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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黄冈师范学院 2019 年优秀学士学位论文名单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学号 姓名
导师

姓名
论文题目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2015121040140 周鑫航 王彬 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观培养路径的探析—以黄冈师范学院为例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2015121040126 吴亚婷 周青鹏 延安时期教育者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2015121040137 张燕妮 李莉 高中思想政治议题式教学活动研究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2015121040128 向菁菁 余维祥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政治教学策略研究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2015121040112 刘贝 黄树光 论习近平的科技人才观

6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2015271040120 田潇湘 徐顺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在线学习平台用户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以“超星学习通”为例

7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2015271040108 胡雪 代朝霞 《小玉的探索》性别教育动画设计与制作

8 教育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2015272040111 柯贤铭 宋国柱 基于 Android 的高考“志愿喵”APP 的设计与实现

9 教育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2015272040106 郭宇尘 程云 基于 Unity 3D 的 RPG 游戏的设计与开发——以“黑暗之光”为例

10 教育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2015272040132 张冉 程云 学生综合素质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11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2015273040316 李天娇 董一英 土家族"肉连响"文化融入幼儿园课堂的策略研究

12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2015273040215 吴星锜 路雪 幼儿与班级主题墙创设的互动现状的研究

13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2015273040112 刘淑涵 杨甲睿 幼儿园自由游戏指导的留白问题研究

14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2015234040102 陈希 罗泽林 农村幼儿园祖辈家长与幼儿教师互动研究

15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2015273040308 顾晶 韦耀阳 幼儿与家长视角下好老师形象的对比研究

16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言文学 2015111040101 白钰 万桂红 蕲春县机智人物陈细怪的人物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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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言文学 2015111040415 罗娴慧 苏琴琴 《语文特级教师窦桂梅的公开课研究》

18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言文学 2015111040127 韦莉红 吴作奎 从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看语文审美教育——以七年级语文课本为例

19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言文学 2015111040416 毛晓宇 周秀荣 论裴铏《传奇》的“诗笔”艺术

20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国际教育 2015113040119 倪江月 周秀荣 孔尚任与遗民的交游活动及其对《桃花扇》创作的影响

21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言文学 2015111040408 胡海燕 舒开智 小学低学段语文教学中插图运用研究—以“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为例

22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言文学 2015111040405 段辉娇 舒开智 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课后习题的设计特征及教学运用

23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言文学 2015111040411 蒋达辉 胡立新 谁其尸之，“活物”而已——试论竟陵派“诗为活物”说的内涵与价值

24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国际教育 2015113040110 雷娟花 杨瑰瑰 苏轼家庭教育理念研究——以苏轼告子侄为中心

25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言文学 2015111040118 师榕 丰建霞 “互联网+”背景下中学杜甫诗歌教学策略研究

26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言文学 2017110120509 黄灿 汤天勇 基于叙事学的《最后的乡绅》主题意蕴研究

27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秘书学 2015110240132 燕欢欢 莫晸 张亮劝谏艺术的现代秘书价值探析

28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言文学 2015111040404 邓婉莹 林国兵 论《小径分叉的花园》的第三空间

29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言文学 2015111040318 潘静怡 陈瑶

两岸初中语文现当代散文选编比较研究——以大陆“部编本”与台

湾“翰林版”为例

30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国际教育 2015113040122 阮柳欢 张婧婧 《汉语桥决赛中的文化类试题研究》

31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言文学 2015111040401 陈静 林国兵 论《呼兰河传》的民间启蒙叙事

32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言文学 2015241040110 胡奥奇 方星移 初中语文古诗词选编研究——以“人教版”和“部编本”为例

33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言文学 2017110120636 朱飞鸿 张志华 从《西游记》人物名号看人物形象

34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言文学 2015123040124 王爱迪 潘峰 第一学段部编本语文教材课后训练题的教学资源认知及利用

35 文学院(苏东坡书院) 汉语言文学 2015111040333 张文俊 潘峰 高考作文“诗禁”现象探缘——以 42 年全国高考作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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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政法学院 法学 2015123040210 黄梦月 段葳 论中国引进辩诉交易制度的障碍及对策

37 政法学院 法学 2015123040112 华阳阳 吴光辉 论我国精准扶贫的法律保障

38 政法学院 法学 2015123040202 陈雨 张华 新时代农村法治建设的困境及路径分析

39 政法学院 法学 2015123040229 魏文菁 王贵东 吸毒行为刑法化的分析

40 政法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2015122040123 宋志全 李红卫 脱贫攻坚过程中的作风建设浅析

41 政法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2015122040103 陈准 张威 “一带一路”战略之于中国地缘效应研究

42
政法学院 社工 2015123140120 魏书文 邹英

关于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研究——一种社区可持续性发展的

新思路

43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015131040101 陈林 张慧芳 A Pragmatic Study of Verbal Humors in Comedy Young Sheldon

44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015131040103 陈楹 江玉娥

An Analysis of Never Let Me G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45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015131040119 隗茜倩 向先兰

Improving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Based on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Theory

46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015131040415 孙嘉欣 岑海兵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Beliefs of Pre-service English Teachers about
Mediation in Language Classes

47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015131040424 喻帆 左燕红

An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Language from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48
外国语学院 英语（商务英语方向）2015131040634 曾晓艳 邓以南

Analysis of Problems and Counter- measures for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of Business English Major in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49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017130120712 库红 汪晖

The Application of Mind Map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Topic
Writ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50 外国语学院 日语 2015132040105 程诗涵 安玉萍 『山月記』における中島敦の不安意識

51 外国语学院 日语 2015132040124 周益 陈文林 言葉の揺れ――「ら抜き言葉」を例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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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外国语学院 日语 2015132040219 杨济萌 郑新刚 葛西善蔵の私小説から心境小説への転換

53
外国语学院 翻译 2015133040102 黄慧倩 蔡演

On Compensation Methods for Cultural Default i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Howard Goldblatt's Rickshaw Bo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heory

54
外国语学院 翻译 2015133040104 李浩玉 陈倩

An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CAT to the Translation of News
Texts

55
外国语学院 翻译 2015133040206 刘涧榕 李洁

Research on the C-E Translation Skills of Tourism Text Based on
Skopostheorie—Taking Wuhan East Lake Scenic Area as An Example

56
外国语学院 翻译 2015133040209 王丹龄 张薇薇

On University Profiles Translation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57
外国语学院 翻译 2015133040213 严书青 何敏

Huanggang Tourism Translation under the Basis of Functionalist
Skopos Theory

58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5160140114 陶雯敏 刘汉成 黄冈市能人回乡创业调研报告

59 商学院 经济与金融 2015160640111 张冰琪 罗芳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60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5160140221 姚梓妍 周业旺 黄冈市物流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61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5160140122 陈亮 袁娟 湖北省宜昌市旅游业竞争力分析

62
商学院 会计学 2015160540210 罗雅 周一萍

跨国并购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以青岛海尔并购美国通用电

气公司为例

63
商学院 工商管理 2015160240121 肖曼玲 王阳

微信公众号持续关注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用户的信息需

求层次

64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5160140120 赵倩 杨兴锐

猪肉加工企业的并购整合与绩效分析--以双汇国际并购史密斯菲

尔德案为例

65 商学院 会计学 2015122040102 曹啸仑 江军民 基于战略视角的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分析

66 商学院 经济与金融 2015290340220 张金超 刘卫明 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对一线城市房价的影响

67 商学院 工商管理 2015160240133 郭坤 罗芳 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的影响研究

68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5160140220 姚乐乐 杨巧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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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商学院 经济与金融 2015181040107 余一帆 尉静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现状与贸易潜力分析

70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5160140210 罗凡美 鲍宏礼 基于钻石模型的黄冈市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

71 商学院 会计学 2015160540221 张茜茜 周一萍 格力电器基于杜邦分析法的盈利能力研究

72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5234040221 张乙丹 王阳 利川市农村电商对乡村多元化发展的推动研究

73 商学院 工商管理 2017160220218 游亮霞 李平衡 黄冈生态旅游扶贫效应测度及提升策略研究

74 商学院 工商管理 2015160240104 方琼 李少武 浠水县能人回乡创业研究

75 商学院 会计学 2015160540326 陈楠 周一萍 基于财务视角东风汽车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

76 商学院 工商 201501 班 2015160240119 王颖 夏庆利 企业社会责任支出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

77 商学院 营销管理 2015160340125 姚娅 王阳 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78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 2015181040108 张奇 李艳梅

我国大众媒介中女性形象研究——以《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

年度人物”为例

79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5182040212 郭晶晶 冯万红 电影评价标准深度分析--以中外类型电影为例

80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5182040327 谢 菲 秦剑 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现状及应对策略探究

81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5182040915 高郁钧 李育林 论成人动画的艺术创作—以《大护法》为例

82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5182040908 杨皓 汪少明 《新时代中国慢综艺真人秀节目发展的现状研究》

83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5182040107 陈汐 杨疾超 我国新媒体网络直播的发展浅探

84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5182041013 胡雪 陈然 健康传播视域下的医患纠纷报道研究

85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518E+12 范凯歌 孙英莉 论《视听语言》教材中的观点分歧与知识谬误

86 新闻与传播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2015183040404 吕龙海 张新刚 “双主流对接”思考下音乐真人秀节目的模式创新

87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5182041008 朱宇航 杨波

纪录片《红色的黄冈 不朽的精神--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纪实》后期包装设计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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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5182041020 祁海娜 肖雅 浅析是枝裕和家庭电影中的儿童形象

89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5181040108 商野 孙喜杰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青春电影的叙事策略研究

90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5182041021 青瑶 杨丽 老龄社会背景下对“灰发、银发”的媒介素养研究——以常德市为例

91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5182040513 崔靖 王贝贝 自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影响力研究

92 新闻与传播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2015183040202 任远 程曦 浅析电视民生新闻节目的美学价值实现

93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5182040706 汪鸿钊 吴静 “今日头条”的未来发展趋势

94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 2015181040128 谭曼 张倩 移动互联网时代微纪录片的叙事策略

95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5182040427 项水玲 周卫 中国传统文化在影像中的视觉美学呈现——以《影》为例

96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5182040601 黄超 方拥军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下的影视后期制作——以雷蛇黑寡妇X炫彩版键

盘宣传片为例

97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5182040801 贺鹏飞 刘砚硕 移动互联时代短视频发展困境及优化策略研究

98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5182040126 余思 余浩

我国网络问答社区运行中的把关问题分析——以网络问答社区“知

乎”为例

99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 2015181040121 刘创 范睿一 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群体性事件的流言传播现象研究

100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 2015181040133 文典 周萍萍 网络时代有声读物类音频业务发展策略研究

101 地理与旅游学院 地理科学 2015124040211 李少春 黄勇奇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湖北省人口空间分布研究

102 地理与旅游学院 地理科学 2015124040123 杨丹 陈珂 地图教学对高中学生空间认知能力培养研究

103 地理与旅游学院 地理科学 2015124040212 李雨诗 尹建军 大别山区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与保护研究——以黄冈市为例

104 地理与旅游学院 地理科学 2015124040116 刘雪娇 曹新光 1967-2016 英山县气候变化特征

105
地理与旅游学院 酒店管理 2015191040119 唐小惠 杨凯

基于 SERVQUAL 模型的经济型酒店客房服务质量研究——以汉庭酒

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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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地理与旅游学院 酒店管理 2015191040103 陈姝婳 高艳静 基于地域文化的曲阜市儒家文化主题酒店设计研究

107 地理与旅游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2015173040107 蒋梦凡 胡红兵 基于 RS 与 GIS 的黄州区耕地非粮化变化特征与驱动力分析

108 地理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015165040205 邓寒露 甘婷 湖北省高校大学生旅游消费行为研究——以武汉市大学生为例

109 地理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015165040206 邓盈 赵云 黄冈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基于旅游体验视角

110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5211040301 鲍娜 周学君 多目标优化算法研究

111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5211040123 余冬梅 杨族桥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中小学数学课堂的应用研究

112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5211040411 马晓雪 廖小勇 CT 系统参数标定及成像的数学模型研究

113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5211040114 彭曼宇 江芹 垃圾的分类处理与清运方案设计—以上海市为例

114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7210120517 颜俊宇 库在强 汽车总装线的优化配置问题

115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5211040222 张焕 陈惠汝 基于 Dijkstra 的最短路径问题分析及其应用

116 数学与统计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5212040210 王子怡 马晟 路网环境下兴趣点查询的隐私保护方法

117 数学与统计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5212040101 蔡思远 马晟 基于 RSA 公钥算法的数字签名技术研究

118 数学与统计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5212040205 黄兆琪 吴小涛 基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 PM2.5 日均浓度预测

119 数学与统计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5212040217 章婧 廖小勇 基于 FDTD 算法的电磁波海面传输模型研究

120 物理与电信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15222040123 万洪波 冯杰 基于手机 APP 和物联网的智能农业大棚控制系统设计

121 物理与电信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5223040216 沈航 邵建设 基于 STM32 单片机的倒立摆控制系统的设计

122 物理与电信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15222040208 江梦曦 黎会鹏 基于 Matlab 的目标追踪系统的设计

123 物理与电信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15222040127 杨锦胜 雷学堂 无线温湿度报警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24 物理与电信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15232040114 刘影 熊杰 基于 STM32 的救援队员自身求救装置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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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物理与电信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15224040117 彭辰 邵建设 绝缘材料老化实验用高频高压电源的研制

126 物理与电信学院 物理学(师范) 2015221040127 曾天 刘华忠 氮元素掺杂的石墨烯对气体分子的吸附性能研究

127 物理与电信学院 物理学(师范) 2015221040101 杜文第 尹建武 中学物理中的数值计算与模拟

128 物理与电信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5223040223 夏倩颖 丁如春 智能用电负荷识别系统设计与制作

129 物理与电信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15222040112 龚英健 雷学堂 基于单片机的音乐播放系统设计与实现

130 物理与电信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15222040109 丰新涛 冯杰 奥斯卡酒吧 WCDMA 系统和 LTE 系统网络信号覆盖的设计与实现

131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2015231040207 李璇 张燕 碳纳米管负载氮掺杂碳材料的构筑及储能性能对比

132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2015234040208 李莲 陈砚美 钙-稀土异金属吡啶二羧酸配合物的结构设计与性质研究

133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2015231040215 宋平 万柳 松花粉基多级孔炭的可控制备及电容性能研究

134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2015234040115 刘杏 王海南 工艺条件对合成 2,3-二氢呋喃催化剂反应性能的影响

135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2015231040127 杨蓓 陈建 类石墨烯氮掺杂碳材料的构筑及储能性能考察

136 化学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 2015232040209 梁子钦 阮志军 三苯胺衍生物的合成、聚集诱导发光及其爆炸物检测性能

137 化学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 2015232040122 王胜楠 蒋小春 N修饰玻碳电极上 H2O2 微量分析

138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师范） 2015231040222 肖锐 解明江 复合过渡金属氢氧化物的新颖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

139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2015233040214 王鹏展 龙涛 茶黄素合成及纯化研究

140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2015231040219 涂文 杨一思 高中水溶液主题的学习进阶与整体教学设计研究

141 化学化工学院 工业工程 2015235040132 吴云清 阎涛 工业工程在某计算机生产企业喷涂作业的应用

142 生物与农业资源学院 生物科学 2015241040207 刘洁 王书珍 基于转录组的杜鹃花 bHLH 基因家族的鉴定及分析

143 生物与农业资源学院 生物科学 2015241040126 叶子茂 郑永良 一株平菇黄腐病病原菌的分离鉴定及其绿色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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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生物与农业资源学院 生物科学 2015241040124 徐蕾诗媛 钟玉林

核心素养视域下的高中生物学“社会责任”的教学研究——以“生

态系统及其稳定性”一章为例

145 生物与农业资源学院 生物工程 2015243040129 张晓红 向福 刺楸树皮总皂苷的提取工艺及其抑菌活性研究

146 生物与农业资源学院 生物工程 2015243040201 蔡慧敏 何峰 福白菊精油组分及抗真菌活性研究

147 生物与农业资源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5242040118 王敏 王蔚新 板栗壳多酚体外抗氧化性能的研究

148 生物与农业资源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5242040121 王子璇 胡婷 超声波辅助提取英山云雾茶多糖工艺研究

149 生物与农业资源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5242040102 陈雅琪 占剑峰 干制工艺对即食板栗片质构影响研究

150 生物与农业资源学院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5245040112 屠渺 朱莉 古老和现代小麦品种根际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差异

151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2015250140707 刘俊毅 李明 黄冈市中小学体育场地（馆）社会化服务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

152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2015250140506 张宇 石晓萍 黄冈市国际半程马拉松社会效益分析

153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5250240102 魏红叶 余利斌 黄梅岳家拳的价值及数字化保护

154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2015250140317 金林 李明 体育教育专业教师职业认同感研究——以黄冈师范学院体育学院为例

155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5250240214 何晓灿 余利斌 万密斋养生思想研究

156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2015250140412 刘倩 余利斌 省级非遗麻城花挑的活态传承适路初探

157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2015250140119 彭旭 孙贵芳 土家族摆手舞的现状及发展研究--以来凤县摆手舞为案例

158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2015250140505 胡娟 叶文平

翻转课堂在普通高校体育舞蹈主修伦巴舞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以黄冈师范学院为例

159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2015250140819 李佳阳 汪子文 黄州区体育中考测试现状及对策研究

160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2015250140406 鄢曼 李明 中学体育隐性教学内容应用现状与对策——以黄冈外校为例

161 音乐与戏剧学院、黄梅戏学院 音乐学 2015151040231 熊春杨 周玉娟 试析常德丝弦《双下山》的艺术特征

162 音乐与戏剧学院、黄梅戏学院 音乐表演 2015152040212 潘婧 易先玲 恩施扬琴传承人周金福表演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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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音乐与戏剧学院、黄梅戏学院 音乐学 2015151040523 童鹏焕 李泽华 试论傣族民族民间舞《金色贝多罗》的“意与形”

164 音乐与戏剧学院、黄梅戏学院 音乐学 2015151040302 董珊珊 陶莎 大学生艺术社团现状调查和校园文化功能研究-以黄冈师范学院为例

165 音乐与戏剧学院、黄梅戏学院 音乐学 2015151040414 刘琪 江锦秀 选课走班制下音乐教师团队合作能力成长研究——以黄冈中学为个案

166 音乐与戏剧学院、黄梅戏学院 音乐学 2015151040535 邹智翔 陈铭 浅析古典舞《且看行云》的意境美

167 音乐与戏剧学院、黄梅戏学院 音乐学 2015151040512 雷琴 王海燕 黄冈中学音乐课程“选课走班制”教学评价体系问题刍议

168 音乐与戏剧学院、黄梅戏学院 音乐学 2017150120103 童话 石磊 黄州城区小学音乐教育现状调查与研究——以黄冈市实验小学为例

169 音乐与戏剧学院、黄梅戏学院 音乐学 2015151040432 周贵英 江锦秀 由听而唱------小学低年级歌唱教学反思

170 音乐与戏剧学院、黄梅戏学院 音乐学 2015151040210 龚屹 张瑜 互联网教育在农村中学音乐教学中的运用

171 音乐与戏剧学院、黄梅戏学院 音乐学 2015151040319 强金婷 江锦秀 东港小学学生音乐素养的调查研究

172 音乐与戏剧学院、黄梅戏学院 音乐表演 2015152040317 王菁 张来敏 《天津时调主要曲牌“鸳鸯调”的继承与发展》

173 音乐与戏剧学院、黄梅戏学院 音乐表演 2015152040315 王丹妮 卢倩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 Op.31No.2 第三乐章演奏版本比较研究

174 音乐与戏剧学院、黄梅戏学院 音乐学 2015151040320 邱爽 江锦秀 由“他”及“我”——兼议高中音乐鉴赏课的有效参与

175
美术学院 美术学 2015140140427 张菲菲 方圣德

运用思维导图优化高中美术鉴赏课的教学设计研究--以《劫夺萨宾

妇女》为例

176 国际教育学院 国教动画 2015021040131 朱诗蕊佳 徐娴 哥特式童话美学—浅析超现实主义在《盒子怪》中的表现

177 美术学院 美术学 2015140140128 赵晓悦 钟劲松 山西传统面塑中的人物塑像与捏泥人的比较分析

178
美术学院 动画 2015140340228 张艺薷 邵照坡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动画短片创作中运用——以毕业设计《洛神

赋》为例

179 美术学院 环境设计 2015140240115 石娜 卢雪松 山西传统民居的再设计研究——以平遥民居为例

180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015140540217 吴雷月 谢涛 基于高校建筑特色的校园文化产品设计与开发

181 美术学院 美术学 2015140140406 贺晓媛 方志凌 浅谈生活物品在小学美术课堂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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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015140540108 何嘉桢 袁朝辉 数字媒体语境下动态海报的图形语言表达

183 美术学院 环境设计 2015140240317 肖雪 甄新生 (1945-1980)倚霞湾 J宅房屋产权变更研究

184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015140540202 陈卓妮 孔银香 地域文化在蔡林记热干面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185 美术学院 美术学 2015140140218 王李铎 王雷 浅析绘画的“书写性”——以张延昭风景画为例

186 美术学院 动画 2015140340221 王庆楠 胡绍宗 浅析万超尘动画艺术特色

187 美术学院 美术学 2015140140308 康敬朝 冯松涛 试谈刘寿祥水彩艺术的演变

188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017140520322 孙愉佳 孙建峰

浅谈手绘插画在护肤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以百雀羚三生花系

列为例

189 美术学院 环境设计 2015140240108 贺娟 翁晓燕 湖北地区传统村落营建的生态性探究--红安八里镇石头湾为例

190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015140540205 董蕾 张红辉 视传设计中基于 AE 动效的视差元素应用

191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015140540211 刘梦楠 孙军 湖北绣活衍生文创产品设计开发——以毕业设计《遗爱湖十二景》为例

192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015140540226 张肖 袁勋 明祖陵神道石刻龙凤纹样的装饰艺术

193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017140520303 代玲俐 蔡小平 汉派服饰中汉绣工艺的应用

194
美术学院 美术学 2015140140423 徐艳立 方圣德

浅析现代儿童绘本创作对传统绘画艺术形式的借鉴—以《这就是二

十四节气》为例

195 美术学院 环境设计 2015140240320 杨茹 甄新生 一位乡绅的没落—付兴垸私家花园的变迁史研究

196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7310120206 马汉江 张瑞红 文档格式自动转换器的设计与实现

197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2015263040120 彭刘锋 胡志华 实验高中信息管理系统

198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2015263040127 熊智斌 孙钢锋 SQL 注入漏洞检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199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2015263040212 马舜耀 李振 单机版安卓手机 APP 的设计开发

200 计算机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5213040111 黄锦盼 吕建强 高校学业预警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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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261040122 袁志华 陈华松 简单福彩双色球选号系统

202 计算机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5110240125 王筱青 钱明珠 基于代理服务器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系统研究与设计

203 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5280140119 夏昺宸 匡鑫 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分拣机械手开发

204 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2017290140303 黄新峰 孙川 智能汽车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设计

205 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5280140121 余乐 刘志 行星齿轮减速器制造工艺参数优化设计

206 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5280140118 吴德志 汪小宝 基于树莓派的智能家居系统设计

207 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5280140409 李龙 李贞 基于 Pro/E 的手表造型设计与运动仿真

208 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5280140227 周凯 刘志 行星齿轮减速器数字设计和运动仿真

209 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2015290340207 刘尧君 孙川 汽车驾驶模拟系统研究与动感实现

210 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5280140102 丁皓阳 匡鑫 自动巡逻应急机器人设计开发

211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2015300340106 郭恒 周永 黄冈市某思源中学教学楼设计

212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2015300340129 吴秋婉 李科 黄冈市某高校多层框架结构教学楼设计

213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2015300140136 周婷 胡珍 鄂州中等专业学校图书馆土建工程投标文件及报价分析编制

214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2015300340115 李卓 陈晓晴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第二教学楼建筑与结构设计

215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2015300340209 李永逸 董旭 黄冈市代代红幼儿园主教学楼多层框架结构设计

216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2015300140137 朱云飞 陈雨 基于BIM的广发制药专用宿舍楼土建工程投标报价编制及施工过程模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