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

1 33 20191068 2016210618 周恒学 王红军 ★计算机技术 机器学习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聚类研究 陶宏才 王淑营 滕飞 楼新远 张金利
20190516晚

6:00

犀浦校区

9204#

朱金宝

13982216451

2 33 20191138 2016210573 潘峰 张翠芳 ★控制工程 智能信息处理
基于改进R-NET的中文机器阅

读理解

3 33 20191107 2016210599 马思慧 唐慧佳 ★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毕业要求达成与持续改进评价

系统设计与实现

1 34 20191052 2016210644 刘波宁 翟东海 ★软件工程 图像修复
基于结构约束的生成对抗网络

图像修复改进算法研究
陶宏才 王淑营 戴朋林 楼新远 张金利

20190516晚

7:40

犀浦校区

9204#

朱金宝

13982216451

1 35 20191129 2016200652 李嵩 邢焕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功能虚拟化
基于PBIL的虚拟网络功能放置

问题研究
陶宏才 窦军 戴朋林 楼新远 张金利

20190516晚

8:10

犀浦校区

9204#

朱金宝

13982216451

2 35 20191073 2016210646 樊东东 黄海于 ★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
基于人工智能的星际争霸II智

能体研究与实现

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

1 37 20191044 2016200665 王心怡 翟东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字图像处理
基于不规则块的图像修复算法

研究
朱焱 楼新远 滕飞 杨柳 龚勋

20190517上

午8:30

犀浦校区

9236#

殷成凤

13618012770

2 37 20191080 2016200670 李玄基 彭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虚拟现实
基于HoloLens增强现实的关键

技术研究与实现

3 37 20191144 2016200565 张玉云 张翠芳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与信号处理
基于MTCNN和S-LBPH算法的多

人脸识别在课堂考勤中的应用

4 37 20191143 2016200713 朱立霞 李天瑞 软件工程
价值网与云服务平台

技术

面向智慧出行的铁路数据可视

化方法研究与实现

5 37 20191070 2016200674 田梦 王红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器学习 无监督相关成分分析

6 37 20191061 2016200651 李通 王红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器学习 基于聚类的神经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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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

1 38 20191076 2015210570 张杰 马永强 ★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编程在铁道技

术上的应用

基于64D型继电半自动闭塞的

控制程序生成方法设计
张翠芳 文登敏 余志斌 杨扬 尹万晨

20190518上

午8:30

犀浦校区

9132#

冯涛

18148130860

2 38 20191054 2016210657 唐梦玥 马永强 ★交通运输工程 轨道交通
现代有轨电车车载ATO软件的

设计与实现

3 38 20191056 2016210574 王红珠 华泽玺 ★控制工程 山体滑坡
基于随机森林的山体滑坡状态

监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4 38 20191046 2016210655 邓祎宁 郭进 ★交通运输工程 铁路设备安全性
基于列车状态数据的故障预测

与维修方法研究

5 38 20191057 2016210609 马超 马永强 ★计算机技术 机器视觉
基于机器视觉变电站入侵检测

的的设计与实现

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

1 39 工硕(在职) 2015230305 徐亮 蒋朝根 电子与通信工程
水电站泄洪闸门与水位与流量

联动自动控制可行性研究
张翠芳 马永强 文登敏 王红军 尹万晨

20190518下

午2:00

犀浦校区

9132#

冯涛

18148130860

2 39 20191155 2016200692 王天娇 杨扬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铁路信号
基于Unity3D的铁路信号机三

维建模及原理仿真

1 40 20191043 2016200657 奚雅雯 肖志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图形图像与视频处理

技术

基于自编码器和深度迁移的文

本分类技术研究
张翠芳 马永强 文登敏 王红军 尹万晨

20190518下

午3:30

犀浦校区

9132#

冯涛

18148130860

2 40 20191074 2016210548 桂瑶 黄海于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人工智能
脑科疾病智能诊断系统的研究

与实现

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

1 41 20191034 2016200544 陈雪 白天蕊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功率智能集成
用于SPIC的智能晶闸管器件研

究
庄圣贤 郑宗良 叶文霞 王平 张金利

201905118上

午9:00

犀浦校区

9133#

吴强

18628367859

2 41 20191037 2016210566 李东民 白天蕊 ★集成电路工程 功率半导体器件 功率槽型MOSFET开关特性研究



3 41 20191038 2016210567 王喜 白天蕊 ★集成电路工程 功率半导体器件
功率VDMOS器件的解析模型及

特性研究

4 41 20191091 2016200534 颜鑫 陈向东 电路与系统
信息感知、获取与处

理技术

O2O住房空气质量共享的检测

与评价系统设计

5 41 20191007 2016200612 杨秀慧 冯全源 信息与通信工程 天线原理与设计
基于分支线耦合器的RFID阅读

器天线设计与研究

1 42 20191092 2016200533 张钊 陈向东 电路与系统
信息感知、获取与处

理技术

基于多用户移动节点的体温监

护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庄圣贤 郑宗良 叶文霞 孙江 张金利

20190518下

午13:30

犀浦校区

9133#

吴强

18628367859

2 42 20191093 2016210572 杨亚玲 王平 ★集成电路工程 无线通信
SC-FDMA系统频偏估计技术研

究及FPGA实现

3 42 20191206 2016210570 王俊澄 王平 ★集成电路工程 通信
毫米波大规模MIMO系统预编码

研究与FPGA实现

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

1 43 20191191 2016210517 王天骄 黄文培 ★电子与通信工程 网络攻击与防御
SQL注入样本智能生成技术的

研究与实现
彭代渊 类先富 何蓉 戴朋林 涂宜峰

20190518上

午8:30

犀浦校区

9235#

曹汉坤

18683716286

2 43 20191141 2016210525 赵银辉 汪晓宁 ★电子与通信工程 跳频通信
基于原子分解的跳频信号参数

估计方法研究

3 43 20191139 2016210533 连城 张翠芳 ★电子与通信工程 智能信息处理
基于改进花朵授粉算法的小波

神经网络短时交通流预测

4 43 20191210 2016210529 李建军 杨柳 ★电子与通信工程 60GHz毫米波通信
60GHz毫米波通信的接入方案

研究

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

1 44 20191050 2016200614 吴千爽 邓平 信息与通信工程 伪卫星定位技术 北斗伪卫星网络定位算法研究 彭代渊 类先富 杨柳 李里 汪晓宁
20190518下

午1:00

犀浦校区

9235#

曹汉坤

18683716286

2 44 20191109 2016200604 张睿 方旭明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
基于AI的Wi-Fi系统接入控制

研究

3 44 20191133 2016200595 张超 范平志 信息与通信工程 边缘缓存
基于流行度预测的密集异构网

络在线热点视频缓存更新策略



4 44 20191102 2016200602 张影 方旭明 信息与通信工程 毫米波无线通信
60GHz毫米波WiFi分布式网络

下的波束管理研究

5 44 20191017 2016200597 张璐 郝莉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
NOMA技术在车联网 V2I通信中

的应用仿真研究

    注:请各位同学及时与答辩秘书联系，作好答辩PPT，每生答辩自述15-20分钟，按答委的要求在答辩时对本人所做的设计进行演示，请在接到秘书通知后按秘书要求填写各种答辩材料并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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