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1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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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教学首选平台学生登录方式）
答辩秘书

1 1 20201088 2017210780 张伍 陈红梅 计算机技术 数据挖掘
基于模糊粗糙集的并行
化高光谱波段选择

陶宏才 胡节 龙治国 陈帆 范高生
20200508上
午9:00

会议主题：2020年信息学院硕士答辩
会议时间：2020/5/8 09:00-12:00                      

会议 ID：153 411 142
点击链接直接加入会议：
https://meeting.tencent.com/s/5PSAsTp9

dee5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153411142# (中国大陆)
+85230018898,,,2,153411142# (中国香港)

根据您的位置拨号
+8675536550000 (中国大陆)

+85230018898 (中国香港)

冯涛18148130860

2 1 20201084 2017210788 张潇艺 王红军 计算机技术 软件开发
招聘信息与简历智能匹
配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3 2 20201129 2017200650 苟聪 李天瑞 软件工程
智能信息系

统
基于深度学习的沥青路
面裂缝检测方法研究

陈红梅 胡节 和红杰 龚勋 范高生
20200508上
午10:20

请您在10：20分直接加入会议即可                       
会议 ID：153 411 142                                

点击链接直接加入会议：
https://meeting.tencent.com/s/5PSAsTp9
dee5

冯涛18148130860

4 2 20201229 2017210778 李明娟 朱焱 计算机技术
数据挖掘；
隐私保护

面向隐私保护的社交僵
尸用户检测机制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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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教学首选平台学生登录方式）
答辩秘书

1 3 20201176 2017200573 周明芳 罗明星 信息安全
无线传感器

网络安全

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

认证研究
唐小虎 郭伟 汪晓宁 代彬 张金利

20200510下

午2:00

会议主题：2020年信息学院硕士答辩

会议时间：2020/5/10 14:00-18:00 
会议 ID：650 357 973                                
点击链接直接加入会议：
https://meeting.tencent.com/s/5TdnbBmc

1166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650357973# (中国大陆)
+85230018898,,,2,650357973# (中国香港)

根据您的位置拨号
+8675536550000 (中国大陆)
+85230018898 (中国香港)

冯涛18148130860

2 3 20201011 2017200526 姚红艳 赵宏宇
信息与通信

工程

毫米波
Massive 

MIMO预编码

技术

毫米波Massive MIMO预
编码技术研究



3 4 20201006 2017210700 张昊楠 代彬
电子与通信

工程
物理层安全

动作控制和反馈对带非

因果信道状态信息的窃
听信道模型安全容量的
影响

唐小虎 郭伟 赵宏宇 汪晓宁 张金利
20200510下
午3:30

请您在3：30分直接加入上一个会议即可 
点击链接直接加入会议：

https://meeting.tencent.com/s/5TdnbBmc
1166
会议 ID：650 357 973

冯涛18148130860

4 4 20201017 2017210676 王祉晴 刘刚
电子与通信

工程
车联网

下一代蜂窝V2X网络中协

作NOMA广播/多播通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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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教学首选平台学生登录方式）
答辩秘书

1 5 20201184 2017200569 汪旭 黄文培 信息安全 网络安全
基于机器学习的入侵检
测研究

和红杰 赵宏宇 张生 代彬 侯进
20200511上
午8:30

会议主题：2020年信息学院硕士答辩
会议时间：2020/5/11 08:30-12:00                     

会议 ID：301 574 076
点击链接直接加入会议：
https://meeting.tencent.com/s/5FHeqMK8

fb4a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301574076# (中国大陆)

+85230018898,,,2,301574076# (中国香港)

根据您的位置拨号

冯涛18148130860

2 5 20201081 2017200577 李一鑫 唐小虎 信息安全 区块链
基于区块链的共识算法
研究

3 5 20201052 2017200554 王芷芸 唐小虎
信息与通信

工程
机器学习

基于对抗深度学习的交
通流预测研究

4 5 20201071 2017200564 黄婷 郭伟
信息与通信

工程
音频被动取

证
基于深度学习的合成语
音检测算法研究

5 5 20201004 2017200540 李成文利 张翠芳
信息与通信

工程
智能信息处

理

基于多视图信息融合的
神经网络目标检测与识
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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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教学首选平台学生登录方式）
答辩秘书

1 6 20201069 2017210784 秦浪 彭强 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视觉
基于深度学习的无人机

检测方法研究
和红杰 赵海全 龚勋 侯进 范高生

20200511下

午2:00

会议主题：2020年信息学院硕士答辩
会议时间：2020/5/11 14:00-18:00

会议 ID：657 111 684
点击链接直接加入会议：
https://meeting.tencent.com/s/5lA40J6f

d86a

冯涛18148130860

2 6 20201028 2017210774 苏昕 彭强 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视觉
面向无人机场景的影像
分析方法应用研究

3 6 20201074 2017210795 朱守魁 吴晓 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视觉
基于深度学习的收银服
务规范性检测的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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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教学首选平台学生登录方式）
答辩秘书

1 7 20201042 2017200531 谢雪 邓平
信息与通信

工程
无线定位

基于散射体识别信息的
最优化定位算法研究

类先富 和红杰 侯进 赵宏宇 杨洋
20200511晚
上7:00

会议主题：2020年信息学院硕士答辩
会议时间：2020/5/11 19:00-23:00

会议 ID：124 461 414
冯涛18148130860

2 7 20201020 2017200550 唐莉 范平志
信息与通信

工程
信息与通信

工程

面向领域知识图谱的信

息抽取方法及其在医学
文本中的应用

1 8 20201002 2017200499 蒋君豪 方旭明
信息与通信

工程
信息与通信

工程
毫米波WLAN高低频协作
方案研究

类先富 侯进 汪晓宁 赵宏宇 杨洋
20200511晚
上8:30

请您在20：30分直接进入会议                          
会议主题：2020年信息学院硕士答辩

会议时间：2020/5/11 19:00-23:00
会议 ID：124 461 414

2 8 20201025 2017200532 姜自强 马征
信息与通信

工程
纠错编码

NAND闪存中基于缩短极
化码的纠错编码技术研
究

3 8 20201024 2017200542 顾润 马征
信息与通信

工程
纠错编码

应用于NAND闪存的QC-
LDPC码译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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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教学首选平台学生登录方式）
答辩秘书

1 9 20201101 2017200585 师恩 龚勋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计算机视觉

基于异构多分支网络的

超声图像病灶区 良恶性
自动诊断方法

 杨燕 陈红梅 张新有 谭献海 侯进
20200512下
午2:00

会议主题：2020年信息学院硕士答辩
会议时间：2020/5/12 14:00-18:00

会议 ID：581 814 289                                
点击链接直接加入会议：
https://meeting.tencent.com/s/5V2AhIh1
73f7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581814289# (中国大陆)
+85230018898,,,2,581814289# (中国香港)

根据您的位置拨号
+8675536550000 (中国大陆)
+85230018898 (中国香港)

冯涛18148130860

2 9 20201005 2017200598 王铃 陶宏才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数据库技术

与数据挖掘

基于LSTM的情感倾向与
互动率预测的研究与应
用

3 9 20201029 2017200594 石丽红 陶宏才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互联网与网

络技术

基于PSO-BP神经网络和
半监督学习的P2P平台信

用评估研究

4 9 20201045 2017200590 张继 王红军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机器学习

受限玻尔兹曼机特征表
达研究

5 9 20201050 2017200595 朱菁 邢焕来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虚拟机放置

与迁移

基于进化算法的云数据

中心虚拟机放置问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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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教学首选平台学生登录方式）
答辩秘书

1 10 20201214 2017210817 汪永斌 谭献海 计算机技术
网络与通信

技术
列车控制与服务网络流
量分类与监管

杨燕 戴朋林 龚勋 滕飞 陈一山
20200512晚
上7:00

会议主题：2020年信息学院硕士答辩
会议时间：2020/5/12 19:00-23:00

会议 ID：173 340 912                                
点击链接直接加入会议：
https://meeting.tencent.com/s/5qK3Dlc8

038e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173340912# (中国大陆)
+85230018898,,,2,173340912# (中国香港)

根据您的位置拨号
+8675536550000 (中国大陆)
+85230018898 (中国香港)

冯涛18148130860

2 10 20201003 2017210789 龚勋 王淑营 计算机技术
数据采集与

处理

流程型智能制造车间数
据采集与实时处理技术
研究与实现

3 11 20201072 2017210845 邱浩然 陈俊 软件工程
深度学习与

目标检测

基于改进YOLOv3的安全

帽检测算法研究与实现
杨燕 和红杰 龚勋 陈红梅 陈一山

20200512晚

上8:30

请您在20：30分直接进入会议

会议主题：2020年信息学院硕士答辩
会议时间：2020/5/12 19:00-23:00                     
会议 ID：173 340 912
点击链接直接加入会议：

https://meeting.tencent.com/s/5qK3Dlc8
038e

冯涛18148130860

4 11 20201140 2017210787 温鹏 楼新远 计算机技术 数据挖掘
基于BA_LSTM模型的城市
区域性交通流量预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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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教学首选平台学生登录方式）
答辩秘书

1 12 20201236 2017210735 王大刚 和红杰
电子与通信

工程

JPEG加密图
像可逆信息

隐藏

基于旋转游程编码对的
JPEG加密图像可逆信息
隐藏算法研究

罗明星 代彬 赵海全 龚勋 范高生
20200513上
午9:30

会议主题：5月13日 硕士生毕设答辩
会议时间：2020/5/13 08:30-12:30

点击链接直接加入会议：
https://meeting.tencent.com/s/5tBAR0p6
ee6c
会议 ID：628 826 106

殷成凤
（13618012770）

2 12 20201079 2017210721 刘传龙 和红杰
电子与通信

工程
语义分割

基于多阶段提纯及轻量
级网络的黑色素瘤图像
分割算法研究

3 13 20201034 2017200503 颜宇 和红杰
信息与通信

工程
图像分割

基于半监督和边界增强
的海马体分割算法研究

罗明星 侯进 赵海全 龚勋 范高生
20200513上
午10:40

殷成凤
（13618012770）



4 13 20201033 2017210779 闫龙 胡晓鹏 计算机技术
人脸活体检

测
人脸识别中的活体检测
研究

1.请各位同学及时与答辩秘书联系，做好答辩PPT，每生答辩自述15-20分钟。
2.接到秘书通知后及时填写各种答辩材料并签字（纸质版待返校后再整理签字）。
3.答辩同学请按答委要求在答辩时对本人所作的设计工作进行演示。
4.答辩为线上答辩，请答辩同学及时确认自己答辩的网络平台，熟练掌握其各项功能。网络平台会在答辩开始前半小时开放。 请答辩同学们提前三十分钟进入平台进行音频、视频、屏幕分享（含PPT展示、设计工作、程序演示）等
相关功能测试。
5.请各位同学全力保障答辩期间的网络和用电情况。若答辩过程中出现自身方面的网络或用电故障，后果自负。若遭遇不可抗情形，请于答辩前两天向秘书反馈。
6.本次线上答辩采取全程录音录像，期间同学们须严格执行答辩评委和秘书的指令，严禁出现任何与答辩无关的行为，否则后果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