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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Y202001 葡萄糖在磷钴基催化剂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白华伟 木士春 材研1911 1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2 CY202002 针对无瘢痕修复HA/MA/Nanoclay水凝胶的性能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常利坤 殷义霞 材研2011 2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3 CY202003 高强电子盖板玻璃配方设计与多离子增强工艺研发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陈丽娜 谢  俊 材研1906 115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4 CY202004 卤化物钙钛矿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陈鹏飞 何大平 材研1701 5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5 CY202005 高性能BxC–TiB2复合陶瓷的结构设计与性能调控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陈希诏 王为民 材博2003 12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6 CY202006 储氢材料和MXene的合成研究提升其储钾容量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邓  丹 罗  雯 材研2010 6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7 CY202007 碳纤维复合材料废弃物的高效降解及资源化再利用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邓宗义 黄志雄 材博2004 12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8 CY202008 铕掺杂磷酸钙荧光纳米点生物成像应用基础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丁自友 韩颖超 材博1902 20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9 CY202009 活性氧响应硫化氢供体和多功能可注射用于周围神经损伤治疗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董献振 戴红莲 材博1802 20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10 CY202010 高性能轴承多能场协同控形控性热处理基础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董昭华 钱东升 材研1905 3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11 CY202011 多铁性M型六角铁氧体材料的制备与磁电响应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段聪聪 谭国龙 材工1902 3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12 CY202012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钢渣基绿色超高性能混凝土研发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范定强 余  睿 材研1901 9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13 CY202013 自适应辐射降温材料的设计制备及性能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方  震 夏志林 材研1806 12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14 CY202014 高性能柔性纳米发电机的构筑、性能及应用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付宇恒 王珊/熊传溪 材研1904 12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15 CY202015 双级孔多孔钨的制备、结构控制和力学性能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葛  帅 张  建 材博1901 92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16 CY202016 新型层状正极材料的可控高效制备及储钾机制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韩  康 王选朋 材博2003 13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17 CY202017 耐摔5G纳晶玻璃的研究与开发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胡云坤 陆  平 材工2001 3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18 CY202018 复合定形相变储热材料可控制备与性能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季  维 程晓敏 材工1903 12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19 CY202019 高温储能电池长效密封绝缘关键梯度材料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贾明勇 陈  斐 材博2002 116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20 CY202020 具有通透性仿生细胞膜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蒋小涵 晏乐三 材研2004 6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21 CY202021 MLCC烧结铜端浆用进口替代玻璃粉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乐  毅 李  宏 材工2010 12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22 CY202022 气体驱动3D打印建筑材料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雷  鸣 刘志超 材博1901 12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23 CY202023 多元固废制备轻集料的重金属固化组分调控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李宝栋 蹇守卫 材博1901 12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24 CY202024 基于液滴超铺展策略制备高效MOF分离膜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李  晨 张鹏超 材研2009 85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25 CY202025 基于亲酯性磁性光子链光学变色油墨的构筑与性能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李  刚 官建国、马会茹、罗巍 材博1802 9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26 CY202026 高效氮化碳基能源光催化材料的设计和制备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李  瀚 曹少文 材博1902 12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27 CY202027 用于测量高温高压的光纤传感干涉仪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李  浩 周  爱 材研1911 3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28 CY202028 具有自修复性的多重刺激响应型光子晶体水凝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李  锦 陈艳军 材研1911 12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29 CY202029 基于马赫曾德尔干涉仪级联光纤光栅的温度和折射率双参量传感器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李  俊 周次明 材研1908 3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30 CY202030 用于血管化骨再生的光固化仿生多孔生物活性支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李  梦 戴红莲 材研1907 6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31 CY202031 固态电解质微纳化及其在单根纳米线器件中的应用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李天照 麦立强 材研1902 35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32 CY202032 自修复锂离子电池硅负极储能材料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廉思甜 周  亮 材博2004 13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33 CY202033 极端温度服役的钠离子电池电解液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林  雅 尤  雅 材研1909 6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34 CY202034 天然高分子电沉积技术制备ZnO量子点纳米复合膜及其检测应用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刘  俊 王艺峰 材研1903 12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35 CY202035 LAMC@PCL-DFO凝胶导管用于脊髓损伤的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刘  坤 戴红莲 材博1903 20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36 CY202036 替代燃料对高原水泥窑系统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龙泉名 赵青林 材研2001 7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37 CY202037 19电子TiNiSb合金的热电性能提升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罗  丰 孙志刚 材研1903 12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38 CY202038 双金属碲化物自支撑电极水热合成及其电解水析氧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齐  雨 熊德华 材研1908 115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39 CY202039 调控电解液组分实现稳定SEI提高电极性能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任静珂 罗  雯 材研2020 6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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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Y202040 3D打印快速成型人工血管性能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邵溢纯 殷义霞 材研1901 6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41 CY202041 多功能碳化硼-硼化钛基复合陶瓷的制备及其结构性能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师云威 何强龙 材博sy2001 12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42 CY202042 选择修饰金属助剂增强钒酸铋氧还原光合成H2O2性能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石海洋 王雪飞 材博1902 3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43 CY202043 多缓冲层的硅基负极材料的制备与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石文华 李  昱 材博1804 6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44 CY202044 海水拌合对超高性能纤维增强混凝土中钢纤维锈蚀和力学性能的影响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孙美娟 余  睿 材研1902 9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45 CY202045 Ti4+掺杂/取代富锂正极材料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田  钰 简泽浪 材博1901 15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46 CY202046 基于光流控技术的水质多参数实时监测系统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万  亮 王  宁 材工2002 3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47 CY202047 基于空间电荷注入的聚合物基复合材料设计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王  建 沈忠慧 材研1912 3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48 CY202048 快速固化本征阻燃环氧/碳纤维预浸料的制备及其CFRP成型工艺与性能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王景晟 王  钧 材研1903 12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49 CY202049 探究焦磷酸盐的储镁特性及其电化学机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王军军 安琴友 材博2002 13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50 CY202050 全无机零维量子点基阻变存储器的设计及阻变机理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王志青 周  静 材博2001 15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51 CY202051 热塑性树脂PEEK对碳纤维的浸润性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邬志超 王继辉 材研2001 9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52 CY202052 大电流柔性燃料电池及其制备技术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夏雁楠 唐浩林 材工2005 5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53 CY202053 有关3D打印钛合金微观结构性能以及影响因素机理的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熊金顶 孙  一 材研2005 116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54 CY202054 改性NBT-基多层复合薄膜的制备和储能性能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闫  超 孙华君 材工1904 115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55 CY202055 智能热响应的钠离子电池电解液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杨  超 尤  雅 材博1902 13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56 CY202056 近红外响应光催化材料的研究与制备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杨  祎 余家国 材博2004 12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57 CY202057 基于砷化镓基异质结的非线性珀耳帖效应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杨  振 孙志刚 材博2001 12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58 CY202058 多场调控的单根纳米线储能材料与器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杨中卓 徐  林 材研1911 35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59 CY202059 混凝土制品脆性微观机理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姚  顺 胡传林 材博1901 6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60 CY202060 BPQDs/BiOBr复合光催化薄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姚子玉 孙华君 材博1803 115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61 CY202061 含能铝粉的表面改性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易卓然 孙  一 材研1907 116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62 CY202062 pH响应性纳米载体的制备及对神经性疼痛抑制作用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余  丹 殷义霞 材研1903 6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63 CY202063 高真空度热处理/残余气体分析实验装置设计与集成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周江林 周启来 材工1903 12000 研究生重点项目
64 CY202064 Ti3C2/Cs2AgInCl6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光催化还原CO2性能的研究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周  敏 刘曰利 材博2001 85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65 CY202065 钒氧化物插层调控 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朱  娇 韩春华 材研2011 6000 研究生一般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