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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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91004 2016200542 李俊宏 冯全源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基于动态误差消除技术的
Sigma-Delta调制器的研究与
设计

庄圣贤 汪志刚 白天蕊 史燕 郑鑫
20190511上

午8:30
犀浦校区
9134#

吴强
18628367859

2 1 20191005 2016200540 冯金荣 冯全源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功率器件
NJFET耐压与TMBS终端耐压的
研究

3 1 20191094 2016200536 张子茹 陈向东 电路与系统
传感器技术与信息

处理
基于车载PQCR-PSL传感器的
路面损坏监测系统

4 1 20191089 2016200541 李磊 陈向东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信息感知、获取与

处理技术
基于图像识别的岩土湿度在
线检测系统

5 1 20191013 2016200538 刘林志 向乾尹 电路与系统
射频、微波电路与

系统
可调射频滤波与匹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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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191001 2016210568 赵磊 冯全源 ★集成电路工程 功率MOSFET 650V功率MOSFET的优化设计 庄圣贤 汪志刚 白天蕊 史燕 郑鑫
20190511下

午2:00
犀浦校区
9134#

吴强
18628367859

2 2 20191002 2016210571 杨志强 冯全源 ★集成电路工程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基于斩波调制及动态元件匹
配技术的带隙基准的设计

3 2 20191003 2016210563 周庭旭 冯全源 ★集成电路工程
数字集成电路物理

设计

低功耗 UHF RFID 标签芯片
的数字集成电路后端物理实
现

4 2 20191136 2016210519 王益峰 叶文霞 ★电子与通信工程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一种高精度带隙基准源的设
计

5 2 20191006 2016210526 龚敏 冯全源 ★电子与通信工程 功率器件
沟槽式肖特基势垒二极管电
学性能研究

6 2 20191096 2016210564 吴坤 陈向东 ★集成电路工程
信息感知、获取与

处理技术
基于脉搏信号的可穿戴社交
情绪分析系统

7 2 20191090 2016210565 陈家敏 陈向东 ★集成电路工程
信息感知、获取与

处理技术

基于FPGA动态可重构神经网
络的可燃气体燃爆状态分析
系统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18-2019学年第2学期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集中答辩通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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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91063 2016210527 吴佩军 侯进 ★电子与通信工程
深度学习；调制识

别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多进制
相位调制信号识别

唐小虎 罗明星 和红杰 陈帆 范高生
20190508下

午2:00
犀浦校区
9135#

朱金宝
13982216451

2 3 20191018 2016210520 何子庆 翟东海 ★电子与通信工程
图像处理、深度学

习
基于增强深度学习的医疗MRI
图像处理研究

3 3 20191125 2016210540 孙海锋 张文芳 ★电子与通信工程 信息安全与密码学
基于拜占庭容错的联盟链共
识算法研究

1 4 20191111 2016210538 王燕妮 陈帆 ★电子与通信工程 数字图像取证
基于DCT域CNN的二次JPEG压
缩检测与定位算法研究

唐小虎 罗明星 和红杰 张吉烈 范高生
20190508下

午4:00
犀浦校区
9135#

朱金宝
13982216451

2 4 20191075 2016210512 刘佳 陈帆 ★电子与通信工程 图像描述
基于深度循环卷积网络和时
空信息融合的图像描述算法
研究

1 5 20191110 2016210539 陈志为 方旭明 ★电子与通信工程 毫米波无线通信
毫米波WiFi分布式网络切换
方案研究

唐小虎 罗明星 李里 何蓉 范高生
20190508晚

上6:30
犀浦校区
9135#

朱金宝
13982216451

2 5 20191114 2016210553 李玲 方旭明 ★电子与通信工程 毫米波无线通信
毫米波WLAN鲁棒性与吞吐量
提升研究

3 5 20191126 2016210542 欧阳聪 杨柳 ★电子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技术
基于海量M2M业务的两级接入
控制方案的研究及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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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91088 2016200629 窦文 王宏霞 信息安全 音频被动取证
基于内容的伪造语音盲检测
技术研究

彭代渊 和红杰 邢焕来 黄文培 赵宏宇
20190509上

午8:30
犀浦校区
9347#

胡文帅
15528120125

2 6 20191153 2016200632 尹大雪 唐小虎 信息安全 存储编码 二元存储编译码算法研究

3 6 20191119 2016200628 田锟 王宏霞 信息安全 视频信息隐藏
基于可逆信息隐藏的视频差
错掩盖算法研究

1 31 20191193 2016200630 贺诗洁 黄文培 信息安全 网络攻击与防御
APT攻击中的DNS隐蔽隧道技
术研究

彭代渊 和红杰 邢焕来 窦军 赵宏宇
20190509上
午10:00

犀浦校区
9347#

胡文帅
15528120125

2 31 20191204 2016200636 李枫宸 唐小虎 信息安全 应用编码
基于Hadoop分布式存储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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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191072 2016210549 甄炯焘 王宏霞 ★电子与通信工程 视频信息隐藏
基于帧间编码的H.264视频信
息隐藏算法研究

彭代渊 侯进 黄文培 罗明星 范高生
20190510上

午8:30
犀浦校区
9458#

朱金宝
13982216451

2 7 20191015 2016210552 李鑫 代彬 ★电子与通信工程 物理层安全
反馈在一些通信信道物理层
安全中的作用

3 7 20191120 2016200627 唐筱旭 王宏霞 信息安全
H.264/AVC视频信

息隐藏
基于H.264/AVC的视频可逆信
息隐藏技术研究

1 8 20191051 2016210541 吴文丰 张文芳 ★电子与通信工程 密码学、信息安全
基于LTE-R的车地安全认证机
制研究

彭代渊 侯进 黄文培 郭伟 范高生
20190510下

午2:00
犀浦校区
9458#

朱金宝
13982216451

2 8 20191151 2016210543 王祎云 张文芳 ★电子与通信工程 信息安全/密码学
云环境下属性基和同态密码
机制研究

3 8 20191115 2016210562 韦乔 罗明星 ★电子与通信工程 信息安全 无线传感网络身份认证研究

4 8 20191142 2016210550 李浩男 罗明星 ★电子与通信工程 信息安全
基于接收信号强度的无线物
理层密钥提取方法研究

1 8 20191039 2016210558 郑梦阳 陈帆 ★电子与通信工程
图像加密域可逆信

息隐藏
基于直方图平移的JPEG比特
流安全加密算法研究

1 9 20191177 2016210515 湛旭 陈帆 ★电子与通信工程
数字图像中值滤波

取证

余弦相似度与局部二值模式
融合特征的图像中值滤波篡
改检测算法研究

彭代渊 侯进 黄文培 张生 范高生
20190510晚

上7:00
犀浦校区
9458#

朱金宝
13982216451

2 9 20191180 2016210547 王胜漪 张家树 ★电子与通信工程 图像理解
光子遥感图像语义分割与目
标提取算法研究

3 9 20191099 2016210545 陈庆 赵宏宇 ★电子与通信工程 AVS2视频编码
AVS2快速帧内预测模式选择
算法与算术编码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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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191174 2016210653 樊闯 郭进 ★交通运输工程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模拟与研究
C3列控系统仿真环境模拟器
研究

王小敏 马永强 文登敏 张亚东 尹万晨
20190511上

午8:30
犀浦校区
9132#

马亮
13688394839

2 10 20191122 2016210651 刘国波 闫飞 ★交通运输工程 多智能体协同控制
基于方位刚性的多智能体主
从编队控制研究

3 10 20191156 2016210659 王秀峰 杨扬 ★交通运输工程 铁路信号控制
基于Unity3D的ZD6型转辙机
三维建模与仿真研究

4 10 20191145 2016210658 尤嘉成 杨扬 ★交通运输工程 铁道信号控制
三维仿真技术在计算机联锁
工程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5 10 20191170 2016210649 罗哲明 邹应全 ★交通运输工程 智能信息处理
基于希尔伯特-黄变换的桥梁
动力特性数据采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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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0191166 2016200687 李旭东 艾兴阁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交通运输自动化控

制系统

基于GNSS/DR/LTE-R的高速列
车组合定位方法的研究及仿
真

王小敏 邹应全 文登敏 杨扬 马永强
20190511下

午2:00
犀浦校区
9132#

马亮
13688394839

2 12 20191201 2016200690 单国超 徐志根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城市交通信息工程
及控制系统的研究

基于半监督增量学习的高速
铁路道岔故障诊断

3 12 20191113 2016200686 陈海欢 徐志根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交通运输自动化控

制系统
基于深度学习的电液式道岔
转辙机故障诊断研究

4 12 20191164 2016200689 蔡金鑫 徐志根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交通运输自动化控

制系统
铁路信号系统安全计算机平
台中双机热备机制研究

5 12 20191163 2016200685 徐绍俊 徐志根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交通运输自动化控

制系统
基于SA-BP神经网络的地铁
ATP车载设备故障诊断

1 13 20191207 2016200695 王康 郭进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可靠性与安全性
CBTC列车追踪折返的计算与
优化

王小敏 张亚东 文登敏 杨扬 马永强
20190511晚

上6:30
犀浦校区
9132#

马亮
13688394839

2 13 20191171 2016200698 葛淼 郭进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可靠性和安全性
铁路设备的剩余寿命预测及
维修策略研究

3 13 20191104 2016200702 苏丽娜 郭进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轨道电路分路不良

故障诊断
基于改进VMD和特征筛选的
轨道电路分路不良故障诊断

4 13 20191162 2016200699 王嗣策 郭进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列控系统车载设备
自动化测试的研究

车载ATP测试平台的测试脚本
自动生成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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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0191161 2016200696 彭丽维 杨扬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铁道信号控制
基于图元模型的联锁表自动
生成软件实现

王小敏 马永强 张亚东 谭献海 倪少权
20190512上

午8:30
犀浦校区
9132#

马亮
13688394839

2 14 20191165 2016200700 刘羽 杨扬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铁路信号控制
基于继电逻辑的信号系统中
电路图软件设计

3 14 20191012 2016200703 张铭瑶 陈荣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城市交通信息工程
及控制系统的研究

全自动车辆段ATS系统的研究
与仿真

4 14 20191010 2016200693 杨帆 陈荣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城市交通信息工程
及控制系统的研究

车辆基地作业计划编制系统
的研究与实现

5 14 20191011 2016200704 向美柱 陈荣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城市交通信息工程
及控制系统的研究

基于三维视景的全自动驾驶
行车模拟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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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0191149 2016200548 王旌舟 唐小虎 信息与通信工程 智能信息处理
中文文本分类技术研究及应
用

彭代渊 张生 黄文培 余志斌 赵海全
20190511上

午8:30
犀浦校区
9133#

曹汉坤
18683716286

2 15 20191040 2016200546 曾汐 肖志辉 信息与通信工程 通信与信息系统
基于源滤波器听觉感知的说
话人识别鲁棒性研究与分析

3 15 20191137 2016200581 刘晓华 赵宏宇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道编码
Polar码非递归SCL译码算法
的定点数实现及其在BICM／
SCMA系统中的性能研究

4 15 20191187 2016200562 管桂林 张文芳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安全
基于属性签名算法关键技术
研究

1 16 20191203 2016200580 余东海 张文芳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安全密码学
无线体域网中具有条件隐私
保护的匿名认证方案研究

彭代渊 张生 黄文培 余志斌 赵海全
20190511下

午2:30
犀浦校区
9133#

曹汉坤
18683716286

2 16 20191082 2016200587 郭俊 陈帆 信息与通信工程
加密图像可逆信息

隐藏
基于预测误差的加密图像可
逆信息隐藏算法研究

3 16 20191154 2016200589 印保全 陈帆 信息与通信工程
加密图像可逆信息

隐藏
加密图像可逆信息隐藏中图
像加密算法的安全性研究

4 16 20191192 2016200623 郭帅龙 陈帆 信息与通信工程 隐私保护
基于几何变形的可逆人脸隐
私保护算法研究

1 17 20191065 2016200569 杨蕊檄 王宏霞 信息与通信工程 音频被动取证 声学事件检测技术研究 彭代渊 张生 赵宏宇 余志斌 赵海全
20190511晚

上6:30
犀浦校区
9133#

曹汉坤
18683716286

2 17 20191066 2016200568 刘雨灵 侯进 信息与通信工程 深度学习
基于CNN和SVM的无线电同频
干扰检测

3 17 20191048 2016200682 胡友章 陈俊周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计算机视觉 ，图

像语义分割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城市场
景语义分割研究

4 17 20191202 2016200571 李炬 黄文培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与信号处理
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图像修
复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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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0191108 2016200601 肖冰言 类先富 信息与通信工程 智能交通系统
基于Cell-ID定位数据的居民
职住地识别与通勤轨迹提取
技术研究

邓平 邢焕来 刘林 陈帆 罗明星
20190513上

午8:30
犀浦校区
9347#

曹汉坤
18683716286

2 18 20191160 2016200613 黄玲玲 类先富 信息与通信工程 智能交通系统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城市网
格化人流移动预测分析

3 18 20191128 2016200559 周国剑 类先富 信息与通信工程 网络通信
基于主题模型的安全搜索过
滤技术研究



4 18 20191106 2016200563 骆德腾 类先富 信息与通信工程 网络通信
基于长短滑动窗口的自适应
增强TCP网络编码技术研究

5 18 20191008 2016200567 刘邦国 类先富 信息与通信工程 网络通信
网络PDF文档敏感内容防控系
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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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0191026 2016200658 常晓静 杨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数据分析与挖掘 多视图构建模型研究 李天瑞 陈红梅 陈帆 文登敏 唐慧佳
20190508上

午8:00
犀浦校区
9135#

殷成凤
13618012770

2 19 20191023 2016200659 任朝淦 杨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 面向领域的智能搜索研究

3 19 20191020 2016200660 曾旭禹 杨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数据分析与挖掘
基于变分矩阵分解的电影推
荐系统设计与应用

4 19 20191021 2016200705 王东杰 杨燕 软件工程 深度学习
基于深度学习的交通出行大
数据分析与应用

5 19 20191053 2016200716 江忠钱 龚勋 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与模式识

别
快速行人检测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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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191131 2016200669 杨蜀岽 吴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多媒体信息处理
基于时空关系增强的人体动
作识别算法研究与实现

杨燕 龚勋 陈帆 陈红梅 彭博
20190509上

午8:00
犀浦校区
9349#

殷成凤
13618012770

2 20 20191085 2016200673 李仁宏 吴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多媒体信息处理
基于轻量级卷积神经网络的
烟雾检测算法研究

3 20 20191036 2016200711 易小群 李天瑞 软件工程
价值网与云服务平

台技术
面向智慧出行的酒店评论数
据可视化技术研究与实现

4 20 20191140 2016200661 朱磊 李天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价值网与云服务平

台技术
基于深度学习的交通事故风
险预测研究与实现

5 20 20191014 2016200611 唐瑞 类先富 信息与通信工程 智能交通系统
基于混合算法优化小波神经
网络的短时交通流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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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0191024 2016210590 刘月 翟东海 ★计算机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
基于嵌套LSTM的中文新闻文
本分类研究

李天瑞 邢焕来 杨慧 彭博 陈一山
20190510上

午8:30
犀浦校区
9133#

殷成凤
13618012770

2 21 20191169 2016210640 韩晓雨 洪西进 ★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与模式识

别
面向多场景的行人重识别的
研究

3 21 20191172 2016210617 李耘书 滕飞 ★计算机技术 云计算与智能技术
Hadoop平台性能预测与调优
方法研究

1 21 20191055 2016210632 刘瑞楠 龚勋 ★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及模式识

别
RGB-D重建及多模态特征融合
的人脸识别

李天瑞 邢焕来 胡晓鹏 彭博 陈一山
20190510上
午10:00

犀浦校区
9133#

殷成凤
13618012770

2 21 20191030 2016210630 彭飞 楼新远 ★软件工程 软件设计与开发
基于SubSonic的快速开发框
架的研究与应用

3 21 20191031 2016210641 杨宇帆 马征 ★软件工程 智能信息系统
高速铁路建设工程施工质量
管控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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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0191182 2016210587 毛三 彭强 ★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视觉与多媒

体处理
基于深度学习的保险柜状态
检测研究与实现

李天瑞 陈红梅 翟东海 赵宏宇 杨运平
20190514上

午8:30
犀浦校区
9404#

冯涛
18148130860

2 22 20191205 2016210643 王赵威 彭强 ★软件工程
视频编码与神经网

络
基于神经网络的HEVC整帧丢
失差错掩盖研究

3 22 20191062 2016210578 马浩 龚勋 ★计算机技术
人工智能与模式识

别
面向监控视频、复杂场景的
人脸识别算法研究

4 22 20191195 2016210626 杨荣来 陈俊 ★软件工程 图像处理
基于双目测量以及图像处理
的铁路道口障碍物检测系统

5 22 20191198 2016210603 王超贺 戴齐 ★计算机技术 数据挖掘
基于多模型集成的广告点击
率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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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0191049 2016200664 胡婕 陶宏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挖掘与数据库
基于深度学习的领域问答系
统的研究与实现

彭强 文登敏 窦军 龚勋 和红杰
20190515上

午8:30
犀浦校区
9301#

殷成凤
13618012770

2 23 20191105 2016200715 谭莉 陶宏才 软件工程 智能信息系统
基于Docker与Kubernetes的
容器云平台的研究与实现

3 23 20191059 2016200640 桂梅书 侯进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计算机图形学
真实感全局光照算法的研
究：从离线到实时



4 23 20191027 2016200712 曹宇 李天瑞 软件工程
价值网与云服务平

台技术
基于深度学习的中文文本情
感分析研究

5 24 20191022 2016200668 宁尚明 李天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云计算与智能技术 分布式云平台资源优化研究 彭强 文登敏 窦军 谭献海 和红杰
20190515上
午10:30

犀浦校区
9301#

殷成凤
13618012770

6 24 20191112 2016200717 高宇 陶宏才 软件工程 嵌入式软件技术
基于云原生的拓扑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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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0191016 2016210554 周湘 张祖涛 ★电子与通信工程 信息与信号处理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铁驾驶员
EEG 警觉度检测方法研究

张翠芳 邹益胜 赵春发 张吉烈 陈一山
20190511上

午9:00
犀浦校区
9101#

冯涛
18148130860

2 25 20191084 2016210557 赵全妍 唐小虎 ★电子与通信工程
信号去噪与调制模

式识别
基于VMD的信号去噪与调制模
式识别

3 25 20191067 2016200577 李倩 黄海于 信息与通信工程
网格计算，分布式

计算及云计算
基于HST-DCSP的接口设计与
仿真故障预测

4 25 20191158 2016210647 李聪聪 王小敏 ★交通运输工程
深度强化学习在交
通控制中的应用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城市道
路交通系统信号控制策略研
究与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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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0191097 2016200643 熊纹洋 顾国祥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机器视觉与智能机

器人
基于嵌入式GPU 的物体跟踪
算法研究与实现

张翠芳 尹万晨 赵春发 张吉烈 陈一山
20190511下

午2:00
犀浦校区
9101#

冯涛
18148130860

2 26 20191064 2016200644 徐茂 侯进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深度学习计算机视

觉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自动调
制识别技术的研究

3 26 20191186 2016200642 王丹 邹应全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智能控制与智能信

息处理
双体无人船运动建模及自主
航行控制设计

4 26 20191168 2016200641 刘鹏 邹应全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振动数据采集系统
基于多处理器的多通道振动
数据采集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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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0191047 2016210585 陈可 龚勋 ★计算机技术 行人检测及重识别
面向复杂场景的行人自动检
测及重识别

赵海全 翟东海 文登敏 王淑营 范高生
20190512上

午9:00
犀浦校区
9101#

冯涛
18148130860



2 27 20191121 2016210627 易心一 龚勋 ★软件工程 智能医疗
面向小样本及数据不平衡问
题的超声图像自动分类

3 27 20191086 2016210608 位雪勇 吴晓 ★计算机技术 多媒体信息处理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速公路目
标检测与细分类研究及实现

4 27 20191132 2016210625 许晓 黄海于 ★软件工程
数字娱乐与人机交

互
多人虚拟现实服务器平台的
设计与实现

5 27 20191175 2016210589 孙昊 彭博 ★计算机技术 图像分割质量评价
基于聚类学习的目标分割质
量评价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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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0191028 2016210586 陈超 李天瑞 ★计算机技术
云计算与互联网技

术
城市公共交通数据可视化研
究与实现

陶宏才 王淑营 文登敏 韩敏 范高生
20190512下

午2:00
犀浦校区
9101#

冯涛
18148130860

2 28 20191029 2016210622 周芯宇 邢焕来 ★计算机技术
网络功能虚拟化,
元启发式算法, 并

行计算

基于元启发式算法的VNF部署
及其并行化

3 28 20191173 2016210583 唐浩雲 齐华 ★计算机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
基于LSTM和STCL3d网络的城
市短时交通流预测研究

4 28 20191032 2016210536 沈明杰 马征 ★电子与通信工程 信息数据处理
基于三维点云的既有线整正
优化设计系统的实现

5 28 20191194 2016210620 樊鑫 陈红梅 ★计算机技术 智能信息处理
基于粗糙集的混合数据的半
监督特征选择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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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0191181 2016200678 张江楠 谭献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通信
即时通信网络流量特性分析
研究

陶宏才 窦军 王淑营 张新有 余志斌
20190513上

午8:30
犀浦校区
9404#

冯涛
18148130860

2 29 20191045 2016200677 张芳娟 杨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数据分析与挖掘
基于多视图和分类集成的高
校助学金预测

3 29 20191035 2016200672 赵尘 戴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挖掘
组合预测式容器弹性伸缩方
案的研究与实现

4 29 20191146 2016200649 黄祥杰 谭献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网络 软件即服务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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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0191178 2016200557 唐堂 邹喜华 信息与通信工程 光载无线通信
基于子载波索引调制的光载
无线通信技术

潘炜 易安林 郑狄 罗斌 杨运平
20190513上

午8:30
犀浦校区
9458#

李阳
18180981164

2 30 20191176 2016200593 刘璞宇 邹喜华 信息与通信工程 微波光子学
基于直调微波光子链路的一
机多天线GNSS技术研究

3 30 20191179 2016200554 程海霞 邹喜华 信息与通信工程 微波光子学
基于调频微波光子信号的测
距测速研究

1 30 20191150 2016200609 刘军 闫连山 信息与通信工程
高速铁路控车场景

研究
高速铁路控车场景的功能仿
真设计与虚拟化测试

潘炜 易安林 郑狄 邹喜华 杨运平
20190513上
午10:00

犀浦校区
9458#

李阳
18180981164

2 30 20191009 2016200586 郭仪 叶佳 信息与通信工程 光纤通信
面向数字型光载无线系统的
信号处理技术

3 30 20191148 2016210531 郭建南 叶佳 ★电子与通信工程 光载无线通信
光载无线通信接收端实时数
字信号处理技术

1 30 20191147 2016200596 刘大洲 罗斌 信息与通信工程 光纤传输
多通道微波信号光纤同步交
换技术研究

潘炜 易安林 张志勇 邹喜华 杨运平
20190513上
午11:30

犀浦校区
9458#

李阳
18180981164

2 30 20191197 2016210535 史镜名 郑狄 ★电子与通信工程 光纤光栅传感
基于光纤光栅传感的超声无
损检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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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20191212 2016200615 李虹叶 刘林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与深度学

习
基于深度学习的信道译码算
法研究

郝莉 李里 杨柳 类先富 汪晓宁
20190511上

午8:30
犀浦校区
9201#

李阳
18180981164

2 32 20191116 2016200591 谭梦 方旭明 信息与通信工程 毫米波无线通信
毫米波WLAN中空间复用技术
研究

3 32 20191117 2016200560 毛仲浩 刘林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
基于深度学习的通信信号调
制识别算法研究

4 32 20191124 2016200606 刘天俊 范平志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技术
基于正交时频空（OTFS）系
统的导频序列设计与信道估
计

5 32 20191058 2016200617 余秋萍 唐小虎 信息与通信工程 物理层序列设计
面向60GHz毫米波系统信道绑
定场景的低峰均比STF序列设
计

6 32 20191033 2016200576 吴博 马征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
基于DVB-S2标准的LDPC并行
译码算法研究与GPU实现

7 32 20191200 2016200582 李林 刘林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深度学

习
基于深度学习的物理层接收
机模型设计

8 32 20191103 2016200608 陈贺玮 方旭明 信息与通信工程 毫米波无线通信
密集场景下毫米波WLAN资源
管理技术研究



2019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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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