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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00 篇） 

论文题目 作者 单位 

非线性不确定系统的 PID 控制理论 赵  成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整数和连续背包多面体的割平面研究 陈伟坤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声波与电磁波无相位反散射问题的唯一性 徐小绪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保结构流形学习和（曲率）流学习 李阳阳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基于多模态数据驱动综合集成方法论的汇

率预测研究 

孙少龙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强冲击荷载下岩石材料断裂及破碎机理研

究 

李晓锋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典型原子界面与粘接界面的力学行为 彭神佑 力学研究所 

拓扑材料的第一性原理计算研究 张田田 物理研究所 

非晶合金的高通量制备、表征与性能调控 李明星 物理研究所 

铁基超导体中马约拉纳束缚态的 STM 研究 王东飞 物理研究所 

基于多系统非组合精密单点定位的对流层

延迟估计及建模与应用研究 

张红星 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

研究院 

宇宙大尺度结构对星系形成和空间排列的

影响 

王  鹏 紫金山天文台 

基于 LAMOST 等巡天数据的银盘结构与

演化研究 

李承东 国家天文台 

硼酸盐短波长非线性光学晶体结构设计及

其构效关系研究 

米日丁·穆太

力普 

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石墨双炔在电催化及光电催化分解水中的

应用 

李  剑 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型高效热声驱动脉管制冷机的理论与实

验研究 

徐静远 理化技术研究所 

高性能有机光伏电池材料与器件制备工艺

研究 

崔  勇 化学研究所 

过渡金属配合物能量转移体系的构筑与性

能 

孙孟佳 化学研究所 

金属铱、铑或钯催化的分子间不对称烯丙

基去芳构化反应研究 

涂航飞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基于维生素 B6 的仿生不对称 Mannich 反

应和仿生不对称转氨化反应的研究 

陈剑锋 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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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氧气电池关键材料的研究 马金玲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钙钛矿微晶及纳米晶载流子动力学研究 杨  斌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二维材料基微型储能器件的构建及其性能

研究 

郑双好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功能化电解液的设计制备及其在超级电容

器中的应用 

窦青云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MXene 与硅烯二维纳米材料的设计合成与

生物医学应用 

林  翰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石墨相氮化碳催化可见光-臭氧耦合矿化水

体有机污染物的研究 

肖家栋 过程工程研究所 

典型烃类物质的微生物降解过程与机制研

究 

陈松灿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共价有机框架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其富集和

光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应用研究 

何思婧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白垩纪中期缅甸琥珀短角亚目（双翅目）

系统分类和古生态学研究 

张青青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中国极端降水和干旱的变化及机制研究 李惠心 大气物理研究所 

土壤有机质分解对温度变化和外源底物添

加的响应：格局与机制 

刘  远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过去 300 年亚洲高分辨率干湿变化的格网

化重建 

刘  洋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长江源区河流碳输移过程研究 宋春林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

所 

一个新的混合型大气-海洋物理和生物地球

化学耦合模式及 ENSO 调制的模拟研究 

田  丰 海洋研究所 

春季热带东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及其对

ENSO 演化及多样性的影响 

彭启华 南海海洋研究所 

基于地基气辉成像仪及卫星观测的低纬电

离层不规则体研究 

吴  坤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应力环境下非均匀多孔介质的弹性性质及

声响应研究 

付博烨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新疆白杨河大型铍铀矿床热液成矿的精细

矿物学示踪 

张  龙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气候变化与土地利用对黑河上游水文要素

影响定量研究 

杨林山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BMP-ERK 信号通路以及炎性信号调控斑

马鱼造血干细胞产生的分子机制 

张春霞 动物研究所 

大熊猫基因组染色体图谱构建及食肉目 Y 

染色体进化 

樊惠中 动物研究所 

多尺度植物分布特征的地理格局及其影响

因子 

徐武兵 植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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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膏科的系统学及我国该科的物种多样性

研究 

崔杨洋 昆明植物研究所 

茶（Camellia sinensis）特征性花香成分生

物合成与非生物胁迫响应机制的研究 

曾兰亭 华南植物园 

氮磷添加对南亚热带三种典型森林自由固

氮的影响和机理 

郑棉海 华南植物园 

超分辨显微镜观察细胞器互作及 MDVs 的

形成 

郭玉婷 生物物理研究所 

人类胚胎前额叶皮层发育的单细胞图谱 钟穗娟 生物物理研究所 

食药用菌抗代谢综合征候选药物发现及其

调节菌群机制研究 

汪  锴 微生物研究所 

OsGRF4 提高水稻产量和氮肥利用效率的

分子机制研究 

李  姗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作物基因组胞嘧啶单碱基编辑系统的研究 宗  媛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胰高血糖素受体全长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研

究 

张浩楠 上海药物研究所 

可重复的反刍思维脑机制研究：脑网络、

动态性及被试间相关 

陈  骁 心理研究所 

生物炭的作物响应、固碳减排及区域适宜

性研究 

刘  琦 南京土壤研究所 

面向普适计算环境的自适应迁移学习方法

研究 

王晋东 计算技术研究所 

分布式冷热电联供系统主动调控的能效提

升机理与方法 

王泽峰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摩擦纳米发电机的材料研究及其在柔性电

子中的应用 

陈华民 半导体研究所 

低维半导体异质结的光学性质研究 林妙玲 半导体研究所 

涡旋矢量光束与微粒相互作用的动力学特

性研究 

李曼曼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基于低维材料的高增益光电探测器研究 骆文锦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柔性碲化铋基复合热电薄膜的制备及性能

研究 

靳  群 金属研究所 

梯度纳米孪晶 Cu 的力学性能和变形机制

研究 

程  钊 金属研究所 

塑性变形制备纳米金属材料的稳定性研究 周  鑫 金属研究所 

多域学习及其在检索、聚类和分类中的应

用研究 

梁  坚 自动化研究所 

面向在轨捕获任务的空间机器人运动规划

与解耦控制研究 

张  鑫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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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系铁基超导线带材制备、微结构与性

能研究 

黄  河 电工研究所 

3D NAND 存储器串列功能单元的可靠性

研究 

邹兴奇 微电子研究所 

三维 NAND 闪存存储器器件可靠性研究 张  瑜 微电子研究所 

基于稳定同位素探针技术的多环芳烃降解

微生物研究 

李继兵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哺乳动物配子及早期胚胎发育中的染色体

构象动态变化研究 

陈雪鹏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大尺度大气环流对亚洲典型季风区降水稳

定同位素影响机制研究 

蔡忠银 青藏高原研究所 

转座元件表观遗传调控与细胞命运决定 何江平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 

基于“Click”反应的壳聚糖衍生物的制备

及生物活性研究 

谭文强 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基于监督学习的鲁棒有序嵌入研究 马  坷 信息工程研究所 

莱茵衣藻 TET 同源蛋白 CMD1 及其催化

5mC 产生的 5gmC 修饰碱基的发现与功能

研究 

薛剑煌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

学研究所） 

表观遗传调控因子 BAZ-2 和 SET-6 调节衰

老的机制研究 

袁  洁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

新中心 

生长素通过类受体激酶 TMK1 调控植物差

异性生长的分子机制 

曹  珉 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 

新型转录因子 PIBP1 参与水稻免疫受体

NLR 信号通路研究 

翟科然 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 

新生造血干细胞归巢过程的活体解析 薛文志 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高灵敏疾病标志物快速检测微流控纸基传

感器研究 

王  杨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非奇异宇宙学的有效场论 蔡  勇 中国科学院大学 

物理科学学院 

一步合成α, β-不饱和酯的温和催化体系

研究 

王  刚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化学科学学院 

遥感反演瞬时地表蒸散发日尺度扩展方法

研究 

姜亚珍 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高性能有机太阳能电池受体材料的合成与

应用研究 

杨  雷 中国科学院大学 

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 

弱监督视觉目标检测 万  方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电子电气与通信工程学院 

子群与有限群的结构，σ-超可解群与半σ

-幂零群，子群格和σ-局部群系 

张  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二维拓扑体系及过渡金属薄膜的能带及输

运特性研究 

任亚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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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超薄氧族化合物在光催化 CO2 转化中

的应用及反应机理的研究 

李小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物理学院 

以交叉分子束-时间切片离子成像技术研究

H+HD→H2+D 反应散射及 N2O 真空紫外

光解动力学 

袁道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Pt-Fe(OH)x 界面的精细设计及其在 CO 优

先氧化反应中的应用研究 

曹丽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贵金属纳米催化剂的可控合成及原子尺度

调控 

么艳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细胞体积对细胞粘附、脱粘和力学性质的

调控机制研究 

杨月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工程科学学院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视觉媒体风格转换方

法研究 

陈冬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地球内部的物理和化学：基于密度泛函理

论 

王文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非成像视觉感光信号转导研究和成像视觉

感光波谱拓展 

马玉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NK 细胞产生生长促进因子的功能及机制

研究 

周永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二维层状电化学能源材料的同步辐射 X 射

线谱学研究 

王昌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基于多个冷原子系综的量子网络 敬  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

研究中心 

线性光学量子网络的关键问题研究 李正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

研究中心 

利用冷冻电子断层成像研究神经元突触传

递的结构基础 

刘云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

研究中心 

功能化二维黑磷/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阻

燃性能研究 

邱水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