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十七届“挑战杯”重庆大学选拔赛复赛入围作品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一、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作品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CQU-TZB-001 基于手机传感器的***测试 郭飞羽 

CQU-TZB-002 N,N'-二苄基邻苯***制备 马侑才 

CQU-TZB-003 基于***传感器用于原位检测活细胞释放的活性氧 王雪琪 

CQU-TZB-004 配筋***受拉刚化性能研究 陈舒琦 

CQU-TZB-005 基于***的装配式大跨楼盖连接节点性能研究 张家彰 

CQU-TZB-006 弯道条件下车辆***控制设计 陈志跃 

CQU-TZB-007 铝酸盐-碳酸钙***的改性技术 李  一 

CQU-TZB-008 多组分混合下的***检测与分子模型解释 郭廷菲 

CQU-TZB-009 基于***的版权保护系统研究与实现 卢俊泽 

CQU-TZB-010 层式***热气流组织机制研究 冯  璇 

CQU-TZB-011 基于***的 LNG动力货船冷藏箱设计与优化 方智聪 

CQU-TZB-012 智能***的电场调控特性研究 周昱萱 

CQU-TZB-013 基于***的宫颈细胞自动检测 雷雅杰 

CQU-TZB-014 一种具有***的 MOF衍生材料 陶  莹 

CQU-TZB-015 燃料电池汽车***预测与测试评价研究 王昭清 

CQU-TZB-016 基于***的多维汽车行驶状态观测器 罗泽远  

CQU-TZB-017 磁性硅藻土复合材料***研究 张益帆 

CQU-TZB-018 CRISPR-Cas 体系在***的应用 冯若阳 

CQU-TZB-019 重大卫生事件下基于***的防疫医院选址研究 周可伊 

CQU-TZB-020 基于***的人脸识别技术前沿进展 向花仪 

CQU-TZB-021 基于***的压力传感器 邹  亿 



CQU-TZB-022 对于大学生在***困难的解决办法 李鹏飞 

CQU-TZB-023 传统民居中的节能理念在***建筑中的应用 蒋雅婷 

CQU-TZB-024 长链非编码 RNA 在***治疗中的应用 钱羽辰 

CQU-TZB-025 新型冠状病毒致病机理和病毒生理知识***方法研究 熊诗雨 

CQU-TZB-026 新冠肺炎疫情态势***方法 李嘉燊 

CQU-TZB-027 新能源汽车在***方面的现状分析及其改进措施 马镇财 

CQU-TZB-028 一种***的制备及其絮凝机理的探究 杨丽莎 

CQU-TZB-029 SlNAT2在***中的功能及调控机制解析 张  宇 

二、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作品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CQU-TZB-030 抗战时期***卫生实践研究 秦子琦 

CQU-TZB-031 贫困地区农村中学***应用研究 王琼莹 

CQU-TZB-032 短视频平台与用户著作权***平衡 朱彦霖 

CQU-TZB-033 小微企业对***的需求意愿及内容的调查研究 应淑怡 

CQU-TZB-034 从***视角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问题 王星峦 

CQU-TZB-035 “打工人”如何摆脱*** 周  洵 

CQU-TZB-036 后脱贫时代***的困境与出路 武润天 

CQU-TZB-037 内陆自贸试验区制度***调研报告 蒋  欣 

CQU-TZB-038 广东河婆朝觐***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张郁纷 

CQU-TZB-039 质造新时代 张妙琪 

CQU-TZB-040 能源结构和空气污染对***的影响研究 陈锡毅 

CQU-TZB-041 汉语母语者学习***的优劣势比较分析 范俊杰 

CQU-TZB-042 远程审判运行的***研究 靳梦甜 

CQU-TZB-043 青木成椿 何玉莲 

CQU-TZB-044 从未成年女性***的修正 肖庆铃 

CQU-TZB-045 公司代理***商誉的关系研究 程纪源 



CQU-TZB-046 楼下“天地”，不可“儿戏” 冯韵洁 

CQU-TZB-047 新时代文化碰撞下***的建设前路探索 陈欣宇 

CQU-TZB-048 从“考什么”到“学什么” 谢沂均 

CQU-TZB-049 中国银行与美国银行业***对比 蒲  鹏 

CQU-TZB-050 新冠疫情冲击下***责任履行研究 曾文丽 

CQU-TZB-051 高空抛物***的认定 曾  渝 

CQU-TZB-052 众志成城与众智成城 卢春花 

CQU-TZB-053 收货沙漏 张  策 

CQU-TZB-05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的***管理研究 晏永安 

CQU-TZB-055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报告 孙培尧 

CQU-TZB-056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习得 王  琦 

CQU-TZB-057 通过社交媒体寻找***困扰的人 尤澜涛 

CQU-TZB-058 重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刘晓语 

CQU-TZB-059 中国当代***礼仪研究 田斯瑞 

CQU-TZB-060 在校大学生***工作室的传播策略 余明璇 

CQU-TZB-061 无障碍***社会扩散动力机制与对策调查 吴钟影 

CQU-TZB-062 网络小额贷款的***管控 程  鹏 

CQU-TZB-063 “三条红线”下***优化分析 杨雨卿 

CQU-TZB-064 职场女性***保障研究 陈怡婧 

CQU-TZB-065 新冠疫情海外蔓延背景下***权益保护 梁若钤 

CQU-TZB-066 中美教育体制差异下***教育发展道路 孙钰洁 

CQU-TZB-067 基于人群行为轨迹的***活力研究 李蕴婷 

CQU-TZB-068 口腔***行业分析报告 彭靖怡 

CQU-TZB-069 基于 Agent 的***优化研究 刘  楠 

CQU-TZB-070 移动通讯时代***记忆研究 王斯诺 

CQU-TZB-071 大数据时代下基于***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研究 刘琳琪 

CQU-TZB-072 学前教育***的困境与突围 何依婷 



CQU-TZB-073 文化生活质量与离婚率关系的***研究 贺赵东方 

CQU-TZB-074 重庆近郊乡村***现状调查及评价分析 郭雨寒  

CQU-TZB-075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问题和困境 张舒扬 

CQU-TZB-076 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纲要 宋  超 

CQU-TZB-077 用爱战胜“艾” 卢明玥 

CQU-TZB-078 儒家传统文化对于***的指导价值 彭业恒 

CQU-TZB-079 城市***的空间治理 吴辰达 

三、科技发明制作作品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CQU-TZB-080 智能***机器人 蒋自强 

CQU-TZB-081 一种***水杯 况雨岑 

CQU-TZB-082 基于***的万向跑步机 唐  昊 

CQU-TZB-083 基于***的多功能保暖冲锋衣 李定能 

CQU-TZB-084 曳引式电梯驱动主机故障*** 罗  丹 

CQU-TZB-085 MAGARTS  张荣宇 

CQU-TZB-086 水处理***系统 吴逸飞 

CQU-TZB-087 ***土壤原位修复新技术 张  桐 

CQU-TZB-088 EasyCQU  鲍世龙 

CQU-TZB-089 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系统 高鸿成 

CQU-TZB-090 城市森林 刘  一 

CQU-TZB-091 基于双目视觉的***系统 曾祥于 

CQU-TZB-092 智能旋转*** 孟宪威 

CQU-TZB-093 基于***用于风能收集和自供电风速传感 袁松雷 

CQU-TZB-094 L型雨水口*** 杨珺淩 

CQU-TZB-095 一种基于***的分层疲劳监测系统 周  昆 

CQU-TZB-096 耳挂式***连续测量装置 蒋明轩 

CQU-TZB-097 单目目标识别与定位神经网络-MoNet3D的***实现 王鑫瑞 



CQU-TZB-098 自动控制宽频多功能***装置 凌敏航 

CQU-TZB-099 球形协同探测*** 王嘉斌 

CQU-TZB-100 基于***的车队透传应用设计与实现 王宁暄 

CQU-TZB-101 一种老年人关怀机器人***设计 葛广谞 

CQU-TZB-102 基于 m-DLD的***研究 何传捷 

CQU-TZB-103 一种***的节能化空调定向送风装置 吕俊蒙  

CQU-TZB-104 一种***无人机设计 邓司琪 

CQU-TZB-105 基于***的非酶葡萄糖传感器 陶  莹 

CQU-TZB-106 融合***的智能在线水质安全预警设备 李星权 

CQU-TZB-107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系统研究 张晓雷 

CQU-TZB-108 ***鳍机器人 史亦朝 

CQU-TZB-109 基于***的飞行器电力供应方案 黄俊岚 

CQU-TZB-110 智能***训练器 王铁栋 

CQU-TZB-111 柔性***调度方法 刘仕伟 

CQU-TZB-112 基于***的用户识别系统 袁塑钦 

CQU-TZB-113 一种健康便捷***使用装置 荀  航 

CQU-TZB-114 足球管家 韩翔宇 

CQU-TZB-115 “氢”力太阳*** 张宇飞 

CQU-TZB-116 聚焦于等离子体刻蚀的***系统 王丽丽 

CQU-TZB-117 一触即发 刘森昊 

CQU-TZB-118 智能***系统 梁华林 

CQU-TZB-119 基于智能手机的***方法和系统 张  澳 

CQU-TZB-120 脉搏士 王旭鹏 

CQU-TZB-121 一种新型的智能电动***车 代锋钰 

CQU-TZB-122 云图三维 刘  鑫 

CQU-TZB-123 全自动控制***机 王瑛瑶 

CQU-TZB-124 基于***的全向轮机器人里程计系统 李青燕 



CQU-TZB-125 基于热湿交换的***装置 李得平 

CQU-TZB-126 一种***收割机器人 王卓麟 

CQU-TZB-127 高功率***技术及应用 何  刚 

CQU-TZB-128 智能***电子鼻 卢梦晨 

CQU-TZB-129 四足机器人的*** 王  帅 

CQU-TZB-130 智企相 谢  彪 

CQU-TZB-131 逆流式***空调 赖玺文 

CQU-TZB-132 一纸鉴血 陈恒屹 

CQU-TZB-133 多级模型火箭*** 谭  利 

CQU-TZB-134 金枝玉液 高晨煜 

CQU-TZB-135 基于物联网的***机器人 李欣怡 

CQU-TZB-136 易置***灭菌器 余  波 

CQU-TZB-137 灾后***机器人 肖  洋 

CQU-TZB-138 利用***合成蚕丝蛋白 钱羽辰 

CQU-TZB-139 一种初期雨水***装置 刘佳龙 

CQU-TZB-140 光驱电解 蔡陈仪 

CQU-TZB-141 一种变电设备***装置的研究 谭  天 

CQU-TZB-142 基于***对拖实验平台的开发及应用 温紫豪 

CQU-TZB-143 基于***的车辆超载超限智能检测与预警系统 杨雅婷 

CQU-TZB-144 基于***的运动姿态矫正系统 赵志威 

CQU-TZB-145 基于老龄化视角下的***设施创新设计 刘雨欣 

CQU-TZB-146 便捷型钢笔 左  林  

CQU-TZB-147 快递点自动化***系统 王庆林 

CQU-TZB-148 基于深度学习的***状态分析系统 廖梁豆 

CQU-TZB-149 基于 MATLAB的 GUI 界面设计制作***分析模型 段佳宇 

CQU-TZB-150 膳点侠***机器人  周  雪 

CQU-TZB-151 响应曲面法***的烧制工艺 赵筠康 



CQU-TZB-152 一种辅助静脉穿刺的***装置 张灿灿 

CQU-TZB-153 一种高亮度、高相干性***的设计 吴雨辰 

CQU-TZB-154 尾矿库***措施研究 赵筠康 

CQU-TZB-155 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装置的研究 许鸿翔 

CQU-TZB-156 全菌覆没 张豪杰 

CQU-TZB-157 公共安全***监控系统 钟锦涛 

CQU-TZB-158 用于超声乳化手柄的***设计及实验研究 王铃淇 

CQU-TZB-159 婴幼儿爬行运动***系统设计 付子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