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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活化法制备高比表面积活性炭机理研究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艺）1201 班  黄一惟 

指导教师    徐绍平 

     

高比表面积活性炭因其发达的微孔结构和大的吸附容量，在燃料气存储、气体分

离、催化反应及双电层电容器等方面具有光明的应用前景。目前，采用 KOH 活化石

油焦等高含碳原料是制备高比表面积活性炭的主要技术路线之一。由 KOH 活化机理

可知，活化过程中产生了插层钾（K-GICs）且其能够有效促进活性炭孔隙结构的发展，

而 K-GICs 并不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发生脱嵌，这也启示我们可以通过 K-GICs 的脱

插这一手段，调控活性炭孔隙结构，同时实现异种原子的掺杂。 

    为了实现活性炭孔隙结构和表面性质的定向调控，进一步拓宽高比表面积活性炭

的应用领域, 本文在固定床反应器上进行三种不同的脱插试剂（水蒸气、冰醋酸、氨

气）对 KOH 活化法制备的活性炭中 K-GICs 的脱插研究。通过测定比表面积、总孔容

和微孔孔容，考察了三种脱插试剂在不同温度下对活性炭孔隙结构的影响，同时采用

Boehm 滴定法、红外分析等表征手段考查三种脱插试剂对活性炭表面性质的影响。实

验结果表明，不同的脱插试剂在不同的温度下与 K-GICs 具有不同的反应活性。在适

宜的温度下引入一定浓度的水蒸气（200℃，7%），醋酸（250℃，6%），氨气（250℃）

可以有效促进活性炭孔隙结构的发展，并向活性炭中引入一定量的含氧及含氮官能

团。同时，通过 XRD 表征并结合自由能的计算，提出了系统的 K-GICs 的脱插机理。 

 

关键词：活性炭；K-GICs；孔隙结构；表面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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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2O4/石墨烯的制备及其超电容性能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化学工程与工艺（电化学工程）1202 班  段佳宁 

指导教师    刘  伟  

     

超级电容器，又称电化学电容器，是一种电容量可达几千法拉的新型储能装置，

具有功率密度大、使用寿命长、绿色环保等优点。电极材料对超级电容器的性能起决

定性作用。石墨烯具有高导电性和大比表面积；过渡金属氧化物 NiCo2O4具有高导电

性、成本低、制备工艺简单、环境友好等优点。本实验将石墨烯与 NiCo2O4复合，相

当于把一个高比表面积的双电层电容器和一个电极物质活性很高的赝电容器结合，具

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创新性。 

本实验采用水热法将氧化石墨烯溶液与 NiCl2·6H2O、CoCl2·6H2O、尿素反应，合

成温度分别控制在 90 和 120℃，密封反应 6h，再经 300℃，2h 焙烧得到 NiCo2O4/石

墨烯复合材料。对样品进行形貌表征和工作电极的制备，在 1M KOH 水溶液中进行电

化学测试。结果如下：两种合成温度下氧化石墨烯溶液的最佳浓度均为 1.5mg/mL，且

随石墨烯含量的增加比电容先增加后减小；1A/g 电流密度下，比电容随合成温度的升

高而增加，但 90℃下的样品更耐大电流充放电。其中，90℃合成温度 1.5mg/mL 石墨

烯含量的样品比电容达到 582F/g，120℃合成温度 1.5mg/mL 石墨烯含量的样品比电容

达到 690F/g。将样品电极与 Fe2O3/石墨烯电极组装成非对称超级电容器，1A/g 电流密

度下比电容达到 103F/g。以上结果表明本实验合成的复合材料具有比较优秀的超电容

性能。 

 

关键词：NiCo2O4；石墨烯；超级电容器；比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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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O2结构调变及其催化氧化甲苯性能研究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环境科学 1201 班  杜金鹏 

指导教师    曲振平    

     

本文采用催化氧化法处理甲苯，以 MnO2 为主要催化剂，通过调控形貌、元素掺

杂来调控催化剂结构和氧化还原性质，从而提高催化剂对甲苯的催化活性。具体的研

究内容如下： 

1.通过改变制备条件和改变制备温度两种方法对 MnO2 催化剂进行调控。结果发

现加入 Ti 片制备的催化剂具有更多的可还原氧物种和更大的比表面积和孔容，这些使

得加入其催化活性明显好于不加 Ti 片的催化剂；此外，改变温度制备出形貌不同的

MnO2，层状 MnO2 表现出最好的催化活性，在 230
o
C 实现了对甲苯的完全转化，这主

要是由于层状二氧化锰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和孔容，有利于甲苯的吸附，进而有利于

甲苯催化反应的进行。 

2.以层状二氧化锰为主要活性组分，通过元素掺杂（贵金属 Ag、碱金属 K、过渡

金属铈、铁、铜、钴）进一步提高 MnO2 对甲苯的催化活性。研究结果显示，铈掺杂

的锰氧化物具有最好的甲苯催化氧化活性，从 160
o
C 到 220

o
C 甲苯转化率均明显高于

单锰催化剂，在 220
o
C 实现了甲苯的完全转化。 

3.改变锰铈摩尔比，进一步优化催化剂。研究结果显示，当锰铈比例为 2:1 或 3:2

时，催化剂对于甲苯完全转化温度降低到 210
o
C。 采用 XRD、SEM、H2-TPR 和比表

面积测试对催化剂结构和氧化还原性质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铈加入后与锰紧密结合，

形成了锰铈固溶体，提高了催化剂可还原氧物种的浓度，增大了比表面积，进而提高

了催化剂的活性。 

 

关键词：二氧化锰；形貌；甲苯；元素掺杂 

 

 



大连理工大学 2016 届本科生校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摘要 

4 

 

氯代多氟醚基磺酸对栅藻和麦穗鱼的毒性效应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环境工程 1202 班  高丽晨 

指导教师    刘  薇 

     

目前很多国家均已禁止其生产和使用全氟辛烷磺酸(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PFOS)。然而工业生产对这种表面活性剂需求较高，因此替代物的生产和使用迅速增

加。氯代多氟醚基磺酸(Chlorinated polyfluoroalkyl ether sulfonic acid, Cl-PFAES；商品

名 F-53B)是一种重要的 PFOS 替代物，而其安全性尚不明确。 

本研究进行了 F-53B 的藻类生长抑制实验和鱼类急性毒性实验。F-53B 对斜生栅

藻和麦穗鱼的毒性效应随浓度升高而增强。F-53B 暴露 72 h 对斜生栅藻的半数抑制浓

度(IC50)为 36.3 mg/L，低于 PFOS(112 mg/L)。F-53B 暴露 96 h 对麦穗鱼的半数致死浓

度(LC50)为 11.8 mg/L，低于 F-53B 对斜生栅藻的 IC50，说明麦穗鱼对 F-53B 暴露更敏

感。此外，F-53B 对土著物种麦穗鱼的急性毒性与其对模式物种斑马鱼的急性毒性效

应接近(15.5 mg/L)。根据急性毒性分级标准，F-53B 对斜生栅藻和麦穗鱼具有中等毒

性。 

进一步研究藻类对 F-53B 的富集，建立了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藻细胞内 F-53B

的方法。方法在 1.0-50.0 μg/L 范围有较好的线性关系(r
2 

= 0.994)，加标回收率为

84.4±5.8%。水中 F-53B 在 0.5-50 μg/L 浓度范围内，藻细胞对 F-53B 的生物富集因子

(BAF)随浓度升高而下降。在 0.5 μg/L 时 BAF 最大，Log BAF 值为 5.45，高于文献报

道中绿藻细胞内 PFOS 的 Log BAF 值(2.2-2.5)，表明 F-53B 在斜生栅藻中有较强的生

物富集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 F-53B 会对水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提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其

水生毒性和机理。研究结果为氯代多氟醚基磺酸类 PFOS 替代物的安全性和风险评价

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氯代多氟醚基磺酸；斜生栅藻；麦穗鱼；毒性；生物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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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 LNG 气瓶设计与检验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1202 班  孔  闯 

指导教师    由宏新 

     

车载液化天然气气瓶作为一种运输低温天然气的特种容器，由于其安全、储运效

率高的特点，广泛用于汽车燃料供应系统。由于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带压存储和运输

低温液体，因此与普通气瓶相比结构更为复杂，其设计和检验内容也有更高的要求。

同时，液化天然气气瓶绝热性能和安全性能是气瓶高效可靠使用的保证，也是气瓶设

计与检验工作的重点内容；研究和改善气瓶的安全、绝热性能是液化天然气气瓶研究

的热点问题。 

本文以《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标准报批稿为依据，对 500L 车载 LNG 气瓶进

行设计，所设计的气瓶是双层真空保温结构，具体包括气瓶容积、强度、刚度、安全

泄放和绝热设计等内容，并用 CAD 绘制了气瓶结构装配图和部件图；同时，利用

ANSYS 热分析模块对气瓶尾端支撑结构漏热量进行模拟，对比分析三种尾端支撑结

构的传热特点，提出合理降低气瓶尾端支撑结构漏热的建议；参与大连市锅炉压力容

器检验研究院对某厂生产的 500L 车用 LNG 气瓶的型式试验，完成了材料性能、振动、

火烧、跌落、真空绝热等试验。 

 

关键词：液化天然气气瓶；设计；检验；支撑结构；漏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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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2量子点制备及其类过氧化物酶催化性能研究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环境工程 1202 班  李亚璇 

指导教师    赵慧敏 

     

二硫化钼（MoS2）纳米材料具有与石墨烯相似的二维层状结构和优良的力学、磁

学、光电性能，近年来在润滑、电子光学元件、产能储能等方面应用广泛。研究发现

MoS2 纳米材料本身具备类过氧化物酶催化性能，可以高效催化反应体系中的过氧化

物，生成强氧化性羟基自由基，这种性能在生物传感、化学检测、污染物降解等方面

的应用备受关注。但是目前所研究的 MoS2 纳米材料，如纳米片，存在易聚沉致使活

性降低、制备复杂、不稳定等不足。MoS2 纳米材料新形貌——MoS2 量子点有望弥补

以上不足，它比表面积大、活性位点多、类过氧化物酶催化性能强，是较理想的仿生

酶催化材料。 

本论文研究采用研磨超声法制备出尺寸均一的 MoS2 量子点，利用透射电镜、X

射线衍射对量子点的尺寸形貌、晶体结构进行表征；发现水相 MoS2 量子点可使

H2O2-TMB 反应体系显色，说明量子点以水为反应介质具有较强的类过氧化物酶催化

性能。通过比色法对 MoS2 量子点的制备条件和催化性能检测条件进行优化，其类酶

催化性能有了明显提高。在最优条件下，水相量子点分散稳定、生物相容性好、类酶

催化性强，为拓展 MoS2纳米材料在生物医学、环境化学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二硫化钼；量子点；仿生酶；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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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简单的高亮度高光稳定性荧光染料开发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化学工程与工艺（精细化工）1201 班  刘文娟 

指导教师  崔京南 

     

随着包括超高分辨显微成像和生物化学示踪的单分子分辨成像内的先进荧光成

像技术的发展，细胞内特定结构甚至单个分子的成像成为可能。这一目标的实现同时

还需要有更精确的标记物的配合，这些标记物需要有明亮的荧光、优秀的光稳定性、

良好的膜通透性和迅速的标记能力。 

针对萘酰亚胺类染料，我们拟通过对荧光团进行一个极小的的结构的改变来提升

其亮度，如此一来，既保留了细胞渗透性也可高效的用于细胞内标记。我们使用萘酰

亚胺染料作为母体，在其 4 位使用四元氮杂环进行取代。这一净增加两个碳原子的极

小的变化使得被改造的荧光团的量子产率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在单分子标记中获得足

够的观测时间和提升了的空间分辨率。不仅具有较长的寿命和良好的光稳定性，也保

留了活细胞应用时必要的小尺寸和细胞膜透过性。 

随后，我们将这一改造后的染料作为线粒体探针和蛋白质探针的荧光基团，用相

关实验来验证其在活细胞及生物体内良好的应用性能。 

 

关键词：萘酰亚胺;氮杂环丁烷;荧光染料;线粒体探针;蛋白质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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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脂酸甲酯选择性催化加氢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化学工程与工艺（精细化工）1201 班  陆志兴 

指导教师    荣泽明 

     

本论文采用负载 Ni/MgO 催化硬脂酸甲酯加氢制备十八醇，并对催化剂的制备条

件及方法进行优化，目的是提高催化剂的转化效率以及产物十八醇的选择性。利用

BET、XRD 等分析仪器对催化剂的孔容、孔径、比表面积、晶型等宏观物性进行了表

征。实验结果表明，活性金属（Ni 原子）的负载量为 44%，沉淀温度为 50 ℃时，使

用(NH4)2CO3 为沉淀剂，得到的催化剂前躯体经过过滤、洗涤，并在 60 ℃条件下干

燥 24 h，得到了负载镍催化剂前驱体。将前驱体在 30 mL/min 氢气流量下，500 ℃温

度下还原 4 h，得到的 Ni/MgO 催化剂活性最优。以 Ni/MgO 为催化剂，在 200 ℃、8 

MPa 条件下，以四氢呋喃为溶剂，反应 5 h，硬脂酸甲酯的转化率能达到 31.7%，产物

中十八醇的选择性能达到 75.5%。此外，我们还考察了负载型催化剂 Ni/MgO 的普适

性，选择月桂酸甲酯，肉豆蔻酸甲酯，棕榈酸甲酯为原料，在同等的实验条件下，使

用20 mL四氢呋喃作为溶剂，进行催化加氢反应。实验结果表明，负载镍催化剂Ni/MgO

对于这三种同类型的脂肪酸甲酯底物有着很好的催化加氢活性。 

 

关键词：硬脂酸甲酯；催化加氢；十八醇；镍；氧化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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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掺杂石墨烯催化 CO 氧化的理论研究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应用化学 1201 班  罗  杰 

指导教师    刘  新 

     

本文采用第一性原理方法，应用 Materials Studio 中的 Dmol
3 模块，采用 PBE 泛函、

DSPP 赝势和 DNP 基组研究了单空缺石墨烯稳定的 Fe 原子催化 CO 氧化的反应机理。

Fe 原子在单空缺石墨烯上的结合能高达-8.11 eV，扩散能垒为 5.79 eV，这不仅能保证

单个掺杂 Fe 原子的稳定性，也能保证 Fe 原子不会团聚。掺杂后的 Fe 原子的 Fe-d 轨

道向低能级移动，并与单空位处的 C 原子 C-sp 轨道产生交叠，这表明 Fe 原子与缺陷

石墨烯形成了化学键。掺杂后，Fe 原子的部分 Fe-d 轨道出现在费米能级附近，说明

Fe 原子虽然被石墨烯的单空位稳定了，但仍保持了一定的反应活性，可以吸附和活化

O2等分子。计算结果表明，Fe 掺杂石墨烯催化 CO 氧化按照 Eley-Rideal 机理进行：

首先由 Fe吸附活化的O2分子和气相中的CO分子反应生成类似于碳酸根的CO3结构；

然后 CO3 分解成一个 CO2分子和一个被吸附的 O 原子；最后气相中的 CO 分子与剩余

的 O 原子反应，生成的 CO2分子脱附之后完成一个反应循环。计算发现，CO3 的生成

和分解能垒分别为 0.34 eV 和 0.66 eV，掺杂的 Fe 原子的再生能垒为 0.47 eV。当气相

中 CO 分压较高时，CO 会协助 CO3 分解，使得 CO3分解能垒降至 0.21 eV，同时生成

两个 CO2。上述结果表明，Fe 掺杂石墨烯是一种潜在的 CO 低温氧化催化剂。 

 

关键词：石墨烯；单原子催化；CO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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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光钌配合物催化香豆素三氟甲基化反应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化学工程与工艺（精细化工）1201 班  舒 宇 

指导教师    李亚明 

     

香豆素类化合物是一类具有高生物活性的天然产物，被广泛应用于医药，荧光探

针，感光材料等领域。向分子中引入三氟甲基，可以提高化合物化学稳定性，代谢稳

定性，改善亲脂性，降低表面张力。大量文献报道了三氟甲基化的方法，各种自由基，

亲电，亲核试剂都被运用于三氟甲基化反应。可见光在有机合成中具有重要作用，金

属配合物作为光催化剂在三氟甲基化反应中已经非常常见。然而这些反应都使用了昂

贵的三氟甲基化试剂和钌、铱金属配合物光敏剂，且现有金属催化剂不可回收，造成

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本文以三氟乙酸酐为三氟甲基源，使用了可回收的钌配合物催

化剂，实现了香豆素类化合物的三氟甲基化。通过在联吡啶上引入长碳链烷基，并以

该联吡啶制备成钌配合物作为光催化剂，每次以大约 93% 的效率实现光催化剂的回

收。该方法制备的光催化剂作用于光催化反应反应具有较高的产率和较好的底物范

围，催化剂可以回收再利用，降低成本，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为工业化生产带来了潜

在的希望。 

 

关键词：可见光催化；钌配合物；香豆素；三氟甲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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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制烯烃反应过程 CFD 模拟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程）1201 班  帅  云 

指导教师    俞  路 

     

乙烯和丙烯作为基本的有机化工原料，近些年来，国内对乙烯、丙烯的需求逐年

增加，由于我国煤炭资源比较丰富，而且煤制甲醇的工艺也日益成熟，研发甲醇制烯

烃工艺技术不但可以解决低碳烯烃需求，而且对于国家能源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目前国内外对甲醇制烯烃技术（MTO）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甲醇制烯烃过程反

应机理和催化剂制备方向。在甲醇制烯烃反应器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流化床反应

器，而对固定床反应器的研究比较少。由于流化床反应器内甲醇单程转化率相对较低、

催化剂磨损显著等缺点，从而造成其生产成本增高。而固定床反应器结构简单、操作

方便、易于放大和成本低廉。因此，开展甲醇制烯烃固定床反应器的理论研究与工程

应用，对促进 MTO 工业过程发展意义重大。 

本文以甲醇制烯烃固定床反应器为研究背景，利用计算流体力学方法（CFD）对

反应器内反应过程进行数值模拟。首先依据集总思想建立甲醇制烯烃复杂体系反应动

力学模型，通过与文献数据对比，验证模型可靠性；其次建立催化剂失活反应动力学

模型，对比分析催化剂失活对反应过程动力学的影响；最后对催化剂积炭行为进行研

究，建立积炭对各产物不同选择性的动力学模型，分析催化剂积炭对产物浓度分布的

影响。 

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催化剂失活情况下，随着进料温度的升高，甲醇转

化率增加，同时乙烯、丙烯产率也随之增加，其中乙烯产率增加比丙烯要明显，乙烯

选择性增大，丙烯选择性减小；增大进料水醇比时，甲醇转化率下降，相应的乙烯、

丙烯产率也下降，烯烃选择性不变；增大甲醇空时，甲醇转化率增大，乙烯、丙烯产

率也增大，烯烃选择性不随空时而变化。在考虑催化剂失活情况下，温度升高加快催

化剂失活速率，增大进料水醇比和甲醇空时催化剂失活速率降低。 

在上述对比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对催化剂积炭行为进行了研究，依据催化剂积炭

对产物选择性的影响，建立了催化剂选择性失活反应动力学方程，通过与文献数据的

对比，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趋势一致。 

 

关键词：甲醇制烯烃；固定床反应器；积炭；计算流体力学；C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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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快堆用螺旋管式钠—水蒸气发生器设计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1201 班  苏文强 

指导教师    李  岳  

     

蒸汽发生器是连接一回路和二回路的重要枢纽，隶属于反应堆冷却系统，通过钠、

氦气或水等介质将核材料裂变产生的热量传导出来，在蒸汽发生器中加热水产生高压

水蒸汽，用于推动汽轮机发电。蒸汽发生器是核电站的核心设备，其设计、制造的安

全性和传热效率决定着核电站的发电效率。螺旋管式蒸汽发生器以其结构紧凑、占地

面积小、传热面积大、传热系数大、易于清洗、污垢热阻小、运行安全可靠等优点，

广泛用于直流锅炉、急冷锅炉及石油化工的换热器、热交换器上，近些年在核电上也

开始研究应用，目前一体化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的蒸汽发生器就是采用该结构，近几年

国内外研究者也倾向将其用于钠冷快堆上。 

本设计以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引进的俄罗斯设计制造的实验快堆上蒸汽发生

器为设计基础，将原来的直管式蒸汽发生器用螺旋管蒸汽发生器取代，并对目前快堆

的产气量进行了放大 3 倍模拟设计，设计产气量为 40kg/s，功率为 97.4MW 的螺旋管

式蒸汽发生器。本文借鉴有关设计资料总结归纳出用于钠——水换热的多头螺旋管束

受热面结构设计方法，推荐了螺旋管内外的传热系数和压降系数的计算关系式。根据

所总结的设计方法对螺旋管式蒸汽发生器进行设计计算，将传热区域划分为预热段、

蒸发段和过热段，还考虑了缺液传热区的影响，完成了传热计算、结构设计及强度设

计，绘制了设计工况下螺旋管式蒸汽发生器的总图和主要零部件图纸设计；本文还特

别研究了设备所存在的危险工况及管内高压水或蒸汽泄漏到钠侧所带来的危险，给出

了该工况下设备所需要的超压泄放面积，本设计为螺旋管式蒸汽发生器在快堆上应用

提供了设计参考。 

 

关键词：螺旋管式蒸汽发生器；快堆；多头螺旋管；传热与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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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ZIF-8@GO 气体分离膜的制备及表征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程）1202 班  孙嘉婕 

指导教师    贺高红 

     

近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膜分离技术是一种新型的分离技术，与传统的分离技术相

比较，膜分离技术具有投资少、能耗低、占地面积小等优点。就目前的气体分离膜来

看，传统的气体分离膜主要分为有机膜和无机膜。在工业应用中，有机膜因为其成本

低和易于加工的优点而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传统的有机聚合物膜因为罗宾逊上限

从而不能同时具有较高的渗透性与选择性。尽管无机膜理论上可以拥有比有机膜更高

的渗透性和选择性，但是因为其本身具有的晶体属性，所以在工业制备中很难大规模

的生产。因此，为了制备同时拥有无机膜和有机膜自身优良特性的气体分离膜，混合

基质膜的概念应运而生。 

金属有机框骨架（MOFs）是一种拥有特殊的骨架结构的新型纳米孔结晶材料，

这种材料具有高孔隙率，低密度，比表面积大和热稳定性、机械稳定性高的优点。MOFs

对 CO2具有很好的选择性和渗透性，因此在 CO2 分离方面应用潜力巨大，所以非常适

合应用于混合基质膜的制备。 

本文利用金属有机骨架（MOF）与氧化石墨烯（GO）作为填充物，乙基纤维素

（EC）为聚合物制备出混合基质膜，并制备 GO/EC 膜用做对比。实验中在 GO 上负

载 ZIF-8，将 ZIF-8@GO 复合材料与 EC 共混，制备出高效稳定的 CO2 气体分离膜并

考察担载量分别为 5wt.%、10wt.%、15wt.%、20wt.%复合材料（ZIF-8@GO）加入聚

合物（EC）后的膜性能和结构变化，同时在制膜过程中，还对外部反应条件做出不同

改变，以优化制备气体分离膜。GO/EC 膜 CO2 渗透系数最高达到 99.3 barrer（0.1wt.%），

而 ZIF-8@GO/EC 膜的渗透系数最高达到 201.3 barrer（20wt.%），同时 CO2对 N2的选

择性最高分别达到 29.8 及 34.2。 

 

关键词：ZIF-8；GO；乙基纤维素；混合基质膜；气体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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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金属粉尘爆炸火焰传播机理研究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1202 班  王礼彬 

指导教师    高  伟 

     

粉尘爆炸危害一直对环境及工业生产构成严重威胁，其中粉尘爆炸的传播过程及

火焰形态是进行爆炸灾害评估和防爆设计的重要依据。现如今对粉尘爆炸的研究大多

集中在微米粉尘，而开展纳米级粉尘爆炸研究相对较少。本次实验选择用 20μm 铝，

40nm 铝，40nm 钛和 40nm 铁粉尘进行大量粉尘爆炸实验研究，具体实验内容及结论

如下： 

1.以 20μm 铝，40nm 铝，40nm 钛和 40nm 铁粉尘作为实验对象，获得相同粒径

下不同材料及相同材料不同粒径火焰传播行为，并比较火焰传播速率。在纳米级材料

中，40nm 钛燃烧速率最快，平均速度为 0.427m/s；在 20μm 铝和 40nm 铝比较中，20μm

铝燃烧速率最快，平均速度为 0.857m/s； 

2.根据拍摄到的精细结构图像发现，上述材料都具有较为光滑和完整的火焰前

端。在纳米尺度材料中，40nm 铝呈典型的气相燃烧，而 40nm 钛和 40nm 铁呈固相表

面燃烧。对于 20μm 铝和 40nm 铝，其燃烧时都是球状传播，伴随强烈白光； 

3.实验材料都与氧气发生反应，但是碳元素会参与 20μm 铝的反应生成 Al4C3；

40nm 钛会和氮气发生反应生成 TiN。40nm 铝燃烧产物成粘结状，球状颗粒不明显；

40nm 钛燃烧产物球状颗粒明显；20μm 铝燃烧后体积明显变大，颗粒表面不再光滑，

而是布满小颗粒或絮状物，颗粒出现了形状扭曲。 

 

关键词：金属粉尘；燃烧形态；火焰微观结构；火焰传播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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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纳米管薄膜的增强及其复合材料的制备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201 班  王芯玉 

指导教师    宾月珍    

     

碳纳米管巴基纸是碳纳米管的宏观应用。其具有纳米微孔结构，质轻、化学稳定

性好、电性能优异。但是由于碳纳米管纸是碳纳米管仅仅以范德华力缠绕搭接而成，

机械强度很低，在制备、运输、加工等过程中极易发生破损。高分子材料具有大分子

链，力学强度好，与碳纳米管纸复合有希望提高其力学性能而保持其他性能良好。 

论文采用两种长径比不同的碳纳米管共混制备碳纳米管纸，并作为滤膜抽滤相同

浓度不同体积的 PVA 溶液，得到 PVA 复合巴基纸。为提高 PVA 复合巴基纸的电导率，

也加入不同质量的石墨烯制备碳纸并与 PVA 复合。对巴基纸进行拉伸断裂强度、电导

率、热失重和孔径分布进行了测试分析，探究了 PVA 和石墨烯的加入对巴基纸性质的

影响。以巴基纸为正极组装锂离子半电池，测试了其电池的循环性能和倍率性能。 

结果表明，微量 PVA 的加入明显提高了巴基纸的强度，最大强度比纯巴基纸提高

了近 7 倍。由于 PVA 的绝缘性，巴基纸的电导率存在一定程度的降低，但影响不大。

加入石墨烯后，巴基纸的电导率可提升到纯巴基纸的水平，但强度略有降低。以巴基

纸为负极的半电池的循环性能优异，库伦效率可达 95%以上，纯巴基纸和 PVA 复合巴

基纸容量保持率分别为为 97.5%和 77.2%，而比容量有待提高。 

 

关键词：碳纳米管巴基纸；增强；复合材料；锂离子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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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壳微纳结构的制备、组装与性能研究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化学工程与工艺（科技创新实验班）  王雪晴 

指导教师    唐炳涛   

     

本文设计合成了三种粒径的聚苯乙烯（PS）微球，研究了其在基质上通过外界干

扰形成的、颜色无角度依存性的有序-无序光子晶体薄膜。之后，在 PS 微球外包裹聚

酯形成核壳微球，利用捞取法获得由其组装而成、可不附着于基底存在的光子晶体薄

膜。 

采用无皂乳液聚合法在水溶液中合成不同粒径的 PS 微球。通过改变十二烷基硫

酸钠（SDS）的加入量来获得粒径不同的 PS 乳液，它们均具有良好的单分散性和较高

的表面电荷量。且成规整的球形形貌。向乳液中掺入聚丙烯酸酯以增强膜在基质上的

附着，掺入炭黑分散液以提高颜色鲜艳度。在热对流自组装方式的基础上，向基底上

的混合乳液覆盖不同目数的纱网，实现纱网干扰下的有序-无序复合组装，所获薄膜

的颜色无角度依存性。 

在 PS 微球外包覆不同比例的聚丙烯酸乙酯（PEA）、聚丙烯酸丁酯（PBA）、聚甲

基丙烯酸甲酯（PMMA）及聚甲基丙烯酸烯丙酯（PALMA），制备出以 PS 为硬核的

核壳结构微球，且其均具有良好的单分散性和较高的表面电荷量。通过热对流自组装

法在气液界面处形成一层颜色鲜艳的光子晶体薄膜，利用捞取方式将其取出。优化组

装、合成条件来改进薄膜的强度、柔软性等，制备出独立存在的核壳结构光子晶体结

构色薄膜。 

 

关键词：光子晶体薄膜；核壳结构；聚苯乙烯；自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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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列净年产 25t 半连续化生产车间设计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制药工程 1201 班  王雪颖 

指导教师    孟庆伟 

     

伊格列净（Ipragliflozin）是于 2014 年在日本上市的一种 SGLT2 抑制剂类抗糖尿

病药物，对于糖尿病有良好的疗效，市场前景广阔。目前伊格列净的合成主要有 3 条

路线，本设计经过对比分析，考虑到产率、生产成本以及安全环保等问题，最终选择

以 2-(5-溴-2-氟苄基)-1-苯并噻吩和 2,3,4,6-四-O-(三甲基硅烷基)-D-葡糖酸-1,5-内酯为

起始原料的工艺路线。二者在正丁基锂的作用下偶联，之后经过酰化、还原、水解、

成盐工序以及最终的精制得到伊格列净脯氨酸盐原料药，总收率为 47%。由于偶联工

序放热剧烈、危险性较大，因此采用目前新兴的一种新型反应设备——微反应器，摒

弃传统制药生产的间歇操作方式，改用连续化生产。微反应器具有传热效率高、可数

量放大、精确控温等优点，可以在增大产量的同时提高生产安全性。结合后续工段的

工艺特点，最终本设计采用半连续化生产方式，设计规模为年产 25t 伊格列净脯氨酸

盐原料药。 

本设计涵盖内容主要包括：工艺路线选择设计、物料能量衡算、工艺设备选型、

车间布置设计以及安全劳动卫生等非工艺内容。整体设计从生产实际出发，符合 GMP

相关要求。 

 

关键词：伊格列净；半连续化；车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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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kt/a 合成氨装置第一废热锅炉设计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1202 班  王艺博 

指导教师    刘凤霞 

     

合成氨余热回收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废热锅炉冷却二段转化气，其中非常重要的

设备之一是第一废热锅炉。本设计主要内容是大型合成氨工厂使用的第一废热锅炉的

工艺、机械和施工图设计，它是合成氨工艺中重要设备之一。合成氨二段转化气流经

第一废热锅炉的壳程，与汽包流过的锅炉水换热后进入第二废热锅炉，锅炉水走管程，

热量交换后，产生 10.3MPa 的高压蒸汽并进入汽包分离蒸汽中的水分后，变为一种可

利用的能量。本设计的设计参数为：管程压力 10.3MPa，温度 314℃，壳程压力 3.14MPa，

进口温度 980℃，出口温度 480℃。  

本设计简要阐述了废热锅炉的各种结构形式、特点、使用场合等和各国废热锅炉

的发展情况。本设计采用立式水管式刺刀管废热锅炉，特点是：换热效率高，设计成

熟。进行了物性计算、热力计算、水循环计算和部分组件的强度计算及结构特性分析，

并给出了设计结果，能够满足设计要求。本设计还特别考虑了材料的腐蚀问题和异种

材料之间的焊接。材料的腐蚀主要源于高温高压的工作条件。焊接问题主要是奥氏体

耐热钢与低合金高强度钢以及不同低合金钢高强度钢之间的焊接。同时如何浇筑锅炉

内部的泡沫氧化铝隔热层也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些问题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和要求，

但设计最终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如选用 S32168 做耐热衬里，20MnMo 做为

管板法兰材料，焊接时不同钢材采用不同的焊接方法，隔热层采用分段浇筑。 

 

关键词：废热锅炉；高压蒸汽；刺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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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W 釜式再沸器设计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王雨晴 

指导教师    代玉强 

 

本设计主要完成了釜式再沸器的工艺计算、强度计算以及结构设计（包含管束振

动分析），并完成了设备的 CAD 图纸绘制。 

针对该 BKT 釜式再沸器的管内、外复杂的相变过程，本设计采用分段设计方法

进行热工计算，以提高工艺设计精度。在完成初步设计的基础上，利用分段设计法完

成了管内外均相变的校核计算程序。该程序将冷凝过程根据气相分率平均分段，根据

每一段的流型参数判断该段的流态是重力控制、剪力控制或过渡区，并据此应用不同

传热模型求得各段的管内冷凝液膜传热系数，完成每段传热系数和所需换热面积后，

将各段面积叠加为总换热面积；同时，该计算程序与 ASPEN HYSYS 具有自动化接口，

能利用其强大的数据库实时交互热工参数，显著提高了设计精度。该程序得到商用

HTRI 软件的验证。 

强度设计主要依据 GB150-2011、GB/T-2015 和 TSG R0004-2009 等规范进行设计，

强度计算结果得到行业软件 SW6 验证；所设计结构通过管束振动分析不会发生振动

破坏。 

基于上述工艺和强度计算结果，本设计同时完成了设备的装配图和零部件绘制。 

 

关键词：釜式再沸器；分段设计；管束振动分析；强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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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疏水油水分离膜的制备表征与优化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化学工程与工艺（国际班）1202 班  武  烨   

指导教师    于志家 

     

超疏水网膜的润湿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表面的粗糙结构和材料的性质。本论文

将研究超疏水不锈钢网膜制备方法和配方的优化。本文使用喷枪喷涂的方式成功制备

了超疏水不锈钢网膜。该网膜的主要成分为聚四氟乙烯和聚苯硫醚。 

本文测定了优化后的网膜的接触角，透水压，过油压，油水分离效率以及网膜的

机械强度。水滴在制备出的网膜上的静接触角可达到 155.45°，而对柴油的静接触角

为 0°；在本实验中通过自制的简易装置测得网膜中的最高透水压为 833Pa，最小为

0Pa；通过检测当纯柴油透过网膜时所遇到的阻力得到该网膜的过油压，在被测网膜

中过油压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有着明显的增大；新制备的超疏水不锈钢网膜的油水分

离效率可以达到 99%之上；网膜的机械强度根据相关国标进行测量，实验结果显示新

制备的网膜硬度为 4H，附着力为 0 级。 

同时，通过与相关论文中所制备的超疏水网膜性质进行对比。发现通过喷涂聚四

氟乙烯和聚苯硫醚所制备的超疏水网膜，其接触角与漆膜厚度有关，而与基底网膜孔

径无关。同时由于除去了中间层的喷涂新网膜的透水压和过油压有明显的降低。但是

新网膜的油水分离效率并未降低。除此以外，新制备网膜的机械性能也并未降低。 

 

关键词：超疏水；油水分离；接触角；喷涂法；聚四氟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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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链型液晶聚合物的合成与性能评价设计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201 班  徐晗彦 

指导教师    马红卫 

     

聚苯乙烯侧链型液晶聚合物具备高模量、透明度高，易加工等优良性能，同时通

过调控主链刚柔性，能够提高响应速度。本文采用活性阴离子聚合的方法合成线形及

星形硅氢/乙烯基（SiH/Vinyl）功能化聚苯乙烯衍生物—聚 4-乙烯苯基二甲基硅烷

（PVPDMS)以及聚 4-乙烯苯基-1-丁烯（PVSt），并通过高效硅氢加成方法将末端含

SiH/Vinyl 的液晶单体定量接枝至聚合物主链上，成功合成具不同间隔基

[Si-O-Si]/[Si-C]的侧链型液晶聚合物。采用红外光谱（FT-IR）、氢核磁（1
H NMR）、

凝胶渗透色谱（GPC）、偏光显微镜（POM）以及差热扫描量热（DSC）等方法对聚

合物进行了表征。 

通过控制化学计量可调控液晶聚合物链中接枝率，分别得到了接枝率为 40%、70%

以及 90%两类间隔基不同的液晶聚合物，进而研究了间隔基以及接枝率变化对液晶性

能的影响。DSC 结果表明，90%接枝时Δ T 无显著差异，[Si-O-Si]型间隔基液晶聚合

物具有较低的 Ti，同时 POM 测试表明，两种间隔基都具有较好的偏光性和相近的织

态结构，随接枝率降低，偏光性能逐渐变差，织态结构表现模糊，[Si-O-Si]间隔基较

[Si-C]表现出较好的偏光性能。 

 

关键词：活性阴离子聚合；硅氢加成反应；侧链型液晶高分子；间隔基；接枝率 

 

 



大连理工大学 2016 届本科生校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摘要 

22 

 

多酚材料表面对血小板排斥机理的研究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生物技术 1201 班  徐一格 

指导教师    韩璐璐 

     

多酚类化合物天然存在于多种活性有机物中，来源广泛，价格低廉。由于多酚类

化合物具有优异的抗氧化性，且可以和多种金属离子形成配位键等特性，因此在生物

医药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以多酚类化合物为原料制备的生物薄膜材料由于其优

异的抗菌性、细胞相容性，已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本组的前期工作中首次发现了多酚

类材料表面具有良好抗血小板黏附特性，但对血小板排斥的机理研究并不透彻。纤维

蛋白原是血液中介导血小板在材料表面黏附最重要的蛋白，且纤维蛋白原可在众多材

料表面发生吸附。因此，本论文考察了多酚材料表面不同多酚数量对纤维蛋白原吸附

数量和活性的影响，从而研究多酚基团排斥血小板的机理。 

本文首先选用单宁酸（TA）和三价铁离子 Fe
Ⅲ
作为反应原料，通过螯合作用一步

沉积获得稳定的金属离子/多酚（Fe/TA）薄膜。其次，通过将 Fe/TA 膜浸泡于 FeCl3

溶液中不同时间来调控材料表面多酚基团数目。结果表明随着材料在 FeCl3 溶液中浸

泡时间的延长，多酚基团数目呈现下降趋势。最后，在金属/多酚材料表面进行纤维蛋

白原吸附实验和血小板黏附实验。结果显示多酚基团数目增加对纤维蛋白原吸附数量

没有影响。对纤维蛋白上的血小板主要结合区域 α-RGD 区域与 γ-十二肽区域进行检

测，发现十二肽区域的失活与多酚数量成正比。由于多酚基团数目增加导致了血小板

黏附数量的减少，因此推测血小板黏附数量减少的机理与十二肽区域的失活有密切关

系。本工作为多酚材料在血液环境的使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其可在医学检测、生物

芯片有广泛应用。  

 

 

关键词：抗血小板黏附；单宁酸；纤维蛋白原；生物材料；金属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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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工业园区多阶段水网络综合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化学工程与工艺（国际班）1202 班  张少锋 

指导教师    刘琳琳 

     

水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而日益增加的水需求、严重的水资源浪费及

不断加剧的水污染问题正在引发严峻的水资源危机。化工工业园区作为目前化工行业

发展的主流形式，其整体用水量和废水排放量都较大，所以研究其水资源的优化利用

尤为必要。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动态发展的化工工业园区水分配网络为研究对象，

基于考虑厂内预处理的间接集成超结构研究网络的多阶段规划方法，通过建立混合整

数非线性规划（MINLP）模型进行园区水网络的综合与优化。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

括： 

针对单阶段规划所得到的水网络结构无法满足后续新厂建立、工厂生产规模变化等

动态用水需求的问题，本文将考虑厂内预处理的间接集成方法与多阶段设计思想相结

合，提出针对多阶段问题的水网络规划思想，建立相应数学模型，并将多阶段水网络

综合问题划分为可预测问题与不可预测问题进行讨论。其中，可预测问题是针对多个

已知园区沿时间动态变化的工况，对园区全局水网络进行设计型最优规划，最终综合

出网络结构；不可预测问题则是在已有结构基础上针对园区的非计划调整进行操作型

最优规划，并最终给出调控方案。求解上述两个问题时，每个阶段内均使用本研究所

提出的间接集成数学模型设计网络结构，通过设定不同的已知条件与优化变量，优化

获得相应的园区规划方案或调节策略。本文将该方法用于一个 3 阶段和一个 2阶段算

例，结果证明了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水网络；化工工业园区；多阶段；间接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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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基抗菌材料的制备及其抗菌性能的研究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艺）1201 班  张思琦 

指导教师    叶俊伟 

     

以银为代表的无机金属抗菌剂以其抗菌效力持久广谱，安全低毒的特点被广泛应

用于医疗器械，抗菌陶瓷等领域。然而金属抗菌剂离子释放量可控性差，传统复合物

如金属-无机复合物和金属-有机复合物不仅结构类型单一，而且抗菌活性调节能力差。

针对以上问题，本论文将金属-有机骨架材料引入抗菌领域。金属-有机骨架材料将金

属离子与有机配体通过化学键作用，构建成为高孔隙率高比表面积的三维立体结构。

通过改变骨架结构，从而达到金属离子可控释放的目的。本论文主要内容如下： 

1.银基金属-有机骨架的合成，表征及其抗菌性能的研究。采用水热法合成了不同

种条件下的金属-有机骨架材料，比较了反应时间，浓度，温度对于金属-有机骨架材

料结构，形貌，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反应条件的改变对于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结构，

形貌，抗菌性能均产生一定的影响。 

2.银基金属-有机骨架自组装膜的制备及抗菌性能研究。利用自组装法在玻璃基片

表面制备银基金属-有机骨架自组装膜，并考察了其结构及抗菌性能。结果表明制备出

来的自组装膜均匀致密，对于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杀灭作用，银基金属-有机

骨架自组装膜具有在抗菌领域应用的前景。 

 

关键词：银；金属-有机骨架；抗菌性质；自组装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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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汽化渗透技术分离纯化丁醇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生物工程 1201 班  朱  超 

指导教师    薛  闯 

     

生物质经发酵生产的丁醇不仅作为化学品使用，由于其优良的性能，也是一种潜

在的燃料。发酵液中丁醇的浓度不超过 20 g·L
-1，丁醇对菌体的生长有严重的毒害作

用。本论文研究了汽化渗透技术从稀的溶液中分离丁醇。 

利用涂覆法制备了纯 PDMS(Polydimethylisloxane）膜并用于汽化渗透技术，测定

了不同原料液体系中丁醇与水的汽化渗透行为，考察了膜厚、载气流速、膜组件温度、

原料液温度和原料液丁醇浓度等因素。结果表明，当载气流速为 2.4~2.8 L·min
-1 时，

降低 PDMS 膜的厚度和膜组件温度、提高原料液温度均能获得较好的丁醇分离效果。

随着膜组件的温度升高，总通量先增加，达到 37°C 后减小，且分离因子从 117.8 减小

至 28.4；原料液的温度从 0°C 增大至 70°C，总通量与分离因子均增大，在 70°C 时，

总通量和分离因子分别为 235 g·m
-2

·h
-1 和 90.3。原料液中丁醇浓度从 4.96 g·L

-1 增大至

50.02 g·L
-1 时，总通量与分离的丁醇浓度增大，在此之后趋于不变，这表明纯 PDMS

膜有最大的分离性能。当原料液添加乙醇和丙酮时，由于存在竞争性吸附与组分之间

的相互作用，膜对丁醇的选择性降低，故丁醇的分离因子降低。 

进一步考察了发酵—汽化渗透耦合技术在线分离丁醇。在耦合过程中，发酵液中

丁醇浓度从 6.71 g·L
-1 增加到 12.59 g·L

-1，相应地分离丁醇浓度从 156.1 g·L
-1增加到

248.4 g·L
-1，总通量从 72.9 g·m

-2
·h

-1 增加到 92.5 g·m
-2

·h
-1，表现出较好的分离稳定性。

相比批式发酵，丁醇产量和得率分别提高了 19.5%和 12.5%，并且减弱了丁醇对菌体

的毒性作用。通过汽化渗透技术在线分离丁醇为深入探讨丁醇/水的汽化渗透行为与实

现丙酮丁醇的连续发酵-汽化渗透耦合过程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丁醇；PDMS 膜；汽化渗透；发酵-分离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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锆基载体的制备及其 CO2甲烷化性能研究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化学工程与工艺(催化化学与工程) 1201 班  朱  杰 

指导教师    郭新闻 

 

    氧化锆作为一种常用的催化剂载体，同时具有酸性位和碱性位，易形成氧空位，

具有氧化还原性。同时氧化锆具备耐腐蚀、机械强度高等特点，具有很大的研究前景。

本论文通过合成具有不同比表面积以及表面性质的氧化锆，比较以其为载体的钴基催

化剂在 CO2甲烷化反应中的催化性能，探究催化剂活性和产物选择性的影响因素。主

要研究结果如下： 

    1.氧化锆的比表面积与催化剂的甲烷化活性呈正相关。随着氧化锆载体比表面积

的增大，金属活性组分 Co 在其表面的分散度提高，其甲烷化催化性能也随之提高。

本论文中，使用比表面积为 166 m
2
/g 的氧化锆作载体，催化剂 CO2转化率达到 81%；

使用比表面积为 23 m
2
/g 的氧化锆作为载体，催化剂 CO2转化率为 77%，并在 8 h 内

降低至 71%。 

    2.氧化锆表面羟基影响催化剂的甲烷化活性。氧化锆表面具有羟基，表现出亲水

性质，催化活性较高，失活较快；氧化锆表面无羟基，表现出疏水性质，催化活性略

低，但在连续反应 8h 内不失活。本论文中，连续反应 8 h，亲水氧化锆做载体的催化

剂 CO2 转化率由 85%降低到 79%，亲油氧化锆做载体的催化剂 CO2转化率保持在 78%

不失活。 

    3.中空球状的氧化锆作为载体，随着空心球直径的增长，催化剂甲烷化性能略有

提高，而掺入 Co 原位水热合成时，Co 和 Zr 形成 Co-Zr 合金，在 XRD 中没有观察到

明显的含 Co 氧化物的衍射峰，与浸渍的催化剂相比，甲烷化性能不佳。 

    4.以含锆的金属有机骨架 UiO-66 为前驱体合成了 CoZrOx 新型材料，催化剂性能

受 MOF 的有机配体、后处理方式的影响，本论文中考察了使用对苯二甲酸/2-氨基对

苯二甲酸为有机配体，先浸渍后碳化/先碳化后浸渍的处理方式制备的四种催化剂 CO2

甲烷化性能，结果发现使用对苯二甲酸为 MOF 配体，先浸渍后碳化处理的催化剂甲

烷化性能最优，初始 CO2转化率为 37%，CH4 选择性为 95%。 

 

关键词：氧化锆；二氧化碳；甲烷化；钴基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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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共价有机骨架的设计与合成的探索研究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能源化学工程 1201 班  严寒雪 

指导教师    张雄福 

 

共价有机骨架(Covalent Organic Frameworks, COFs)多孔材料具有高比表面积、低

密度、稳定性好、功能可设计等突出优点，受科学家们的广泛青睐，并已成为多孔材

料领域的热门话题。COFs 存在一维、二维、三维三种形式，相比于二维材料，三维

COFs 比表面积更大，稳定性更好，更有利于气体存储，催化。但目前结构解析的方

式仅有两种：旋转透射电镜，计算机模拟。因此，本论文要从 COFs 结构设计入手，

设计合成离子型 COFs，通过引入离子键而形成尺寸更大的晶体，从而实现单晶解析，

直观解析 3D COFs 的结构。通过查阅文献成功地制备了合成方酸类 COFs 所需的单体。

我们利用热溶剂法改变实验条件合成了多个样品，并对样品进行了 XRD、红外光谱表

征和气体吸附测试，探究了溶剂、反应温度、反应时间、催化剂以及单体比例对反应

的影响。我们还设计了一种新型的 4(空间)+4(平面)结构类型的 COF，预期得到孔径尺

寸更小的多孔材料，从而应用于气体分离。同时此种 COF 中含有卟啉结构，可负载

Fe、Mo，应用于仿生催化，也可负载 Mg，应用于光催化。 

 

关键词：共价有机骨架；离子型；晶体解析；功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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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C 社会系统与知识系统的交互序化规律研究 

管理与经济学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202 班  李  灵 

指导教师    裘江南 

     

随着 Web2.0 的发展，在线知识社区（OKC）已成为人类知识生产和共享的重要

自组织平台，通过集体协作，大众用户生产的知识内容逐渐趋于准确，实现了网络信

息与知识的自组织，使其朝着有序化的方向演变。然而，现有对 OKC 中的社会系统

和知识系统的序化研究有的只研究单个系统的演化过程，且选取的序化指标不够全

面；有的较多关注社会系统对知识系统的影响，缺乏从 OKC 演化的视角，对社会系

统序化与知识系统序化双向交互影响规律的研究。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将在 OKC 中用户通过在线交流而构建的社会系统与知

识系统视为两个无向网络，并构建了两系统交互序化的影响模型。接着，本文选取了

维基百科中有代表性的特色词条编辑历史作为实证研究数据集，基于社会网络分析中

相关拓扑参数以及网络结构熵等序化指标对社会系统与知识系统的有序度进行测度。

然后，采用 VAR 时间序列模型方法对 OKC 中两系统交互序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

出了社会网络与知识系统的不同序化指标间的回归模型以验证两者的协同演化关系。

最后，通过纵向数据分析方法，对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定量的证明

了知识系统与社会系统通过相互影响从而实现交互序化的规律。 

本文的研究工作不仅为研究 OKC 序化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深化了对维基百科

词条演化过程的认识，而且印证了 OKC 中社会系统与知识系统双向影响的协同演化

规律，为加快社区群体知识的融合和知识体系的自组织和序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在线知识社区；社会系统；知识系统；序化指标；交互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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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装备工程项目合同管理信息系统分析设计 

管理与经济学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201 班  麻  佩 

指导教师    仲秋雁 

     

对承包商而言，因合同确定了工程项目的总目标和工期、费用、质量等分目标，

所以合同管理在工程项目管理中处于中心地位。为辅助项目管理人员在项目全阶段更

好地完成合同管理工作，本文基于获取自中电装备工程公司的相关资料和访谈调研，

采用结构化的方法分析设计了一个工程项目合同管理信息系统。 

依据合同管理的工作内容和管理需求分析，本文选取合同文档管理、合同跟踪管

理和合同风险管理作为信息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为有序组织文档，提出“阶段—文

档类型—专业类型”三维合同文档体系，按照合同管理阶段、文档类型及专业类型组

卷；为有效控制履约状况并提高管理水平，将执行情况跟踪与问题及解答两过程合并，

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应对；为辅助风险识别，引入由“风险源”、“风险因素”、

“风险事件”和“风险后果”构成的“风险链”并设计合同风险管理业务流程，建立

风险数据库完成合同管理风险信息和经验的积累。基于上述思考，论文重新梳理了中

电装备工程公司项目合同管理的业务流程和数据流程，使组织的管理业务和系统的数

据流动情况更加合理。 

在系统分析基础上，论文完成了系统功能结构设计、代码设计、数据库设计和输

入输出设计。其中，合同文档管理模块可以管理文档信息并处理相关事务；合同跟踪

管理模块能够支持短周期合同执行情况的跟踪，以及合同部与其他部门间针对过程问

题的沟通交互；合同风险管理模块将辅助工作人员标注合同风险，供其他部门参考及

后续反馈。最后，本文进行了典型模块的编程实现和系统测试。 

 

关键词：工程项目合同管理；结构化分析方法；合同文档管理；合同跟踪管理；合同

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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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龙盛公司物流管理改进研究 

管理与经济学部物流管理 1201 班  明  旻 

指导教师    李新然 

     

伴随着信息技术超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作为“第三利润源”的现

代物流业，受重视程度日益增长。近年来，不仅大型企业紧密关注物流动向，就连中

小企业对物流管理的重要性都有了深刻认知。在愈发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如何不断提

升自身的物流水平，吸收更为先进的管理思想，改进当下的物流运作模式，已成为制

造业、快消类等企业关注的核心。 

本文以大连鑫龙盛公司的物流管理现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公司进行实地调研获

取数据资料，参考企业物流管理理论和知识，围绕着公司当下的业务流程图来进行分

析研究，找出每一环节上存在的物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的方案措施，以此来

改善该公司的物流状况和弥补管理缺陷。 

本文一开始概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综述了有关的企业物流管理相关

理论知识，其次介绍了大连鑫龙盛公司的基本情况、管理现状、相关产品和对应的市

场、主要业务流程等，分析亟待解决的物流问题。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思考，最

后参考类似企业的先进管理办法以及相关理论，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企业物流管理；业务流程；订单处理作业；改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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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符号回归的电影票房预测模型研究 

管理与经济学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202 班  曲  玲 

指导教师    曲  刚 

     

电影产业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作为一种具有短暂生

命周期的商品，电影及其市场的高风险性也更加显现出来。针对电影票房的预测研究

越来越多，其中不乏预测精度不高等缺陷。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阅读、学习和整理，结合中国电影市场情况，提出一种

基于符号回归方法的电影票房预测模型。首先，收集了 2013 年至 2015 年间在中国上

映的 460 部电影的数据，选取电影类型、竞争性、互联网搜索量、首映周末排片量以

及首映日星期五个变量；再次，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后运用符号回归方法进行自主模型

学习，获得若干拟合效果较好的模型；最后，利用检测集对模型进行预测效力检测，

筛选出预测效果最好的模型。预测结果表明，训练集大小与运算符号选择都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建模效果，而筛选得到的最优预测模型确实有较好的预测性能，其预测的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MAPE 仅有约 9.79%，能够为电影的投资、风险评估、宣传营销

策略及院线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也说明符号回归方法在电影票房预测领域具有

较好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符号回归；电影首映周末票房；预测；互联网搜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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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报童模型的生鲜产品订购量多期反馈研究 

管理与经济学部物流管理 1201 班  王  治 

指导教师    白朝阳 

     

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人们的消费观念随之发生巨大了转变。衣食

住行作为生存基本要素，被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食品，由开始的基本生存需求逐渐

转变为对食品的外观、新鲜度、营养价值、品种多样性等品质方面的追求。而作为需

求量大，购买重复率高的生鲜产品，消费者在购买时更注重新鲜，这就要求采购尽快

从传统采购向现代的供应链管理下的采购转变。合理的订购量成为采购管理的重点之

一，对于经营易腐易变质的生鲜产品的零售商来说更是如此，合理的订购是保证自身

获得更多的利润和整条生鲜供应链需求信息准确的前提。 

生鲜类产品保质期短，易腐蚀易变质，需求不稳定，这与供应链研究上的基础模

型报童模型所研究的产品特征不谋而合，而报童模型正是针对订购量的研究模型。故

本文主从报童模型入手，通过从报童模型延伸出来的多期反馈模型来帮助决策者制定

订购量，从而使得订购量趋于最佳，减轻因采购不足或因采购过量食品变质造成损失，

使得企业能够在当今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优势。 

 

关键词：供应链管理；采购管理；生鲜类产品；报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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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是否有助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管理与经济学部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强化）1202 班  代文佩 

指导教师    苏振东 

     

自由贸易协定和反倾销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贸易政策中最为流行的两大议题。几乎

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伴随着反倾销数量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增长，其所

带来的贸易破坏也愈发严重。而与此同时，自由贸易协定在 WTO 主持下的多哈回合

谈判停滞不前和 WTO 成员意欲通过建立 FTA 来弥补此缺口的国际贸易大环境下扶摇

直上。这不禁引发我们对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思考。当前已有众多学者就自贸区的建

立对反倾销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得出自贸区的建立能够有效降低反倾销调查的

发起量。为此，本文想深入探究成员国之间发起的反倾销累计数量是否与自由贸易协

定的成立也存在相关关系。我们首先就国内外已有的关于自由贸易协定和反倾销的相

关文献进行解读。随后，我们就世界范围内已成立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发起的反倾销数

据进行搜集、整理。在此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和社会网络关系分析方法对反倾销和

自由贸易协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得出结论：两国之间发起的反倾销累计

数越多，双方越有可能成立自由贸易协定；而且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发起的反倾销累计

数对其成立自由贸易区的促进作用相比而言更为明显。 

 

关键词：自由贸易协定；反倾销；社会网络关系分析；Probi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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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情绪对我国股票市场价格影响的研究 

—基于新浪微博数据 

管理与经济学部金融学（英语强化）1201 班  葛一迪 

指导教师    安  辉 

     

为了探究投资者情绪与我国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关系，本文利用网络爬虫法获得

新浪微博 17 家上市公司在 2015.6.1-2015.12.31 内的微博文本数据，并对每条微博文本

内容从乐、好、怒、哀、恶、惧、惊七个维度进行评分。将一天内所有微博的七项情

绪得分分类汇总，得到了 17 家上市公司 146 个工作日内每天的七维情绪向量，并利

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建立微博七维情绪向量与股票价格的直接作用关系和

间接作用关系，其中直接作用关系反映了投资者情绪对股票价格的直接影响，间接作

用关系以投资者关注度为中间变量，反映了投资者情绪对股票价格的间接影响。结果

表明： 

1.投资者情绪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存在两种机制； 

2.直接机制通过“好”、“哀”和“惧”三种情绪作用于股票价格，间接机制中七

种情绪共同作用于投资者关注度进而影响股票价格； 

3.从产业角度看，以能源类产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公司的股票价格对微博情绪的

敏感性较强，以食品、金融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公司的股票价格对微博情绪敏感性

相对较弱。 

 

关键词：社交网络；投资者情绪；投资者关注度；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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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配售制度下承销商—基金公司利益输送研究 

管理与经济学部金融学（英语强化）1201 班  路菲菲 

指导教师   南晓莉 

     

2014 年以来，中国新股上市首日收盘价平均高于发行价 43.7%，“打新股”成为

投资者心中稳赚不赔的买卖，新股的超额申购率也一直居高不下。由于 IPO 数量有限，

IPO 资源的分配问题成为证监会致力解决的重要问题。2014 年 1 月，证监会首次赋予

承销商以自主配售权，并在同年 5 月颁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加强监管。 

本文以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国 A 股主板市场上的发行公司为研究对象，

探究在赋予承销商自主配售权后，承销商-基金公司关系（包括佣金关系和持股关系）

对基金公司询价行为和网下配售结果的影响。同时，将发行公司的盈余质量纳入解释

变量，考察在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高时，基金公司是否会出于与承销商的亲密关系

参与询价并报高价。 

实证结果显示，细则颁布前，关系基金公司存在帮助承销商提高盈余质量低的发

行公司上市价格的行为。细则颁布后，承销商-基金公司的佣金关系对基金公司参与询

价的可能性、报价乐观程度、获得配售的可能性均呈显著正向作用，而持股关系的作

用则相反，说明细则并没有削弱两者之间的利益输送，但限制了金融集团内部的利益

交换。同时，承销商更倾向于将盈余质量高的 IPO 资源分配给关系基金公司。上述结

论丰富了询价理论和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成果。 

 

关键词：自主配售权；承销商-基金公司；利益输送；盈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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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模式对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管理与经济学部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强化）1201 班  熊  婕 

指导教师    董维刚 

     

自 2000 年中国首次提出“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就逐渐成为企业获取国

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虽然 OFDI 规模逐年递增，但其投资回报率却远远低于发达

国家。我国的 OFDI 进入模式主要为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从技术溢出角度看，跨国

并购能使企业更快速地获得所需技术。很明显，进入模式的选择对企业的逆向技术溢

出效应会产生一定影响。所以本文旨在研究进入模式与企业 OFDI 逆向技术溢出的关

系，并根据实证结果建议企业选择正确的进入模式，提高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本文首先交代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简要说明了研究方法和框架。其次，在文献

综述部分，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经典文献。接着，

在理论分析部分分别从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动因和不同进入模式对 OFDI 逆向技术溢

出的影响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在实证分析方面，本文先运用 PSM 方法和 LP 模型对数

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进入模式会对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产生影响，且跨国并购

比新建投资的影响更为积极有效。 

在本文结论和建议部分，分别从宏微观层面提出建议。提出企业需要形成自身核

心竞争力，同时根据自身特征选择合适的进入模式，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也要注意优化

OFDI 的结构等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进入模式；倾向得分匹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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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盈利能力与研发投资 

—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管理与经济学部金融学（英语强化）1202 班  翟  钰 

指导教师    孙晓华 

     

研发活动（R&D）是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对于提高的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理论方面，本文首先对盈利能力的内涵

进行了详细的概述，并将其分为核心盈利能力、盈利质量以及盈利持续性三个方面并

分别分析其对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实证方法上，采用赫克曼（Heckman）两步法处

理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并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处理变量间存在的内生性问

题，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 2007-2014 年的微观数据为样本，就盈

利能力对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考虑到企业的异质性，我

们分别按照所有制（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行业分类（技术密集型、资

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将总体样本进行了分组回归，结果表明：总体样本中的选择

性偏误确实存在，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行业企业在盈利能力与研发投资行为的关系

上存在巨大差异。 

 

关键词：核心盈利能力；盈利质量；盈利持续性；研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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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式不可约性的判别方法 

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华罗庚班）1201 班  马晨阳 

指导教师    翁国标 

 

有限域上不可约多项式的理论对于有限域代数结构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由域

扩张的理论可知，有限域上的不可约多项式可以用来构造高阶有限域，并且它在数论、

组合数学、密码学和编码理论等领域中也有着重要的应用。 

用 qF 表示含有q 个元素的有限域，q 为素数 p 的幂。由于有限域上不可约多项式

的分布比较复杂，研究起来比较困难，同时由于有限域上多项式的实际应用背景，本

文主要考虑的是有限域 pF 上一类形如 ( , 0)
npx x a n N a    的仿射三项式的相关

问题。 

本文先将这一类三项式分为两类，即 ( , ) 1p n  和 |p n两种情况，并对不同的情

况进行研究，判断其何时可约、何时不可约，当其可约时，给出其在有限域 pF 上因式

分解的结果和不可约因式的相关性质等。当 |p n时，本文仅对已有的结果做了简单的

总结。当 ( , ) 1p n  时，本文对此类三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给出了它的一类形式比较

简单的不可约因式；利用 Galois 理论给出了计算这类三项式全部不可约因式的有效算

法，并在 Matlab R2012a 上编程实现；将
npx x a  在 pF 上因式分解后，归纳并证明

其不可约因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给出计算其相同次数不可约因式个数的公式，这

也是本文的创新点。 

 

关键词：仿射三项式；Frobenius 自同构；Mobius 反演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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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秩光滑函数 

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华罗庚班）1201 班  王嘉妮 

指导教师    张立卫 

 

由于矩阵的秩函数是不连续的（实际上是下半连续的），在想要求得大规模矩阵

的秩时是非常困难的；在应用一些秩约束时也具有一定的困难性，所以本文总结了前

人的关于矩阵的秩函数的一些光滑近似的方法，以及根据已给出的要求设计了几种秩

函数的光滑近似函数。这使得我们求解矩阵的秩变得方便（只需用到矩阵的迹即可），

而且我们给出的近似函数具有一定的特殊条件，它是连续的，其值随 的增大而减小，

这些良好的性质都给我们研究矩阵的秩带来了很好的帮助。 

当然本文不仅研究了矩阵秩的光滑近似，还针对如下这个问题: 

(1) 

提出了它的光滑近似问题： 

(2) 

我们为了方便研究问题⑴的算法，我们想通过问题⑵来研究，这就涉及到了这两

个问题的收敛性问题以及之后的 KKT 条件。在得到了收敛性条件之后，我们针对如

下的简单问题： 

(3) 

得到了直接法的算法，这种方法简单有效，当矩阵的规模不大且非病态时，可以

得到很良好的结果。 

 

关键词：秩；光滑近似；收敛性；直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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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厌恶型零售商的融资运作模型研究 

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1202 班  吴晨曦 

指导教师    庞丽萍 

 

本文主要是基于报童模型对供应链的均衡和协调性进行分析。考虑由商业银行，

单一制造商和单一零售商构成的一条简单的供应链，其中零售商是资金不足且损失厌

恶的，需要从银行贷款来实现自己的最优运作决策。商业银行处于一个垄断的环境中，

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并为企业提供贷款，制造商是有来自于零售商的确定的产品需

求的资金充足的企业，并且为零售商提供部分信用担保合同，这三者构成一个斯塔克

伯格博弈模型。在本文中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供应链的均衡。首先分别求解在零售商

破产的情况下（制造商一定偿还零售商不能支付的部分融资成本）和不破产情况下三

者的最优决策，其次探讨决策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最后通过数值实验来验证结

论的正确性，直观的展现融资和运作决策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在本文中的扩展部分进

一步考虑了最终所得的均衡解的协调性分析，并且分析了部分信贷保证合约如何影响

供应链的协调提高整个供应链效率。 

 

关键词：供应链金融；信贷保证；斯塔克伯格博弈；资金不足；损失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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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验分布光滑化的连接函数非参数估计 

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1201 班  孙乐媛 

指导教师    王晓光 

 

连接函数是一种可以表现随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函数。同时，它也能将已有

的边际分布函数与多元联合分布函数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的是，在均方误差的比较

中，某些将分布函数光滑化的例子要远远胜于经验分布函数。在本篇论文中，我们将

证明了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连接函数的非参数估计。我们通过将经验分布函数光滑化

来构建了一种新的连接函数的非参数估计。我们证明了它几乎必然一致收敛到理论连

接函数。同时我们实施了模拟研究，基于四种不同的理论连接函数，通过计算相应的

MISE（mean integrated squared error）以及 KS（Kolmogorov-Smirnov distance）比较本

文给出的估计量和经验估计量的差别，并通过画出不同位置的连接函数的截面图来直

观地看出本文所提出的估计量的优势。连接函数被广泛地应用于金融领域中的投资组

合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因此我们也将本文提出的估计方法应用到真实的瑞士市场指数

的数据集上，来执行几种不同的理论连接函数模型的拟合优度测试，通过对比检验是

否存在一个最准确描述数据相关性的理论连接函数。论文的最后，我们给出结论，即

基于经验分布光滑化的连接函数非参数估计量确实要优于传统的经验分布估计量。 

 

关键词：连接函数；非参数估计；分布函数估计；均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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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小曲面的数值逼近生成算法 

数学科学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 1201 班  王建华 

指导教师    李崇君 

 

极小曲面 是中平均曲率处处为零的曲面。给定空间闭曲线，极小曲面是所有以

该曲线为边界的连续曲面中面积最小的曲面。极小曲面问题历经了二百多年的历史，

却仍一直深受数学家的青睐。由于极小曲面的平均曲率处处为零，可以得到极小曲面

除去有限个点外高斯曲率均为负值，使得极小曲面具有良好的光顺性和稳定性，在建

筑工业和工业制造业也深受欢迎。 

本文的目的是求解以给定空间闭曲线为边界的极小曲面的近似参数表达形式，得

到极小曲面的数值逼近曲面。本文主要利用极小曲面是同边界连续曲面中面积最小的

曲面这一性质进行求解。假设可以得到所有经过该边界的连续曲面的参数表达形式

（曲面参数为 u 和 v，且所有曲面的定义域相同），u-曲线和 v-曲线构成覆盖曲面的两

族曲线网。每取定 u 和 v 的各一族值，可以得到曲面的一个剖分，u-曲线和 v-曲线将

曲面划分成多个小网格，当网格足够小时，可以近似为平行四边形。这样，曲面的面

积就可近似由所有小网格面积之和代替。问题即可转化为在给定一个网格剖分的情形

下，寻找一个曲面满足该曲面划分得到的小网格面积之和为最小值的问题。这是一个

有约束的优化问题，由于直接求解的复杂性，针对此问题设计了一个迭代算法。其中，

迭代算法的迭代步是求解一个二次泛函的无约束问题，这种问题是容易求解的。本文

着重介绍了这种迭代方法，并分析了算法的收敛性。本文利用这种算法求解了几个经

典极小曲面问题，进而又进行了误差分析，误差很小，说明了本文的这个迭代方法可

行性良好，能够较好地模拟极小曲面。 

 

关键词：极小曲面；网格；无约束优化；迭代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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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马函数最新相关逼近公式的研究 

数学科学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 1203 班  徐慧媛 

指导教师    鲁大伟 

 

本文的主要工作在于建立伽马函数的一个新的逼近公式。在建立此逼近公式的过

程中，在已有的逼近公式基础上，利用伽马函数对数导数函数的性质，以连分数的形

式对伽马函数进行逼近，最终建立了伽马函数的一个逼近公式，由于连分数的优点，

该逼近公式较之之前的逼近公式，有更简洁的形式，以及更快的逼近速度，以连分数

形式展开的逼近公式会比多项式形式的逼近公式更优。同时利用完全单调函数的性

质，证明了利用该逼近公式可以建立一列双边不等式。 

在参考文献[1]中的定理 1 中，证明了伽马函数可利用 tri-gamma 函数的多阶导数

的性质进行逼近，且其误差项是 3 阶的；定理[3]中证明的伽马函数的逼近公式中，其

误差项是奇数阶的；又由于连分数的性质，有限的连分数表示一个有理数，无限的连

分数表示一个无理数，当参数 n 趋近于无穷时，连分数与同项数与阶数的多项式相比，

连分数具有更精细的误差项，即某些情况下，连分数的收敛速度要比多项式的收敛速

度更优。由此受到启发，作者以参考文献[1]为基础，将参考文献[1]定理 1 中的误差项

改写为连分数形式，再依次求其连分数的系数；而从参考文献[2]中的定理 1 受到启发，

找到了求出连分数系数的方法。 

 

关键词：伽马函数；逼近公式；收敛速度；完全单调函数；连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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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空间中 Bézier 曲面的几何问题 

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1201班  高  尚 

指导教师    侯中华 

 

在本文中，我们研究了三维空间中的 Bézier 曲面。本文首先列出了矩形区域上

张量积型的 Bézier 曲面的一些如导数性质，升阶性质、角点性质等重要性质，并给

出了用 de Casteljau 算法绘制 Bézier 曲面的方法。简单介绍了 Bézier 曲面的一种

扩展形式——有理 Bézier 曲面。介绍了关于 Bézier 曲面的 、 及 的拼接条件，

并列举了一些曲面拼接的实际应用和研究成果。 

我们聚焦于解决三维空间中的普拉托贝塞尔问题，普拉托贝塞尔问题时在所有的

满足给定边界条件的 Bézier 曲面中，寻找面积泛函最小的 Bézier 曲面的问题。由于

曲面的面积泛函通常是高阶非线性的，我们用 Dirichlet泛函替代面积泛函来解决这

个问题。即我们把普拉托塞尔问题转化为了，求一个满足边界条件的使得 Dirichlet

泛函值最小的控制网 的内点的问题，我们给出了一个控制网边界点与内点的关系式，

并给出一个双三次 Bézier 曲面的例子来展示我们的成果。另外，我们介绍了 H.Ugail

给出的闵可夫斯基空间中 Bézier 曲面类时类空的条件，以及类时类空情况下

Dirichlet 泛函取得极值的控制网条件，并给出了一些特殊情况下的例子来说明它和

在欧几里得空间中普拉托问题之间的联系。我们在 H.Ugai 的基础上分析了该问题在

应用中的难点，并对研究方法进行了设想。 

 

关键词：Bézier 曲面；曲面拼接；闵可夫斯基空间；极小曲面；普拉托贝塞尔问题 

 

 



大连理工大学 2016 届本科生校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摘要 

45 

 

多模干涉型光纤氢气传感器的设计与实现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1201 班  孔繁盛 

指导教师    彭  伟 

 

氢能源作为一种新型清洁能源而被广泛开发，然而当氢气体积浓度（常温常压）

达到 4.1%～74.2%[1]之间时，极易引发爆炸，因而对环境中氢气气体浓度进行有效测

量很有必要。近年来，光纤传感器由于其耐腐蚀，抗电磁干扰，电绝缘性好，灵敏度

高，体积小等特点[2]逐渐取代传统传感器而被用于氢气浓度监测中。本论文基于对已

有光纤氢气传感器的调研与文献检索，设计并实现了一种以石英毛细管为感应载体的

高性能多模干涉型氢气光纤传感器。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首先，文章阐述了氢气光纤传感器的发展背景及分类，并对各类传感器的工作原

理及优缺点进行综述。其次，建立石英毛细管光纤传感系统的理论模型分析影响传感

元件的不同因素。通过光学建模软件 Rsoft 进行仿真模拟，对石英毛细管光纤传感元

件光场分布进行了模拟探究，验证光纤传感器折射率响应性能。然后，对石英毛细管

光纤传感检测系统进行总体介绍，阐述了以石英毛细管为载体的传感元件制作流程。

对不同长度石英毛细管构成的光纤传感器进行对比实验，找出传感器的最优长度，并

对该石英毛细管传感元件进行了基本性能测试。最后，在基础感应元件上镀膜制成多

模干涉型氢气光纤传感器系统。通过实验验证传感器对于氢气浓度的灵敏度以及环境

温度、镀膜厚度、气体压力对于其性能的影响。 

 

关键词：氢气浓度；光纤传感器；石英玻璃管；折射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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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半导体材料 MoS2 的光学表征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1202 班  眭新雨 

指导教师    刘  琨 

 

本篇论文为大连理工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文章的关注点在于层状二维半导体材

料的光学性质,并用光学手段进行表表征。2004 年，单层的石墨烯被发现，这一年也

诞生了一个新的领域：二维材料学。由于二维材料的限域作用强，所以一系列有特殊

性质的“超越石墨的”二维材料涌现出来，我们迫切需要寻求一套行之有效的表征手段

对材料的各类性质做一个综合的表征，而传统的电学表征等方法对样品制备要求高，

有时甚至会对样品造成损伤。我们的研究对象为二维层状半导体材料，通过熟悉二维

半导体材料的光学性质，就能从光学的角度对材料的能隙、结构、载流子动力学进行

一系列的表征。这样的光学手段是无接触、无损的，同时对样品的制备要求也比较低。 

本篇论文选取了二硫化钼体系，首先通过机械剥离法制备样品并用 AFM 表征厚

度。通过拉曼位移和层数的关系实现了拉曼光谱对 MoS2 层数的表征；通过荧光光谱

观察到激子和间接带隙的消失，实现了对 MoS2 能隙的表征；通过二次谐波对晶轴的

角度依赖，实现了丢 MoS2 对称性的表征。通过本次毕业论文的研究，对 MoS2 的光

学性质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也能更便捷地用光学手段去表征所制备的 MoS2 材料。 

 

关键词: 二维材料；二维半导体材料；拉曼光谱；荧光光谱；二次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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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相干反斯托克斯拉曼光谱显微技术探测植物细胞物

质分布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应用物理学 1201 班  王瑾瑞 

指导教师    李  睿 

 

相干反斯托克斯拉曼散射（coherent anti-Stokes Raman  scattering）显微成像技术

是应用于细胞非标记组织成份检测领域的一项新兴多光子技术。这项技术通过成像可

以测定细胞组织中的特定物质含量以及其分布情况。这一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动物细

胞组织研究，但对于大多数有色植物细胞受其细胞内荧光性色素影响，该技术在应用

推广上遇到一些仍待解决困难。通过之前大量的观察研究发现,自然界中的大多植物组

织细胞由于其天生的荧光特性导致其 CARS 信号检测成像结果受到影响，为了将这种

技术更为广泛地应用于自然界中具有荧光特性的组织细胞的成份检测分析当中，明确

受荧光效应影响所产生的受激荧光信号对 CARS 散射图样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我们将尝试对植物组织细胞样本进行荧光信号光谱和荧光CARS叠加信号光

谱采集，即由 800nm 激光对样本进行双光子荧光信号激发使其产生荧光信号与双光束

同时激发产生叠加信号，对比分析其散射图像，通过对样品 CARS 显微散射光谱的强

度和对比度进行比较得出由植物细胞荧光信号所导致的光谱差异对CARS光谱图样采

集分析所造成的影响。并通过 MATLAB 软件对所得的两种图样进行后期的图像数据

处理来试图找到一种可以解决强荧光样本 CARS 散射图样采集分析困难的途径。通过

实验我们发现将叠加信号与荧光信号进行差值处理可以提高成像图样的成像质量；同

时利用 CARS 显微成像技术的优势实现了对样本内部不同物质分布情况的观察，这是

以往其它光谱检测技术难以实现的。 

 

关键词：拉曼光谱；扫描显微镜；多光子；植物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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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体 FeSe 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研究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应用物理学 1201班  杨发枝 

指导教师    姜雪宁 

 

超导材料在强稳恒磁场、磁悬浮运输、信息通信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很好的应

用前景，且超导机理是凝聚态物理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科学问题。FeSe 超导体具有简

单的晶体结构和独特的电子特性与物理性质，因而受到广泛的关注，特别是，FeSe 在

90K 左右时发生由四方相到正交相结构相变，但不伴随磁相变现象，因而使其成为研

究向列相电子态的极好平台。角分辨光电子能谱（Angle-Resolved Photoemission 

Spectroscopy，ARPES）是研究晶体表面电子结构的重要工具，在高温超导机理研究

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本工作中，我们利用 ARPES 技术研究了 FeSe 单晶的能带结

构和费米面拓扑，在结构相变温度以下观察到费米面在 M 点处呈现比较特殊的四角样

式，同时在 M 点的能带结构中观察到了明显的 dyz/dxz 能带劈裂，这为解释 M 点费米

面的结果提供了依据；为了探究劈裂的形成原因，我们通过温度依赖实验简要分析了

FeSe 单晶中点和 M 点 dyz/dxz 能带的劈裂，发现在点上能带劈裂随温度基本不发

生变化，而在 M 点能带劈裂随温度有明显地变化，并且在结构相变温度之上没有发现

能带的劈裂，这说明了 M 点 dyz/dxz 能带的劈裂与结构相变有着很大的联系，而点

却不具备明显的相结构关联性。我们还利用平均场理论分析了超导能隙的形成，并通

过不同温度下单层 FeSe/SrTiO3 薄膜的实验观察到能隙的打开，并简要分析了能隙随

温度的变化关系。 

 

关键词：角分辨光电子能谱；FeSe 超导体；能带劈裂；超导能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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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dberg 原子系统的非平衡量子相变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应用物理学 1201 班  汪  斌 

指导教师    金家森 

 

Rydberg 原子的外层电子被激发到很高的能级上，通常其主量子数 n=40…80。对

于这样的原子系统，同时考虑驱动和耗散的存在，体系具有远离平衡态的性质。这样

的原子间通过一种阻塞效应相互作用：若一个原子被激发 Rydberg 态上，它会对相邻

原子的 Rydberg 能级造成一定的平移，从而抑制近邻原子的共同激发。研究这样的非

平衡量子体系的稳态情况，采用全量子模拟很难实现。对原子间的相互作用采用平均

场近似后，问题可以很大程度地简化。结果表明，这样的非平衡体系可能存在均匀相

和反铁磁相间的连续量子相变，并且还出现了振荡态和双稳态。 

因为平均场近似可能存在很大的误差，尤其是低维体系中，应该对反铁磁相的出

现做进一步检验。本文采用团簇平均场近似，减少体系中的近似处理，从而减少误差

的影响。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随着团簇增大，一维体系的反铁磁相会很快缩小，趋

于消失。二维体系的反铁磁相则表现得更加稳固，但随着团簇的增大，反铁磁相也有

明显的缩小趋势。这些结果表明反铁磁相的出现与平均场近似的处理有很大关系。另

外，增大团簇的过程中，振荡态和双稳态会很快的消失。这说明这种状态的出现也是

平均场近似所导致的。 

 

关键词：Rydberg原子；量子相变；里德堡阻塞效应；平均场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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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学相关解调的光纤法-珀腔传感器解调仪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应用物理学（物理基础科学班）1201 班  王泽霖 

指导教师    于清旭 

 

光纤传感器由于其体积小、灵敏度高、抗强电磁干扰，可远距离遥测等诸多优点， 

被广泛应用于工业测量和大型结构安全监测领域。同时，人们也在不断地探索新的传

感和解调机制、开发新的传感器和信号解调仪器，不断提高传感器的测量精度和降低

系统成本，从而使光纤传感器得到更加广泛的普及和应用。在光纤法布里-珀罗干涉传

感系统中，解调系统是实现传感的关键环节之一。本文围绕光纤白光法布里-珀罗干涉

传感系统的结构及解调原理展开研究，分析了几种解调仪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一种新

的基于光学相关的解调方法，对其解调过程进行计算机数值 模拟，依据模拟结果对

解调仪光学结构进行了优化设计，最后对所设计的光学相关解调 仪的性能进行了模

拟实验，模拟实验结果表明，该解调系统的腔长测量误差小于 0.8nm。该解调仪设计

原理和结构简单，制作成本低廉，有望推进光纤 F-P 腔类传感器在工业领域的广泛应

用。 

 

关键词： 光纤传感器；法布里-珀罗；解调仪；光学相关解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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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色散光纤棱镜的光控波束形成研究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 1201 班  张  霈 

指导教师    谷一英 

 

雷达诞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经过八十余年的发展，目前雷达已经成为军事和商

业通信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设备。在这八十余年中，雷达的功能已经从早期的单

纯进行粗略测距和高空目标探测发展到现在的多目标追踪、情报搜集、火控以及基于

雷达的通信，雷达的扫描方式也从早期的机械式扫描发展到现在的相控阵扫描，雷达

的种类更是从早期的地面扫描雷达发展到机载雷达、舰载雷达、气象雷达、通信雷达

等多个种类。 

相控阵雷达技术是雷达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它抛弃了原有的依靠雷达天线转动

实现对空间不同方向进行扫描的方式，转而利用射频信号合成技术获得具有特定指向

的扫描波束来实现扫描。这样的扫描方式使得雷达反应更快、灵活性更好而且具备了

多波束扫描的能力，全面的提升了雷达的性能。但是随着军事和商业通信领域对雷达

性能要求的不断提升，相控阵雷达也逐渐暴露出扫描信号带宽小、稳定性差、设备复

杂重量大的弊端。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将微波光子学技术与相控阵雷达技术相结合研制出

了光控相控阵雷达。光控相控阵雷达用光真实时间延迟线模块取代移相器，即利用光

学方式对射频信号进行处理。这种雷达系统有效解决了相控阵雷达受孔径渡越时间限

制的问题，增加了扫描信号的带宽、提高了系统工作的稳定性、减小了系统体积、减

轻了系统重量。 

本文将重点研究光控相控阵雷达的核心部分——基于色散光纤棱镜的光控波束

形成。本文将对该技术的产生背景、相关基础知识、基本原理进行简要介绍并着重介

绍该技术实验链路的仿真模拟和真实实验方案设计，并对研究内容进行总结。 

 

关键词：雷达；光控相控阵；光真实时间延迟；色散光纤棱镜；光控波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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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 吨原油船 205P+505 分段船体生产设计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船舶与海洋工程 1201 班  李长浩 

指导教师    汪  骥 

     

本次设计任务是 14000 吨原油船 205P+505 分段船体生产设计，要求以现代造船

模式为原则，结合船厂实际生产能力和加工过程，以详细设计图纸为基础资料，锻炼

读图能力和识图能力。学习使用生产设计软件，对 14000 吨原油船 205P+505 分段进

行生产设计，完成结构建模，绘制分段组立图。任务重点在于结构建模和绘制分段组

立图。 

205P 和 505 分段是货油舱区域的舷侧分段和甲板分段，均为纵骨架式。基本结构

主要包括舷侧外板，内壳板，8140 平台、5420 平台，舷侧纵骨，强肋位实肋板，普

通肋位肘板，上甲板，T 形实肋板等。在设计过程中，首先根据详细设计图纸和船体

说明书了解分段结构，然后学习使用生产设计软件 Tribon，之后应用 Tribon 对

205P+505 分段进行结构建模,确定装配顺序。再根据所建立的结构模型在 Tribon 中生

成图纸，将图纸导入 AutoCAD 中进行标注、排版和修改。最终得到可用于指导生产

的分段组立图，包括装配流程图、完工测量图、重量重心图、剖面尺寸图。 

 

关键词：生产设计；结构建模；分段组立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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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结构单点系统的系泊性能分析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船舶与海洋工程 1204 班  冉晓明 

指导教师    王文华 

     

作为海洋工程的重要装备之一，单点系泊系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目前单点系统种类众多，适用的环境条件、系泊特点等各不相同，在对单点系统的设

计研究中，对这些单点系统的系泊性能特点分析、比较是有必要的。 

本文分析对象为三种外单点系泊系统：悬链式系泊系统（CALM）、水下软刚臂系

泊系统（SYS）和水上软刚臂系泊系统（SYMS）。首先，在详细分析了系统结构特点

后，建立了三种单点装置和 FPSO 的耦合数值模型。然后，综合考虑风、浪、流载荷，

计算得到 FPSO 的运动响应和各单点装置的受力，计算考虑了多种情况：FPSO 的满

载和压载两种载况；一年一遇和百年一遇两种工况；风、浪、流同向和异向情况。最

后，结合所学专业知识，对计算结果进行统计并分析和比较各系统的系泊性能和系泊

特点。 

通过计算分析发现：三种系统中，FPSO 水平面内的运动（纵荡、横荡和艏摇）

幅值均很大，而水平面外的运动（垂荡、横摇和纵摇）幅值均较小，FPSO 在运动中，

水平面内的回复力主要由单点系统提供，而水平面外的回复力主要由船体自身提供。

装载状态对三种系统中 FPSO 的运动响应及其传递到单点的载荷存在一定影响。单点

系统间 FPSO 运动响应，水平面内运动大小关系为：SYMS<SYS<CALM，水平面外的

运动存在细小差别。FPSO 传递到单点的载荷， X、Y 方向的载荷极值，SYS 和 CALM

系统发生在 FPSO 远离单点时，而 SYMS 系统发生在 FPSO 靠近单点时；三种系统间，

整体上，SYMS 系统的单点载荷最小，而对于 SYS 和 CALM 系统，压载状态下，CALM

系统较小，满载状态下，SYS 系统更小。 

 

关键词：单点系泊系统；数值耦合模型；非线性时域动力分析 

 



大连理工大学 2016 届本科生校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摘要 

54 

 

第三代汽车钢强韧性探究及回弹仿真模拟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车辆工程（英语强化）1101 班  陈丽霞 

指导教师    常  颖 

     

为了满足轻量化、节能减排及防撞安全日益提高的标准，汽车用钢材一直在向高

强塑性、低成本趋势发展。第三代汽车钢，由于同时具备高强度、高韧性及优良的成

形性能，愈发受到汽车行业的青睐。 

第三代汽车中锰钢的微观组织由奥氏体和铁素体组成，其强塑性机制依赖于超细

晶的基体组织和相变诱发塑性（TRIP）效应。具有这一效应的钢，由于在形变时发生

相变使钢材内部参数变化，不同应变路径下这些参数的改变对力学性能的影响有待探

究。已知高强钢的回弹问题严重，由于相变而更加复杂的中锰钢回弹行为也需要进一

步研究，为回弹预测提供依据。 

针对钢铁研究总院研发的第三代汽车用中锰高强钢，通过设置不同应变路径：控

制应变速率、施加预应变、循环加卸载方式，进行拉伸试验及拉伸试样的显微观测，

并在不同下压条件下进行三点弯曲试验及其有限元仿真模拟。分析各实验结果，得到

结论如下： 

1.中锰钢的强度随应变速率的增大而增加，但塑性下降； 

2.预应变可使中锰钢强度增加，但二次变形的硬化指数减小，预应变的加载降低

了钢的二次应变硬化能力，钢的二次成形性能变差； 

3.建立三点弯曲回弹的有限元仿真模型，得到回弹角的模拟值，并与试验值相比

对，得到较准确的回弹模拟。 

 

关键词：中锰钢；TRIP 效应；预应变；应变硬化；回弹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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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浸没有限元方法的流体-结构耦合问题研究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船舶与海洋工程 1201班  王  鹏 

指导教师    张桂勇 

     

在浸入边界法思想的基础上，使用应用三节点三角形 (T3) 单元的浸没有限元方

法 (Immersed finite element method) 进行了大变形非线性固体与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的

二维流体-结构耦合问题的求解。该方法引入了基于两项假设条件的虚拟流体来构造

连续的流体计算域。其流体域采用半隐式基于特征线算子分离 (Characteristic-based 

split) 的迦辽金法求解，固体域瞬态响应利用基于中心差分法的显式时间积分计算，

并使用基于虚拟流体网格的算法来计算流固耦合力。作者通过计算两种典型数值算

例，对具体的流体-结构耦合现象进行了分析，并验证了浸没有限元方法的准确性和

稳定性。 

本文的具体章节安排如下： 

引言部分讲述了流固耦合问题的基本原理与常用方法，并介绍了浸没有限元方法

的主要思想。第 1章中定义了虚拟流体的概念，并推导了基于浸没有限元法的流固耦

合系统控制方程。第 2章和第 3章中分别介绍了求解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的基于特征线

算子分离法和求解非线性固体的显式动力学方法，并对流体域和固体域的求解过程进

行了简单的描述。第 4章中推导了流固耦合力的求解过程，详细地叙述了流固耦合力

条件和速度条件的施加、流固两域的信息传递等重要步骤，并对整个流固耦合计算程

序进行了描述。第 5 章中根据两种典型数值算例的计算结果分析了具体的流体-结构

耦合现象，并验证了浸没有限元法的准确性与稳定性。结论部分为全文的总结，并提

出了浸没有限元法的改进方向。 

 

关键词：流体-结构耦合；浸没有限元；虚拟流体；显式动力学；基于特征线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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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热处理强化高强度硼钢 22MnB5 具备优良的淬火力学性能，通过控制高压气雾

淬火工艺参数可有效实现其快速淬火过程。高温下零件与气雾介质接触的换热系数直

接影响零件的温度分布并直接决定材料淬火后的微观组织和材料机械性能。 

本文首先阐述了高强度钢气雾淬火传热学的基本原理，使用 Fluent 仿真软件分析

了单点喷射气雾淬火过程中流场情况。基于界面换热系数的求解分别对比了四种不同

的方法：热平衡法、能量守恒法、Beck 非线性估算法（Beck 反算法）以及有限元优

化法，开展气雾淬火传热系数求解精度的算法比较和验证。结果显示：采用普通数值

计算法、热平衡法、Beck 反算法以及有限元优化法的计算结果与实验值偏差依次为

6.36%、4.02%、2.63%与 26.31%，说明 Beck 反算法的求解精度最高。 

进一步使用 Beck 反算法计算了高强度硼钢气雾淬火在不同工艺因素下的换热系

数，结合自主设计的单点气雾喷射平台，研究了高强度硼钢 22MnB5 在气雾淬火过程

不同阶段的传热机理，分析了温度相关性对传热系数的影响规律。包括：不同喷射压

力、气水混合比、喷射高度、初始温度及有无氧化层对瞬态淬火的界面 IHTC 的影响

规律，还对影响 IHTC 的因素进行了显著性分析校验。结果表明：（1）：在一定的区域

内，换热系数最大值出现在界面出现核态沸腾的时刻，淬火过程的 IHTC 变化与气水

混合压力比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喷射距离呈反相关关系，与初始淬火温度呈反相关关

系；当初始淬火温度为 912℃，喷射距离 440mm，气水混合压强比为 pA 0.5MPa/pW 

0.5MPa,，换热最大值为 27630W/(m
2
K);当喷射高度为 440mm，气水混合压强比为 pA 

0.3MPa/pW 0.3MPa，初始淬火温度为 712℃时，换热最大值为 22443W/(m
2
K)；当气水

混合压强比为 pA 0.3MPa/pW 0.3MPa 初始淬火温度为 912℃,喷射距离 220mm 时，换

热最大值为 35212 W/(m
2
K)；（2）：氧化层对气雾喷射淬火模型下界面 IHTC 的影响较

大，氧化层界面阻碍了材料集体与气雾介质的接触，弱化了换热效能，在一定厚度的

氧化层情况下，IHTC 值较低；（3）：显著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喷射压强对 IHTC 的影

响最为显著，而钢板初始淬火温度对 IHTC 的影响最不显著。 

 

关键词：22MnB5高强钢；气雾淬火；界面换热系数（IHTC）；工艺因素 

高强度钢气雾淬火过程传热机理研究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车辆工程（英语强化）1201 班  高天涵 

指导教师  盈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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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因素对 HEV 能量管理的影响分析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车辆工程（英语强化）1102 班  杨  森 

指导教师    连  静 

     

在石油危机和环境危机的双重压力下，研发油耗少、排放低的新型汽车成为一个

迫在眉睫的任务。近年来，混合动力汽车作为现阶段最满足客观条件要求的新能源汽

车车型得到了很大发展。对混合动力汽车而言，整车的能量管理是决定其经济性和排

放性的核心技术，所以研究其能量管理对进一步降低混合动力汽车的燃油消耗量和污

染物排放量来说有重要意义。驾驶员因素作为影响混合动力汽车能量管理的关键因素

之一，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在原有的混合动力汽车能量管理策略的基础之上，开

发得到了考虑驾驶员因素的能量管理策略，通过建模和对比仿真具体分析了驾驶员因

素对混合动力汽车能量管理的影响。 

本文首先介绍了混合动力汽车及其能量管理的研究现状，研究了模糊控制理论，

提出基于模糊推理的驾驶员意图识别方法，并用 MATLAB 软件建立了驾驶意图模糊

识别系统模型。然后本文选定并联式混合动力城市公交车作为仿真车型，确定其关键

参数后用 ADVISOR 软件建立了整车模型。之后本文介绍了基于逻辑门限值的电机助

力能量管理策略，在此基础上结合驾驶意图识别开发得到考虑驾驶意图的能量管理策

略，并将其模型嵌入到 ADVISOR 控制模块中，在相同仿真条件设置下对两种能量管

理策略进行了对比仿真。最后，本文根据仿真结果对比分析了驾驶员因素对混合动力

汽车能量管理的影响。 

本文最后得出研究结论：驾驶员因素对混合动力汽车的能量管理有明显影响，在

混合动力汽车能量管理中考虑驾驶员因素能改善其经济性和排放性。 

 

关键词：混合动力汽车；驾驶员因素；驾驶意图；能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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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摩擦技术中搅拌头疲劳与损伤的数值模拟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工程力学（钱令希力学创新实验班）1201 班  谭治军 

指导教师    张  昭 

     

基于 DEFORM-3D 有限元软件建立了圆形、三角形、正方形等不同形状搅拌针的

搅拌摩擦焊接过程的完全热力耦合模型。结果显示搅拌针形状对搅拌摩擦焊接工件的

温度影响不大，但是对于材料流动性有明显影响，在搅拌头旋转速度相同的情况下不

同形状搅拌针会产生不同的流动速度场。三角形搅拌针的流速场最快，正方形其次，

圆形搅拌针的流速场最慢，从而可以得到不同质量的焊缝。不同形状的搅拌头在不同

焊接阶段受力的大小关系也不同，从而使搅拌头的疲劳寿命会有差别。在相同工况下，

三角形搅拌针寿命最短，正方形搅拌针其次，圆形搅拌针寿命最长。三角形和正方形

搅拌针会有应力集中。建立 Al6061，Al5052，Al2024 铝合金等不同材料的搅拌摩擦

焊接过程的完全热力耦合模型。对搅拌头在不同材料焊接中的磨损状况进行了预测。

结果表明，不同铝合金对搅拌头磨损速度不同，Al2024 铝合金对搅拌头磨率度最快，

Al5052 铝合金对搅拌头磨损速率其次，Al6061 铝合金对搅拌头磨损速度最慢；搅拌

头的适当磨损会使搅拌头寿命增加，这对铝合金搅拌摩擦焊接的降低生产成本、推广

使用有着使用价值。 

 

关键词：搅拌摩擦焊；横向力；疲劳损伤；热力耦合；搅拌头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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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箭体结构贝叶斯可靠性分析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工程力学 1201 班  吴新悦 

指导教师    李  刚 

     

在传统的弹箭体结构可靠性分析中，如果采用应力—强度干涉法进行求解，需要

已知结构功能函数中各个参数的分布。但在实际工程应用中，由于精力、成本等原因

的限制，不能通过大量的实验求得参数分布。本文提出了一种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

的可靠性分析方法，即利用成败型实验的贝叶斯推断方法进行可靠性估计，并利用贝

叶斯方法不断对样本点进行更新，即将求得的后验分布作为下一次实验的先验分布。

将实验结果作为贝叶斯推断的先验分布，进而求得参数的后验分布作为可靠性分析中

参数的分布。本文先简要介绍了贝叶斯方法的基本原理以及可靠性分析的基本内容，

并介绍了利用 WinBUGS 生成参数后验分布的方法，结合数学算例介绍了利用贝叶斯

推断分析结构可靠性的方法，最后结合弹箭体结构的可靠性分析的实例验证了这类方

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弹箭体结构；贝叶斯可靠性；MCMC 算法；WinB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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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波动的有限细长结构动力特性分析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船舶与海洋工程 1201 班  任柯融 

指导教师    洪  明 

     

本文运用波动方程定解问题的基本常用的求解方法对几种有限细长结构的动力

特性进行了分析研究。 

首先，对弹性杆的波动方程定解问题进行了求解。运用了行波解法求解了无限域

弹性杆的波动定解问题并给出了其解析解表达式。运用了积分变换解法求解了有限域

（两端刚固）弹性杆存在外激励时的波动定解问题并给出了解析解表达式。运用了有

限元方法，针对一个特殊算例给出了有界杆的有限元数值解。最后，将积分变化法的

解析解与有限元法的数值解进行对比，发现数值解与解析解基本吻合，得出了积分变

化法的解析解中 N 的取值大小决定了计算响应的时间范围的结论。 

其次，对带有集中参数弹性梁的波动方程定解问题进行了求解。运用了分离变量

解法求解了带有集中参数的有限域梁的波动定解问题并给出了其解析解表达式。运用

了有限元方法，针对在梁中含有集中质量、集中刚度和在梁上多处含有集中阻尼的弹

性梁的波动动力响应的算例进行了计算，并通过变化集中参数的大小，分析并探讨了

集中参数大小对梁波传播的影响。 

最后，对线粘弹性梁的波动方程定解问题进行了求解。运用了分离变量解法求解

了有限域（两端简支）线粘弹性梁的波动定解问题并给出了其解析解表达式。最后针

对一个 Kelvin 模型简支梁的算例，分析并探讨了粘弹性和截面转动惯量对梁自由振动

特性影响。 

 

关键词：一维波动方程定解问题；积分变换法；分离变量法；有限元法 

 

 



大连理工大学 2016 届本科生校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摘要 

61 

 

轴流风机复合材料细长叶片动力特性分析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工程力学（钱令希力学创新实验班）1201 班  苑高飞 

指导教师    王跃方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透平式压缩机被人们广泛应用于石油、风洞、航空航天等多个

领域。叶片作为透平式压缩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动力、静力性能设计的优越性、

材料选择的合理性都直接影响压缩机的工作效率。本文以某型号轴流式压缩机的复合

材料叶片为研究对象，采用有限元分析的方式对叶片进行了静力分析、模态分析、谐

响应分析和疲劳分析。 

首先，针对叶片三维实体模型和有限元模型建模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给出了解

释，并详细描述了三维实体模型和复合材料有限元模型的建模过程。解决了叶片模型

由于其叶身曲率过大而无法直接建模和复合材料铺层过程中的铺层角度设置等问题。 

随后，在成功建立复合材料叶片有限元模型的基础上对叶片的有限元模型进行了

静力分析，分析了其在离心力和稳态气流力的单独作用和混合作用下的应力、位移情

况，发现叶身层合板连接处应力较高。 

最后，通过模态分析、谐响应分析和疲劳分析对叶片的动力特性进行了研究。对

比叶片静频和离心力作用下的动频发现了离心力加强了叶片的刚度。依据叶片动频值

绘制出不同转速下的 Campbell 图，发现叶片在工作转速下存在一个共振点。利用谐响

应分析和疲劳分析研究发现叶片在工作转速下不会发生疲劳失效。 

 

关键词：轴流式压缩机；复合材料；叶片；有限元法；动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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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6*4 大型客车的房车结构改造、设计与车身骨架的

有限元分析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车辆工程（英语强化）1201 班  张  琦 

指导教师    靳春宁  侯文彬  郑国君  李宝军  夏  阳 

     

中国房车虽然只有短短 10 余年的发展历程，但是在国内政策的积极推动下，已

经受到公众相当广泛的关注与支持，房车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将迎来发展的黄金

时期。而此时，相对于国外房车产业数十年发展的经验与产品的成熟化，国产自主房

车确实还在实力上的较大差距，特别是对于国内很少涉足的大型豪华房车来说，我国

房车在这一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力。 

本次毕业设计根据已有大型货车骨架为原型，对其进行大型房车的改装设计，包

括车厢内总布局设计，车身造型设计与框架结构设计，以及根据工程实践进行仿真分

析。 

此毕业设计一方面考察设计者当前的专业知识水平，工程设计能力与对产业前沿

技术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其设计成果将对我国房车产业与房车市场的发展亦起到

推动作用，间接促进了我国房车旅游产业的发展。 

本设计在严格参考中国汽车行业制造标准对旅居车的相关要求下进行；同时吸取

了国外同级别车型的经典设计元素。在总布置、曲面造型、三维建模与有限元分析等

各环节中，充分使用 NX 10.0 设计平台及其人机工程学校核分析模块，以及 Altair 

Hyperworks13.0 中的 Hyper Mesh 与 Hyper View 模块。对设计中许多配件选取产业链

上游成型产品，模拟零部件的实际工程价值。 

本次设计的成果包括房车的总布置图、曲面造型三维模型、底盘三维模型、车身

骨架三维模型以及骨架力学仿真分析结果报告等。 

 

关键词：房车；自行式 A型房车；总布置与造型；框架结构设计；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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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型近场动力学方法初探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工程力学（钱令希力学创新实验班）1201 班  梁  学 

指导教师    段庆林 

 

近场动力学是 21 世纪以来新兴起的一种借助非局部作用思想求解不连续问题的

数值方法。它通过积分来建立基本运动方程求解的做法不同于经典理论下微分形式的

运动方程，使得这种方法允许域内的不连续，因此其解决不连续问题相比于传统方法

优势明显。本文基于近场动力学领域最新研究热点态型近场动力学理论开展数值研

究，首先介绍近场动力学基础理论以及其与其它传统数值方法的耦合。然后利用近场

动力学计算体系分别就动态问题与静态问题进行数值模拟。对于动态问题讨论了不同

核函数以及自由表面修正对结果的影响和网格密度与近场范围的收敛性问题，通过数

值模拟观察到了裂纹分叉和二级裂纹现象，并得到裂纹扩展速率图。对于静态问题进

行了与动态问题同样的讨论，并与 ANSYS 软件计算得到的静态分析结果进行对比，

结果发现沿荷载方向位移分布效果良好，垂直于荷载方向位移分布在内部比较好，但

是在荷载边界仍有一定误差，应力分布效果要比位移分布效果好。此后根据应力的基

本概念定义了三种近场动力学应力，将它们与传统应力进行比较。最后将近场动力学

与拓扑优化理论相结合求解考虑损伤修正的拓扑优化问题，并利用修正的满应力方法

对对边拉伸载荷作用下二维板拓扑优化问题进行求解。 

 

关键词：态型近场动力学；裂纹扩展；静态分析；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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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0DWT 多用途运输船舶方案设计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船舶与海洋工程 1202 班  姜盛坤 

指导教师    林  焰 

 

本次毕业设计题目为 29000 吨多用途运输船舶方案设计。设计者在设计初始，以

经济性为基础，运用层次分析法，目的在于可以最大限度满足设计要求。设计过程中

不仅包括了本科阶段详实的专业知识，还涵盖了多款软件的交替使用，全文的主要观

念为可参照性强、高效及精确。详细内容如下： 

1.根据设计任务书要求，首先确定船舶的主尺度，其次进行性能校核，为了能够

选择出最优的设计方案，设计者在开始阶段运用层次分析法，在多元素的影响下选取

最经济主尺度。 

2.采取“1-Cp”法作为型线设计的方法。为了船，桨，舵能够依次配合，利用 CATIA

软件三维建模直观检测三向光顺性。 

3.总布置设计参考母型船的总布置图，以舱容要素曲线为指导，使得船舶各个舱

室及配套设备得到合理的布置，满足船东要求的货运量，并使得船舶正常运转。并且

运用 CATIA 进行全船的模型建立，并且通过 3DIA composer 和 Key shot 进行模型渲染

和动画制作。 

4.按 IMO 规范要求，校核船舶满载出港、满载到港、压载出港、压载到港、满载

集装箱出港、满载集装箱到港六种载况下的浮态及完整稳性计算，为了更加精确及高

效，利用三维模型提供基础数据以代替梯形法，完成了静水力曲线绘制，通过三维模

型精确绘制货舱与压载舱的舱容要素曲线，采用乞氏法绘制稳性横截曲线和进水角曲

线。 

5.螺旋桨设计采用图谱设计法，选取 AU-4 系列桨，使得船、机、桨三者的配合，

以提高设计船的快速性能。 

6.按照规范对中横剖面的结构设计及邦戎曲线的绘制，并计算了船舶在波浪中受

到的弯矩数值，为最后有限元的计算提供基础数据。 

7.按照规范，通过 FEMAP 软件进行有限元的建模与计算。 

 

关键词：多功能运输船舶；经济分析；CATIA；3DIA composer；有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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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车避障路径规划方法研究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车辆工程（英语强化）1101 班  陈双双 

指导教师    李琳辉 

 

智能车路径规划是指在一定的环境模型下，给定车辆起始点和目标点规划处一条

无碰、安全的有效路径。路径规划作为智能车的核心，有助于改进车辆的行驶性、舒

适性、节能性等，具有较为广阔的应用背景，已经成为各大科研院所关注的热点。路

径规划主要包括两个步骤：建立障碍物和自由区域的环境地图，基于环境地图选择合

适的路径搜索算法，快速实时地搜索可行路径到达目标点。 

本文首先简略介绍了一下该课题的研究背景与意义以及路径规划算法发展的概

况，确定了本文的工作重心与主要内容。环境感知作为路径规划的前提，在第二章中

具体介绍了基于激光雷达的静态地图构建方法，同时对激光雷达采集的地图信息进行

后处理以用于全局路径规划算法；第三章着重介绍了本文所用的 A*全局路径规划算

法，提出了改进的路径搜索方法，并以 MATLAB 仿真结果证明改进算法的优点，并

对规划的路径进行节点优化，利用对称极多项式曲线进行平滑化处理，优化后的路径

长度缩短，路径弯角减少，平滑过渡使得车辆行驶平稳，加速度波动较小，路径更易

跟随；第四章则重点介绍了本文所用的 VFH+及 VFH*局部路径规划算法，对算法存

在缺陷提出了改进，同时验证算法在不同环境的通用性及实时性，算法可快速可行地

实现无碰路径规划；最后一章基于前文所用的 A*全局路径规划及 VFH*局部路径规划

算法提出了基于滚动窗口的多层路径规划方法，并与以 A*算法作为全局路径规划、

VFH*作为局部规划的混合算法进行对比，以 MATLAB 仿真结果证明多层路径规划方

法相比混合算法实时性及通用性更好。为进一步验证本文所论述的方法，设计了智能

车辆系统，包括平台的硬件软件构架及数据采集系统，上位机与下位机通讯等。基于

设计的平台对智能车辆自主路径规划进行试验验证，实际环境下的测试结果证明了算

法实际可行。 

 

关键词：智能车；SLAM；VFH+算法；VFH*算法；A*算法；多层路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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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叠层材料钻削加工切削力变化规律研究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1202 班  张洪梅 

指导教师    马建伟 

     

Ti/CFRP 叠层材料由于结合了碳纤维复合材料和钛合金良好的机械力学性能，被

广泛应用到航空领域。相关文献表明钻削 Ti/CFRP 叠层材料时材料间需不同的加工方

式，不同钻头结构和切削变量，因此钻削叠层材料是一个复杂的加工过程。鉴于切削

力影响切削热变化，进一步影响刀具磨损、刀具寿命、卷屑与断屑以及加工表面质量。

因此研究 Ti/CFRP 叠层材料加工过程，须研究加工过程中切削力变化。 

本文针对 Ti/CFRP 叠层材料，通过采用不同结构的刀具对 Ti/CFRP 叠层材料进行

钻削实验，分析刀具几何参数对切削力和孔质量的影响，采用单因素方法研究进给速

度、螺旋角以及顶角对 Ti/CFRP 叠层材料钻削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 

1.采用同一结构刀具，不同进给速度下钻削 Ti/CFRP 叠层材料，将切削力曲线与

钻孔质量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了进给速度对切削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低进给速度下，

轴向力较小，钻孔质量高，适合加工 Ti/CFRP 叠层材料。 

2.分析刀具螺旋角对轴向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增加螺旋角会减少轴向力，且刀具

稳定性较好，钻孔质量好。 

3.采用顶角不同的两把刀具进行实验，顶角增大时，轴向力减少，但顶角较小的

刀具实验结果是孔壁质量较好，表明 Ti/CFRP 叠层材料的钻削加工中要选择适当的顶

角角度。 

 

关键词：Ti/CFRP叠层材料；钻削加工；钻头结构；切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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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氰脉冲电镀金-铜合金镀液配方及工艺研究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1202 班  王  博 

指导教师    金洙吉 

     

金及其合金镀层因其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在电子工业及装饰镀金等领域具有很

好的应用前景。现有氰化物镀金工艺，具有工艺稳定、镀层质量好等优点，但氰化物

有剧毒，对人体和环境危害极大，亟待研发性能优良的无氰镀金体系。 

现有无氰镀金体系中，亚硫酸盐体系在镀层质量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其工艺稳

定性相对较差。针对这一问题，提出采用有机多磷酸作为金的辅助络合剂，选择亚硫

酸金钠和五水硫酸铜作为金和铜的主盐，亚硫酸钠作为金的主络合剂，采用正交试验

方法，通过对镀层的外观、显微硬度和接触电阻进行检测分析，优选了镀液配方，具

体镀液配方为：金 10g/L，硫酸铜 1.5g/L，亚硫酸钠 160g/L，硫酸钾 80g/L，HEDP 80g/L，

ATMP 60g/L。在此基础上，进行单因素试验，通过对镀层的表面形貌和沉积速率进行

检测分析，确定了合理的工艺参数：电流密度为 0.3A/dm
2、镀液 pH 值为 9、电镀温

度为 65℃、搅拌速率为 900r/min。实验结果表明，利用上述镀液配方和工艺参数，可

以获得厚度均匀、色泽光亮、结晶细致、性能优良的金铜合金镀层。 

 

关键词：电镀；金-铜合金；有机多磷酸；正交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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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SiC 反射镜轻量化结构加工工艺研究 

机械工程学院物流工程 1201 班  王宁远 

指导教师    康仁科 

     

随着空间遥感技术的不断发展，反射镜在航空、军事监控、气象等领域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其轻量化成为十分重要而关键的技术。反应烧结碳化硅（RBSiC）

因其高硬度、低热膨胀系数及耐腐蚀等优点成为反射镜的适合材料。但 RBSiC 作为一

种脆硬材料，在加工过程中会出现效率低、易出现损伤等问题。针对 RBSiC 反射镜，

国内外现有研究集中在对反射镜结构优化设计和对选取的加工参数优化设计等方面，

本文主要着眼于 RBSiC 薄壁件加工工艺的研究。为解决 RBSiC 薄壁件难加工的问题，

基于超声辅助磨削在加工脆硬材料方面的优势，本文将采用超声辅助磨削的方法加工

RBSiC，并通过对 RBSiC 薄壁件进行工序规划和加工策略优化，得出优化的 RBSiC

薄壁件加工工艺。工序规划通过合理分配每道工序加工量达到提高加工效率的目的，

加工策略优化主要考虑加工过程中 RBSiC 薄壁件最大应力最小化，借助多目标遗传算

法，得到最优加工策略。最后，通过试验验证了以上方法的可行性，试验表明优化后

加工效率提高了 36.3%。本文还进行了大量的四点弯曲试验，为 RBSiC 加工方式选择、

磨削加工参数选择等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超声辅助磨削；薄壁加工；MOGA；四点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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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现液滴定向运输的金属表面制备和应用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1201 班  徐  征 

指导教师    孙  晶 

 

超疏水表面具有自清洁、耐腐蚀、减摩减阻、液滴定向运输及无损转移、防雾、

防结冰结霜等优异性能，金属基超疏水表面的制备在工业生产、医疗以及国防领域都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针对目前的研究中对于实现液体定向运输金属表面方法的制备方法复杂、制备成

本高昂、以及易造成基体表面破坏的问题，本论文提出了掩膜辅助大气压氮气冷等离

子体射流的改性技术制备出可实现水滴定向运输的金属铝表面。 

研究金属铝基体上超疏水表面制备的理论，对加工参数进行试验研究，利用单一

变量原则制备出多组样品之后采用接触较测量仪、滚动角测量仪测出相应的实验结

果，获得最优的超疏水铝表面的制备参数；利用大气压氮气冷等离子射流处理超疏水

铝表面，研究不同的处理时间对金属润湿性的改性效果，以及改性后的铝表面亲水性

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掌握了大气压氮气冷等离子体射流对金属超疏水表面的改性机

理；利用大气压下氮气冷等离子体射流，并借助掩膜技术，在实验获得的铝基超疏水

表面上成功制备出各种功能的超亲水路径，实现了液滴在金属表面的定向运输。 

 

关键词：超疏水；超亲水；铝基；大气压氮气冷等离子体射流；定向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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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场捡球小车设计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1201 班  胡宇涛 

指导教师    吴海帆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于重复性较高的工作，智能化、自动化是它的一个

发展趋势。功能型的移动机器人的研究与设计越来越受到科学界和商业界的重视。 

  网球是一项大众十分热爱的体育运动，但无论是在正式比赛场地上，或是练习场

地上，散落在地的网球拾取都是一件重复性较高且十分劳累的工作，在比赛场上甚至

出现了捡球球童这样的工作人员。网球场捡球小车正是为了解决重复性比较高且劳累

的捡球问题而提出来的。它能够通过手动遥控操作小车到达球的上方将球捡起并储

存，再运送到指定位置，完成将散乱在地的网球收集的工作。它既能减轻训练场的人

们捡球时的工作量，又能代替比赛场上球童的工作，因此，开展网球场捡球小车关键

技术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网球场捡球小车整体性能要求出发，在对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分析和

归纳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种新型网球场捡球小车的设计

方案，对机械系统的结构设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对比带有转向机构的不同运动

方式的小车，最终选择了结构紧凑、外形尺寸较小的横向二轮平衡小车作为捡球小车

的主体行走机构；用两个电机分别驱动左右两轮的差速驱动模式控制小车的启停和转

向。通过对电机所需驱动功率的计算，选择了合适的电机型号。针对捡球的功能要求，

设计出了凸轮—滚子—推杆机构作为捡球器机构，大大提高了捡球效率。 

 

关键词：网球场捡球小车；差速驱动；凸轮机构；横向二轮平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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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平移式立体车库结构设计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1201 班  田法旻 

指导教师    王  欣 

     

本文联合借鉴相关建筑规范和立体车库设计规范，详细的设计了一款升降平移式

立体车库的整体结构。在设计的过程中参照已有的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合理的减少建

设用材，节省成本。在最终设计完成后，使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结构进行多种工况的

校核，在满足强度刚度稳定性的条件下减小构件截面尺寸。 

升降平移式钢结构立体车库往往没有混凝土墙，且高宽比大，使其主承重骨架拥

有“高柔”、易失稳的特点。立体车库钢结构的载荷状况比较复杂，与常见的钢结构

相比还存在设备运行时的冲击性载荷。常用的设计公式无法满足复杂工况的理论计

算，因此结构的设计需要借助计算机辅助设计。本文提出了常用立体车库的设计方法

以及有限元简化模型建立和施加载荷的方法，对以后的结构设计有较强的设计借鉴作

用。 

在立体车库的设计中，风载荷的影响效果较强。通过对多种动载荷进行转化，利

用更改整体结构密度的方法来模拟复杂工况下立体车库的自重和冲击载荷受力状况，

并利用 ANSYS 程序对多种工况下结构的应力和刚度分析，在变形挠度较大、强度不

足的地方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对立体车库的结构进行稳定性分析，得到立体车库的

前三阶失稳情况。最后对整体车库进行经济性分析，估算实际成本。 

 

关键词：结构设计；有限元分析；强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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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L-500”的 3D 打印成形工艺试验研究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1202 班  孙  元 

指导教师    梁延德 

     

以 SL-500 光固化 3D 打印设备为工艺实验平台，对 SLA 成形工艺进行了理论

和实验研究。基于对成形件的观察、实验和测量，选定硬度、翘曲变形、表面质量、

尺寸精度作为成形质量的评价指标，通过理论分析和工艺实验验证，阐释了相关工

艺参数对指标的影响方式及影响程度，并提出了工艺参数组合的优化方案。 

论文纠正了后固化处理对表面硬度影响的认识误区，在 SLA 一般参数设定范围

内树脂即可固化完全，后固化不会影响成形件硬度。引入光斑补偿、z 轴补偿可有

效提高成形件尺寸精度及其稳定性。指出树脂面层内的收缩是导致成形件底部变形

的主要原因，并用有限元方法做了仿真证明。优化工艺参数组合可以减小变形程度。

解决变形问题更有效的方法是对模型进行变形补偿。论文提出了可行的补偿方案，

较好地解决了立方体模型的各向变形问题，并对一般性结构模型提出了补偿思路，

对补偿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理论推导。结论具有工程实际应用价值。 

 

关键词：光固化成形；增材制造；工艺优化； 变形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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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四旋翼机器人建模与控制方法研究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1201 班  韩光江 

指导教师    徐志祥 

     

四旋翼机器人作为一种性能卓越的垂直起降无人飞行器，已经广泛应用在民用领

域和军用领域，下一步希望应用于精准操作领域。为此，论文首先简述了四旋翼飞行

器的发展历程以及研究现状，接着建立了四旋翼的数学模型，采用线性化方法进行了

飞行控制器的设计，并且通过 Simulink 仿真验证了控制算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主要

研究内容和成果如下： 

分析了单旋翼的空气动力学，得到悬停或近似悬停条件下的旋翼动力学模型；然

后根据电压平衡和力矩平衡推导了无刷电机的动力学模型；建立地面坐标系和机体坐

标系，分析了四旋翼的受力和力矩，利用欧拉方程和牛顿力学定律，结合坐标转换矩

阵推导出地面坐标系下的四旋翼非线性动力学模型。 

研究了四旋翼各个飞行姿态的实现策略，将动力学模型在悬停点进行线性化，利

用线性化之后的模型对四旋翼的内环（姿态环）和外环（位置环）进行控制器设计，

其中内环采用串级 PID 控制可有效地抗干扰，从而实现四旋翼位置的全闭环控制。 

在 Simulink 中，利用得到的完整四旋翼动力学模型以及所设计的飞行控制器建立

了仿真模型。通过定点悬停实验、轨迹跟踪实验、鲁棒性检测实验验证了飞行控制器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论文建立了四旋翼飞行器的非线性模型，对线性化后的模型进行了控制器设计，

取得了期望的效果，为飞行器完成更精准的操作任务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四旋翼；数学模型；PID 控制；Simulink 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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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盒注塑模具设计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制造）1202 班  赵梓健 

指导教师    刘  莹 

     

模具是工业生产中的重要工艺装备，用来成型具有一定形状和尺寸的制件。在各

类加工业中广泛使用各类模具。 

本次设计任务是玩具盒注塑模具设计，重点在于模具的侧抽芯机构以及浇注系统

设计。首先使用 CAD 和 Inventor 进行制件的二维和三维零件图绘制，之后根据软件

求解器算出制件的体积、质量、投影面积以及相关参数，以此来选择注塑机，初步选

定模架类型。然后采用 Moldflow 软件结合 Inventor 软件对制件和模具进行分析，包括

最佳浇口位置分析、最佳工艺设置、填充状况分析，翘曲分析、熔接痕分析、气穴分

析等，之后采用 Inventor 软件进行模具的三维造型，根据 Inventor 和 Moldflow 软件分

析结果，分型面选在玩具盒的开口面，浇口设置在制件外表面的中间位置。采用三板

式模架，侧向抽芯机构采用弯销抽芯机构，计算了侧抽芯距、抽拔力和斜导柱的尺寸。

浇注采用点浇口，半圆形分流道，冷料穴采用倒锥形结构，冷却系统设计为串联水路，

在动定模分别排布，做到均匀冷却；推出机构设计首先分析计算了脱模力，以此来计

算推杆的相应尺寸，同时设计了推板导柱、导套来增加推出机构刚性，使推出制件时

更加平稳，复位杆增加弹簧，方便自动复位。利用 AutoCAD 绘制了装配图和重要的

零件图，并对本模具设计进行了经济性分析。 

 

关键词：玩具盒；注塑成型；塑料模具；侧抽芯；浇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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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基高温合金 Inconel 718 微铣削刀具磨损研究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1201 班  翁永强   

指导教师    卢晓红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对机械零部件功能要求的提高，多个领域都出现了微小

结构/零件的需求。这类零件不仅在形状、尺寸上要求具有很高的精度，甚至还要求能

够承受较高的工作温度，如在航空航天领域。镍基高温合金 Inconel 718 具备高强度、

耐高温等优良性能，是目前制备涡轮叶片、航空发电机等零部件的理想材料。目前，

微铣削技术是制备镍基高温合金微小零件的高效手段。但微铣削过程中刀具磨损对工

件加工表面粗糙度、毛刺形成及刀具的变形与耐用度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

有限元仿真软件 DEFORM 对镍基高温合金 Inconel 718 微铣削过程进行有限元模拟仿

真并通过微铣削实验验证了所构建模型的准确性。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每齿进给量对

刀具磨损的影响规律。具体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于DEFORM 软件建立了镍基高温合金 Inconel 718 微铣削加工过程三维有

限元仿真模型，确定了材料的 Johnson-Cook 本构模型参数，切屑分离准则，断裂准则

以及工件与刀具间的摩擦准则。完成了 DEFORM 软件中模型的装配、网格划分、接

触与边界设置等功能，实现了镍基高温合金 Inconel 718 的微铣削加工过程仿真。 

其次，进行镍基高温合金 Inconel 718 微铣削实验。通过 Kistler 测力仪测得微铣

削力，并与仿真预测值进行比较，初步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此外，基于扫描电镜

（SEM）测量微铣刀磨损结果，得出刀具磨损曲线，并与仿真刀具磨损曲线比较，两

条曲线基本吻合，从而验证了镍基高温合金三维有限元微铣削仿真模型的准确性。 

最后以每齿进给量为变量，分别进行了每齿进给量为 、 、

、 、 的镍基高温合金 Inconel 718 微铣削加工过程仿真，得到

刀具磨损曲线以及每齿进给量对微铣削刀具磨损的影响规律。 

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镍基高温合金微铣削刀具磨损研究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基

于仿真的微铣削刀具磨损和切削力的关系研究探索可行的技术方法。 

 

关键词：Inconel 718；微铣削；有限元；刀具磨损；每齿进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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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腰椎间盘配副材料摩擦学性能的实验研究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1201 班  项顶顶 

指导教师    王永青  刘伟强 

     

人工腰椎间盘是采用非融合术治疗严重腰椎病的关键假体，在人体复杂力学和生

理环境作用下，人工腰椎间盘假体关节面上易发生摩擦磨损，其耐磨损寿命已成为假

体长期可靠性的最关键性能。 

针对人工腰椎间盘配副关节面，采用球盘接触模式，研究了不同配副材料在干摩

擦和小牛血清润滑状态下的摩擦磨损性能，并采用摩擦系数、磨损形貌、磨屑分析等

参数和方法评估其耐磨性，为新一代高耐磨人工腰椎间盘的开发奠定前期基础。具体

地，针对医用钴铬钼合金（CoCrMo），选取的材料配副模式包含了医用钴铬钼合金-金

属（不锈钢 316L、钛合金 Ti6Al4V），医用钴铬钼合金-聚合物（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UHMWPE、聚四氟乙烯 PTFE），医用钴铬钼合金-陶瓷（氧化锆 ZrO2、氮化硅 SiN）三类

共 6种。 

为了深入分析表面摩擦磨损机理，对医用钴铬钼合金表面形态结构、硬度以及润

湿性表征，测试其显微硬度值为 489±4.4HV，具有较高的表面硬度；测试其与去离子

水和小牛血清溶液的接触角分别为 87.98±0.29°和 83.18±0.59°，二者均小于

90°，说明医用钴铬钼合金属于亲水性金属。 

为了比较不同配副摩擦磨损性能，对不同配副进行常规摩擦学试验，通过扫描电

镜以及三维白光干涉等方式，比较出 CoCrMo-PTFE和 CoCrMo-UHMWPE 配副的摩擦系数

最低，磨损体积较小，摩擦学性能最为优异。为了全面分析摩擦磨损机理，对

CoCrMo-Ti6Al4V 配副摩擦后磨屑颗粒分析，分析发现 CoCrMo-Ti6Al4V 配副磨屑主要

的存在形态有粒状、块状、片状、杆状及针形，大小在 1 至 50 之间。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考虑到 PTFE 的生物相容性略逊于 UHMWPE，CoCrMo-UHMWPE

为最佳配副。 

 

关键词：人工腰椎间盘；配副材料；钴铬钼合金；摩擦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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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粘封合机压力控制系统设计与搭建 

机械工程学院测控技术与仪器 1201 班  法丽扎   

指导教师    刘  冲 

     

封合是微流控芯片制作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目前封合技术的局限性主要是在

封合的质量、效率以及是否易于实现自动化等方面。与传统的封合方法相比，胶粘接

封合方法的工艺参数要求简单、使用范围广、成本低，从而受到极大重视。在胶膜封

合中，压力太小则封合界面容易产生气泡；压力太大则胶膜介质很容易堵塞通道。为

了保证芯片封合时的片间一致性，要求每次封合时压力值相对恒定，因此压力控制至

关重要。前期研究设计了一款快速胶粘封合机，该设备采用开环控制，每次封合时压

力差异较大，导致每次封合后芯片通道尺寸差异大。本文在该设备的基础上，以提高

压力控制精度，提高封合后芯片通道截面尺寸的一致性为目标，引入闭环控制。对胶

粘封合机压力控制系统展开如下研究： 

1.胶粘封合机压力控制系统的总体设计及硬件选型 

首先将压力控制系统的硬件分为压力检测单元、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单元及执行单

元，分别对传感器、重量变送器、PLC、比例阀、电磁阀及增压缸进行了选型。之后

进行电气原理图的制作，并设计控制柜，进行硬件接线。 

2.胶粘封合机压力控制系统的软件设计 

通过 STEP7 Micro-WIN 以及 MCGS 组态环境软件，实现了系统的自动运行及监

控。并使用 PID 算法作为压力的控制策略，采用 PID 参数自整定的功能，使整个系统

更加快捷有效。 

3.设备的调试 

在运行过程中开始程序状态监控，对设备实际工作状态进行性能调试和故障排

除，改进设计中的错误、缺陷。 

实验证明，压力控制示值误差小于±1.5 Kg，达到了控制系统的设计要求。 

 

关键词：封合；胶粘封合机；PLC 控制系统；PID自整定；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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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时效对 CuZr 合金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202 班  张斯若 

指导教师    王同敏 

     

本文在轧制过程中加入中间时效工艺，研究中间时效对室温轧制和低温轧制

Cu-Zr 合金显微组织、力学性能以及导电性能的影响。CuZr 合金分别在室温和低温下

轧制变形 70%，然后在 400°C 时效处理 90min 中间时效，中间时效后再进行轧制变形

20%。通过金相显微镜（OM）、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表征中间时效对显微组织的

影响，通过硬度测试、拉伸实验以及电导率测试分析中间时效对 CuZr 合金力学性能

和导电性能的影响。比较有中间时效和没有中间时效两种工艺对 Cu-Zr 合金力学性能

和导电性能的影响，理论分析性能变化的原因。研究表明中间时效产生的析出相在后

续的轧制过程中钉扎位错的运动，造成较大的应力集中，从而增加孪晶形核的驱动力，

促使孪晶/基体片层厚度 48nm 减小至 40nm。对于轧制态样品，加入中间时效后，硬

度提高 30%左右，而电导率提高 12 %IACS 左右。硬度的提高主要与析出相以及析出

相引起的孪晶束细化有关；析出相的形成降低了铜基体中溶质含量，从而提高了电导

率。350℃等温时效时，中间时效+室温轧制和中间时效+低温轧制样品硬度高于无中

间时效轧制样品；而 400℃等温时效时，经过中间时效的样品硬度低于未经中间时效

的样品，中间时效+低温轧制样品表现出明显的回复软化效应。 

 

关键词：Cu- Zr合金；中间时效；低温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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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与 P 在亚共晶铝硅合金中的交互作用研究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201 班  周渊飞 

指导教师    曹志强 

     

本文主要研究磷和铕对亚共晶铝硅合金的交互作用，利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

观察宏观形貌、微观组织、三维形貌；利用热分析研究磷和铕对共晶硅形核和长大的

交互作用；利用同步辐射探究Al2Si2Eu相的分布以及利用透射电镜分析共晶硅的孪晶；

最后探究了共晶硅的形核和生长机制。 

对共晶硅组织研究结果表明，添加磷元素会使共晶硅的组织变为粗大的层片状，

添加铕元素会使共晶硅组织变为细小的纤维状。在宏观尺寸下，可以观察到随着磷元

素的添加共晶团尺寸变小，数量变多；加入铕元素后共晶团尺寸变大，数量变少。这

种现象在磷含量高的样品中更加明显。 

对同步辐射和 TEM 结果分析发现三种富铕的金属间化合物 Al2Si2Eu 相。在共晶

硅颗粒内部或者附近的小颗粒 Al2Si2Eu 相会对共晶硅的生长产生影响。粗大的

Al2Si2Eu 相可以通过毒化磷或者固溶磷原子，对共晶硅的形核产生影响。 

对共晶硅形核机制研究表明磷和铕都可以改变共晶硅的形核方式，P 可以与 Al

形成 AlP 颗粒，这有利于硅在 AlP 上形核。铕元素会通过毒化 AlP 颗粒，使共晶硅形

核率降低。对共晶硅生长机制研究表明，铕元素的添加可以使共晶硅从固有台阶生长

变为杂质诱导孪晶机制生长。 

 

关键词：共晶硅；变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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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n/Cu 对接焊点阴极孔洞生长及阳极 IMC 

溶解行为研究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功能材料 1201 班  祁  蒙 

指导教师    马海涛 

 

随着电子产品集成度的不断提高，封装精度的要求也随之急剧提高，对焊点的可

靠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焊点基板/钎料界面脆性 IMC 除形状与尺寸对焊点可靠性

的影响至关重要外；外界因素及 IMC反应形成的孔洞能降低界面有效连接面积，也同

样严重影响焊点的可靠性。因此，深入研究钎焊界面 IMC反应及孔洞的生长、溶解行

为及控制机制对提高焊点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 Cu/Sn/Cu 对接焊点为研究对

象，通过直流实验观察阳极 IMC在正向通电时的生长行为、反向通电时的溶解行为及

阴极孔洞的演化行为，并通过周期性改变电流方向（交流）寻找最佳界面 IMC尺寸及

最少阴极孔洞缺陷的条件，为控制 IMC尺寸、抑制孔洞缺陷并最终提高焊点的可靠性

做出贡献。通过研究分析，本文主要获得以下结论： 

1.直流正向通电下，焊点阴极界面 IMC尺寸在一定范围内波动，阳极界面 IMC的

尺寸随着时间呈现出类抛物线状增长，且阳极界面 IMC的尺寸明显大于阴极；界面 IMC

的总和趋势与阳极相似；同步辐射观察到正向通电过程中阴极孔洞缺陷不断增大。 

2.直流反向通电下，焊点界面 IMC在最开始通电的几分钟内，阳极和阴极界面 IMC

的尺寸均有所减小；但继续通电，阴极界面 IMC 呈现缓慢增长趋势，而阳极界面 IMC

符合正常阴极生长模型呈波浪式生长，界面 IMC的总和趋势与阳极相似；同步辐射观

察到反向通电过程中实际阴极孔洞缺陷并未大量增加。 

3.交流通电下，在最开始反向通电的几分钟内，阴极界面孔洞明显缩小，随后阴

极孔洞呈类抛物线增长，通过计算界面 IMC 总量，发现通电时间间隔 30 分钟时界面

IMC最少，即此时阴极孔洞数量最少。 

 

关键词：界面金属间化合物；电子封装；界面反应；电迁移 ；阴极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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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添加对 310S 奥氏体不锈钢组织稳定性影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功能材料 1201 班  袁  烨 

指导教师    王  清 

    

超临界水冷堆（SCWR）拥有高热效率、核燃料利用率及装置简单等优点，是我

国当前发展核电的重点项目。SCWR的燃料包壳处于 650℃/25MPa 高温高压的超临界

水环境中，因此，对包壳材料的高温力学性能、耐蚀性及抗高温氧化性能等提出更

为严苛的要求，目前研究的包壳候选材料主要有奥氏体不锈钢、F/M 不锈钢、氧化

弥散强化不锈钢（ODS）和镍基高温合金。 

本工作以 310S 奥氏体不锈钢(Fe-25Cr-20Ni, wt.%)为基础合金，通过微量添

加多个合金化元素(Mo,Zr,Nb,Ti)来研究其对奥氏体组织稳定性的影响。利用“团

簇加连接原子”模型对多组元系列合金进行成分设计，并用非自耗真空电弧熔炼炉

制备铸态样品，对铸态样品依次进行热轧、固溶处理、稳定化处理以及在 700°C

分别进行 25h、50h、100h、200h、300h、408h 时效处理，对不同热处理状态下的

样品进行了 XRD 物相结构分析，并在光学显微镜（OM）及扫描电镜（SEM）下进行

组织形貌观察，同时利用 EDS进行微区基体成分及析出相化学成分分析，并测量其

硬度值。 

实验结果表明，不同的合金化元素添加对改良后的 310S 的组织稳定性影响相

差较大。Mo/Zr 共同合金化时，可以细化奥氏体基体晶粒，且 Zr/Nb 添加会产生细

小弥散分布的 MC型碳化物，从而提升了合金强度。但当 Zr含量过高时，会促生粗

大 Ni-Zr-Si 相和 Fe2Zr Laves 相的析出，且长期时效后产生大量脆性σ 相；当 Mo

含量过高时，也会促生σ 相析出。当 Ti替代 Zr时，Mo/Nb/Ti共同合金化的合金在

短期时效时就会产生σ 相，即 Ti 元素添加加速了脆性σ 相的产生，从而恶化合金

力学性能。 

 

关键词： 310S不锈钢；微合金化；组织稳定性；相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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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钛复合微弧氧化过程中表面形貌与性能变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金属材料工程 1201 班  段佳彤 

指导教师    齐  民 

 

纯钛因为高比强度、低弹性模量、耐蚀性好等特点在硬组织替代材料中应用广泛。

然而纯钛不具有生物活性，植入的初期稳定性及长期成功率不足。因此需要对钛进行

表面改性，增大表面粗糙度从而增强植入体与细胞和组织间的机械锁合，提高亲水性

从而增强植入体表面对细胞的吸附，最终提高长期植入的成功率。 

本研究采用复合微弧氧化方法，分别使用 NaNO3 和 NaOH 的混合溶液和 Na2B4O7

溶液对纯钛进行了两步微弧氧化。分析了电解液成分和电参数对微米坑形貌的影响以

及复合结构膜层的亲水性。通过模拟体液浸泡实验研究了复合结构膜层的类骨磷灰石

诱导能力。 

实验结果显示，通过两步微弧氧化工艺，钛表面形成了直径 50～400μm 的尺度的

大坑和更精细的大脑沟回状形貌的复合结构 TiO2膜层。NaOH 对微弧氧化的电化学过

程有强烈的调节作用。电解液中 NaOH 含量为 0.5mol/L，电压为 150V、时间为 60s

的条件下微米级多孔结构的尺寸、分布均匀性最好。接触角测试显示膜层具有超亲水

性，亲水性主要由第二步微弧氧化决定。模拟体液浸泡实验显示此复合结构膜层具有

一定磷灰石诱导能力。 

 

关键词：钛；复合微弧氧化；复合多孔结构；TiO2膜层；亲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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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2负极材料以及在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金属材料工程 1201 班  黄  亮 

指导教师    黄  昊 

     

在新能源材料领域中，锂离子电池已经成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它在很多方面

都表现出卓越的性能，比如能量密度大、适用温度范围广、工作电压高、绿色无污染

等。锂离子电池自诞生以来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在这个过程中锂离子电池的

四个组成部分：负极、正极、电解液和隔膜都在不断地更新换代。本文的主要研究内

容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目前商业化应用的碳材料电极的理论比容量仅为 372 mAh 

g
-1，已经越来越满足不了社会对能源的需求。二硫化钼负极材料的理论比容量为 670 

mAh g
-1，比目前商业化应用的石墨电极的理论容量高出很多，非常有潜力应用于锂离

子电池负极材料，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众多科研人员的关注。    

本文主要研究了二硫化钼负极材料的制备工艺，并对制得的二硫化钼纳米粒子进

行了结构和形貌的表征。对二硫化钼电极材料进行了电化学测试及性能研究。为后续

二硫化钼用作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应用打下基础。 

 

关键词：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二硫化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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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束精炼 718 合金电化学腐蚀及热氧化性能研究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 1201 班  万  洽 

指导教师    谭  毅 

     

本文拟利用电化学腐蚀的方法对不同热处理工艺下高温合金的耐腐蚀性能进行

研究，并分析合金的显微组织及析出行为对其耐蚀性能的影响；以及通过观察长期高

温氧化后高温合金的氧化膜形貌及组成，评价电子束精炼与感应熔炼的 Inconel 718 合

金的抗氧化性能。 

本文就镍基高温合金的发展与应用进行了介绍，并详细介绍了电子束熔炼技术及

其在金属材料制备中的应用；采用电子束熔炼方式制备了优质的 Inconel 718 高温合

金，研究了不同热处理工艺下合金的电化学腐蚀性能，并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合

金的显微组织及析出相的形貌，利用 X 射线衍射图谱对合金的相组成进行了分析。研

究结果表明，随着固溶温度的升高，固溶态合金基体中的 δ 析出相会随之减少，进而

提高了合金的抗点蚀性能；此外，时效态合金中 γ`以及 γ``相含量的变化也对合金的抗

点蚀性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当于时效态高温合金而言，固溶态合金由于析出相总

体含量较少，其电化学耐腐蚀性能优于时效态合金。 

本文评价了电子束熔炼与感应熔炼制备的 Inconel 718 高温合金的抗氧化性能。研

究数据表明，电子束熔炼制备的 Inconel 718 合金在 1000℃下氧化 100 小时后具有更

小的氧化速率常数，且其表面氧化膜更加致密，并无明显剥落现象，氧化层深度更小。

因此，电子束熔炼 Inconel 718 合金的抗氧化性能整体优于感应熔炼 Inconel 718 合金。

在氧化过程中，Cr 与 Al 元素对合金的抗氧化性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高温合金；电子束熔炼；热处理工艺；电化学腐蚀；抗氧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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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样件辅助支撑体的结构设计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202 班  张  强 

指导教师    姚  山 

     

作为 21 世纪最令人瞩目的技术，3D 打印工艺日趋成熟，应用范围愈发广泛，逐

渐进入了普通人的生活之中。但是其精度和效率的反比关系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原

因。根据 3D 打印“自下而上”的成形原理，为了实现模型中悬空或者弯曲部分的打

印需要额外添加打印材料用以支撑这些部分。由于支撑材料需要先打印后丢弃，优化

支撑结构可以节省打印材料、缩短打印时间以及提高打印件表面质量。 

本文基于目前较为常见的两款桌面级 3D 打印设备（DREAMER FDM 打印机和

Form1+ SLA 打印机）针对 3D 打印辅助支撑体提出了一系列优化方法。通过大量的打

印实验，分析目前支撑结构生成的主要问题，提出优化支撑设计的原则及方法。针对

几类典型结构（底面、倾斜面等）进行优化支撑设计，提升这些特征的表面质量及打

印效率。最终，通过 DREAMER FDM 打印机测试本文的优化方法，将本文优化支撑

体生成方法与软件自动生成支撑体的方法进行对比，打印时间减少了 45 分钟，所生

成的支撑数量明显减少，降低了材料的消耗，减少了去除支撑时的工作量以及对模型

本体的损伤。 

 

关键词：3D打印；FDM；支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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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高效开采研究 

能源与动力学院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1201班  周  航 

指导教师    赵佳飞 

     

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具有巨大储量和高能量密度的清洁能源，因此天然气水合物

的高效开采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鉴于天然气水合物主要分布在海洋沉积层，因此

研究海洋环境下的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探究海洋环境对天然气水合物降压开采的影响。首先为了

探究水的饱和度对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的影响，进行了气饱和与水饱和对比实验。发现

了在高水饱和度的储层中，产气速率和压力变化速率约为低水饱和度储层的 25%，同

时温度变化速率约为低水饱和度储层的 80%，但是高水饱和度储层的显热更高。然后

探究了致密储层对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的影响，进行了以海洋土为储层材料的降压开采

试实验和以高岭土为储层材料的降压开采实验。分析了在真实海底沉积层中天然气水

合物降压分解的特性，总结了天然气水合物降压开采的三个过程：自由产气阶段、相

平衡分解阶段以及传热分解阶段。 

同时本文采用数值模型分析了不同渗透率对天然气水合物降压开采的影响，渗透

率对累计产气量影响不明显，但对于产气速率、储层中的气水运移和传热影响显著，

渗透率越大，产气速率越快，气水运移越快，传热也越快。此外，渗透率对分解方式

也有影响，当渗透率小于临界值 1mD 时，分解只呈现移动分解前沿分解，并且对井

孔附近和传热壁面附近水合物分解方式具有明显影响。 

本文的实验方法和主要结论对海洋环境下的天然气水合物高效开采具有借鉴作

用。 

 

关键词：天然气水合物；海洋环境；水的饱和度；渗透率；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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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盐废水浓缩处理试验系统设计与试验 

能源与动力学院热能与动力工程 1201班  赖孝天 

指导教师    陈  石 

     

海水在经过处理产出淡水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对环境有害的高盐废水，故此实

验系统的设计，旨在通过运用热力学方法对上述高盐废水进行深度处理，从而产出淡

水和可用于结晶的高浓度盐水，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目的。 

此实验系统的工作原理为：首先利用常压饱和水蒸气将常温常压高盐废水加温加

压至饱和状态；随后将饱和盐水引入低压闪蒸罐中，由于自身过热，且外部扰动较大

的原因，盐水中的液态水瞬间蒸发为水蒸气而与盐水分离；最后，将产生的水蒸气引

入冷凝器中，经冷却水冷凝后产生液态的淡水，同时闪蒸罐中的盐水将进入下个处理

周期，直至达到要求的浓度。 

换言之，此系统需要具备加热、闪蒸以及冷凝这三个功能。故首先通过热力计算

和结构设计得到盐水加热系统、闪蒸罐以及蒸汽冷凝系统的设计计算过程与各设备的

装配图；随后根据系统布置图进行水力计算，选取适当的水泵以及测量仪表；最后针

对盐水盐度和流速变化带来的变工况问题，运用计算机分别计算出各盐度和流速下的

热蒸汽和冷却水的所需参数和流量。 

 

关键词：废水处理；热法淡化；闪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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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水翼表面微流动对空化性能影响研究 

能源与动力学院热能与动力工程(涡轮机)1201班  卢盛鹏 

指导教师    王  巍 

     

空化引起水力机械发生不同程度的振动和噪声，使结构提早发生疲劳破坏。而众

多学者普遍认为回射流导致了空泡的脱落、引起了水力机械的振动。为此，本文基于

阻挡回射流来抑制空化的思想，提出通过改变二维水翼表面流动结构的方式来达到抑

制空化的目的。 

在水翼表面开设射流孔，由于吸力面与压力面两端的压力差，使一小部分流体从

小孔射出，通过对射流结构参数的优化实现阻挡回射流的发展。本文针对 8°攻角下的

二维水翼，开展了不同空化数、不同射流角度、射流孔大小，以及射流孔位置对二维

水翼空化流场的特性分析，并进一步开展了上述水翼结构因素对于空化抑制的适应性

研究。 

分析结果表明：二维水翼空化流动具有很强的非定常性；在回射流与空泡的交界

处开设射流水孔，可以有效抑制空化；射流孔大小合适时具有最佳空化抑制效果；对

于特定空化条件，存在最佳抑制空化的射流角度 β；而对于不同空化数，即使采用相

同的射流角度 β，空化抑制效果也有所不同。因此，选择合适的射流孔大小和射流角

度及射流位置，不仅可以阻挡回射流，抑制空泡脱落，还可以拓宽水翼的稳定工作范

围。这部分工作为空化抑制的机理研究，以及为水力机械应用微流动技术提供了研究

基础。 

 

关键词：空化抑制；回射流；被动控制；射流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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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 SCO2 布雷顿循环向心涡轮设计及内流分析 

能源与动力学院热能与动力工程(涡轮机)1201班  吕国川 

指导教师    王晓放 

     

超临界二氧化碳（Supercritical Carbon Oxide，简称 SCO2）布雷顿循环在核能利用

和聚光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利用领域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SCO2 向心涡轮作为

SCO2 布雷顿循环中的关键部件，对其展开设计研究和性能分析对于提高 SCO2 布雷顿

循环的整体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一维分析方法，结合相应损失模型和真实气

体物性计算方法，编写适用于 SCO2 的一维气动设计程序（Radial Inflow Turbine Design， 

RITD）和一维变工况性能预测程序（Radial Inflow Turbine Performance，RITP）；利用

RITD 和 RITP 对 SCO2 向心涡轮展开设计和变工况性能预测；最后利用三维分析方法

对 SCO2 向心涡轮进行内流分析，评估设计方案的气动性能、校正一维预测结果。三维

分析结果表明：设计方案的气动性能较佳，整体流场较为均匀，但叶轮尾缘需进一步

优化；一维预测值与三维预测值基本吻合，预测结果显示：该设计方案的变工况性能

较理想；但在堵塞点附近，一维预测的质量流量较三维预测结果偏高，需要对 RITP 进

行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SCO2布雷顿循环；向心涡轮；一维设计；数值模拟；变工况性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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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平台多效蒸发海水淡化装置降膜蒸发过程性能分析 

能源与动力学院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制冷及低温工程）1201 班  鲁逸鸣 

指导教师    郭亚丽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淡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海水淡化工程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低温多效蒸发海水淡化系统以它各种性能上的优点，装置的

灵活，安装简便等优势，在世界各地推广开来，其技术也不断成熟。 

本文介绍了海水淡化工程的背景。以三效低温蒸发海水淡化系统为研究对象，介

绍了多效低温降膜蒸发海水淡化系统的优势。并对三效低温蒸发海水淡化系统蒸发过

程做了热力计算，用 visual basic 语言编写了一套计算程序，并利用这个程序对影响多

效低温降膜蒸发海水淡化系统性能的参数进行了分析对比，得出了末效蒸汽温度，加

热蒸汽温度，海水盐度对海水淡化系统性能指标的影响的结论。随着末效蒸发温度的

上升，蒸发器总蒸发面积呈现加速上升态势，而造水比呈现线性下降。随着加热蒸汽

温度的上升，蒸发器蒸发面积和造水比都呈下降趋势，且蒸发器蒸发面积呈减速下降，

而造水比呈线性下降。蒸发其蒸发面积随海水盐度的上升而上升，造水比随海水盐的

上升而下降。 

之后针对低温降膜蒸发海水淡化系统中，蒸发器内液滴撞击水平圆管的现象进行

了数值模拟，主要利用 gambit 软件划分网格，运用 CLSVOF 方法，用 Fluent 软件做

数值模拟，用 Tecplot 软件分析数据。对液滴撞击圆管后，液膜的铺展形态作了分析。

研究了撞击速度，接触角，以及曲率比对液膜铺展形态的影响，得出了一些结论。速

度越大铺展系数的增长率越大，曲率比对铺展系数的影响不是简单的正负相关的关

系，而是存在一个最佳的曲率比，在这个最佳曲率比之下，同条件下液膜的铺展系数

可最大，接触角越小，铺展系数越大，且铺展周期越长，反之亦然。 

 

关键词：海水淡化；多效蒸发；数值模拟；液滴撞击；CSLV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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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SP 的数字电源平台设计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自动化 1202 班  贝为炬 

指导教师    徐江宁  易志刚 

     

在电子设备中，数字电源以其高稳定性能占据着电源市场的主导位置，其设计灵

活、结构原理简单且便于控制，已成为电子产品中的首选主力。随着 IC 厂商不断推

出新的芯片型号和优化性能结构，数字电源的稳定性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用户对数字

电源不断深入的认识，数字电源的应用和普及力度将不断的增加，数字电源在设计和

管理上的需求在急剧上升。 

本研究设计以 DSP 微控制器作为核心控制，从以下几个部分进行阐述。首先是电

源硬件平台设计，包括 MOS 管的选取、滤波电路、驱动电路以及电压电流检测和保

护电路；其次是数字电源的几种拓扑结构分析，针对不同结构特点和性能，对电源升

降压原理上进行分析；然后是软件调节方面，主要采用 PID 调节和斜坡补偿技术；最

后是数字电源的稳定性设计分析，主要对电源完整性和电磁兼容性的设计方法进行分

析。 

完成设计后测试验证设计结果。通过 DSP 数字电源和传统芯片开关电源对比测试

的方法，验证 DSP 数字电源的稳定性和快速响应性；并对不同类型的 DSP 数字电源

进行效率测试。 

论文最后通过对 DSP 数字电源的设计分析，对基于 DSP 的数字电源设计工作进

行了总结。  

 

关键词：数字电源；拓扑结构；稳定性分析；DSP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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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的轨道车驱动单元故障诊断技术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自动化 1203 班  蒋恩达 

指导教师    顾  宏 

     

轨道车由于其种种优越性，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其日益重要的地位，对轨道车驱动单元的故障准确诊断也显得尤

为重要。目前关于故障诊断的研究有很多，本文是基于数据对轨道车驱动单元进行故

障诊断的。本文首先选取了神经网络对轨道车驱动单元故障分类，在神经网络之中，

又选择了两种算法：一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即 BP 神经网络；二是“极限学习机”，

即 ELM 神经网络。两种算法都各有优点，也存在不足：BP 神经网络可以控制输出误

差在可接受范围内，但算法收敛速度较慢并会陷入局部最小；ELM 神经网络收敛速度

快，但容易产生过拟合的问题。除了以上两种神经网络算法，本文还试验了支持向量

机算法，即 SVM，来做故障诊断。支持向量机不会陷入局部最优，计算速度快，但有

关核函数和相关参数的选取需要大量实验。本文利用真实的轨道车驱动单元故障信号

数据集，对以上三种算法做了实验。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模拟退火算法对三种算法进

行优化。模拟退火算法是一种全局搜索算法，利用该算法搜索最优参数，能够避免神

经网络陷入局部最优，也能够使支持向量机快速确定参数。优化后的实验结果表明，

故障诊断性能得到明显提升。最后本文利用机器学习中集成学习的策略，将三种改进

后的算法结合到一个统一的模型之中，进一步提高了故障诊断效果。 

 

关键词：故障诊断；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模拟退火算法；集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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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化相关滤波的无人机追踪器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03 班  潘逸铭 

指导教师    卢湖川 

     

无人机追踪算法的研究起源于军用无人机领域的需求，例如精确打击和目标侦

查。近十年来，消费级无人机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人机作为轻便的航拍工具正

在成为摄影界的新宠儿。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提高，无人机智能化成为当下消费级

无人机市场的发展趋势。基于无人机的追踪算法的研发是智能无人机的一大研究热

点，实现了智能追踪算法的无人机可以高质量地完成对目标的跟踪拍摄，具有手工操

作所没有的优势。本文针对这一研究热点，尝试将近年理论界性能优异的核化相关滤

波方法移植到大疆公司的开发版无人机经纬 100 上。除此之外，本文还针对以往基准

测试数据集的不足，提出了一个面向无人机追踪器的基准测试数据集。 

对追踪算法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其间涌现出了大量经典的算法。然而，并

不是所有算法都被成功地应用到了无人机追踪领域，精确度不够高，速度不够快，不

能有效应对某些特定挑战，都会成为阻碍算法走向实际应用的因素。本文回顾了已有

的追踪算法，分析了各个算法系列的优势与不足，阐明了无人机追踪器选取实现算法

时的主要依据。 

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算法的性能通常用基准测试数据集来评估。但是现有的数据

集缺乏针对无人机追踪器的设计，因此造成追踪算法在数据集上性能表现优于实际追

踪器上的性能。本文为此深入分析了无人机追踪器具有的特点，提出了一个新的面向

无人机追踪器的数据集。 

目前，研究者发布了很多追踪算法实现版本，但是，它们都属于演示程序，而非

真正意义上的工程模块。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重写了一个面向无人机追踪器的

核化相关滤波算法库，并在大疆公司的经纬 100 无人机和视觉传感器 Guidance 上进行

了实验与调试，取得了不错的结果。 

 

关键词：视觉追踪；无人机；相关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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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FPGA 的 BP 神经网络算法设计与实现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自动化 1202 班  任晓星 

指导教师    赵  珺 

     

人工神经网络是对人脑或者其他各种生物神经网络的抽象和建模，是人工智能领

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向传播神经网络(Back-Propagationg Neural Network)简称 BP 神经

网络是神经网络中的重要一类，由于 BP 神经网络算法所具备的以任意精度逼近复杂

非线性映射等优点，在实际生活中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建立神经网络实际

应用系统时，传统的基于串行处理微处理器的软件实现方式并不能发挥出神经网络并

行分布执行的特点，而且计算机体积大，成本高，在实际应用中受到各种限制。相较

而言，硬件实现神经网络就能够发挥其并行处理的优势，同时硬件的体积小，功耗低，

可以适应各种环境的要求。其中集成度高，逻辑功能强的 FPGA 是硬件平台的热门选

择。 

本文以 Matlab 为计算机软件模拟平台，Xilinx Zynq 系列 XC7Z020 器件为核心硬件

平台，ISE 为集成硬件开发环境，在软件模拟的基础上最终在 FPGA 上实现了三层 BP

神经网络，并用 Mackey-Glass 时间序列训练之后实现了数据预测的功能。预测结果满

足误差精度要求。本文重点解决了 FPGA 硬件上复杂数学运算和非线性的神经元激活

函数实现的问题，完成了矩阵向量乘法运算，同时利用分段多项式拟合的方法实现了

神经元的 Sigmoid 激活函数。 

 

关键词：BP 神经网络；FPGA；硬件实现；激活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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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参数水质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自动化 1202 班  佟以轩 

指导教师    韩  敏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同时社会的发展也使

得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资源，水资源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被污

染的威胁。水库作为城市用水的第一大来源，对水库水质的保护更是直接关系到民生

问题。因此，水库水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对水库水质的实时监测也变得日益

迫切。然而，目前国内水库普遍没有合适的实时水质监测系统，大部分采用人工采样

与实验室分析的方法。同时，引进的国外系统价格十分昂贵。基于目前国内水库的现

状，本文开发了适用于国内水库、且价格合理的多参数水质实时监测系统。 

本监测系统主要分为下位机和上位机两部分。下位机使用水质监测传感器将水质

物理量转换为电信号模拟量，通过电流电压转换模块后传送给下位机的 CPU 芯片

STM32F103ZET6。CPU 中的 ADC 模块将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后，将其转换为有意义

的电压值和水质参数值并显示在液晶屏上。同时，通过串口将各项参数发送到使用 C#

语言设计的上位机中，上位机以曲线的形式实时显示接收到的各项数据。最后，将各

水质参数存入数据库以供进一步研究。经过调试，成功地实现了多参数水质监测系统

上述的所有功能。 

 

关键词：水质监测；STM32；数据采集；上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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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TM32 单片机的手持搜寻设备设计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自动化 1204班  吴  涤 

指导教师    董  明 

     

基于 STM32的手持搜寻设备是一种利用定位系统和电子罗盘来确定搜寻目标位置

的手持导航仪器，能够实时提供与搜寻目标间的距离和方位角。手持搜寻设备被广泛

应用于野外定位、探险、考古、救援搜寻、丢失汽车搜寻等诸多领域。为完成不同情

况下的搜寻任务，本课题设计了一个简单易用的手持搜寻设备，以满足个人手持搜寻

领域的需求。 

本课题主要在设计思路、设计原理上对手持搜寻设备进行了论证和分析，阐述了

手持搜寻设备的硬件和软件设计过程并设计制作出了原型机，验证了所设计的手持搜

寻设备的可用性。设计出的手持搜寻设备利用 GPS来读取位置信息，利用电子罗盘读

取角度，从而使用读取到的信息来计算两点之间的距离和方位角，最终通过指南针来

搜寻目标。设备的硬件设计部分包括 STM32单片机核心电路的设计，定位模块的设计，

电子罗盘电路的设计，按键模块的设计，液晶触摸屏模块的设计，外围电路的设计，

接口模块的设计，原理图和 PCB电路板的设计以及原型机的制作调试等。软件设计部

分包括利用液晶屏幕显示位置信息好显示电子罗盘读取的角度；使用C/GUI来编写实

时导航程序等。 

从最终的测试的结果上看，本课题设计的手持搜寻设备完成了应有的功能，可以

满足用户的基本需求，并为手持搜寻设备领域后续的设计和研究提供了一个实例。  

 

关键词：全球定位系统；手持设备；电子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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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医学影像分类识别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01 班  周纵苇 

指导教师    王洪凯 

 

本文研究的是用卷积神经网络对 18
F-FDG PET/CT 影像进行训练，最终实现恶性

的肺部肿瘤的医学辅助诊断，主要针对的是对非小细胞性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辨识。 

我们从 168 例患者中收集了 1383 幅三维切割标记后的肺部 PET/CT 影像，首先对

数据进行扩充，使用的方法是三维旋转、平移变换，然后提取以肿瘤标记点为中心的

横截面、冠状面和矢状面组成的 2.5D 小块作为网络的训练输入到经过优化的 CNN 中。

同时比较了 CNN 和四个传统分类器（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AdaBoost 和 BP-人工

神经网络）的分类效果。最后，用分类效果较好的两个传统分类器（随机森林和支持

向量机）替代优化 CNN 的 softmax 层，比较优化的效果。 

训练后的卷积神经网络的恶性肿瘤识别精确率为 81.6%，特异性为 80.6%，

AUC_ROC=0.889，作为对比的四个传统分类器的精确率范围在 74.9~85.4%，特异性

范围 73.3~83.0%， 的范围在 0.846~0.905，而医生的精确率为 66%，特异性为

93%。 

卷积神经网络应用在对 PET/CT 的非小细胞性肺癌的识别上能达到与传统分类器

相当的识别效果；与传统分类器不同，卷积神经网络不需要对图像进行分割或纹理提

取等预处理，因此在操作上更加简便，对于复杂特征的医学影像的识别很有推广应用

价值。 

 

关键词：卷积神经网络；计算机辅助诊断；2.5D PET/CT 图像；非小细胞性肺癌；良

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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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弃风条件下风电供暖的经济性研究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01 班  齐晏珑 

指导教师    吕  泉 

     

如今风能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风能资源丰富，近年来积极发展风电产业。

从 2012 年 6 月起，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风电大国。然而，由于电网的调峰能力有

限，再加上风电的发展超过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弃风问题”日益严重，造成了大量的

能源浪费。风电供暖是消纳弃风的一种有效途径，通过消纳风电供暖替代传统燃煤锅

炉供热，具有明显的节能减排环境效益；但由于风电的波动性，电锅炉消耗的电量中

仍有一部分来自纯凝电厂，也会消耗一定的煤耗，且电锅炉从电网中购电的价格较高，

因此风电供暖项目的经济性存疑。 

本文首先从国民经济性的角度分析了风电供暖项目的成本与效益，进而建立了计

算其国民经济性评价指标的数学模型，并针对实例，对项目进行了评价。然后，以现

有购电价格和售热价格为基础，在分别考虑贷款和不贷款的条件下，分析了风电供暖

项目的项目经济性，并以实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弃风严重时，风电供暖项目

具有较好的国民经济性，但不具备项目经济性。 

为激励风电供暖项目的实施，往往会对该项目进行补贴。为此，本文进一步分析

了当风电供暖项目存在调峰补偿和环境效益补偿时，风电供暖项目的经济性。结果表

明，在现有的补偿额度下，依然难以使风电供暖项目达到正常的收益率，其依然不具

项目经济性。 

为提高项目的经济性，本文提出了风电供暖项目和热电厂联合运行的方式，以在

非弃风时段由热电厂替代项目供热，从而避免在非弃风时段消耗昂贵的纯凝电力，提

高项目的经济性。实例分析表明，这种运营方式能够使风电供暖项目具有项目经济性，

因此能有效激励风电供暖项目的发展。 

 

关键词：弃风；风电供暖；国民经济性；项目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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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线电力传输示范系统的设计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03 班  陈建辉 

指导教师    陈希有 

     

单线电力传输（Single-wire Power Transmission, SPT）是一种新颖的电力传输方式，

它只需要一根导线就能传输电能，因此具有美好的应用前景：借助周围金属结构传输

电能、借助海水为孤岛传送电能，等等。虽然一百多年前科学家与发明家特斯拉就提

出了单线电力传输的构想，但由于当时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所限，使得该技术没能得

以真正实现，具体工作原理也没有完全被人们所掌握。之后由于有线电力网的快速发

展，单线电力传输技术便处于停滞状态。如果单线电力传输技术真如特斯拉所描述的

那样，那么未来可望实现全球无线输电。因此，设计和制作单线电力传输示范系统，

并以此为平台，研究单线电力传输的工作原理，认识单线电力传输的基本规律，提高

人们的关注度，是十分必要的，这符合事物的螺旋式发展规律。 

本文介绍了单线电力传输的研究背景、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在深入分析单线电

力传输系统工作原理的基础上，对这种新颖的电力传输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仿真分析

和实验探索。研究了单线电力传输系统的工作特性，设计和制作了单线电力传输示范

系统。使用高频半桥逆变电源驱动一个高 2.15m 的特斯拉线圈，在直径为 45cm 的顶

端导体球上产生高频高压，进而在周围空间产生强时变电场。另一个谐振频率相同的

特斯拉线圈发生电场共振，产生高电压，通过一根导线形成回路。成功实现了传输距

离为 30m，输出有功功率不低于 80W 的单线电力传输。 

本文还在单线电力传输的基础上，提出了电场共振式无线电能传输，即完全不使

用导线。本文对这种无线电能传输方式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成功实现了传输

距离为 2m，输出功率为 8W 的电场共振式无线电能传输。结果证明，使用共振电场，

同样能够实现电能的无线传输。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单线与无线混合式电能传输系

统，并构想了基于谐振电场的新型电力系统。 

另外，本文还研究了单线电力载波技术，成功实现了能量和信号的单线同向传输。

最后，本文总结了所取得的创新性成果。 

 

关键词：单线电力传输；特斯拉线圈；无线电能传输；电场共振；示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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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平衡两轮电动车电机驱动系统设计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02 班  胡  涛 

指导教师    张晓华   

     

随着我国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由汽车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能源枯竭，交通拥堵

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亟待解决。而自平衡两轮车以其自身方便灵巧，安全节

约的特点符合人们的需求。但是，目前市面上采用有刷直流电机的自平衡两轮电动车

驱动控制做得还不够理想。本文重点在于电机驱动系统优化，以实现更有效控制。 

从技术成熟角度，经济性能角度，社会可持续发展角度选择满足实际需求的有刷

直流电机；选择 H 桥作为电机驱动主回路和单极性的 PWM 控制作为它的调制策略；

利用工程设计方法设计电机的转速控制器；选择增量式磁旋转编码器来检测电机转

速；利用 Matlab/Simulink 平台对设计的电机驱动系统进行仿真实验，以验证设计是否

达到预期指标；仿真结果表明，电机转速超调量和调整时间均达到预期指标要求。 

设计完成了电机驱动系统的硬件电路，包括主控芯片电路、直流电源供电电路、

光电隔离电路、MOSFET 驱动电路、电流检测电路等，再进行硬件电路的制作和电机

驱动控制实验。硬件电路实验结果表明，设计和调试完成的硬件电路可以实现电机的

调速和正反转控制。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设计的直流电机驱动系统只采用单一转速闭环控制就可以

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一方面省去了电流检测和闭环控制，便于实际工程实现；另一

方面符合自平衡两轮电动车的驾驶操控特点。同时，应用所设计的电机驱动系统可以

成功实现电机的调速和正反转控制。 

 

关键词：自平衡两轮电动车；有刷直流电机；H桥；转速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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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备用容量优化分配的含风电电网经济调度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02 班  何梦雪 

指导教师    周  玮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日益

尖锐，可再生能源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

注。风能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丰富的储量，对于治理空气污染、调整能源结构和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风电功率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和波动性，波动频率也无规律可循，这便

要求电力系统提供更多的备用容量，给电网经济调度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研究适用于

大规模风电电网的经济调度是未来推动电力行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本课题基于这样的背景，在日前尺度下，采用协调调度模式，把发电计划和备用

分配问题联合描述成一个约束优化问题，其中，将系统备用需求分解为负荷备用容量

和事故备用容量，以应对系统中不同扰动带来的功率失衡，并基于机会约束规划理论，

建立了既考虑负荷波动性又计及风电功率随机性的含风电电网动态经济调度模型。 

通过基于数学工具 Matlab 对该模型的优化求解，不仅能够得到常规发电机出力计

划最优曲线，还能够实现各调度时段下备用容量在可调度火电机组间的优化分配。含

风电场的 IEEE6 机 30 节点算例验证了该模型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关键词：备用容量；风电；经济调度；随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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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触发真空开关电弧形态特性分析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04 班  杨  泽 

指导教师    廖敏夫 

     

激光触发真空开关是脉冲功率技术中性能优秀的开关，首先激光的触发方式下激

光能量的集中性高，所以能够有效地缩短触发时延至几十纳秒，且触发精度也可以达

到纳秒级，不采用电气耦合方式，还消除了电磁干扰的影响，因此也极大地降低了误

触发的概率，使激光触发真空开关具有良好的触发特性。 

本文基于激光触发真空开关电弧形态光学分析平台，通过高速摄像机获取激光触

发真空开关的燃弧过程图像。为了对这些图像进行批处理，本文设计了一种程序思维，

对于二值化和边缘化过程的程序设计做了一些改进，使捕捉到的电弧的形态参数（面

积、周长）更加准确，更能反映其变化趋势和规律，处理结果更满足对于电弧形态参

数的研究要求。此外本文针对激光触发真空开关电弧形态参数的分析设计了一个用户

图像操作界面，增强了图像分析的便捷性和直观性。 

最后本文不仅分析了单组电弧燃弧过程的形态参数变化，还采用了不同电弧电

流、频率、极性模式和磁场状态的形态参数变化对比，分析了激光触发真空开关电弧

形态参数受不同条件的影响结果。 

 

关键词：激光触发真空开关；电弧；形态参数；图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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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目视觉的视频稳像方法研究与实现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电子信息工程 1204 班  冯  竹 

指导教师    马晓红 

     

随着科学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内外 3D 技术的兴起，立体视频受到了广泛

的关注。然而由于外部环境的干扰，导致视频图像不稳定，影响了观看效果并对视频

处理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立体视频稳像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本文根据双目视

觉的立体视频原理，利用联合局部子空间约束左右路轨迹来保持立体视频的左右路一

致性，减少视差失真保证逼真的 3D 效果，以此达到比较好的立体视频稳像效果。 

视频稳像算法包括目标跟踪和特征点轨迹处理两个部分。其中，目标跟踪部分包

括特征点检测和匹配；特征点轨迹处理分为全局运动估计、运动补偿和视频流输出三

个主要步骤。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 

    1.本文介绍了视频稳像的研究背景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对基于双目视觉

的立体视频稳像技术进行了阐述。 

    2.对视频稳像技术进行了概括，并介绍了角点检测及特征点匹配算法，最后对跟

踪轨迹处理中常用的几种图像几何变换方法进行叙述。 

    3.针对立体视频稳像中左右路一致性问题，采用基于双目视觉的视频稳像方法解

决该问题，以联合局部子空间约束左右运动轨迹。该方法首先提取 Harris 角点，并用

Lucas-Kanade 光流算法跟踪特征点轨迹，有效得构造轨迹矩阵；其次以低秩局部子空

间约束立体视频的运动轨迹，得到左右路轨迹共在同个局部子空间的结论；最后采用

联合局部子空间约束左右轨迹矩阵保证其一致性。 

 录制了不同场景的视频进行了大量的仿真实验，对与其他方法进行了对比并做出

评价，实验表明，基于双目视觉的立体视频稳像方法具有较好的性能。 

 

关键词：视频稳像；双目视觉；视频目标跟踪；特征点轨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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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计算-存储相融合的干扰管理技术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电子信息工程 1202 班  刘肖楠 

指导教师    赵  楠 

     

在小蜂窝通信网络中，干扰对齐(Interference Alignment，IA)作为一种新兴的干扰

管理方法，虽然能够有效地消除干扰，但是此技术仍有一些弊端，比如所需要的信道

状态信息的反馈量比较大，计算复杂度比较高。而随着移动数据量的不断增长，基站

与移动终端之间的通信越来越频繁，用户之间的干扰信号也变得越来越多，因此，IA

技术所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最近几年，通信结构也逐步从以链接为中心向以内

容为中心转变，通过利用逐渐兴起的缓存和计算技术，可以将受欢迎程度较高的文件

在非通信高峰期间存储在基站或者用户移动终端的存储器中，从而减少回程传输，提

升通信速率。与此同时，利用缓存和计算技术能够减少干扰信号，降低 IA 技术的计

算复杂度，从而提升基于 IA 的小蜂窝通信网络中用户的体验质量(Quality of Service，

QoS)。因此，在本文中，将通信，计算和存储(Communication, computing and caching，

3C)技术和 IA 技术相融合，共同进行小蜂窝通信网络的干扰管理，从而来提升网络的

通信性能。 

 

关键词：干扰管理；通信-计算-缓存；干扰对齐；小蜂窝网络；天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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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触活性带表面张力 FRET 探针设计与制备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生物医学工程 1201 班  李  旺 

指导教师    刘  波 

     

活性带（Active Zone）是囊泡在突触前神经末端释放的特定区域，它的张力变化

是影响胞吞、胞吐等生理过程的重要因素。但囊泡的释放调控机制十分复杂，目前对

它的了解仍不多。本文提出一种新型荧光共振能量转移（fluorescence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 FRET）探针，希望借助荧光信号探究囊泡释放过程中的张力变化。 

首先利用一段弹性序列连接荧光蛋白 Enhanced cyan fluorescent protein（ECFP）

和 Yellow fluorescent protein for energy transfer（YPet），当张力变化时，弹性序列会被

拉伸或者压缩，进而改变荧光蛋白对之间的距离，产生 FRET 信号。再在 ECFP 和 YPet

的两端分别连接 Bassoon 和 K-ras，使得探针在活性带区域富集，检测活性带细胞膜张

力的变化。 

本次毕业设计成功构建出目的探针序列，并分别转染到 Hela 细胞和乳鼠大脑皮层

细胞（cortex）内。48 小时后，Hela 和 cortex 在激发光下均观察到很强的荧光，这表

明质粒能够在细胞内顺利表达。 

荧光图片显示荧光主要集中在细胞的边缘，这提示探针极有可能分布在细胞膜

上，与预期相符。根据前期的理论分析，该探针很有可能在活性带区域富集，为在体

研究囊泡的释放过程提供了一种可视化工具。 

 

关键词：活性带；囊泡；细胞膜张力；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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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2(M=Mo, W)气敏及光敏性能研究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1202 班  李  志 

指导教师    李晓干 

 

随着二维层状纳米材料在物理、化学等方面性能优势的发现，掀起了人们对其研

究的热潮，纳米二硫化钨（钼）材料正是主要研究的功能材料之一，同时二硫化钨（钼）

在润滑剂制造、半导体气敏传感器、电致发光等诸多领域内拥有广阔的应用和发展前

景。本文主要利用涂覆了二硫化钨（钼）的传感器进行气敏及光敏特性研究，以及系

统探究两种材料的气敏性能、光敏性能和在光催化条件下的气敏性能，有效的解决了

WS2 传感器对 NH3 气体和 MoS2对 NO2气体的响应和恢复时间过长的问题，并且提高

了两种传感器的灵敏度。 

本课题研究了二硫化钨（钼）传感器的不同制备方法，通过电子扫描显微镜

（SEM）、透射电子显微镜（TEM）、X 射线衍射（XRD）和光致发光光谱（PL 谱）

对材料进行了全面的表征，并可以通过对微观结构的分析来确定材料的处理程度，而

所制备的传感器则能较好地反映出对于 NH3 或者 NO2等气体的气敏特性。实验结果表

明，WS2 传感器对于 NH3有很好的选择性，MoS2 传感器对于 NO2 有很好的选择性，

并找到较为合适的材料制备方法和最佳工作温度，使得响应、恢复时间得到较大的改

善，且发现二硫化钨（钼）在光催化下的气敏性能有所改善。基于两种材料的特性与

结构，对其气敏及光敏性能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与探索。 

 

关键词：二硫化钨（钼）；气敏及光敏性能；NH3；NO2；光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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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医学影像特征点检测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电子信息工程（英语强化）1201 班  屠睿博 

指导教师    王洪凯 

     

本论文所用方法旨在实现医学影像骨骼关节点的自动定位，为后续的医学图像配

准、图像分割以及计算机辅助医疗提供定位信息。 

为了实现无人工干预情况下关节点的定位并且达到较快的检测速度，本论文使用

机器学习算法中的随机森林算法将定位过程分为训练和测试两个阶段。实现定位的主

要步骤分为三步：（1）通过分类随机森林算法得到医学影像关节点的初步预测结果。

（2）通过拟合随机森林算法实现对分类结果的优化，聚集分类预测结果。（3）通过

图匹配的方法在备选点中挑选正确位置上的关节点。 

分类随机森林通过图像局部特征节点的学习预测每个体素属于不同类别的概率。

拟合随机森林将分类的概率结果根据图像特征进行进一步的拟合，使相同类别的定位

结果变得更加集中。最后应用全局特征，根据训练数据中关与关节点之间不同强度的

联系，构造节点与节点不同权重的连接图，在拟合结果中筛选出符合全身关节点分布

的关节点。 

本文方法对 49 例小鼠全身三维 CT 图像进行测试。通过以上三步，全身关节点定

位的准确率为 98.27%，小鼠全身骨关节定位的中位数误差为 0.63mm。本文还证明了

联合使用分类与拟合随机森林的必要性并探究训练数据的数量对不同骨关节的识别

效果的影响。 

 

关键词：医学影像骨关节点定位；随机森林；兴趣点检测；Hough 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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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晶衬底上生长 GaN 基半导体的过渡材料研究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电子信息工程（英语强化）1201 班  路博洋 

指导教师    戚金清 

     

氮化镓（GaN）是直接宽带隙半导体材料，具有良好的光学和电学性能，在制作

高频大功率电子器件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由于很难获得尺寸较大的 GaN 体单晶，

一般在蓝宝石、6H-SiC 和 Si 等衬底材料上生长 GaN，但是存在晶格失配、热失配或

价格高昂等问题。GaN 材料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金属有机化学气相沉积（MOCVD）、

分子束外延（MBE）和氢化物气相外延（HVPE）等，但是需要高温或超高真空的生

长条件，限制了 GaN 基半导体器件的尺寸和性能。所以，研究 GaN 基半导体衬底材

料和低温生长技术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文针对衬底材料展开研究，利用磁控溅射和电子束蒸发在石英玻璃衬底上沉积

钛（Ti）薄膜作为过渡材料，并利用 MBE 模拟低温生长环境，在镀 Ti 玻璃衬底上生

长 GaN 薄膜。综合使用原子力显微术（AFM）、X 射线衍射（XRD）、透射电子显微

术（TEM）、反射高能电子衍射（RHEED）和光致发光（PL）测试研究沉积方法和沉

积温度对 Ti 薄膜质量的影响和变化趋势。实验结果表明：利用磁控溅射沉积 Ti 薄膜，

适当增加沉积温度可以改善 Ti 薄膜的表面粗糙度和取向性；利用电子束蒸发沉积 Ti

薄膜，适当增加沉积温度可以改善 Ti 薄膜的表面粗糙度，沉积温度为 时 Ti 薄膜的取

向性最优，沉积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 Ti 薄膜的取向。 

 

关键词：非晶衬底； GaN基半导体；过渡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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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卷积网络多层融合的目标跟踪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电子信息工程 1202 班  高  凯 

指导教师    卢湖川 

 

目前，目标跟踪在许多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中包括航天、监控、生物医学和

机器人技术等多种领域，不一而足。目标跟踪在计算机视觉中属于至关重要的研究方

向，是结合多方面任务的一种综合性任务。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深度学习

运用在跟踪上也成了当前热门，表现也超过了许多传统算法。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种线下利用包围框进行卷积神经网络的训练，而在线上

进行定时更新的方法来进行目标跟踪的算法。我们的线下训练是基于分割网络进行定

位，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学得包围框偏移量，从而实现准确的定位并跟踪。我们利用了

不同卷积层的特征进行特征融合，在保证高层语义信息的同时，尽量不丢失底层的位

置信息。我们的贡献在于使用了特征融合的办法，这在之前的方法中是很少使用的。

同时，我们使用分割的网络进行位置的确定，利用目标与周围其他物体的分割，从而

实现目标定位。这在之前的目标跟踪中也是很罕见的。最后，我们并没有使用复杂的

算法进行定位，而是类似于包围框回归的方法，直接利用网络输出包围框的偏移量，

从而获得当前目标的位置，这也是一种相对新颖的办法。 

我们在许多开放的测试库（OTB）上对我们算法进行了测试，经过广泛的实验，

结果表明我们的算法高于许多目前流行的目标跟踪算法。 

 

关键词：目标跟踪；多层卷积特征融合；分割网络用于定位；包围框的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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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PC54100 的无线飞鼠设计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集成电路设计与系统 1201 班 蔡文栋 

王开宇     

     

过去，我们使用依赖于桌面定位的鼠标来控制 PC 等显示设备，随着时代的发展，

家庭智能电视、大型显示屏的普及，以及会议 PPT、大型演讲等对输入设备的操控要

求越益提高，传统的平面式鼠标已不能满足生活、移动办公和娱乐对三维空间操控的

要求。 

在此背景下，无线飞鼠诞生了。无线飞鼠通过无线通信与接收设备连接，不需要

借助任何平面，在空中轻轻摆动就能实现对大型屏幕的控制， 因此其具有很好的市

场前景。 

本文在了解无线飞鼠标需要能实现空中操控、无线传输、低功耗等指标要求后，

开展了无线飞鼠的设计。首先根据其低功耗特点选择了 LPC54100 系列的单片机作为

主控制器，使用 MPU6050 运动传感器模块接收手部控制信息，两块支持低功耗蓝牙

的通信模块，再加上减少点击抖动的电容触摸按键模块，组成无线飞鼠的主要部分。

随后使用 Altium Designer 进行硬件电路设计以及 PCB 电路板制作，分为鼠标端与接

收端两个部分。然后通过软件编程实现无线飞鼠操控电脑光标以及鼠标左右键点击、

低功耗休眠模式、蓝牙通信等功能。最后测试实际使用效果，并根据使用感受反馈进

行调整。 

 

关键词：无线飞鼠；单片机；姿态描述；USB 设备；低功耗蓝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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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图像分割研究及应用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电子信息工程 1202 班  李亚宾 

指导教师    李培华 

 

语义图像分割一直是计算机视觉领域一个热门的研究内容。传统的语义图像分割

主要是基于条件随机场模型，其发展也集中在条件随机场势能函数的改进和提升上。

但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在计算机视觉领域表现出

了优异的性能，能够很好的适用于图像分类，目标检测等任务，这归功于卷积网络对

平移、倾斜和比例缩放等具有高度不变性。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深度学习技术应

用到语义图像分割领域，并使得分割精度与传统方法相比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将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应用于语义图像分割任务，但其应用存在

两个技术上的障碍：信号缩减和空间不变性。其中，第一个问题主要和卷积神经网络

里的池化层造成的下采样有关，其影响主要是不能获得稠密的图像标注，这个问题将

通过利用对 VGG-16 网络进行微调解决；第二个问题是分类网络的内在特性，其影响

主要是不能获得分割图像的精确边界，这个问题将通过对卷积网络分割结果利用全连

接条件随机场进行后续优化解决。因此，本文的研究内容也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适

用于语义图像分割任务的深度卷积网络的微调和全连接条件随机场进行精细的区域

边界重建。 

实验结果表明，利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能够提取图像的语义特征进行稠密图像标

注，对标注图利用全连接条件随机场进行 10 次迭代优化后能够在 PASCAL VOC 2012

测试集上达到 67.64%平均像素 IOU 的分割精度。 

 

关键词：语义图像分割；卷积神经网络；条件随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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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交互中基于深度图像的手势识别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电子信息工程（英语强化）1201 班 周一丹 

指导教师   孙  怡 

 

    随着计算机和传感器技术的普遍应用，人机交互的方式越来越趋向于自然

化。手势作为最常用的肢体语言，以其便捷、直观等优点成为人机交互的新方

式。手势识别在人工智能、人机交互、虚拟现实、家庭娱乐等各个领域中发挥

重要作用。由于手部形变复杂及视觉信息不稳定性，基于视觉的手势识别易受

复杂背景、环境光照、手部遮挡、噪声等因素影响。以Kinect为代表的深度相

机的出现，为手势识别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本文基于Kinect获取的

深度数据建立了静态和动态手势识别框架，并通过实验验证了所使用方法的有

效性。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提出了一种简单的深度图像伪影处理方法，应用于自适应的深度阈值手势

分割，具有较为理想的分割效果；  

(2) 对于静态手势，本文选择具有平移旋转不变的Hu矩作为特征，通过Hu矩匹

配的方法识别10种静态手势； 

(3) 对于动态手势，本文选取手势的运动轨迹作为特征描述子，由于动态手势

持续时间不同，本文选用DTW算法解决不同长度特征序列匹配的问题,实验实现

8种动态手势的识别，具有较好的准确性和实时性； 

(4) 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具体计算机软件的应用场景对手势功能进行定义，

实现了通过手势控制文档阅读、图片浏览、视频播放等功能，为人机交互的实

践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人机交互；深度图像；手势识别； DTW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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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bo 均衡算法的仿真实现研究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 电子信息工程 1201 班 于众 

指导教师   金明录 

Turbo 均衡是近年来被提出并不断发展的一种新的信道均衡算法，而 Turbo 均衡

的前身 Turbo码早在 1993年就被提出。Turbo码的原理涉及到 Turbo码的收发端结构、

编译码流程以及多种译码算法。“软判决”的方法在 Turbo 码的译码环节中也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消除或减弱 ISI信道对信号传输的影响，信道均衡的思想很早

之前就已经存在。信道均衡大体上可以分为时域均衡和频域均衡，均衡的方法也有很

多。将 Turbo码中循环迭代的思想引入到信道均衡的方法中，就形成了 Turbo均衡。 

Turbo 均衡系统的结构可以从整体上分为发送端和接收端两部分。发送端中的 S

随机交织器降低了编码器和 ISI信道的相关性；接收端的均衡器使用了最大后验概率

（MAP）算法和线性最小均方误差（MMSE）算法，译码器使用了 MAP 算法。比较 MAP

和 MMSE算法的优缺点是研究 Turbo均衡的重点。 

最后，通过在 MATLAB 平台进行的基于两种算法的 Turbo 均衡系统的仿真，得到

了 Turbo均衡的仿真结果以及误码率与信噪比之间的关系曲线。通过曲线图可以看出，

Turbo 均衡系统的误码率在一定范围内随迭代次数增加而降低。在仿真过程中，为了

防止数值在多次迭代后溢出，迭代参数归一化的方法被提出。仿真结果比较理想，与

理论研究一致。 

 

关键词：Turbo 码；信道均衡；Turbo 均衡；MAP 算法；MMSE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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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某物流数据中心暖通空调系统设计 

建设工程学部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1201 班  蔡  婕 

指导教师    王树刚 

     

本设计题目来源于某实际工程。主要涉及沈阳市某物流数据中心大楼的暖通空调

系统、通风及防排烟系统等设计工作，个人重点为合理确定冰蓄冷空调系统方案以及

运行控制策略。 

设计内容主要包括负荷计算、系统方案确定、空气处理与气流组织计算、风系统

设计、水系统设计、防排烟设计和自动控制等。 

首先进行建筑节能性分析，采用 WEATHER TOOL 软件确定了沈阳地区最佳建筑

朝向及风力分布，并验证建筑体形系数、围护结构保温措施及传热系数 K 是否符合节

能标准等。其次，对建筑冷热负荷进行计算并分析，总冷负荷为 1531kW，总热负荷

为 1498kW。再次，对建筑进行功能分区，提出各层技术可行的方案并通过详细论证

确定了空调系统方案。随后展开冷热源方案设计，依次论证了地源热泵、直燃机、冰

蓄冷系统的可行性，最终依据经济性与节能性确定采用市政热力+水冷螺杆式冷水机

组+冰蓄冷系统，并进行冰蓄冷系统选型设计和经济分析，分析了 8 种可行的系统运

行工况。这也是本设计的个人重点和设计特色。 

此外，基于系统方案，还完成了风系统和水系统的选型和水力计算，并提出平衡

管路阻力的技术措施。最后进行了防排烟系统和自动控制系统设计。 

 

关键词：物流数据中心大楼；冰蓄冷；负荷计算；空调系统；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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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Interstory Drift in Buildings under Seismic 

Loading using MEMS Inclinometers  

Faculty of Infrastructure Engineering Civil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class)1202  

ZengChuangShuo 

Thesis Supervisor    HouJiLin 

Interstory drift i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for designing new buildings and 

monitoring buildings’ structural health, but accurate monitoring is impractical with 

existing approaches. A new method using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MEMS) 

inclinometers is proposed and tested in the laboratory. The principle of MEMS 

inclinometer is studied to investigate the sensor’s dynamic responses. Theoretical 

analysis with empha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plastic hinge region in reinforced 

concrete columns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pattern of sensor deployment. Tests on three 

identical RC columns showed stable inclinometer performance and verifie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monitoring method.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n the monitoring 

error is discussed in detail. A shake table test for a RC frame specimen teste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approach under dynamic seismic loading. 

 

Keywords: Interstory Drift; Inclinometers; Earthquakes; Plastic Hi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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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花园高层钢框架结构住宅楼设计 

建设工程学部土木工程 1201 班  董  璐 

指导教师    殷福新 

     

玫瑰花园高层住宅楼采用钢框架体系。单栋住宅楼共 3 个单元（A、B、C），同

时有 3 种不同套型，可满足不同的住户对于居住空间的不同要求。住宅楼每层可住 6

户人家，采用“一梯两户”入户形式，A、B、C 每个单元配置 1 部电梯和 1 部楼梯。

户内配有客厅、餐厅、卧室、书房、厨房、卫生间和衣帽间等，空间尺寸设计符合住

户日常活动，功能分区动静、洁污分设合理，可满足住户的生活需求，各项设计均符

合规定要求。 

本项工程的设计经历了初步构想、柱网布置、建筑设计、结构设计等阶段。前期

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设计过程中借鉴了一些优秀的设计作品。建筑设计图使用天

正建筑软件在 CAD 平台上绘制；结构的设计计算全部采用手算形式完成，其中包括

荷载统计、内力计算、构件设计、节点设计等等。结构施工图主要使用 CAD 绘制。 

通过本次毕业设计，对本科阶段的专业学习进行了总结。设计过程中贯穿运用了

各项专业知识，巩固了专业技能，对于类似的工程项目的设计流程有了体验和了解，

对本科阶段学习内容起到了检验和升华作用。 

 

关键词：高层住宅楼；钢框架结构；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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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rogram Development for Conceptual Model of 

Multi-stage Fracturing Process  

Faculty of Infrastructure Engineering Civil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class)1201  Gao Xin 

Thesis Supervisor    LiHong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multi-stage hydraulically induced fracture with regard to 

exploiting unconventional gases, a deviceful numerical plane model, which visually 

formulates the corresponding mechanical process for this technique, is proposed.  

 A fundamental algorithm is established in this paper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mechanical process in the technique workflow of multi-stage hydraulic fracturing. The 

developed two-dimensional model that mimics multi-stage fracturing process is a 

conceptual one. It realizes the transition from physical into mathematical model. Since in 

in-situ field the cracks are formed along a horizontal well in shale reservoir due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ydraulics and rocks, a set of source program has been developed based 

on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and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respectively. The former is used 

to compute the elastic response of rock as well as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cracks. The latter 

is for calculating the fluid pressure effect on fracture walls according to seepage flow. To 

accurately capture the extent of stress concentration in vicinity of crack-tips, a non-linear 

displacement discontinuity element, rather than constant element, is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in order to attain to enough precision and efficacy.  

 Using the fabricated source code programs to simulate the multi-stage fracturing 

process, it demonstrated the curve between the injection flow rate and the down-hole 

press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tern of fractures and the injection volum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tern of fracture and the rock fracturing toughness. The finding 

of interaction between fractures implies the existence of an optimum spacing between 

fractures, which becomes the future study.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computational cost and high accuracy are crucial 

superiority of the aforementioned approach, especially in case of being extended into a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ystem,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a 

numerical simulation tool more applicable to the practical geological complex. 

 

Key Words：Hydraulic Fracturing; Boundary Element; Finite Difference; Fort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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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集疏运系统脆弱性评估模型 

建设工程学部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1202 班  梁  辉 

指导教师    郭子坚 

     

本文结合城市交通路网的脆弱性理论和港口集疏运系统的交通情况特点，综合考

虑两者的相互制约因素，提出了港口影响区域腹地的交通路网脆弱性的概念。首先，

根据脆弱性的相关概念、可靠度理论以及国内外学者对城市交通路网脆弱性已有的研

究成果，对港区集疏运路网的脆弱性进行分析，选取了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路网中

路段在随机事件下发生失效的概率，二是在随机事件下路网中某条路段发生失效所引

发的后果。然后，本文依据这两个方面从之前列举的理论中选取合适的脆弱性指标，

并运用这些指标来构建针对港区集疏运路网的脆弱性评估模型。该模型的指标共有 5

个，分为整体性指标和局部性指标两个部分。最后，运用这个模型对后文的实际案例

进行评估，目的是分析在港口泊位数量逐年增长的发展过程中，日益增长的港区交通

流量对影响区域腹地交通路网运行状况的影响，并从局部性和整体性两个方面来评估

路网的脆弱性。该项研究可以看出港区的泊位数量发展和港口影响区域腹地的交通状

况的联系，为实现港区良好地疏散交通流这一目的提供参考性意见。 

 

关键词：港口集疏运系统，交通路网脆弱性，可靠度理论，拥堵传播效应，大地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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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人才公寓四期 2 号楼设计 

建设工程学部土木工程 1202 班  刘宏达 

指导教师    王吉忠 

     

本设计建筑位于大连理工大学校内，为一座 38 层的高档小区住宅楼，建筑面积

790.84m
2，建筑总高度 127.3m。本设计采用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基础采用桩筏基

础。 

本设计的整个过程分为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基础设计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部分建筑设计：建筑设计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建筑设计，一部分是 revit

建模。建筑设计主要是依据安全、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完成建筑使用功能的设计。

该住宅楼为矩形，局部有凹凸。本设计为体现建筑设计图纸的美观形象的效果，采用

revit 软件建模后导出图纸，并在基于 CAD 的天正制图软件中修改。 

第二部分结构设计：结构设计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是根据规范中剪力墙的布

置原则进行剪力墙的布置并对楼板、墙体、梁等结构构件进行荷载汇集。第二部分是

通过运用 PKPM 软件进行设计验算。这个过程是整个设计的关键过程，在这个步骤中，

我们通过软件验算所得的轴压比、剪重比、刚度比、位移比/层间位移角、周期比、层

间受剪承载之比、刚重比等指标对剪力墙以及梁的构件进行不断调整，优化结构。最

后一个部分是通过 PKPM 对结构进行罕遇地震下的动静力弹塑性分析，进一步实现建

筑结构“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目标。 

第三部分基础设计：基础设计部分，根据地质条件和楼层条件采用桩筏基础。首

先进行筏板厚度和桩长的估算，然后将设计参数输入 PKPM 软件采用有限元的方法进

行设计验算，并且通过最大反力，配筋量等相关指标进行调整优化。 

 

关键词：超高层住宅楼；剪力墙结构；PKPM；Recit；弹塑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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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级火山灰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设计 

建设工程学部交通工程 1202 班  鲁  文 

指导教师    刘婉秋 

     

在我国公路事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沥青路面早期损坏现象也屡见不鲜，其中高温

车辙与低温开裂是相互矛盾的两种病害，而火山灰作填料可同时提高沥青混合料高低

温性能。本文涉及到添加火山灰填料的沥青混合料设计，介绍了全面地验证相关性能

的三项试验，对试验结果进行数据统计处理，包含对性能试验结果与混合料试件进行

变异性分析。 

在制件及试验等过程中都存在不确定性，其大小对单次试验结果的指导作用程度

有一定影响，而找到影响试验结果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应影响程度对于更有效

地利用试验数据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试验所用的试件采用不同填料和沥青类型，本

文对整体试验数据结果进行了变异性分析，同时运用数字图像处理方法得到不同材料

在组成上的变异性。结果显示小梁试验中极限荷载值和抗弯强度的变异性有以下规

律：同填料和级配下添加 5%SBS 改性沥青的试件变异性小于基质沥青的试件。对小

梁试件的图像分析结果也显示不论样本大小，同填料和同级配下仍然是改性沥青的材

料组成的变异性更小，由材料组成引起的抗拉水平的变异性也存在这一规律，这也验

证了图像分析材料不确定性方法的可行性, 为日后定量关联材料变异性与实验结果

变异性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效手段。 

 

关键词：混合料设计；不确定性；数字图像处理；火山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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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周期波在植被岸坡上传播的数值模拟研究 

建设工程学部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1201 班  骆  超 

指导教师    唐  军 

 

在沿海地区，长周期波浪在岸滩上的爬高及越浪等过程常常会对沿岸人民的正常

生活造成安全隐患。调查发现，红树林等岸滩植被会明显耗散波浪能量，减小波浪入

侵造成的灾害。 

本文以长周期波在植被岸坡上的运动特性为研究对象。基于非线性浅水方程的近

岸植被区波浪运动模型，对长周期波浪在植被岸滩上的传播进行了数值模拟。采用长

周期波在岸坡上爬坡的典型实验结果验证了数值模型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数值模

拟了不同周期的长周期波浪在分布着不同密度、直径的植被岸坡上爬坡运动的过程，

并且对不同工况下的数值模拟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了长周期波在植被岸坡上传播运动

时植被特征参数及波浪周期与波浪爬高、爬低及波高之前的关系。数值模拟结果表明，

长周期波浪在植被岸坡上运动时，岸坡植被的茎粗、分布密度、分布位置及入射波周

期等都对波浪爬高、爬低及波高有重要影响；随着植被密度变大，波浪传播过程中消

耗的能量就越多，波高逐渐变小，波浪爬高和爬低也变小；随着植被直径的增大，波

浪传播中损耗的能量随之增大，波高和爬高都变小；长周期波浪在植被岸坡传播时，

能量的衰减及波浪爬高、爬低和波高随着波浪周期并非单调变化。 

 

关键词：长周期波；植被；数值模拟；浅水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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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老铁山街道综合办公楼设计 

建设工程学部土木工程 1202 班  马  茁 

指导教师    李冬生 

     

本文为旅顺老铁山街道综合办公楼设计计算书。本工程共 12 层，属于高层钢筋

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设计中，考虑了风荷载及地震作用的影响。 

本工程的建筑设计以满足功能要求为基础，同时追求建筑造型的美观大方，选用

中间局部凸出的造型设计。为满足结构的合理性，平面布置力求对称，剪力墙布置均

匀落地，框架布置满足空间灵活性的要求。根据框架及剪力墙的布置，确定建筑的构

造做法，并利用天正建筑软件绘制建筑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 

本工程依据规范要求进行结构设计。首先初选构件的截面尺寸；接着依据荷载规

范进行荷载统计，确定重力荷载代表值；然后分别计算结构的横向框架、剪力墙、连

梁的刚度，求出结构刚度特征值和各层的层间抗侧刚度。过程中使用 Excel 表格功能

使计算简化。 

地震作用的计算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借助 MATLAB 软件进行编程，求解结

构的自振频率和振型，进而求解结构的周期、各振型的振型参与系数和地震作用。对

12 阶阵型进行分析，可以确定只需取前五阶阵型进行计算便可满足工程要求。计算前

五阶振型地震作用下，结构总框架、总连梁、总剪力墙的效应，并用平方和开平方法

（SRSS 法）进行组合。 

在本计算书中，选取了一榀框架剪力墙进行详细计算。计算在地震作用、风荷载、

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内力，进行持久、短暂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下的四种内力组合，

选取最不利内力进行构件配筋计算。选取一块双向板按弹性计算法计算内力和配筋。

同时进行楼梯和桩基的配筋计算。结构计算中，使用 PKPM 软件，简化计算量，提高

计算效率。最后，利用 PKPM 软件完成结构施工图的绘制。 

 

关键词：高层建筑；框架-剪力墙结构；建筑设计；结构设计；桩基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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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润滑石墨岛正压力下失稳现象研究 

建设工程学部水利水电工程 1202 班  彭德利 

指导教师    赵雪峰  郑泉水 

 

摩擦和磨损能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环境污染、器械寿命折减等问题，同时也是

制约多个技术领域进步的瓶颈，如轴承、微机电系统等。结构超润滑是 Hirano 等人于

1990 年提出的有可能在两个弱相互作用的非共度接触晶面间实现摩擦力几乎为零的

理论预测。然而，之后的十余年，人们仅仅在纳米尺度、高真空、微米/秒速度等极端

苛刻的条件下通过实验观察到了结构超润滑现象。直到 2008 年至 2013 年，郑泉水等

人通过一种全新的“石墨岛自缩回”现象，实现了接触面在微米尺度上、大气环境下、

米/秒速度的结构超润滑，为结构超润滑的实际应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最近的

实验发现，石墨岛超润滑系统在一定正压力下会发生中间石墨片层滑出的失稳现象。

本文针对石墨岛超润滑系统这种特殊形式的失稳现象进行了研究，从有限元模拟和实

验分析两个方面得出了石墨岛失稳的原因。此外，本文基于实验中偶然发现的石墨岛

中间层的振动现象，提出了一种范德华型振荡器的设计原理和方法，建立了振荡器的

数学模型，并理论预测了纳米级石墨岛振荡系统的频率可能达到十亿赫兹。 

 

关键词：摩擦；石墨；结构超润滑；失稳；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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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军事博物馆设计 

建设工程学部土木工程 1202 班  邱宜斌 

指导教师    王吉忠 

     

北京军事博物馆选址于北京市房山区，是一所现代化大型博物馆。工程占地面积

11000m
2，建筑面积 18432m

2，地上 4 层，地下 1 层，室内外高差 1.75 米，层高均为

5.1 米，建筑平面为规整的 72m³56m 长方形平面。该建筑为框架结构，按照现行国

家技术标准进行设计，满足拟定的使用功能要求。 

本次毕业设计与本人在中建八局军事博物馆改扩建工程项目实习经历有密切联

系，实习的经历给予我设计灵感与经验，而完成毕业设计的过程也帮助我再次反思和

提炼升华实习经历。 

设计内容主要包括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建筑设计主要采用 Revit 2014 软件进行

建模及修改，所有建筑信息及建筑图纸均集成于该软件。本次建筑设计的重难点是博

物馆的采光以及展厅的大跨度空间。为满足这两项要求，该建筑将采用 24m³24m 歇

山形正放四角锥网架采光顶以及跨度 16m 的预应力梁。网架采光顶由 PKPM 网架设

计模块 STWJ 辅助设计及校核。预应力梁则采用等效荷载法在《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2010 指导下进行手算设计及校核。 

建筑主体结构计算部分选取包含预应力长梁在内的一榀框架进行荷载及内力计

算，对整个结构则采用 PKPM 软件进行配筋计算，并和手算结果进行对比校核。所有

结构均按照现行国家标准进行设计。 

 

关键词：博物馆设计；框架结构；预应力；网架；Revit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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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波在岛礁区域传播的数值模拟研究 

建设工程学部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1201 班  王  宏 

指导教师    房克照 

     

由于海啸作为一种低频偶发而强破坏性的自然灾害日益受到各界的关注。为研究

海啸在岛礁地区的传播、爬高情况，采用孤立波与 N 波替代真实海啸波进行研究。建

立了基于经典 Boussinesq 方程的海啸传播数值模型，采用有限体积和有限差分混合格

式进行求解，采用中心迎风格式对通量进行计算，运用线性重构的方法对干湿动边界

问题进行处理。 

在模型应用前，对模型进行了细致的验证。采用两种干湿边界处理方法对两个算

例进行计算并与解析解比较，结果表明模型所采用的处理方法更加准确。在其他验证

算例中，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或经验公式吻合的很好，说明模型能够很好地胜任研究。 

对两种类海啸波在岛礁地形下的传播及爬高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N 波与孤立

波的传播演化具有较多相似之处，但 N 波在空间尺度上更接近于海啸波。潜礁地形对

N 波与孤立波的爬高影响存在差异。不同种 N 波受岛礁地形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其中

LDN 波受到的影响较 LEN 波更为显著。 

 

关键词：海啸；孤立波；N波；Boussinesq 方程；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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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水电站工程设计（方案四） 

建设工程学部水利水电工程 1201 班  温飞飞 

指导教师    陈  婧 

     

金川水电站为大渡河干流水电规划中的第 6级电站，主要任务为发电。工程初选

四个枢纽布置方案，本设计是基于方案四进行水电站工程设计。主要内容如下： 

1.计算确定水轮机的工作水头范围，从而确定水轮机型号为 HL200-LJ-500，并得

到水轮机工作特性曲线和运转综合特性曲线。设计水轮机蜗壳及尾水管尺寸，并计算

发电机外形尺寸，确定其型号为 SF220—44/1322伞式发电机。 

2.用同频率放大法求出设计洪水过程和校核洪水过程。初设多个泄水建筑物方案

并进行调洪。通过比较，最终确定工程的设计洪水位为 2259.08m，校核洪水位为

2262.86m，表孔泄洪洞、常规泄洪洞、放空洞尺寸分别为 18.5*18m、11*10m、9*8m。 

3.设计大坝剖面型式及尺寸，最终确定本工程为心墙堆石坝，坝顶高程为

2265.93m。 

4.设计进水口形式及尺寸，计算确定引水隧洞、压力管道、调压室的布置及尺寸。

最终确定本工程设有两条引水线路，引水隧洞直径为 13.5m，压力钢管直径为 11m，

调压室直径为 21.06m，高 44m。 

5.选择厂房主要机电设备及附属设备，计算确定主厂房各高程、宽度、长度并布

置安装间。合理布置副厂房、主变室、开关站和交通路线。最终确定主厂房发电机层

地面高程为 2166.2m，水轮机层地面高程为 2156.7m，厂房洞顶高程为 2189.9m，宽度

为 23.4m，长度为 138.92m，副厂房设在主厂房一端，有 6层。 

6.根据规范，计算机墩所受荷载，并通过静力计算确定其配筋，动力计算校核其

安全性。最终确定机墩为结构配筋，满足安全运行要求。 

 

关键词：地下厂房；混流式水轮机；堆石坝；调压室；机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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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某商场中央空调系统 BIM 工程设计与分析 

建设工程学部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1201 班  燕慧宇 

指导教师    张吉礼 

     

本设计对象为大连市某商场，目标是根据其建筑特性和使用需求，经济、合理地

为其设计中央空调系统。主要工作包括建筑冷热负荷的计算与分析、系统设计方案论

证、气流组织设计、空调风系统设计、空调水系统设计、冷热源及末端装置等的选型、

防排烟及通风系统设计、管道保温及消声减震设计等。 

该商场建筑地下一层，地上五层，建筑总面积为 17212.7m
2，建筑高度为 25m。

地下有一冷水机房，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为商场，五层为餐厅和办公室。夏季空调冷

负荷为 1538.3kW，冷负荷指标为 105.73W/m
2；冬季内区产热量 579.2kW，空调热负

荷 1226kW，热负荷指标 71W/m
2。 

商场采用全空气系统，五层办公室采用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五层餐厅采用变风

量空调系统，除一层大堂采用球形喷口送风外，其余全部采用散流器上送风，设置上

部回风口。进行了空调机组、风机盘管和新风机组的选型。 

采用三台螺杆式电动冷水机组作为冷源，采用市政热网作为热源。对风系统进行

了水力计算，对水系统进行水力计算并选择了冷却水泵、冷冻水泵和冷却塔等。最后

对施工安装等进行了说明。 

最后，本人的设计重点是应用 Autodesk Revit 软件进行建筑 BIM 模型的创建、设

备系统的设计以及工程图纸的输出。 

 

关键词：商场建筑；空调系统；BIM设计；图纸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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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港鲅鱼圈港区五港池 74#多用途泊位设计 

建设工程学部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1202 班  杨  健 

指导教师    宋向群 

     

营口港鲅鱼圈港区五港池 72#-75#多用途泊位工程位于鲅鱼圈港区南部作业区五

港池西侧，71#泊位北侧，岸线呈 N—S 向布置。本次毕业设计主要对该工程的平面布

置以及 74#泊位的码头结构进行了设计，并进行了防波堤和围堰的断面设计、工程量

计算和工程概算。 

在平面布置方面，码头长度按照同时停靠 4 个 7 万吨级集装箱船船舶设计，长度

为 1335m。陆域纵深 450m。按照钢材 400 万吨，袋装盐、糖各 50 万吨，集装箱 50

万 TEU 的年吞吐量确定了堆场布置和装卸工艺、港区道路和港区大门；对港区现有航

道、锚地等进行了验算；计算了港池挖泥量和基槽挖泥量。 

根据实际地质条件，码头采用方块码头的结构形式，按照 10wt 级集装箱船的尺

寸进行了断面设计，并进行了抗倾抗滑稳定验算；学习和利用软件理正岩土 6.0 进行

了码头的整体稳定验算和地基沉降验算。对新建围堰和防波堤进行了断面设计，对护

面块石、垫层块石、护底、支撑棱体的稳定情况进行了验算，也对防波堤和围堰的整

体稳定情况进行了验算。 

最后对工程的施工工艺进行了设计，对工程的主要工程量进行了计算，进行了工

程概算。 

 

关键词：平面设计；码头结构；围堰和防波堤；工程量；工程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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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海湾大桥主桥缆索系统设计 

建设工程学部土木工程 1201 班  姚源彬   

指导教师    檀永刚 

     

本文的内容为星海湾大桥主桥设计，本设计的重点是星海湾大桥主桥缆索系统的

设计和计算过程。 

本设计以星海湾大桥所在桥位的地质资料为背景，依据现行公路桥梁设计规范，

兼顾安全、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提出了双层地锚式悬索桥与中承式钢管混凝土

系杆拱桥两个比选桥型。综合各方案的优缺点，并考虑到星海湾地区对景观要求的特

殊性以及海上拱桥施工难度较大，将双层地锚式悬索桥作为设计方案。 

星海湾大桥主桥设计，主桥的跨径为（180+460+180）m，桥宽 24.8m。主缆由多

股平行钢丝成品索组成，跨中垂度为 69m。加劲梁为钢桁架结构形式，采用缆索吊装

施工。 

本设计分为主桥缆索系统设计与下部结构设计两大部分。其中，缆索系统设计包

括主缆设计、吊索设计、索夹设计及索鞍设计；下部结构设计包括桩基与承台设计。

设计采用 ansys 进行有限元建模计算分析，得出各分项内力。然后进行承载能力极限

状态、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各种作用效应的组合，得到所需的内力设计值，完成各项

设计工作。 

星海湾大桥原设计方案是按照旧规范设计的，而本设计则是依照最新的规范进行

构件的各项验算，发现所有的验算均满足新规范的要求。 

 

关键词：悬索桥；钢桁架；主桥线形；主缆设计；吊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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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沟水库工程设计（方案一） 

建设工程学部水利水电工程 1201 班  张  玉 

指导教师    许  青 

     

瀑布沟水库工程位于四川省大渡河流域，开发瀑布沟水电站可有效促进四川电力

系统电源结构的改善，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该电站为大型水利工程，主要水工建筑物包括挡水坝、溢洪道和泄洪洞。根据水

库的综合利用以及兴利要求等因素，同时参考防洪标准,确定瀑布沟工程属大（1）型

工程，其主要建筑物为 1 级建筑物。 

通过对水库的调洪计算可以优选泄水方案，进而确定坝高，初步拟定坝体基本剖

面与轮廓尺寸，确定地基处理方式。本工程坝型选用砾石土直心墙堆石坝，由于坝基

覆盖层深厚，故防渗设计上采用混凝土防渗墙与帷幕灌浆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泄水

建筑物的水力计算和应力稳定分析可以确定泄水建筑物的体型尺寸。本工程溢洪道控

制段部分的溢流堰选用实用堰进行泄流，堰面曲线采用 WES 曲线，堰顶高程 843.0

米，泄槽由收缩段和等宽段组成，总长度为 560 米，通过水面线计算可以确定溢洪道

泄槽边墙沿程高度，泄槽末端采用挑流消能。泄洪洞为无压城门洞形隧洞，出口处采

用挑流消能。 

本设计包括调洪计算、施工导流计算、工程造价计算、坝体渗流计算、坝坡稳定

分析、溢流堰体的抗滑稳定计算与应力计算、溢洪道泄槽与泄洪洞水面线计算等。 

 

关键词：土石坝；溢洪道；泄洪洞；坝体防渗；稳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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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技术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的应用研究 

建设工程学部工程管理 1201班  赵  菲 

指导教师    袁永博 

     

能源问题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议题之一，节能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发展的

主流方向，我国作为一个能源消耗大国，节能工作刻不容缓。建筑能耗是我国社会总

能耗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达到了社会总能耗的三分之一，既有建筑作为我国建筑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节能改造是进行建筑节能的重点之一。 

本文先分析了建筑节能的必要性，回顾了 BIM 技术用于建筑节能的现状，接着介

绍了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必要性及其发展现状，总结了几种既有建筑外围护结构的相

应改造措施。之后本文介绍了 BIM 技术的相关概念、软件及其特点，总结了几种可持

续分析软件的优缺点，重点介绍了 Ecotect 软件的功能特点，并提出了基于 BIM 技术

的能耗分析方法，然后将其与传统能耗分析方法进行对比，总结了两种方法的差异及

BIM 能耗分析的优缺点。最后，以大连某一建筑为工程实例，对其外墙、外窗及屋顶

进行节能改造，并用 Ecotect 对得到的综合方案进行能耗分析，然后综合考虑各个方

案节能效果、改造成本以及单位成本节能效益，最终选出最优方案。 

本文将 BIM 技术与建筑节能相结合，提出了适合现在建筑行业的能耗分析方法，

并通过实例验证了 BIM 技术在能耗分析中的实用性，为我国建筑节能工作的开展提供

了有力的支持。 

 

关键词：既有建筑；节能改造；BIM；Ecotect；能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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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叙事结构的界面设计 

建筑与艺术学院艺术设计（平面设计）1201 班  杜晓璇 

指导教师    耿  阳 

     

本文以辽宁省大连市东沟村的民俗文化以及建设为例，通过前期的资料调查、实

地调研分析对于当地的民俗文化构造叙述性的网页界面设计。过对实地走访、调研问

卷等方式对东沟村进行调研，分别将当地文化归纳为自然景观、民俗文化、日常生活

和历史回忆等四个方面。吸收中国传统人文画中叙事手段，采用手绘插图的方式，将

四个不同的部分整合在网站首页的界面设计，对于继承和发展传统艺术形态而言具有

一定的实践意义。从图形、风格与交互建立东沟村民俗文化网页设计形态，融合文学

性的叙事方法，将当地地域性文化视觉可视化，增添视觉上的丰富性。把传统的农村

本土文化与数字化结合起来，运用新媒体的广泛性传播当地文化，对于新农村的文化

建设起着一定的现实推进意义。 

 

关键词：界面设计；叙述性；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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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古镇防火减灾系统设计--以婺源古镇为例 

建筑与艺术学院工业设计 1202 班  付  昱 

指导教师    马  兰 

     

中国是个文化深厚，历史悠久的国家，保留有许多饱经沧桑的古城镇。如今它们

当中许多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点，诸如周庄，同里，婺源，乌镇，丽江古镇等等。每

到旅游旺季，都会有大量游客涌向这些小小的古镇，然而这些江南旅游古镇的建筑绝

大部分是木结构或者砖木结构，有着诸多缺点，诸如可燃物多，火灾荷载大，耐火等

级低，道路狭窄，消防器材与疏散路线稀少，再加上一些人为的因素，一旦失火，火

势很容易蔓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 

本文先汇集了大量古镇古建筑火灾的背景文献资料并了解了现在的研究近况，针

对火灾的特征及相关规律，对古镇火灾的特点、诱因和古镇现存的消防隐患进行仔细

分析，从而提出一套有针对性的旅游古镇防火减灾系统。由于这个系统较为庞杂，本

次设计将主要集中于其中的一部分——概念微型消防车设计。 

本文将通过四个步骤来论述针对古镇消防车的设计流程。第一步，查阅有关文献

资料，了解旅游古镇之中古建筑消防设施的研究现状及其古镇火灾产生的原因及其特

点。第二步，对古镇消防安全近况进行调研（尤其对婺源进行实地调研），并对其消

防安全现状进行详细分析。第三步，调查现有消防车特点及相关技术。第四步，针对

旅游古镇这一特殊使用场景进行设计实践。本次设计是在这基础上对微型消防车所做

的改良或再设计。最终概念产品将会对未来古镇消防车提出一条新设计思路，希望能

对未来的古镇特色消防系统提供一定帮助。  

 

关键词：火灾；旅游古镇；消防车；砖木古建筑；木结构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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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文化会馆设计 

建筑与艺术学院建筑学 1101 班  刘章悦 

指导教师    高德宏 

     

呼和浩特度假文化会馆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部昭君博物院附近,

与昭君墓青冢隔路相望。结合该项目的地理位置及文化氛围，将其定位为，为内蒙古

当地当代艺术家、表演家和民众提供展示、交流与互动的平台，推动当代艺术的普及

和发展。其中包含了小型剧场、音乐厅、展览厅、交谊厅及商业区。希望通过建筑与

场地、环境及历史之间的对话，营造出当代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氛围。用地面积：20982

㎡（建筑控制线内），总建筑面积控制在 18000 ㎡左右。建筑不得高于历史文物保护

范围内青冢高度（约 33M），容积率<1、覆盖率<60%、绿化率>25%。 

 

关键词：城市设计；历史文化保护；公共建筑；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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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龙王塘滨海旅游区概念规划及城市设计 

建筑与艺术学院城市规划 1101 班  孙雪婧 

指导教师    孙  晖 

  城市滨海地区是城市中极具特色的地段，优秀的滨海区规划与设计会给城市注

入生机与活力。滨海地区也是城市空间中急需保护的敏感地带，保贵的生态资源对滨

海城市区的规划与设计提出限制与要求。大连作为著名的海滨城市，享有绵长的海岸

线。在对其滨海空间的规划设计中，取得开发与保护的平衡不仅能提升大连的核心竞

争力，还是保障城市健康生长的关键。 

本次设计基地位于大连龙王塘，隶属大连高新科技园区，是园区旅顺南路产业

带上的重要节点。规划区域享有优越的自然生态、海洋资源及历史人文条件，

但现状表明其潜在优势尚未得到凸显，产业功能单一，与高新园区发展态势对

接不足。道路系统不完整，基础设施薄弱。设计任务是，通过对龙王塘地区的概念设

计与城市设计，一方面建构规划区与城市外部空间高效的交通连接，另一方面，完善

其内部功能配置，提供便捷的道路网，缔造规划区的景观安全格局，提升龙王塘滨海

地区的风貌与活力。 

本文首先阐述了概念规划以及城市设计的概念，接着对城市滨水区的空间特点和

设计原则进行了剖析；通过案例分析与实地调研，探索城市滨水区的总体设计思路与

差异化的发展策略；规划设计图纸通过规划背景解析、现状评价、案例对比、功能分

析、城市设计方案表达、生态规划对本次龙王塘滨海旅游区设计进行了详细解读，希

望能通过本次的概念规划和城市设计对龙王塘滨海区今后的建设发展有一定的指导

作用。 

 

关键词：大连龙王塘滨海区；概念规划；城市设计；滨海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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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雕塑创作设计—《咆哮的青春》 

建筑与艺术学院雕塑 1101 班  王中强 

指导教师  温  洋 

 

本着对以《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arft）为代表的游戏文化的喜爱，向往与崇

敬，结合自己五年的雕塑学习经验，想对当今社会十分流行的数码游戏文化与传统雕

塑语言进行一次结合与探索。在游戏文化空前繁盛，游戏产业日益发达的今天，我认

为雕塑专业的学生的工作去向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手工业雕塑制作翻制工厂。游戏原型

师，游戏人物建模师等也是不错的选择。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在游戏中虚拟物品的开销也越来越大，发展空间

宽广。但是，数字雕塑，游戏中的人物造型设定制作，场景设定制作，热门游戏，电

影的周边与纪念品制作，手办模型，雕像收藏品还处于仅仅流行在小众的状态，所以

说，现在急需此类人才来填补市场空缺，解决一些技术上，艺术性上的问题。技术方

面，手办模型，雕像收藏的价格昂贵，动辄数百元，甚至上万，雕像模型本身不够精

细，质地易碎；艺术性方面，制作者水平良莠不齐，这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手办模

型雕塑与影视动画产游戏产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其作为衍生品出现使之成为一种

特殊商品,有其自身的特点。 总而言之，我认为在这些方面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发展前景是巨大的。 

此次创作设计，笔者想从动漫游戏的人物角色造型上做一些基于自己现有水平的

基础上的研究。当前，各大游戏公司都在积极研发具有新技术的游戏产品，但常常忽

略了游戏艺术设计上的研究，相关的理论也非常稀少。特别是在游戏角色造型设计方

面一直停留在基础的美术理解上，缺乏系统性、深入性。试想再怎么具有尖端科技的

游戏作品没有好的角色，这款游戏肯定将失去竞争力。在提高发展技术的同时，更重

要的是对数码游戏角色造型设计的艺术表现特征的探索，因为它是角色设计的灵魂，

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性格鲜活、形象鲜明的受欢迎的角色形象。 

 

关键词：游戏文化，模型，手办，人物角色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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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活力复兴的历史街区环境提升设计 

建筑与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1201班  徐子珺 

指导教师    林墨飞 

     

在城市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许多具有风格独特的建筑和人文风貌的历史街

区。历史街区孕育、记录并延续着城市的历史，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是城市的瑰宝。 

    如今由于城市的发展和扩张，那些广泛存在并没落的历史文化街区迫切地需要人

为干预。但在社会复杂的背景之下,人们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更新与再生”

存在认知程度的差异,所以历史街区改造在现实中很难推进。 

    本次设计的原则是“整旧如故，以存其实”，并针对历史街区现阶段面临没落的

局势，提出可持续生态发展历史街区的理念。立足于对历史街区的保护，同样也立足

于对历史街区的发展与更新。特别是如何使传统历史文化街区的风格、建筑、景观空

间在历史记忆中保留和延续；如何活化与更新历史记忆；如何对历史空间再利用，并

在现有历史街区的基础上革故鼎新，以人为本、少干预、巧修复、恢复街区绿地占有

率，规划合理舒适的街道尺度。 

    通过对大连市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和再生设计，对历史街区相关信息

的搜集和总结，最终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并符合历史街区发展策略的保护与更新模

式。把总结的策略、经验理论，应用于设计实践中,同时结果也作为理论总结的检验。

经过研究和设计的周期，探索并尝试为历史街区更新方法提供具体的操作和可持续的

参考价值。提供一般的解决模式，并可应用于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景观环境；保护与更新；提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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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边界城市设计及创意中心建筑设计 

建筑与艺术学院建筑学 1102 班  赵明书 

指导教师    张险峰 

   

在开放化的社会背景之下，大学与城市之间隔离的问题日渐凸显。如今的大学依

然像一个封闭的堡垒，将城市切割开来，产生了交通，文化，感情，环境等诸多问题。

在本次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基于可达性与开放性的高校边界城市设计中，我选择了与

学生生活最紧密的西门边缘区进行设计改造，希望以此为突破点改善校城关系，增强

二者互动，谋求互利共同发展。 

本设计中通过对大连及凌水镇的经济政治背景分析，及西门边缘地区的整体概况

分析，掌握区域发展的方向与动态。接下来对想要重点改造的区域进行详细分析，发

现问题。最后根据城市触媒理论，提出解决策略，恢复凌水河并以以凌水河为线触媒

对整个区域进行城市设计的改造。根据对城市设计指标，拆建的平衡，对创意活动中

心进行策划，拟定任务书进行设计。活动中心强调空间，结构的创新性，以适应新的

功能活动需要。 

 

关键词：可达性；开放性；边缘区；城市触媒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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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法律问题研究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法学 1201 班  吴雅婧 

指导教师    杨  异 

     

近些年来，药品生产技术着实在提高，药品专利权的获得也持续增加，但受专利

权保护的药品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很好的解决严峻的公共健康问题。除了传统的传染

病，一些诸如心脑血管等疾病也成为危害公共健康不可忽视的因素。随着一系列国际

条约的颁布，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逐渐获得了国际法依据，许多国家以此修改了国内的

相关立法，通过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完善成功降低药品价格，保证公共健康问题的

解决。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在实践中仍然面存在很多问题，如何优化这一制度，发挥

它的积极作用，非常值得研究. 

本篇论文以文献调研法和比较研究法为主，分析了药品专利强制许的基本内涵和

实施的必要性，列举了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大国家条约，比较了北美洲、欧洲以及

亚非地区关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不同的法律规定，最终引出我国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

上法律规定和适用的问题，即实体方面问题：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申请主体资格限制、

使用费模糊、理由受限严重和程序方面问题：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审批程序中行政裁量

权过大、审查程序过于繁琐以及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后续程序欠缺。针对这些问题，

既需要优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体规范即扩大申请主体范围、明确专利强制许可使

用费的支付标准、合理界定申请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理由又要改进药品专利强制许可

从申请到监督救济的程序，即缩小审批程序中行政裁量权的范围、优化药品专利强制

许可的审查程序、具体确定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保障措施。  

 

关键词：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公共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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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视角下影子银行监管套利法律规制研究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法学 1202 班  张相国 

指导教师    刘琳琳 

 

    影子银行体系作为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的

金融学概念，它具有某些传统银行的功能，能够通过信用扩张转移风险等方式从事套

利行为。本文以信用合作为视角来详细阐述影子银行监管套利行为的具体模式和面

貌。国际信用合作失衡、监管差异和自发逐利效应是影子银行监管套利的形成机制的

关键所在。影子银行通过跨地域转化、提高信用评级和资产证券化等模式来实施监管

套利，该行为能够导致信用违约风险，系统性风险、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风险等，

并产生一系列不良效应。 

对于影子银行监管套利行为的法律规制，国际上通过改进监管体制、完善微观审慎监

管制度、构建宏观审慎监管制度、采取逆周期政策和建立国际间风险隔离机制来遏制

影子银行的跨境和跨领域监管套利行为。我国应以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监管变革为

借鉴，通过不同的监管体制、政策和调控工具对监管套利行为进行规制。在具体操作

上，我国应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构建影子银行动态监测和退出机制、规范业务

创新和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等方式来对影子银行监管套利行为进行遏制。 

 

关键词：影子银行；监管套利；信用风险；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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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廉价航空发展政策的比较研究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公共事业管理 1201 班  冯宝祺 

指导教师    马永驰 

     

廉价航空由于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价值而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发展。相比之下，尽

管国内航空市场需求巨大，但廉价航空的发展却十分缓慢，市场份额一直较低，近年

来这一反差尤其突出。因此，急需识别阻碍国内廉价航空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加以促

进调整。 

本文旨在探究制约国内廉价航空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而提出促进国内廉价航空发

展的政策建议。在文案调查的基础上，对廉价航空发展模式（传统型、商务休闲型、

高端型）及发展政策（严格管制型、基本放松管制型、完全解除管制型）进行了概念

界定。探究了廉价航空发展模式与发展政策的之间互动关系，围绕财政税率、机场管

理、行政审批三个方面，阐述了发展政策与廉价航空发展模式在不可控成本、航线和

航班时刻之间的制约关系。构建了廉价航空发展模式-政策双层框架，给出了不同发展

模式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权衡关系。在实例应用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归纳

了廉价航空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并识别了廉价航空发展过程中的两大陷阱。比较分

析得出商务休闲型将是国内廉价航空最佳发展模式，最后围绕该发展模式，从飞机引

进税率和审批、航线航班运营管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三个方面，给出了发展政策的

相关建议。 

 

关键词：廉价航空；发展模式；发展政策；中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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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历差异的延迟退休方案设计研究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公共事业管理 1201 班  王淑君 

指导教师    谷  丽 

     

近几年，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延迟退休成为热点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我国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明确指出 2017

年正式提出延迟退休的具体方案。然而我国人口众多、群体差异大，如何实施方案才

能满足群体的差异性需求、使延迟退休更容易被接受，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因

此，本研究为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借鉴。 

全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文章的研究背景、意义和技术路线等。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总结归纳了延迟退休的相关研究成果和理论，梳理学历差异、

工作因素和延迟退休意愿三者的关系。第三部分提出学历差异化延迟退休的理论框

架，并构建学历与延迟退休意愿间的相关模型。第四部分是调查统计分析，对学历与

延迟退休意愿间的相关模型进行验证。第五部分针对延迟退休学历差异化问题提出具

体政策建议。最后总结本文的研究结果和局限，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 

本文以学历差异性为视角，设计以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为基础、以工作情况为中

介因素的学历与延迟退休意愿的相关模型，将延迟退休意愿有学历差异化作为重点问

题解决。首先，将延迟退休政策向高学历群体即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倾斜，逐渐向低

学历群体过渡。其次，对于低学历群体即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暂缓延迟退休年龄。

最后，根据学历差异，分阶段、分群体、分层次设定延迟目标，同时辅以政策配套措

施，更为灵活地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关键词：学历差异；受教育程度；延迟退休；退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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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冰桶挑战”看微博在公益传播中的影响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广播电视新闻学 1201 班  张月珏               

指导教师    方明豪 

    

微博从诞生伊始就以一种极大的力量重塑着我们的生活，从 BBS 论坛、博客到

QQ、微博和微信，微博逐渐成为最具有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特征的社交平台。公

益传播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一环，对社会整合起着重要的粘合剂作用，传统的公

益传播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广度与深度有限。微博的出现为公益传播提

供了新的契机和发展空间，让网友们的随手转发也能传播善的力量，如何利用好微博

这种新兴媒介，来倡导其为公益传播做出更大的贡献，是我们当下及未来未来值得思

考的问题。 

2014 年夏天，一个名叫“冰桶挑战”的活动风靡微博平台，成为我国公益慈善事

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本文即从“冰桶挑战”案例出发，结合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理论

来探讨微博在公益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绪论、微博公益

传播概述、“冰桶挑战”的案例研究、“冰桶挑战”微博内容和效果的实证分析、微博

公益传播的问题和策略性思考，希望通过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来推导出微博在公益传

播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影响。 

 

关键词：微博；公益传播；冰桶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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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文辨》的散文批评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汉语言文学 1201 班  张  桐 

指导教师    董  锋 

     

王若虚是金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文献学家，精于经史，见解独

到。著有《滹南遗老集》，包括了对前朝历代名家作品的批评与“辨惑”，其中《滹

南遗老集²诗话》早有单行本问世，而四卷《滹南遗老集²文辨》（以下简称《滹

南文辨》）没有在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滹南文辨》中包括了王若虚大部

分散文批评理论，对唐前散文、韩柳散文、欧苏散文及对两宋学者的散文批评之质

疑，都有着深刻的见解，从中我们可以挖掘出王若虚完整的散文创作理论体系，对

金代散文对唐宋散文的继承及其在中国古代散文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有着更加深

刻的理解与认识。 

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文献综述。搜集整理学界现有的对金代散文批评发展、王若虚散文

批评理论、《滹南文辨》的文学思想的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并进行评述； 

第二部分，论文主体，共由三章组成。第一章，将金代散文发展分为“借才异

代”、“国朝文派”、“金文极盛”、“遗民余音”四个历史时期进行研究，并提出王若

虚“辞达理顺”、“文求真是”、“繁简得中”的散文批评理论；第二章，分别从创作

得失、文字校勘、文脉流变三个角度入手，分析《文辨》的“辨惑”角度与方法。

第三章，以时间为顺序，分析《文辨》对唐前散文、韩柳散文、欧苏散文的批评以

及对两宋学者散文批评之质疑及四六文之批判。 

第三部分，结论。从客观、真实的角度对王若虚的散文批评给予评价，并说明

其散文批评理论对中国古代散文批评的发展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王若虚；文辨；散文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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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坛经》禅学思想研究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哲学 1201 班  关  艺 

指导教师    王  磊 

     

中国禅宗以菩提达摩为始祖，在六祖惠能处发扬光大。六祖惠能被誉为中国古代

与孔子等齐名的重要思想家，为中国禅宗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六祖坛经》

四个有代表性的本子是敦煌本、惠昕本（又称宋本）、契嵩本（又称曹溪古本）和宗

宝本，宗宝本历经不同时期的修改沉淀，能够较为完整的展现出六祖禅学的思想面貌，

因此在版本问题上，本文选择宗宝本《坛经》作为研究文本。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考辨

与逻辑思辨相结合，哲学史与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将《六祖坛经》中的禅法

体系和基本内容以一种较为清晰明了的方式完整的表现出来。《六祖坛经》以自性即

佛的思想贯穿全文，是六祖禅法的灵魂和根本基石；强调摒除外在无谓的形式以顿悟

的方式了悟成佛；不执于坐不执于心也不执于静，善恶莫思，心念不起，最终达到含

涉万物、不染一法的悟道境界。本文以禅法灵魂、悟道方式方法和禅法境界为理论框

架，重点探寻《六祖坛经》不同于传统佛教的创新禅学体系和思想内涵。《六祖坛经》

不仅极大革新了传统禅宗的修行方式，还与儒、道思想相互融合渗透，促进了佛教中

国化的进程，也使中国禅宗在南宗之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更推动了整个中国佛教的

繁荣发展，因而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六祖坛经；自性即佛；顿悟见性；缘起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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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英译本中的视域融合 

外国语学院翻译 1201 班  吕广钊 

指导教师    邱  进 

     

几千年来，自翻译成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之间交流互动的媒介，翻译研究一直

以来都将译者和文本置于最中心最重要的地位，而读者则被视为被动接受的一极。但

是，在上世纪中叶，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的兴起引发了一场文学研究的革命，学术

界开始逐渐意识到读者在阅读及翻译过程的重要性，因为作者意图与文本形式一旦落

在纸上，便不会变动，只有读者随时代与地域变化的理解和阐释才能赋予它们新的生

命力。这样一场“读者浪潮”也很快影响到翻译研究的领域，引入了“视域融合”这

一关键概念。因此，译者作为一名特殊的原文读者，如何理解、诠释原文的含义，如

何使其翻译的作品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此类问题亟待回答。 

对于中国科幻文学，2015 年无疑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刘慈欣的代表作《三体》

荣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这也是在整个亚洲范围内首部获该奖项的作品。刘慈欣作

品的举世瞩目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译者刘宇昆的鼎力相助。中文与英文蕴含着巨大的文

化差异，将中国的科幻作品译入英语世界则难上加难。但刘宇昆却逆流而上，将这部

文化意蕴极强的科幻作品转换为西方读者可以接受并理解的形式，使其在西方广受欢

迎。一定程度上讲，译者刘宇昆与作者刘慈欣，在对中国科幻界的贡献程度上，难分

伯仲。 

因此，本文以视域融合概念为进路，通过对中文版《三体》以及英文版《三体问

题》的对比阅读，对结果进行定性分析，探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同时

讨论译者如何发挥自身主体作用，将其自身视域与源语文本视域以及潜在的目的语读

者视域相融合，即如何协调自己的思维，使其与原本/作者和西方读者相统一。 

 

关键词：科幻翻译；三体；视域融合；读者期待 

 



大连理工大学 2016 届本科生校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摘要 

147 

 

让步式转折复句的研究——以“としても”等为中心 

外国语学院日语 1201 班  吴  迪 

指导教师    李光赫 

 

    「トシテモ」、「ニシテモ」、「ニシタッテ」是让步式转折复句中具有代表性的接

续词。从中日对照的立场来看，这三者基本上和中文关联词的“即使„„也”相对应。

实际上中文的其它形式也很常见，例如“可是„„”、“但是„„”等也不少。由此可

知对于这三种接续词的中文对译倾向还有更深层次的分析余地。而且，这三者在日语

和中文方面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也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因为关于「トシテモ」、「ニシテモ」、「ニシタッテ」的对译倾向的研究比较少，

所以本论文在从《中日对照语料库》中选出并整理关于这三者的对译例以后，从意义

用法的视点来总结这三者的中文对译倾向，并找出它们的不同点。 

  考察结果发现，首先在实际运用中，三者的意义用法、对译形式的数量和意义分

布频度都有所不同。其次从意义用法的视点来看，三者的对译倾向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总之这三种表示逆接的接续词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但其实存在更多的不同点。在此

研究基础上，本论文希望能为后继的进行复合词研究的日语学习者提供一些帮助和启

发。 

  

关键词：逆接；接续词；中日对照；对译倾向；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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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瑞卡的塔： 

A.S.拜厄特“弗雷德瑞卡四部曲”中的轮回 

外国语学院英语 1201 班  徐培钧 

指导教师    秦明利 

     

弗雷德瑞卡是贯穿 A.S.拜厄特“四部曲”的核心人物，弗雷德瑞卡的塑造围绕着

拜厄特“塔”的意象构建，阐明弗雷德瑞卡之“塔”的结构、功能和作用是理解拜厄

特四部曲的关键。本文以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对“塔”象征意义阐释为研究进路，分

别对“塔”在《花园里的处女》《寂静的生活》《巴别塔》和《吹口哨的女人》对弗雷

德瑞卡构建的作用进行分析和讨论。文章试图说明弗雷德瑞卡在不同“塔”中的经历

是一种“历史轮回”，在这种轮回之中，弗雷德瑞卡从童贞到成熟的成长经历是不断

构建和冲破“塔”的束缚的过程。 

第一章首先界定拉康“想象界”视阈下《花园里的处女》中的“童贞塔”，指出

弗雷德瑞卡和童贞女王的联系，并探讨弗雷德瑞卡在“童贞塔”中面临的挫折与挑战

及相应的处理方式。第二章通过“象征界”理论对《寂静的生活》主要情节进行分析，

指出弗雷德瑞卡进入“象牙塔”的必然性，并探究弗雷德瑞卡在“象牙塔”中对社会

生存法则的初体验，概述“象牙塔”赋予弗雷德瑞卡的生存之道。第三章的研究对象

是《巴别塔》，主要论述弗雷德瑞卡在“婚姻塔”中所经历的自我解构和语言障碍，

运用拉康的语言观解释弗雷德瑞卡的困境。第四章以“现实界”理论为分析手段，探

讨《吹口哨的女人》中弗雷德瑞卡在“镜塔”中的自我反思、自我重构和自我升华，

指出弗雷德瑞卡在“镜塔”中的经历正是“历史轮回”的印证。 

本文在结论中明确指出，“塔”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引导线索，也是拜厄特的

历史观在“四部曲”中的核心象征，“塔”中的经历更是知识女性在自我构建和自我

升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关键词：A.S.拜厄特；“弗雷德瑞卡四部曲”；塔；历史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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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行为的自动检测和餐桌礼仪训练系统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日语强化）1209 班  史宇华 

指导教师    周  勇 

     

姿势识别是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相关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

方向。Kinect 是微软公司研发的记录人体动作的传感器，从 Kinect 传感器生成的深度

图像中可以精确地得出使用者的骨骼信息。随着 Kinect 传感器的发布，使用 Kinect

传感器进行基于视觉的人类动作识别的研究日益增多。 

本论文使用Kinect传感器开发了可以自动检测用户在就餐活动时表现出的错误用

餐姿势并训练用户餐桌礼仪的系统。本研究使用 VGB（Visual Gesture Builder）和

AdaBoost 算法建立并训练了错误姿势的数据库，通过该数据库进行错误姿势识别。现

在已经可以对五种错误姿势进行识别，经过实验该方法的识别率达到了 93%左右。在

检测出用户的错误姿势后，系统会给用户相应的反馈并告知用户正确的用餐姿势来达

到对用户用餐礼仪的训练效果。 

 

关键词：餐桌礼仪；动作识别；Ki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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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软件定义无线电的 OFDM 接收器的设计与实现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英语强化）1208 班  刘  韬 

指导教师    王  雷 

     

在正交频分复用技术广泛用于无线通信网络的今天，许多有关无线网络的研究实

验需要频繁的介入所有的无线通信协议层，有时甚至需要深入物理层，如信道状态信

息的采集。然而，传统的无线通信技术是基于模拟电路技术实现的，由于模拟电路的

固定性，不容易进行扩展和更改，这严重限制了研究者的接入，给研究者带来许多不

便。所幸的是，软件定义无线电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方案。 

本文旨在设计并实现一个正交频分复用接收器，该接收器能用于基于正交频分复

用技术调制的 IEEE 802.11a/g/n 标准的 Wi-Fi 信号的接入及采集，且能为需要深入物理

层的无线网络研究实验提供很强的易接入性。 

本文中，通过了解软件定义无线电相关概念及体系结构来对 GNU Radio 和 USRP 

X310 构成的软件定义无线电开发平台进行解析，了解其结构、功能及使用方法；然后

基于软件定义无线电思想对正交频分复用接收器进行设计，即通过相应的帧检测算法

来对接收到的无线信号进行判别并对真正的无线帧数据做初步的解码，以上功能都采

用软件编程的方式来实现，以保证接收器的可扩展性；最后在搭建好的软件定义无线

电开发平台上对接收器进行实现并进行运行测试。 

 

关键词：软件定义无线电；GNU Radio；USRP；正交频分复用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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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手写识别计算器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 1206 班  张新鹏 

指导教师    于  红 

     

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的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不断拓新，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图像识别技术已经取得了

非常显著的成果。 

图像识别是模式识别的一个分支，依托于机器学习知识，很多算法都能够有很好

的实验表现，这些算法往往需要大量的模板数据，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训练这些模板。 

本文主要针对基本的数学表达式进行识别和计算工作，主要分为三个模块，图像

识别模块、表达式计算模块和结果展示模块。对于数学表达式，不同的笔者有着不同

的书写习惯，本系统根据不同的笔者的笔迹，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NN）方法从低级

特征映射到高级特征，再使用全连接感知器进行识别分类。图像识别模块将从 Android

相机扫描获得的含有数学公式的图像，经过识别处理得到 LaTeX 形式的字符串。LaTeX

字符串作为表达式计算模块的输入，字符串经过预处理、生成可计算元素，依托于数

据结构栈进行表达式的计算，得到计算结果的 LaTeX 形式。在结果展示模块中，将

LaTeX 字符串进行解析和封装，使用网页的形式在 Android 系统中进行展示，使得表

达式变得直观明了，增强了系统的可交互性。 

 

关键词：公式识别；卷积神经网络；公式计算；安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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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容的近似图表检索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英语强化）1206 班  王曦阳 

指导教师    李豪杰 

     

随着计算机科学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图像的获取和修改的便捷化，使得图

像的抄袭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学术领域，就存在私自修改他人文献中的图表作为已用

的现象，这种抄袭行为不仅侵犯了被抄袭者的合法权益，还对学术的发展造成了不好

的影响，而解决这种抄袭现象的有效方法就是近似图表检索。 

本文针对近似图表检索的问题，采用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算法，设计并实现了一

个近似图表检索系统。在算法设计上，该系统首先使用 SVM 根据图像 Radon 变换后

的特征将图像分为图和表格两大类，然后整合感知哈希算法和边缘方向直方图算法提

取图像的特征，考虑到检索数据量的庞大，使用了局部敏感哈希算法对数据库进行索

引。在系统实现上，采用 MVC 的设计模式，使用 git 作为版本控制工具，使用 maven

进行项目管理，使用 Spring MVC 实现系统架构，使用 MyBatis 作为数据库持久层框

架，使用 MySQL 搭建数据库。 

实验表明，对于经过剪切，放缩，拉伸，覆盖等操作的图像，在改变程度低于 25%

的情况下，本系统能够快速准确的检索出对应的原图，准确率为 94.25%。另外，系统

采用 MVC 的架构模式，算法实现与系统交互具有较低的耦合性，便于系统的拓展与

改进。 

 

关键词：近似图表检索；感知哈希；边缘方向直方图；支持向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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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属性的零样本增量学习算法研究与实现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日语强化）1201 班  龚志豪 

指导教师    王  祎 

     

本文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基于零样本的增量分类器，即在这个系统中，不仅可以

识别出没有训练样本的类别，还要不断增加新的类别或者样本来不断完善分类模型。

尽管零样本和增量这两种情况在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领域很常见，但是现在仍然没

有可以很好地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本文将从零样本和增量两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零样本的情况，可以使用一种类别与高度描述性的属性关联的方法来识别未

知的类别，比如颜色形状等特征信息，这些特征信息也叫做属性。在这个过程中，属

性识别相较于自然界物体识别来说更容易，所以可以独立地训练好属性分类器，再使

用属性与类别的对应关系来预测出待检测的样本所属的类别。这就是我们解决零样本

问题的方式：基于属性的学习方法。 

为了应对增量的情况，可以对现有的机器学习方法尤其是分类方法进行改进，本

文着重把增量的过程加入当前有最高计算效率的基于两次 QR 分解的零空间线性判别

分析（NLDA）中，作为上述零样本属性分类的属性学习方法。 

通过实验验证，根据以上描述建立的分类模型的确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说明

本文提出的方法是高效可行的。 

 

关键词：属性分类；机器学习；零空间线性判别分析；增量学习；QR 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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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哑人生活辅助 APP 的设计与实现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 1210 班  刘  琨 

指导教师    孔维强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和兴起，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衣食住行变得

简单便捷，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不管身处何地，随处可见人手一部智能手机，而

Android 系统更是占据了半壁江山。当移动应用在国内如火如荼地发展时，互联网公

司在开发应用时很少顾及到一个特殊的群体，那些聋人或者是听力有障碍的人。移动

应用可以促进聋哑人与普通人之间的交流，避免面对面聊天时的尴尬，使得语言不再

成为沟通上的阻碍。 

“大手工心”聋哑人生活辅助应用，能够随时随地为聋哑人提供手语服务，是他

们可以随身携带的翻译机，在生活中遇到任何语言交流上的问题，都可以一站式解决。

除此之外，该应用还为聋哑人群体搭建了一个问答互助平台，用户可以通过文字、图

片和手语视频提出问题，能收到满意的回答。 

本文设计的系统主要包括 Android 移动应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分别使用 SQLite

数据库和 MongoDB 数据库来存储应用服务数据以及用户信息。本文首先介绍了项目

背景，阐述了应用开发的意义和预期目标，然后讨论了应用到的关键技术。接下来，

以用户需求为基础，对项目整体进行概要设计，针对各个功能模块给出设计和实现方

案。该应用能满足聋哑人无障碍沟通的基本需求，提供的服务让他们更方便地融入社

会，有较为深远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手语服务；生活辅助；移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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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k 判别模式发现算法研究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日语强化）1204班  张思萌 

指导教师    何增有 

     

判别模式挖掘是数据挖掘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大量应用于许多的实

际问题，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近年来，虽然很多算法被陆续提出，但是如何去除模

式发现结果中的冗余模式，仍然没有很好的解决。将挖掘到的模式按照某种标准排序，

且只返回 k 个排名最好的模式，是一种简单且有效的控制模式发现结果集合大小及其

冗余程度的策略，即 Top-k 策略。然而，Top-k 策略返回的结果中仍然包含大量的冗

余模式。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条件判别模式的概念”可以有效的去除冗余模式，

但是对于如何发现 Top-k 条件判别模式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结合 Top-k 策

略与条件判别模式的概念，重点研究 Top-k 条件判别模式挖掘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种 Top-k 判别模式挖掘算法：CDTK-Z 算法。该算法采用了

DiffSup 的计量方法，同时利用上界剪枝的方法，缩小判别模式搜索空间，从而提高算

法的效率。为了测试该算法的性能和准确性，本文基于 UCI 上的多个数据集进行了实

验，实验结果表明，CDTK-Z 能够快速去除冗余的差异模式，同时还能保证挖掘结果

的准确性，是一个有着实用价值的算法。 

 

关键词：判别模式；数据挖掘；频繁模式；冗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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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C-H 数据库性能测试工具设计与实现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日语强化）1205 班  关  鹏 

指导教师    王  洁 

     

国际非盈利性机构-事务处理性能委员会（Transaction Processing Performance 

Council，简称 TPC）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内，发布了多个数据库评测标准，其中委员

会所制定的 TPC-H 性能基准被学术界和工业界普遍采用，用来决策和评价数据库在技

术方面应用的性能。该数据模型基于商业应用环境，对实际的数据库操作进行了真实

的模拟。该标准同时严格定义数据模型构造，并根据实际用户操作模拟出核心的查询

与更新操作，通过操作细节测试出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性能指标。与此同时，该标准还

对数据库的四个事务特性 ACID，也就是原子性，一致性，隔离性与持久性，进行了

详细的测试说明和发布了详细的测试标准。 

在软件的设计过程中，首先整体结构遵循标准，SUT（被测试系统）上配置数据

库，测试工具通过远程进行连接，同时为了统一数据库测试接口，采用 ODBC 方式，

因此能方便的支持所有数据库进行性能测试。其次在操作设计上，简化测试环境配置，

方便用户快速搭建测试平台，使用上简单易懂。 

软件开发完成后，拥有以下优势，首先对于选择数据库的用户而言，只有准确的

数字指标才能给予用户最直观的感受，了解到不同数据库在同一模型下的表现，进而

体现出性能的差异。其次数据库厂商虽然也可以根据标准模型进行系统优化，但只是

定性并没有定量，所以设计数据库性能测试工具能够准确地提供量化指标并有利于数

据库厂商之间的竞争，推动数据库产业发展，并由性能上的提升进而节约机器上的功

耗。 

 

关键词：数据库；性能测试；TPC-H；联机事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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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通信网络 WTB 链路层的设计与实现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日语强化）1205 班  陈威行 

指导教师    赖晓晨 

 

绞线式列车总线（WTB）是列车通信网络（TCN）体系中用于列车间分布式控制

的车辆总线，在列车控制方式逐渐由集中式转化为分布式的趋势下获得了迅速的发

展。如今我国列车事业发展迅速，但 WTB 设备仍然主要依靠进口，研发具有自主产

权 WTB 核心设备的需求日益迫切。 

本文结合 WTB 的国际标准，对 WTB 链路层的功能进行了设计与实现。本文基于

ARM 处理器芯片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eCos 进行研发，针对各个重难点均给出了可

行的设计实现方案。本文针对链路层功能多进程结构的需求，设计了事件驱动机制使

其串行化，降低了实现复杂度；设计了状态栈方案，解决了状态切换时现场保存和恢

复的问题；通过结合标准给出的功能描述，对链路层各个状态机进行了设计，并给出

了周期扫描表、消息轮询等关键的算法与策略；最后，本文对 WTB 链路层向上层提

供的接口以及链路层与处理物理信号的 FPGA 芯片之间的通信方案进行了设计。 

根据本文提出的设计与实现方案，实现了 WTB 链路层的功能，将其整合到 WTB

网卡设备中进行了全面测试。测试结果表明，相应 WTB 设备可以自动形成稳定网络

并与国外标准设备进行互联互通，本文设计实现的 WTB 链路层功能完全满足 WTB 设

备的使用需求，目前已经尝试在 CRH5 型高铁上投入使用。 

 

关键词：列车通信网络；绞线式列车总线；事件驱动；状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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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PU 的并行机器学习算法研究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 1212 班  张兴文 

指导教师    张宪超  丛  杨 

     

图形处理单元（GPU）在高性能计算方面的出色表现已经吸引了许多注意力。GPU

设计用来处理图形应用这类单指令多数据的情形。对传统的基于 CPU 的许多算法来

说，尤其在当前非常火热的机器学习算法方面，利用 GPU 的计算能力来缩短算法训

练以及处理数据的时间，仍然是一个挑战。 

本文结合具体项目实践，将传统的 K 均值算法和局部敏感哈希算法结合起来，以

提高近邻查找的效率。首先利用 K 均值算法将大量数据依据相似性进行分类，之后再

利用局部敏感哈希算法在各自的类别中快速查找最近邻。并且为了获得更好的加速效

果，本文利用统一计算架构（Compute Unified Device Architecture, CUDA）可编程性

良好的优点将这两个算法移植到 GPU 上。最后通过实验分别测试了两个算法各自的

加速比，以及两个算法结合之后的加速比，均取得了良好的加速效果。 

 

关键词：统一计算架构；K 均值算法；局部敏感哈希算法；最近邻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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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大型电商的 WEB 前端监控系统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 1212 班  李  森 

指导教师    朱  明 

     

随着移动互联网在国内的迅猛发展，电子商务正在迎来一波新高潮。随着业务复

杂度和开发难度的提高，电商网站的开发环节也需要做得更稳定更高效。经过分析，

相比于服务端或底层支持，前端无疑是最不可控的开发环节。因此，如何设计一套能

保证故障快速响应的前端监控系统就显得很重要了。 

本篇论文将设计一个可为大型电商网站提供监控数据采集、实时解析与数据可视

化支持的前端监控系统。以监控埋点为核心，以稳定性算法为支撑，以结构化数据为

补充，将电商网站中各条业务线接入进来，通过 SDK 自定义监控埋点，为前端开发

提供个性化的监控数据采集方案。日志系统与结构化数据存储提供智能预警、稳定性

系数计算的底层支持。可视化平台将数据最直观展示给用户。 

系统实现了扁平化的日志实时解析，相比于接口方式的埋点采集方案，具有稳定

性高、易拓展的优点。核心业务层支持底层容器环境变更。多种稳定性算法为实时监

控提供了算法支持，真正做到了“早发现，早处理”。 

 

关键词：前端监控系统；数据可视化；稳定性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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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多传感器数据采集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 1209 班  陈  宁 

指导教师    邱  铁 

     

无所不在的智能引起了大规模物理信息系统智能器件的联网，因此，万物无线互

联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不少高校和研究单位引进了嵌入式物联网多传

感器数据采集平台，由于大多数物联网教学平台缺乏独立性，依靠其他设备辅助才可

以完成相关实验，这限制了高校物联网课程的发展。因此，一个可扩展的集成多种传

感器的数据采集平台不可或缺。 

本项目根据实际需求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完成对物联网多传感器数据采集平台的

综合设计。本项目基于 STM32W108 开发实现，主要包括物联网硬件平台和上位机两

个部分。在设计本项目的过程中，我阅读大量的相关资料，并详细分析了数据采集平

台的具体架构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在实现操作过程中，首先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需

求分析，然后根据问题的可行方案和需求分析，进行平台系统的总体设计，包括硬件

平台和上位机平台。同时，为了后续的便利开发，我将功能模块化，并为每个模块设

计单独的 UI 并编写采集数据和相互通信的代码，确保每个模块都可以和上位机通信。

最后，将所有模块整合，实现了具有功能可扩展的物联网多传感器数据采集平台。此

平台能够独立的完成相关物联网实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教学需求，加强学生对物联

网的认识，提高实践技能，并为学生们提供便捷的开发环境。 

本文中，调查了物联网多传感器数据采集平台的相关背景。然后，具体阐述了物

联网多传感器数据采集平台的架构，并详细描述了每个模块 UI 设计及实现原理，以

及通信过程。其次，对上位机的数据处理、存储等功能进行了详细介绍。最后，对整

个教学平台进行综合测试，该平台实现了所有设计的功能并达到设计要求。 

 

关键词：物联网；STM32W108；传感器；嵌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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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旋翼飞行器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 1207 班  佟源洋 

指导教师    赖晓晨 

     

近年来四旋翼飞行器发展迅猛，以四旋翼飞行器为载体的各种应用也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对于科研团队而言，开发出一套稳定的四旋翼飞行器飞行控制系统是最为关

键的一步，飞行控制系统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四旋翼飞行器的应用水平。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套四旋翼飞行器飞行控制系统，硬件上采用基于 ARM 的

STM32F407 处理器作为主控芯片，MPU6050 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HMC5883 磁力计

共同组成九轴姿态感测模块，MS5611 气压计结合超声波模块和加速度计融合高度信

息。在算法上，采用矢量乘积误差 PI 跟踪算法进行姿态解算，采用多级 PID 设计实

现控制算法，采用基于人工势场的方法规避障碍物，采用 INS/GPS 组合导航相实现智

能定点飞行，还实现了自主起降算法，同时研究各种优化算法进而提升飞行器在恶劣

环境下的性能。软件上本文还实现了图像采集与传输，移动终端远程控制，还支持了

ROS 系统下室内运动捕捉系统 VICON，DJI-SDK 接口结合 A3 飞控和 Guidance，实现

室内悬停算法。 

经过对本文实现的四旋翼飞行控制系统的开发与测试，已经实现了该系统的基本

需求，最终本系统完成了硬件、算法和软件设计并做出了实物模型，为研究四旋翼飞

行器提供了一种设计方案和案例。 

 

关键词：姿态解算；组合导航；飞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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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术网络的师生关系识别算法研究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 1207 班  刘嘉莹 

指导教师    许真珍 

     

在社交网络信息中往往包含着大量的社会关系，师生关系是众多社会关系中的一

种。通过识别学术合作网络中的师生关系可以使很多社会关系研究从中受益，比如导

师评价、导师推荐、对学者学术生涯的研究等。但是学者之间的师生关系经常是隐藏

着的，没有进行具体而又明确的分类；现有关于学术网络的研究中也没有生成师生关

系数据集。因此本文着重于在学术合作网络中，寻找一种较为准确的师生关系识别算

法。 

本文以深度学习中的自动编码器模型为基础，基于 DBLP 数据集与获取到的师生

关系对，把合作网络中的学者的个人属性与合作网络属性作为自动编码器的无标签数

据输入，用无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学习样本特征，通过编码器逐层训练，最后进行有

监督的微调与分类，从而得到学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师生关系。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

次将深度学习模型应用于师生关系识别。实验证明了本文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准确

率达到 92%），并且验证了与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相比，文中提出的基于深度学习的

师生关系识别算法具有更高的实验准确率。 

最后，基于 DBLP 数据集，利用以自动编码器模型为基础的师生关系识别算法，

生成了关于 DBLP 数据集中可能存在的师生关系集。在此数据集基础之上，日后将进

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关键词：深度学习；师生关系识别；自动编码器；DBLP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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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压缩感知的成像系统设计与实现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网络工程 1203 班  朱  琛 

指导教师    刘  斌 

     

传统的香农采样定理指出，当采样频率达到奈奎斯特频率（模拟信号频谱中的最

高频率）两倍以上时，才能由采样信号精确的恢复出模拟信号。但是随着信息量的增

加，信息的信号带宽越来越大，而以香农定理为基础的信息采样框架要求的采样频率

也越来越高。解决这些问题的常用方法是信号压缩。但是，信号压缩浪费了大量资源，

因为很多冗余的信息在压缩过程中被丢弃。 

在 2006 年，Donoho [1]等人提出的压缩感知方法为信号采样技术带来了革命性的

突破，该方法能够以远低于香农采样定理所要求的采样率进行采样和重构。压缩感知

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 

压缩感知方法以远低于奈奎斯特频率对信号进行采样，通过最优化问题准确重构

出原始信号。所以与传统的信号压缩相比，压缩感知方法具有突出的优点和广泛的应

用前景。 

作者在本文中首先综述性的阐述了压缩感知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理论，介绍了一套

图像采集方案，利用了一些优秀的算法实现了图像的特定分辨率重构。然后基于序列

式哈达玛矩阵的特殊性质，研究出了两套不同的渐进式成像方案，并结合上述工作，

设计出了一套完整的基于压缩感知理论的图像采集与重构系统。最后对该系统未来的

发展方向做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和探索。 

 

 

关键词：压缩感知；图像重构；测量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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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DSA 的脑血管图像分割系统设计与实现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 1211 班  郑凯迪 

指导教师    刘  斌 

     

本文从另一种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脑血管分割方法。在该方法中，第一步对蒙片

和活片上的特征点进行检测，对相同约束条件下的图像特征点进行筛选。第二步，对

特征点进行聚类，实现了蒙片和活片上特征点集的相减。第三步，使用基于灰度梯度

的思想，对剩余特征点的位置进行调整。最终，使用了区域生长算法和局部阈值算法

相结合的方法，对图像进行分割。最后的实验结果表明了该方法的优良特性，最后分

割出来的脑血管图像的质量很高。该算法可以为 DSA 介入治疗和临床手术提供准确

的血管图像数据。 

本文中还实现了可供医生使用的脑血管分割系统，该系统使用 MFC 框架和

OpenCV 图像库，利用了多线程技术使得程序在长时间后台计算时仍然运行良好。该

程序在 windows 系统下运行，将医生所输入的活片和蒙片集合，以及最后程序运行得

到的脑血管图片展示出来，经过多次测试使用，运行结果良好，对于医生脑血管病变

的诊断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关键词：DSA；图像分割；特征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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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间索引的基因测序大数据存储和查询系统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英语强化）1203 班  吴  波 

指导教师    冯  斌 

     

随着测序技术的发展，基因测序成本不断降低、速度不断提高，另一

方面，基因与疾病间的关联关系逐渐被揭示。近几年，不断有研究者提出

基于基因信息的疾病基因的预测软件和基因疾病的关联模型，可以预见接

受基因测序以规避疾病风险将成为人们的主流选择。 

由于基因测序产生的数据量巨大，对测序数据的存储查询成为目前研

究中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以上背景，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区间索引的

基因测序大数据存储查询系统，为测序数据的存储查询提供了有效的解决

方案，为后续分析提供了支持。首先，本文基于现有的一种区间索引算法

设计了存储查询系统的索引算法，用于对测序大数据建立索引。此外，本

文基于 samtools 工具设计了数据的预处理流程，完成对测序数据的精简和

筛选，并基于阿里云的表格存储服务和对象存储服务搭建测序数据存储服

务，用于将处理后的测序数据插入表格。最后，本系统采用基于 Python 语

言的 flask 框架编写 web 应用以提供测序数据的范围查询服务。实验证明，

本系统在处理测序数据上性能良好，查询响应速度较快，满足了实际运用

的需求，具有良好的可推广性。 

 

关键词：基因测序；大数据；区间索引；云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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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TADP:一种 WRSN 实时协同调度算法的设计与实现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英语强化）1203 班  王志远 

指导教师    林  驰 

     

近年来，无线传感网络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团体的关注。无线传感网络中的传

感器节点的生命时间决定了整个网络的性能，而传感器节点的能源问题是影响工作时

间的重要因素。然而，无线传输技术的提出为这一的问题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利

用可移动的能量源为无线传感器节点进行能源补给，实现节点的续航，保障无线传感

网络的正常工作。 

一个良好的充电调度算法成为了无线充电传感网络(WRSN)领域研究的重点，而

良好的充电性能成为了重中之重。在本篇论文中，提出多个移动能量源的时间空间混

合优先级调度算法(Multi-TADP)。算法将区域划分成多个网络子区域，结合了空间因

素和时间因素，设计时间优先级权重和空间优先级权重，在多能量源的实时协同工作

下实现对整个网络中的无线传感节点进行充电。根据形成的优先级队列，逐一为节点

充电。在提出算法后，进行了大量的仿真实验来证明该算法的可行性。 

一方面研究时间空间权重比、移动能量源的移动速度等多个因素对算法的影响，

一方面从最大任务队列长度、吞吐率等多个角度与其他算法进行比较，对算法进行了

评估，证明该算法的优越性。而仿真实验的结果表明，算法确实提高了无线传感网络

的稳定性，并且具有良好的性能表现。 

 

关键词：无线传感器网络；优先级算法；充电调度；多能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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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安卓系统的传感器驱动优化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日语强化）1207 班  郑炜明 

指导教师    徐  博 

     

Android 系统是由 Google 公司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开发的一种开放源码的操作系

统。其问世至今，在移动市场的占有率超过 85%，远超 IOS 和 Windows 系统。Android

发展迅猛的关键原因有三点，一是优质的开源系统，二是良好的硬件支持，三是拥抱

云端。由于安卓系统的开源性，使得安卓平台的应用程序爆发增长，大部分都是免费

应用，其中不乏经典优秀的作品，系统开源还使得手机价格相比于其他系统有更大的

优势；良好的硬件支持则体现在 Android 系统对于硬件配置有着严格的要求，其兼容

的传感器种类多达数十种，极大丰富了手机的功能，同时提高了用户体验；拥抱云端

指的是安卓系统与应用对于互联网的依赖，这极大的便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本文关注 Android 系统的前两个特点，主要分析的是 Android 系统是如何兼容多

颗 Sensors，Sensors 在 Android 系统中如何工作，以及对 Sensors 的性能进行优化。其

中的 Sensor 为微电机传感器，是智能手机不可或缺的基本设备模块。Android 系统通

过控制并接收传感器数据，可以得到手机所处环境的数据，例如：手机自身加速度、

角速度、手机指向的方位、与目标物体的距离、手机周围的光强等数据，系统对这些

数据进行整理并上报给应用程序，提高了应用的内容质量，丰富了人机互动方式。 

公司的大部分项目均基于 MTK 和展讯平台，所以本文中提到的平台代码均为上

述两个平台。其中 zal1506 项目基于 MTK 的 MT6735 平台，zsl859 和 zsw1511 项目基

于展讯 SC9832 与 SC7731 平台，其代码结构在 HAL 层与 Kernel 层中会与高通平台有

较多不同。 

 

关键词：传感器；Android系统；内核；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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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概率模型检测的嵌入式软件可靠性分析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日语强化）1201 班  金  浩 

指导教师    侯  刚 

 

随着现代计算机理论与技术发展，大量嵌入式设备和系统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

天、汽车电子、军事医疗、工业控制等领域。由于嵌入式软件自身需要与硬件实时交

互的特点，导致软件设计、开发和测试都异常困难保证。因此，研究嵌入式软件可靠

性验证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模型检测作为一种验证有限状态系统满足规范的形式化方法，由于检测过程在算

法支持下可以自动执行，因此，被越来越多研究者或工程人员用于对软件安全性、活

性、公平性等功能属性进行可信性验证。此外，近年来，很多学者也运用概率论、随

机过程等手段，采用模型检测技术对软件性能进行可靠性评估。 

基于上述思想，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概率模型检测（Probabilistic Model Checking）

的嵌入式软件可靠性验证方法。通过连续时间马尔可夫链（Continuous Time Markov 

Chain，CTMC）建模嵌入式软件的不确定行为，通过连续随机逻辑（Continuous 

Stochastic Logic，CSL）刻画嵌入式软件可靠性属性，并通过概率模型验证工具 PRISM

分析嵌入式软件模型是否满足可靠性属性。最后，通过智能清扫机器人和工作站通信

两个实例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嵌入式软件；可靠性分析；模型检测；连续时间马尔可夫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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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 上数据流相似性匹配算法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日语强化）1207班  李志峰 

指导教师    周  勇 

     

在各个领域的实际应用中，数据通常被分为 2种形态，静态数据和流动着的数据。

数据流即是流动着的数据的名称，由于其具有海量数据、流动快速、变化实时性以及

单次扫描等特性，使得对数据流进行挖掘相较于对静态数据处理更为复杂、繁琐。GPU

作为一种并行计算能力突出，存储器带宽高的新兴流处理器而受到了业内的广泛关

注。 

  时间序列是把某一现象的某一个统计变量随着时间流逝而在各个时间点上的

值，按照时间的增长次序排列而成的序列。时间序列分析是一种定量预测方法，又称

为简单外延法。在统计学中被广泛应用为一种预测方法。时间序列法在二战前常被应

用于经济领域的预测。在二战中和二战后，在军事领域、空间科学领域，气象预测领

域以及工业自动化等领域被更加广泛的应用。时间序列分析（The times series 

analysis）是一种流动数据处理的统计方案。这个方法是基于随机过程原理和和数理

统计办法，研究随机实际数据序列所依据的统计规律，然后用于解决实际生活中问题。 

  对于不同时间序列相似性度量方面，目前为止出现很多种度量方法，例如

Euclidean distance（欧氏距离）、Edit distance（字符距离）、DTW（动态时间规整

算法）、LCSS（最长公共子序列）、Geodetic distance(测地线距离)等，对于这些算

法，都在不断的被优化，以提高运算效率来减少运算时间。但是这些算法都是基于 CPU

的，用串行算法来实现的，由于了解到 GPU的并行运算能力突出，因此在本文试图将

时间序列相似性度量算法中的一种改为并行实现。 

  本文选定了 DTW（动态时间规整）算法，对其进行优化，将算法基于 GPU实现。

DTW 算法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时间序列相似性度量方法，是基于距离矩阵实现的。因

此，将其改为并行实现的难点即是如何将距离矩阵的构建用并行来实现。经过对 GPU

硬件构造以及对算法的深入探究，最终实现 DTW算法的并行，与传统的 DTW算法的相

比较，实现了 10数倍的提升。 

关键词：DTW；GPU；数据流；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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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博弈算法与机制的实现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软件工程（英语强化）1213 班  张  坤 

指导教师    李明楚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愈发追求和谐幸福的生活。然而，愈演愈

烈的恐怖主义袭击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对于一些重大的目标，如

地铁、火车站和机场等基础公共设施，无时不刻不在面临着巨大的恐怖主义袭击威

胁，这使得其安全保卫问题尤其变得更加重要。然而，由于安全保卫资源有限性，

使得这些目标不可能时时刻刻处于保护的状态下。如何安排设置我们的安全保卫资

源，来获得一个收益最大的安全保卫效果就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博弈论的形成和不断发展，为解决这一个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通过构建恰当的数学模型，提出可以解决的高效的算法，为合理布置安全保卫资源

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法。本文提出并分析了一些博弈尤其是安全博弈方面的相关算

法的机制，并用 C 高级语言进行了实现，并结合实际应用举例，展现了算法的实际

应用场景。 

本文主要分析并实现了纯策略纳什均衡求解算法、博弈树搜索算法以及安全博

弈中的斯塔克伯格博弈求解算法。最后设计了三个博弈算法的具体应用场景，通过

解决实际问题来进一步体现博弈论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应用价值。 

通过解决设计的实际应用问题，为具体应用博弈论相关算法提供了参考案例。

本文的成果可以为以后的博弈相关研究提供实践支持与参考。 

 

关键词 ：博弈论；安全博弈；算法实现；应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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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PU 的光场图像处理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 1205 班  刘睿洋 

指导教师    樊  鑫 

     

本文总结了当今主流渲染算法流程及存在的问题，包括基于几何的渲染和基于

图像的渲染方法。本文重点实现了光场渲染算法，并借助 OpenVR API 部署于 HTC 

VIVE 平面进行展示。 

光场，是对空间中光线的四维函数表达。不同于全光函数，光场以相机平面、

图像平面两个平面确定空间中的一条光线，将全光函数数据量由七维将至四维。 

光场的出现对虚拟现实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虚拟现实，即为“虚拟的现实”，

而传统基于几何的渲染方式很难满足人们对于“真实的要求”，且虚拟现实视角变

动要求程序具有实时重对焦能力，传统渲染方式必须通过重渲染来实现重对焦，从

而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延迟。另一方面，全景照片虽然可以满足用户对真实度的需求，

但单一二维图片并不能重建场景三维立体信息，从而不能支持世界坐标方向上的视

点位置移动，即只支持用户在特定观察位置进行头部转动，也无法获得立体视觉体

验。光场，很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借助光场我们可以用有限数量的二维图片恢

复较完整的三维场景信息，并通过插值计算新视角下的图片。在保证流畅度的前提

下，完成场景重对焦，以适应观察者观察位置的变动。 

本文包括以下几部分： 

1.渲染管线阐述，包括基于几何的渲染及基于图像的渲染 

2.光场渲染算法描述，详细描述光场渲染算法 

3.光场渲染算法程序实现，基于 OpenCV 设计程序 UI，便于用户实时调整视差、

观察位置等参数 

4.HTC VIVE 展示，基于 OpenVR API 将光场渲染程序部署于虚拟现实平台 

 

关键词：光场渲染；几何渲染；图像渲染；虚拟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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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经信委电子政务平台设计与实现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英语强化）1202班  吕梦天 

指导教师    马瑞新 

 

内蒙古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是由原内蒙古自治区经委、信息化工作办、国防科工

办、农牧业产业化等单位于 2010 年 4 月正式合并组成的新的内蒙古政府组成机构。

之前各部门之间业务数据都是彼此独立分割的，这样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

部门协同办公的效率。由于部门的合并，拥有一个能够统筹管理各部门人员以及工作

的管理平台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建立电子政务平台已成为内蒙古经信委迫切的需

求。 

本文通过与相应人员沟通之后，对业务需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进行了详细的需

求分析，对平台进一步进行规划。最终，本文采用 ASP.NET 和 SQL Server 技术，通

过 B/S 架构设计和实现了该平台。并且还基于 Android 开发了对应的移动 APP，更加

方便人们的使用。该平台分为了经信资讯、信息公开、网上办事、互动交流、经信专

栏、专题聚焦、党建工作 7个板块。并且每一个板块还包含若干子板块，例如，信息

公开下面的公开目录、依申请公开，网上办事板块下面的事项申报，互动交流下面的

主任信箱等。这样的结构使得业务逻辑更加清晰明朗。其中，经信资讯、经信专栏、

专题聚焦、党建工作主要是用来展示不同类型的新闻；信息公开主要是政府对群众公

开的信息，使政府办公更加透明化；网上办事为民众提供了在网上进行事项申报的平

台；互动交流为民众和政府人员的沟通提供了便捷的桥梁。 

目前该系统已经正式投入使用，提高了政府办公的效率，也为社会公众与政府机

构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桥梁。 

 

关键词：网上办事；信息公开；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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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BR 中虚拟视点合成图像质量度量方法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日语强化）1201 班  吕正义 

指导教师    许真珍 

 

    近年来，视频技术迅速崛起。许多新的应用，如 3D 视频（3D video 3DV）和自

由视点视频（free-viewpoint video FVV）已经出现，来满足近年来超越二维视频的

视觉体验新要求，带来更加逼真的感觉。自由视点视频可以允许观众控制观看视点，

带来更好地交互体验。基于深度信息的 3D 场景需要用纹理图像和深度图像来描述，

带有深度信息可以减少视频传输的带宽，节省流量。但是合成的虚拟视点图像是通过

计算得到的而不是拍摄得到的。因此虚拟视点合成图像的质量好坏会影响用户的体

验。评估虚拟视点合成图像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的主要贡献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在有原颜色图像和深度图像的情况下，提出一种基于 JND 的虚拟视点合成图像

全参考度量方法。JND 模型考虑了图像中亮度掩蔽效应和对比度掩蔽效应对人类视觉

系统造成的影响，并与其他客观全参考图像质量度量方法进行比较，JND 模型能够很

好的模拟人类视觉系统对于图像质量的评价。 

    2.在没有原颜色图像和深度图像的情况下，提出了基于图像空洞的虚拟视点合成

图像无参考度量方法。在无参考度量模型中，通过 Middlebury Stereo 2005 datasets

数据库的颜色图像和深度图像，采用 DIBR 算法获得颜色图在不同视点下的虚拟合成

图像，无参考度量模型核心算法是计算虚拟合成图像对空洞的亮度掩蔽效应值和虚拟

合成图像空洞的纹理掩蔽效应值和空洞率，这三个度量属性相结合建立虚拟视点合成

图像无参考度量模型。无参考度量模型反映了虚拟视点合成图像质量，很好反映了原

深度图像的质量。对符合质量要求虚拟合成图像，该模型可以免除服务器向客户端发

送该视点下图像，减少图像传输的流量和带宽，从而改进三维数据传输效率。 

    3.基于深度图像的远程绘制应用的可扩展性受到工作负荷和网络带宽的影响，特

别是移动终端应用。 

 

关键词：恰可识别误差；全变分；全参考；无参考；虚拟视点合成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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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微信公众号的科研信息聚集平台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工程（英语强化）1207班  邵  帅 

指导教师    刘  宇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崛起以及智能手机的大范围普及，微信作为一种新兴的传媒媒

介，对人们的生活和信息传播的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各种新闻信息也在借

助这一平台向大家传播和扩散。然而，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信息涉及领域五花八门，里

面含有大量的文字，语音，图文信息，涉及到诸多领域。针对这种情况，本次毕设便

着手开发一个能够在繁杂的信息环境中抽取信息并分类文本的平台。尤其在近几年的

“微信热”中，这一领域特别有研究价值。本次毕设采取的主要技术手段为网络爬虫

和文本分类的方法，首先获取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再判断该信息是否是与科研相关并

将其分类。 

    本文顺应时代的需求，针对特定受众，为他们提供微信平台上少而精的新闻文章，

并实现将其分类为是否与科研相关、共享、评论等功能。其核心问题是采用机器学习

中 svm分类模型的算法将文本进行分类，主要分为收集样本，提取样本特征，训练模

型三个步骤。通过对文本分类不正确时的修改、回溯、在训练的过程使本平台分类的

准确率越来越高。并最终将本平台扩展为一个可以多分类多来源的平台。 

 

关键词：微信平台；Web;svm;liblinear;网络爬虫；结巴分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