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邮电大学第十六届“创新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申报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20140101 《基于 USB 接口的全双工可见光无线通信系统》 郭燕青、黄 婷、赵光桅、李青林

20140401 《基于可穿戴式体征传感器的伤员感知与搜救系统》 陈 翔、杨文峻、沙 丹、项金鑫

20140601 《基于磷光过渡金属配合物的信息加密器件》 郭 颂、黄天赐、张元兵、徐云剑

20141902 《基于 BLE4.0 及磁力传感的的线上停车场预约与管理系统》 熊明亮、诸鑫强、王 继、史爱和

20140501 《服务残疾人的 Kinect 体感遥控操作机器》 李轩恺、孙 宇、何林帆、刘慧颖

20141102 《快递企业员工工作压力与工作倦怠关系研究--- 基于组织支持的视角 》 王 芳、段凤光

20140507 《基于分区的多警察智能体任务分配》 邬志东、濮睿智、汤 磊、张玮婷

20140803 《Pb 离子掺杂多铁性材料 BiFeO3 的铁电性研究》 汪 帅、李坤芳、方 婷

20140903 《基于 JSD 的注意力脑电研究》 张正霞、王 涛、徐思秋、周尔宁

二等奖

申报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20140102 《基于空间光调制器的多光谱视频成像系统》 方晓静、袁 威

20140402 《多源数据感知下的智慧家庭体验系统》 陈 欢、邱建美、宫天何、倪凯悦

20140404 《基于 IPv6 的无线传感网智慧感知平台》 沈天呈、贾明伟、李成龙

20140104 《基于 KINECT 的隔空手势识别实现界面操作》 陈翰雄、刘 宇、黄雅云

20140201 《基于 GPS/GSM 的车辆紧急呼救系统》 黄玉丹、李秋韵、韦小康、张梦君

20140302 《基于 GPS 及 GSM 的多功能安全导盲手杖》 李 力、陈 蓓、李海杰、陈铭永

20140505 《基于 Kinect 体感交互技术的康复训练系统》 杜鹏霄、付 峥、徐冬宇、唐德荣

20140902 《空气污染颗粒物监测系统》 孙金涛、马心远、蒋建慧、叶 翔

20141001 《南京地铁新路线规划 vi 设计 》 马 兰、严峻峰、丁燕萍



20140608 《多彩长寿命发光，构筑有机中国梦》 陶 冶、魏振振、侯 杰、龚 莉

20141101 《大学生网络信息消费偏好及影响因素研究》 孙 敏

20141202 《大学生信息适应性分析研究——基于南京邮电大学分析探究》 朱佳玲、王美玲、王梦延

20140703 《强圆偏振激光脉冲中电子散射产生单个超短脉冲的研究确定》 张玉亮、葛 震、苏 宇、周小洪

20141603 《基于 matlab 立体三维编程的高能电子全空间辐射的探测》 岳冬晓、赵 玫、田 靖

20141605 《基于压缩感知理论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路由算法》 杨韵怡、何 旭、林怡阳

三等奖

申报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20140103 《基于 Baytrail 平台的智慧校园综合接入网关》 夏文超、罗小琴、陈 双、张飞阳

20140502 《基于 Arduino 的低成本激光雕刻机》 白云飞、江伟勇、李子硕、王炜亮

20140506 《基于 paparazzi 的体感无人机控制系统》 齐朋冲、秦思豪、王陈雄、王硕硕

20141601 《可见光通信系统验证模型》 隋明铮、夏子贤、朱文龙

20141701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电梯安全管理系统》 苏 宇、张玉亮、王 远、葛 震

20140108 《基于 FPGA 的多功能 DDS 信号发生器》 李嘉伟、魏陈佳、濮睿智、涂 凯

20140303 《新型自动太阳能远程光纤安全照明灯》 何 平、王叶春、叶俊勇、胡 珂

20140602 《环境友好加工法制备光开关特性电存储器件》 金凌志、林冬青、郭瑞妍、严轶鑫

20140604 《纳米银杀菌的应用研究》 朱 姗、薛乘风、顾明丽

20140607 《可应用于光存储器件的氮化铜薄膜的相关研究》 刘文杰、杨 蓉、韩 佳

20140702 《生活小管家》 林舸扬、曹 宇、李 铖、周根弟

20140801 《嵌入式微型服务器》 王秦君、陈天宇、段宪锋

20140901 《基于 RFID 与 SketchUp 的室内定位与检索系统》 刘阳、张彬、陈佳益、李帅

20141604 《自行车防盗报警器》 束方迅、张晓宇、张庆贺、经珂

20141702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车灯系统》 徐 泽、谢天怡、虞 高



20140904
《基于消费视角的城市家庭碳排放特征及影响因素调查报告

——来自江苏 1350 户城市家庭活动的调查数据》
唐梦斯、赵春侠、陈 珂、李 莉

20141201 《南京市城镇居民信息消费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研究》 蒯欣欣

20141203 《大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写作现状及问题研究》 王 晨、陶德吾、徐千里

20141204 《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商品结构的历史演变的统计分析》 朱健乐、王 琰、徐冰艳、谢袆玮

20141301 《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心理卫生现状初探 》 许艺桐、邹玉如、陈 诚

20140203 《基于 UHF 电子标签的工业流水线信息系统设计》 吴 涛、黄玉丹、杨 洋、常圆圆

20140204 《基于遗传算法 NLOS 环境下 LTE 网络的时延估计》 丘觐玮、戴伟强、余天尧

20141501 《基于视觉权值的颜色特征与纹理特征的图像检索》 张 琛、徐 斐、刘若男、代瑞楠

优秀奖

申报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20140109 《基于安卓的蓝牙通信定位系统》 吴英强、顾超群、郭映锋、廖幼玲

20140406 《SmartScreen 智能锁屏手机应用》 丁逸鹏、方振毅、王 怡

20140503 《基于 PC 地面站和 Android 客户端的四旋翼飞行器控制系统设计》 方 川、肖 斌、吴瑶瑶

20140504 《基于 Web 网络和安卓的远程健康仪》 狄建强、周子璇、谢 昌、江星洵

20140701 《基于 Android 和 HTML5 的无线点餐系统》 张洪斌、彭慧珺、姜 慧、王 松

20141103 《基于 ITIL 的经管类实验室服务管理的研究与实现》 周 伟、程 阳、张冰茹

20140105 《可见光控制电子锁》 于 涛、魏陈佳、王 珏、刘泽昊

20140106 《基于智能手环的体育馆健身管理系统》 麻圣宇、胡正纲、符士磊、黄诚博

20140107 《基于 AT89S52 的宿舍生活助手》 王殷浩、王钰炜、魏 琛

20140301 《基于射频与红外无线通信的自助导游系统》 徐 其、柴爽宜、朱益铭、丁佐芹

20140304 《名贵花卉监测系统》 蔡 萌、徐小清、吴锦飞、陈梦仪

20140603 《大数据的立体显示》 程 康、陈铃峰、李联炜、翁荣太



20140605 《 实验室有机固体混合物的自动化分离提纯 》 蒋卓伦、赵家玲、袁玉婷、贾哲朴

20140802 《基于 STM32 的迷你触控示波器 》 朱天扬、王 晗、王志锋

20141305 《基于家庭中央路由器的洗衣烘干一体机》 楼何超、方烨强、马心远

20141502 《基于 RFID 技术的可扩展物品定位信息整合平台》 陈佳星

20141901 《扫雷无人机的实现》 王 凯、刘 阳、陈 灿

20141105
《基于 Fuzzy-AHP 分析法关于企业信息系统的 UE 测评

——以南邮正方教务系统为例 》
杨 欢、陈肖肖、穆南西

20141205 《名人微营销对大学生购买意愿影响的调查研究》 夏怡萍、俞颖钰、项希玙、刘文子

20141302 《大学生通信类 APP 使用状况及对传统通信业务的影响——以微信为例》 刘敬文、李 岩、李知晓、邱立乾

20141401 《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话语分析》 洪 颖、杨 林、袁月月

20141404 《网络语言的英文翻译方法及意义》 邓艳梅、徐冬梅

20141405 《叔本华心灵咒语：请优雅地拥抱这个苦难的世界》 于 露

20141801 《镇江市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需求及关爱模式的调查研究》 荣 达、王绪凯、严 辉、何 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