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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玉菡 1049798766 全日制非定向 武汉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解庆（武汉理工大学）、白立华（武

汉理工数字传播工程有限公司）
否

2 王同乐 1049798305 全日制非定向 福州大学 网络工程 华东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孙泽懿（明略科技）、姚小妮

（51world）
否

3 王俊印 1049799285 全日制非定向 山东中医药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青岛科技大学 计算机技术 朱习军、王传旭（青岛科技大学） 是

Hui Li, Junyin Wang, Lingwei 
Xu, Shujun Zhang,Ye Tao，

Efficient and accurate object 

detection for 3D point

clouds in intelligent visual 

internet of things，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2020.（导师一作

学生二作）
4 王颖 1049799480 全日制非定向 安阳工学院 工程管理 安徽工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潘瑞林、郜振华（安徽工业大学） 否

5 邓渝 1049798788 全日制非定向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通信工程 淮北师范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陈得宝、葛方振（淮北师范大学） 否

6 田欢欢 1049798267 全日制非定向 河南中医药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河南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赵文涛、朱世松（河南理工大学） 否

7 冯晓平 1049798738 全日制定向 工程兵工程学院 桥梁工程 清华大学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王乾坤、戚欣（武汉理工大学） 否 科研经费博士

8 刘开 1049799201 全日制非定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信息安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软件工程 汪炀、李金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否

9 刘晓亮 1049798954 全日制非定向 滁州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湖南工商大学 计算机技术 蒋伟进、熊曙初（湖南工商大学） 否

10 杜成虎 1049799282 全日制非定向 武汉工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武汉纺织大学 软件工程 姜明华、胡新荣（武汉纺织大学） 是

Chenghu Du, Feng Yu, Minghua 

Jiang, Ailing Hua, Xiong Wei, 

Tao Peng, Xinrong Hu，VTON-

SCFA: A Virtual Try-On 

Network Based on the Semantic 

Constraints and Flow 

Alignment，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2022.

11 李雪梨 1049799339 全日制非定向 河南理工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河南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霍占强、罗军伟（河南理工大学） 是

Zhanqiang Huo，Xueli Li，
Yingxu Qiao，Panbo Zhou，Jing 

Wang，Efficient 

photorealistic style transfer 
with multi‑order image 
statistics，Applied 

Intelligence，2022.（导师一作
学生二作）

12 吴瑞 1049798891 全日制非定向 河南农业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河南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姜国权、霍占强（河南理工大学） 是

Guoquan Jiang，Rui Wu，

Zhanqiang Huo，Cuijun Zhao，
Junwei Luo，LigMSANet: 

Lightweight multi-scale 

adaptiv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or dense crowd counting，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2022.（导师一作

学生二作）
13 邹琪翔 1049798980 全日制非定向 武汉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娄平、李达（武汉理工大学） 否 海南专项

14 张宗福 1049799126 全日制定向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华南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何国辉（五邑大学）、曾碧卿（华南

师范大学）
否



15 张培良 1049799428 全日制非定向 山东农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连大学 软件工程
车超（大连大学）、金博（大连理工

大学）
是

Zhang Peiliang, Wei Ziqi, Che 

Chao*, Jin Bo，Deep MGT-DTI: 

Transformer network 

incorporating multilayer 

graph 

information for Drug–Target 

interaction prediction，

Computer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2022.

16 陈攻 1049798330 全日制非定向 武汉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吴云韬、卢涛（武汉工程大学） 否

17 苟和平 1049799071 全日制定向 西北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西北师范大学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程杰仁（海南大学）、刘晓文（海南

师范大学）
否 海南专项

18 罗智勇 1049798333 全日制非定向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青岛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秦玉华、朱习军（青岛科技大学） 否

19 郑倩荣 1049798964 全日制非定向 中北大学 软件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熊盛武、赵冬冬（武汉理工大学） 否 硕博连读

20 袁乾广 1049799429 全日制非定向 武汉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武汉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
向剑文（武汉理工大学）、袁晓辉

（吉林农业大学）
否 海南专项

21 贾旭东 1049798325 全日制非定向 太原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太原理工大学 数据科学与技术 王莉、冯秀芳（太原理工大学） 否

22 韩玮祯 1049799020 全日制非定向 武汉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熊盛武、刘冰艺（武汉理工大学） 是

Bingyi Liu,Weizhen Han,Enshu 
Wang,Xin Ma,Shengwu 

Xiong,Chunming Qiao,Jianping 

Wang，An Efficient Message 

Dissemination Scheme for

Cooperative Drivings via 

Multi-Agent Hierarchical

Attention Reinforcement 

Learning，2021 IEEE 4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tributed Computing Systems

（ICDCS），2021.（导师一作学

生二作）

23 韩姗姗 1049798366 全日制非定向 郑州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云南财经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姜茸、余益民（云南财经大学） 否

24 童苏欣 1049799469 全日制非定向 江西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江西理工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兰红、刘发升（江西理工大学） 是

Shuxin Yang，Suxin Tong，

Guixiang Zhu，Jie Cao，
Youquan Wang，Zhengfa Xue，

Hongliang Sun，Yu Wen，MVE-

FLK: A multi-task legal 

judgment prediction via 

multi-view encoder fusing 

legal keywords，Knowledge-

Based Systems，2022.（导师一

作学生二作）
25 赖先宇 1049798637 全日制非定向 武汉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武汉理工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周建、郭会勇（武汉理工大学） 否 海南专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