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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项目 2016 年拟资助项目名单 

 
序号 指导老师 申请学生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 技术领域 

1 边凯归 张高翔 融合移动感知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智能驾驶训练和辅助

系统 

北京大学 IPv6 车联网 

2 张琳 蒲霖 基于 IPv6的智能网联汽车协作视频感知技术的研究与实

现 

北京邮电大学 IPv6 车联网 

3 徐江 张青 基于 IPV6面向车联网的疲劳驾驶检测系统 常熟理工学院 IPv6 车联网 

4 计成超 程龙嫚 基于 IPv6的即时车载数据网关系统研究 滁州学院 IPv6 车联网 

5 高鸿峰 盛瑞琨 基于 IPv6的汽车云服务系统 贵州大学 IPv6 车联网 

6 胡峰松 全夏杰 基于 Ipv6的疲劳驾驶预警系统研究 湖南大学 IPv6 车联网 

7 朱建启 谭菲 基于 IPv6的车载网服务系统 吉林大学 IPv6 车联网 

8 谢勇 蔡庚良 基于 IPv6的车载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研究 厦门理工学院 IPv6 车联网 

9 邢建平 王则栋 IPv6北斗 SM3RT格网时空车联网科教实验平台 山东大学 IPv6 车联网 

10 文峰 赵佳文 基于 IPv6的大规模路网下动态路径诱导系统 沈阳理工大学 IPv6 车联网 

11 刘大为 洪贤斌 基于车联网的安全导航技术研究 西交利物浦大学 IPv6 车联网 

12 查贵庭 郑逸 “书飘下一代互联网”创新研究与开发 南京农业大学 IPv6 电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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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董永苹 孟凡山 IPv6环境下金融房地产评估系统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 IPv6 互联网金融 

14 郭凯 李玉燕 基于 IPV6的多智能体群体博弈框架下的银行个人征信系

统设计与实现 

河南科技大学 IPv6 互联网金融 

15 董永强 徐晨 SDN流表驱动的 IPv6 网络 DDoS 攻击检测 东南大学 IPv6 网络安全技术 

16 杨望 李成明 基于 SDN技术的网络应急响应系统 东南大学 IPv6 网络安全技术 

17 石曙东 郑治华 移动 IPv6绑定更新安全研究 湖北师范大学 IPv6 网络安全技术 

18 陈贞翔 王闪闪 IPv6环境下移动终端恶意软件网络行为检测模型 济南大学 IPv6 网络安全技术 

19 王学明 张莹 IPV6网络下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异常流量检测技术研究 宁夏大学 IPv6 网络安全技术 

20 刘莹 刘保君 IPv6环境下威胁情报感知平台 清华大学 IPv6 网络安全技术 

21 段海新 郑晓峰 IPv6环境下的 SSL/TLS安全性分析系统 清华大学 IPv6 网络安全技术 

22 夏侯建兵 田毅炀 基于机器学习的 IPv6 出口数据日志安全检测分析系统 厦门大学 IPv6 网络安全技术 

23 李勃东 邓书华 基于 SDN的 IPv6安全问题研究 湘潭大学 IPv6 网络安全技术 

24 蔡满春 翟瑞 IPv6网络攻击溯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IPv6 网络安全技术 

25 唐川 李海锋 IPv6网络环境下的网络智能追踪取证技术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

技术大学 

IPv6 网络安全技术 

26 徐义东 贺小龙 基于 IPV6的校园网用户行为分析系统 安徽财经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27 李晓明 张远行 交互式直播平台下提高 QoE 的解决方案研究 北京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28 王建栋 邵永庆 IPv6防火墙 大连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29 唐勇 胡力卫 SDN、IPv4 和 IPv6 网络的共存及互联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30 李福亮 张闯闯 面向下一代互联网主干网的智能路由机制研究 东北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31 林铭炜 虞俊明 基于 IPv6的系统备份与还原软件设计与实现 福建师范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32 李燕 梁榕国 基于 IPv6的智能设备运管平台 甘肃中医药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33 周星 洪江水 基于 IPv6的多路径传输测试床构建与性能分析 海南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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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孙永宣 时少艳 基于 OpenVPN 的 IPv6 接入平台 合肥工业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35 王辉 张莉敏 面向 IPv6的 SDN中 QoS流控系统的研究 河南科技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36 朱尚明 王雅兰 IPv6环境下 Overlay 网络关键技术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37 张晶 张启华 下一代互联网智能企业邮件处理系统 华南理工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38 陈文波 张山山 基于 IPv6的 SDN多控制器系统研究与实现 兰州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39 火久元 张政 基于 IPv6的寒旱区野外观测仪器组网节点研制 兰州交通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40 孙为 张雨丽 基于 IPv6的视频流传输 QoS可控机制研究 兰州理工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41 李千目 许小强 基于网络流水印的跨域协同追踪技术研究 南京理工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42 黄婵颖 赵茹东 SDN架构下 IPv6网络 DDoS 攻击检测和追踪技术研究 南京理工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43 毕军 张梦豪 基于源地址验证和软件定义网络的 IPv6 安全管控机制研

究 

清华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44 王劲松 张龙 基于 SDN的 IPv6网络恶意行为检测平台 天津理工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45 周文勤 李文娟 基于 IPv6组播技术的校园视频应用研究 天水师范学院 IPv6 网络技术 

46 胡国南 朱贝贝 基于 IPv6和 Zigbee 智能农业远程监控网络通信研究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IPv6 网络技术 

47 董亚波 何康乐 基于 IPv6的物联网管理配置工具体系研发 浙江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48 许端清 吴奇轩 基于 IPV6 的文化遗产沉浸式 VR展示系统 浙江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49 黄万伟 马琳琳 IPv6网络数据平面虚拟化可编程技术研究 郑州轻工业学院 IPv6 网络技术 

50 唐瑞春 吕泽 基于 IPv6的智能家电个性化定制系统 中国海洋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51 肖军弼 陈松 SDN架构下基于 IPv6 的数据中心绿色休眠调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IPv6 网络技术 

52 黄家玮 刘森 基于 IPv6的数据中心网络传输控制机制研究 中南大学 IPv6 网络技术 

53 于春燕 郭国阳 基于 IPv6的课程共建共享平台 滁州学院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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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黄荣 陈泽泽 IPv6环境下的高校敏感舆情识别系统 福州大学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55 仲玮 陈劢 基于 Ipv6的网络课程分享服务平台 哈尔滨工业大学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56 王晓峰 赵晖 基于 Moodle 的 IPv6 教学与资源管理平台建设 合肥学院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57 曾波 刘新源 学生行为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设计与实现 河南科技大学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58 邓春林 曾俊 校园移动应用平台的研究与实现 湖北中医药大学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59 张洋 周永胜 基于 Ipv6的肿瘤药物分子筛选系统研究与实现 兰州大学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60 杨波 吕飞帆 移动互联环境下基于 IPv6 组播技术的高校课堂互动反馈

系统设计与开发 

南京农业大学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61 陈波 周嘉坤 基于 IPv6的信息安全虚拟学习空间构建 南京师范大学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62 王燕 胡鹏 基于 IPv6的云课堂教育平台研究 内蒙古大学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63 白翔宇 刘奇 面向农牧区卫星远程教育回传通信的 IPv6传输技术研究 内蒙古大学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64 王晓英 张国晶 基于 IPv6的光伏电站监控数据共享平台 青海大学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65 李春梅 崔鹏 基于 IPV6的校园学习资源开放共享平台研究 青海大学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66 王青海 严旭 基于 IPv6藏汉双语学前教育云平台应用研究 青海师范大学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67 于治国 于海洋 基于 IPv6的开放式在线学习系统 山东管理学院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68 赵衍 吴胜男 基于 IPV6的对外汉语及汉文化教育平台 上海外国语大学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69 李国栋 黄丽媛 基于 IPv6的课堂常态录播与分享系统研究与构建 西安交通大学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70 秦继伟 潘龙 基于 IPv6的移动学习者感知服务模型研究 新疆大学 IPv6 网络教育服务 

71 牛建伟 谷飞 基于 IPv6的物联网的无线传感网络技术及其应用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72 万亚东 麻付强 基于 IETF 6TiSCH 的 IPv6 工业无线传感网技术及应用研

究 

北京科技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73 李秀红 马玉爽 基于 IPv6的野外大气污染监测系统研发 北京师范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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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戴欢 郭文雨 基于 WiFi和惯性传感器的室内定位应用研究与实现 常熟理工学院 IPv6 物联网技术 

75 向渝 王少捷 支持土壤重金属离子检测的农业物联网节点 电子科技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76 张一川 邵文清 RobotT:支持 IPv6 的智能恒温器 东北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77 张影微 李纯锋 基于 IPv6的温室物联网综合服务平台 东北农业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78 陶军 许艺凡 基于 IPv6的无线传感网长效运行关键技术研究 东南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79 周晓蓉 曹臣 基于 IPv6 与物联网技术的山区公路边坡监测系统关键技

术研究与实现 

广西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80 张铁异 吴严严 基于 IPv6技术交通与车辆信息检测管理集成系统研究 广西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81 黄廷辉 汪振 基于 IPV6的物联网异构信息协同技术研究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82 张永辉 陈真佳 基于 IPv6的智能网络控制器研究 海南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83 周四望 刘兴庭 基于“地点”的 IPv6 移动感知网络研究 湖南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84 何辉 梁金荣 基于 6LoWPAN 物联网的 IT 动环监测系统 兰州工业学院 IPv6 物联网技术 

85 赵宏 曹昶 基于 IPv6的能耗监测与管理系统研究与开发 兰州理工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86 王军 彭明 基于 IPv6的智慧农业气象保障系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87 白英卿 陈雪松 基于 IPv6的青藏高原（三江源）畜牧业可追溯电子商务

平台建设 

青海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88 杜秀娟 李冲 基于 IPv4/IPv6的青海湖水域在线监测系统 青海师范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89 邹启明 张国彬 基于智慧校园 IPv6 的实验室自动巡查智能车系统 上海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90 牛晓光 王嘉伟 基于深度学习的 IPv6 校园车辆智能感知系统 武汉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91 张红梅 张天 基于 IPv6的农业大数据野外信息采集系统 武汉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92 姚军 李岩 IPv6在煤矿生产监测中的应用 西安科技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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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朱江 徐雁冰 基于 IPv6的服务云机器人及智能家居应用 湘潭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94 王雷 刘栋 基于 IPV6的无线传感网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研究 湘潭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95 汪烈军 于海涛 轻量级 IPv6 环境下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身份认证体系研究 新疆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96 彭军 王瑞 基于 IPv6物联网云服务的信息物理融合系统架构设计 中南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97 张士庚 姜旦明 基于 IPv6的 RFID 网络访问方法研究 中南大学 IPv6 物联网技术 

98 赵生慧 黄林晴 基于 IPv6的校园智慧交通系统研究 滁州学院 IPv6校园网基础设施+

智慧校园 

99 张剑平 张志佳 基于 IPV6的校园能耗数据监测管理系统 大连交通大学 IPv6校园网基础设施+

智慧校园 

100 王存睿 赵磊 基于 IPv6物联网的智慧移动校园技术研究 大连民族大学 IPv6校园网基础设施+

智慧校园 

101 易秀双 田申申 校园网视频直播及回放系统研发与示范应用 东北大学 IPv6校园网基础设施+

智慧校园 

102 周扬帆 沈佳杰 面向 IPv6校园网的 WiFi信号采集、可视化与故障定位系

统的研发 

复旦大学 IPv6校园网基础设施+

智慧校园 

103 郑文斌 石金龙 基于 IPv6技术的智慧校园管理系统开发 哈尔滨工业大学 IPv6校园网基础设施+

智慧校园 

104 黄飞 黄文 基于 IPv6的校园智能火灾预警系统设计与实现 合肥工业大学 IPv6校园网基础设施+

智慧校园 

105 房一泉 谢金鑫 基于 IPv6的校园数据中心能源环境监测与挖掘 华东理工大学 IPv6校园网基础设施+

智慧校园 

106 李家春 李帆欢 基于 IPv6物联网的个性化设备管家系统 华南理工大学 IPv6校园网基础设施+

智慧校园 

107 魏松杰 骆茜荣 IPv6校园环境中的多角色 MANET的技术与应用 南京理工大学 IPv6校园网基础设施+

智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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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高珏 刘浩宇 基于智慧校园的 IPV6 的云微校平台 上海大学 IPv6校园网基础设施+

智慧校园 

109 王继成 任幸 基于 IPV6的全景校园系统的研究和开发 沈阳农业大学 IPv6校园网基础设施+

智慧校园 

110 郑贵林 曾志威 智慧校园能源管控系统 武汉大学 IPv6校园网基础设施+

智慧校园 

111 李隐峰 王惟一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智慧运维应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IPv6校园网基础设施+

智慧校园 

112 年梅 任昊哲 基于 IPV6校园网的学生网络行为分析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 IPv6校园网基础设施+

智慧校园 

113 李霞 王浩 基于 IPv6的智慧教室应用实践 郑州轻工业学院 IPv6校园网基础设施+

智慧校园 

114 冯兴杰 程毅玮 基于 IPv6的高校大型仪器设备智能监控系统 中国民航大学 IPv6校园网基础设施+

智慧校园 

115 张佩云 王雪雷 基于 IPv6的云平台资源管理关键技术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 IPv6 云计算技术 

116 闫健卓 姜缪文 基于 IPv6云计算技术的超大型 3D打印模型切片处理技术

研究 

北京工业大学 IPv6 云计算技术 

117 宋志刚 裴晨皓 基于 IPv6移动平台的分布式行人检测与跟踪系统 福州大学 IPv6 云计算技术 

118 张纪林 赵畅 面向云计算中心的“内容相似性”资源动态融合技术研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IPv6 云计算技术 

119 于俊洋 易志亚 IPv6云计算环境中面向虚拟资源和副本的能效提升机制

研究 

河南大学 IPv6 云计算技术 

120 陈旭辉 苏文添 IPV4/IPV6 云计算虚拟机动态迁移策略研究 厦门理工学院 IPv6 云计算技术 

121 孟晓景 赵晗 基于 IPv6的 Spark 数据挖掘实验平台 山东科技大学 IPv6 云计算技术 

122 曹菡 李泽堃 IPv6环境下支持资源预测和数据持有性证明的云平台研

究 

陕西师范大学 IPv6 云计算技术 

123 许华虎 卞敏捷 基于智慧校园的 IPV6 的云渲染系统 上海大学 IPv6 云计算技术 



8 

 

124 刘峰 成石 基于 IPv6的分布式计算框架模型研究 天津大学 IPv6 云计算技术 

125 韩博 董一帆 开放型 IPv6 云计算数据挖掘协同公共应用平台 西安交通大学 IPv6 云计算技术 

126 宋云 曾馨 IPv6云环境下基于增强现实的虚拟驾驶系统研究 长沙理工大学 IPv6 云计算技术 

127 王新 高敏 基于 IPv6的多终端流媒体播放系统 复旦大学 IPv6 智慧社区 

128 纪科 曹栋 基于 IPv6网络的社区用户画像及反向的多维用户身份验

证系统的研究 

济南大学 IPv6 智慧社区 

129 高博 王憬鹏 基于 Raspberry PI 和 IPv6 的智能宿舍管理系统 内蒙古财经大学 IPv6 智慧社区 

130 李茹 史锦山 基于 IPv6的物流网络信息化服务平台 内蒙古大学 IPv6 智慧社区 

131 杨军 杜静 基于 IPv6的智能家居云管理软件研发 宁夏大学 IPv6 智慧社区 

132 张上 朱明昊 基于云的智能身份授权系统 三峡大学 IPv6 智慧社区 

133 刘培强 孙家君 基于 IPv6的家庭智能安防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山东工商学院 IPv6 智慧社区 

134 蒋玉明 殷东秀 基于 IPv6的智能社区关键应用研究与实现 四川大学 IPv6 智慧社区 

135 费蓉 田玲 IPv6环境下的博物馆智能导览系统 西安理工大学 IPv6 智慧社区 

136 张宏坡 高山 基于 IPV6的智慧社区健康服务平台设计与实现 郑州大学 IPv6 智慧社区 

137 陈付龙 刘超 基于 IPv6的社区医疗物联网体系结构及异网融合技术研

究 

安徽师范大学 IPv6 智能医疗 

138 严伟 段祎纯 基于互联网+模式的心血管慢病健康管理助手 北京大学 IPv6 智能医疗 

139 张政波 刘晓莉 IPv6/4 环境下基于可穿戴设备的远程生命体征监控和预

警系统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IPv6 智能医疗 

140 杨长春 顾寰 基于 IPV6的药品关键生产过程追溯系统的开发与研究 常州大学 IPv6 智能医疗 

141 施佺 沈乐威 基于 IPv6的医疗氧气设备智能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南通大学 IPv6 智能医疗 

142 胡建强 王元 基于 IPv6的移动健康监护系统 厦门理工学院 IPv6 智能医疗 

143 张丛耀 苏欣雨 便携式膀胱扫描仪 四川大学 IPv6 智能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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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王怀军 柯若勐 基于 IPv6的低头族健康监测系统 西安理工大学 IPv6 智能医疗 

145 刘炜 焦方方 基于 IPv6的互联网医院云平台设计与实现 郑州大学 IPv6 智能医疗 

146 阎石 杨楠 基于 IPv6的手势识别远程控制机械手臂系统 兰州大学 IPv6 智能制造 

147 赵武 郭鑫 基于 IPv6的工艺设计知识服务及智能参数优化选择平台 四川大学 IPv6 智能制造 

 

说明：排序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