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学号 院系名称 申报课题题目

林磊 15110140006 历史学系 北平沦陷时期的史家与史学

张梦妍 15110140015 历史学系 云南遗存梵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周金泰 15110140018 历史学系 汉代博物文献与博物文化研究

王闯闯 15110140024 历史学系 近代早期英国重商主义中的“富”、“强”之辩

王旭荣 16110160004 哲学学院 帝国主义的末人政治研究

谢家新 16110160005 哲学学院 国外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张炯 16110160007 哲学学院
1848年欧洲革命前后的马克思革命政治思想研

究

刘凯 14110190008 物理学系
SnTe铁电薄膜的异常转变温度起源的第一性原

理研究

白玉杰 14110190018 物理学系 金属微纳光子学结构的超快瞬态光谱研究

龚乐诚 15110200001 现代物理研究所 求解配分函数的新方法及应用

刘钰鹏 16110200007 现代物理研究所 二维材料最优生长条件设计

任县利 16110200008 现代物理研究所
高熵合金力学性能的
第一性原理研究

岳冬晓 1511072001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目标物理特征与图像深度表征的SAR图像

解译与分析

柳钮滔 1611072002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Mini-RF数据的月球火成碎屑区域土壤介

电常数反演

朱成钢 1611072002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OI-RD光学生物传感系统和微阵列生物芯片联

合高通量筛选平台的开发与应用

梅时良 1611072003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量子点发光材料的制备及用于可见光通信特性
研究

刘晓艳 1611072007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GaN基micro-LED/LD的高速水下可见光通

信

邱鹏辉 1611072009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量子系统卷积码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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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 1621072003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无障碍式心肺信号采集系统的睡眠分阶系
统

王菁 15110220012 化学系
卟啉-碳纳米管分子聚集体材料的界面组装及其

性能研究

钟亚平 16110220037 化学系
比率型荧光纳米复合材料的设计及其用于过氧
化氢的成像检测研究

李鹏程 15110700003 生命科学学院
腺嘌呤类代谢物的衍生化辅助增敏UHPLC-MS
分析研究

冯岳彪 16110700017 生命科学学院
3-羟基犬尿酸调节斯氏按蚊对伯氏疟原虫易感

性研究

贾岩岩 16110700027 生命科学学院
内质网离子通道TRIC的机械敏感特性及其门控

机制研究

陆盼盼 16110700046 生命科学学院
CCR5-ZFN-LTR基因编辑细胞抗HIV感染的体

外研究

杨智慧 14110240006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文本数据探索性分析

梁家卿 15110240005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大规模分类体系构建与应用

王铎 16110290008 航空航天系
扰流柱结构冷却通道湍流-传热强耦合直接数值

仿真

韦宏 16110290009 航空航天系
考虑气热耦合效应的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冷却
结构优化设计研究

胥博瑞 14110300004 材料科学系 基于自卷曲光学谐振腔的氢气传感研究

孟婧珂 16110300008 材料科学系 三维骨架材料复合金属锂负极材料

潘若冰 16110300009 材料科学系 硅薄膜表面等离激元卷曲微腔红外探测

章璇 16110010009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型城镇化的人口流动、环境支持相关性研究

康乃馨 161100100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强国必须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中国由后发

优势向先发优势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一

杨霄 15110760008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300年来里下河地区湿地系统格局演变及影响

赵海龙 15110760011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魏晋南北朝都督辖区研究

古帅 16110760001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山东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来亚文 16110760002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宋至清代江南城市形态复原与研究



张力 16110760014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晚清民国山陕地区荒地空间分布研究

周妮 15110760012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明清时期苗疆军事空间研究

解松林 15110440002 高分子科学系
取向碳纳米管及其可控三维结构促进干细胞成
骨分化及异位牙周组织再生研究

李雪苗 15110440004 高分子科学系 5 nm DSA光刻材料设计合成及应用

岳兵兵 16110440036 高分子科学系 磁铁控制顺磁性嵌段共聚物精准排列的研究

段军岩 14110740001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云凝结核活性与污染间的相互影响

刘炎坤 16110740008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活化过硫酸盐高级氧化技术在土壤有机污染物
修复中的应用

商华 16110740029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硫化物改性的水热炭对重金属Pb2+的吸附作用

机理

石岩 16110740030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城市污泥水热处理过程中磷的迁移转化及资源
化利用的研究

叶志远 14110720023 微电子学院 功率器件动态特性的研究与改进

张天宝 16110720088 微电子学院 基于原子层沉积的二维MoS2薄膜晶体管研究

王玥 15110840012 上海数学中心
平面树状网络上以及空间中拟线性波动方程
（组）在动力边界条件下的精确边界能控性及
节点状态下的精确边界能控性

邸羿 14111510007 生物医学研究院
基于唾液酸等重标记和同位素轮廓指示的完整
糖肽定性技术

罗萌君 15111010004 基础医学院 肝细胞肝癌新型药物的研究及应用

付玉红 16111010055 基础医学院
基于HIV 膜蛋白gp140适配体的活细胞内病毒

可视化的研究

顾峰 16111010056 基础医学院
TRIM32对KSHV诱发恶性肿瘤形成的作用及其

机制研究

许利荣 16111010081 基础医学院
生物钟基因clock通过调节线粒体分裂融合影响

形态功能进而影响代谢性疾病

杜铁帅 16111010085 基础医学院 化学小分子在死后的改变

谭仁可 16211010025 基础医学院 羟基化酶P4H促肿瘤发生发展的功能研究

宗久榆 16211010034 基础医学院
Brd2蛋白结构域对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调控作用

研究



杨希成 13111030003 药学院
二芳基哌啶类化合物的设计、合成和生物活性
研究

田金龙 15111030009 药学院
新型并环苄胺类RORγt反向激动剂的设计合成

及其生物活性评价

曾峰 15111030022 药学院
二氧化铈纳米粒调控小胶质细胞极化及其神经
保护作用

王林林 15111210022 中山医院
调控PAI-1微环境因素促进KGF-2刺激肺内干细

胞增生修复及损伤机制研究

曹国君 16111220035 华山医院
基于LAMP芯片即时检测骨髓增值性肿瘤分子

标志物的研究

宋健 16111220046 华山医院 环状RNA调控椎间盘退变的研究

王轩 16111220048 华山医院
ACOT12在转移性肝癌中低表达的表观遗传学

机制探究

郭瑢 16111230011 肿瘤医院
长链非编码RNA LINC00478调控乳腺癌转移的

功能及机制研究

连璧 16111230013 肿瘤医院
联合CRISPR文库与RNA二代及三代测序技术

研究紫杉醇的耐药靶点

杨一凡 16111240017 儿科医院
建立胆道毒素诱导新型胆道闭锁动物模型的研
究

薛萍 16111240024 儿科医院
色氨酸2，2双加氧酶与芳香烃受体通路在儿童

恶性脑胶质瘤预后、复发和治疗中的作用研究

胡欣欣 16111260003 眼耳鼻喉科医院
线粒体自噬和神经递质异常在青光眼视网膜神
经节细胞损伤中的机制及调控研究

汤迪 16111260018 眼耳鼻喉科医院 人喉鳞状细胞癌原代培养及其生物学特征分析

张俊玲 16111140003 放射医学研究所 局部照射引起小鼠远端不良反应作用机制

吴还梅 16111300003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肠道菌群通过诱导肠道CD4+ T细胞焦亡致HIV
感染者免疫功能重建不全的研究

王萌 16211300004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VCP and its co-factor are involved in viral
replication of enterovirus A71

章梦琦 14111010003 脑科学研究院
下丘脑背内侧核GABA能神经元在体温和睡眠

调控中的作用

曹永亮 14111520002 脑科学研究院
ADAMTS13对AD小鼠血管功能失调及神经退

化的作用机制研究

李冬雪 14111520004 脑科学研究院
Effects of secreted Klotho on learning and
Memory in aged m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