算法研究 刘家怡 61516102
MS2020165 吴健雄学院 工科试验班 基于人工智能方法的大规模反射阵面通信研究 易晨扬 61516217
MS2020166 吴健雄学院 工科试验班 车路协同环境下高速公路交织区设计方法 王屹宁 61516229
MS2020167 吴健雄学院 工科试验班 探究深度学习模型在医学图像检测中的不确定性估计 杨佳伟 61516313
MS2020168 吴健雄学院 工科试验班 浙江杭州创新孵化中心科技楼结构设计 朱锰 61516406
MS2020169 吴健雄学院 工科试验班 跨模态数据的知识蒸馏 吴超逸 61516429
MS2020170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基于Django与Flask的积分商城方案 李国正 71116113
MS2020171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通用开关服务 刘乐 71116119
MS2020172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在线考试系统设计与实现 余欣龙 71116132
MS2020173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基于Quill富文本编辑器的在线文档系统研究 邹仕艺 71116208
MS2020174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基于知识图谱的人物关系探索和分析 徐浩栋 71116321
MS2020175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云应用软件自动化测试框架的设计与实现 陆颖 71116405
MS2020176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全英文） 校园宿舍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刘钊伟 71Y16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