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学生学号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备注

1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510201332 朱义松 原位法构筑层状N-掺杂KTiNbO5/g-C3N4异质结构及光催化性能研究 刘超

2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510201405 黄燕梅 A/B位置共掺杂对BZT基陶瓷结构和压电性能影响 杜建周

3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510201412 郑遵涛 有机无机纳米杂化材料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规律与机理 蔡安兰

4 材料学院 材料物理 1510205119 徐潇 Ti3C2的超电容性能研究 许剑光

5 材料学院 材料物理 1510205120 史逸凯 光谱可调YPO4基荧光粉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张霞

6 材料学院 材料物理 1510205122 徐琪 纳米FeS2的制备及其储钠性能研究 岳鹿

7 材料学院 复合材料工程 1510206118 张小丽 甲壳素/SiC复合骨棒的构建与性能研究 贺盟

8 材料学院 交通工程 1510204116 张成浩 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驾驶疲劳主动安全预警系统 韦凌翔

9 材料学院 交通工程 1510204209 张天意 旅游交通导引标识系统研究 廖明军

10 材料学院 交通工程 1510204220 颜振凯 下故线道路施工图设计 钟栋青

11 材料学院 金属工程 1510203103 夏海娣 熔盐反应合成Al2O3/Al复合材料组织与性能研究 杨子润、张从林

12 材料学院 金属工程 1510203202 张聪 胞苷-金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在小分子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姜翠凤

13 材料学院 金属工程 1510203220 张陈庭颖 Mg和热处理工艺对Al-10%Si合金微观组织与性能的影响 孙瑜

14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510601217 徐子富 基于ZigBee的车载交通灯监视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周磊

15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510601323 尤一琛 高输入电压软开关直流变换器的设计 王建冈

16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510601331 岳志远 直驱风力发电系统最大输出功率控制电路设计 陈荣

17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510602130 江炳蔚 环保型生态养猪系统设计 吴帆

18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550601108 王梓旭 智能化的精准农业自动灌溉控制系统的设计 朱晓琴

19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550601114 孙子雯 新华永基城供配电系统设计 顾春雷

20 电气学院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1510602110 何淇 汽车开启件输送系统电控设计 薛迎成

21 电气学院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1510602228 陈纬 采用STM32F767的小型飞行器控制系统设计 张兰红

22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1510604231 钱格敏 基于物联网的粮食仓库远程监测系统的设计 李小凡

23 电气学院 自动化 1510603109 王宇航 基于机器视觉的智能车路径识别系统设计 刘丹丹

24 电气学院 自动化 1510603124 杨铭刚 基于NX和PLC的立体车库虚拟仿真控制系统设计 杨晓冬

25 电气学院 自动化 1510603218 许朝熙 基于工业以太网的工厂通信网络系统设计 冯俊青

26 电气学院 自动化 1510603327 胡俊杰 基于STM32的MINI四轴飞行器控制系统设计 蒋善超

27 电气学院 自动化 1510603427 高肖肖 基于matlab的工件位置检测系统设计 李爱琴

28 纺服学院 纺织工程 1510801116 范凯 拉菲草系列装饰纺织品设计与开发 林洪芹

29 纺服学院 纺织工程 1510801129 顾佳 阻燃隔热消防服面料设计与开发 崔红

30 纺服学院 纺织工程 1510801211 赵枫 负泊松比纱线设计及性能研究 陆振乾

31 纺服学院 纺织工程 1510801308 姜雨淋 CuBi2O4/Ag6si2O7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王春霞

32 纺服学院 纺织工程 1560801216 谢艳 碳酸氧铋改性棉织物及其自清洁和抗紫外性能研究 高大伟

33 纺服学院 纺织工程 1560801322 王梦茹 自分散纳米钒酸铋的制备及染色 刘丽

34 纺服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1520803126 王海燕 格调——中国剪纸艺术在男装设计中的应用 柏昕

35 纺服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1520803128 唐凤英 水母仿生设计在现代女装中的创意表现 俞俭

36 纺服学院 轻化工程 1510802135 李阳 染料掺杂PVA质子交换膜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周天池

37 纺服学院 轻化工程 1510802204 沈雪婷 自分散纳米碳粉的制备及染色 祁珍明

38 海生学院 海洋科学 1510904121 陆妍 虾青素对褶皱臂尾轮虫寿命的影响 吕林兰

39 海生学院 生物工程 1510903107 倪婷婷 盐胁迫对西葫芦苗期生理生化特性的影响 申玉香

40 海生学院 生物工程 1510903132 童琦 卤醇脱卤酶的定点突变及酶促立体选择性研究 薛锋

41 海生学院 生物工程 1510903201 张坤 微生物电化学定向调控 Lactobacillus mucosae YCLS-3-5的硫转化技术 李朝霞

42 海生学院 生物工程 1510903209 刘俊伟 山芝麻多糖的结构解析及免疫调节活性研究 陈立根

43 海生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510902123 陈宇 阿魏酸酯酶的分离纯化和性质研究 余晓红

44 海生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510902229 陈宝印 黑蒜中多酚、黄酮的同步提取及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 郑清

45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510301131 蔡伟 新型臭氧荧光探针合成及性能研究 解明华

46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510301204 许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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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甲基丙烯酸甲酯项目甲基丙烯醛合成工段工艺设计

邵景玲

47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510301225 姚凯 年产5500吨叔丁胺项目氨化法进料及反应工段工艺设计 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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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510301231 王亚 基于自组装框架材料的多重金属位点调控 杨秀丽

49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560301109 黄英姿 新颖结构Co3O4纳米催化剂制备及CO氧化性能研究 李雷

50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560301223 吴维艳 包埋式铁-碳纳米复合结构的调控制备及催化氨解制氢研究 李雷

51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1510302106 殷月媛 间隔型硫代卡巴腙的设计合成及其抑制酪氨酸酶活性的研究 陈景文

52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1510302206 赵彗君 丙醇体系中纳米氧化钌的制备及其在氢氧化中的应用 马红星

53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1510302214 王婷玉 碳载锰氧化物改性及其电催化氧还原性能研究 陈松

54 化学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 1510303207 沈莉莉 2-OP精馏残渣制备吡啶-2-酰胺工艺研究 蔡照胜

55 环境学院 环保设备工程 1511701144 薛陈 基于CFD的超细颗粒管道式凝并器的改进研究 金建祥、刘本志

56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1511701011 王佳 1.2万吨/天城乡废水处理工艺设计 韩香云

57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1511701136 张艳

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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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的可控合成及其气敏性能研究

张文惠

58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1511701165 曹智雄 45t/h燃煤锅炉烟气石灰石-石膏法脱硫工艺设计 闵敏

59 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 1511701023 仲思颖 小分子有机酸对土壤中重金属离子迁移的影响 罗婷

60 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 1511701142 叶翰章 锡掺杂对负载型LaMnO3钙钛矿催化剂甲苯催化氧化性能的影响 王慧

61 机械优集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510105120 张青 膜式双轴拉伸材料微观力学性能测试仪设计 侯鹏亮

62 机械优集学院 工业工程 1510103112 罗中驰远 国强工具G-05 600/700瓦电钻机生产线精益研究 董晓慧

63 机械优集学院 工业工程 1510103115 张玉才 仁宝公司电脑装配J线19OPP生产效率提升研究 董晓慧

64 机械优集学院 工业工程 1510103122 袁圆 国强工具G-02 600瓦角磨机生产线精益研究 董晓慧

65 机械优集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1510104105 李帅 400L三维运动混合机的仿真分析与设计 石代嗯

66 机械优集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1510104215 薛兴 20ˊPF超宽矿石平台箱设计研究 黄建军、陈金峰

67 机械优集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1510102109 吴晓婧 基于无人导航AGV的图书馆自动还书智能小车系统设计 卢倩

68 机械优集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1510102225 王一伦 五轴数控电解加工机床数控系统设计 王福元

69 机械优集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10101019 黄至立 基于Teamcenter的PDM产品研发周期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黄曙荣、刘涛

70 机械优集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10101148 徐娜 自动包装机结构设计及运动仿真 郑雷

71 机械优集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10101194 张聪 项目智能化管理在Teamcenter中的研究与应用 安晶、鹿聪聪

72 机械优集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10101234 洪梯境 基于Java的慕课平台管理系统服务器端设计与实现 黄曙荣

73 机械优集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10101238 杨光东 基于Teamcenter的企业级签字与转换服务负载均衡的设计与实现 花锋、殷启帆

74 机械优集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20101226 丁月月 提花机总体设计及凸轮机构设计 周海、范玉龙

75 机械优集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30101205 翁志远 展会服务机器人的设计与实现 周临震

76 经管学院 财务管理 1510404210 杨倩 创业板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研发投入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陈素琴

77 经管学院 财务管理 1510404216 徐晨 企业研发投入与经营绩效互动关系研究——基于面板数据及面板VAR模型的估计 张思强

78 经管学院 电子商务 1511003132 文宇轩 基于青年受众的微信公众号研究——以“青团子”为例 卞保武

79 经管学院 电子商务 1511003204 王远程 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用户在线评论分析系统 孙立

80 经管学院 工商管理 1510401112 郭田宇 民营企业绩效管理问题研究——以南通高中压阀门有限公司为例 蔡月祥

81 经管学院 工商管理 1510401124 乔雅慧 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普工招聘现状及对策研究 汤晓明

82 经管学院 工商管理 1510401125 王晓丽 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与研发投入强度关系研究——以上市公司为例 宋冬梅

83 经管学院 工商管理 1510401217 沈怡婷 吴江农村商业银行服务营销策略研究 蔡建华

84 经管学院 工商管理 1560401224 姜钰 盐城电信公司服务绩效评价研究 周俊兰

85 经管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511002127 范佳 盐城世明电子器件公司对外加工贸易问题及对策 喻淑兰

86 经管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511002214 李思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俄木质林产品贸易 石磊

87 经管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511002221 刘慧 江苏迎阳无纺机械有限公司产品出口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喻淑兰

88 经管学院 会计学 1510201202 张宇 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绩效 沈丽丽

89 经管学院 会计学 1510405214 杨璐婷 内部控制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来自沪深两市A股经验证据 王奇杰

90 经管学院 会计学 1510405309 徐妍 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基于公司治理在调节作用 卞继红

91 经管学院 会计学 1511601229 曹潇 去杠杆政策下会计稳健性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王奇杰

92 经管学院 会计学 1520405130 夏影 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 卢新国

93 经管学院 会计学 1520405132 钱静 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股权资本成本 宋永春

94 经管学院 会计学 1560405113 丁梦云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财务欺诈 李争光

95 经管学院 会计学 1560405210 张慧敏 高管特征与薪酬业绩敏感性 李争光

96 经管学院 金融工程 1511004111 杜汇慧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影响 赵永亮

97 经管学院 市场营销 1521001133 沈佳欢 “90后”消费体验对旅游景区品牌忠诚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肖立、喻淑兰



序号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学生学号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备注

98 经管学院 市场营销 1521001141 余蕾 热风品牌营销研究 孙开功

99 经管学院 物流管理 1510403124 郁嘉鸣 基于SLP的波司登物流中心设施布局优化研究 肖怀云

100 经管学院 物流管理 1510403212 王晓 “一带一路”战略下连云港市物流需求量预测研究 李正锋

101 经管学院 物流管理 1510403213 张旭雯 江苏晨阳电光源有限公司仓储问题研究 成桂芳

102 经管学院 物流管理 1510403214 唐晓宇 江苏红豆实业配送中心选址研究 潘坤友

103 经管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510402105 嵇海香 盐城方太分公司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傅莉

104 经管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510402228 孙志豪 射阳农村商业银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杨斌

105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1511601109 黎华勇 基于Abaqus的盘式制动器模态瞬态动力学分析 吕红明

106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1511601116 王震宇 朗逸轿车雨刮器结构设计与运动仿真 郑竹安

107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1511601220 高岩 基于FSAE赛车的动力系统设计与分析 朱龙英

108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1511701156 严永青 基于Moldex3D汽车门板热流道时序控制优化及模具设计 翟豪瑞

109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1551601217 曹嘉宁 基于STM8S105K4微控制器的汽车防撞控制器设计 张美琪

110 汽车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1511603118 卞家港 基于二维力反馈的机械手设计 刘玮

111 汽车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1511602102 曾四海 多功能智能停车库总体设计 林鑫焱

112 汽车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1511602111 葛伟伟 室内智能作业车子系统协作通信与实验 刘玮

113 汽车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1511602123 邹伏安 基于Moldex3D汽车副仪表盘的热流道模具优化与设计 翟豪瑞

114 汽车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1511602212 孟心悦 基于CAN总线的乘用车车内温湿度测量仪设计 张美琪

115 汽车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1511602230 叶航 Z字形无避让立体车库设计 侯全会

116 汽车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1511602232 刘振宇 混合动力汽车动力系统匹配研究 郑尧刚

117 汽车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1521602113 符为武 汽车涂装自动化生产线滚床设计 耿龙伟

118 汽车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1521602201 马仕成 基于中国大学生巴哈赛车车架轻量化设计及优化 郑竹安

119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511101112 匡珂宇 流亡、迷失、寻找与选择——试析昆德拉《玩笑》的主题 余红缨

120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511101123 曹云霞 新时代网络秘书研究 徐成

121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511101217 邢丹丹 《红楼梦》“哭”的艺术 张苏榕

122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511101316 张宇 《金锁记》和《长恨歌》叙事之比较 奚志英

123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511101317 周雪纯 论唐诗中自然意象的生态意蕴 汤军

124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511101319 钟晓蕾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与第7版字母词收词研究 唐余俊

125 人文学院 酒店管理 1561103224 姚惠琳 基于在线评论的苏州市青年旅舍发展对策研究 韩双斌

126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1511102118 耿佳玉 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常州旅游地形象感知研究 伍艳玮

127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1511102121 张杰 城市地区旅游化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 李如友

128 土木学院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1510505112 杨慧敏 广州地铁七号线美的大道车站主体结构与施工组织设计 王照宇

129 土木学院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1510505125 赵竞 徐州新元大道-新区东站区间地铁隧道设计 孙厚超

130 土木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510503225 严小雨 盐城市城东新区给水管网工程及给水厂设计 甄树聪

131 土木学院 工程管理 1510502102 张俊超 盐城市京师学院山住宅项目可行性研究 赵海春

132 土木学院 工程管理 1510502108 王晴 南京软件谷明发研发中心大楼BIM招投标管理设计（二） 张忠扩

133 土木学院 工程管理 1510502113 盛钰钰 基于BIM技术物联办公大厦施工组织设计 刘宏伟

134 土木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510506205 丁婷 重庆金地广场办公楼中央空调系统设计 封江、梅星新

135 土木学院 建筑学 1410054397 张楠 南通市港闸区幸福街道居安型老年会所建筑方案设计 荀琦

136 土木学院 建筑学 1410054417 皮子臻 兴隆县星空驿站设计--基于“绿色建筑研究”的乡土建筑 王进

137 土木学院 土木工程 1510501109 耿红月 城南新区智能停车楼设计 朱华

138 土木学院 土木工程 1510501209 王硕 如皋佳弘御龙湾二期预应力地下车库设计 朱广富

139 土木学院 土木工程 1510501411 杨旸 盐城工业学校实验大楼设计 张荣兰

140 土木学院 土木工程 1520501104 张爱石 盐城工学院西教学楼设计 潘永灿

141 外国语学院 日语 1511902114 王蕊 『斜陽』における生死テーマへの脱構築的解読 徐峰

142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511901101 陶嘉菁 A Corpus-based Study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Self-repairs in Spontaneous Speech 蒋德诚

143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511901122 吴芊瑾 A Case Study of Pause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by Student Interpreters 周学恒

144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511901210 倪进 Impoliteness in Interpreting 张玉翠

145 信息学院 电子科学技术 1510705115 李智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药盒的系统设计 孔维宾

146 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510702118 吴航 web服务器基于嵌入式Linux的移植及搭建 王吉林

147 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510702128 岳东升 太阳能手机充电器设计与仿真 沈兆军



序号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学生学号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备注

148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10704218 王永润 基于JavaWeb的学生考勤系统的设计 张成彬

149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20704132 苏金陈 《Web程序设计》网上考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李萍

150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20704141 袁顾菲 基于OpenCv行人目标检测与分析技术的设计与实现 朱锦新

151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60704106 董涵 基于爬虫技术的招标信息推送系统设计 刘骞

152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60704131 袁绍成 营销邮件定时推送系统设计与实现 徐燕萍

153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60704306 董伟 基于树莓派的智能语音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陈伟

154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60704312 李智 基于MPLS的中大型企业网的设计与实现 张永平

155 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1510701122 申思远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志愿者活动发布平台设计 巩永旺

156 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1510701218 刘依雯 基于SpringBoot的伯曦企业内部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李运平

157 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1570701128 王媛 基于WEB的宏泰科技公司人事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刘其明

158 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1510707116 冷俊成 基于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的无线网络程序设计 吴国民

159 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1510707219 钱鑫 幸运礼物微信小程序设计 田明

160 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1510707226 问浩南 基于微信平台的四六级学习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周刚

161 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1510706216 陆扬 基于多传感器技术智能车的设计与实现 孟海涛

162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1511205115 朱开铭 “Shine Your Life”——面向年轻群体的生活体验家具设计 钱峰

163 艺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1511203119 张雨星 唐《捣练图》的时尚重构、整合与再现 陈月江、宗华婷

164 艺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1511203208 徐颖普 创新型蓝印花布在现代休闲男装中的应用 孙志芹

165 艺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1511203217 顾雪绒 邳州纸塑狮子头技艺在后现代风格服装中的应用 顾晓卉

166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1511202105 蒋雨杰 应急救援类输液装置设计研究 王瑾

167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1511201201 任莅 “青箬笠，绿蓑衣”--盐城大纵湖景区柳堡村A区域景观提升改造设计 陈福阳

168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1511201226 刘小荣 “禹步”——上海共生主题美术馆室内环境设计（展示体验区） 徐丹

169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511204106 李君雅 “民谣啊民谣！”海报招贴设计 季荣、姚丹丹

170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511204208 张培培 岁岁年年——年文化创意字体设计 徐东升、李静文

171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511204217 李江涛 “窥视”视觉表现设计 张军、张苇

172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521204112 吴泽民 新型零售模式的视觉动态形象设计（一） 李勇、张军

173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561204115 唐堂 “永知”书店形象推广设计 吉静、胡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