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组成员 学院 验收情况

1
天津代际关系模式及影响因素的探究
——基于代际交换理论

202010055036 国创计划
李  瑶(1813698) 黄渲雯(1813597) 
毛奕征(1810177) 陈沛明(1810796) 
杜欣(1813774)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2
在线零售商提供的产品信息不一致对
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

202010055039 国创计划
贺  媛(1810596) 刘霁萱(1810174) 
李怡霖(1810608) 赵元媛(1810197)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3

国外疫情冲击对我国企业出口二元边
际的影响——基于宁波市棉纺织业企
业的微观数据

202010055041 国创计划
占  睿(1812053) 赵梓涵(1812069) 
戴  源(1812085) 杨姝雯(1812201) 
安俊锡(1811965)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4
基于机器学习的HL-2A托卡马克中高、
低约束放电分类的研究

202010055058 国创计划
朱鹏飞(1810335) 王  傲(1810280) 
吴冠宇(1810295)

物理科学学院 无故终止

5
基于图像识别的智能拍摄指导软件的
开发

202010055069 国创计划
鲁含章(1811398) 关明明(1811359) 
丁一凡(1811348) 郝  旭(1811362) 
洪一帆(1811363)

计算机学院 无故终止

6
酶工程策略之“凹凸互补”与“活泼
糖苷”：酶/底物识别机理定量探讨

202010055099 国创计划
王同桥(1813574) 何彦雯(1713446) 
张书源(1813583)

药学院 无故终止

7
农民分化视角下的乡村治理路径探索
——基于河北与浙江的典型案例分析

202010055636 百项工程
王伯元(1812611) 沈文瀚(1812788) 
张慕然(1812634) 蒋昕冶(1912710) 
杨林烨(181263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无故终止

8
铁催化芳基烯烃与卤代烷的还原偶联
机理的理论计算研究

202010055796 百项工程 齐  阳(1813795) 化学学院 无故终止

9
过渡金属催化氧化苯乙烯反应动力学
研究

202010055868 百项工程
赵嘉涵(1813842) 毕  诚(1813763) 
周  逍(1813847) 裴天遥(181386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故终止

附件 1：

2022年南开大学本科生创新科研计划验收无故终止项目

第 1 页，共 4 页



10 超图上的持续上同调基本理论 202110055308 市创计划
连  煦(1911431) 赵梦石(1910160) 
李瑞文(1910065) 边泽辰(1910002)

数学科学学院 无故终止

11
基于华为服务器的国产化多层次计算
机实验平台研发

202110055335 市创计划
宫昊帅(1911414) 卢浩日(1913106) 
朱良瀚(1911532) 刘兴泽(1911439)

计算机学院 无故终止

12
Wieland–Miescher酮衍生物的官能团
化研究

202110055415 市创计划
陆昊洋(1913644) 鲁江山(1913643) 
刘若禅(2010517)

药学院 无故终止

13
天然产物Aciculitin B的中间体的合
成

202110055419 市创计划
马鹏辉(1913617) 王莹俊(2011540) 
张  腾(1913654)

药学院 无故终止

14
基于石墨烯纳米组装膜的光电传感器
在健康监测中的应用

202110055426 市创计划
尤海龙(1913857) 汤  喆(1913831) 
翟羽佳(1913860) 骆程艺(1913820) 
余  磊(191385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故终止

15

同光年间列强在东亚的博弈——以边
疆危机背景下中日琉球交涉为中心
（1870-1880）

202110055609 百项工程
侯圆圆(1912783) 刘  畅(1912792) 
张新月(1912837) 梁心语(1912790) 
王  淅(1912819)

历史学院 无故终止

16

基于洗浴文化传统和大学生现实需求
探讨在高校澡堂开设搓澡服务的合理
性和可行性

202110055614 百项工程
杨敏嘉(1912826) 徐如歌(1912823) 
马文清(1911851) 李舒童(1912788)

历史学院 无故终止

17 “一带一路”司法实务问题调查研究 202110055642 百项工程
马  骁(1913477) 王  涛(1913486) 
雷  厉(1913471)

法学院 无故终止

18

疫情背景下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发挥
作用路径研究—以天津市部分社区为
例

202110055652 百项工程
吕鹏飞(1913239) 周宇阳(1913276) 
浦峻崧(1913198) 兰梓朋(1913225) 
刘  辉(1913232)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无故终止

19
中国文化产业中政府政策研究——以
韩国文化产业发展为借鉴

202110055658 百项工程
李秉哲(1913227) 杨典忠(1913199) 
何耀寰(1913219) 吴禹辰(2012706)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无故终止

20
对第三方线上信息共享平台的商业价
值的研究   ——以家教平台为例

202110055681 百项工程
屈乐怡(1912232) 詹洪骁(1911510) 
张轩铭(1910153) 张靖卓
(1910926minor)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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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养老模
式和养老产业研究

202110055687 百项工程
朱  宏(1912302) 王  争(1911803) 
景娅雯(1912483) 张佩琳(1911807) 
王美馨(1912572)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22

疫情背景下对贫困山区果农扶贫的新
方式研究——以广西永福县百寿镇双
合村为例

202110055688 百项工程
唐雨婷(1912250) 龚思扬(1912062) 
宋昭雨(1912243) 王  楠(1912258)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23

所有制结构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路
径研究——以北汽、比亚迪和特斯拉
为例

202110055691 百项工程
秦文欣(1912231) 郭松沅(1810404) 
张珊宁(1912287)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24
深加工对于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可行性
的探究——以四川达州柑橘滞销为例

202110055692 百项工程
王中杰(1912126) 陆奕初(1912092) 
陈浩齐(1912051) 赵齐飞(1912154)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25
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农村贫困大学
生助学贷款研究

202110055693 百项工程
王鹏云(1912116) 李静远(1912336) 
申炎鑫(1912103) 庄可昕(1912306) 
孙  烨(1912246)

经济学院 无故终止

26
应用于超大质量晶体生长的变精度连
续测量的称重装置

202110055711 百项工程
雷荣林(1910268) 申静宇(1910311) 
郭  辉(1910255) 赵  辉(1910359)

物理科学学院 无故终止

27
具有高热稳定性的新型LED用发光材料
探索

202110055720 百项工程
马琦皓(1910389) 王嘉宝(1910392) 
王浚乔(1910393)

物理科学学院 无故终止

28 眼底图像DR分类及优化部署 202110055741 百项工程 刘坤鹏(1911438) 杨光文(1911503)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无故终止

29 大学生社交软件的开发与应用 202110055752 百项工程 陆卓祎(1913109) 软件学院 无故终止

30
发光金属-有机框架对海水中锂离子的
选择性识别和富集

202110055757 百项工程
刘定邦(1910472) 刘华旭(1910474) 
林  一(1910471) 刘恩田(1910473)

化学学院 无故终止

31
基于Pd催化的烯烃与仲磷氧化物的不
对称偶联反应

202110055766 百项工程
温展鸿(1910551) 任汉杰(1910505) 
王新元(1910542)

化学学院 无故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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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循环肿瘤细胞影响三阴性乳腺癌复发
转移

202110055813 百项工程
黄澳淼(1911087) 余采睿(1911056) 
刘雨琦(1911098) 李宗星(1911022)

医学院 无故终止

33 基于Se的自组装癌细胞靶向药物合成 202110055832 百项工程
张琦军(1913653) 莫寒阳(2010503) 
叶维凯(1913622)

药学院 无故终止

34
后疫情期间南开大学学生心理状态调
查

202110055841 百项工程
陈柏衡(1910006) 陈思瑾(1912172) 
李  傲(1811372) 马嘉仪(1912944)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无故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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