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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届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学院 学号 姓名 论文（设计）题目 指导教师

商学院 18***75 高子晨 突发事件下国际原油期货市场的价格传导与溢出效应 王永进

商学院 18***79
古丽妮噶

尔·艾克拜尔
腾讯的文化创业案例观察——以腾讯×敦煌“数字丝路”计划为例 任兵

商学院 18***62 孙静 创业板上市公司无形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的影响 贾亦凡

商学院 18***52 陈思思 信息流广告类型投放组合策略对消费者购买的影响研究 任星耀

商学院 18***81 刘亭孝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图书馆少儿阅读社群发现研究 肖雪

商学院

18***17 李逸晨

基于 Android 的合租室友匹配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程莉莉

18***34 张洋

商学院 18***62 丁雪雪 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武立东

商学院 18***43 吕昱婵 税收征管与会计信息质量 赵乐

商学院 18***33 袁钰婷 绿色信贷政策、环境信息披露与“两高一剩”企业债务融资 姚颐

商学院 18***97 孙博实 基于 TAM-TPB 模型的大学生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刘彦平

商学院 18***26 易慧慧 单轨制背景下机构电子文件在线归档模式研究 冯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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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 18***96 吴龙菊 负性情绪对认知负荷的影响研究 李凯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22 韩佳琦
中共的“反帝”话语框架及外部世界建构（1919-1925）——基于报刊的

话语分析研究
薛晓斌

法学院 18***67 李佩徽 社交平台数据封锁行为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杨广平

法学院 18***97 孙沛 美国行政许可比较听证制度研究 宋华琳

法学院 18***05 王佳辰 我国信托持股效力认定的法律问题研究 韩良

法学院 18***06 姜宇鹏 清代福建送卖制度研究——以洋坑许氏文书为中心的考察 冯学伟

法学院 18***23 徐嘉鹏 论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区分标准 邹兵建

哲学院 18***39 李龙
一种彻底的实践哲学何以可能？——论哈贝马斯对康德哲学的去先验化

改造
王时中

哲学院 18***49 王庶人 情感何以透显于知行本体—论阳明心学中“情”的三层功能 单虹泽

生命科学学院 18***19 姜昱君 铜绿假单胞菌胞外多糖在对多粘菌素 B 耐药中的功能研究 吴卫辉

生命科学学院 18***07 龚雪韬 铜绿假单胞菌冷激蛋白 CspC 调控群体密度感应系统的机制研究 吴卫辉

生命科学学院 18***19 王辰曦 莱茵衣藻光系统 II 损伤修复过程中 PRF30的结构及功能

柳振峰（校

外），冯喜

增（校内）

生命科学学院 18***95 蔡昊 铜绿假单胞菌 pilA 基因转录调控研究 靳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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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8***82 张绍晗 液晶单体在室内外灰尘中的分布及赋存研究
孙红文、程

志鹏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8***55 宋金童 面向实际污水处理的微生物电化学系统关键参数探索 王鑫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8***19 曹炯 佩戴口罩对人体暴露微塑料和邻苯二甲酸酯的影响 祝洪凯

金融学院 18***96 丁雪晴 我国高碳排放行业与银行业双向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宋敏

金融学院 18***43 刘杨婧卓 金融科技、银行系统性风险承担与风险绩效 王道平

金融学院 18***25 刘一航 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协同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刘玮

金融学院 18***89 陈沛阳 中国合作与外国债务可持续性：以一带一路沿线国为例 王海滨

金融学院 18***01 方筱竹 基于机器学习的 VWAP 算法交易策略的分析与研究 张骅月

金融学院 18***83 王心宇
产融结合、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持股金融机构的

研究
李晓

金融学院 18***46 李军
区域一体化会加剧地方政府债务聚集吗？——基于城市群演进视角的实

证研究
贺思诚

金融学院 18***06 黄沛宇 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定价研究——基于 LightGBM 算法与 Markov 模型 孙佳美

金融学院 18***98 钮渤允 企业 ESG 表现与债券融资成本——基于信用利差视角 杨昊晰

金融学院 18***86 王也
供应链金融数字化与企业投资期限错配——基于我国企业“短贷长投”

现象的研究
何青

经济学院 18***25 苏韧 存在扭曲下的最优补贴政策：基于量化贸易模型的分析 王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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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 18***77 陈卓 社会福利与中国进口关税结构——基于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飞跃

经济学院 18***06 刘东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跨国并购——基于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刘程

经济学院 18***31 邓富瀚
经济循环、政府支出结构与国家财政危机——基于中美财政支出的实证

研究
丁宏

经济学院 18***10 金晓晴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风险的量化预警机制研究——基于 GM-BP 神经网络方

法
郭玉清

经济学院 18***43 刘卓凡 异常审计费用与债券的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 付宏琳

经济学院 18***62 汪玥辰 沉浸体验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 王晓文

经济学院 18***73 凌昀舒 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与企业创新 李磊

经济学院 18***57 高哲铭 产业聚集如何影响企业库存？兼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 毛其淋

经济学院 18***19 张馨月 气候变暖背景下高温天气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姜磊

经济学院 18***80 陈嘉宁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能力——基于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 胡秋阳

经济学院 18***18 张馨 白银问题与中国近代币制改革 龚关

历史学院 18***64 刘星熠 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山东地区的连队整军（1947—1948） 李金争

历史学院 18***71 宋伯雄 家庙碑的建立所见唐后期官僚家族的政治表达 夏炎

历史学院 18***56 李冠成 论塞琉古王国统治者崇拜的建立 王以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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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院 18***21 聂文辉 宋金墓葬装饰与《营造法式》 袁胜文

旅游与服务学院 18***59 周诗雨
影视空间虚拟依恋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及旅游行为意图的影响研究——以

《司藤》取景地云南为例
黄晶

旅游与服务学院 18***40 位子涵 打工旅行者之间的互动仪式链构建及表征 张俊娇

旅游与服务学院 18***76 陈美里 时空维度下的天津五大道景区价值生成及传递研究 杜炜

物理科学学院 18***00 曾溢嘉 BESIII 上（类）粲偶素衰变特性的实验研究 赵明刚

物理科学学院 18***05 姚尧 环形等离子体中电子温度和温度梯度各向异性对捕获电子模的影响 刘松芬

物理科学学院 18***18 张家玮 若干 LNOI集成光学器件研究 薄方

物理科学学院 18***93 王孜腾 引入长程耦合的高阶拓扑角态 陈志刚

物理科学学院 18***12 张楚惟 应变下二维半导体的光学性质 付学文

人工智能学院 18***01 陈旭宁 基于图经验模态分解数据增强与深度学习的天才儿童分类研究 段峰

人工智能学院 18***32 冯宇 网络攻击下多智能体系统分布式安全协同控制 王付永

人工智能学院 18***19 滕艾 基于 X型结构的柔性驱动稳定平台建模与控制 孙宁

人工智能学院 18***99 蔡可欣 飞行机械臂系统鲁棒控制方法研究 韩建达

软件学院 18***95 刘雨缇 基于 BERT模型的 DNA启动子预测算法 周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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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院 18***96 靳鑫 基于 RAW 数据的低光图像增强算法研究 王超

软件学院 18***49 张弼铖 基于图卷积神经网络的微服务故障诊断 张圣林

软件学院 18***28 王晨 区块链网络自动配置工具 邢树松

数学科学学院 18***66 马佳明 广义 Lasso 正则问题的优化算法和应用 杨庆之

数学科学学院 18***74 彭博 关于 Schauder 等价关系的研究 丁龙云

数学科学学院 18***66 李思婕 NT-proBNP 表达量与心衰的相关性分析—基于 ICU 电子病历的数据挖掘 阮吉寿

数学科学学院 18***65 侣华祥 随机 Power-law 方程概率意义上强解的存在性和不唯一性 江一鸣

数学科学学院 18***67 马晓天 基于 VR 的装箱问题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研究 郭强辉

数学科学学院 18***12 崔铭轩 列正交近似强正交表的构造 刘民千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18***68 肖伟林 媒体接触如何影响政治信任？——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实证研究 季乃礼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18***18 刀悦 木雕为中心的三重互动网络：甸南白族生活秩序的调适 马伟华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18***46 李军 网络能力与府际协作：面向社会资本理论的区域治理机制研究 锁利铭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18***59 李季红
卡车司机的“边缘人”处境与政策回应——基于“人在情境中”和社会

排斥理论
柳静虹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18***86 张睿明 安分的左派与非分的右派？激进党团在欧洲议会的政治参与 董柞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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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18***36 侯景川
尺度重构视角下功能区体制改革何以助力城市空间治理？——以深圳前

海法定机构改革为例
张丽梅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18***71 邢羿飞 镜鉴现象：突发事件政府危机沟通失效的一种解释 吴晓林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18***82 卢慧 地方政府服务智慧能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QCA 的实证 李瑛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18***32 杜金泽 作为社会权力的宗教权力：儒家和天主教的教权差异 杜金泽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18***10 石园园 试用 QCA 方法浅析多国新冠疫情应对效果差异的原因 李一文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18***09 李珮瑜 父母拒绝、心理困扰与大学生社交媒体成瘾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张阔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18***83 王梓旭 XGBoost 算法原理探析与实战 耿薇

医学院 18***86 赵子雨 基于无监督学习方法的亚临床期圆锥角膜分级 王雁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8***78 叶菲 基于石墨烯热电效应的自供电温度/应变传感研究 马儒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8***91 罗锐 插层材料（DIA）0.5SnSe2 特殊电学性质模拟与机理探究 言天英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8***69 陈振宇 一种基于残基接触增强的深度学习蛋白质相互作用结构预测方法
高毅勤、言

天英

汉语言文化学院 18***74 高氏绒 越南学生学习汉语副词重叠的偏误及教学策略 王红厂

汉语言文化学院 18***97 魏凤娇 “X1了但没完全 X2”网络流行构式研究 王吉辉

化学学院 18***77 周清扬 金属络合物催化的有机反应机理的研究 许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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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院 18***34 吴可欣 铁催化分子间去氢化直接构建碳-碳双键和季碳中心反应研究 徐大振

化学学院 18***30 李亮辉 共轭体系合成及应用 赵东兵

化学学院 18***38 杨镇滔 通过后修饰策略在金属有机框架中构造多级孔道 周宏才

化学学院 18***56 郑越丹 新型辐射驱动的剪切反应的开发与应用 刘志博

化学学院 18***11 何文佶 镍催化非活化烯烃的硫烷化反应研究
Keary M.

Engle

化学学院 18***02 姜雅茹 氮掺杂过渡金属磷化物电极材料改性研究 王一菁

化学学院 18***69 罗一诚 钯催化乙烯基环丙烷不对称[5+3]环加成反应研究 苗志伟

药学院 18***51 李辰 自由基引发 N-S 键断裂及其在化学合成中的应用 杨光

药学院 18***06 齐瑞 近红外光敏分子用于耐药幽门螺旋杆菌治疗的探究 孟萌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18***31 黎鸿儒 RIS 辅助的联邦学习研究 韩士莹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18***28 张圣劼 低通带粉末滤波器的设计研究 季鲁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18***18 徐巧巧 基于新颖二维材料的超快光纤激光器研究 王攀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18***52 杨润卓 融合深度学习与压缩感知的跳频信号参数估计 刘锋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18***27 蒋佳润 高精度低压差 LDO 的低噪声研究 肖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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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18***11 叶培俊 金属/Cu2O光催化剂的制备及光催化还原 CO2性能研究 程雅慧

计算机学院 18***23 郑佳音 基于元路径实例和自注意力机制的可解释会话式推荐算法 温延龙

计算机学院 18***99 麦隽韵 基于多尺度信息和注意力机制的肺结节检测研究 殷爱茹

计算机学院 18***26 翟江天 基于密集连接骨干网络的实时语义分割系统 程明明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18***30 王瀚威 相似度感知的加密去重方案 贾春福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18***51 段逸赫 口令管理器设计与实现的对比研究 汪定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18***14 杨燕杰 面向开放式环境的低光图像增强算法研究 郭春乐

外国语学院 18***47 林佳韵 德语中四格宾语的语义角色 马迎彬

外国语学院 18***06 黄舒婷 从碎片到整体：论《海浪》的文本召唤结构 回春萍

外国语学院 18***74 程彦钧 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认知识解——以《山中问答》的十个英译本为例 张智中

外国语学院 18***08 蔡榕榕 意大利语介词习得研究：以南开大学意大利语系学生为例 倪杨

外国语学院 18***22 冯楷心 安·契诃夫短篇小说中车站的艺术功能 王丽丹

外国语学院 18***50 张鸣宇 从“拔根”到“扎根”——西蒙娜·韦伊与汉娜·阿伦特笔下的“根” 刘吉平

外国语学院 18***65 孟昕然 日本韧性社区构建研究——以灾后重建为例 王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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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18***64 韩佳洋
《西游记》中韵文的西班牙语翻译对比研究——以对打斗场景的描写为

例
宓田

外国语学院 18***41 郑梓祺 双层博弈理论下过渡时期澳门双语问题的中葡交涉 胡婧

文学院 18***66 马馨怡 基于 ASJP 模式距离计算的粤方言分类分析 冉启斌

文学院 18***61 路依凡
诗词服饰语汇意指过程研究——从苏轼《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中“破帽”发端
杨洪升

文学院 18***34 黄雅冰 鄱阳桥头话精知庄章组的年龄层次与历史演变 倪博洋

文学院 18***69 张越
视觉传达中的“图”、“文”之辩——以《Le Sumo》和《You Can’t Stop

Us》为例
吴立行

文学院 18***42 陈冉 宋代人物绘画中雅趣空间要素与应用研究 薛义

新闻与传播学院 18***51 刘晨 《纽约时报》北京冬奥会涉华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刘忠波

新闻与传播学院 18***59 范越
抗疫纪实图书的集体记忆建构研究——基于 2020年抗疫纪实图书出

版调查
梁小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