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名 课题名称 负责人 答辩分数 最终等级

1 基于复杂场景下的密集型公共场所人群智能感知系统 刘佳烜/2017212060 1.1249 国家级

2 基于情感计算的智慧学习课堂 段凯杰/2017212000 1.1116 国家级

3 基于手机端视频预览帧的非接触式实时血压测量 巢世杰/2017212123 1.1027 国家级

4 基于智能推荐技术的智慧校园系统 王凯/2017211992 1.0392 国家级

5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robocup球队优化 盛典墨/2017211926 1.0312 国家级

6 基于机器学习的中老年人体检侧重项目推荐 葛文琪/2018211992 0.9991 国家级

7 基于生成式对抗网络的恶意软件查杀与免杀 陈浩/2017212157 0.992 国家级

8 面向龙钟老人的混合现实康乐麻将平台 刘江山/2017212025 0.983 国家级

9 小波理论背景下终端设备的多参数稀疏化算法设计 黄长乐/2017211803 1.1142 省级

10 基于混合语音特征及Residual-LSTM的合成语音鉴别研究 季仁杰/2017212177 1.1107 省级

11 基于差分隐私和数字水印的数据库隐私保护研究与实现 汪凯/2017212181 1.0992 省级

12 涡旋雷达实现目标三维测度机理研究 葛志文/2017211782 1.0946 省级

13 基于stm32的智能止鼾&微弱体征信号采集枕头垫 郭子桓/2017212040 1.0946 省级

14 基于深度学习的交通道路场景识别 孙崇山/2017212096 1.0892 省级

15 基于轻量级神经网络的安全辅助驾驶系统研究与开发 孔姹妮/2017212087 1.0892 省级

16 基于无线传感技术的智能垃圾投放系统 舒锃/2017212145 1.0892 省级

17 基于图像处理的家庭看护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史文/2017211891 1.0865 省级

18 智能化人机交互式手写文字识别软件“灵动手指”开发 翟培铭/2017212110 1.0865 省级

19 面向大学生基于自动文本摘要的科技前沿动态推送APP开发 王若禹/2018214317 1.0848 省级

20 基于超声波阵列的盲人导助系统 唐瑞/2017212028 1.0794 省级

21 筒盖装置等效器计算机仿真设计 陈钰冰/2017211826 1.0784 省级

22 面向多场景的智能拍照APP研究与开发 边豪/2017212127 1.0758 省级

23 城市道路交通相位设置与配时系统设计与实现 刘鸿雁/2017211133 1.0714 省级

24 基于脑电和生理信号的多模态情感数据库的建设与情感识别方法研究 杨雨龙2017211907 1.0687 省级

25 基于YOLO图像识别处理的智能导盲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冯廷浩/2018211820 1.066 省级

26 高动态卫星导航信号模拟器平台 陈创/2017211789 1.0553 省级

27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雨帘控制系统 贾诺/2017211836 1.0381 省级

28 基于图像处理技术的导线覆冰检测技术的开发 万国安/2017212088 1.0381 省级

29 基于水下偏振成像技术的江河污染源探测研究 周洋/2017211835 1.0268 省级

30 基于深度学习的面向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图像风格迁移 陈凌航/2017211899 1.0247 省级

31 基于知识图谱的期货数据关联分析系统 周芝兰/2016212081 1.0232 省级

32 基于虚拟天线阵列的室内手机定位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宋钰/2017211831 1.0151 校级

33 面向AR教育的智能运动训练系统 马冉驰/2017210207 1.0071 校级

34 基于多源异构信息聚合的电子产品比价购物系统 张程缘/2017211980 1.0044 校级

35 基于商品信息处理和识别的智能比价微信小程序的设计与开发 丁祥/2017212071 1.0031 校级

36 智能疫苗柜 许星星/2016212050 1.0017 校级

37 基于生成式对抗网络的有声读物版权保护系统 刘畅/2017212184 0.9951 校级

38 安庆沿江空间信息服务平台构建 王纪超/2017212134 0.9871 校级

39 基于ADS-B的航班轨迹追踪Android软件 李宴舸/2016211972 0.9723 校级

40 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二次元风格头像生成系统 吕玮智/2017215025 0.9628 校级

41 高校教师信息检索系统 张森琪/2017211936 0.9616 校级

42 基于云服务的救灾物资分配和调度集成优化系统 倪宇辰/2017212046 0.9601 校级

43 医用服务机器人的双向视频交互及体温检测 杨健/2017211996 0.9535 校级

44 基于区块链的可复用性数据访问控制系统 赵旌程/2017212199 0.9528 校级

45 面向自闭症儿童面部表情的分析及训练治疗平台 杨楠/2017212056 0.952 校级

46 私人造型师——基于深度学习的服装搭配APP 李安琪/2017211950 0.9509 校级

47 面向企业的数字视觉设计服务平台 王波/2017211902 0.9494 校级

48 基于机器学习的僵尸网络检测 尚子鑫/2018212196 1.0898 校级

49 基于深度学习的恶意域名检测与分析 曹文钊/2018212194 1.0898 校级

50 无线通信网络中高精度时钟同步技术的研究与优化 罗锦涛/2018211873 1.0757 校级

51 基于国密与同态加密算法的安全云存储系统 张建辉/2017212166 1.0615 校级

52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山洪灾害监测数据采集系统设计与实现 陈晨/2017212049 1.0615 校级

53 基于陶瓷压电传感器睡眠监测智能床垫 李云/2017211894 1.0474 校级

54 《阿利的红斗篷》科普绘本的VR重制 张海龙/2017212015 1.0332 校级

55 面向精确投影的可拼接三维场景制作 吕佳意/2017212031 1.0332 校级

56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宿舍管理系统 杨婧可/2017212072 1.0191 校级

57 基于单片机的人体健康检测及提醒系统 石代辉/2017212153 1.0191 校级

58 基于关联推理的日常动作识别 承涵/2018211871 1.0191 校级

59 工业多通道光纤无线测温仪 徐永学/2017211858 1.0049 校级

60 基于webRTC的智能交通标识识别云平台 裴贺园/2018211925 0.9908 校级

61 基于视觉感知的SAR图像舰船检测系统 刘文锦/2017212062 0.9908 校级

62 IQ鉴相器不平衡下多普勒频移的提取 刘宗岱/2017212116 0.9908 校级

63 基于表情识别的课堂质量评判系统 恽郅/2018211917 0.9766 校级

64 基于HoloLens的校史馆导航应用 闫家铭/2017211973 0.9766 校级

65 新媒体背景下MG动画在高校微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邱颖昭/2017211977 0.9625 校级

66 基于rssi技术的自动感应与报警系统的软硬件开发 吴迪/2017212076 0.9625 校级

67 基于MG动画在文化传播中的实效性调研 闫子熙/2018211821 0.9341 校级

68 基于STM32F103C的智能防溺水手环 郭俐宏/2018212146 0.9341 校级

71 基于击键的非侵入式多模态情感监测系统 汤钰炜/2017211921 0.9321 校级

69 多功能信号屏蔽器 赵晓葆/2017212113 0.8775 校级

70 基于UWB的自动循迹小车 刘永邦/2018212154 0.8492 校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