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导师 专业代码 专业 实践报告题目 备注

1 2017210674 李昌平 男 刘林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GSM-R公共控制信道解析和基于LTE的CBTC系统干扰检测分析

2 2017210675 钟文 女 滕飞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表示学习的医学知识图谱融合

3 2017210676 王祉晴 女 刘刚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车辆编队资源管理方法

4 2017210677 周莉莹 女 TurgayCelik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DNN的SAR图像变换检测

5 2017210678 杨伊琳 女 冯全源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高性能红外接收芯片的设计

6 2017210679 邓培 男 叶佳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机器学习的调制格式识别

7 2017210680 苏东 男 冯全源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三通道LED驱动控制芯片

8 2017210681 钱舟舟 男 李恒超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极限学习机的高光谱遥感图像分类技术研究

9 2017210682 孙一航 男 邹应全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便携式数字存储示波器的软硬件设计与实现

10 2017210683 李辉 女 张翠芳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沃森的智能问答系统设计与实现

11 2017210684 马巧娣 女 马征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高速MIMO通信系统信道估计设计仿真

12 2017210685 李元琪 男 邓平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NLOS环境下移动台的定位算法仿真与无人机I/O信号预处理代
码转化

13 2017210686 朱宏辉 男 赵宏宇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电商项目的实现

14 2017210687 冯文沛 女 邓平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LANDMARC定位算法研究与仿真

15 2017210689 许书 男 陈帆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人脑核磁共振海马体影像分割算法研究

16 2017210690 张松致 男 刘林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GSM-R空中接口中GMSK调制解调的数字实现方法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17级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答辩情况统计表

第一组，

答辩时间：2019年3月18日(星期一)下午1:30   答辩地点：犀浦校区（X9101）  答辩秘书：胡文帅(15528120125)



17 2017210691 王颂雅 女 和红杰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偏移差值的稀疏度图像修复算法研究

18 2017210692 姜月英 女 陈帆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像素排序的加密图像可逆信息隐藏算法研究

19 2017210693 王鹏 男 冯全源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小型LTE/WWAN手机天线的设计与研究

20 2017210694 陈智隆 男 郭伟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人工免疫系统的图像隐写算法

21 2017210695 熊敏 女 刘林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GSM-R空口信令解析与CBTC的DCS子系统仿真平台的搭建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导师 专业代码 专业 实践报告题目 备注

1 2017210696 郭梅 女 叶文霞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高速铁路智能建造管控系统

2 2017210697 葛旭阳 男 何蓉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P2MP抗干扰MAC算法

3 2017210698 何德鹏 男 马征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4FSK解调的matlab与FPGA实现报告

4 2017210699 宋宇航 男 TurgayCelik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针对于人体姿态识别的深度堆叠沙漏网络的实现

5 2017210700 张昊楠 男 代彬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带反馈的状态独立非降级窃听信道的改进编码方案

6 2017210701 熊状 男 冯全源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高磁介新型材料的宽带圆极化天线

7 2017210702 秦文萍 女 马征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MIMO系统中正交空时编码技术研究

8 2017210703 周亚峰 男 王平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LTE帧同步仿真及实现

9 2017210704 宋世磊 男 王平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MIMO-OFDM系统信道估计算法研究

10 2017210705 姚迪 男 张祖涛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铁驾驶员EEG警觉度状态检测方法研究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17级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答辩情况统计表

第二组，

答辩时间：2019年3月19日(星期二)上午9:00   答辩地点：犀浦校区（X9351）   答辩秘书：答辩秘书：胡文帅(15528120125)



11 2017210706 尹洋 男 翟东海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拉普拉斯图像块的数字图像修复技术

12 2017210707 许航 男 TurgayCelik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深度学习的假脸监测研究

13 2017210708 巢锐 男 张文芳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Scyther的安全协议形式化分析与改进

14 2017210709 关炜 女 和红杰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分辨遥感影像建筑物提取

15 2017210710 刘晗 男 郭伟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大容量高强度密码算法的测试

16 2017210711 丁士明 男 王平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4FSK基带解调的FPGA实现

17 2017210712 曹丹南 女 郝莉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药品知识图谱数据库的构建与应用

18 2017210713 赵一恺 男 赵宏宇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Polar码编译码算法的研究与仿真

19 2017210714 沙彬斌 男 杨慧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FBMC的无源光网络关键技术研究

20 2017210715 毛传亚 男 汪晓宁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时频分析算法估计跳频信号参数

21 2017210716 付威 男 杨柳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CBTC系统设备测试

22 2017210717 梅杰 男 方旭明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P2MP远程回传MAC层抗干扰算法研究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导师 专业代码 专业 实践报告题目 备注

1 2017210771 钟锦辰 男 楼新远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多维度分析美职篮球员数据与价值评估

2 2017210772 蔡单 男 TurgayCelik 085211 计算机技术 人脸识别相关技术研究

3 2017210773 陈虹 女 杨燕 085211 计算机技术 科技集成云服务平台测试

4 2017210774 苏昕 女 彭强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对抗式生成网络的图像修复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17级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答辩情况统计表

第三组，

答辩时间：2019年3月19日(星期二)上午9:00   答辩地点：犀浦校区（X9401）   答辩秘书：刘冰（15708408036）



5 2017210775 刘鉴竹 男 戴齐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大数据的多网融合条件下高速铁路灾害预警综合指标研究-
-风速雨量、风速雪深相关性研究

6 2017210776 马敏博 男 滕飞 085211 计算机技术 中文医学实体标注与识别研究

7 2017210777 彭莉兰 女 戴齐 085211 计算机技术 时间问题的识别与分类研究

8 2017210778 李明娟 女 朱焱 085211 计算机技术 数据挖掘技术在雅骏纯电动车驱动转矩预测中的应用

9 2017210779 闫龙 男 胡晓鹏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Flask的博客系统设计与实现

10 2017210780 张伍 男 陈红梅 085211 计算机技术 高光谱波段选择算法研究

11 2017210781 郑伟功 男 王淑营 085211 计算机技术 产业链SaaS平台资源监控与服务配置技术研究

12 2017210782 伍正祥 男 张新有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多项生物识别技术的身份认证系统

13 2017210783 陈学勤 男 文登敏 085211 计算机技术 机场跑道FOD探测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14 2017210784 秦浪 男 彭强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风格迁移系统实现

15 2017210785 袁源 女 陈帆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压缩高位冗余度的加密域可逆信息隐藏

16 2017210786 唐婷 女 黄文培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大数据平台的自动化部署及监控技术研究

17 2017210787 温鹏 男 楼新远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Django的教育推荐系统设计与实现

18 2017210788 张潇艺 女 王红军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招聘平台的三顾招聘手机APP及小程序开发

19 2017210789 龚勋 男 王淑营 085211 计算机技术 面向生产管控的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研究

20 2017210790 李宝柱 男 黄文培 085211 计算机技术 网络攻防系统的设计实现

21 2017210791 朱冬君 男 谭献海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22 2017210792 张紫嫣 女 张新有 085211 计算机技术 WIFI室内定位系统的开发与实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17级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答辩情况统计表

第四组，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导师 专业代码 专业 实践报告题目 备注

1 2017210740 白仕新 男 张家树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显著性检测的图像背景虚化

2 2017210741 焦恒 男 张文芳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对一个云端数据完整性审计方案的安全性分析

3 2017210742 包庆红 女 易安林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WDM系统中的非线性补偿算法研究

4 2017210743 谭博夫 男 唐小虎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一种60Ghz局域网系统Header-B与Trigger frame设计方法

5 2017210744 郑少宇 男 郝莉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临床医学知识图谱的智能CDSS的设计与实践

6 2017210745 林斌 女 马征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列车场强定位系统

7 2017210746 袁波 男 李里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OFDM的波形仿真项目

8 2017210747 魏晨旭 男 代彬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车联网应用云平台信息安全风险评估

9 2017210748 刘卓丹 男 郑狄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光纤光栅倾斜角传感器设计

10 2017210749 刘文鹏 男 陈向东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甲烷催化燃烧传感器电路设计

11 2017210750 王宁平 男 冯全源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基于AMBA总线设计的SDHOST的UVM验证

12 2017210751 耿云 女 王平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基于软件无线电的测向算法分析与实现

13 2017210752 刘壮 男 白天蕊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Hk-VDMOS器件电场建模

14 2017210753 罗庆余 男 陈向东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基于传感器数据融合的可燃气体监测系统

15 2017210754 廖涛 男 白天蕊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AlGaN/GaN HFETs模型的建立及特性研究

16 2017210755 余林 男 冯全源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晶体管中基区宽度对击穿电压的影响

17 2017210756 刘永锋 男 冯全源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18工艺下20V UMOS的设计与仿真

18 2017210757 杨腾 男 白天蕊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超结IGBT关断功耗的建模

19 2017210758 杨健龙 男 陈向东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关于绝对湿度传感器的研究

20 2017210759 冉启成 男 陈向东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基于STM32甲醛气体共享检测系统

21 2017210760 许潇 男 庄圣贤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基于EtherCAT总线的多轴机器人半实物仿真的平台搭建

答辩时间：2019年3月19日(星期二)下午1:30   答辩地点：犀浦校区（X9322）   答辩秘书：刘冰（15708408036）



22 2017210761 冷宏强 男 白天蕊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一种低导通压降IGBT的实现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导师 专业代码 专业 实践报告题目 备注

1 2017210718 许翔 男 和红杰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logo图像检索系统设计

2 2017210719 肖久夕 男 方旭明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一种P2MP场景下抗干扰的调度方案

3 2017210720 牛广鹏 男 潘炜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可调谐多通带微波光子滤波器的研究与设计

4 2017210721 刘传龙 男 和红杰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语义分割的盐层识别技术的实现

5 2017210722 周方超 男 王平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单小区多用户资源调度方案及物理层传输的Matlab实现

6 2017210723 侯文华 女 何蓉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EHT及802.11ax相关知识研究学习

7 2017210724 录杨 男 方旭明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点对多点抗干扰MAC算法研究

8 2017210725 王春剑 男 汪晓宁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802.11协议MAC层接入机制的研究与仿真

9 2017210726 乔飞 男 类先富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一种基于DFT-s-OFDM系统的相噪补偿方案

10 2017210727 龚幼萍 女 类先富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MBOK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1 2017210728 王琪 女 翟东海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标签传播的显著性物体检测算法的研究

12 2017210729 林金强 男 王小敏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复杂铁路信号设备预防性维护决策研究

13 2017210730 黄玉灿 男 黄海于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遗传算法的《星际争霸2》人族兵种建造智能体的实现

14 2017210731 郭廷廷 女 闫连山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网络攻防实验平台的部分功能设计实现

15 2017210732 黄小明 男 刘林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GSM-R控制信道编译码解析

答辩时间：2019年3月20日(星期三)下午1:30   答辩地点：犀浦校区（X9401）  答辩秘书：朱金宝（1398221645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17级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答辩情况统计表

第五组，



16 2017210733 杨鹏 男 刘林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GSM-R中FCCH和SCH的捕获

17 2017210734 胡华阳 男 邓平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VIRE算法的研究与仿真分析

18 2017210735 王大刚 男 和红杰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JPEG图像加密域可逆信息隐藏算法研究

19 2017210736 鄢鹏 男 郭伟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空域变换参数扰动的隐写术

20 2017210737 黄梦雪 女 和红杰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基于加密图像可逆信息隐藏算法研究与分析

21 2017210738 谭佳 男 王平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LTE下行单天线信道估计与均衡及FPGA实现

22 2017210739 方延 男 李恒超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视频异常事件检测系统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导师 专业代码 专业 实践报告题目 备注

1 2017210793 杨天彬 男 朱焱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Apollo平台的红绿灯检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2 2017210794 甘文波 男 蒋朝根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机器视觉的铆钉检测筛选系统

3 2017210795 朱守魁 男 吴晓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人工智能的加油站风险管控平台

4 2017210796 樊佳锦 女 朱焱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Apollo平台的图像障碍物检测系统

5 2017210797 白萌 男 滕飞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关系抽取在精准医学领域的应用

6 2017210798 乔东 男 洪西进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大数据精准扶贫研究与实现

7 2017210799 李衡 男 戴齐 085211 计算机技术 经典图像去雾算法研究与分析

8 2017210800 陈佳伟 男 唐慧佳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SSH通用电子问卷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17级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答辩情况统计表

第六组，

答辩时间：2019年3月21日(星期四)上午9:00   答辩地点：犀浦校区（X9404）  答辩秘书：殷成凤（13618012770）



9 2017210801 王帮灿 男 蒋朝根 085211 计算机技术 二指双臂解魔方机器人

10 2017210802 王志 男 蒋朝根 085211 计算机技术 智能工具柜

11 2017210803 胡永奇 男 王红军 085211 计算机技术 面向招聘平台的推荐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12 2017210804 张超 男 李可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深度学习的车载网络缓存策略研究

13 2017210805 王璟 男 吴晓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多机器交互的智能检测平台

14 2017210806 杨浩 男 陈红梅 085211 计算机技术 针对非平衡数据的并行特征选择方法研究

15 2017210807 郭明 男 朱焱 085211 计算机技术 雅骏纯电动物流车故障分析

16 2017210808 龚帅豪 男 张新有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Lora的停车检测与计费系统

17 2017210809 任庆宁 男 翟东海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分区域的YOLO检测算法的研究

18 2017210810 黄自强 男 王淑营 085211 计算机技术 电子商务日志实时分析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19 2017210811 李浩 男 朱焱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决策树的垃圾网页分类研究

20 2017210812 张磊 男 滕飞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3DGIS铁路沿线征拆管理信息系统

21 2017210813 杨菲 女 龚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深度学习的超声图片分类系统

22 2017210814 李春花 女 唐慧佳 085211 计算机技术 TDM试验数据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导师 专业代码 专业 实践报告题目 备注

1 2017210815 黄进洲 男 陈俊周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图像语义分割算法研究

2 2017210816 李俊含 男 唐慧佳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SSH的试验数据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17级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答辩情况统计表

第七组，

答辩时间：2019年3月22日(星期五)上午9:00   答辩地点：犀浦校区（X9404）   答辩秘书：杨雪（13678080943）



3 2017210817 汪永斌 男 谭献海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商业银行大数据营销

4 2017210818 王逍 男 冯军焕 085211 计算机技术 Spring Boot技术应用及JavaWeb开发框架研究

5 2017210819 杜章锦 女 龚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高铁轨检数据分析研究平台

6 2017210820 杨旆 女 胡晓鹏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典型运营商营收风险监控系统开发

7 2017210821 贺梓然 女 陈俊周 085211 计算机技术 机器翻译算法研究

8 2017210822 史哲 男 王淑营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工作流的工艺业务集成系统

9 2017210823 王超 男 洪西进 085211 计算机技术 有监督多层次图像分割评价方法的研究

10 2017210824 贺亮 男 孙林夫 085211 计算机技术 汽车零部件产业价值链的业务系统开发

11 2017210825 胡承饮 男 孙林夫 085211 计算机技术 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的业务系统开发

12 2017230087 张姬 女 侯进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自动调制识别研究

13 2017230088 周小波 男 龚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深度学习的金融预测理论与方法

14 2017230089 李亚童 男 唐慧佳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工程专业毕业要求达成评价管理系统功能设计开发

15 2017230090 何双超 男 楼新远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GIS的书店书目搜索系统设计与实现

16 2017230091 郭文婧 女 蒋朝根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应用共享平台

17 2017230092 赵光 男 刘林 085211 计算机技术 GSM-R协议分析软件设计与实现

18 2017230093 冯朝辉 男 文登敏 085211 计算机技术 无纸化面试评分系统

19 2017230094 胡晓午 男 张新有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基于Lora的停车检测与计费系统

20 2017210826 周伟浩 男 马永强 085212 软件工程 变电所火焰检测系统

21 2017210827 张丹 女 窦军 085212 软件工程 百度信息流推广平台自动化测试

22 2017210828 苟玉晓 女 杨燕 085212 软件工程 基于图优化的单目视觉SLAM技术的相关研究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17级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答辩情况统计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导师 专业代码 专业 实践报告题目 备注

1 2017210829 周勇 男 王红军 085212 软件工程 基于fabric的区块链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2 2017210830 丛德铭 男 吴晓 085212 软件工程 基于高速公路监控视频的雾天检测算法研究

3 2017210831 何洪涛 男 彭博 085212 软件工程 基于区域层次相似度的图像目标分割方法研究

4 2017210832 崔晓宇 男 唐慧佳 085212 软件工程 面向离散制造车间的物流执行管控系统设计和实现

5 2017210833 朱斌 男 彭博 085212 软件工程 基于多层次目标区域的分割方法研究

6 2017210834 付文伟 男 彭强 085212 软件工程 基于web的报警管理系统

7 2017210835 蔡祖玉 女 楼新远 085212 软件工程 轻量级PRC框架的设计与实现

8 2017210836 胡书源 男 楼新远 085212 软件工程 基于MLP神经网络的网络零售平台商品分类

9 2017210837 向坤 男 马永强 085212 软件工程 山体滑坡监测系统

10 2017210838 景新 男 王淑营 085212 软件工程 试验数据管理系统研发及存储技术研究与应用

11 2017210839 许矾 男 吴晓 085212 软件工程 基于高速公路监控视频的车辆智能检测算法实现

12 2017210840 张敬尧 男 赵宏宇 085212 软件工程 基于深度学习的交通标志检测与识别

13 2017210841 杨艳辉 男 谭献海 085212 软件工程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4 2017210842 付治 男 王红军 085212 软件工程 基于Fabric的非中心化数据库的研究与实现

15 2017210843 章哲敏 男 龚勋 085212 软件工程 面向监控视频的人脸识别系统

16 2017210844 黄超 男 赵宏宇 085212 软件工程 基于机器学习的电商平台商品分类方法研究

17 2017210845 邱浩然 男 陈俊 085212 软件工程 基于SSM的网上诚信评估系统开发

18 2017210846 杨林 男 陈俊周 085212 软件工程 商业银行信用卡风险模型

19 2017210847 李佳骏 男 彭博 085212 软件工程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图像目标分割质量评价方法研究

第八组，

答辩时间：2019年3月22日(星期五)下午1:30   答辩地点：犀浦校区（X9501）   答辩秘书：曹汉坤（18683716286）



20 2016210646 樊东东 男 黄海于 085212 软件工程 基于深度学习的星际争霸II智能体的设计与实现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导师 专业代码 专业 实践报告题目 备注

1 2017210762 邢雪亮 男 蒋朝根 085210 控制工程 基于机器视觉的航空铆钉自动检测技术

2 2017210763 雷斯斯 女 张翠芳 085210 控制工程 基于改进鲸鱼算法和小波神经网络的短时交通流预测

3 2017210764 阳月 女 邹应全 085210 控制工程 基于3D激光雷达的无人车校园环境地图构建

4 2017210765 刘博 男 蒋朝根 085210 控制工程 铆钉筛选机控制系统设计与优化

5 2017210766 谭光鸿 男 侯进 085210 控制工程 基于视觉的自动驾驶交通场景理解系统研究

6 2017210767 曾海龙 男 张翠芳 085210 控制工程 基于群体智能优化算法的机器人路径规划

7 2017210768 章洪高 男 蒋朝根 085210 控制工程 基于Siamese网络的鲸鱼识别

8 2017210769 王凯金 男 华泽玺 085210 控制工程 高速铁路系统试验信息管理平台研究

9 2017210770 韩雁鹏 男 侯进 085210 控制工程 基于深度学习的道路目标检测研究

10 2017210848 朱海博 男 陈向东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基于FPGA的振动相位差检测系统

11 2017210849 陈玉明 男 艾兴阁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区间综合监控系统集成测试

12 2017210850 王浩超 男 罗斌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基于CPLD控制的光开关级联系统

13 2017210851 吕晋川 男 严余松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基于FPGA的视频采集系统的设计

14 2017210852 黎源 男 闫飞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基于时滞的高阶多智能体系统一致性算法研究

答辩时间：2019年3月22日(星期五)上午9:00   答辩地点：犀浦校区（X9322）   答辩秘书：殷成凤（13618012770）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17级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答辩情况统计表

第九组，



15 2017210853 柳成焕 女 杨扬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CTCS-3级列控系统仿真

16 2017210854 李姝欣 女 徐志根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列车驾驶仿真器TOD与HMI开发与行调仿真系统测试分析

17 2017210855 卢柯宇 男 邹喜华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基于运营数据的列车运行异常分析

18 2017210856 王峥 男 王恪铭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形式化方法系统开发在中的应用

19 2017210857 谢海金 女 王小敏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基于自适应粒子群算法的列车运行时间调整

20 2017210858 李屹 女 邓自刚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基于高温超导磁悬浮环形试验线定位的研究

21 2017210859 张浩骞 男 陈建译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列控数据审核方案设计

22 2017210860 王春林 男 文登敏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激光云台在线监测

23 2017210861 刘欢 女 艾兴阁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XJD-JS 型电务综合监督系统的数据配置

24 2017210862 王建超 男 郭进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高铁信号工程列控系统测试平台仿真接口

25 2017210863 周智利 女 王小敏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智能运维

26 2017210864 陈冠桥 男 徐志根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基于电务综合监督系统软件的数据配置

27 2017210865 杨璟 男 王小敏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轨道电路暂态过程研究

28 2017210866 黄春晓 女 邹应全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基于树莓派的数据采集通信及存储设计

29 2017210867 向婷 女 赵阳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基于CNN的密集人群密度估计与人群计数研究

30 2017210868 杨思豪 男 马永强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新建高速铁路联调联试及动态检测

31 2017210869 吴启琛 男 郭进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运营

32 2017210688 陈太波 男 张翠芳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HMM/Filler语音关键词识别系统

2019年3月15日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