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1
光场的偏振 相位联合调控及其微纳加工应
用研究

国创 201510055042 刘癸庚(1310208) 吴雪梅(1310300) 李妍霏(1310288) 涂成厚 物理科学学院

2 氧化石墨烯的水生生物效应及其机制研究 国创 201510055103 高  越(1311051) 方  重(1311046) 胡献刚
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3
面向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汉语常用词用法手
册

市创 201610055203
曾智超(1412435) 单  磊(1412425) 戴  攀(1412441)
刘  欣(1412459) 李  畅(1412454)

郭昭军 文学院

4 香港黄大仙信仰历史与现状的调查研究 国创 201510055011
庄钊滢(1312392) 周荣程(1312391) 邢玮傲(1312360)
米丁一(1212353) 何晓同(1412374)

侯  杰 历史学院

5
刑事判决书说理的制度激励研究——以天
津市西青区法院498份刑事判决书和65份调
查问卷为样本

市创 201610055256
房  平(1412981) 东福旭(1412929) 李  敏(1412996)
于  露(1413041)

王  彬 法学院

6
吉林省“禁塑令”的政策执行评估及全国
推广的对策建议——基于公共政策评估理
论

国创 201510055017
苏  冬(1312883) 葛俊璋(1312759) 雷诒茗(1312799)
裴  瑶(1212683) 朱功伟(1212779)

翟  磊
周恩来政府管
理学院

附件二

2017年南开大学本科生创新科研优秀项目

一等奖(共21项)

特等奖(共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7
休闲教育视角下的大学生寒暑假休闲生活
质量调查——以天津市高校大学生为例

市创 201610055262
王余意(1412823) 樊沛文(1412804) 刘斯彤(1412814)
唐  芮(1412821) 唐诗文(1412822)

胡  雯
周恩来政府管
理学院

8
“粘蝇纸效应”在我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
付中的实证研究与比较

市创 201610055218
王一博(1411596) 屠克非(1411593) 谷仕博(1411575)
骆韵洁(1412153) 侯  越(1411614)

丁  宏 经济学院

9 基于系统仿真优化的救护车布局研究 国创 201510055039
赵子琪(1313185) 王雅琳(1313181) 于  淼(1313219)
张  黔(1313166) 赵  淼(1313167)

王  谦 商学院

10 基于仿真的交通灯配时优化研究 百项 BX14074
王倩男(1413186) 吴楚石(1413187) 王  锏(1413171)
易业洲(1413176)

车建国 商学院

11
自贸区融资租赁公司风险管理分析
——以天津自贸区为例

国创 201510055023
李海滨(1311728) 孙静曦(1311794) 唐凡景(1311835)
吴  岩(1311913)

佟家栋 金融学院

12 非编码RNA的识别和筛选 国创 201610055046 司佳蓉(1410145) 韦星宇(1410074) 张馨予(1410163) 胡  刚 数学科学学院

13 基于柱坐标系的3D打印机的研究与开发 国创 201510055041 张家强(1310264) 张泽昊(1310268) 周砚柠(1310310) 叶  青 物理科学学院

14
基于指纹识别以及无线数据安全传输的学
生信息识别管理系统的研发

国创 201510055048
杨澎涛(1310376) 刘姜江(1310359) 关雨环(1310382)
周珮尧(1310348) 袁 玥(1310346)

孙桂玲
电子信息与光
学工程学院

15
基于spark的频繁项增量式更新挖掘算法优
化

国创 201510055069
寇明栋(1310564) 贺恒逸(1310560) 李晓光(1310570)
钭怀啸(1310605) 温浩星(1310585)

杨愚鲁
计算机与控制
工程学院

16
基于Raspbian系统与Android应用开发的智
能镜子

百项 BX14164
余  东(1412657) 王雅飞(1410675) 张慧婷(1410680)
符  裕(1410712) 阚  薇(1413238)

谢茂强 软件学院

17 金属催化的卡宾硼氢化反应研究 市创 201610055322 李子奇(1413095) 朱守非 化学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18 不对称Nazarov反应研究 市创 201610055330 陈梦青(1413079) 周其林 化学学院

19 XIAP-BIR3蛋白与铜离子作用机理研究 百项 BX14204 方  恬(1410873) 苏循成 化学学院

20
利用自由基聚合反应稳定反相微乳液的策
略探究

市创 201610055324 刘佳童(1410896) 金  坤(1410767) 史林启 化学学院

21
药物对斑马鱼胚胎绒毛膜的力学性质及发
育的影响研究

百项 BX14223
匡翔宇(1411108) 李  伟(1411111) 田瑞林(1411131)
杨琳琳(1510831)

冯喜增 生命科学学院

22
不同接种菌源对生物阴极启动过程和电化
学活性的影响机制研究

市创 201610055347 严雨清(1411063) 陈文姗(1411016) 高凯琳(1411078) 王  鑫
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

23
探究GnRH-PE40对IL-23诱导小鼠银屑病的
治疗效果

国创 201510055112
王笑然(1311259) 曾嘉琦(1311265) 田广招(1311221)
闵  鑫(1311251) 王  凯(1311222)

车永哲 医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24 汉语过渡方言初步探索 市创 201610055202
周碧菡(1412490) 杨  雯(1412486) 谢淑慧(1412482)
王夕冉(1412476) 方思璐(1412444)

意西微
萨˙阿
错

文学院

25 长城抗战的资料整理研究与实地考察 国创 201510055009
徐开阳(1312353) 孟小强(1312336) 鞠荣坤(1312403)
赵  硕(1212342) 马晓驰(1212337)

侯  杰 历史学院

26
世界主要国家的社会组织服务质量评价体
系研究

国创 201510055013
徐美婷(1311417) 董  淼(1311447) 刘碧宸(1311474)
仝  飞(1311430) 崔宇博(1311485) 赵  恒(1411516)

王  凯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共28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27
非母语汉语学习者语音偏误在线演示系统
——以美国、日本、俄国、泰国、韩国五
国为例

国创 201510055012
马  乐(1312294) 刘欣蕾(1312293) 毛钧谊(1312295)
孟  莹(1312296) 孙晓彤(1312298)

冉启斌
汉语言文化学
院

28
网络虚拟社区低俗文化与非法行为管理方
法研究——以知乎网为例

市创 201610055260
常秉钊(1412774) 李其远(1412781) 陈  柳(1412801)
高十八子(1412805)

刘华芹
周恩来政府管
理学院

29
共享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博弈和政府作用
——以网络约租车为例

百项 BX14025
袁  博(1411690) 江汇源(1411576) 范少达(1411573)
张  帅(1410704) 赵智晗(1410104)

万志宏 经济学院

30
手机阅读视觉疲劳和阅读体验影响因素研
究

国创 201510055038
耿丽萍(1313170) 陈颖青(1313169) 李广泽(1313155)
张奎越(1313165) 窦国洋(1313223)

李  凯 商学院

31
对同属顾客与一线员工对不良行为反应与
结果组合影响顾客满意度作用机制的研究

BX14066
寇栩铭(1412260) 阮思怡(1412273) 金育蓉(1412130)
周仕男(1412253)

杜建刚 商学院

32 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与绩效的研究 市创 201610055245
刘涵清(1412265) 李  润(1412263) 李嘉仪(1412261)
李怡薇(1412264)

李  姝 商学院

33
自贸区对中国离岸金融市场制度建设的推
动作用研究—以天津自贸区为例

市创 201610055234
曹思翀(1411740) 刘  翼(1411881) 荣晓坤(1411798)
温旭东(1411765) 杨璟仪(1411817)

刘秉镰 金融学院

34
关于健康保险市场道德风险与逆选择的研
究

百项 BX14058
胡桑瑜(1413236) 张  萌(1410936) 周舒怡(1410484)
梁嘉琦(1413004)

邵全权 金融学院

35
农业机械融资租赁的推广问题研究
——基于东北三省地区的差异化分析

市创 201610055236
孙义丽(1411804) 陶金欣(1411805) 张  恬(1411829)
赵  洋(1410170) 谷玲利(1411779)

张尚学 金融学院

36
吸附CO2的金属有机框架的合成及其理论模
拟

市创 201610055280
颜徐理(1410250) 杨迎晨(1410930)
易曾慧敏(1410932)

卜显和 物理科学学院

37 引力波产生中微子现象的研究 百项 BX14120 宋子健(1410230) 李学潜 物理科学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38 基于白光LED通信技术的无线音乐播放器 百项 BX14145
张淑敏(1410476) 薛晨桥(1410467) 吴  雯(1414054)
鲁金铭(1410361)

肖纯贤
电子信息与光
学工程学院

39 智能导盲机器人的设计与制作 市创 201610055288
杜昉臻(1410432) 刘  鑫(1410356) 李  敏(1410444)
陈炜琦(1410424) 胡敏健(1410336)

孙桂玲
电子信息与光
学工程学院

40 基于密码技术的Web数据隐私保密技术 百项 BX14155
董奇颖(1410664) 郭晓杰(1410664) 卢垚松(1412623)
黄  静(1410667) 李子硕(1410650)

刘哲理
计算机与控制
工程学院

41 老年智能家居机器人 国创 201510055068
许  婧(1310547) 张晶晗(1310549) 杨  桐(1310548)
郭  昊(1310512) 黄泽昕(1310514)

段  峰
计算机与控制
工程学院

42 基于网络互联的家庭安全中心设计雏形 国创 201510055080
何  彪(1312618) 郭天放(1312617) 陈丽怡(1312683)
李舒馨(1312690)

孙凤池 软件学院

43 抗病毒活性的重要合成子的分子设计合成 市创 201610055332 薛  景(1410829) 吴傲奔(1410820) 杨怀普(1410832) 范志金 化学学院

44
原卟啉原氧化酶PPO及其突变体与除草剂三
氟羧草醚的作用机制研究

国创 201510055090
李可心(1310829) 李文浩(1310749) 金羽彤(1310827)
许  喆(1310792)

文  欣 化学学院

45
碳氢键官能团化构建环肽骨架研究(原课
题：天然环肽Streptide的合成)

百项 BX14211 华汪德(1410759) 胡雨亭(1410758) 陈  弓 化学学院

46
柱[6]芳烃的合成、修饰以及其对染料分子
包结行为的研究

市创 201610055319 刘大昌(1410780) 孙  侠(1410958) 周  悦(1410979) 刘  育 化学学院

47
Atm1在白念珠菌铁代谢、线粒体功能维持
及毒力方面的功能研究

国创 201510055099
曾  熙(1311201) 綦久智(1311080) 马逸冰(1311078)
陈思佳(1311102)

李明春 生命科学学院

48
铜绿假单胞菌中PruR对putA和putP基因的
调控

市创 201610055335
范芸菲(1411166) 李  琳(1411177) 张依楠(1411215)
张雅婷(1411214) 徐鹤鸣(1411204)

程志晖 生命科学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49
城市扬尘中抗生素抗性细菌及抗性基因的
研究

国创 201510055102
周  昊(1311021) 旷  宇(1310977) 李昭环(1311027)
王恒谦(1311017) 贾立生(1310976)

罗  义
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

50 NNGH的镇痛作用及机制 百项 BX14228 孙梦纯(1411279) 祁子禹(1411246) 金大庆 医学院

51
超分子组装构建多构型基因载体系统的研
究

国创 201510055121
吕子睿(1313096) 钟海平(1310812) 裴粟玉(1313101)
王嘉琳(1313105)

王燕铭 药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52
2015年中国流行网络自制剧及其受众的分
析—以由各大视频网站参与出品的网络自
制剧为例

百项 BX14006
王国钦(1411447) 刘彦莹(1412815) 宋  歌(1411444)
马宏暄(1411441)

王旭峰 文学院

53 京津冀地区汉墓博物馆调查研究 市创 201610055208
段霄霆(1412369) 魏梦圆(1412420) 邢成鑫(1412421)
张  文(1412422)

刘尊志 历史学院

54
天津市大学生社会实践现状及发展对策研

究
国创 201610055013

刘治君(1412330) 郑林如(1412836) 王小钰(1412916)
崔  倩(1412325) 刘  燕(1512439)

薛晓斌
马克思主义学
院

55 质押商铺承租权的合法化问题 百项 BX14089
刘艺丹(1413008) 岳五峰(1412960) 武宇佳(1413034)
李  彤(1412997)

张志坡 法学院

56
中医药旅游市场需求分析与发展路径探究
——以京津地区为例

百项 BX14112
郭昕悦(1413145) 陈怡煖(1413142) 黄燕珊(1413147)
刘红旭(1413149)

于海波
旅游管理与服
务学院

57
精心勤奋：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竞争风格及
其社会效应

百项 BX14097
刘奕男(1412847) 丁兆君(1412846) 穆蔚琦(1412848)
杨  旋(1412841)

陈  浩
周恩来政府管
理学院

三等奖(共3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58
从政府规制视角研究移动支付平台下出租
车行业监管——基于天津市的调研

百项 BX14101
杨天威(1412875) 方弋鸿(1412880) 马瑜骏(1412818)
周艺璇(1412894) 丰程方(1412904)

李  瑛
周恩来政府管
理学院

59
在校大学生创业社会支持网络研究
——以南开大学为例

国创 201510055022
吴佩伦(1312817) 夏亦煊(1312818) 李书玮(1312829)
赵新月(1312842) 魏  爽(1312739)

朱  荟
周恩来政府管
理学院

60 中国电影产业的竞争力及发展战略研究 百项 BX14029
王曦冉(1413276) 王  旭(1413277) 王铭轩(1413258)
吴佳妮(1413278) 田文文(1413274)

李  治 经济学院

61
天津市设立公共自行车系统前景分析与政
策规划——基于杭州武汉的公共自行车系
统

百项 BX14026
赵  笛(1411867) 王  垚(1410629) 刘雨诺(1411839)
秦  聪(1411842) 何思玉(1411851)

郭  玲
张海威

经济学院

62
我国“绿色信贷”问题研究——基于
RAROC-KMV模型分析

国创 201510055026
于富元(1311822) 何  流(1311817) 王  晨(1311608)
迟  宁(1311856) 杨子江(1311747)

邢天添 经济学院

63
智能手机线下体验店营销效果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

市创 201610055248
张  雷(1412252) 马  蕊(1412272) 罗望舒(1412271)
杨子然(1412250) 祝良锐(1412254)

梅  丹 商学院

64
面向需求侧的南开大学选课系统的优化分
析

百项 BX14087
万思琪(1413185) 韩  旭(1413166) 郭俊宇(1413165)
郝建玉(1413167) 屈明岩(1413184)

隋  静 商学院

65 Dy3+、Yb3+共掺硼硅酸盐微电极玻璃研究 市创 201610055277 杨笑吟(1410309) 赵丽娟 物理科学学院

66 低维硼的结构预测与性质研究 市创 201610055278 张  岳(1410267) 周子健(1410275) 周向峰 物理科学学院

67 碳基复合材料的模拟、设计及性质研究 百项 BX14134 杨舒然(1410306) 熊艳翎(1410303) 王玉芳 物理科学学院

68
嵌段共聚物在气液界面处自组装行为的模
拟研究.

百项 BX14135 王瑞璇(1410298) 杨  希(1410308) 李宝会 物理科学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69
常温下水相法制液体激光介质-掺稀土PbF2
纳米晶

百项 BX14138 董  攀(1410186) 董皓天(1410185) 赵丽娟 物理科学学院

70
基于光场技术的微结构表面三维形貌获取
装置

市创 201610055292
曹曈曈(1410487) 何  达(1410493) 苏  帅(1414040)
袁  帅(1414048) 李淑娴(1414052)

赵  星
电子信息与光
学工程学院

71
随机掺杂对类石墨烯体系电子结构的影响
研究

百项 201510055052
高  姗(1310336) 唐梦宇(1310342) 田  星(1310343)
何  桢(1210507)

周铁戈
电子信息与光
学工程学院

72 利用螺旋位相结构的自由空间通讯 市创 201610055290
杨立维(1410470) 许家磊(1410398) 张  玮(1410478)
王  昊(1410387) 胡天贵(1410337)

匡登峰
电子信息与光
学工程学院

73
基于大学生信用评级模型建立的大学生信
用贷款App设计

市创 201610055293
薛  卿(1410630) 张天宇(1410640) 王  婷(1410628)
石雪萍(1411800) 焦扬洋(1411748)

张  金
计算机与控制
工程学院

74
电解质对水相RAFT分散聚合反应动力学及
聚合诱导自组装的影响

市创 201610055318 常雪莹(1410868) 白雪梦(1410866) 贲婷婷(1410867) 张望清 化学学院

75
温敏聚合物稳定不同形貌纳米铂催化α -酮
酸酯不对称氢化

国创 201510055089
马天元(1310877) 冯  立(1310868)
欧阳乐孜(1310878)

楼兰兰 化学学院

76 含汞废水新型吸附材料的研究 市创 201610055312
加来力.卡列来(1410764)          周任晖(1410859)
蒋明宏(1413059)

李  伟 化学学院

77
双官能团氨基硫脲催化不对称合成苯并吡
喃色满衍生物

国创 201510055086 孙宇超(1310884) 任媛媛(1310910) 王  鹤(1310914) 苗志伟 化学学院

78
CuO一体化电极的制备及其储锂电化学性能
研究

市创 201610055316 黄一珂(1410762) 刘  畅(1310908) 黄思路(1410761) 焦丽芳 化学学院

79
高脂食物诱导小鼠肥胖对学习记忆的影响
及其机理研究

百项 BX14222
刘孟宇(1411181) 朱子坤(1411157) 李素雅(1411469)
古明阳(1410687)

冯喜增 生命科学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80
免疫毒素蛋白对脑胶质瘤体内外抑瘤实验
的研究

百项 BX14227
赵  心(1411221) 赵泽元(1411224) 杨佳星(1411147)
许孔恩(141323)  范长旭(1411379)

洪章勇 生命科学学院

81
Pd金属晶面效应在5-羟甲基糠醛氧化反应
中的作用机理研究

国创 201510055105
王玉玲(1311058) 刘朋琨(1311053) 刘  通(1311057)
汪  琪(1311057)

于  凯
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

82
过硫酸盐高级氧化技术处理难降解废水的
研究

国创 201510055111
高令杰(1311011) 褚宏怡(1311022) 龚楚枫(1310987)
寇方航(1311014) 阿克江·库尔曼巴依(1311009)

鲁金凤
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

83 N-甲氧基苯甲酰胺C-N键的断裂合成肟醚 市创 201610055345 杜亚菲(1413085) 储岑岑(1413082) 李适佚(1413092) 王  彬 药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84
公共在线教育平台的运行模式及传播效果
研究——基于主流“慕课”平台的实证分
析

国创 201510055005
张  妍(1312513) 黄晨茜(1312536) 张怡萱(1312482)
李俊霖(1212390) 王  祎(1211751)

陈  鹏 文学院

85
主流媒体“两微矩阵”舆论引导创新与探
索        ——基于《人民日报》“两微
”平台的实证分析

百项 BX14005
袁博阳(1412512) 王旸昕(1412509) 关叶欣(1412535)
齐宗仁(1412529)

戴  维 文学院

86
萨满文化对满族社会结构与观念的影响
——以抚顺新宾清原两县为例

国创 201510055008
鲍隆轩(1312332) 李尔岑(1312334) 庆  桓(1312333)
白京麟(1312331)

夏  炎 历史学院

87 文化异质性对中国入境旅游需求的影响 市创 201610055267
杨  君(1413246) 刘一诚(1413227) 程立佳(1413233)
许佳文(1312572)

马  静
旅游管理与服
务学院

88
大城市城乡结合部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治
理研究——基于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的考
察

百项 BX14104
栗伊萱(1412870) 张雪莉(1412769) 张凯婷(1412767)
路晨磊(1412895) 李政民(1412869)

赵聚军
周恩来政府管
理学院

优秀奖(共26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89
独生和非独生子女与其是否创业及创业意
愿的关系研究

市创 201610055226
李嘉欣(1413269) 罗炼铎(1413256) 王陈圆(1413257)
王春琪(1413275)马  涵(1413272)

黄玖立 经济学院

90
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以天
津市为例

市创 201610055250
孙  悦(1412169) 李施蓓(1412134) 肖健男(1412081)
杨  光(1412085) 叶孟顺(1412086)

林伟鹏 商学院

91 提高汽车发动机零配件设计质量 百项 BX14085
朱继猛(1413179) 周剑桥(1413177) 胡仰之(1413168)
李  阳(1413170)

王  晶 商学院

92
商圈发展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规律调查研究
——以天津地区各商圈发展现状为例

市创 201610055239
李政博(1411878) 陈鹏举(1411909) 甄  锐(1411907)
赵  未(1411832) 黄砾颉(1411892)

陈孝伟 金融学院

93
中国养老金支付缺口预测与政策分析
——以天津市为例

百项 BX14057
武晓文(1411813) 张航铭(1411885) 刘耕睿(1411880)
褚  晏(1310021) 谢鑫喆(1410083)

张庆元 金融学院

94
关于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并轨化的
研究

百项 BX14062
刘  名(1411939) 刘利姗(1411938) 刘  悦(1411940)
柳乃丹(1411941)

邵全权 金融学院

95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企业进出口额及其再创
新能力的影响——以南方某沿海城市企业
为例

百项 BX14119 魏培昱(1410245) 姚金桃(1412336) 汪达明(1410234) 张  兵 物理科学学院

96
探究螺旋状铜丝各参数对微波旋光角度的
影响及产生双折射的可能

百项 BX14133 梁博群(1410211) 李雪飏(1410210) 徐天尧(1410086) 冯  敏 物理科学学院

97
基于光场成像技术的超分辨信息获取与重
建过程中三维分辨率的定量表征

国创 201510055061
王晨煜(1310490) 姜  越(1314028) 刘  越(1310487)
党宇星(1314037) 闪晨曦(1314050)

赵  星
电子信息与光
学工程学院

98
基于灰度相关和亚像素定位技术的高精度
匹配方法研究

百项 BX14151
张翔宇(1410518) 任凯龙(1414038) 段文浩(1414032)
侯  璟(1414034)

赵  星
电子信息与光
学工程学院

99 基于视觉的智能房车机械臂控制系统开发 市创 201610055296
赵顺意(1410705) 周名旺(1410609) 王希敏(1410696)
徐梓华(1410702)

张  涛
计算机与控制
工程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组成员
指导
教师

推荐学院

100 导向药物传输的两亲杯芳烃组装体 国创 201510055085 张季恺(1310456) 陈  曦(1310720) 胡志鹏(1310737) 郭东升 化学学院

101
Ru/Super P作为钠-空气电池正极材料的研
究

百项 BX14174 王  杭(1410807) 毛  栋(1410792) 苗丁文(1410794) 李福军 化学学院

102
基于金属有机框架(MOFs)的新型染料敏化
电池光阳极的探究

国创 201510055092
张历柱(1310805) 张明石(1310806) 张天宇(1310808)
张世钰(1310807)

卜显和 化学学院

103
具有细菌识别功能纳米抗菌材料的构建及
其干扰细菌生物膜机制研究

百项 BX14177 张童彤(1410939) 张萌真(1410938) 张晓婧(1410940) 张新歌 化学学院

104 基于沟槽键合的DNA结合试剂的设计与研究 国创 201510055084
李博文(1310873) 舒思晟(1310883) 许铃鸿(1310934)
董  璋(1314009)

田金磊 化学学院

105
银纳米簇聚集自淬灭体系的构建并用于
turn-on检测谷胱甘肽

市创 201610055315 张  晨(1410845) 张世栋(1410850) 周启畅(1410858) 严秀平 化学学院

106
植物油加氢制备生物航空煤油催化剂的设
计以及工艺的研究

百项 BX14180 邓  弘(1410953) 陈欣冉(1410870) 邓师洁(1410871) 阎晓琦 化学学院

107
探究碘化银纳米的粒径对碘离子选择性电
极的影响

市创 201610055328 廖业婷(1410892) 刘欢欢(1410895) 李一峻 化学学院

108
多聚组氨酸功能化多壁碳纳米管在葡萄糖
传感器构建中的基础研究

百项 BX14218
刘小米(1411182) 柳雪晨(1411184) 刘芯宇(1411183)
朱小冲(1411228) 郑  媛(1411225)

陈  强 生命科学学院

109 HIV-1 Tat蛋白对ABCG2表达的影响 市创 201610055346
虞子青(1413121) 叶如枫(1413119) 杨舒丹(1413118)
符逸仙(1413087)

马永钢
李  汀

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