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科门类 专业名称 论文题目

1 马力 男 理学 计算数学 分数阶微分方程的约化方法及适定性问题

2 董永新 男 理学 计算数学 广义鞍点问题和PageRank 问题的若干预处理技术

3 张登朋 男 理学 计算数学 与扇形矩阵有关的性质与不等式

4 黄少武 男 理学 基础数学 若干矩阵函数不等式推广及其应用的研究

5 李磊 男 理学 基础数学 关于量子关联和量子不确定原理的研究

6 白鹏飞 男 理学 基础数学 广义Dedekind群

7 聂祥荣 男 理学 基础数学 几类广义四元数Sylvester矩阵方程（组）的解及应用研究

8 缪利云 男 理学 基础数学 素数幂阶子群的嵌入与有限群的结构

9 孙莹莹 女 理学 应用数学 椭圆函数在离散可积系统中的应用

10 张宁 女 理学 应用数学 可积方程初边值问题和Darboux变换

11 陈建军 男 理学 应用数学 二维磁流体方程组的特征分解和波的相互作用

12 季石涛 男 理学 理论物理 强子物质中与温度有关的介子-粲素分解反应

13 颜笑 男 理学 理论物理 碳硅低维稳定结构及性能的模拟研究

14 方依霏 女 理学 凝聚态物理 稀土钙钛矿TbFe1-xMnxO3的磁相变和各向异性磁热效应研究

15 胡顺波 男 理学 凝聚态物理 钙钛矿型多铁及铁电材料第一性原理研究

16 谷朝辉 男 理学 凝聚态物理 金属有机物溶液法外延REBa2Cu3O7-δ 超导薄膜的形貌演化与成核机理

17 崔传伟 男 理学 凝聚态物理 有机化学溶液法高温超导涂层导体单层厚化和多层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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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陈巍 男 理学 无线电物理 空间孤子在竞争型非局域非线性介质中的传播特性

19 滕达 男 理学 光学 表面等离激元波导的若干传输特性研究

20 张泽宇 男 理学 光学 多铁及其复合材料的超快动力学研究

21 汪磊 男 工学 结构工程 一维及两维条件下非饱和土固结特性研究

22 冯辉荣 男 工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林业架空索道横向振动的建模与分析

23 王兆玲 女 工学 固体力学 模拟金属与合金多轴疲劳破坏的统一直接途径

24 郭爱英 女 工学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复杂道路状况下的粒度行人检测模型研究与嵌入式系统实现

25 李占培 男 工学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建筑空间冷负荷实时软测量无监督建模方法研究

26 曾震湘 男 工学 机械电子工程 全息光电三维显示关键技术研究

27 潘雪涛 男 工学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飞秒激光微加工质量优化的若干问题研究

28 柴剑飞 男 工学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地表灰尘演变并行计算与可视化技术研究

29 夏昌奎 男 工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复合氧/硫化物长余辉发光材料的可控制备及光学性能研究

30 陈兰丽 女 工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二氧化钒相变的第一性原理研究

31 周鼎 男 工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Yb3+离子掺杂LuAG透明陶瓷制备及激光性能研究

32 孟新静 女 工学 材料学 电沉积制备Ni-Mo基合金镀层及其性能研究

33 陈俊劼 男 工学 材料学 预形变不锈钢在模拟压水堆一回路水中的界面反应特征与应力腐蚀开裂行为

34 卞西磊 男 工学 材料学 非均匀结构对金属玻璃变形行为影响的研究

35 任兵 男 工学 材料学 GaN薄膜的同质外延生长及垂直结构光电子器件的研制

36 王军 男 工学 材料学 多肽诱导超分子螺旋聚合物

37 李爽 男 工学 材料加工工程 新型热冲压模具钢组织与高温摩擦磨损机理研究

38 陈雄 男 工学 材料加工工程 高性能有机薄膜晶体管的研究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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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巴超群 男 工学 材料化学 锂离子电池锡基负极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40 张利 男 工学 冶金物理化学 新型Ni基催化剂的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41 赵东升 男 工学 钢铁冶金 纳米复合材料在电化学传感器中的应用

42 赵炳戈 男 工学 钢铁冶金 基于纳米量热技术的金属微滴和非晶颗粒极端非平衡相变研究

43 姜兰 女 工学 钢铁冶金 用于镍基高温合金熔炼氧化锆耐火材料的研究

44 侯龙 男 工学 钢铁冶金 稳恒磁场下Ni-Mn-Ga合金定向凝固微观组织演变研究

45 崔世强 男 工学 有色金属冶金 介孔钴基金属氧化物在电化学传感器和燃料电池中的应用

46 陈光耀 男 工学 有色金属冶金  锆酸钡-钛熔体界面反应机理及其掺杂改性

47 杨超 男 工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面向虚拟视质量的3D视频编码研究

48 盛志超 男 工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基于非凸优化的导频和预编码设计

49 范涛 男 工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基于压缩感知深度图像处理及三维编码系统优化方法

50 郭强 男 工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石英包层YAP:Ce晶体闪烁光纤的制备及其辐射传感应用

51 杨柳 女 工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甚小线性调频键控技术及其在通信系统中的应用

52 刘德阳 男 工学 信号与信息处理 3D holoscopic 密集视点图像编码方法研究

53 刘强 男 工学 生物信息与系统生物学 Dcf1调控树突棘发育及认知行为

54 李朝斌 男 工学 生物信息与系统生物学 玉米Opaque2转录因子的调控靶标及泛素化修饰研究

55 陈鑫泽 男 工学 生物信息与系统生物学 玉米dek35突变体的基因克隆和功能分析

56 徐群 女 工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三值光学计算机MSD迭代除法算法研究

57 卞敏捷 男 工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混合云渲染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58 申超 男 工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面向大数据应用的云计算中心性能分析方法

59 高强 男 工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基于SDN的动态多播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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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高明柯 男 工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基于增强现实的冠心病血管介入手术仿真培训中关键问题研究

61 张亚军 男 工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事件本体构建中若干关键技术的研究

62 苏芸 女 工学 环境工程 金属氧化物与硫化物的合成及其光催化性能研究

63 潘辰苑 女 工学 环境工程 抗抑郁药氟西汀及其光解产物的生物蓄积与生态毒理效应研究

64 蔡宇欣 女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盈余特征下的投资组合模型研究—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65 余书成 男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集装箱码头中岸桥及相关资源集成调度优化模型与算法研究

66 谢玉晶 女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区域大气污染联动治理机制研究

67 杨晓贤 女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面向业务流程的服务可靠性定量验证研究

68 叶盈 男 经济学 金融学 中国资本外逃与其风险防范的研究

69
JAFRI MUHAMMAD
AFAQ HAIDER

男 经济学 金融学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
with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70 孟醒 男 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企业的研发——基于非对称寡头的研究

71 YAYA  DISSA 男 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 IS MALI ECONOMIC DEVELOPMENT A VICTIM OF GLOBALIZATION

72 李鑫 男 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基于度量学习的最近邻信用评分模型研究

73 李晗 女 法学 社会学 特大城市郊区乡镇政府征地拆迁的策略逻辑研究

74 刘琳 女 法学 社会学 外来人口的居住隔离与社会融合——基于空间资本的分析视角

75 丁惠平 女 法学 社会学 中国社会组织演化的逻辑——基于国家与社会视角的分析

76 马莹 女 法学 社会学 中国高铁技术创新中的合作与竞争——一个新制度主义视角

77 段雪辉 男 法学 社会学 社区社会组织“双向汲取”行动路径分析：以S市G组织为例

78 王晓楠 女 法学 社会学 经济发展VS环境治理：居民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79 邹海蓉 女 法学 社会学 位育和家庭文化资本：成长的烦恼—— 一项来自W市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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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TRINH HIEN

THUONG
女 法学 人类学 越南春节的文化变迁与社会意义——以河内为例

81 姚智赟 男 法学 人类学 宗族、信仰与族群认同建构——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唐汪川人的民族志研究

82 裴学进 男 法学 思想政治教育 主导价值观转化为主流价值观的研究

83 蒋少容 女 法学 思想政治教育 当代大学生生命价值教育研究

84 李梅敬 女 法学 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层次视域中的马克思道德思想研究——从道德研究领域的“马克思问题”入手

85 岳柏冰 男 法学 思想政治教育 当代中国公民责任及其培育研究

86 何山青 男 法学 思想政治教育 生态批判与唯物史观的重构——福斯特与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比较研究

87 吕宝川 男 法学 思想政治教育 当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基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分析

88 杨超 男 法学 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法制教育价值取向变革研究

89 杨光 男 文学 文艺学 《19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文化理论转型研究》

90 王杰立 男 文学 汉语言文字学 豫东方言语音研究

91 黄硕 男 文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乾嘉诗坛点将录校证

92 刘玉伟 女 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清代小说中的戏曲材料研究

93 石强 男 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春秋诗歌叙事研究

94 曹渊 男 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晚唐三家研究——文学变革与时代变迁中的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

95 张宪华 男 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西周文研究

96 高明 男 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延安“大戏”考论（1936-1949）

97 姜悦 女 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网络文学中的青年角色建构研究》

98 郭丽君 女 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十七年”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建构——以<嘎达梅林>、<阿诗玛>和<刘三姐>的搜
集与整理为中心》

99 曾庆利 女 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生活世界的动员和改造——以1950-1960年代上海文艺中的妇女形象为中心

100 何薇 女 历史学 中国近现代史 《群众》周刊与中共在港舆论宣传研究（194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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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郜明 男 文学 传播学
批评理论视角下广告文化的哲学解读——意识形态传播模式在广告文化领域的应用
研究

102 李大元 男 文学 传播学 新型城镇化及新媒介环境下 “智慧乡村”建设研究

103 皇甫晓涛 男 文学 传播学 二十世纪美国广告创意观念的流变与价值研究

104 魏殿林 男 文学 传播学 话语与霸权：美国崛起过程中的会展沟通策略研究

105 范定希 男 文学 传播学 B2B品牌形象建构与传播研究

106 任中峰 男 文学 传播学 春秋会盟的沟通机制

107 张步丞 男 艺术学 艺术学 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的投融资机制研究

108 周旭 男 艺术学 艺术学 场域、主体与话语流变——数字媒介语境下中国电影批评的转型研究

109 李佳一 女 艺术学 艺术学 从展场到展览——中国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空间研究

110 高峰 男 艺术学 艺术学 现代产业形态下中国艺术衍生品品牌培育研究

111 尹鹏飞 男 艺术学 电影学 影业流变、战争边界与跨界构型——中国电影区域发展（1937-1952）

112 郑炀 男 艺术学 电影学 战后日本电影的中国形象研究

113 陈晓达 男 文学 电影学 电影空间叙事的发展流变及其拓展

114 王牧春 男 艺术学 电影学 万氏兄弟动画艺术研究

115 许元 女 艺术学 电影学 越剧电影研究

116 王玉良 男 艺术学 电影学 跨境.体认.交互:战后好莱坞电影在上海（1945-1950）

117 袁海燕 女 艺术学 电影学 “赛博格”景观：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想象

118 魏久志 男 艺术学 美术学 象征的图像与殡葬观念的变迁

119 张凡 男 艺术学 美术学 美国印象派艺术收藏研究

120 陶大珉 男 艺术学 美术学 20世纪前期中国油画之相关野兽主义倾向研究

121 彭伟 男 艺术学 美术学 城市开放空间中的视频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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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李谦升 男 文学 美术学 城市信息可视化设计研究

123 王岩松 男 艺术学 设计艺术学 媒介多元介入的壁画形态研究—以1979年以来的中国壁画为例

124 黄展 男 艺术学 设计艺术学 民国时期（1912-1949）上海户外广告设计研究

125 罗曼 女 艺术学 设计艺术学 媒介变迁与城市公共艺术形态

126 成义祺 男 艺术学 设计艺术学 中国传统造物中的数理思维及其形式研究

127 夏寸草 女 艺术学 设计艺术学 现代设计与传统手工艺的融合创新研究-以上海地方手工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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