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组成员 学院 验收情况

1
高校校园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究——
以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文创为例

201910055601 百项工程
傅丽陶(1712830) 曹家敏(1712828)
陈  筱(1712829) 胡钰滢(1712831)

文学院 无故终止

2
天津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质量调查研
究

201910055016 国创计划
高  伸(1713262) 范睿颉(1713260)
马婷婷(1713340) 陈昊然(1713309)
袁  茜(1612698)

法学院 无故终止

3 可视化诉讼流程一体化解决方案 201910055636 百项工程
李萌意(1713328) 徐子健(1711391)
张  天(1711410) 张鸿祥(1711408)

法学院 无故终止

4

IPO前后企业研发投入变化的影响因素
研究
基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201910055027 国创计划
陈育喆(1712204) 戴婧娴(1712394)
杨钰琳(1712315) 李汀芷(1712177)
翁羽童(1712191)

商学院 无故终止

5
正负框架下认知闭合对网络消费的影
响

201910055028 国创计划
黄海涛(1712336) 金恒宇(1712339)
李怡华(1712420) 胡晓睿(1712175)
李阳平(1712344)

商学院 无故终止

6
基于模型建构的游戏成瘾性原理分析
和推广

201910055031 国创计划
黄子恩(1712154) 李洪中(1712155)
胡际非(1712153) 郭锦浩(1712152)
王梓旭(1712163)

商学院 无故终止

7
基于CPFR模式的华东地区应急医疗物
资供应链信息优化

202010055255 市创计划
罗海彦(1812284) 胡  佳(1812387)
谢宜悦(1812503) 曾沙沙(1812348)

商学院 无故终止

8

新冠疫情下中小物流企业如何生存？
——基于新三板物流上市企业财务状
况分析

202010055674 百项工程
刘惠惠(1812425) 宁丹照(1812450)
蔡雨桐(1810146) 蔡艺贞(1810145)
林  睿(1812422)

商学院 无故终止

9
基于KOL营销模型浅析网红消费的影响
与发展

202010055676 百项工程
陈千睿(1812241) 古婧泓(1812378)
刘宸欣(1812275) 杨雨佳(1812524)
王伊凡(1812483)

商学院 无故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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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二孩政策”后天津生育意愿与生育
率影响因素

201910055038 国创计划
张文珺(1713021) 张桉瑞(1713587)
王云菲(1713568) 刘今金(1713228)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11
大气污染税的量化——以京津冀地区
为例

201910055043 国创计划
杨家豪(1711987) 曹雲翔(1711451)
魏东宇(1711145) 李钊慈(1713014)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12

产权保护制度的严格程度对于国际贸
易的影响（基于最优知识产权假说理
论）——以“义乌小商品城”发展现
状为例

201910055044 国创计划
邹浩航(1713736) 李冠霆(1712897)
袁晨舒(1710101) 庄雍城(1712001)
徐万蓉(1813352)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13
基于实验经济学方法的我国生活垃圾
收费政策研究及建议

201910055302 市创计划
李天浩(1711892) 杨梧桐(1710503)
赵柏渭(1711897) 曹一豪(1711919)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14
5G及区块链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
究——基于港口航运技术升级的视角

202010055272 市创计划
刘东辰(1812006) 于仡昂(1812050)
戴江浩(1810664) 胡潇羽(1812105)
田  青(1812159)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15

新冠肺炎疫情对“新零售”行业影响
分析——基于消费者侧消费心理的调
查

202010055276 市创计划
王龙宸(1812303) 蔡沁晨(1811529)
王子健(1812304) 石丁宇(1811878)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16
疫情期间高等学校推行线上教学的经
济学分析

202010055688 百项工程
张远帆(1812065) 吕俊良(1812015)
周逸扬(1812233) 陈恒基(1811629)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17 供给侧改革下高等教育转变与改革 202010055701 百项工程
杨  潇(1812202) 马晓菲(1810176)
曾  雨(1810147) 石乾杰(1810484)
崔子懿(1811978)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18
河北省农村地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现
状

202010055704 百项工程
刘克淼(1812132) 柴泰丰(1810005)
韩瑞煊(1810406) 刘倩文(1812133)
马诗瑾(1812139)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19 快速射电暴辐射机制探究 201910055059 国创计划
陈涵伊(1710318) 祝苏君(1710342)
梁  诤(1713629) 王  津(1710336)
褚培元(1710355)

物理科学学院 无故终止

20
在J/ψ→pK^- Σ ̅^0事件中寻找重子
数破坏和Σ^0-Σ ̅^0振荡

202010055736 百项工程
王嘉慧(1810360) 李佳媛(1813600) 
白子冰(1810337) 蔡芳莹(1810338) 
陈  康(1810201)

物理科学学院 无故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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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缺失数据下的相空间重构 202010055744 百项工程
黄琳芝(1810891) 刘怡婷(1810350) 
李春凯(1810238)

物理科学学院 无故终止

22
对原子物理实验室计算机控制系统的
优化与改进

202010055745 百项工程
孟  澳(1810261) 陆雨航(1810255) 
卢尹岗(1810253)

物理科学学院 无故终止

23
反射式磁光微结构非互易单向传输器
件的研究

201910055066 国创计划
陈以健(1711064) 施鑫磊(1714046) 
陈思旭(1714032) 邓志聪(1711068) 
杨  舰(1714053)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
学院

无故终止

24
基于多次幂相位调制的自弯曲光束探
究

201910055068 国创计划
胡朝政(1711027) 刘元鹏(1714041) 
吴  庆(1714050) 岳龚成(1714055) 
刘  航(1714040)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
学院

无故终止

25
磁光液晶的外磁场调控特性及其器件
研究

201910055354 市创计划
高艳丽(1711047) 张乐函(1711042) 
陈  倩(1714058) 董懿莹(1714059) 
马雯凯(1711032)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
学院

无故终止

26 便携式智能显微成像仪 202010055747 百项工程
胡家赫(1811121) 郭恺晟(1810219) 
潘宇航(1810264)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
学院

无故终止

27 漫步攻击的攻击者收益模型研究 201910055076 国创计划 王  冲(1710804) 廖宇轩(1811382) 计算机学院 无故终止

28 基于AFL的软件漏洞挖掘系统 201910055079 国创计划
葛  超(1711268) 窦传喜(1711263) 
周嘉辰(1711284)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无故终止

29
自由立体显示的全景漫游视频处理技
术的实现

201910055367 市创计划
张欣蕊(1711303) 潘雨晨(1711293) 
盖雨晗(1711287) 朱心怡(1711304)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无故终止

30 优化大学生校园生活的手机应用开发 202010055764 百项工程
刘佳浩(1811386) 吴昌昊(1811437) 
李  嘉(1811483) 肖诗淼(1811510) 
刘晓艺(1811493)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无故终止

31
基于手机/摄像头的帕金森综合征早期
筛查

202010055769 百项工程
王梓伊(1811584) 苏  琴(1811618) 
李丰羽(1811608) 刘冰冰(1811613)

人工智能学院 无故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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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土壤环境下两种微塑料对邻苯二
甲酸酯的释放规律研究

201910055105 国创计划
胡欣妍(1710697) 毕婉娟(1710688) 
刘肖冰(1710704) 何润沨(1710628) 
党艺璇(171069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故终止

33
探究双氢青蒿素对4T1细胞增殖和转移
的影响

201910055112 国创计划
郑宏烨(1710979) 贾谷和(1610982) 
李  娜(1710995) 王  溯(1711012) 
周星宇(1710980)

医学院 无故终止

34
豆甾醇缓解二氧化硅诱导的肺纤维化
药效学和药理学研究

202010055861 百项工程
丁昱婷(1813592) 周冰宸(1713478) 
薛可可(1813617) 覃林芳(1813609)

药学院 无故终止

35
格列齐特治疗博莱霉素诱导的肺纤维
化的作用研究

202010055862 百项工程
刘博文(1813556) 田晓满(1813611) 
廖晓丽(1913667)

药学院 无故终止

36
Pt-Sn9/SiO2催化剂催化硝基苯加氢动
力学研究

201910055123 国创计划
刘文治(1713635) 欧阳昱(1713643) 
张佳熙(181388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故终止

37
锰基尖晶石结构在氧气还原反应中的
应用

201910055833 百项工程
郭佳琪(1713613) 卢可盈(1713696) 
饶永兴(171364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故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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