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入围考试考生信息公示汇总表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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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

名
报名号 报考类别 本科毕业学校 本科毕业专业 硕士毕业学校 硕士毕业专业

外语是否符合免

考（是/否）

外语免考依

据

外语折算成

绩

是否符合学院审

核直接进入面试
（是/否）

审核直接进入面试标志性学术成果 其他学术成果

备注（审核
录取、少骨

、联合培养

、海南专项
等）

1 司建伟 1049799384 全日制非定向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安全工程 青岛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否 / / 是

Jianwei Si,Huan Yang,Baoxiang 

Huang,Zhenkuan  Pan,Honglei Su，A 
full‐reference stereoscopic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 index based on stable 

aggregation of monocular and binocular 
visual features，IET Image Processing，

2021.

2 张斌艳 1049798870 全日制非定向 重庆文理学院 软件工程 重庆理工大学 计算机技术 否 / / 否

3 朱慧琳 1049799327 全日制非定向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华东交通大学 软件工程 否 / / 是
余鹰；朱慧琳；钱进；潘诚；苗夺谦：基于深度
学习的人群计数研究综述，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2021.（导师第一作者学生第二作者）

Ying Yu; Huilin Zhu; Lewei Wang; Witold 

Pedrycz,Dense crowd counting based on 
adaptive scene divis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and 

Cybernetics,2020.（导师第一作者学生第二作
者）

4 黄福伟 1049798985 全日制定向 海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海南大学 农业信息化 否 / / 否

（1）黄福伟，莫春俊，王业统：人流密集区域
道路两翼车位信息远程传送仿真 ，计算机仿

真，2018.

（2）黄福伟： 区块链技术在网络安全中的作
用分析——评《区块链安全技术指南》，中国

安全科学学报，2020.
（3）黄福伟：探讨利用PS进行图像处理的思路

架构，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2014.

（4）黄福伟：如何提高计算机Ｃ语言的教学质
量，网友世界，2014.

（5）黄福伟：应用教学方法在OFFICE教学中的
使用分析，科学中国人，2014.

海南专项

5 来纯晓 1049799304 全日制非定向 安阳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河南科技学院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否 / / 否

（1）Yancui Li, Chunxiao Lai , Jike 
Feng,Hongyu Feng，Chinese and English 

Elementary Discourse Units Recognition 
based on Bi-LSTM-CRF Model，CCL 2020: 

Chines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2020.

（导师第一作者学生第二作者）
（2）来纯晓，武振国，金松林，李艳翠：基于

BP神经网络的小麦抗寒性模型构建 ，河南科技
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

（3）来纯晓，李艳翠，金松林：基于贴吧的高

校网络舆情预警和引导系统研究 ，智能计算机
与应用，2019.

（4）来纯晓，李艳翠，金松林，韩博，闫思
尧，刘明久：基于深度学习的小麦抗寒性识别

系统设计，河南科技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6 黄遥 1049799532 全日制非定向 郑州轻工业学院 网络工程 郑州轻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否 / / 否

（1）Wei Huang，Yao Huang, Hua Wang, Yan 
Liu, and Hiuk Jae Shim，Local Binary 

Patterns and Superpixel-Based Multiple

Kernels for Hyperspectral Image 
Classification，IEEE Journal of Selected 

Topics in Applied Earth Observations and 
Remote Sensing，2020.（导师第一作者学生第

二作者）

（2）黄伟，黄遥，牛继强，王华：基于多尺度
LBP和复合核的高光谱图像分类方法 ，信阳师范

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导师第一作者
学生第二作者）

7 田稼科 1049799847 全日制非定向 河南工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河南工业大学 信号与信息处理 否 / / 否

朱春华、田稼科：基于WiFi的设备无关被动式

定位技术研究，现代电子技术，2020.（导师第
一作者学生第二作者）

8 吴小华 1049799373 全日制非定向 江西农业大学 电子商务 西北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否 / / 否
吴小华，陈莉，魏甜甜，范婷婷：基于Self-

Attention和Bi-LSTM的中文短文本情感分析，
中文信息学报，2019.

9 陈天宇 1049799411 全日制非定向 湖南工程学院 自动化 湘潭大学 控制工程 否 / / 是

汤红忠、陈天宇、张小刚、邓仕俊:面向跨视图
行人重识别的多级判别性字典学习算法 ，计算机

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2020.（导师第一作者
学生第二作者）



10 辛志勐 1049798836 全日制非定向 烟台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武汉工程大学 计算机技术 否 / / 否

Zhimeng Xin, Tongwei Lu, and Xiuhua Li，
Detection of Train Bottom Parts Based on 

XIoU，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g-data 
Service and Intelligent Computation，2019.

11 王梦杰 1049799213 全日制非定向 齐鲁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齐鲁工业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否 / / 否 海南专项

12 杜光星 1049799935 全日制非定向 河南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河南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否 / / 否

Zhanqiang Huo,Guangxing Du,Fen Luo,Yingxu 

Qiao,Junwei Luo，D-MSCD: Mean-Standard 

Deviation Curve Descriptor Based on Deep 
Learning，IEEE Access，2020.（导师第一作

者学生第二作者）

13 张颖 1049799272 全日制非定向 重庆邮电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数学 否 / / 否

李向利,张颖:带核方法的判别图正则非负矩阵

分解,计算机科学与探索,2020.（导师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14 孙朝阳 1049799351 全日制非定向 武汉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武汉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否 / / 否

Zhaoyang Sun, Feng Liu, Wen Liu, Shengwu 

Xiong:Wenxuan Liu，Local Facial Makeup 

Transfer via Disentangled Representation，
Asi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2020.

15 李文骁 1049799730 全日制非定向 齐鲁工业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齐鲁工业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否 / / 否

Wenxiao Li, Yushui Geng, Jing Zhao, Kang 

Zhang, and Jianxin Liu:Elite Exploitation: 
A Combination of Mathematical Concept and 

EMO Approach for Multi-Objective Decision 

Making,Symmetry,2021.

海南专项

16 江焜 1049799802 全日制非定向 湖北师范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湖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否 / / 否

17 寇旭鹏 1049799890 全日制非定向 太原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云南农业大学 农业信息技术与工程 否 / / 否 海南专项

18 田可可 1049799314 全日制非定向 河南农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河南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否 / / 否

（1）王海涛，田可可，王辉，刘静：基于高效

假轨迹的隐私保护算法研究，计算机应用研
究，2020.（导师第一作者学生第二作者）

（2）Haitao Wang, Keke Tian, Zhengjiang 

Wu, Lei Wang:A Short Text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nd Semantic 
Extens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Systems,2020.

（导师第一作者学生第二作者）

海南专项

19 邓武兵 1049798722 全日制非定向 江汉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武汉工程大学 动力工程 否 / / 否
邓武兵：偏心管在空冷器中的弯曲变形分析 ，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9.
海南专项

20 肖少白 1049798720 全日制非定向 长安大学 自动化 长安大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否 / / 否

（1）肖少白：大型园区门禁考勤消费一卡通管

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中国电子商务，2014.

（2）肖少白，高海，杨建华：基于TOD的西安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战略，山西建筑，2007.

海南专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