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主持人 学号 作品名称 作品分类 初评结果

1 吴昊 1930517004 砷致细胞恶性转化模型的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 院特等奖

2 吉奇 20215234024
安白宁—一种新型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靶向抑制

药物
科技发明制作 院特等奖

3 董兴璇 20214247010
中国大一新生早期父母控制与抑郁症状的关系：睡眠

时型与睡眠质量的链式中介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特等奖

4 汤正宇 1930517031 医学生视屏时间与抑郁症状的关联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特等奖

5 董旭宸 1830517002 Circ_0001367调控脑胶质瘤增殖和侵袭的分子机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特等奖

6 唐浩益 1930509032
重离子响应lncRNA EBLN3P在TNPO1介导的非小细胞肺

癌细胞放射增敏中的作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特等奖

7 董文菁 1930507017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急性期神经肽水平与卒中后认知功

能障碍的关联性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特等奖

8 季雨萌 2030506047
SHANK2蛋白参与七氟醚诱导的C57BL/6雄性小鼠神经发

育毒性和认知功能障碍的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特等奖

9 袁圣晔 2030504078
加载硫化氢的可注射丝素蛋白水凝胶在脊髓损伤中的

神经保护作用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特等奖

10 董昕怡 1930510015 一体化口腔种植后3D打印骨修复诱导重构方案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一等奖

11 吴雨菲 2004408013 一种脊柱侧弯睡姿矫正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一等奖

12 丁恒 1930506097 一种新型制备3D细胞球的多凹面细胞培养片设计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一等奖

13 汪艺晞 1930805021
基于红细胞生物力学特性测量的人工心脏亚溶血评估

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一等奖

14 曾亮 2030517030
医路同行-全球首个“临床路径”式儿童重病及慢病网

络管理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一等奖

15 吴天逸 2030506048
入寻常巷陌，传杏林医情－－对中老年慢病管理、急

救普及与智慧养老的调研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一等奖

16 张馨月 2030412060 关于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一等奖



17 杨俊杰 2030507007 关于成骨不全患者生存现状及其改善路径的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一等奖

18 韩雅琪 2030509037
联合3D打印技术和荧光水凝胶剂量计构建全新放疗剂

量验证系统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一等奖

19 郭悦悦 2030413028
靶向P2Y6R的全新小分子拮抗剂的发现及其作为动脉粥

样硬化治疗药物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一等奖

20 周宇轩 2109407010
城市河流中医源性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大肠杆菌的基

因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一等奖

21 刘尚海 1930509106
“槲你肠安”-槲皮素通过调节氧化应激及PI3K/Akt通

路改善放射性肠损伤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一等奖

22 胡施杰 1930506006
TORC1上游激活因子的筛选及其与ESCRT相关的自噬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一等奖

23 张玥 2030517041 评估用于子宫内膜癌早期分子预后的3-lncRNA体系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一等奖

24 徐嘉婕 2030506045
改良型平板流动小室的研制及其在病理血管条件下血

小板黏附功能检测中的应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一等奖

25 余璐 20215231039 气囊式乳房局部加压止血器 科技发明制作 院二等奖

26 邓昊泽 2030505068 简易桡动脉穿刺固定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 院二等奖

27 付淼淼 2130504064 一种针对听障人士的门铃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 院二等奖

28 王鑫楠 2030517023 一款创新型儿童语言发育评估与指导软件 科技发明制作 院二等奖

29 解懿 1830517001 儿童医疗设备的创新性设计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 院二等奖

30 徐嘉婕 2030506045 一种线粒体靶向光敏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 院二等奖

31 吴雨欣 1930506073 一种96孔板加样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 院二等奖

32 王伟奇 2030505069 脑卒中类型快速检测仪 科技发明制作 院二等奖

33 许世琪 1930509021 WHAT-P1核素洗消液 科技发明制作 院二等奖

34 吉奇 20215234024
一种儿童T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危险度分层的超级增

强子基因预测模型
科技发明制作 院二等奖

35 李浩然 20215232203
LINC00578通过琥珀酸途径诱导胰腺癌侵袭转移的代谢

调控模型的技术发明
科技发明制作 院二等奖



36 张悦越 20204231007 一种可拆卸式乳腺癌术后引流球固定袋 科技发明制作 院二等奖

37 孙博 2030413112
基于新一轮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大学生抗疫志愿参与动

机调研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38 周蕾 2030506001
后疫情时代苏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民生建设的挑战与对

策——基于刘老庄镇调研情况的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39 孟晗玉 2030517018
对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心理特征的调查分析并进行心理
干预方案的试点实践研究——以河南省夏邑县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40 李彩英 20205231007 耳温枪对于发热筛查的价值及最佳界值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41 祝瑞琪 20215231009
下肢关节置换术患者康复活动自我效能在社会支持与

恐动症间的中介效应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42 杨盼 20215231003 造血干细胞移植病人照顾者生活质量研究进展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43 王洋 1830506023
基于改良后麦肯锡模型的医疗器械召回事件分析——

以骨接合植入物和关节置换植入物为例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44 林陈心子 1930510037 关于COVID-19疫情下妇女产后抑郁的分析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45 王梓轩 1830517020
烟草烟雾暴露与儿童及青少年发育障碍的性别差异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46 牛浩致 1930504080
经颅直流电刺激增强可穿戴经皮神经电刺激对老年轻

度膝关节炎的疗效：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47 薛雨涵 2130506045
基于DeepLab V3+框架的上消化道溃疡内镜图像分割模

型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48 黄吴思弦 1930504050
两种非24小时倒班制度对人体血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49 刘珍 1930504062
血清生长分化因子15水平与缺血性脑卒中后抑郁的关

联性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50 宋祎一 2030401058
应激激素诱导内皮细胞合成血小板反应蛋白1(TSP-1)

的机制研究进展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51 彭宇浩 1930506072 压电介导的反应：从催化反应到有机转换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52 季雨荷 2030509002 新型金属有机框架类闪烁体设计与性能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53 孙颖 2030509092 225Ac放射性纳米MOFs探针合成与肿瘤诊疗一体化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54 郭昱菲 1830504055
补充亮氨酸对老年人肌少症相关指标的影响:17项随机

对照实验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55 蔡陆威 1930509035
细胞总动员：白细胞介素33在COVID-19中的新颖性治

疗靶点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56 开佳妍 1930504106
吸烟、膳食与主要年龄相关性眼病的关联分析：一项

伞状评价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57 金宇轩 2030507013
不同平扫CT征象在预测脑出血血肿扩大中价值的比较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58 翟旺松 1922402006
基于抑制Aβ多肽聚集作用的EGCG-dots治疗AD的效应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59 徐奕阳 1930506050
青少年和儿童的睡眠时间与代谢综合征的关系：一项

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60 张小娅 2030413045 α-色烯螺哌啶衍生物的合成及活性测试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61 张欣童 1930517042
糖转运蛋白YDB1在普鲁兰生物合成中的作用和生理机

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62 周亦佳 2030502023
线粒体内膜易位酶TIMM44在血管生成中的作用及机制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63 张欣童 1930517042
MAL31在普鲁兰和β-葡聚糖生物合成中的作用及其生

理机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64 李欣 2030510010 胶质淋巴系统中区域异质性的高分辨率3D演示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二等奖

65 朱森林 2030504012 一种平板保护套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66 张尚格 20224220062 光纤ZnS（Ag)吸附性氡（Rn）探测器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67 杜卓融 2130504023
饮用水中高毒性脂肪族类消毒副产物的同步定量分析

方法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68 余璐 20215231039 改良锐器盒及固定底座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69 卢宇昊 2030509031 一种持续产氢生物微球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70 全佶 2130506074 婴幼儿型鼻痂清理器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71 王菁瑜 2130408011 一种可载药辅助治疗义齿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72 张青烨 1930517005 石墨烯基抗炎润滑滴眼药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73 周菁艺 2130509066
全面探“辐”——以无人机为载体的辐射探测系统设

计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74 周雨桦 1930504036 一种新型核酸提取用过滤装置实用新型专利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75 周雨桦 1930504036 一种全自动核酸提取仪的固定装置实用新型专利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76 李欣然 1915404001
点亮“睛”彩“视”界——一种主动校准式防近视装

置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77 张馨文 1906405019 Luncian轮康健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78 聂鑫凯 2030413036 一种串并联层析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79 张浩 2030504023 一种清洁防呛水鼻腔冲洗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80 袁晓楠 2030401001 丝绵1号——全球首创丝绵生产专用蚕品种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81 张承鹏 2106405016
一款基于 STM32 的智能可视化跑步腕表——您的私人

跑步教练与健康守护者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82 万沁琳 2030507008 一种用于放射科放射源的防护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83 黄鑫琪 20214221016
一种通过调节内源性硫化氢体系介导的焦亡途径来治

疗脑外伤的载10-HDA静电纺丝纤维膜
科技发明制作 院三等奖

84 孟维钰 20214231006
医院-机构-社区脑卒中综合预防工作真实体验的质性

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85 阮丽楠 2030517019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网络舆情特征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86 全佶 2130506074 关于青少年网络游戏消费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87 闵晟一 2009401036 细菌耐药性的公共卫生关注度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88 秦雯璐 2030412043
骑行目的和大学生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综合能力关系

的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89 汤天璐 1930509040
青少年核科普实践探索与思考——以中国核学会“魅

力之光杯”全国核科普系列活动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90 林陈心子 1930510037 新冠疫情背景下关于中医自信的调查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91 陈忝辰 2230403035 校园二手交易市场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92 张婷 2030504044 课程思政融入遗传毒理学教学的思路和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93 李彩英 20205231007
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国内外疼痛灾难化研究现状与热点

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94 殷曈曈 20224231004
高压时代，发硒提供血压管理新思路？——基于社区

中老年人群的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95 付晓雅 1830504061 乳清蛋白在老年肥胖人群减重中的作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96 葛家驹 2030504017
铜锌元素暴露与潜在遗传因素对肾功能损伤风险的提

示：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97 费逸飞 2130509097
模拟空间亚磁场通过调控p53-p21/SLC7A11轴抑制铁死

亡增加细胞辐射抗性的作用机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98 兰斓 2030506054 基于适应性进化的普鲁兰过量合成及其生理机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99 崔彤 1830805039
代谢组学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移植物抗宿主病中的应

用进展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00 李欣然 1915404001
SIRT1在苹果多酚提取物介导的脂质沉积清除过程中的

作用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01 相婉婷 2030509005
用于增强肿瘤免疫治疗效果的“细胞背包”的制备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02 李思捷 1930509018 POLY-5对AD发病中神经炎症的调控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03 武钰珠 2030509010
可激活荧光-光声双模态分子探针成像用于早期诊断肝

纤维化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04 陈馨蕊 2030510009 TMEM171在天然抗病毒免疫中的功能及其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05 杨洋 2030506069 调节性B细胞在乳腺癌免疫微环境中的生物学作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06 刘爱珠 2030413095 NADPH氧化酶在KA介导的线粒体失能中的作用及机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07 张少卿 1930805057
外囊泡携带 circ_0000658 抑制 NK 细胞功能介导膀

胱癌免疫逃逸的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08 刘佳 2030504069 帕金森伴抑郁的临床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09 郭诗樱 2030505049 关于HIV感染者生育意愿的分析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10 蔡含佳 1930510024 牙周炎患者牙龈组织中CXCL10,TLR4的表达水平及意义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11 李雪 2030504095
综述：余氯淬灭剂对消毒副产物降解、形成和毒性的

影响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12 吴姝君 2030517020 苏州工业园区育龄夫妇孕前扩展性携带者筛查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13 金陈阳 2030505081
硒在骨质疏松性骨折愈合过程中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抗氧化功能的调节作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14 王添玉 2030505034
tet(A) type I变异体在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中

的流行及适应性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15 董进 1930506056
人胎盘间充质干细胞的细胞外囊泡减轻肾脏缺血/再灌

注损伤的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16 石春丽 2130412083 游戏疗法在儿科护理领域的研究进展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17 陈浩宁 2130506007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新型药物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18 狄青 1830509031 木黄酮对鱼类毒性作用的研究进展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19 周雨佳 1930805108 机器学习构建心梗以及心梗后心衰的风险预测模型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20 焦敬雅 2030412045
S100/Calgranulins与缺血性脑卒中病后认知功能障碍

的风险预测模型构建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21 宁源荣 1930506080 抗炎因子Netrin-1与缺血性脑卒中关系研究进展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22 吴昊 1930517004 基于网络分析的胃癌进展关键基因识别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23 陆思语 2130506071 槲皮素对于氯化镉引起的肾损伤的作用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24 司想 1930509006 lncRNA FGD5-AS1对肺癌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25 苗泽昊 1930509025
基于LSTM的新型可穿戴肌电设备辅助老年髋部骨折术

后康复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26 王珉珉 2030510006 帕博利珠对头颈部鳞癌个体化治疗的临床分析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27 谭婕 2115404024
GenX通过Wnt/β-catenin信号通路诱导小鼠肾纤维化

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28 蔡允诺 2130504039
全球源水（河流、湖泊和水库）中N-DBPs前体物游离

氨基酸的分析方法及组成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院三等奖

129 高文杰 2230506062 一种方便简易的紫外线杀菌灯 科技发明制作 未获奖

130 陶玉杰 213001004
基于碳点复配光驱动纳米机器人的植物外源基因转化

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 未获奖



131 王静 20205231023 一种可加热的输液患者保暖手套 科技发明制作 未获奖

132 王少彤 20204231008 一种针对输液港置入患者的病员服 科技发明制作 未获奖

133 杨盼 20215231003 一种口腔低温防治口腔黏膜炎的口含冰块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 未获奖

134 张馨文 2230408010 从“阳光、维生素D与抑郁”说开去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未获奖

135 金煜晟 2230509044 当代大学生躺平现象的社会调研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未获奖

136 徐娴 2230412083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价值观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未获奖

137 陈钱安琪 2230401078 从心出发—对苏州地区大学生群体现象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未获奖

138 邱一弢 2230805036 共存、共融、共荣——基于某地区文化冲突的调研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未获奖

139 陈甜甜 2230509026 面对创伤，成就自我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未获奖

140 袁可 2130504071 某地区空巢老人生活状况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未获奖

141 艾钦 2230416013 关于当代地区形势与地区关系的调查报告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未获奖

142 杨钰洁 2130510031 基于时代背景中粮食危机的综合对策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未获奖

143 顾鹏辰 1930506075
Melatonin as a treatment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未获奖

144 吴雨菲 2004408013
运动健康教育联合支具矫形对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

患者康复效果的评价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未获奖

145 蒋萱 2230504040 羚羊角的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总结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未获奖

146 许广域 2130506054 帕金森病基因型-临床表型（Genotype-Phenotype）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未获奖

147 陈睿言 2030506098
依达拉奉右莰醇对急性后循环脑梗死再灌注后的神经

保护作用和免疫炎症相关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未获奖

148 林咏怡 2130802012 氧化物质AGEs在皮肤衰老过程中的调节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未获奖

149 陆佳昀 2230802015 化疗药物分类及应用进展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未获奖



150 刘晴艺 2222401019 放射诊断和放射治疗的基本应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未获奖

151 徐灿 2130401086 花斑位置效应的基因调控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未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