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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玲 1049798966 非定向 武汉科技大学 安全工程
武汉科技

大学
机械工程 李春林

唐秋华、刘钊（武汉科

技大学）
否 否

1、论文《An Improved Self-adaptive Genetic 

Algorithm for Scheduling Steel-making 

Continuous Casting Production》（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Asia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第一作者）；

2、论文《文化基因算法求解多工艺路线炼钢连铸生

产调度》（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第一作者）

2 许田 1049799003 非定向 武汉理工大学
信息与计算
科学

武汉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熊盛武
吴传生（武汉理工大
学）、赵熙乐（电子科

技大学）

否 否

1、会议论文《Single-Image Blind Deblurring 
With Hybrid Sparsity Regularization》（FUSION 

2017，第五作者）；
2、会议论文《Robust Two-Step Image Restoration 

With Adaptive Regularization Paramater》
（ICIIP 2016，第四作者）；

3、会议论文《Constrained Nonconvex Hybrid 

Variational Model for Edge-Preserving Image 
Restoration》（SMC 2015，第四作者）；

4)论文《自适应全变分图像去噪模型及其快速求解 》
（计算机应用研究，第二作者）

3 刘锋 1049799123 非定向 安徽大学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南京财经
大学

软件工程 熊盛武
王斌、张备伟（南京财
经大学）

否 否

1、会议论文《Trademark Image Retrieval Using 

Hierarchical Region Feature Description》

（ICIP2017，CCF C类会议,第一作者);
2、论文《目标边界点集的层次化描述及其在形状检

索中的应用》（软件学报，第一作者)

4 蒋芳 1049799278 非定向 合肥工业大学
计算机及应

用
湖北大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

息系统
李琳

陈恩红（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汪权方（湖北

大学）

否 否
论文《Remote sensing image enhancement method 

based on the Matlab》（第一作者）

5 王儒 1049799313 非定向 曲阜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山东师范

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熊盛武

刘培玉、徐连诚（山东

师范大学）
否 否

论文《基于吸引子传播聚类的改进双通道 CNN短文本

分类算法》（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第一作者）

6 王培培 1049799429 非定向 曲阜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山东师范
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琳
刘培玉、尉永清（山东
师范大学）

否 否

1、论文《融合物质扩散热传导和时间效应的推荐算

法》（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第一作者）；
2.会议论文《A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Density Peak Clustering and Key Users》

（ICNC-FSKD 2017,第一作者)

7 陈淑琴 1049799475 非定向
湖北工业大学
工程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贵州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熊盛武
李智、王丽会（贵州大
学）

否 否

1.会议论文《Video Dual Watermarking Algorithm 
against Geometric Attack Based on ASIFT and 

Contourlet Transform》（2017 ICCT，第一作

者）；
2、论文《人眼视觉特性与SIFT相结合的视频双水印

算法》（计算机应用，第一作者）；

8 陈晓峰 1049799558 定向 武汉轻工大学 环境工程
华中科技
大学

环境科学 刘永坚
张春强、高建平（湖北
省科技信息研究院）

否 否

1、论文《媒体融合精准知识服务助推学术期刊供给
侧改革》（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第一作者）；

2、论文《区块链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创新应用及展望
》（情报工程,第一作者）；

3、论文《基于科技期刊学术社群构建媒体型智库 》

（编辑学报,第一作者）

9 宋明阳 1049799695 非定向 周口师范学院 网络工程
河南师范

大学
软件工程 李春林

袁培燕、薛占熬（河南

师范大学）
否 是

论文《Effective and efficient collection of 
control messages for opportunistic routing 

algorithms》（Journal of Network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CCF期刊，导师第一学生第二)

1、论文《移动机会网络中一种轻量级的分布式社会
距离路由算法》（计算机应用，导师第一学生第

二）；
2、论文《机会路由算法中一种层次化的辅助信息获

取机制》（计算机科学与探索，第一作者）

10 马迎辉 1049799748 非定向 河南大学 网络工程
湖南工业

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春林

杨立身、董汉丽（中原

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否 否

1、论文《基于NNVD 的网络化软件多步控制算法研究
》（计算机技术与自动化，第一作者）；

2、论文《网络化软件中的异常行为传播研究 》（微
型机与应用，第一作者）；

3、论文《网络化软件异常行为可信性研究 》（微型
机与应用，第三作者）

11 韩泽晔 1049799917 定向 云南民族大学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云南民族

大学
基础数学 熊盛武

熊盛武、李琳（武汉理

工大学）
否 否

论文《 A note on the weak Dirac conjecture》

（The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binatorics, 24 

(2017)，第一作者）

少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