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负责人 所属学院 项目名称

1 蒋俊 材料学院 水泥基纳米多孔材料的研制

2 周世平 环境与资源学院 脉冲放电低温等离子体/电芬顿协同处理印染废水技术研究

3 涂道鑫 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国产CPU芯片的武警哨位健康监测系统的开发及示范应用

4 李晓英 材料学院 一种污水管道用抑菌活性粉末混凝土研究

5 霍建文 信息工程学院 变结构陆空球形机器人的优化设计与实现

6 罗国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基于深度学习方法的智能X-ray气胸的精准定量评估

7 王进虎 国防科技学院 丁丙诺啡迷药快速检测试纸研究

8 雷佳 环境与资源学院 基于微生物富集掺杂宏量制备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研究

9 石荣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校园软件开发及教学评价研究

1 陈璐 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无人机的面向公共安全的人群行为监控系统

2 潘岑琳 国防科技学院 RDX基含铝结构炸药设计及性能研究

3 孙元 国防科技学院 24GHz盲区监测汽车高架辅助驾驶雷达

4 仲琴 生命学院 菜籽油香味物质成分分析及增香剂研制

5 何智宇 校团委 放射性气溶胶压制剂制备工艺及评估技术研究

6 刘鑫莲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波驱动水下无人潜航器小型样机的研制

7 郭进 信息工程学院 锂电池组BMS算法实验平台及关键技术研究

8 曾丽 环资学院 粉煤灰微晶玻璃的制备及动力学机制

9 胡磊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大熊猫智能旅游服务机器人

10 李雪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一种具有保水性能与缓解热岛效应的透水混凝土研发

11 罗凯 材料学院 低碳环保型钛矿渣轻质砌块制备及性能研究

12 冯志强 国防科技学院 钛基烧绿石-硼硅酸盐玻璃陶瓷固化体的制备及浸出行为研究

13 荆琦 信息工程学院 自主导航隧道巡检无人机关键技术研究

14 贾金志 材料学院
具有介孔的六方氧化钨和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在超级
电容器中的应用

15 罗东山 环资学院 大理石尾矿制备碳酸钙晶须的技术研究

16 罗冰 环资学院 铜尾矿释硫-沉铁-制备磁性微晶玻璃的工艺基础及应用研究

17 庞杰 信息工程学院 水利工程隧洞病害的智能检测与分析系统

重点项目

培育项目



18 路丹丹 国家大学科技园企业 绿色多源热泵智能控制系统

19 李勇奇 理学院 基于DFB激光器直接耦合的光纤微透镜结构设计

20 朱虹茜 理学院 一种基于光子晶体光纤的高灵敏度压力传感器设计

21 顾小春 材料学院 LLM-105的绿色低成本合成技术研究

22 黎晓 环资学院 紫色土坡地粉垄耕作的活土保水增产效应研究

23 杜谨言 材料学院 电化学放大合成偶氮四唑含能材料关键技术研究

24 赵森 国家大学科技园企业 中国剪纸的科技型推广与创新创作

25 赖航 材料学院 页岩气井油基泥浆钻屑制备水泥熟料

26 梁丹 国防科技学院 偕胺肟基改性纤维的可控合成及对铀的吸附性能研究

27 陈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基于工业机器人的智能运动规划技术研究

28 廉杰 国防科技学院 超流量氨气煅烧制备高氮生物质碳材料及超级电容性能

29 付辉 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视觉感知的雾天清晰化图像复原

30 张驰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基于深度学习的胸部常见病变X线多标签诊断研究

31 时浩添 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改进AKF算法的SOC估算与BMS系统搭建

32 龚楷 信息工程学院 隔水管试压装置对位控制系统

33 明冉 环资学院 用于制造连续玄武岩纤维的玄武岩岩石矿物学特征研究

34 王可 环资学院 双亲性蒙脱石基纳米酶催化剂的构筑及应用研究

35 曾雪涵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模块化装配式民居的柔性基础隔震技术的研究

36 邓绍军 环资学院 旺苍县大河石墨矿钒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

37 穆俊儒 国家大学科技园企业 基于AR的同伴学习平台

38 钟怡龙 国防科技学院 高吸附性磁性膨润土复合材料制备研究

39 方帅 环资学院 攀西难选钛铁矿高效浮选分离的组合捕收剂应用开发研究

40 黄溢 国家大学科技园企业 松潘藏猪生态养殖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41 宋春江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一种新型吸能、抗爆组合墙板

42 王晨懿 信息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分布式锂电池管理系统

43 芮雪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基于BIM技术的公路工程质检计量资料在线编制与审批管理平台
研究

44 侯波 环资学院 石墨烯制备及导电涂料应用研究

45 鲜强 国防科技学院 AMP/SBA-15 新型复合材料的合成及其吸附铯研究

46 李旻择 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深度学习的实时人脸表情识别系统研究

47 李想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基于瞬态优化的自适应人体抗疲劳仿生座垫

48 熊鑫 信息工程学院 观光车用锂电池组续航能力监测方法研究



49 李冰雁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高延性自防水复合水泥基材料的研发与制备

50 喻开富 国防科技学院
基于多孔有序高效光热转化材料可控制备及其对铀的富集分离
研究

51 王舒娣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场行李车

52 陈林宇 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太赫兹光谱技术的道地中药材快速鉴定

53 李啸宇
核废物与环境安全国防
重点学科实验室

基于沸石咪唑酯MOFs的铀吸附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54 侯宇华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基于侧向开口散射器的短滤筒清灰理论与应用研究

55 李佳龙 国家大学科技园企业 基于环保大数据与云计算的空气质量监测微型站分布式系统

56 付海峰 环资学院 余热蒸汽制备超细镍铁渣微粉及消解机理的研究

57 葛修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基于机器学习的Android恶意软件检测方法研究

58 李红 环资学院 蒸汽动能磨制备优质超细钢渣矿物材料的提效研究

59 冯波 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视觉SLAM的AGV移动机器人系统设计

60 余洪浪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上部开孔散射器脉冲喷吹清灰性能机理研究

61 解颜岩 环资学院 TiO2/寡层金云母纳米片复合材料制备及光催化性能研究

62 李思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基于深度学习和DIBR的虚拟视点生成技术

63 刘泉澄 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太赫兹光谱的抗生素质量评价研究

64 张文 生命学院 一种水果成熟度无损检测的声学装置研制

65 袁诗俊 生命学院 纵条纹炭角菌中抗氧化活性成份分离及抗衰老活性探究

66 余杰 生命学院 胶原多肽纳米球选择性吸附分离含氟铀酰离子机理研究

67 刘磊 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单目视觉与惯性测量的SLAM方法研究

68 康兆勇 生命学院 厚朴叶抗氧化活性成分分提取与分离研究

69 张睿骁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不同场地条件下滑坡运动能量分布及其对建筑物的冲击作用研
究

70 谢滟馨 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改进型能量守恒和AKF的SOC估算技术

71 吕雄飞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不同粘度及温度对聚合物改性透
水混凝土的性能影响及应用研究

72 丁德胜 生命学院 基于超声协同辐照的鲜切香菇减菌钝酶研究

73 周祺杰 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机械臂运动控制关键技术研究

74 谢非 信息工程学院 家庭储能锂电池包节能策略与管理系统

75 李婷 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深度学习的强辐射图像去噪

76 田秀泉 国防科技学院
超轻碳气凝胶对木质纤维素乙醇转化过程抑制物的去除作用及
机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