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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美 大 学 文 件  

集大教〔2017〕38 号 
     

 

 

关于表彰 2017 届校级本科优秀 
毕业设计(论文)的学生及其指导教师的决定 

 

各学院： 

根据《集美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规定（修订）》

（集大教〔2017〕2 号），学院按 2017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总数 5%的比例向学校教务处推荐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经教务处审核，共有 120 篇论文获得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荣誉称号。经研究，现对获得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的学生

及其指导教师进行表彰，并对指导教师予以 1000 元/篇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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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7 届校级本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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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15 日印发 



学号 姓名 姓名 职称

1 轮机工程学院 201321021185 李家锐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软件的设计 林金表 教授 优秀

2 轮机工程学院 201321022051 谢宏建 53000DWT散货船315双层底分段生产设计 袁红莉 副教授 优秀

3 水产学院 201321034015 张雁 南海指绵共附生真菌及抗菌活性 黄力行 讲师 优秀

4 水产学院 201321034049 央坚德吉 蟛蜞菊和合果芋的昆虫群落的比较研究 谢钦铭 副教授 优秀

5 水产学院 201321031030 江泽贵 福建牡蛎人工选育群体与基础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分析 刘贤德 教授 优秀

6 水产学院 201321031032 罗碧莲 组合PCR技术鉴定常见鳗鲡养殖种类的方法研究 江兴龙 教授 优秀

7 水产学院 201321031068 张晴 大黄鱼IRF3的真核表达质粒构建与亚细胞定位分析 邹鹏飞 讲师 优秀

8 水产学院 201321031070 兰菲菲 一种天然物质Y的促藻生长作用研究 周立红 教授 优秀

9 水产学院 201321033035 江雨纯 不同生物组合对生物膜形成的影响研究 周立红 教授 优秀

10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201321041082 罗天天 胶原蛋白对冰淇淋品质及流变特性的影响 曹敏杰 教授 优

11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201321041112 吴浩 量子点表面分子印迹荧光探针同时检测鱼肉中MG和LMG 黄玉英、黄志勇 副教授、 教授 优

12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201321042034 蔡淑婷 Microbulbifer sp. ALW1重组软骨素酶Cho1816的性质研究 朱艳冰 副教授 优

13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201321042052 蔡伟聪 病毒感染海洋球石藻miRNA转录组的初步分析 陈俊、刘静雯 副教授、教授 优

14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201321042054 陈鑫
耐盐耐酒精乳酸菌的分离鉴定及其在客家鱼卷的应用初步研
究

周常义 副教授 优

15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201321042105 吕晓静 鲢小清蛋白纯化及磷酸化反应对其性质的影响 曹敏杰 教授 优

附件：

                                      2017届校级本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汇总表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备注序号
学生

学院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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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姓名 姓名 职称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备注序号
学生

学院 成绩

16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201321042114 江源和 K573定点突变对ɑ-L-鼠李糖苷酶热稳定性的影响 李利君 副教授 优

17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201321043006 曾燕婷 九龙江口溶解有机物的生物可利用性及其影响因素 何碧烟 副教授 优

18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201321043034 林丽媛 含盐废水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脱氮途径研究 段金明 副教授 优

19 教师教育学院 201321074052 黄铃铃 “宀”字家族汉字动画故事的设计与制作 李彦敏 副教授 优秀

20 教师教育学院 201321074009 黄莉宾 大学生MOOC学习行为研究——以集美大学教育技术专业为例 高宝玲 讲师 优秀

21 教师教育学院 201321072023 陈丽萍 小学生数学阅读现状的调查研究及其能力培养 罗晓 教授 优秀

22 教师教育学院 201321033002 蔡培铃 基于APOS理论的小学数学概念教学 陈文胜 副教授 优秀

23 教师教育学院 201321072006 王小真
小学数学新手教师课堂教学的调查研究——基于新手教师与
成熟教师的比较

杨建华 副教授 优秀

24 教师教育学院 201321071068 苏叶珊
针对课堂上如何提高小学生习作积极性的探讨——以“运用
象声词”习作教学为例

陈敏 讲师 优秀

25 教师教育学院 201321071004 王玮玮
浅谈小学生死亡主题图书的阅读——以厦门市的部分调查为
例

周海琳 副教授 优秀

26 教师教育学院 201321071001 陈艳萍 论绘本在增强小学生性教育方面的作用 周海琳 副教授 优秀

27 教师教育学院 201321072045 张丽霞
数学绘本在小学低年级教学运用的研究——以日本数学绘本
为例

林海燕 副教授 优秀

28 教师教育学院 201321072004 吴倩玲 以学生为中心的小学数学课堂策略的研究 谭德君 教授 优秀

29 教师教育学院 201321073024 蔡巧琪 主题图画书缓解小班幼儿入园焦虑的研究 杨静 副教授 优秀

30 教师教育学院 201321073045 施若琳 教师对待幼儿消极情绪的态度及其调节策略的个案研究 姚秀点 讲师 优秀

31 教师教育学院 201321073054 洪彩缎 自闭症儿童问题行为个案的功能性分析与干预 谢书书 副教授 优秀

32 工商管理学院 201321085012 许晓彬
文化创意视角下古民居旅游开发研究----以厦门市红砖古厝
为例

贺辉扬 副教授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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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姓名 姓名 职称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备注序号
学生

学院 成绩

33 工商管理学院 201321085053 陈楚红 地域文化在鼓浪屿家庭旅馆特色设计的应用研究 贺辉扬、石建辉 副教授、助教 优秀

34 工商管理学院 201321085078 陈如昭 生态理念下的乡村度假旅游发展实证研究 陈咏梅 副教授 优秀

35 工商管理学院 201321085081 庄鸿鹏
共享经济模式下旅游短租平台的运营规范研究----以Airbnb
为例

陈岩英 讲师 优秀

36 工商管理学院 201321086004 林秋金 海洋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建模分析与研究 张仪华 教授 优秀

37 工商管理学院 201321086007 林腾婷 海洋旅游经济效率的评价模型建模分析与研究 张仪华 教授 优秀

38 工商管理学院 201321086032 陈亮斌 生鲜农产品众筹发展对策研究 杨芳 讲师 优秀

39 工商管理学院 201321086039 谢金辉 农产品电商的瓶颈问题及解决方案研究 纪贤标 副教授 优秀

40 工商管理学院 201321086045 吴雅婷
基于熵权TOPSIS的福建省上市公司绩效评价动态建模分析研
究

张仪华 教授 优秀

41 工商管理学院 201321086053 苏颖
产品市场竞争治理效应的建模分析与设计—基于内部控制审
计视角

张仪华 教授 优秀

42 工商管理学院 201321086055 梁双碧 福建省上市公司财务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张仪华 教授 优秀

43 工商管理学院 201321086080 林铠欣 内部控制审计的有效性检验分析与设计 王园 讲师 优秀

44 工商管理学院 201321087072 王玉茹 大学生校园金融产品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李庆昌 讲师 优秀

45 工商管理学院 201321087253 郭炎 基于消费者转换行为的线上线下产品定价策略研究 贾艳瑞 讲师 优秀

46 工商管理学院 201321087289 王逸伦 大学生网络游戏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李庆昌 讲师 优秀

47 工商管理学院 201321087356 汤姬铭 大学生使用手机淘宝的消费行为分析 贾艳瑞 讲师 优秀

48 音乐学院 201321091086 许思诗
戏情寓鹭岛——厦门地方戏曲（高甲戏、歌仔戏）文献综述
及研究

臧艺兵 教授 优秀

49 美术学院 201321102003 李琳媚
流浪书屋品牌形象设计——品牌形象设计对独立书店发展的
作用

 曾华晖 讲师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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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姓名 姓名 职称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备注序号
学生

学院 成绩

50 美术学院 201321102008 刘春艳 水井巷——湘式炒货品牌形象设计 戚彧 讲师 优秀

51 美术学院 201321102014 吕芳方 故宫猫品牌形象设计 余明泾 副教授 优秀

52 美术学院 201321102031 庄凌云 《“爱丽丝”绘本工作室品牌形象设计》 余明泾 副教授 优秀

53 美术学院 201321103018 萧潇雪菲 动画短片《13号》的剧本创作及场景设计、场景建模 邢晨、陈其端 助教、教授 优秀

54 美术学院 201321101003 吴海薇 当代工笔花鸟对宋画的继承与发展——论方政和的绘画艺术 陈静 讲师 优秀

55 美术学院 201321104022 黄馨远 《倦鸟知返》--杏林湾岛屿景观规划设计 樊洁 讲师 优秀

56 美术学院 201321104025 王珏伟 守望星空--福清港头镇观星公园规划设计 张燕 讲师 优秀

57 美术学院 201321104028 林锦同
山水绿径·程溪文创艺术工坊--基于生态理念的乡村艺术规
划建设

林姗 讲师 优秀

58 信息工程学院 201321112034 魏倩莹 基于SIW的24GHz带通滤波器设计 马中华 副教授 优秀

59 信息工程学院 201321112043 李浩航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基于时空相关性节能策略的研究 杨光松 教授 优秀

60 信息工程学院 201321112059 刘章 基于PIC单片机的数据安全传输设计 方怡冰 副教授 优秀

61 信息工程学院 201321114014 林伟彬 基于核壳结构的复合传感器的设计与分析 刘璟 副教授 优秀

62 信息工程学院 201321114054 康双全 基于ZigBee的温室监控系统设计 杨光松 教授 优秀

63 信息工程学院 201321111022 林晓强 信息融合技术在工程机械故障诊断中应用研究 陈惠滨 副教授 优秀

64 信息工程学院 201321111023 赵国霖 手持ATP生物发光检测仪软件系统设计 陈惠滨 副教授 优秀

65 信息工程学院 201321111014 尤荣煊 多功能脑电波智能轮椅 吴伟力 副教授 优秀

66 信息工程学院 201321113008 林瑞 基于FPGA的车牌识别与定位 吴一亮 讲师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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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姓名 姓名 职称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备注序号
学生

学院 成绩

67 信息工程学院 201321113037 吴仲 送餐机器人室内定位方法研究 韦素芬 讲师 优秀

68 信息工程学院 201321113042 蔡魏威 简易CD机功放系统设计 袁占生 讲师 优秀

69 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321122041 黄志鑫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碎片化阅读系统设计与实现 廖江福 副教授 优秀

70 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321121017 白添滨 基于iOS的微商服务系统 陈杰 讲师 优秀

71 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321122015 陈鑫鑫 基于DirectX的“我行我素”游戏设计与实现 李旺 讲师 优秀

72 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321121083 罗生根 嵌入式点菜机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刘丽莉 副教授 优秀

73 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321122022 魏伟刚
基于Apache Traffic Server的缓存系统开发——直播加速系
统

浦云明 教授 优秀

74 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321121117 杨松霖 基于Android的在线购物APP的开发与实现 汪志华 讲师 优秀

75 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321123052 梁第 Win32平台下的PE文件病毒的研究及实现 余元辉 副教授 优秀

76 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321121021 张乾灿 基于Unity 3D的校园漫游系统 陈荣鑫 副教授 优秀

77 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321131067 翁建洪 基于计算机博弈的迂棋游戏设计与实现 袁鹏飞 高级工程师 优秀

78 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321121077 陈瑞键 电磁信息泄漏检测方法 茅剑 讲师 优秀

79 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321122019 张秋杰 中文文本分类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吴晓晖 副教授 优秀

80 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321122027 缪金松 移动医疗系统——掌上医 万春 副教授 优秀

81 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321121099 韩燏 基于Vue的快递物流管理平台前端实现 杨艳华 讲师 优秀

82 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321121106 许成哲 水族箱生态监测与自动调控系统的设备端设计 黄斌 讲师 优秀

83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201321133054 葛玉箫 厦门某高校特定时段室内热环境测试与舒适性研究 李莉 教授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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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姓名 姓名 职称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备注序号
学生

学院 成绩

84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201321135042 曾杰 基于无线网络的工业自动生产线控制系统设计 王晓峰 副教授 优秀

85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201321144048 冯伟龙 具有无线传输功能的智能运载车及控制系统设计 王晓峰 副教授 优秀

86 理学院 201321141091 郑晗坤 级数的求和方法及广义和探讨 高峰 教授 优秀

87 理学院 201321141010 张静媛 Alpha稳定过程的一些应用探讨 郑水草 副教授 优秀

88 理学院 201321143088 李贞亮 基于深度卷积网络的图像超分辨率重建研究 张东晓 讲师 优秀

89 理学院 201321143034 赖雅萍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点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谢加良 讲师 优秀

90 理学院 201321143051 陈思成 API聚合平台的设计与开发 李青岩 讲师 优秀

91 理学院 201321142028 喻枢云 基于WebGIS的兴趣点公交查询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谢先全 讲师 优秀

92 理学院 201321146013 邱言言 基于遥感的江苏省PM2.5时空分布研究 肖钟湧 副教授 优秀

93 理学院 201321144047 黄俊杰 超疏水PVDF膜制备研究 蔡晓梅 讲师 优秀

94 理学院 201321145003 吴婧 双黑洞合并中的质量损失与引力波能量来源 谢祎 讲师 优秀

95 理学院 201321145006 潘煜 基于Silvico高性能Si MOSFET的研究 朱会丽 讲师 优秀

96 理学院 201321145042 洪楷东 基于STM32单片机控制的蓝牙报警器 黄宏纬 高级实验师 优秀

97 理学院 201321147024 孙李杰 基于后向反馈技术的可选择掺铒光纤宽带光源 王秀琳 教授 优秀

98 理学院 201321147001 闵轾 25Ms至60Ms恒星化学元素丰度受星风的影响 宋芬 中级职称 优秀

99 外国语学院 201321153024 陈云飞
外来祝日の経済効果に関わる中日比較
――食との関係を中心とするマーケティング分析

卓凌 讲师 优秀

100 外国语学院 201321153028 谈晓峰 ハイアールと三洋電機のM&Aの効果に関する考察 李雪英 讲师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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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姓名 姓名 职称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备注序号
学生

学院 成绩

101 法学院 201321163023 王晨阳 定期租船合同下租金支付条款研究 丁莲芝 讲师 良好

102 法学院 201321162022 杨志航 P2P网贷刑法规制 袁帅 讲师 良好

103 法学院 201321163004 林芳 《2015年英国保险法》告知义务的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许翠霞 副教授 优秀

104 法学院 201321161053 李慧心 企业女职工压力调查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杨澄源 讲师 优秀

105 法学院 201321161055 郑巧霞
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民工城市创业行为研究—以集美区农民工
为例

孙文中 讲师 优秀

106 法学院 201321161012 孙诗云
需要为本视角下“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研究——基于老年
人医养实践服务项目的行动研究

姚进忠 讲师 优秀

107 文学院 201321173017 赖晓莉 “左思风力”的内涵与意义 田彩仙 教授 优秀

108 文学院 201321173021 郑思怡 唐代长城诗研究 张克锋 教授 优秀

109 文学院 201321173047 郑俊霞 福建仙游县母亲称谓的变异与变化研究 付义荣 教授 优秀

110 文学院 201321173067 范遥遥 父权文化中女性身份重建的困境——以《喜福会》为例 张瑷 教授 优秀

111 文学院 201321171092 卢乃心 莆仙戏剧本修辞格研究 陈曼君 教授 优秀

112 文学院 201321171095 陈琳 会意字的源流研究 陈光田 教授 优秀

113 文学院 201321173052 叶镇佳 教育戏剧在小学语文课堂中运用的策略研究 张哲英 副教授 优秀

114 文学院 201321173068 刘飞 唐宋八大家论说文的思想价值及其现代意义 孙桂平 副教授 优秀

115 文学院 201321172009 王君茹 网络秘书心理问题探析 张建英 副教授 优秀

116 文学院 201321172086 魏伟萍 灵与肉的矛盾：《聊斋志异》的情爱描写与爱情观 张晓红 副教授 优秀

117 文学院 201321172092 陈桓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浅谈张岱“两梦”中的喧
嚣与寂寥

张晓红 副教授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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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工程技术学院 201321133054 葛玉箫 厦门某高校特定时段室内热环境测试与舒适性研究 李莉 教授 优秀

119 工程技术学院 201321135042 曾杰 基于无线网络的工业自动生产线控制系统设计 王晓峰 副教授 优秀

120 工程技术学院 201321144048 冯伟龙 具有无线传输功能的智能运载车及控制系统设计 王晓峰 副教授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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