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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与评论
航天器制造过程多余物控制机器视觉方法综述 
 张 悦,孙胜利,刘会凯,雷林建,向玉开(２－１)

网络安全关键字搜索驱动数据备灾测试系统

 李 勇(１－４７)

视频和地磁融合停车检测机制探索研究 

 唐恒亮,张 可,穆 屹,耿松麟,蔡锦德(１－５２)

校园网程控交换机连网故障断点检测技术研究

 施 建(１－５６)

激光和视觉融合 SLAM 方法研究综述 

基于专家知识和模糊推理的大科学装置故障诊断方法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寿命预测与故障诊断技术的发展综述 

基于膜聚类算法的风机振动故障诊断 

 马争光,赵永国,刘成业,刘广亮,朱 琳(３－１)

 郭一帆,唐家银(３－７)

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综述

 宋晓茹,任怡悦,高 嵩,陈超波(４－１)

软件故障定位技术研究综述  李 雷,陈朝晖,李 轶,李经松(５－１)

 员天佑,王晓丽,安宝冉,向昭东(２－６)

 邹武俊,田 涛,蒲家蓉,张宇森(２－９)

基于 LabVIEW 的高能质子束流密度分布测试系统



 伍 越,陈 卫,刘进博,罗 杰,李泽禹,朱 涛(２－１４)

现代模拟电路故障诊断技术发展综述  李光升,欧 博,石海滨(５－５)

基于协同优化算法的流速仪检定系统设计 

 刘 珊,兰智高(７－１)

基于 NI实时控制器的六自由度平台测控系统设计与实现 

人工智能在中国航天的应用与展望  岳梦云,王 伟,张羲格(６－１)
养老服务机器人的技术发展趋势

逆变器开关管故障诊断方法综述  王霞霞,陈超波,高 嵩(８－１)
入侵目标视觉检测与识别的研究进展 

 张 龙,叶 松,周树道,周静艳,黄 珊(２－１８)

 王效亮,张 芳,曾宪科,栾 婷,陈成峰(２－２４)

激光引信收发视场测试及数据处理

 施智勇,忻云龙,徐 方(２－２９)

 曹云峰,张洲宇,钟佩仪,张传奇,马 宁(８－７)

基于物联网的车辆碰撞监测系统设计与研究 

 杨 东,成鹏展,谢 娜(９－１)

基于嵌入式技术的测试设备远程监控数据采集设备 

 郭阳明,米 琪,张 双,孔德岐(１０－１)

轨道扣件检测系统设计与分析 

 于淑月,李 想,于功敬,孙 健,张忠海,成苈委(１０－５)

基于 IGSA 优化的 LSSVM 制冷系统故障诊断研究 

 魏昊波,胡黎明,宋 磊(１２－１)

一种两点间直线搜索的输电线检测方法 

军用飞机自动测试系统被测对象分析确认 
基于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的 DIMA 动态重构技术综述 
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与展望 
国外高能激光系统试验与评价技术发展及启示 

线缆测试技术的发展综述  朱群江,刘延迪,滕百川,王 晴(１２－５)

测试与故障诊断
适用于多星并行测试的通用测控地面测试平台设计与实现 
 高 括,刘 磊,杨杰峰,张 铭(１－１)

基于希尔伯特—黄变换的控制阀气密性故障诊断研究 

 刘丽贤,余家欣,马国鹭,李世佳,雷开云,李 爽(２－３４)

 张文广,肖支才,秦 亮(２－３８)
 李 欢,柴晓冬,彭乐乐,陈兴杰(２－４３)

 谢 伟,丁 强,江爱朋,姜周曙(３－１４)

 王坚俊,章 玮,楼华辉,郑伟彦,朱 杰(３－１９)

基于 Ki
ne
c
t骨骼信息与深度图像的指尖点检测 

 张登攀,李国玄,王黎阳(３－２４)

改进格雷码结构光双目视觉工件 ３D 测量  肖汝宁,周金治(３－３０)
风洞模型载荷实验测量系统开发与研究 

 吴小峰,王 飞,叶永林(３－３４)

 尚群立,马良威,庞仁贵,张国军(１－５)

基于 EEMD－ICA 与 SVD 的电网谐波检测方法研究 

 刘 雷,高关根,寇 磊,王博伟(１－１３)

基于混沌搜索的人工蜂群优化神经网络交通流预测方法 

 范晋龙,黄晓峰,王建辉,杨顺波(１－１７)

融合 PCA 的支持向量机人脸检测研究  李宜清,程武山(３－４９)

卫星导航接收设备健康管理技术研究 
绝缘材料的介质损耗角在线检测方法研究 

基于双目视觉的三维测量技术研究  周科杰,冯 常(１－２２)
基于 CAN 总线的粮仓测温系统设计 

 郭 键,周 丽,朱 杰,董萍萍(１－２６)

模块化神经网络容差模拟电路故障检测  杨武俊(１－３２)
基于线结构光视觉的燃料组件变形测量技术研究 

 吴康彪,赵建平,冯 常,蔡 根,陈志波(１－３６)

雾霾图像增强算法对目标检测性能影响研究 

 张 玥,张 琦,李 珣,张蓉蓉,贺 霞,李彦斌(１－４１)

 张 玥,范伟强,张 琦,李 珣(３－３９)
 李 雪,李 洋,郑 晅(３－４４)

机场噪声实时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周卫华,王朝立,沈 松,陈 辉(３－５５)

基于离群模糊核聚类算法的 PID 毒气检测系统设计  杨 跃(３－５９)
航空器多链路通信故障中断点云检测系统设计  何小华(３－６４)
基于多目立体视觉的试件飞行运动速度测量方法研究 

 高 越,杜文略,李红薇,龙 雪,王利斌,胡 鑫(３－６８)

智慧工厂信息采集节点组网能力测试平台设计 

 霍永强,林鑫岑,王胜雷,何 威(４－６)

１

网络通信技术在燃气流超声速风洞测控系统中应用研究 
 张 凯,曹知红,夏吝时,宋文潇,齐 斌(４－１０)

基于安全私有云的虚拟化综合测试平台设计及应用 

 尹禄高,陈 策,李 帆,陈志红(４－１４)

基于置信规则库推理的飞控系统故障诊断 
 吕延卓,肖明清,刘 强,唐希浪,李剑峰(６－１３)

地下综合管廊井盖检测报警系统设计 

 李超超,魏 春,张远东,王昌龙(６－１８)

非接触目标相对姿态测量方法研究  肖 鹏,周志峰(４－１８)

基于轻量级卷积神经网络的实时缺陷检测方法研究 

 秦文琪,尧辉明(４－２２)

基于多传感信息融合的轨道线形检测 

基于 JADE 算法的钢轨接头病害故障检测研究 

航空设备通用自动测试平台研究  文永明,余锋祥(４－２６)
基于机器视觉的在用柴油车烟度测量方法 

 梁荆璞,文国军,甘 露,吴 丹,王玉丹(４－３２)

基于自动搜峰和 shannon 熵的车辆轴承多普勒畸变故障声信号校正研究

 钱 明,郑树彬,彭乐乐,柴晓东(６－２６)

运载火箭一体化综合测控技术研究  汪东军,罗亚锋(６－３１)
基于单片机的自由活塞制冷机测控系统设计 

 范伟成,王 丰,李勇杰,黄兴东(６－３６)

 袁丛振,方 宇,胡定玉(４－３６)

基于 IBA－LSSVM 的光合细菌发酵软测量 

 邓志云,路红伟,赵云峰,陈各立(４－４１)

基于 FPGA 的色选机下料振动器振动状态检测系统设计 

 段怡雍,吴 平,高金凤(４－４６)

电力光缆网分布式综合量测统一平台开发研究 

 吴国宝,宋 帆,陈德军,邓细凤(４－５１)

航空机载软件测试工具链设计与应用 

 高 越,杜文略,李红薇,龙 雪,王利斌,胡 鑫(４－５５)

某型发动机控制器模拟接口电路测试性设计与验证 

基于 NFC 的飞机起落架胎压在线检测装置设 
基于稀疏动态主元分析的故障检测方法 
某型直升机机载电子系统原位检测设计与实现 
基于三维摄影测量的大型整流罩分离试验角点运动测量及分析 
S 频段统一测控雷达健康故障诊断系统的设计



 何 谦,刘 洋,戴 超,吴燕军(４－６０)

基于 ６LoWPAN 和 IPv６ 的猪舍环境远程监测系统 

 胡国强,杨彦荣(５－９)

基于深度卷积网络的复杂环境中绝缘子串特征检测 

 纪 超,黄新波,曹 雯,朱永灿,张 烨(５－１３)

１０００Ba
s
e－T 型网络物理层特征信号测试技术研究



 杨 洋,沈小青,章文斌,顾卫红(５－１８)

航空发动机整机振动测量和分析方法

 刘 兵(５－２２)

基于深度信念网络的脑电信号疲劳检测系统  朱龙飞,王鹏程(５－２６)
隐式半马尔科夫模型下的变压器故障诊断方法 

 李 刚,米琛浩,郑顾平,夏彦卫(５－３０)

基于故障树的轨道交通车载电源可靠性分析 

 李 恒,柴晓冬,徐纪康,王 伟,陆鑫源(５－３５)

基于改进布谷鸟算法 －BP 神经网络的松茸发酵过程软测量建模 

 朱湘临,宋 彦,王 博,丁煜函,朱 莉,姜哲宇,陈 威(５－３９)

基于改进的神经网络对航空发动机故障率预测研究 

 薛永亮,陈振林(５－４４)

电饭煲内胆不粘涂层厚度在线检测系统设计 

 朱湘临,陈 威,丁煜函,王 博,朱 莉,姜哲宇,宋 彦(６－４１)
 刘 群,洪占勇,崔 堃,贾星明(６－４５)

 李代刚,徐立坤,张旭辉,韦国歆(６－５０)
 李 昌,蒋友毅,宋雁翔,冯 雷(６－５５)
 高 倩,靳小波,范利花,张腾飞,赵振宇(７－７)

基于无人机航拍图像的关键目标点间距测量研究

 黄 皓(７－１１)

基于深度学习的实时图像目标检测系统设计 

 李 林,张盛兵,吴 鹃(７－１５)

面向软面料自主抓取的机器人视觉检测与定位 

 高 强,潘 俊,李 震(７－２０)

基于 EEMD 和 GA－BP 的列车辅助逆变器开路故障诊断研究 

 蔡鹏飞,郑树彬,彭乐乐(７－２５)

家庭太阳能电 － 热联产联供云监测系统设计 

 雷 旺,李 鹏,江海涛,罗 琦,付亚宇(７－３２)

基于 Qt的软件内存泄漏静态检测技术研究 

 匡海燕,张玉中,刘仁千,李国杰,谷 威(７－３６)

基于 STM３２ 的在线绝缘监测装置的设计 

 尹 强, 王佰超, 甘江华, 刘建鹏,乔海强(７－４０)

一种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测试系统的设计 

 周章勇,王纬国,章 宁,胡 伟(７－４５)

基于改进混合高斯模型与阴影去除的目标检测  王 林,和 萌(７－５０)
基于传感器技术的可穿戴式设备信号频率测量  程晓芳(７－５４)


 钟新锋,刘文榜,王 冠,刘 璨(５－４８)

基于 LabVIEW 的高速多通道航天器通用测试系统设计

 覃爱淞,吕运容,张清华,胡 勤,孙国玺(５－５３)

基于卫星通信和无人船的海洋监测技术研究 

 石志炜,张丽萍(５－５８)

基于动态部分重配置技术的自动测试系统研究 

蝙蝠算法优化极限学习机的滚动轴承故障分类 
基于改进小波包阈值降噪的滚动轴承故障分析 

基于中高空无人机的遥测中继系统研究  张雪冬(５－６７)
基于改进果蝇算法优化 WKELM 的医疗滚动轴承故障诊断技术研究 

 何 成,刘长春,吴 涛,武 洋,徐 颖,陈 童(５－７１)

基于 PHM 的数字化生产线健康管理体系结构研究



 何军红,刘 赛,薛文琦(６－５)

基于 Ten
t混沌的测试用例优先级排序 

２

 姚明海,杨 圳(６－２２)

 张 娜,滕赛娜,吴 彪,包晓安(６－９)

 高延超,梁 克,仪德英(７－５９)

 梁 娟,史文华,杜 朝(８－１２)
 迟东明,臧增辉(８－１６)

YOLO９０００ 模型的车辆多目标视频检测系统研究 

 李鹏飞,刘 瑶,李 珣,张宏伟(８－２１)

伺服机构动态特性测试系统设计  周江平,杨 鹤(８－２５)
基于 UKF 的水下航行器 IMU 故障检测与诊断方法研究 

 郭 鑫,刘小雄,何启志,高彦钊(８－３０)

在线油烟实时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张 时,王向东,李树江(８－３５)

基于双目视觉的引磁片定位与测量研究 

慢性肾病辅助诊断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宋 波,宋同峰(１０－５０)

 朱荣华,葛广英,张广世,杨晓蕊,孙 群(８－４０)

基于 NB－I
oT 的智慧井盖监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高新闻,简 明,李帅青(８－４４)

基于时域特征的滚动轴承寿命预测  戴邵武,陈强强,丁 宇(１０－６０)

 郭 明,陈伟锋(８－４９)

 李 晶,张明明,郑永丰,胡顺平,王奇之(１０－６４)

基于 FCN 与视场柱面投影的隧道渗漏水面积检测 
基于混合准则的软测量建模辅助变量选择方法 
某型航空发动机试验监测系统设计 

 胡宝权,许 悦,刘振涛,李继华(８－５４)

支持向量机在超声无损检测中的应用 

 张 显,冷 巍,刘洋洋,张 磊,周 盈(８－５９)

 朱代先,王力立,刘冰冰,孙小婷,胡齐涛,刘 刚(１０－５５)

物联网终端性能与网络协议综合测试解决方案 
基于高精度低空摄影测量的滑坡灾害监测与预报关键技术研究 

 李 潇,闵 洁(１０－６９)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发动机故障预测方法 

 元尼东珠,杨 浩,房红征(１０－７４)

敏捷卫星 SGCMG 群姿态机动测试用例设计研究 

智能助手系统在 ATE 中的应用  胡志伟,闻 化(１０－７９)

基于 ARMA 模型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实时故障诊断方法研究 

基于精密星敏感器的航天器高精度姿态测量标定方法 

 谭志云, 罗荣蒸,缪远明,张 雷(８－６４)
 薛 薇,张 强,武小平(９－４)

基于 LXI总线的液浮陀螺稳定平台自动化测试系统设计与实现 

 杨建业,范小虎,常 伟,汪立新(９－８)

无人机综合仿真与测试平台技术研究  王文亮,马 骉,韩 蕾(９－１３)
基于灰色模糊推理的油料消耗预测 

 吴书金,汪 涛,全 琪,魏振堃,程 日(９－１８)

基于 Dj
ango 的金属在线硬度检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孙光民,路浩南(９－２３)

提升风洞测力数据采集系统电磁兼容能力初步研究 

 阎 成,邓晓曼,贾 霜,陈海峰,马列波(９－２８)

基于雷达及北斗定位的车内防遗监测系统设计 

 王 闽,姚金杰,樊亚红,江润东,赖城贤(９－３２)

基于三维空间模型的特高压耐张塔跳线间隙检测方法 

 罗望春,李庭坚,姜 诚,张兴华,李 翔(９－３７)

移动机器人导航系统中的车道线检测方法及实现 

 王 志,汪步云,胡汉春,郭宇杰,黄玉成,许德章(９－４２)

基于 PT１００ 的温度测控系统的设计与仿真  王 青(９－４７)
基于高精度曲面建模的物体表面形变监测 

 姚 娟,张 镠,王坤朋,唐齐鸿,刘忠仁(９－５１)

嵌入式软件自动化测试及管理系统研究 

 阳长永,王月波,代 林(９－５７)

面向复杂城市交通场景的一种实时车道线检测方法 

 万 琴,朱晓林,肖岳平,颜金娥(９－６１)

基于双目技术的室内三维测量算法研究 

自动驾驶仪动态测试系统设计  郑 鹏,张丽君,张 腾(１０－８４)
 段宇恒,管 亮(１１－１)

具有同步整流功能的智慧环保设备运行监测系统设计 

 李亚娟(１１－６)

小样本深度学习方法实现 LED TV 屏缺陷检测 

 周永福,曾 志,罗中良(１１－１１)

飞行试验脚蹬力测试系统在线校准技术研究 

 冯铭瑜,陈星星(１１－１６)

火箭地面测控系统的电磁兼容性设计

 王晓晖,陈 纲(１１－２０)

基于深度学习的无人机巡检图像销钉故障检测  宁柏锋(１１－２５)
面向移动智能终端的人体心率监护系统设计与实现 

 魏 琪,林增刚,郭阳明,孔德岐,张 双(１１－３０)

轮毂检测建模及测量数据处理方法研究 

 刘业峰,王继轩,王富状,赵 元,孙福英(１１－３４)

环境空气 TVOC 在线监测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张华杰,陈海永,兰淑静,武传伟,王 栋,侯贤祥,王海超(１１－３９)

基于健康管理技术的机载计算机智能故障诊断方法 

 马小博,王 芳,陈 益,李亚锋(１１－４３)

大推力氢氧补燃循环发动机故障仿真 

 邓 晨,薛 薇,郑孟伟,李子亮,叶莺樱(１１－４８)

射频超导腔性能测量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李爱玲,郑 健,周立鹏,彭朝华,陆 泽(１１－５４)

基于无人机机载激光雷达的海岛建筑物高度测算技术 

 杭 芬(１１－５８)

 胡锦波,张飞雄,吏泽坤,黄 浩(９－６６)

航天器多维动态可配置健康管理系统设计 

 王海霞,李凯勇(１０－１３)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方法 

 韩慧媛,贯 顺(１０－２３)

基于嵌入式系统 STM３２ 的超声波介质传输速度测试系统的设计 

 段春梅,张涛川(１０－２７)

基于智能云测试平台通信模块的设计 

 巴塔西,李 蕊,熊 毅,房红征(１０－３１)

基于堆叠稀疏自编码神经网络的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预测方法研究 

基于遥测参数建模的无人飞行器发动机故障诊断 

航天器健康管理平台设计技术研究  张 雷,李志栋,孙 波(１０－１８)
电子星模在卫星控制系统闭环测试中的应用

基于傅里叶变换的随机纹理瓷砖的高精度表面缺陷检测 
基于 QAR 数据的民用飞机故障预测及验证 
航天嵌入式软件测试用例典型设计缺陷研究 

 杨柳青,张亚航,袁 珺,董振辉,潘 莉(１２－１０)

 元尼东珠,罗亚锋,房红征,杨 浩(１２－１４)
 谢永超,杨 利,严 俊(１２－２０)
 王 亮,谢锡海,尹成瑞(１２－２４)

 孔祥伟,王 丹,吴 瑀,张晓箐,何 良(１２－２９)


 左万娟,虞砺琨,王小丽,黄 晨(１０－３６)

基于 LS－SVM 和核密度估计的概率性风电功率预测

 郑永丰,张贵恒,董 阳,刁 静,王奇之(１０－４１)

利用载噪比比较法测量天线 G/T 值研究 

国产芯片自动测试系统射频测试模块设计 

ATML 标准结构及其应用研究  李涛涛,包 亮(１０－４５)

 孟升卫,冯晓晓,庞景月,崔秀海(１２－３４)

 侯长满,赵亭军,刘 丞,马荣祥,王 帅(１２－３９)

３

多电飞机 BPCU 自动测试平台总线通讯技术研究 

基于网络指纹识别的电力系统应急调度动态控制技术 

基于分布式的玻璃缺陷检测技术研究及性能优化 

基于异步优势执行器评价器的自适应 PID 控制 

 郭亿东,王立坤,祁在明,杨善水,王 莉(１２－４２)

 孟 陆,金 永(１２－４７)

 杨光辉,冯 豆,张 彪,李自愿(２－６５)
 段友祥,任 辉,孙歧峰,闫亚男(２－７０)

基于 Z
i
e的断路器动触头温度智能测控系统设计 
gBe

佳拉洁雅装置时序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无线通信和传感器的动力电池在线监测系统设计 

一种遥感卫星动量轮容错控制的方法研究 

 顾志伟,杨 威,徐拥华(１２－５２)
 佘世刚,胡月娥,赵 宇,袁峥峥,朱明亮(１２－５７)

航天器热试验电源健康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刘泽元,文 晶,张 曦,朱 琳(１２－６２)

基于线圈电流的牵引变电站直流断路器状态监测与诊断研究 

 肖伟强,肖涛古,王志惠,张目然,夏加富(１２－６６)

全自动化电路板在线检测系统

 黎 超,张艳荣(１２－７１)

 佟为明,黄 阳,李 帅,金显吉(２－７４)

 柴伟杰,董诗音,陈金勇,张 超,陈韬亦(２－７９)

基于云平台的多电网调峰调度自动控制系统设计 

 郭文鑫,赵瑞锋,王海柱(２－８４)

双 PWM 变换器的异步电机矢量控制系统设计



 刘晓明,冯恩信,何修富(２－８９)

变摩擦力下板带轧机垂扭耦合振动控制技术  曾家谦(２－９３)

基于 HDFS 跟踪的雷达控制系统鲁棒性增强技术  万世昌(１２－７５)

柔性内镜介入机器人模糊 PID 控制研究 

控制技术

基于 STM３２ 的智能手套机运动控制系统设计与开发 

基于 SP 谐振补偿网络的 ICPT 系统鲁棒控制研究 

 朱爽鑫,曾国辉,肖 俊,黄 勃,韦 钰(１－６０)

基于水下六足机器人腿部运动控制问题研究 

 魏 超,刘卫东,俞 键,高立娥,李 乐(１－６５)

新能源汽车电静液制动系统抗饱和反演控制 

 符晓刚,邱 伟,杨 开(１－７１)

天幕靶灵敏度自适应控制技术研究

 张龙飞,倪晋平,陈 丁(１－７６)

气动垃圾回收系统阀门控制策略研究 

 宫成文,程维明,李 扬,卞家家(１－８１)

基于专家 － 模糊 PID 控制的松散回潮出口水分控制系统设计 

 段荣华(１－８５)

车载复合电源模糊能量管理策略优化设计 

 陈德海,徐王娟,华 铭(１－９２)

爬游无人潜水器导航控制系统设计 

 俞 键,高立娥,魏 超,刘卫东,李 乐(１－９７)

基于腕部可穿戴设备的跌倒监护系统设计与实现 

 黄衍标,陈华珍,黄键鹏,张子豪(１－１０２)

一种三自由度冗余驱动并联机器人控制研究 

 刘保朝,陈能祥(１－１０７)

分布式网络高机密数据采集智能控制方法研究  马 蕾(１－１１２)
基于 Wi
nAC 和 Pr
o
f
i
bus的大惯量 X－Y 航车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潘琼文,崔 岩(１－１１６)

 李言民,姜付杰,苗 欣,金 浩,顾绍鹏(２－９８)
 董 辉,童 辉,王亚男(２－１０２)

大数据通信平台的智能集成广域保护控制系统设计 

 许艺凡,王宇晨(２－１０６)

离散 Ma
rkov 跳变系统事件触发 H∞ 量化输出反馈控制



 张婷婷,高金凤,李嘉豪(３－７２)

基于 STM３２ 的全自动贴片机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董 辉,张 圻,周 瑾,陈子豪,姜 涛(３－７９)

基于 DMC 预测控制算法的智能四驱车控制器设计与仿真 

 吴莹莹,丁肇红(３－８３)

一种球形滚动机器人的路径跟踪控制器设计 

 于 涛,孙汉旭,赵 伟,杨 昆(３－９１)

基于 PLCopen 的六轴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功能块设计 

 徐胜华,徐建明,赵 帅(３－９７)

存储器中易失性用户大数据并行处理控制系统  梁 霄(３－１０３)
基于表面肌电信号的虚拟现实控制系统设计 

 刘万阳,李晓欧(３－１０７)

文献扫描机器人多关节机械臂滑膜控制系统设计  葛 婧(３－１１２)
基于 VNX 总线的航天飞行器综合控制系统设计 

 苏晓东,苏 峰,宋蔚阳,张 强,陶 然(３－１１７)

基于 AdHo
c网络的医院智能安防控制系统设计  李 麟(４－６４)
四旋翼无人机控制系统仿真设计

 杨则允,李 猛,孙钦鹏(４－６８)

无人机全包线变增益调参控制律设计 

 付国强,王立鹏,魏雅川,牛晓博(４－７２)

基于 S
IMATIC NET 的数控磨床车间 SCADA 系统设计 

无人机地面任务监控系统设计  刘宏娟,贺若飞,王 晶,李 彦(４－７７)

一种集中式智能农机自动导航驾驶控制器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复杂参数的组态化显示监控系统 

 陈振友,吴智政,许树业,罗 攀,高思帅(１－１２１)
 杨俊刚,卢佳祈,董启甲,岳富占,马 波(１－１２６)

基于组态软件的混凝土预制板生产线监控系统设计 

 张丽晔,褚厚斌,蔡斐华,郭 晶,贾长伟(４－８５)

智能设备网络虚假信息行为识别与控制技术研究 

 吴 珊,李跃新(４－８８)

 曹英荣,苏沛东,李 倩,甄红卫(２－４７)

虚拟现实技术下分拣机器人嵌入式遥控系统设计 

 周 晓,田瑞清,李永清(２－５２)

基于改进遗传模拟退火算法的 BP 神经网络的畸变校正研究 

 杨朋飞,张 典,刘逸飞(２－５６)

基于 FPGA 和 EMIFA 的 SPI控制器系统设计

用电设备运行状态监控系统设计与实现 
基于 Smi
t
h 预估补偿的聚丙烯反应器自适应控制系统研究 

电器试验设备远程监控系统设计与实现  成建宏,马训鸣(２－６０)

４

高速公路多匝道远程协同控制技术研究  李凯伦,王建军(４－８１)

 谢学军,谢 枫(４－９２)
 王 岚,李新华(５－７７)


 杨宇科,王保成(５－８２)

基于 PROFINET 和 VXI总线的 １．
２ m 风洞测控系统设计与实现



 荣祥森,邓章林,贾 霜,杨海滨,马列波(５－８７)

小卫星对上面级定向的姿控设计与验证 

 张宏德,赵心欣,卢 伟(５－９１)

全自动变压器绕线机自动排线控制技术研究 

 许家忠,张 剑,刘美军,杨 海(５－９６)

电梯平衡链测长设备控制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史先传,杭云龙,徐镇冬,苏胜辉(５－１００)

嵌入式系统的多路步进电机控制系统的设计 
 王宜瑜,宋树祥,王 斌,庞中秋(９－７６)

基于 STM３２ 离子注入机剂量检测控制器的设计 

 刘 辉,谢明华,王新辉,周志英(９－８０)

TORA 系统基于自调节滑模干扰补偿器的解耦滑模控制 

 于 涛,王益博,赵 伟,杨 昆(９－８５)

一种具有重力补偿的串联弹性执行器接触力控制方法 

 张 婷,徐建明,董建伟(９－９０)

Buck 型变换器非奇异固定时间滑模控制 

基于 STM３２ 的步进电机多轴速度控制方法研究与实现 

负荷实时跟踪精细化氨法脱硫智能控制系统 

基于滤波算法的分布式云储能系统弹性稳定控制 

 钱 宁,陈 强,杨 宇,南余荣(６－６２)
 郭玲妹,马立新,梁克顺(６－６６)

基于惯性传感器的可穿戴人机交互设备信息控制模型 

 程晓芳(６－７０)

 王昊天,于乃功(９－９５)
 周振华,李 磊,王 茂(１０－８９)

基于嵌入式 L
i
nux 与 Qt的植保机流量控制器设计与实现 

 闫 啸,李树江,王向东(１０－９５)

基于 FPGA＋１０４ 工控板实时动态谐波监控装置设计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连续模型预测控制器的设计 

基于循环路径的级联多电平逆变器母线电容波动均衡控制系统 

基于策略的厂区安全与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焦生金(１０－１０４)

 杜俊杰,梁俊伟,和立辉,杜 洋(６－７５)

 钟 斌,李 刚,张兴才(６－８０)

水冷壁爬壁机器人路径跟踪研究  宋旋漩,李 静(６－８５)
大推力氢氧补燃发动机推力闭环控制设计 

 薛 薇,胡 慧,武小平(６－９０)

基于梯度自适应极值搜索算法的趋光控制研究 

 曹牧寒,李长红,曹 凯,陈超波(６－９５)

飞行试验综合安全监控技术  叶 冰,徐 茜,郝 朝(６－１００)
转移概率部分未知时滞跳变系统有限时间 H∞ 控制 

 熊 威,顾 德,刘 飞(７－６３)

上下料机械手通用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吴 祥,林建波,董 辉,俞 立(７－７０)

 张 君,章 琳,喻梅文(１０－１００)

Sens
o
rWeb 支持下的租赁车辆远程监控系统设计与实现 

 张亚平,刘学锋(１０－１０９)

基于智能计划管理的测控自动化运行系统设计 

 蔡红维,谢福锋,甘朝虹(１０－１１４)

基于嵌入式以太网的远程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胡祖辉,施 佺,吴国庆(１０－１２０)

小型无人机地面式发射控制系统设计 

 冷月香,马远超,吕 慧,王 健(１０－１２５)

基于 STM３２ 的无人船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晁 鹤,郑恩让(１０－１２９)
应用网络模块度的航天测控地面站网分析 

 汪筱阳,朱 琳,朱参世,张亚奇,徐 浩,王引娣(１０－１３４)

基于动态矩阵的隔振器滞回动力自动控制系统设计  张璐佳(７－７４)

三相负荷平衡的光伏逆变器与充电桩协调优化控制策略 

 程林云,张 雷,宋晓娜(７－７９)

无刷直流电机自适应调速控制系统的设计 

 曹竞豪,黄 欢,张 帅,周颖文(７－８５)

基于 FPGA 的伺服电机转速控制系统研究 

基于 RBF 神经网络的机械臂自适应控制方法 
基于模糊 PID 的整平机姿态控制算法设计与实现 

基于 RNN 编码器的交互式机器翻译平台控制技术  白瑞芳(７－８９)

 姚潇毅,张 剑,尹柏强,李晨晨,何怡刚(１０－１３８)

 卢 军,程诗卿,黄海波,陈宇峰,高 云,王志虎(１１－６２)
 张 龙,叶 松,张宝国(１１－６６)

０．
６ 米跨超声速风洞安全联锁控制系统研制 

基于物联网的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控制策略研究  李 睿(１１－７０)

带有输入时滞的领导跟随系统扰动抑制一致性 

 陈振东,杨飞帆,刘惠鹏(１１－７４)

 陈海峰,熊 波,阎 成,谢明伟(８－６９)

融合眼电及头部姿态的智能轮椅控制 

 杨仕斌,陈 珺,刘 飞(８－７４)

基于组态软件的电梯控制与仿真  吴晓雪,何 南,谷 军(１１－７９)

 张 岩(８－８０)

 杨 扬(１１－８２)

基于无人机航拍技术的地面施工设备质量远程控制系统设计 
同位素电磁分离器离子源控制系统的研制 

 米亚静,曾自强,任秀艳,屠 锐,吴灵美(８－８５)

仿人机器人的机械结构设计与控制系统构建 

 罗庆生,陈胤霏,刘星栋,朱 琛(８－８９)

基于 FPGA 的遥测系统数据存储器控制模块设计  郑杰辉(８－９４)
基于 Ar
du
i
no 单片机的太阳能智能充电控制器监测系统设计



 杨立英(８－９９)

基于神经网络的多机械臂固定时间同步控制 

 高苗苗,陈 强,徐 栋,南余荣(８－１０４)

基于 CPLD 芯片的温湿度控制系统设计  郭贤海(９－７１)

基于 LoRa物联网技术的火龙果大棚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基于双霍尔传感器的磁性小球悬浮控制系统研究 

 张 驰,陆永华,梁立鹏,赵采仪(１１－８６)

某扑翼飞行器风洞流场控制系统设计  杨孝松,盖 文,江 涛(１１－９１)
基于自适应 Ba
cks
t
epp
i
ng 的飞机重心变化稳定控制律设计 

 明瑞晨,刘小雄,李 煜,张悦航(１１－９６)

云台式 PGK 伺服系统控制器设计  张刘帅,杨新民,赵 坤(１１－１０１)
基于滑模变结构控制的路径跟踪研究 

 张华胜,宋旋漩,潘礼正(１１－１０６)

基于 MMX－VPU 的 S
ima
t
i
c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模块 

 苏 越(１１－１１０)

５

基于神经网络的配网系统光伏输出功率控制分析 
 孟庆强,刘 铭(１１－１１５)

基于模糊自整定 PID 的气垫登陆艇航向控制器研究 

舰艇磁性检测中矢量磁传感器的姿态校正  朱兴乐(６－１１６)
基于高性能并行计算的武器装备混合调度控制方法研究 

 庞阿源,刘亚洲(７－９３)

 肖剑波,陆爱杰,胡大斌(１２－７９)

基于自适应 LS－SVM 的雷达 T/R 组件热管冷却故障诊断系统设计 

 李 想,乔志强,张忠海,于功敬,孙 健,成苈委(１２－８３)

基于 VPX 总线的无线电指令收发测试系统设计 

 卫春芳,余明亮,杨维明(１２－８８)

基于 GA－ANFI
S 的装甲车辆蓄电池 SOH 预测方法 

 朱银龙,华 超,陈 昕,耿令波,胡志强,宋爱国(１２－９３)

新一代天气雷达机外信号源远程控制技术研究 

 赵闪闪(１２－９７)

雷达接收机脉冲灵敏度测试  吕贵洲,梁冠辉,朱 赛(９－１０５)

 陈 琍,周 晓,陈红良,周卫东(１２－１０２)

 汪 洋,赵伊宁,李梦超,杜以林(９－１０９)

基于脑肌电信号的机械臂控制方法与实现 
双足机器人多电机协同控制系统设计 
基于 LabVIEW 与单片机的温度采集监控系统设计



基于 Mi
nds
t
o
rms的四轮智能机器人实时控制系统设计 
基于物联网的猪舍环境监控系统设计 
太阳能热水器自动控制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苏赐民,李春杏,曾 君,刘俊峰(１２－１０６)

 吴国秋(７－９７)

 高 媛,贾 凡,唐学术(８－１０９)
 朱永黎,常天庆,刘 鹏(８－１１４)

 姜小云,李昭春,张永莉(９－１００)

基于系留气球的测控系统研究 
基于感知模糊 Pe
t
r
i网的自动装弹机故障分析方法 

 李英顺,张银图,陈悦峰,周建军,江山青(１０－１４７)

基于 Vi
s
i
onCa
r
d 的机器人舵机高精度数字控制技术 

装甲装备指挥控制性能自动测试系统设计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驾驶辅助系统设计 

靶弹一体化技术支援系统设计与实现  杜 江,王 刚(１２－１２０)

 阎文亮(１２－１１１)
 史二娜,肖蕾蕾,姬冠妮(１２－１１５)

军事装备测控技术
基于奇异值分解的雷达性能组合预测方法

 吴 婕,吕永乐(１－１３１)

基于 hp－ 自适应伪谱法的高超声速飞行器上升段闭环制导研究 

 王荔豪,杨 凯,王妮芝,马 菲,刘叙含(１－１３６)

舰载遥测与红外电视跟踪一体化设计与实现 

 李海鹏,黎刚果,吕 瑶(１－１４１)

基于雷达的测试性设计优化方法应用研究 

 欧爱辉,张昌卫,胡 旻(２－１１０)

 张又明,季文龙,刘瑞之,牛建民,张义武(１１－１２０)

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某防空导弹发射机构故障分析 

 许弘毅,郝 建,邓思宇,高 杨(１２－１２４)

基于远程动态重构的通用靶场测控系统设计 

 施 睿,邱长泉,郭心怡,袁延荣,张艳溶(１２－１２９)

测试软件工程
基于 Web 的用户自适应关系模型的设计及应用 

 陈 伟,陈 功,潘文杰,蔡 斌,熊永华(１－１４６)

ATML 测试系统软件平台架构及测试结果建模研究 

 杨 起,王竹林,王 成(２－１１８)

某型战车信息终端仿真器的设计  陈建明,梁志成(２－１１４)

基于 B/S 架构的管理系统软件开发 

 杨世武,邓健辉,彭俊然,陈 庆,李 闯(３－１２１)

分布式复杂系统软件测试建模方法与应用研究 

 李 勇,高晓辉,潘恩超,韩朝帅(３－１２６)

基于 And
r
o
i
d 系统的光谱传感物联网移动终端设计

基于 DSP 的一体化 PGK 控制系统设计



新型防化发烟车 RMST 一体化设计与关键技术分析 

测试性验证试验的故障注入方法优化研究  颜世刚,齐亚峰(４－９７)
基于云计算的靶场测试装备可用性服务架构研究 

 余学锋,文 海,张开维,赵增兴(５－６４)

 吴晓珊,曹旭东,王 森,魏文龙(２－１２３)

 陈 强,陈 双,吴立金,韩新宇(２－１２９)


 魏永畅,王绪泉,魏 杨,黄松垒,方家熊(３－１３１)

主机控制软件在测发控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于大海,袁 杰,白 亮,向 军,丁景义(４－１０２)

四旋翼无人机飞控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张海军,陈映辉(５－１０５)

移动机器人视觉伺服系统上位机软件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 STM３２ 的多功能翻身系统设计与控制  肖 蕾,程武山(５－１１４)

基于机器学习的军用软件过时淘汰评估方法研究 

 王 昕,周育忠,石嘉豪,李俊超,王 宏(５－１１８)

工业复杂软件系统的成长性构造框架与实现 

 杨 啸,李 迪,李 松,王世勇(５－１２２)

基于 LabVIEW 的天然气水合物电 － 声联合探测实验装置测控软件开发

 康海涛(５－１２７)

小卫星可复用软件技术研究  郝佳宁,刘 畅,韩延东,马 磊(６－１３０)

抗扰的板球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谢景卫(５－１０９)
移动终端标准信息在线录入误差控制系统设计 
基于 RTX６４ 的软运动控制器设计与实现 
基于无线通讯列车控制系统的全自动无人驾驶地铁系统研究 
一种强噪声干扰下的炮控系统声音识别算法 

 张 雷,袁 博,查晨东(６－１０４)

雷达无源干扰态势监测方案设计与实现 

 郑守铎,王 铎,范庆辉(６－１０８)

某型武控系统目标信息融合性能检验方法研究  冯 楠,张 黎(６－１１２)

６

 仇 翔,陈 旭,刘安东,俞 立(４－１０６)

 帅 勇,宋太亮,郑玉杰,郑雪松,唐 浩(５－１３１)

 于景洋,宁德军,毛建华(６－１２０)

 朱 泰,邢兰昌,祁 雨,刘昌岭,孟庆国,刘乐乐(６－１２４)

基于 S
i
r
i
usXM 卫星广播服务的音频播放软件的设计 

 邹山花,方宁生,冯潇翔(７－１０１)

基于 LDRA Te
s
t
bed 的民用机载软件静态测试方法  周 培(７－１０７)
基于 VB 的 UCAM 系列应变仪测控软件设计 

 潘琼文,黄进浩(７－１１１)

面向飞行器的自主保障寿命管理软件设计 
 张丽晔,蔡斐华,褚厚斌,姜 悦,代 京(７－１１５)

基于多粒度匹配的高超速飞行体三维重构方法 
 李 明,王 端,宋耀东,杜 雪,张 森(１－２１４)

 刘马飞(８－１２０)

卫星网络路由器高速数据转发设计 

 沈怡颹,张 程,何益康,林荣峰,朱晏庆(８－１２５)

轨道扣件的图像采集与振动补偿方法 

 杜 江,刘宗杰(８－１３０)

基于局部投影方差的快速车牌校正方法 

 冷 巍,张 显,周 盈,张 磊,龚 洁(９－１１２)

典型金属立体目标的毫米波辐射特性研究 

 张 龙,叶 松,张继军,张宝国,张东亮(９－１１７)

基于路径预测人工势场法的自动跟随小车路径规划 

基于 And
r
o
i
d 的车胎监测系统软件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虚拟化技术的卫星控制系统软件构件库运行监控与可信验证技术

基于 LXI总线技术的靶载干扰机综合保障系统研究与实现 
气动力模拟器的实时控制分析与软件设计 
基于 C＋＋ 和 SQL 的流速标准装置检定软件设计 
基于动车组自动导通测试系统的软件设计与实现 

 张洪月,刘延迪,杨海军,黄召明,苏建军(９－１２３)

基于 NIPSP 协议的分布式测试系统软件设计 

 周 东,王翠莲,李 珂,张 橹,冯国平(１－２１９)
 褚天舒,郑树彬,彭乐乐,陈兴杰(１－２２３)
 汪敏倩,卢书芳,张元鸣,张永良,高 飞(１－２２８)

 高 远,张光锋,于畅畅,刘 静(１－２３３)
 张化锴,张曦文,王清礼(１－２３７)

航天器通用 Spa
c
eWi
r
e总线路由单元的研究与实现



 冯国平,周 东,牛跃华(１－２４１)

 高 涛,常 娟,高艳军,段海彬(１０－１５４)

线阵 CCD 精度靶图像触发算法设计 

 刘康丽,谷 静,杜 影,毕 硕,朱元元(１０－１５９)

无控制条件下机载 L
iDAR 航带拟稳平差方法 

 袁 莉,孙雪阳,陈 伟(１１－１２５)

基于 FPGA＋COM Exp
r
e
s
s的基带数字信号处理平台设计 

 杜 影,朱元元,刘康丽,毕 硕,谷 静(１１－１６３)

基于 COTSSoC 的星载微型 GNSS 接收机硬件设计 

中标麒麟系统下基于 QT 的 PXI仪器软件开发 
基于 DSP＋FPGA 的激光半主动导弹飞控软件设计 
基于龙芯平台的 PXI设备驱动设计 

基于 Jme
t
e
r的智能法律问答系统性能测试  杨 莹(１２－１３４)

 孟炳全,蔡荣立,谭林秋(１－２４５)
 邹长江,张 良,刘 辉,李 宁(１－２５０)

 齐志强(１－２５５)
 高万里,赵 诣,刘 磊,王 康,顾 建(１－２５９)

基于 ATML 的 ATS 软件平台的研究与实现 

基于网格化压缩挖掘船舶航道位置信息 

基于安全分区操作系统的容错计算机软件架构 

无砟轨道扣件快速匹配定位方法研究 

 于雅丽,齐同斌(１２－１３８)
 马小博,王 芳,程俊强(１２－１４２)

设计与应用

 刘亚帅,曹 伟,管志强(１－２６３)

 李 倩,陈兴杰,彭乐乐,安小雪(１－２６７)

高可靠性小型固体动力运载火箭时序控制器设计 

 张 拓,党小鹏,韩连刚,桂苏嘉(２－１３５)

一种新型恒温输液输血装置设计  尹海涛,温家平,熊旋锦(１－１５０)

高分遥感京津冀一体化服务平台设计与实现 

 张 玥,李 珣,李彦斌,冯 智(１－１５６)

基于多角度旋转积分图的手背静脉身份识别 

 王 骞,陈灿辉,朱 红,李 昊(１－１６２)

基于视频数据的电梯门防夹检测算法研究  张 磊(２－１４８)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系统研究与实现 
一种飞行器有效载荷接口扩展装置方案设计 

基于 STM３２ 的多串口并行传输系统设计  陈旭辉,杨红云(１－１６６)
面向风洞群的装备自主式维修保障系统框架设计与实现 

 刘 剋,王玉静,赵子辉,郭 畅(２－１３９)
 王一丁,蒋小琛(２－１４３)

足式机器人在非结构地形中的姿态求解算法 

 常 青,乔志霞,罗庆生(２－１５１)

 顾 艺,车兵辉,曹 宇,王新林,王仙勇,郑 磊(１－１７１)

基于改进量子遗传算法的油田井位及数量优化 

 于 滢,谢 涛,矫鲁平,苏维均(１－１７６)

多传感轨道扣件检测的数据同步采集系统设计 

 任磊磊,余佩炫,罗萃文,刘 鹤,周 建(１－１８１)

基于改进相似样本选取与特征提取的光伏发电功率预测方法 

 严岳文,万相奎,李风从,魏佳昕,刘翔宇(１－１８５)

工业生产线通讯网络方案设计与分析 

基于 NB－I
oT 的智能网关设计 
基于 Compa
c
tRIO 的中性束高压平台电源数据采集系统设计与应用 
可佩戴式远程心电采集终端的设计与实现 
l
evy 噪声背景下级联系统中弱信号的提取 

 刘运江,王辅忠,刘 露(１－１９０)

６LoWPAN 中的路由选择策略的改进  余 建,林志兴(１－１９５)
外骨骼离线参数化上楼梯步态规划 

 郭武豪,江厚顺,谢 昊(２－１５６)

 王梓旭,苏圣超,彭乐乐,柴晓冬(２－１６０)
 陈世游,左为恒(２－１６５)

 徐鹏飞,张 菁,李志伟,戎自强(２－１７０)

基于 DSP＋FPGA 的动量轮原型模拟器设计  孙 莉(２－１７５)
基于 LoRa的地下停车场车辆定位系统设计 

 庄凯凯,何安平,袁 磊,冯志华,吴尽昭(２－１８０)

 闫泽峰,王志辉,马勋举,李 康,彭安思(１－１９９)

基于二代小波算法的数字全息显微成像自动对焦方法 

 李心成,邱联奎,常 亮,王永胜(１－２０５)

某线缆测试仪转换软件的设计及应用 

基于 FFRLS 和 EKF 算法的磷酸铁锂电池 SOC 估算研究 

高光谱场景辐亮度模型仿真研究  魏 斌,赵继广,黄 璜(１－２０９)

 陈 朋,李 杰,徐泽楠,王海霞,张怡龙(２－１８６)
 黄召明,刘延迪,张洪月,苏建军(２－１９１)

７

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的设计与仿真研究 
 刘永祥,李绪勇,王洪亮(２－１９７)

基于可验证 SM２ 门限算法的移动终端签名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唐泽严,李文军,黄晓芳(３－２２５)

基于iOS 平台的地下停车场导航系统研究 

一种多策略双机热备方法 



多模卫星导航星载终端仿真平台设计 

 邹优敏,费寅超,罗 恒,倪启东,袁 通(２－２０２)

基于 And
r
o
i
d 智能终端的区域自动站巡检维护系统设计与实现

 甘志强,陆土金(２－２０７)

 罗贵舟,王锦杰,杨旭斌,蒋兰兰,巩远航(３－２３１)
 高万里,赵 诣,李向红,刘 磊,崔 鹤(３－２３５)

嵌入式系统大容量 NANDF
l
a
sh 存储器分区管理设计 

空间环境长期演化模型研究  张海涛,张占月,陈 松(３－２４０)

基于集成深度学习的玻璃缺陷识别方法 

 周育忠,张自锋,石嘉豪,涂 亮(３－２４５)

 李远哲,贺海文,万 丽,李 妍,赵 峰(２－２１２)

基于 xml技术的电网复杂设备信息统计系统及其应用 

 张丹丹,金 永,胡缤予,赵宇帆(２－２１６)

基于低分辨率的人脸识别方法研究 

 赵 喜,胡文华,李 鸣,付 强(２－２２１)

商用航空发动机生产管控的数字孪生模式探索  吕延全(３－２５４)

多通道高速数字处理机设计  王帅涛(２－２２９)

 罗志鹏,张 伟,陈琪玮,沈琼霞(３－２５９)

某型雷达虚拟维修训练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 LoRa的工业监测自组网系统设计  魏源通,戴亚文(２－２２５)

 马 慧,孙万春,汪炜玮,程代娣(３－２５０)

基于 LoRa的智能图书馆座位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基于 Dens
eNe
t的单目图像深度估计  何通能,尤加庚,陈德富(２－２３３)

时间触发以太网确定性调度设计与研究 

 张建业,赵晓林,赵搏欣,高关根,陈小龙(２－２３７)

基于 LabWi
ndows/CVI的北斗短报文上位机设计 

基于压缩感知的遥感成像稀疏重构性能分析 

一种新的多渐消因子容积卡尔曼滤波  鲍水达,张 安,高 飞(２－２４１)
基于 RCM 的轨道交通车辆计划维修任务确定方法研究 

 任广强,万国强,刘 余,徐志锋(２－２４６)

航空发动机低压涡轮数字化装配仿真

 吴 腾,吕延全(２－２５２)

基于 DSP 和 FPGA 的信息化发射平台多协议网关设计 

 周永明, 刘云秋, 许进亮, 李向阳, 刘显勤(３－１３７)

邮轮客房火灾自动探测与报警电路的设计

 王益斌, 王荣杰(３－１４１)

I
SM 与 ４G 网络融合的无线热计量云系统设计与实现 

 林 喆,于莹莹,魏海波(３－１４６)

机器视觉系统的自动对焦技术研究 

 王 灿,张红霞,刘 鑫,白志城,付秀娟,王 刚,王学华(３－１５０)

 芦 伟,朱纪洪,杨佳利,于少霖(３－２６４)

 张晓荷,苏新彦,姚金杰(３－２７１)

一种多位置多时刻同步采样系统设计与实现 

 聂坤林,诸雪征,顾 进,严春晓,胡晓春(３－２７５)

一种改进的病理显微图像亚像素快速配准方法 

 张舞杰,唐柳生(３－２７９)

基于 Sys
t
emVue汽车雷达系统研究  焦安霞(４－１１１)
基于延拓相关算法的蓄电池内阻参数提取研究 

 司 伟,冯长江,黄天辰(４－１１５)

一种自适应子融合集成多分类器方法  李 敏,李 华,程茂华(４－１２０)
轨道图像特征点规律分布研究 

 李鹏程,郑树彬,彭乐乐,李立明(４－１２４)


基于场景理解的人体动作识别模型  张嘉祺,赵晓丽,张 翔(３－１５５)

一种结合 EWT 和成分分析的无线电指纹提取方法

基于 FPGA 的星内高速路由实现方案 

基于小波变换和神经网络的车内噪声信号重构 

火焰触发器用自适应信号处理电路设计  姜 波,田 会(３－１６８)

多要素气象观测无人机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张志禹,侯 凯,李晨曦(３－１７３)

基于级联端对端深度架构的交通标志识别方法 

 顾鹏程,张力川,王 立,卢建川(３－１７７)

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碰撞碎片演化分析 

 邓 筠,陈崇辉(３－１８８)

考虑无人机杆塔巡视避障的两阶段路径优化 

一种云计算环境下的虚拟机动态迁移策略  沈华峰(３－１５９)
 王翠莲,李 寅,周 东,吴 伟(３－１６４)

分布式 SVR 在短期负荷预测中的研究 
基于虚拟仪器与 FPGA 的多类型信号模拟器设计 

基于 DCA 算法的微博虚假信息检测  杨 超,项振辉,李 涛(３－１８３)
体感手环控制幻灯片翻页方法及装置设计

高速列车受电弓气动噪声分析与降噪研究 

 黄凯莉,袁天辰,杨 俭,宋瑞刚(３－１９２)

基于 SLAM 的旋翼无人机组合导航算法研究 

 刘旭航,章卫国,钟 浩,刘小雄(３－１９７)

 张 敏,罗正华,黄建刚(４－１２８)
 杨东坡,王孝兰,郭 辉,刘宁宁,王岩松(４－１３４)

 胡 鹏,伍光胜,孙伟忠,张志坚(４－１３９)

 樊 星,沈 超,徐 江,连心雨,刘占文(４－１４３)
 张海涛,张占月,陈 松(４－１４９)

 李朝钦,彭晓涛(４－１５５)

C９１９ 机载数据实时处理系统设计  吴海东,聂 睿(４－１５９)
智能制造中 RFID 多标签快速识别问题的研究



 王 涛,王 琪,张如伟,马义飞,裴 翦(４－１６３)

基于 Ka
lman 滤波器的高精度电子秤设计  崔建峰,钱 帅(３－２０２)

六足机器人不规则地形下的运动规划算法研究 

新能源电厂的可重构高透明度光通信技术 

面向批量化小卫星的便携式快速巡检系统研究 

基于 TDMA 的 LoRa通信网络设计  牛 朝,解振东(３－２０６)
 赵 婷,徐 杰,陈 璞,曾 铮,谢文武(３－２１１)

 常 青,罗庆生(４－１６７)
 刘杰强,李田甜,王 鹏,宋海龙,徐圣法(４－１７１)

基于 LSTM 的 PM２．
５ 浓度预测模型 

飞行试验信息化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徐 茜(４－１７５)

一种组网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的设计 

基于选择性抽样的 SVM 增量学习算法的泛化性能研究 

 段大高,赵振东,梁少虎,杨伟杰,韩忠明(３－２１５)

８

 邹优敏,费寅超,马啸宸,倪启东,罗 恒,刘晨旭(３－２２０)

论交通事故轮胎痕迹鉴别嫌疑车辆

 周奇智,杨 炜(４－１７９)

 余 炎,徐 婕,陈 前,杨 艳(４－１８４)

挖掘数据模式结构信息的混合数据分类方法 
 王惠宇,顾苏杭(４－１９０)

大型计算机集群数据持续保护研究与设计 

 曾 发,麻雨欣,曾贵明,梁 君,荣 刚(４－１９８)

基于变结构离散动态 BN 的最优交通路径规划



面向多航天器协同的自主任务规划方法研究 
 陈 丹,程 伟,高延超,王怡倢(５－２２１)

基于 Web 的地形匹配系统设计与开发  高 香,宋敦江,梅 新(５－２２６)
连接 CNC 系统和套料软件的中间件设计与实现 

 李科林,王静静,瞿少成(５－２３１)

 陈海洋,柴 冰,环晓敏(４－２０３)

多旋翼无人机磁罗盘校准方法  程玮玮,宋延华,王 伟(５－２３６)

 杨 玥,白士宇,殷雪峰(４－２０８)

 崔向宇,郗小鹏,张 勇(５－２４０)

基于越库配送车辆调度的混合量子遗传算法(QGA)研究 
一种小型陆空两栖机器人的选型分析与结构设计 

 罗庆生,陈胤霏,刘星栋,朱 琛(４－２１３)

面向拆装训练的输油泵机组虚拟维修系统设计 

 蔡凯骏,张伟明,赵鸿飞,师 磊(４－２１８)

基于文丘里的湿气流量测量实验研究 

 何灿阳,顾嘉祺,胡桁聚,昝元锋,闫 晓(４－２２２)

基于 ZYNQ 的航空发动机传感器仿真系统设计 

 张 程,刘晓光,倪继锋(４－２３０)

变电站预制光缆及其免熔接光纤配线模块化标准化研究 

 邱新娟,方贞泽,吴聪颖,刘文轩,郭亚昌(４－２３５)

基于联盟区块链的 V２G 网络跨域认证技术研究 

 刘冬兰,刘 新,陈剑飞,于 灏,张 昊(４－２４０)

HGV 平衡滑翔式轨迹可达区域计算方法研究 

 樊朋飞,郭云鹤,凡永华,闫 杰(５－１３６)

高动态 Ku/Ka双天线民航动中通系统设计 
六足仿生机器人的设计与实现 

 樊启润,唐 彪,孙开鑫,万美琳,卢 仕(５－２４５)

基于移动终端的智能看护系统设计 

 向 琦,陈 旭,王春城,刘满禄,任万春(５－２５１)

步进电机恒流驱动电路设计 

 张 超,王 淳,张晓敏,张 晗,康建兵(５－２５５)

基于 IVUS 图像配准的动脉壁位移估计  李新伟,汪友生(６－１３５)
基于改善特征值离散度的信源数目估计 

 梁龙腾,关迪聆,张承云,吴庭筠(６－１４０)

基于动态窗口的虚拟信道通用调度算法 

 饶爱水,李永刚,周锦标,汪 毅,李清梅(６－１４７)

基于朵云的大规模移动云计算系统  郑东旭,陈 阳,王 勇(６－１５３)
基于条件梯度 Wa
s
s
e
r
s
t
e
i
n 生成对抗网络的图像识别 

 何子庆,聂红玉,刘 月,尹 洋(６－１５７)

虚拟停车电子围栏设计研究  彭育强(５－１４１)

滑移转向机器人不确定度分析及路面识别方法 

 潘旭辉,王泽睿,任召廷,文 蕾,高斌彬(５－１４５)

一种具有语音交互功能的停车诱导系统设计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低压配电用户安全预警系统 
基于 And
r
o
i
d 手机的家居安防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朱 玲,李艳东,徐凤霞,么洪飞(５－１５０)

基于 OpenCL 的自动微分并行实现及其应用 

 叶爱芬,王 环,沈 雁(５－１５５)

医学影像诊断学自主学习系统的设计与实践 

 孙 谦,肖雪雯,胡俊峰,吴 响(５－１６０)

基于 ABTS 协议的 FC－AE－１５５３ 交换管理模块研究与实现 

 朱浩文,杨凌云,张 震,罗 鹏,郑璧青(５－１６４)

基于 FPGA 的高帧频图像跟踪系统设计  马帅旗(５－１６９)
基于无线通信的配电网用户实时防窃电系统设计 

 蔡耀年,唐 杰,马燕玲,李贤靓(５－１７３)

面向电压监测终端的远程升级加密通讯方法  包依勤(５－１７８)
适用多种码速率的遥控副载波数字化解调设计 

 沈小虎,王翠莲,周 东(５－１８３)

基于多旋翼无人机的热红外地表温度场反演系统设计 

 胡 鹏,伍光胜,傅铭治,罗意斓(５－１８８)

基于仿人机械手的五指力封闭抓取算法 

 于建均,安 硕,阮晓钢,于乃功,张子豪(５－１９２)

基于云计算的数据安全风险及防御策略研究

 王晓妮,段 群(５－１９９)

 白洋洋,吕洪波,黄吉全(６－１６３)

 齐保良,王 旭,蔺玉璞,孙 悦(６－１６７)

基于 Ma
skRCNN 的目标识别与空间定位 

 欧 攀,路 奎,张 正,刘泽阳(６－１７２)

基于图像处理的潘得路快速弹条扣件状态识别 

 袁文祥,柴晓冬,李立明,彭乐乐(６－１７７)

基于颜色聚合向量的线序检测方法

 吴宗胜,薛 茹(６－１８２)

基于 FPGA 与 DSP 的发动机参数采集系统设计 

 孙文莉,王海涛,蔡 磊(６－１８６)

基于 IAG－ABC 算法的路径覆盖测试用例生成技术 

 张 娜,张 唯,徐 璐,吴 彪,包晓安(６－１９０)

航空涡轴发动机转速与扭矩信号的仿真研究 

 张 程,刘晓光,张唯易(６－１９４)

两级上下文卷积网络宽视场图像小目标检测方法 

 王海涛,姜文东,程 远,严碧武,张宗峰,李 涛,张森海(６－１９９)

单轴旋转 S
INS 惯性系对准方法研究 

 常振军,张志利,周召发,陈 河,赵军阳(６－２０５)

基于改进的蚁群算法(ACO)的混合多目标 AGV 调度



 李 鹤,姜德文(６－２０９)

基于形状索引的 DoG 特征结合 GPRT 的人脸关键点检测算法 

基于 SoCFPGA 异构平台的魔方快速还原系统设计与实现 

采用自适应扰动观察法的光伏并网系统最大功率点跟踪 

基于 NSCT 和支持向量机的 SAR 图像识别  高志帮,刘以安(６－２１８)

 赵 康(５－２０３)

 谢 维,饶国勇,蔡建羨,李立新,陈 逊(５－２０７)

模块化设计的智能物模采集平台研发与应用 

 董瑞强,乔志杰(５－２１２)

无人售货的无线通信关键技术研究与实现  张俊文(５－２１６)

 卢 仕,张志文,张 寅,万美琳(６－２１３)

太阳能自动跟踪系统研究

 葛海浪,臧 勇,唐友亮,杨凯程(６－２２２)

改进最小二乘变点识别法在负荷分解的应用 

 郑义林,刘永强,梁兆文,李卓敏(６－２２６)

基于深度学习的视频检索系统设计与实现  姚锦江,程允权(６－２３１)

９

大型临近空间等离子体真空环境模拟技术研究 
 付春雨,董怡泽(６－２３６)

带非线性约束的自适应高斯和卡尔曼滤波目标跟踪算法 

 徐 壮,彭 力(６－２４１)

基于虚拟技术的某型装备训练考核系统设计 

 李玉龙,刘文一(６－２４７)

试验场综合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邢更力,王晓栋(６－２５１)
对脉冲耦合神经网络中被动神经元的脉冲周期分析 

 郝敬帅,高 媛,程 橙,秦品乐,王丽芳(６－２５６)

GM(１,１)模型的改进在智慧水务中的研究与应用 

 张一航,钱晓群,彭宏玉(７－１１９)

基于 STM３２ 的射电望远镜跟踪系统设计  陈健康,王新君(７－１２４)
针对微博的免登录分布式网络爬虫的研究

 王 林,刘星辰(７－１２８)

OpenCV 下嵌入式轨道检测小车图像采集处理系统研究与设计



 张雯柏,柴晓冬,叶 斌,彭乐乐(７－１３２)

基于多项式统计的舰船传感器偏差估计算法 

 张博文,张 昕,费 捷,朱 宁,燕瑞超(７－１３７)

基于 XGBoo
s
t的客户所在店铺 Wi
F
i定位技术研究



 卢一帆,柳 伟, 叶福田(７－１４１)

暗通道去雾技术和聚类算法的优化研究 

 张 鑫,陈虎越,翟 超,张俊鹏,徐 斌(７－１４６)

车载数据无线传输及其平视显示设计 

 吴劲阳,姚 远,杨 刚,周兴社(７－１５０)

装备虚拟维修培训系统设计与实现  罗一丹,王南松(７－１５５)
基于目标跟踪与深度学习的视频火焰识别方法 

 耿梦雅,张国平,徐洪波,张莹莹(７－１５９)

基于 DSP 和 HI－６１２１ 的 １５５３B 远程终端通讯技术研究 

 张 鹏, 苗晋玲(７－１６４)

基于 HLS 协议视频监控加密系统优化设计与实现 

深度学习语义分割方法在遥感影像分割中的性能分析 
 王俊强,李建胜,丁 波,蔡 富(７－２３１)

基于拓扑感知节点排序的虚拟网络嵌入  马 煜(７－２３６)
人体姿态识别算法在视觉人机交互中的应用 

 唐 彪,樊启润,孙开鑫,卢 仕,万美琳(７－２４２)

基于自发表情数据集预训练的多任务深度网络表情识别方法 

 彭先霖,张海曦,胡琦瑶,温 超(７－２４８)

通信机房蓄电池并联隔离管理器设计与应用  张 瑜,陈 皓(７－２５３)
基于形态学滤波结合 LOG 算法的边缘检测  黄玉蕾(７－２５７)
大型跨超声速风洞维修维护自动化平台的设计与应用 

 方 亮,孙常新,廖晓林,郑向金,王仙勇(８－１３４)

基于 Labv
i
ew 的雷达发射机磁控管老炼系统设计 

 黄 奇,蔡昌新,赵承志(８－１３９)

基于 PIC 单片机的随钻声波测井仪电源管理设计 

 秦贞宇,卢俊强,鞠晓东,门百永(８－１４３)

高精度全局优化的无人机 B
i
ngo 航迹导航系统



 张子军,卢长谦,刘泽石,刘云飞(８－１４７)

基于曼哈顿距离加权协同表示分类的车辆识别 

 罗 涛,冯玉田,王 瑞(８－１５１)

基于 CEEMD 和改进小波阈值的机械密封声发射信号降噪方法 

 胡龙飞,高宏力,石大磊,林志斌,李克斯,赵 蕾(８－１５７)

复杂背景图像的字符识别算法研究 

张红霞,王 灿,刘 鑫,白志城,付秀娟,王 刚,梅天灿,王学华(８－１６２)

基于 OpenMV 的智能跟踪小车设计  田 渠,罗 淦,尹海涛(８－１６７)
基于 APT 控制技术的 Ku/Ka双频机载动中通系统设计 

 崔向宇,郗小鹏,张 勇(８－１７１)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锂动力电池荷电状态鲁棒预测 

 张 松,林伟钦,陈德旺,汤 平,郑其荣(８－１７７)

基于双向 TVS 的电磁阀加速释放电路研究 

 弭 艳,张红霞,马兵兵,任仲强(８－１８２)

 王 林,石 焘(７－１６９)

无人值守太阳能充电站设备管理系统的设计 

 邢毓华,刘 兴,程绍谦(７－１７４)

基于双目视觉的无人船障碍物探测与地图构建 

基于太阳能充电站中风光火多目标优化管理问题的研究 
单相光伏微网逆变器的建模与电流跟踪数值模拟 

 罗 丹,廖志贤,黄国现,韦笃取,蒋品群(７－１８０)

基于 AGV 的智能停车库调度系统设计 

 张丹丹,张志龙,古金茂(７－１８４)

基于无线通信的车辆主动防撞预警系统设计 

 周奇智,陶硕文(７－１９０)

改进的 KCF 算法在车辆跟踪中的应用  王 林,胥中南(７－１９５)

 邢毓华,胡词烨,程绍谦(８－１８８)
 黄倚天,朱晓辉,王杰华,刘 瑞(８－１９３)

基于 UWB 的地铁隧道定位系统设计



 李伟杰,戴亚文,唐 雨,王 枫,水中和(８－１９８)

基于 MIMO－OFDM 的雷达通信一体化收发方法 

 刘玉涛,詹 平,梁 晨,吕玉静,李 根(８－２０２)

基于数据关联的多雷达点迹融合算法研究 

 张 昕,张博文,张玉萍,李军侠,燕瑞超(８－２０７)

优化视觉聚焦点的手背静脉识别方法  王一丁,赵晨爽(７－２００)

滑动窗口技术在智能仪表离线交易记录上传中的运用 

基于 SAEJ
１９３９ 的商用车智能车载终端系统设计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移动机器人导航策略研究 

机载维护仿真平台的设计与验证  邹会荣,吕镇邦,沈新刚(７－２１４)

基于北斗卫星的 GPS 轨迹数据异常双频定位方法 

 朱文刚,常海涛,薄云览,江奕辰,刘志国(７－２１８)

一种粒子群和改进自适应差分进化混合算法及在生产调度中的应用 

 高建丰,周韶彤,何笑冬(７－２２３)

基于改进网格划分统计的特征点快速匹配方法 

 孙 谦,胡俊峰,石旻谕,肖雪雯,吴 响(７－２２７)

改进蚁群算法的 S
t
o
rm 任务调度优化  王 林,王 晶(８－２３６)

警用无人系统与低空安全防范初探

 庞 峰,冯登超(７－２０５)

 董小辉,胡锦波,黄 浩,胡永明,顾豪爽(７－２０９)

基于超宽带技术的轨道交通定位算法研究 
提升小波改进阈值算法在输气管道泄漏信号降噪处理中的应用 
基于 MNSS 的医学影像虚拟仿真实训平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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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博文(８－２１２)
 江其洲,曾 碧(８－２１７)
 李俊杰,陈武喝(８－２２２)
 周艳平,蔡 素,李金鹏(８－２２７)
 陈方杰,韩 军,王祖武(８－２３１)

基于行星历表的太阳系空间显示系统实现  任营营,王解先(８－２４１)

命名数据网络中基于用户位置分组的广播加密访问控制方案 

 庞 凌(８－２４５)

国产民机数字化运营流程管理及仿真系统 

物流配送中烟花算法结合遗传算法的异质车队路径优化方法 
激光红外多功能复合模拟系统设计研究 

 宋国栋,罗亚烽,任延群(８－２４９)

基于混沌理论的图像加密技术研究  陈龙彪,谌雨章,邹 鹏(８－２５４)
基于时频空间的非模型组合导航滤波方法 

 陶 瞩,高赛赛,黄 莹(８－２５８)

基于云环境下的科研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研究  李 颖(８－２６２)

 张 倩,王新平(９－２３５)
 方德权,杨卫东,王莉莉,赵立君(９－２４０)

列车出入库自动识别系统设计 孙晓东,韦建荣,邹 璞,张鹏跃(９－２４５)

测量数据处理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郭 珈,金 山(９－２５０)
基于 And
r
o
i
d 的天气预报客户端设计与研究  姚 胜(９－２５３)
智慧高速数据挖掘平台设计及其实现 

 胡 静,张广浩,冀金科,孙晓亮(９－２５７)

基于电压递推与 FFRELS 的航空蓄电池模型参数动态辨识 

新能源汽车 LLC 谐振 DC/DC 仿真设计  王添鑫(９－２６２)

基于实时图像处理的运载火箭飞行特征事件判别方法研究 

 韩 昌,陈 鑫,周 浩,高 俊(１０－１６３)

 连 帅,王 宽,谷士鹏(８－２６６)
 蔡红维,谢福锋(９－１２９)

空天飞行器质量特性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满益明,韩金鹏,罗明强,康 军(９－１３３)

激光质谱中基于数据挖掘的激光输出功率预测技术研究 

 刘莲花,杨文喜,张晓卫,但勇军,刘 彬(９－１３７)

软硬件协同设计的步进电机细分技术的研究 
基于同步遥测信号处理的实时仿真模型设计 

 胡金辉,沈怡颹,范蕾懿,余 维,彭 妮(１０－１６７)

基于软件定义网络的实验室防火墙架构设计

 刘 帅(１０－１７１)

应用于人脸识别的改进局部保持投影算法 

 张 悦,刘德山,王姗姗,闫德勤,楚永贺(１０－１７６)

基于软件无线电平台的电子侦察系统设计  武 征(９－１４１)

基于 Ni
o
sI
I的井下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管理 

 庄博阳,段建民,郑榜贵,管 越(９－１４６)

基于分级缓存加速的高可靠高速星载固存设计 

 王志乐,董军宇,胡文婷(９－１５１)

混合粒子群和差分进化的定位算法  郑建国,张学煜(１０－１９２)

基于光流法的快速车道线识别算法研究 
基于抽象工厂模式的机载显示系统图形生成技术研究 

改进点线特征的双目视觉 SLAM 算法  林利蒙,王 梅(９－１５６)
关于智慧企业理论体系构建的研究 

 付绍凯,卢俊强,门百永,鞠晓东,陈光建(１０－１８１)

 李 欣,禹霁阳,牛跃华,李宗凌,汪路元(１０－１８６)

基于 SoC 的无人机航测视频信息叠加设计与实现 

 江志东,霍立平,贾绍文,于 潞(１０－１９６)

 徐智勇,皮新湖,胡 鹏,袁凌云,叶建红(９－１６３)

基于 AFKF 的多旋翼无人机组合导航技术研究 

 曹 辉,翁理国,张德正(９－１６９)

基于 STC８９C５２ 单片机土壤温湿度检测器的设计 

 陈 杨,宁 静,王靖铭,陈春俊(９－１７４)

九轴陀螺仪在 AGV 自主导航中的应用设计 

 代航阳,邓 圣,崔 璨,付国恩(９－１７９)

抗辐照相变存储器芯片温度适应性研究 

 肖 娜,关喜峰,孔祥伟(９－１８４)

基于动态物体特征点去除的视觉里程计算法 

 周 业,卞玉霞,陈朝高(９－１９１)

快速去除睫毛及高效眼睑检测方法  丁 玲, 羿旭明(１０－２２３)

基于密集连接空洞卷积神经网络的青藏地区云雪图像分类 
高速转向架小幅蛇行运动状态下过道岔研究 
反应堆中子脉冲信号预处理系统研制 
基于图像处理的航空发动机自适应频谱报警技术研究 
面向大众智能化管线统计功能设计与实现 

视频监控平台的互联应用研究  王 林,范 京(９－１９５)
基于三维全卷积网络的肝脏和肝癌分割算法研究 

 徐宝泉,凌彤辉(９－１９９)

一种适用于多普勒高阶变化率的载波跟踪算法 

 宋青平,余 跃,齐建中,王 乐(９－２０４)

一种二维片上网络路由器的设计实现  蔡 升(９－２０９)
一种利用配电监测系统的中压线损管控方法 

 王开明,覃日升,陈小瓦,詹红生(９－２１３)

复杂多针脚异型元件的视觉精密定位研究 

 邝泳聪,陈 响,欧阳高飞(９－２１８)

C
l
oudS
t
a
ck 云平台异常运行告警系统设计与实现  杨忠彪(９－２２３)
基于物联网的超市智能自助购物系统设计 

 黄艳国,吴 磊,张慧敏,刘学鹏(９－２２７)

冠心病介入治疗虚拟仿真操作训练系统的设计 

 王 辉,胡俊峰,赵欣玥,郁步惠,马庄宣(９－２３２)

 高彦钊,章卫国,郭 鑫,黄 海,刘小雄(１０－２００)
 谢永超,杨 利(１０－２０５)

 魏权利,李莹莹, 何爱欣(１０－２０９)
 段欣欣,王敏琪,潘乐乐,邱 源,程志渊(１０－２１４)

 牛文雨,李文锋(１０－２１８)

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及主动防御技术研究与应用 

 刘冬兰,刘 新,张 昊,于 灏,马 雷,赵晓红(１０－２２９)

高速公路智能管控系统外部数据接入设计与实现 

 胡 静,张广浩,冀金科,孙晓亮(１０－２３４)

基于量子衍生的图像中值滤波算法

 勾 荣(１０－２３８)

基于物联网的自助洗车系统设计与实现 

 孙开鑫,樊启润,唐 彪,万美琳,卢 仕(１０－２４３)

十堰烟草企业智慧化建设思考

 胡 鹏,徐智勇,袁凌云(１０－２４９)

基于粗大误差检测和补偿的改进型 EKF 动态目标跟踪算法 

 张 迪,张正江,胡桂廷,朱志亮(１０－２５４)

基于 Demps
t
e
r－Sha
f
e
r的飞行机器人多目标视觉定位方法 

 白 璐,杜承烈(１０－２５９)

基于低轨星座的星地路由技术研究

 张晓娜,张亚生,何 辞(１０－２６４)

一种适于 S
i
l
t
aADC 的高增益放大器的设计 
gma－De

 田海燕,李 斌,廖春连(１０－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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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观测卫星任务规划研究 
 邓宝松,孟志鹏,义余江,余 烨,周晓光(１１－１３０)

基于无线通信的高精度室内人员定位系统在博物馆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
 邢更力,贾 凡,孙 健,毕明浩(１２－１６６)

遥测 GPS/BD 定位数据实时引导雷达局部组网技术 

基于 YI
I
２ 框架的高校毕业设计质量管理系统设计 

基于 VxWo
rks的复杂飞行器模拟平台设计 

基于 CAN 总线的分布式仓储系统设计 

基于 Z
i
e架构的疗养院智能安防系统设计  李 麟,潘 云(１１－１４８)
gBe

面向多类用户的卫星前向链路复合波形设计 

 张振慧,张正江,胡桂廷,朱志亮(１１－１５３)

排爆机器人机械臂定位精度误差自动补偿方法研究 

 唐 怡,黄 俊,黎茂锋,刘志勤,陈 波(１１－１５７)

面向智能制造加工的虚拟调试系统开发与应用 

 李鹏勃,马方远,杜剑英,王 茜,刘 鹏(１１－１４０)
 李 恺,曾贵明,梁 君,王健康,张声艳(１１－１４３)

基于拉依达准则与线性拟合的改进型无迹卡尔曼滤波粗大误差补偿算法
基于伪谱法的滑翔轨迹多级迭代优化策略 
低压用电客户保障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潘旭辉,岑正军,陈 成,任小诚,谭志立(１１－１６７)

基于星型链路的飞行器高码率数据采集传输系统设计与实现 

 陈玉坤,梁 君,荣 刚,曾 发(１１－１７１)

基于改进 DNN－LSTM 算法的车辆前方行人行为识别方法 

 窦雪婷,王 硕,季鑫盛(１１－１７５)

基于 VPX 标准的车载综合信息系统设计 

 张 亮,李正卫,韩 毅(１２－１７１)
 许弘毅,刘国民,莎日娜,翟俊哲,张裕超(１２－１７７)

 曾方舟,郝学坤,李 辉(１２－１８２)

 丁 燕,刘 鑫,黄炜亮(１２－１８７)
 禹鑫燚,陆文祥,柏继华,王正安,欧林林(１２－１９２)

城市交通环境视景三维仿真

 刘晶郁,李子然,杨 炜(１２－１９７)

基于载波动态调整的 FDMA 系统优化关键技术研究 

 樊丁赫,倪永婧(１２－２０２)

基于星间网络拓扑技术的星间链路优化设计  贺瑜飞(１２－２０７)
自适应扰动暂态混沌神经网络 MPSK 盲检测 

 于大为,张治民,张 昀,于舒娟(１２－２１３)

 卫攸宁,杨 鹏,张 宇,毛 微,袁 佳(１１－１８０)

基于双焦点设计的平面波束扫描透镜天线研究 

 肖海霞,朱双美(１１－１８４)

基于双模定位的荒野遇险人员报警终端的设计 

基于位置反解算法的并联机器人坐标变换方法 
基于商用片上系统的小卫星能源管理单元设计 

 苏 蛟,姚雨迎,刘元默,徐 军(１１－１８８)

单天线认知无线电中的协作频谱感知和无线能量传输 

 吕玉静,宋志群,刘玉涛(１１－１９３)

三坐标 DBF 雷达 Sys
t
emVue仿真建模方法研究 

 尹园威,刘月航(１１－１９７)

操控中的一种半程载波捕获与跟踪方法 

 李 强,张志宝,李 怡,薛 瑞,王 超(１１－２０２)

多核虚拟化分区技术在航空电子系统中的应用

 潘 皓(１１－２０６)

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翼型稳健设计替代模型 

 蔡文杰,黄 俊,黎茂锋,刘志勤,陈立伟(１１－２１０)

基于 RGB 通道自适应的维纳滤波图像去模糊研究 

 孙成阳,毛家发,胡亚红,盛伟国(１１－２１５)

基于软件无线电平台的中频信号处理系统设计 

 张 迪,韩 爽(１１－２２０)

基于 VI－SLAM 的四翼无人机多目标视觉定位技术  董 巍(１１－２２４)
基于改进的 SURF 图像配准算法研究  金斌英(１１－２２８)
基于 ARM 的嵌入式工具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阚 艳,张子明,李金猛,韩 梁,周勇军(１１－２３３)

一种混凝土预制构件智能循环养护系统设计 

 马 帅,鲍爱达,马游春,朱志斌(１２－２２４)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基建信息共享 APP 系统设计与研究 

 刘海龙,周 斌,曹宝夷,李文博,闫伟喆(１２－２２９)

基于语义分割与深度估计的行车环境实时解析 

 林坤辉,陈雨人(１２－２３３)

基于 Lo
r
a的智慧农业移动端系统设计 

 周怡文,张 伟,沈琼霞,王雪璁,程中启(１２－２３９)

基于三模冗余架构的航天器 FPGA 可靠性设计 

 杨 亮,李 祁(１２－２４４)

基于多假设解分离算法的 BDS/S
INS 紧组合完好性监视 

 王海东,孙淑光,匡 杉(１２－２４９)

试验与评价技术
一种卫星任务解译闭环仿真验证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何铭俊,陆文高,曾 鸿,姬云龙(１－２７１)

基于模块的运载火箭电气系统匹配验证仿真 

 李 强,胡元威,董余红,邓梦然(２－２５６)

通信星座弹性评估权值确定方法研究 

 汉京滨,张雅声,汤亚锋(２－２６０)

 苏沛东,甄红卫,柴 娜,曹英荣(１１－２３９)

基于健康管理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威力性能评估方法  王索建(２－２６５)

 张晓磊,潘卫军,陈佳炀,张智巍,王思禹(１１－２４３)

基于 Web 的通用效能评估仿真架构实现研究 

基于均值漂移与空间信息的导向模糊 C 均值遥感图像分割算法 
晨昏轨道卫星硅太阳电池阵功率衰减估计 

间歇性风电并网能源调度综合模糊评价系统设计  刘皓玉(３－２８４)
 李 彬,韦文书,马晓媛,赵言伟(４－２４５)

 李 强,马 强,王洪浩,郑惠强,王 超(１２－１４６)

基于湿热试验的光伏组件功率衰减与使用寿命研究 

 李沁泽,刘 艳(１２－１５１)

航天器试验大数据系统实现与典型应用 

基于 Ar
du
i
no 和 AppI
nven
t
o
r的智能共享鼠标柜设计与实现 

基于 PXI总线的星载机仿真系统研究  黎映相,刘学文(１２－１５７)
基于机器视觉的目标定位与机器人规划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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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政,张文静,何应然(１２－２１９)

 杨三永,曾 碧(１２－１６１)

 樊 静,钱 政,王婧怡(４－２４９)

 王建军,向永清,何正文(４－２５４)

基于 FPGA 数据采集的 USBKey 安全评估系统设计与实现 

 董 攀,白长虹(５－２６０)

一种民机 PHM 顶层架构仿真验证平台的设计和研究



 周长红,黄建民,郑良义(６－２６３)

面向任务的军机作战有效性试飞设计与评估 

 李 超,马小健,任晓斌(６－２６７)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驾驶安全性评价研究 

 许治琦,姚 远,周兴社,杨 刚(７－２６１)

面向智慧农业的无线传感器路由协议和节点定位算法研究 
 党存禄,胥莎莎(３－２９３)

基于三维矩阵光电读码电路的低功耗水表设计与实现 

 陈仲库,牛小民,张林生,桑小田,李跃伟,胡 斌(４－２５８)

一种零值测试基带信号源设计

 徐 茜,宫海波(４－２６３)

基于嵌入式的用电信息远程智能监控系统研究  何新洲(４－２６７)

飞行试验工程大数据治理思考  党怀义(７－２６６)

UV 数码打印机的研制与应用研究  杨乾坤,王晓红(４－２７１)

 冯 楠,李 一(７－２７０)

 龚靖傑,邓 哲,张玉玺,刘 芳,王家乐(４－２７５)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对接联调综合保障系统评估方法研究 
基于飞参数据的飞机操纵系统故障评估方法 

 吴祯涛,李学仁,杜 军,丁 超(７－２７５)

基于扩展卡尔曼滤波的锂离子电池寿命预测方法 

 王海霞,李凯勇(８－２７１)

基于近场通讯的低功耗运输状态监测仪设计 
基于簇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交会路由协议 

 杨 旭,王春佳,李 莉(５－２６５)

基于片上系统 ＋FPGA 的航管雷达终端综合记录系统设计



 杨东华,蔡委哲,王志祥,刘 楠(５－２７１)

云计算中跨域安全认证的关键技术研究  梁 爽(８－２７６)

自动化列车通信网络分析仪设计 

 黄 辉,黄昊宇,凌忠伟,张 伟,张 鑫(８－２８１)

健康服务机器人室内导航视觉传感器研究与开发 

Φ０．
５ 米高超声速风洞连续变攻角测力试验数据处理方法研究 

装备综合保障包评价方法研究  严志腾,戴 荣,马好东(９－２６７)
基于任务次数的舰炮武器系统任务可靠度评估方法 

 程文鑫,王寄明,方子璇(１０－２７３)

 赵建博,孙晓东,胡国强,王新政,胡雪峰(５－２７６)
 孙 宝,杨世恩,彭章君(６－２７１)

激光式自动化检测钢轨波磨装置研究 

 朱朝刚,尧辉明,高利君(６－２７６)

 陈 杰(１０－２７７)

车载网络通信控制器检测仪设计与实现 

海洋大气波导环境下反舰导弹作战效能评估熊 威,车梦虎(１１－２５２)

基于蓝牙通信的阅读视力检查仪设计 

民用航空电子系统网络安全验证方法研究

基于故障确认的一体化测试性试验验证平台  高洪青(１１－２４９)
基于 ANSYS 的包装箱虚拟仿真试验研究



 张丽丽,赵 元,刘业峰(１１－２５５)

装备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能力验证评估技术闻 化,胡志伟(１１－２６０)
基于层次分析法和指标评分标准的民用飞机客舱舒适性评价方法研究

 刘 剑,任 和(１２－２５４)

基于 STM３２ 的增量式编码器测速设计及实验验证 

 鲁 伟,刘士兴,孙 操,李 隆(１２－２５９)

基于状态监测的岸防武器系统保障性评估指标研究 

 孟祥辉,熊 尚(１２－２６４)

智能仪器与传感技术

 邹明虎,王振楠,冷育明,柳东方(６－２８０)

 陈龙翔,邱飞岳,傅 攀,叶思掀(７－２８０)

基于二阶段差分演化的 WSN 节点定位优化  易文周(８－２８６)
基于图像处理的细指针表盘识别方法研究 

 李 逸,王 晗,王瑞洲,林灿然,张芳健(９－２７２)

适用于火箭环境监测的无线传感网络应用研究 

 崔思阳,彭泳卿,徐 辉(９－２７８)

基于惯性传感器的动作捕捉系统设计  夏为浩,张少帅(９－２８３)

１６ 路智能锂电池充电、维护仪设计 

 宋金华,陈华强,吴 林,谢启少(１０－２８０)

基于 FK 能量聚束的传感器阵列优化布设方法



 莫璧铭,李 剑,孔慧华,辛伟瑶,贺 铭(１０－２８５)

基于 ZYNQ７０００ 的 S 波段 USB 应答机设计 

用于航天环境的布拉格光栅温度传感器灵敏度与精度研究 

基于多传感器的无人机避障方法研究及应用 

基于 IEEE１４５１ 的靶场分布式无线传感器网络构建方案

 张 焱,马金鑫,叶 雷,顾家全(１－２７５)
 杨 磊,陈凤翔,陈科羽,刘胜南(１－２８０)

飞行器综合测试设备可靠安全接地设计 

 张 翔,潘江江,杨友超,冯京京(１－２８４)

带有双路 TEC 温控的功率可调 DFB 激光器驱动电源设计与实现



 韩 放,廖 韬,苏新明,邓俊武,刘 阳(１０－２８９)


 刘康丽,朱元元,吴晓晔,毕 硕,谷 静(１１－２６５)

基于 STC８９C５１ 单片机的防盗报警系统设计  韩 爽,张 迪(１１－２７０)
基于 DDS 技术的 LFM 信号产生与 FPGA 实现 

 谭德勇,陆 聪,杨维明,卫春芳(１１－２７５)

 侯 腾,张 行,肖 雷(２－２６９)

航天伺服电位计式位移传感器阻值影响分析 

 吴佳杰,朱荣钊,钟志峰(２－２７３)

多源触发装置设计  王艳艳,朱轶龙,陈亚奇,白 蕾(１２－２７３)

无线传感器网络基于时空差分阈值 Hu
f
fman 数据压缩 

基于 PWM 的红外理疗仪器实时温度控制系统设计  张 凯(３－２８８)

 李梦雪,孙 楠,徐佳佳(１２－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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