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1 数字文创《梦回大明十三陵》游戏制作 201910055008 国创计划

范文君(1712551) 李悦扬(1712553) 

谷天旸(1712552) 姚孟君(1712515) 

律国慧(1712558)

贾洪波 历史学院

2 研发基于环境反向散射的信号接收和发射装置 201910055064 国创计划

向子豪(1711148) 王文铎(1711239) 

刘    波(1711105) 彭胡烊(1711119) 

刘琪瑶(1711218)

韩士莹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

学院

3 不对称三芳基甲烷类化合物的合成方法研究 201910055087 国创计划
武润石(1710491) 冯    予(1710365) 

韩东阳(1710376)
徐大振 化学学院

4 异质性集团集体行动下的个人决策模型研究 202010055665 百项工程

杜金泽(1811632) 周忻忻(1813388) 

黄林锋(1813139) 李玉珊(1810902) 

陈    岚(1811657)

雷 鸣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5 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与功能调研 201910055015 国创计划

宋舒扬(1712532) 王    涵(1712534) 

王    煜(1712535) 王世昱(1812612) 

胡佳硕(1812607)

林绪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互联网+教育”对精准扶贫的影响与对策分析 201910055032 国创计划

王    雪(1712097) 王垚圻(1712099) 

李皓月(1712051) 赵    隽(1712139) 

张芮笛(1711820)

姜 磊 经济学院

附件2：

一等奖（17项）

2021年南开大学本科生创新科研优秀项目

特等奖（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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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7
基于高温超导共面波导周期结构与金属粉末的级联低

通滤波器组
201910055070 国创计划

郭司坤(1711082) 赵    宇(1711185) 

黄渝昂(1711088) 孙兴乐(1711231)
季 鲁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

学院

8 基于自动跟随与人机交互的助力移动机器人研究 201910055081 国创计划

骞晨旭(1711485) 李天奕(1711466) 

苏宁洋(1711488) 申晨宇(1711487) 

苗艺馨(1711527)

张雪波 人工智能学院

9 硫化氢保护糖尿病小鼠海马突触可塑性的机制研究 201910055111 国创计划
辛    宇(1711015) 王少凡(1710965) 

张金悦(1711018)
刘春华 医学院

10
抗特发性肺纤维化药物筛选及作用机制研究 —以靶

向VEGF、FGF、PDGF上市抗肿瘤药物为例
201910055116 国创计划

龙士达(1713413) 王文瑞(1713422) 

吴舒扬(1713466) 张德强(1713431) 

刘钦佚(1713412)

周红刚 药学院

11 碳纳米管限域水体系的结构与动力学性质 201910055120 国创计划
贾韫哲(1713619) 李少鹏(1713623) 

沙宗健(1713648) 周桢昊(1713682)
言天英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2 庄浪影像志：“脱贫元年”空间调查 202010055209 市创计划

王茂儿(1812884) 杨子潼(1812967) 

华庭越(1812930) 郭    睿(1712804) 

陈冉(1812942)

张树楠

刘俊玲
文学院

13 《道德经》葡译史研究 202010055217 市创计划
莫小香(1811868) 袁薇雅(1811924) 

王天娇(1811899) 毛凤麟(1711814)
陈 晨 外国语学院

14
构建儿童友好型社区对促进居民参与的作用与模式研

究
202010055251 市创计划

阳姗珊(1813357) 董欣滢(1813217) 

焉超越(1813354) 陈问天(1813206)
周 望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15
“互联网+税务”背景下“金税三期”实际效果与影

响的系统化探究
202010055260 市创计划

吕昱婵(1812443) 祁    祺(1812453) 

刘    颖(1812432) 何梦琳(1812386) 

晁夏照(1813628)

赵 乐 商学院

16
基于加密货币市场的投资者情绪与市场收益率的实证

研究
202010055291 市创计划

宋    杰(1813940) 李    鹭(1814018) 

张志辉(1813978) 李罗玉(1814019) 

李澳博(1813912)

李 晓 金融学院

17
手性螺环磷酸双铑催化芳基炔基卡宾不对称Si-H键插

入反应研究
202010055343 市创计划 欧阳靖(1810472) 陈昱嘉(1810382) 周其林 化学学院

18 铁在绿色反应条件下催化的去氢化反应研究 202010055346 市创计划
黄    劼(1810414) 李向赛(1810607) 

王政林(1810699)
徐大振 化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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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19 白念珠菌MCP1基因缺失对自噬影响的研究 202010055382 市创计划
樊一鸣(1810805) 王佳桢(1810920) 

高天宇(1810806) 崔东凯(1810801)
李明春 生命科学学院

20 我国农户的需求型信贷约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202010055683 百项工程

孙博雅(1812154) 刘欣雨(1810175) 

郝博雯(1812100) 宋涵彬(1812150) 

李沛原(1812117)

杨丹妮

那 艺
经济学院

21
托卡马克等离子体中电子温度和电子温度梯度的各向

异性对ITG模和TEM的影响
202010055737 百项工程 姚    尧(1810305) 刘松芬 物理科学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22
《金石萃编》所载河南省现存中古石刻资料调查与研

究
201910055006 国创计划

张宇宁(1712650) 陈灵钰(1712600) 

陈新曙(1712601) 敖雨骁(1712572) 

孔书灵(1712613)

夏 炎 历史学院

23 偶因论视角下的因果性理论和历史规律性理论的探究 201910055010 国创计划
刘丰源(1711545) 冯建礼(1711537) 

李宇晨(1711543) 刘嘉伟(1711546)
安 靖 哲学院

24
与“都”有关的副词比较研究——以“全”和“只”

为例
201910055011 国创计划

李    璐(1712493) 石林燕(1712503) 

赵云迪(1712518) 于晓琳(1712516) 

魏晓燃(1712511)

夏全胜 汉语言文化学院

25 后现代视域下元小说的自我解构研究 201910055013 国创计划
王志怡(1711646) 邓在岳(1611607) 

董云瀚(1713489)
回春萍 外国语学院

26
对居民改善大气污染的支付意愿的调查——以京津冀

地区为例
201910055040 国创计划

夏天宇(1711982) 马明轩(1710059) 

刘宇汪(1711954) 张奕涵(1712742) 

薛    莹(1711912)

乔晓楠 经济学院

27 细胞分化的数学模型研究 201910055056 国创计划

倪新哲(1710785) 史嘉威(1710795) 

耿博浩(1710027) 要泽昊(1710821) 

郑皓予(1710130)

高建召 数学科学学院

28
反场箍缩等离子体中包含电子粘滞效应的双撕裂模特

性
201910055060 国创计划

赵逸真(1710310) 杨继宗(1710817) 

张一龙(1711175)
刘松芬 物理科学学院

二等奖（2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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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29 基于统计学习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毒饵攻击技术 201910055077 国创计划
郭    帅(1711269) 陈城义(1711262) 

胡    琪(1711288) 李关玲(1711289)
王 志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30
基于Kukhtin-Ramirez加合物的分子内C-H插入反应构

建中到大环化合物的合成方法研究
201910055088 国创计划

黄智强(1610402) 张佳怡(1710612) 

刘时(1710421)
贺峥杰 化学学院

31 洗衣废水中的微塑料及对污水厂贡献的定量研究 201910055099 国创计划

陈    卓(1710692) 张佳瑶(1710732) 

王郑卓凡(1710723) 

朱钰姣(1710739)

汪 磊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32
碳基材料负载过渡金属单原子激活过硫酸盐降解酚类

化合物的研究
201910055100 国创计划

刘宏志(1710643) 陈心茹(1710690) 

任家琪(1710712) 史依凡(1710714) 

周冰楠(1710736)

祝凌燕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33 丹酚酸B减轻糖尿病肾病肾损伤的作用及机制的研究 201910055106 国创计划
袁    震(1710976) 彭    雨(1610997) 

张思佳(1710930) 王书缘(1711011)
谭小月 医学院

34 本征可拉伸高导电纤维的制备与应用 201910055122 国创计划
李世蕴(1713624) 李思漾(1713625) 

刘恒阳(1713633) 陈    恩(1713601)
马儒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5
限制失信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的实施调查与合

宪性研究
202010055020 国创计划

徐嘉鹏(1813423) 吴芷靖(1813515) 

孙    沛(1813497) 吴徐龙(1813422)

帕力曼·吐尔洪(1813415)

李蕊佚 法学院

36
上市公司年度报表舞弊判别系统的构建——基于人工

智能集成学习的应用
202010055046 国创计划

高    源(1811475) 王祖依(1814094) 

李钟常非(1811553) 

张英汉(1811458)

何 青 金融学院

37
新冠疫情下政府与社会互动模式比较：以多国推行社

会隔离政策为案例
202010055238 市创计划

李新琳(1813264) 许    曈(1811914) 

高钰琦(1813228) 刘雨阳(1813279) 

石园园(1813310)

王翠文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38
短视频平台KOL对用户粘性影响机理的研究——基于

SOR模型
202010055262 市创计划

袁钰婷(1812533) 啜子康(1812245) 

高一凡(1812253) 赵昱焜(1812337)
焦媛媛 商学院

39 我国养老金入市资产配置及结构改革研究 202010055289 市创计划

蒋昱晗(1713796) 朱峻泓(1814137) 

高歆雨(1814003) 刘也嘉(1813924) 

杨雅童(1814104)

张连增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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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40
基于STM32的火灾后室内图像探测机器人的设计制作

与软件开发
202010055321 市创计划

吴文淏(1811193) 胡海辰(1811120) 

陈羽臻(1811262) 章皓昱(1811239) 

李梧桐(1810740)

孙桂玲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

学院

41 利用计算机视觉实现笔迹性格分析 202010055332 市创计划
杨   航(1811451) 阮志涵(1811415) 

夏宁一(1811509)
杨巨峰 计算机学院

42
MgH2-LiBH4-Ni/NbF5储氢体系催化及纳米化改性研

究
202010055362 市创计划

朱泳思(1810661) 李世杰(1810435) 

刘凌远(1814541)
王一菁 化学学院

43 酯的不对称催化氢化合成多羟基手性化合 物 202010055372 市创计划
叶   荣(1810543) 胡冠文(1810412) 

郁磊(1810308)
谢建华 化学学院

44
负载BG/Ce-BG纳米颗粒的GelMA水凝胶用于糖尿病

足的修复
202010055387 市创计划

饶洲峰(1811414) 王泽奇(1810849) 

王泊远(1810841)
王淑芳 生命科学学院

45
Lem4在小鼠青春期乳腺发育中的功能及对ERα信号通

路的调控
202010055388 市创计划

林雨馨(1810743) 郑    彤(1810952) 

张垚垚(1810945)
朱正茂 生命科学学院

46 提高废品回收效率的奖励性“互联网+”平台 202010055667 百项工程

王艺娜(1813869) 涂思琪(1813724) 

王楷婷(1813729) 赵翼骢(1811242) 

张博涵(1811219)

柳茂平 商学院

47 后疫情时代企业创新行为研究 202010055700 百项工程

唐    立(1812028) 王士元(1812673) 

徐海滔(1811020) 朱    辉(1813668) 

边    疆(1811032)

高雪莲 经济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48
“海空奠忠魂”——长江抗战中国海军、空军的调查

与研究
201910055007 国创计划

邓凯夫(1712577) 杨    梓(1712645) 

沈明娴(1711635) 李国帅(1711945) 

龙泉霖(1712629)

侯 杰 历史学院

49
博洛尼亚进程中意大利本科学分制改革及其对中国的

启示——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例
201910055012 国创计划

刘敏茜(1711829) 黄华珍(1711827) 

袁梦晨(1711836)
石 豆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3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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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50
古城保留与古城复建的城市旅游意象比较研究——以

山西平遥古城及大同古城为例
201910055021 国创计划

侯嘉祺(1713066) 段元浩(1713064) 

刘丁萌(1813272) 杨淼(1713099) 林

梦杰(1712557)

李晨光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51 我国上市公司业务招待费合理范围研究 201910055025 国创计划

刘舒芳(1712262) 刘逸恬(1710431) 

李梦涵(1712258) 刘    曼(1712261) 

白颉璐(1712247)

郝 臣 商学院

52
基于社交媒体数据分析电影票房影响因素的研究与创

新
201910055053 国创计划

魏上瑜(1713768) 王连宇(1713730) 

范嘉骏(1711456) 朱林希(1712385) 

朱若彤(1713782)

贺 佳

刘 杰
金融学院

53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AI助教app的开发 201910055075 国创计划
崔    凯(1711317) 陈雨农(1711315) 

成    达(1711316)
温延龙 计算机学院

54 密态数据库性能提升关键算法研究 201910055080 国创计划
乔静欣(1711295) 蒋    璋(1711333) 

王心荻(1711298) 杨    越(1711300)
刘哲理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55 基于眼控技术的模块化多功能护理床 201910055083 国创计划

董伊梦(1711516) 刘可佳(1711525) 

卢文怿(1610644) 郭俑鑫(1711457) 

简宇豪(1711461)

段 峰 人工智能学院

56
纤维直径对熔融纺丝纤维骨架增强型体内工程化血管

再生的影响
201910055091 国创计划

吴博宇(1810852) 孙思齐(1710801) 

岳千迎(1710889) 章滢蓥(1710891)
王 恺 生命科学学院

57 新型生物电促施肥系统及其机理探索 201910055097 国创计划
蒋永恒(1710632) 周皓男(1710685) 

刘鑫宁(1710644) 李文琦(1710640)
王 鑫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58 IL-20RA调控卵巢癌转移免疫微环境的作用机制 201910055107 国创计划
袁冠杰(1710910) 孙乃媛(1711008) 

马嘉翊(1711002)
史 毅 医学院

59 MMP3抑制剂在骨关节炎软骨损伤中的保护作用 201910055113 国创计划

高    男(1710988) 蒋家缘(1710950) 

王婕妤(1710922) 刘    睿(1710956) 

陈    爽(1710984)

金大庆 医学院

60 纳米螺旋结构在高灵敏度可拉伸器件方面的应用 201910055121 国创计划
李佳烨(1713691) 郝    爽(1713689) 

林雨轩(1713630) 王聪意(1713703)
朱 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61 房价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抵押效应的研究 202010055052 国创计划

王    也(1814086) 党雯锐(1813994) 

王    欣(1814084) 王迎旭(1814090) 

王怡瑾(1814088)

余子良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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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62 中小学生教材中的性别平等意识研究 202010055204 市创计划
夏睿哲(1812897) 林艺凡(1812850) 

李坤一(1812840) 程    诺(1812807)
刘 堃 文学院

63 认罪认罚影响量刑机制实证研究 202010055232 市创计划

马铭泽(1813486) 陈嬿伊(1813441) 

李佩徽(1813467) 李育江(1813411) 

杨婕妤(1813521)

高 通 法学院

64
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评估和公平性优化

建议--以天津地区为例
202010055275 市创计划

刘思玙(1810744) 徐天爱(1810769) 

孙    傲(1810358) 牛豫茹(1813711)
周京奎 经济学院

65 互联网对我国小微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及对策建议 202010055280 市创计划

张琬婷(1812215) 景梓涵(1812111) 

李若凡(1812000) 李乐佳(1812115) 

金桐羽(1812109)

李 磊 经济学院

66
罕见灾难冲击与财政政策效应研究—基于DSGE模型

的分析
202010055303 市创计划

李诗雨(1814023) 马婧洁(1813484) 

方筱竹(1814001) 李    颖(1814031) 

李欣媛(1814028)

王道平 金融学院

67 低维pre-Jordan代数的分类与性质 202010055305 市创计划
孙毓泽(1810080) 黄    镇(1811123) 

赵世龙(1810135) 田哲帅(1810278)
白承铭 数学科学学院

68 多粒子多能级贝尔不等式的推广及应用 202010055313 市创计划
刘鸿业(1810244) 鹿官澄(1710781) 

刘毅嘉(1810248) 苗家乐(1810262)
陈景灵 物理科学学院

69
Ti基底上3D结构TiO2纳米管的非金属修饰及其可见光

下PEC传感性能研究
202010055358 市创计划

索兆晨(1810620) 姚    远(1810542) 

李    强(1810434)
朱宝林 化学学院

70 过渡金属锑合金的制备及电催化氮还原性能研究 202010055373 市创计划 蔡凯风(1813764) 程方益 化学学院

71 融媒体语境下杨柳青年画IP形象设计研究 202010055603 百项工程
汪    昊(1812936) 朱奕楠(1812971) 

张越(1812969) 张静帆(1812968)
谢 朝 文学院

72 自动体外除颤仪AED的普及与立法保障研究 202010055638 百项工程

王维佳(1813509) 张琪涵(1813373) 

李宏菲(1813464) 孙少科(1811008) 

郭梓容(1813459)

时 晨 法学院

73
天津市小升初“摇号”政策的教育公平性和有效性研

究——以天津市市内六区中学为例
202010055663 百项工程

路梅简(1813285) 李郡睿(1813915) 

秦子衿(1813934) 吕睿琦(1813287) 

柳月雯(1813280)

张发林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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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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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我国保险公司治理僵局的预警研究 202010055682 百项工程

董显奇(1812249) 景夏林(1812404) 

王    蓉(1812475) 于凤霞(1812529) 

方子睿(1812251)

郝 臣 商学院

75 企业区块链可视化开发工具 202010055772 百项工程

王聆煊(1813083) 齐泳睿(1813080) 

刘子熠(1813010) 邢钦云(1813091) 

马诗雨(1813077)

刘明铭 软件学院

76 高质子传导的二维COFs材料的构建 202010055787 百项工程 程美旗(1810583) 杨镇滔(1810538) 张振杰 化学学院

77 偶氮杯芳烃对抗癌药物的键合 202010055795 百项工程
陈子涵(1810582) 余成龙(1810544) 

王    妍(1810627)
郭东升 化学学院

78
通过组合代谢工程策略提高解淀粉芽孢杆菌合成低聚

果糖的能力
202010055830 百项工程

王嘉成(1810843) 蔡    昊(1810795) 

刘洪江(1810825)
杨 超 生命科学学院

79 人工智能在水质监测预警中的应用 202010055840 百项工程

孙优悦(1810757) 李其锦(1810738) 

张羽星(1810712) 游舒雅(1812743) 

覃卓然(1810758)

黄津辉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80
“性骚扰”问题的高校群体认知与防范机制调查——

以京津地区为例
201910055003 国创计划

邵韵兮(1712709) 罗绮文(1712705) 

曲帅鹏(1613233) 李泓瑾(1712696) 

谢羽丰(1712664)

刘 堃 文学院

81
民族特色产业助力脱贫攻坚问题的调查研究 ——以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201910055020 国创计划

刘思齐(1713152) 李昀蔚(1713151) 

李宇飞(1713150) 王黎峰(1713117)
郝亚明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82 心理咨询师的外部特征对来访者正向求助意愿的影响 201910055022 国创计划

刘云婷(1713015) 朱    克(1714064) 

陈俣伊(1710837) 

赛力古·亚力坤(1710713)

陈子晨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83 城乡医保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健康福利的影响因素分析 201910055034 国创计划

黄琬匀(1712043) 李一兵(1712061) 

马星瑞(1712072) 姜威远(1713265) 

李良雨晏(1712052)

杨丹妮 经济学院

优秀奖（4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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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84 养老储备金政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传导机制 201910055050 国创计划

赵海位(1713944) 郑小雨(1713948) 

吴煜之(1713930) 张    哲(1713854) 

赵泽周(1713857)

张云齐 金融学院

85

基于串联[1+2]和[2+3]环加成反应合成环丙基[c]色烯

及喹啉衍生物基于串联[1+2]和[2+3]环加成反应合成

环丙基[c]色烯及喹啉衍生物

201910055089 国创计划
涂星宇(1710473) 刘    畅(1710566) 

万奕晖(1710474)
苗志伟 化学学院

86
吡啶并[2,3-d]嘧啶-4(3H)-酮类化合物的合成及除草活

性研究
201910055090 国创计划

陈    芮(1710545) 陈汐玥(1710547) 

夏    喆(1710492)
李华斌 化学学院

87
构建小鼠移植瘤模型研究Zeb1通过IL-8对乳腺癌生长

及肿瘤干性的影响
201910055110 国创计划

陈南天(1710939) 黄子杰(1710948) 

陈俊宇(1710937)
杨 爽 医学院

88 不同营销渠道的网红景点营销效果对比分析 202010055228 市创计划

史书涵(1813718) 宋晨曦(1813719) 

王甜羽(1813733) 刘叶琴(1713907) 

张育衡(1813663)

李晓义 旅游与服务学院

89
从宪法视角看自媒体背景下隐私权与拍摄自由的冲突

与化解
202010055237 市创计划

张舒阳(1813530) 詹涴舒(1813526) 

邬桐(1812598)
李蕊佚 法学院

90 贫困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分析——以人力资本为中介 202010055271 市创计划

钱    澄(1812144) 王浩莹(1812164) 

王潇悦(1812174) 童晓玉(1812160) 

符语嫣(1812093)

杨丹妮 经济学院

91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研究 202010055279 市创计划

张馨月(1812219) 李益欣(1812122) 

张    舸(1812209) 冯双婷(1812091) 

张    婷(1812213)

姜 磊 经济学院

92
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城市居民对垃圾处理的支付意

愿研究
202010055286 市创计划

姚荻川(1813582) 张    冰(1812912) 

韩越秦(1812099) 张    晨(1812055) 

杜媛浩(1812813)

乔晓楠 经济学院

93
基于MXene二维材料的制备及其光催化效应在水质净

化领域的应用
202010055308 市创计划

吴清范(1810297) 张皓杰(1810317) 

邱怿琛(1810269) 胡佳俊(1810224) 

肖嘉勇(1810298)

徐晓轩 物理科学学院

94 基于周期极化铌酸锂波导的宽带光放大器的研究 202010055310 市创计划
张家玮(1810318) 张睿颖(1810367) 

史    雨(1810356) 葛世圣(1813633)
薄 方 物理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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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95 基于低功耗芯片的太阳能电子变色眼镜 202010055327 市创计划
黄山松(1811122) 刘乃齐(1811149) 

刘川于(1811147) 史嘉雯(1811304)
肖知明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

学院

96 基于语音识别的多人会议记录系统 202010055336 市创计划

何荣轩(1811546) 盛峰伟(1811570) 

陈旭宁(1811601) 陈仕伟(1811535) 

马鸿凯(1811562)

许 静 人工智能学院

97 超分子与磺酰脲类除草剂包合物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202010055344 市创计划 郑越丹(1810656) 郭东升 化学学院

98 细胞膜仿生的DNA球在抗炎中的分析及应用研究 202010055370 市创计划 井    潇(1810603) 孔德明 化学学院

99 蛋白纳米颗粒表面多价展示技术的设计、构建与评估 202010055383 市创计划
于旸天(1810708) 王悦(1810928) 吴

沂轩(1810930)
黄兴禄 生命科学学院

100
Hippo/MST1通路介导的神经炎症在AD中的作用及机

制
202010055389 市创计划 朱俊超(1810880) 朱浩辰(1810879) 张 涛 生命科学学院

101 荧光修饰DNA纳米材料的细胞摄取与分布研究 202010055412 市创计划

齐    瑞(1813606) 李    丹(1813599) 

孙安琪(1813607) 李    毅(1813554) 

林子昊(1813555)

孟 萌 药学院

102 多活性位金属膦酸盐及衍生物用于电催化水分解 202010055416 市创计划 徐炜珊(1813874) 袁忠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3
银掺杂二氧化铈喷雾的制备及其在促伤口愈合中的应

用
202010055417 市创计划

姚叔辰(1813830) 丁叶彤(1813852) 

韩汀兰(1813854) 朱雪琦(1813883) 

邓    婕(1813851)

翟欣昀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
科普短视频的科学性与普及性关系研究-基于“回形

针PaperClip”团队科普短视频作品的数据化分析
202010055602 百项工程

姜怡彤(1812950) 王烁皓(1810289) 

郭润洁(1812948) 曾山珊(1812941)

涂 俊

冯 欢
文学院

105 希腊化时期安条克城相关研究 202010055615 百项工程

刘    锴(1812663) 吴凌凯(1812677) 

李明禹(1812658) 冯钜维(1812649) 

李冠成(1812656)

邵大路 历史学院

106 京津冀“打工旅行”的市场分析 202010055628 百项工程
赖财星(1813407) 黄圣容(1811831) 

位子涵(1813740) 承慧莲(1813679)
焦 彦 旅游与服务学院

107
网红经济对旅游者景区选择以及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以抖音短视频为例
202010055632 百项工程

黄依笛(1813693) 王    冉(1813730) 

高伟婷(1813685) 汪世连(1813725) 

韩子怡(1813689)

梁 赛 旅游与服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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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天津市延长供暖政策研究 202010055661 百项工程

谢舒阳(1813346) 张煜彬(1813190) 

张    雯(1813376) 白雅萱(1813199) 

郝若雯(1813235)

贾义猛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109
虚假评论的识别及其经济影响——基于机器学习的方

法
202010055672 百项工程

孙晓琳(1812466) 谷青山(1812380) 

陈新款(1812242) 冯海龙(1810213) 

张芊澍(1812331)

赵 乐 商学院

110
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理与效应分析——基于

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视角
202010055711 百项工程

张欣怡(1814119) 张    宇(1814122) 

杨兰润(1811512) 杨云芳(1811623) 

张斓小熙(1814113)

耿 欣 金融学院

111 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分析 202010055724 百项工程
范    炎(1813897) 洪文浩(1813903) 

李泽源(1813644) 罗敏宸(1813706)
王道平 金融学院

112 高阶光子拓扑绝缘体的实现及物理特性的研究 202010055739 百项工程
张宇航(1810322) 朱哲昊(1810336) 

张瀚宇(1810316) 韦尔康(1810294)
宋道红 物理科学学院

113 全国各组织联防联控政策分析 202010055740 百项工程

龙瑞霖(1810252) 施超然(1810271) 

普垠森(1810266) 万书言(1810279) 

唐纪越(1810277)

孙寿涛 物理科学学院

114 利用新型超透镜螺旋位相板的高对比度望远镜 202010055753 百项工程
杨怡谦(1814527) 荀明娜(1811321) 

廖祎铮(1811146)
匡登峰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

学院

115 基于Python的概率论数学实验程序设计 202010055756 百项工程
马永腾(1811152) 郭亚楠(1811271) 

王世彩(1813810) 冯慧雨(1811264)
刘会刚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

学院

116 近红外Ag2Te量子点发射波长的精准调控 202010055774 百项工程
张舒涵(1810555) 吴雨伦(1810521) 

李    龙(1810431)
庞代文 化学学院

117 界面质谱技术在膜抗氧化剂作用机理研究中的应用 202010055781 百项工程 陈郸烨(1810580) 林光亮(1810447) 王 欢 化学学院

118 不同结构的核酸底物对Cas12a单链切割活性的影响 202010055793 百项工程
郝月蕾(1810593) 杨欣雨(1810643) 

刘颂恩(1710423)
孔德明 化学学院

119 用于细菌检测的MOF基荧光探针 202010055798 百项工程 贾子洋(1810421) 廖云腾(1810446) 师 唯 化学学院

120 可见光驱动多孔有机聚合物催化还原CO2的研究 202010055807 百项工程
王吟荷(1810628) 彭勃闻(1810475) 

张晨曦(1810648)
何良年 化学学院

121
DMD基因19号外显子剪接位点突变导致不同临床表

型的机制研究
202010055855 百项工程

党霆钰(1811039) 黄文兴(1810995) 

张训浩(1811026)
张竹君 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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