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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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78 2017210692 姜月英 陈帆 ★电子与通信工程
加密图像可逆信

息隐藏

基于像素排序分类预测
的加密图像可逆信息隐
藏算法研究

类先富 罗明星 张生 邸志雄 张彬
20200524上

午8:30
冯涛18148130860

2 29 20201110 2017210737 黄梦雪 和红杰 ★电子与通信工程
加密域可逆信息

隐藏

基于像素低位翻转的密
文图像可逆性信息隐藏
算法研究

3 30 20201170 2017200572 吴振阳 罗明星 信息安全 深度预测
基于高效神经网络的单
目深度预测的研究

类先富 黄高勇 张生 邸志雄 张彬
20200524上
午10:00

冯涛18148130860

4 30 20201055 2017200560 罗梦焓 唐小虎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
基于深度学习的毫米波
波束赋形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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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20201171 2017210794 甘文波 蒋朝根 ★计算机技术 机器视觉
基于机器视觉和深度学
习的精密铆钉分检系统
设计

吴晓 侯进 邹应全 马永强 杨运平
20200523上

午8:30
冯涛18148130860

2 31 20201193 2017210801 王帮灿 蒋朝根 ★计算机技术 嵌入式系统
基于机器视觉的天然气
管道第三方破坏检测系
统

3 31 20201195 2017210762 邢雪亮 蒋朝根 ★控制工程
图像处理、系统

控制

基于机械手臂的工件缺
陷检测算法实现及其系
统控制设计

4 31 20201201 2017210765 刘博 蒋朝根 ★控制工程
智能信息处理与

智能控制
精密铆钉智能筛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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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20201013 2017200637 李毓磊 杨扬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全日制)交通运
输自动化控制系

统

基于CTCS-3级列控的
CTC仿真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

王小敏 邹应全 陈荣武 张亚东 郭爱波
20200519上

午9:00
马亮13688394839

2 32 20201065 2017210854 李姝欣 徐志根 ★交通运输工程
系统仿真、优化
与智能信息处理

基于CTC调度作业的铁
路多工种联合仿真培训
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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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议时间：
2020/5/24 08:30-
12:00
会议 ID：765 674
978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IEOa36
hLfesM

会议时间：
2020/5/23 08:30-
12:00
会议 ID：911 961
85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n5nZMt
kWbEpM

腾讯会议
会议主题：20200519
上午信息学院硕士毕
业答辩
会议时间：
2020/5/19 08:30-
14:00

点击链接直接加入会
议：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XjMsTF
C8IvI9

会议 ID：518 610



3 32 20201180 2017200638 史浩然 郭进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列控系统设备的

应用
CTCS-3级列控轨旁子系
统仿真平台设计与实现

4 32 20201175 2017210862 王建超 郭进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运输自动化

控制系统
RBC测试平台接口仿真
系统的研究

5 32 20201138 2017200634 何恬田 郭进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城轨列车运营大

数据
列车运行实绩的晚点分
析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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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20201248 2017210861 刘欢 艾兴阁 ★交通运输工程
安全关键系统的
测试与验证技术

基于无监督学习的轨道
电路故障诊断

张翠芳 张亚东 滕飞 张文芳 郭爱波
20200519下
午16:00

马亮13688394839

2 33 20201114 2017210857 谢海金 王小敏 ★交通运输工程
铁路信号设备智

能运维
基于维修日志挖掘的
ZYJ7型转辙机故障诊断

3 33 20201167 2017200523 姜达 王小敏 信息与通信工程
铁路故障文本挖

掘
基于车载设备维修日志
的故障知识图谱研究

4 33 20201067 2017200626 周芳 王小敏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道岔故障诊断
基于动作曲线压缩的道
岔故障诊断研究

5 33 20201217 2017210858 李屹 邓自刚 ★交通运输工程 计算机视觉
基于VIO的高温超导磁
悬浮实验车定位与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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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20201231 2017200644 郭欢 郭进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交通运输自动化

控制系统
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列
车测速定位算法研究

张翠芳 张亚东 陈荣武 王恪铭 张吉烈
20200526下
午16:00

马亮13688394839

2 34 20201210 2017200645 张瑞 杨扬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列车运行控制系

统

基于Unity3D的列车区
间运行三维仿真系统应
用研究

3 34 20201037 2017200633 王凌 郭进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列车节能运行优

化
地铁多列车节能运行场
景的仿真与能耗计算

4 34 20201073 2017200639 徐嘉驰 郭进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交通运输自动化

控制系统

基于GIS的列控数字轨
道地图和地图匹配算法
的研究

5 34 20201066 2017200627 周鑫 王小敏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智能故障诊断
基于深度学习的ZDJ9型
转辙机故障诊断研究

腾讯会议
会议主题：20200519
上午信息学院硕士毕
业答辩
会议时间：
2020/5/19 08:30-
14:00

点击链接直接加入会
议：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XjMsTF
C8IvI9

会议 ID：518 610

腾讯会议：
会议主题：20200519
下午信息学院硕士毕
业答辩
会议时间：
2020/5/19 15:30-
21:00

点击链接直接加入会
议：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kE2A9Y
DbgvXZ

会议 ID：893 954

腾讯会议
会议主题：20200526
下午信息学院硕士毕
业答辩
会议时间：
2020/5/26 15:00-
21: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D8hQ1p
uHOWME

会议 ID：949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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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20201007 2017200491 王佳煜 孙江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

学
电机驱动芯片设

计
一种适用于DDR供电的
LDO芯片设计

庄圣贤 向乾尹 白天蕊 邹应全 杨运平
20200519 晚

上6:30
杨华莉13881340310

2 35 20201178 2017210749 刘文鹏 陈向东 ★集成电路工程
数字、模拟及射
频集成电路设计

基于脉冲供电的催化燃
烧式气体传感系统

3 35 20201009 2017210693 王鹏 冯全源 ★电子与通信工程 射频手机天线
小型多频带WWAN/LTE手
机天线的研究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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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20201044 2017210750 王宁平 冯全源 ★集成电路工程
数字集成电路设

计
基于AMBA的CRC运算核
的设计与验证

庄圣贤 邸志雄 孙江 叶文霞 杨运平
20200519 晚

上8:30
杨华莉13881340310

2 36 20201152 2017200486 陈锦涛 冯全源 电路与系统 模拟集成电路
红外接收机中的自动增
益控制系统研究

3 36 20201001 2017200581 陈云鹏 邹应全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系统仿真、优化
与智能信息处理

基于 FPGA 的振动信号
采集与特征值计算

4 36 20201039 2017200490 杨翀 白天蕊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

学
功率半导体器件

逆导IGBT结构设计及仿
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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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20201010 2017210822 史哲 王淑营 ★计算机技术
云计算与互联网

技术
支持应用配置的工艺任
务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唐慧佳 邹应全 文登敏 滕飞 郭爱波
20200520 下

午2:00
杨华莉13881340310

2 37 20201015 2017210838 景新 王淑营 ★软件工程
云服务平台技术

与系统
汽车减震器试验管理系
统设计与实现

3 37 20201191 2017210842 付治 王红军 ★软件工程 软件开发
基于超级账本的农产品
溯源的设计与实现

答辩平台：腾讯会议
会议主题：2020年信

息学院硕士答辩
会议时间：

2020/5/19 18:30-
2020/5/19 23:3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cjhh2V

48Kpj3

答辩平台：腾讯会议
会议主题：2020年信

息学院硕士答辩
会议时间：

2020/5/19 18:30-
2020/5/19 23:3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cjhh2V

48Kpj3
会议 ID：875 817

231

答辩平台：腾讯会议
会议主题：2020年信

息学院硕士答辩
会议时间：

2020/5/20 14:00-
18: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v8tZ6F

jqLpg6

会议 ID：848 773
365



4 37 20201188 2017210829 周勇 王红军 ★软件工程 软件开发
基于超级账本的链盾授
权认证系统的研究与实
现

5 37 20201196 2017230091 郭文婧 蒋朝根 ★计算机技术 嵌入式系统
汽车主动防撞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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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20201105 2017210783 陈学勤 文登敏 ★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视觉
机场跑道外来物探测系
统的研究与实现

和红杰 龚勋 谭献海 王红军 范高生
20200521 下

午2:30
杨华莉13881340310

2 38 20201124 2017210694 陈智隆 郭伟 ★电子与通信工程 信息安全
空域图像自适应隐写算
法研究

3 38 20201134 2017210823 王超 洪西进 ★计算机技术
云计算与互联网

技术
有监督多层次图像分割
质量评价方法研究

4 38 20201169 2017210799 李衡 戴齐 ★计算机技术 人工智能
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幅图
像去雾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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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20201041 2017200579 罗朔 侯进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深度学习；目标

跟踪
基于深度学习的实时目
标跟踪算法研究

和红杰 张生 王红军 龚勋 向乾尹
20200520晚

上7:00
冯涛18148130860

2 39 20201225 2017200619 高子平 李天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视觉
基于深度学习的公路路
面裂缝图像识别技术研
究

3 39 20201166 2017200608 马小军 李天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云计算与智能技

术
基于尺度感知的图像分
割方法研究

4 39 20201115 2017200583 陈观业 侯进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深度学习；调制

识别
基于深度学习的自动调
制识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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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秘书

答辩平台：腾讯会议
会议主题：2020年信
息学院硕士答辩
会议时间：
2020/5/21 14:30-
18: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BvEzz9
xFGB0M

答辩平台：腾讯会议
会议主题：2020年信

息学院硕士答辩
会议时间：

2020/5/20 14:00-
18: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v8tZ6F

jqLpg6

会议 ID：848 773
365

会议时间：
2020/5/20 19:00-
22:30
会议 ID：784 370
72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uaUKZU
HY56wP



1 40 20201181 2017210683 李辉 张翠芳 ★电子与通信工程 智能信息处理
基于改进飞蛾扑火算法
的云服务组合研究

赵海全 张生 侯进 张文芳 张彬
20200519晚

上7:00
冯涛18148130860

2 40 20201036 2017210843 章哲敏 龚勋 ★软件工程 人脸识别
自适应正则化及权重中
心约束的人脸识别

3 40 20201238 2017200600 余佳懋 代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反馈和极化码在复合窃
听信道模型中的应用

4 40 20201141 2017210675 钟文 滕飞 ★电子与通信工程
无线信息传输技

术
基于表示学习的医学知
识图谱融合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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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20201027 2017200541 杨晓庆 范平志 信息与通信工程 自然语言处理
基于端到端记忆神经网
络的医学电子病历分类
与文本嵌入表示

郝莉 类先富 罗明星 张文芳 赵海全
20200524晚

上7:00
冯涛18148130860

2 41 20201056 2017200576 罗依莉 唐小虎 信息安全 区块链
基于SGX和区块链的可
问责数据共享方案

3 41 20201059 2017200538 陈婕 范平志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号与信息处理
基于多通道卷积神经网
络的非结构化医疗文本
多标签分类研究

4 41 20201123 2017200575 郑悦 唐小虎 信息安全 区块链
基于隐身地址的区块链
隐私保护身份统一认证
方案

5 41 20201147 2017200508 张骁辉 梁宏斌 信息与通信工程
车联网中资源优

化管理
基于强化学习的车联网
资源优化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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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20201083 2017210803 胡永奇 王红军 ★计算机技术 软件开发
招聘信息垂直搜索引擎
的设计与实现

陶宏才 王淑营 文登敏 陈帆 陈一山
20200520上

午8:30
殷成凤13618012770

2 42 20201142 2017210800 陈佳伟 唐慧佳 ★计算机技术 Web应用研发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
的设计与实现

3 42 20201102 2017210718 许翔 和红杰 ★电子与通信工程 卷积特征
基于卷积特征的图像检
索算法研究与设计

会议时间：
2020/5/19 19:00-
22:30
会议 ID：749 731
967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hmb9jr
Wt8x2M

会议时间：
2020/5/24 19:00-
22:30
会议 ID：931 868
522
会议密码：20524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2kGiMn
tRxElr

会议主题：交大硕士
答辩5月20日上午【
陶组】
会议时间：
2020/5/20 08:00-
12:3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kU2HB2
vmpITR

会议 ID：471 528
965



4 42 20201220 2017230089 李亚童 唐慧佳 ★计算机技术 系统开发
工程专业毕业要求达成
评价系统研发与主成分
分析应用

5 42 20201089 2017210807 郭明 朱焱 ★计算机技术
大数据可视化技

术
面向SVM模型的可视化
技术研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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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20201091 2017210744 郑少宇 郝莉 ★电子与通信工程
医学领域知识图
谱构建与应用

基于临床医学知识图谱
的常见病诊断辅助系统

李天瑞 侯进 刘恒 滕飞 范小九
20200521晚

上6:30
殷成凤13618012770

2 43 20201133 2017210818 王逍 冯军焕 ★计算机技术 深度学习
基于深度学习的电影票
房预测模型研究

3 43 20201080 2017210709 关炜 和红杰 ★电子与通信工程 语义分割
基于密集型特征融合网
络的高分遥感影像建筑
物提取算法研究

4 43 20201087 2017210847 李佳骏 彭博 ★软件工程 计算机视觉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图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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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20201106 2017200616 王美钰 吴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视觉
基于深度学习的夜间车
辆车灯及反光检测研究
与实现

彭强 黄海于 侯进 张文芳 范小九
20200520晚

上6:30
殷成凤 13618012770

2 44 20201199 2017210839 许矾 吴晓 ★软件工程 计算机视觉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速公
路拥堵场景下目标检测
算法优化研究

3 44 20201186 2017210705 姚迪 张祖涛 ★电子与通信工程 智能交通安全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高
铁司机 脑电疲劳检测
研究

4 44 20201093 2017210833 朱斌 彭博 ★软件工程 图像分割
基于图像多层次分割的
目标提取

5 44 20201136 2017210691 王颂雅 和红杰 ★电子与通信工程 图像修复
基于偏移量与结构稀疏
度的数字图像修复算法
研究

会议主题：交大硕士
答辩5月21日晚上 【
李组】
会议时间：
2020/5/21 18:00-
22: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TkJxDc
TjUFuY

会议 ID：388 484

会议主题：交大硕士
答辩5月20日晚上【
彭组】
会议时间：
2020/5/20 18:00-
22: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sjDlrM
BwTAJi

会议 ID：877 247
045

会议主题：交大硕士
答辩5月20日上午【
陶组】
会议时间：
2020/5/20 08:00-
12:3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kU2HB2
vmpITR

会议 ID：471 528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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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20201221 2017200571 彭德红 张文芳 信息安全
基于属性的密码

体制研究

云环境下支持追踪与撤
销的密文策略属性基加
密方案研究

唐小虎 和红杰 邓平 王平 张志勇
20200520下

午2:00
冯涛18148130860

2 45 20201022 2017200497 屈松林 刘林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
铁路无线通信空口监测
数据压缩算法研究

3 45 20201224 2017200505 许燕 张文芳 信息与通信工程
基于属性的可搜

索加密
基于属性的云数据可搜
索加密技术研究

4 45 20201179 2017200521 张胜 杨柳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号与信息处理
基于Raft算法的分布式
系统数据一致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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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20201118 2017200512 欧珂帆 和红杰 信息与通信工程
加密图像可逆信

息隐藏

基于差值重构编码的加
密图像可逆信息隐藏算
法研究

罗明星 刘刚 刘林 刘恒 陈一山
20200521下

午2:00
冯涛18148130860

2 46 20201241 2017210741 焦恒 张文芳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云端数据完整性
审计方案分析与

设计

云端数据完整性审计方
案分析与设计

3 46 20201064 2017210743 谭博夫 唐小虎 ★电子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
基于机器学习的
Massive MIMO信号检测
研究

4 46 20201211 2017200558 涂小杰 郭伟 信息与通信工程 音频被动取证
基于倒谱系数特征的合

成语音智能检测技术研
究

5 46 20201151 2017210715 毛传亚 汪晓宁 ★电子与通信工程
跳频信号参数估

计

噪声环境下基于优化核
函数的跳频信号参数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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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20201092 2017200615 张琴 陈红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库技术与数

据挖掘
基于粗糙集的重叠社区
发现算法研究

李天瑞 唐慧佳 侯进 胡节 范高生
20200522上

午8:30
冯涛18148130860

会议时间：
2020/5/20 19:00-
22:30
会议 ID：784 370
720
会议密码：2052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uaUKZU
HY56wP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会议时间：
2020/5/21 14:00-
17:3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FavgNC
2rsDLX
会议 ID：307 861
941
会议密码：20521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30
7861941# (中国大
陆)

会议时间：
2020/5/22 08:30-
12: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ss0Nu3
jl8wT3

会议 ID：360 919
108
会议密码：20522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36
0919108# (中国大
陆)



2 47 20201097 2017200603 王生武 陈红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云计算与智能技

术

粗糙集中基于鲸鱼算法
和模糊决策的特征选择
方法研究

3 47 20201157 2017200587 封云飞 陈红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挖掘
基于密度峰值和鲸鱼优
化算法的社区发现方法

4 47 20201153 2017210776 马敏博 滕飞 ★计算机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
面向医学领域的语料库
构建及实体关系抽取研
究

5 47 20201143 2017210812 张磊 滕飞 ★计算机技术
云计算与互联网

技术
高铁灾害监测数据可视
化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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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20201144 2017210830 丛德铭 吴晓 ★软件工程 计算机视觉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速公
路恶劣天气检测算法研
究与实现

李天瑞 王淑营 侯进 陈红梅 张蕾
20200520下

午2:30
殷成凤 13618012770

2 48 20201230 2017210846 杨林 陈俊周 ★软件工程 行人检测
面向复杂道路场景的小
尺度行人实时检测研究

3 48 20201068 2017210814 李春花 唐慧佳 ★计算机技术
云平台、软件开

发

基于云平台的汽车零部
件检验检测服务系统设
计与实现

4 48 20201165 2017210786 唐婷 黄文培 ★计算机技术
大数据分析与处

理

基于Hadoop的轨道客车
LCC数据管理与分析关
键技术研究

5 48 20201132 2017200648 翟冠霖 杨燕 软件工程 自然语言处理
面向教育大数据的方面
级别情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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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20201130 2017210797 白萌 滕飞 ★计算机技术
云计算与互联网

技术
基于远程监督的医学文
献关系抽取研究

唐慧佳 戴朋林 张新有 胡节 范高生
20200522下

午2:30
殷成凤 13618012770

2 49 20201156 2017210827 张丹 窦军 ★软件工程 软件测试与分析
基于混合SDN网络的节
点部署与节能机制研究

3 49 20201163 2017200593 陈丰琴 窦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互联网与网络技

术

基于Kubernetes集群容
器资源调度策略的研究
与设计

会议时间：
2020/5/22 08:30-
12: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ss0Nu3
jl8wT3

会议 ID：360 919
108
会议密码：20522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36
0919108# (中国大
陆)

会议主题：交大硕士
答辩5月20日下午【
李组】
会议时间：
2020/5/20 14:00-
18: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EPQaJh
KCEVeS

会议 ID：402 197
607

会议主题：交大硕士
答辩5月22日下午【
唐组】
会议时间：
2020/5/22 14:00-
18: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qg0JR9
dGQeKM

会议 ID：632 840
843



4 49 20201207 2017210775 刘鉴竹 戴齐 ★计算机技术 数据挖掘
高铁线路大风预警与时
限优化研究

5 49 20201032 2017200599 李敏 陶宏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库技术与数

据挖掘

基于关键词抽取的网络
博客自动文摘算法的研
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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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20201121 2017210702 秦文萍 马征 ★电子与通信工程
无线信息传输技

术

高铁场景下LTE空时编
码联合智能天线波束成
形技术研究

邓平 何蓉 汪晓宁 叶文霞 范高生
20200526下

午2:00
冯涛18148130860

2 50 20201235 2017210704 宋世磊 王平 ★电子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
Massive MIMO系统信道
估计算法研究及实现

3 50 20201057 2017210719 肖久夕 方旭明 ★电子与通信工程
无线与移动通信

网络

基于用户体验的点对多
点WLAN资源调度算法研
究

4 50 20201008 2017210717 梅杰 方旭明 ★电子与通信工程
无线与移动通信

网络
WLAN系统协作抗干扰机
制研究

5 50 20201232 2017210703 周亚峰 王平 ★电子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
MIMO-OFDM系统同步技
术研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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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20201070 2017200492 叶帅 邸志雄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

学
数字IC设计

JPEG-Lepton压缩技术
关键模块VLSI结构设计
研究

庄圣贤 汪志刚 孙江 白天蕊 张金利
20200526 晚

上6:30
杨华莉13881340310

2 51 20201223 2017200485 洪进 陈向东 电路与系统 湿度传感器
基于GOQD@SiO2核壳结
构超快湿度传感器及其
在语音识别方面的研究

3 51 20201014 2017210701 熊状 冯全源 ★电子与通信工程 天线原理与设计
基于新型磁介材料的宽
带小型化天线

4 51 20201021 2017210755 余林 冯全源 ★集成电路工程 功率器件
30V功率UMOSFET的研究
与设计

会议时间：
2020/5/26 14:00-
17:3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A5rWOW
3VPEgC

会议 ID：559 293
085
会议密码：20526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55
9293085# (中国大
陆)

答辩平台：腾讯会议
会议主题：
202005261830信息学
院硕士答辩[庄组]
会议时间：
2020/5/26 18:30-
23: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3V7v5G
1d4s4c

会议 ID：294 813
991

会议主题：交大硕士
答辩5月22日下午【
唐组】
会议时间：
2020/5/22 14:00-
18: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qg0JR9
dGQeKM

会议 ID：632 840
843



5 51 20201058 2017210678 杨伊琳 冯全源 ★电子与通信工程 模拟集成电路
可调谐高Q值四阶Gm-C
带通滤波器的研究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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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20201128 2017200524 何晓菲 方旭明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技术
密集部署场景下WLAN干
扰协调技术研究

邓平 龙彦 叶文霞 何蓉 刘刚
20200527上

午8:30

会议时间：
2020/5/27 08:30-
12: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冯涛18148130860

2 52 20201108 2017200543 王冰颖 方旭明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技术
低频WLAN下的干扰管理
研究

3 52 20201016 2017200544 李惟智 方旭明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与移动通信

网络

密集场景下基于中心控
制的毫米波网络波束管
理研究

4 52 20201023 2017200555 袁志强 方旭明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
基于集中控制方式的
WiFi MAC传输方案研究

5 52 20201026 2017200501 乔泓鑫 方旭明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与移动通信

网络
车联网中高低频协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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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秘书

1 53 20201054 2017200556 唐强 唐小虎 信息与通信工程 机器学习
基于深度学习的压缩图
像识别研究

和红杰 邸志雄 侯进 龚勋 范高生
20200527 上

午8:30

会议主题：5月27日

上午8:30 答辩 【和
组】
会议时间：

殷成凤13618012770

4 53 20201090 2017200533 吴艳萍 王红军 信息与通信工程 机器学习
基于曲线距离分析的嵌
入式聚类研究

3 53 20201172 2017200548 周果 马征 信息与通信工程
元启发式算法的

研究与应用
基于改进蝴蝶算法的路
径规划问题研究

4 53 20201192 2017200516 徐杨 陈帆 信息与通信工程 深度学习
基于CAM可视化和DSRG
的金属表面缺陷检查算
法研究

5 53 20201107 2017210689 许书 陈帆 ★电子与通信工程 深度学习
基于bit位修改的对抗
样本防御算法研究

答辩平台：腾讯会议
会议主题：
202005261830信息学
院硕士答辩[庄组]
会议时间：
2020/5/26 18:30-
23: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ncent.com/s/3V7v5G
1d4s4c

会议 ID：294 813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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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20201117 2017210752 刘壮 白天蕊 ★集成电路工程 功率半导体器件
HKMOS器件界面电荷的
影响分析和优化补偿

庄圣贤 孙江 罗斌 吴彦良 张金利
20200527 晚

上6:30

答辩平台：腾讯会议
会议主题：20200527
18:30信息学院硕士
答辩[庄组]

杨华莉13881340310

2 54 20201060 2017200484 蒋启均 汪志刚 电路与系统 功率半导体器件
多层异质结GaN HEMT的
特性研究

3 54 20201164 2017200561 李玲玲 冯全源 信息与通信工程 天线原理与设计
宽带多频圆极化微带天
线的研究与设计

4 54 20201208 2017200527 龙鑫 韦联福 信息与通信工程
(全日制)通信与

信息系统
基于偏振纠缠态的
Mach-Zehnder干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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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20201233 2017210711 丁士明 王平 ★电子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
面向5G的编解码算法研
究及FPGA实现

方旭明 和红杰 叶文霞 叶佳 陈一山
20200527晚

上7:00

会议时间：
2020/5/27 19:00-
22: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冯涛18148130860

2 55 20201187 2017210687 冯文沛 邓平 ★电子与通信工程
(全日制)无线信

息传输技术
跳频信号直接定位技术
研究

3 55 20201160 2017200570 陈丹 张文芳 信息安全 群组认证协议
面向铁路无线通信的群
组认证及密钥协商机制
研究

4 55 20201174 2017210723 侯文华 何蓉 ★电子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
IEEE802.11ax OFDMA系
统调度与资源分配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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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20201018 2017200625 凌珊 徐志根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交通运输自动化

控制系统

基于模型检测的区间占
用逻辑检查形式化建模
与验证

张翠芳 杨扬 张亚东 谭献海
尹万晨

（13982084499）
20200527晚
上 6:30

会议主题：5月27日
晚上 6:30 答辩  【
张组】
会议时间：
2020/5/27 18:30-
22:30

殷成凤13618012770



2 56 20201082 2017200632 徐慧斯 郭进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建模与软件测试
基于SSM的列控车载设
备测试用例生成方法研
究

3 56 20201103 2017200641 李亚 郭进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列车运行控制系
统建模与仿真

基于Prometheus的列控
系统运营场景多智能体
建模与仿真方法研究

4 56 20201149 2017210867 向婷 赵阳 ★交通运输工程 智能交通
地铁短时客流量预测与
客流密度估计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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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20201040 2017210764 阳月 邹应全 ★控制工程
智能信息处理与

智能控制

基于多线激光雷达的无
人车SLAM与重定位技术
研究与实现

张翠芳 闫飞 侯进 蒋朝根 杨运平
20200528上

午8:30

会议时间：
2020/5/28 08:30-
12: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
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

冯涛18148130860

2 57 20201240 2017200539 席超星 张祖涛 信息与通信工程
智能车辆环境感

知
基于室内护理机器人的
单目视觉里程计

3 57 20201096 2017210682 孙一航 邹应全 ★电子与通信工程
(全日制)无线信

息传输技术

便携式数字存储示波器
的时间交错并行采样设
计与实现

4 57 20201219 2017200592 沈俊材 戴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嵌入式系统
基于SoC RapidIO的DMA
传输的研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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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20201119 2017210837 向坤 马永强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数据

库
山体滑坡数据服务器的
设计与实现

张翠芳 张祖涛 陈帆 唐慧佳
尹万晨

（13982084499）
20200528晚
上 6:30

会议主题：5月28日
晚上6:30答辩【张组
】
会议时间：
2020/5/28 18:30-
22:30

殷成凤13618012770

2 58 20201159 2017210826 周伟浩 马永强 ★软件工程 计算机视觉
基于计算机视觉变电站
绝缘子闪络监测系统的
设计

3 58 20201125 2017210868 杨思豪 马永强 ★交通运输工程
现代交通信息系
统的理论及应用

重载铁路列车辅助驾驶
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 58 20201120 2017200582 龙中秀 华泽玺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智能信息处理
基于土质边坡数据分类
模型的滑坡预测研究与
实现

张翠芳 张祖涛 马永强 唐慧佳
尹万晨

（13982084499）
20200528晚
上 8:00

殷成凤13618012770

2 58 20201116 2017210769 王凯金 华泽玺 ★控制工程
(全日制)计算机
实时控制系统

基于射频载波技术的列
车定位系统研究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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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20201168 2017210831 何洪涛 彭博 ★软件工程 计算机视觉
基于区域层次相似度的
图像目标分割算法研究

李天瑞 侯进 张生 滕飞
范小九

（17780691202）
20200527晚
上 6:30

徐图（13348808019）

2 59 20201099 2017210805 王璟 彭强 ★计算机技术 多媒体信息技术
基于Faster RCNN算法
的智能安防系统框架设
计与实现

3 59 20201047 2017210819 杜章锦 龚勋 ★计算机技术 医学图像处理
基于注意力机制和困难
样本挖掘的乳腺超声图
像分割及分类

4 59 20201177 2017210821 贺梓然 陈俊周 ★计算机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
基于深度学习的英汉机
器翻译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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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