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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管理学院 周俊敏 国际商务 435/无/无 23/30

第十六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国赛三等奖（五步四转模式：破绿色殡葬推
行之南——基于江西省吉安市的调研分析）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中国
社会科学院、全国学联 、北京市人民

政府

国家级三等奖 2

2 经济管理学院 黄晓玲 经济统计学 553/585/无 8/27
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中的水资源利用及影
响研究

农业经济，2020年2期
第二作者（南
昌大学教师为

第一）

3 经济管理学院 黄丽霞 工商管理（营销管理） 510/438/无 6/31

正大杯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国赛三等奖（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大学生心里
、行为状况影响的研究调查——以南昌高校为

例）

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中国商业统计学会

国家级三等奖
团队学生成员

第一

4 艺术与设计学院 万裕瑄 环境设计 438/无/79 5/25

Feasibility of Popular Art Application in Art

Appreciation Educa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NVIVIUM
第二作者(南昌

大学教师为第
一)

5 理学院 熊超 物理学 451/无/无 10/37

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sp 3-hybridized

Pm3n-BN and sc-B12N12 based on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DFT)

Materials Today Communications 25

(2020) 101582
第一作者

6 理学院 赵怡冰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
方向）

499/462/无 9/43
金融扶贫对农村经济的驱动作用研究——以河

南省P市为例
河南科学，第38卷第8期（1346页） 第一作者

Tunable multichannel terahertz filtering properties

of dielectric defect layer in one-dimensional

magnetized plasma photonic crystal

Optics Communications 473C (2020)

125985
第一作者

Omnidirectional absorption properties of a

terahertz one-dimensional ternary magnetized

plasma photonic crystal based on a tunable

structure

Results in Physics 18C (2020) 103298 第一作者

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富甲天下—甲鱼种业乡村振兴模式的践行者

》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中国科协、全国
学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省级金奖 1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

江西菌益农科技限公司》

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食品
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
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一等奖 2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

江西有态度的渔科技有限公司》

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食品
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
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一等奖 1

第五届江西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新青年·渔梦讲习所》

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发改委、江西省工
信厅、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人社厅、江
西省农业农村厅、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西省扶贫办、江西团省委、江西南昌
高新开发区管委会、江西省中华职教社

省级铜奖 2

8 生命科学学院 翟瑞祥 水产养殖学 21/28464/479/无

南昌大学2021年特殊专长学生申请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入围名单公示

9/457 理学院 王云龙 应用物理学 525/无/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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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zation of  Ni coating  layer  of Al2O3

particles and their wettability behavior in

Al2O3@Ni/Al-10Si composites,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526 (2020), 146660.

Applied Surface Science,2020年526期 第一作者

Corrosion behavior characterization of as

extrudedMg-8Li-3Al alloy with minor alloying

elements (Gd, Sn and Cu) by scanning Kelvin

probe force microscopy, 108923.

Corrosion Science，2020年176期 第六作者

10 机电工程学院 潘润 车辆工程
符合授学位

条件
38/84

第十九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MASTER全国一等奖

深圳市大疆创新有限公司 一等奖 1

11 机电工程学院 肖建飞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485/519/无 27/34 第六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教育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

国家级铜奖
7（本科生排

序第1）

2019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全国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组织委员会
国家级一等奖 1

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慧救

中国—开启应急救护智能培训新时代》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组织委

员会
省级金奖 2

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CT

建模专家》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组织委

员会
国家级银奖 7

第十六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江

西赛区-《基于CT建模的虚拟手术示教机》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

省级一等奖 3

14 建筑工程学院 杜臻 土木工程 461/无/无 38/137 全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教育部、商务部 国家级三等奖 1

15
资源环境与化工
学院

许世印 化学工程与工艺 458/无/无 11/54
2020年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二等奖、华中

赛区一等奖
中国化工协会

国家级二等奖
、省级一等奖

1

16 公共管理学院 熊文暄 行政管理 588/530/无 16/58
感知特性对网络行为广告价值的影响——基于

消费者知识的调节效应
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7期

第二作者(指导

老师为第一作
者)

17 新闻与传播学院 王月 播音与主持艺术 458/无/无 15/56 《求是》杂志媒体融合的发展探索 出版广角 第一作者

18 新闻与传播学院 石生辉 广播电视学 439/427 12/61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铜奖以上

教育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

国家级铜奖 4

19 化学学院 刘昭清 应用化学 452/无/无 61/135 罗非昔布与牛血清白蛋白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分析科学学报，2020年6月第36卷第3期 第一作者

9 机电工程学院

李昱鑫

自动化

45/134446/无/无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孙朋飞

12

13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70/无/无

471/无/无

34/115

114/129

钱统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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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d Safety of Oncolytic Viruses i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ancers, 2020 May 30; 12 (6):1416. 第一作者

Biological Fun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icornaviral 2B Protein: A New Target for

Antiviral Drug Development.

Viruses, 2019 Jun 4; 11 (6):510. 第一作者

2019 大学生健康教育科普作品大赛
教育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国家级一等奖 2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related gene signature in lung

adenocarcinoma.

Epigenomics,2020 Aug;12(15):1333-1348. 第一作者

Development of Multiscale Transcriptional

Regulatory Network in Esophageal Cancer Based

on Integrated Analysis.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2020 Aug

12;2020:5603958.
第一作者

Identification of hub driving genes and regulator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based on the gene Co-

expression network.

Bioscience Reports,2020 Apr

30;40(4):BSR20200295.

共同一作  排

名第一

Tripartite motif containing 35 contributes to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lung

cancer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Bioscience Reports,2020 Apr

30;40(4):BSR20200065.

共同一作  排

名第二

Abnormal fractional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monocular

blindness: A functional MRI study

Medical Science Monitor.

2020;26:e926224.
第一作者

3D打印在眼科血管性疾病的应用进展 国际眼科杂志, 2019; 19(9): 1499-1502. 第一作者

人源性肿瘤异种移植模型在眼科的应用进展 眼科新进展, 2019, 39(7): 659-697. 第一作者

角膜新生血管转基因老鼠模型的应用进展 国际眼科杂志, 2019; 19(11): 1866-1869. 第一作者

Identification of gene co-expression modules and

hub genes associated with the invasiveness of

pituitary adenoma

Endocrine   2020;68(2):377-389
第一作者

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icare-

抗菌监测一体化造口护理新时代》

教育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知识产
权局等

省级铜奖 1

24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杨鑫民 临床医学 492/457/无 103/213
Estrogen receptor 1 mutations in 260 cervical

cancer samples from Chinese patients

ONCOLOGY LETTERS 18: 2771-2776,

2019
第一作者

25 第一临床医学院 许雨虹 临床医学 555/547/无 36/213

Downregulation of osteopontin inhibits browning

of white adipose tissues through PI3K-AKT

pathway in C57BL / 6 mice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Epub

2019 Nov 22.

共同一作  排

名第二

26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伟 临床医学 497/452/无 123/213
The role of claudin-4 in the development of gastric

cancer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55（9）：1072-

1078）
第一作者

方健文 临床医学 533/530/无 73/213

23 第一临床医学院 周袁成 临床医学 544/471/无 23/30

22 第一临床医学院

20 公共卫生学院 李增斌 预防医学 461/429/无 53/83

21 公共卫生学院 徐子豪 预防医学 543/503/无 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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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教育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知识产
权局等

国家级银奖 2

第十六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中国
社会科学院、全国学联 、北京市人民

政府

国家级三等奖 1

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 江西省教育厅 省级金奖 2

FGF10 regulates thalamocortical axon guidance in

the developing thalamus
 Neuroscience Letters 第一作者

A new species of freshwater crab of the genus

Mediapotamon Türkay & Dai, 1997 (Crustacea,

Decapoda, Brachyura, Potamidae) from Guizhou,

China.

ZooKeys 第一作者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of freshwater crab of

the genus Qianguimon Huang, 2018 (Crustacea:

Decapoda: Brachyura: Potamidae) from Yulin,

Guangxi, southern China.

Zoological Studies 第一作者

A new species of freshwater crab of the genus

Qianguimon Huang, 2018 (Decapoda: Brachyura:

Potamidae) from Guangxi, Southern China.

Peer J 第一作者

Description of two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Heterochelamon Türkay & Dai, 1997 (Crustacea:

Decapoda: Brachyura: Potamidae), from southern

China.

Peer J 第一作者

29 第二临床医学院 邓溢章 临床医学 556/534/无 80/218

Molecular mechanism underlying hypoxic

preconditioning-promoted mitochondrial

translocation of dj-1 in hypoxia/reoxygenation

h9c2 cells.

Molecules 第一作者

30 第四临床医学院 张国良 临床医学 509/546/无 48/101 第五届江西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江西省教育厅 省级铜奖 1

Inhibitor of Differentiation 1 (ID1) Facilitates the

Efficacy of Sorafenib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ells through Suppressing Epithelial to

Mesenchymal Transition

Medical Science Monitor 第一作者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教育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

国家级铜奖 5

27 第二临床医学院 刘宽 临床医学 495/443/无 69/218

28 第二临床医学院 王松波 临床医学 538/461/无 75/218

玛丽女王学院 赵宇潇 临床医学（生物医学） 569/488/无 111/2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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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ckdown of annexin VII enhances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 radiosensitivity in

vivo and in vitro

Cancer Biomarkers.2020;28(2):129-139. 第一作者

Effect of Resourcefulness Training on Symptoms

Distress of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Med Sci Monit.2018;24:5624-5634.
共同一作  排

名第二

The effect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on Helicobacter

pylori eradication efficac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Helicobacter. 2020 Aug;25(4):e12714 第一作者

Correlation between antibiotic use in childhood

and subsequen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020

Mar;55(3):301-311

第一作者

Bochdalek hernia masquerading as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during the thi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A case report

World J Clin Cases 2020 October 6; 8(19) 第一作者

意大利A‘设计大奖赛
国际工业设计协会、国际平面设计协会
、意大利工业设计协会

国际八大奖 1

2020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家具设计系列 中国包装联合会 国家级三等奖 1

2019年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中国包装联合会
国家级一等1

次，二等2次，

三等1次

1/2/3/3

2020年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中国包装联合会
国家级三等3

次，优秀奖2次
1/1/2/1/1

中国建筑设计大赛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国家级铜奖 2

井冈之星设计艺术创意大赛 江西省美术家协会
省级银奖2次 优

秀奖2次
1/1/3/3

2019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中国包装联合会
国家级一等1次

、二等1次、三

等1次

3/1/2/2/2

首届江西高校空间设计大赛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省级二等奖 2

2018年全国大学生网球竞标赛女子单打季军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2019年全国大学生网球竞标赛女子单打冠军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2017-2018年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南方赛区第

一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2017-2018年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总决赛第七

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2018-2019年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南方赛区第

五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2018-2019年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总决赛第六

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2019-2020年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南方赛区第

六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2019年全国运动训练联盟排球联赛第二名 全国运动训练竞赛联盟

体育特长生

体育特长生

艺术特长生

建筑产品 艺术特长生

艺术特长生

无/无/81

无/无/62

无/无/73

18/28

  5/28

6/28建筑产品

34

35

36

艺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 陈杨祺

产品设计

38 体育学院 陈宙 体育教育 无 11/55

32 玛丽女王学院 桂思杰 临床医学（生物医学） 456/395/无 153/232

渠琛

卢悦

33 玛丽女王学院 邹云志 临床医学（生物医学） 481/475/无 113/232

37 体育学院 郑妩双 运动训练 无 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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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南方赛区第

一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2017-2018年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总决赛第七

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2018-2019年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南方赛区第

五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2018-2019年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总决赛第六

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2019-2020年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南方赛区第

六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2017年江西省CUBA冠军 江西省体育局

参加了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篮球预赛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2019年江西省CUBA冠军 江西省体育局

2020年中国大学生篮球CUBA全国总决赛四十

八强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水利创新设计大赛
中国水利教育协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水
利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国家级特等奖 1

2019年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北京图像学会、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组织委员会

二等奖 1

42 信息工程学院 戴万璇 通信工程 无/无/64.5 103/136

An improved dragonfly algorithm with higher

exploitation capability to optimize the design of

hybrid power active filter

IEEE ACCESS 第一作者 替补2

43 信息工程学院 占恒 电子信息工程 503/无/无 59/95

Modified performance of MIMO wireless

networked time‐delay systems over fading

channels

Asian Journal of Control, 2020,

21(5):1919-1928
第一作者 替补3

44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游梓霆 无机非金属 515/435/无 45/60
Solution Growth of BiSI Nanorod Arrays on

Tungsten Substrate for Solar Cell Application
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

共同一作
排名第二

替补4

替补141 建筑工程学院 唐义员 水利水电工程 519/433/无 12/56

55/84 体育特长生

40 体育学院 周宇豪 运动训练 无 18/35 体育特长生

39 体育学院 谢玉昊 新闻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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