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上海杉达学院 2020届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设计）一览表 
序
号 

学生 学号 学院 专业 指导教师 课题题目 

1 张瑞璨 f16024143 胜祥商学院 法学 谭英凡 认缴资本制下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研究 

2 朱彬彬 b18024107 胜祥商学院 法学 汪骏良 论声音商标权的认定 

3 吕涛 f16024234 胜祥商学院 法学 宋婷、韩晓鹰 论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土化 

4 姚鸣捷 f16021436 胜祥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孟方琳 
中国与中东欧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框架
与“17+1”合作机制视角 

5 葛静芝 b18021105 胜祥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孟方琳 
数字经济 2.0 时代下中国音乐产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以网易云
音乐为例 

6 郑旗 f16021215 胜祥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中美合作办学） 

金缀桥 
食品安全标准对我国蔬菜产品出口的影响——基于 “一带一路”合
作框架的研究 

7 马佼 f16031110 胜祥商学院 会计学 王蕾 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风险控制研究——以苏宁易购为例 

8 章银松 f16041337 胜祥商学院 金融学 曾啸波 基于 SVM 算法的股票价格预测分析——以数字货币行业为例 

9 龙凌霄 f16033310 胜祥商学院 财务管理 杨鲁 企业并购商誉的计量研究——以新华医疗并购成都英德为例 

10 楼恬甜 f16022308 胜祥商学院 市场营销 于洁 喜马拉雅 FM 的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11 孙荣利 f16062333 外语学院 日语 刘勤 
中日审美观比较——以服装、国花、语言为中心（中日両国におけ
る美意識の比較——衣装、国花、言葉を中心に） 

12 施安妮 f15113221 外语学院 英语 王跃武 
武则天和伊丽莎白一世政治智慧对比（A Comparison of the 
Political Wisdom of Empress Wu Ze Tian and Elizabeth I ） 

13 屈国政 f16071132 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周小寒 上海城市更新的思考及建议——以电气集团部分地块为例 

14 侯峥旭 f16073204 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方向） 

杨敏杰 养老院心理异常老人的政府援助措施研究 

15 曾昕皓 f16073228 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方向） 

杨敏杰 人力资源视角下预防公务员腐败的调查与分析 

16 谷霖 f16052305 管理学院 酒店管理 张懿玮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大学生对酒店绿色消费行为意向研究 

17 黄佳瑜 f16052309 管理学院 酒店管理 童俊 大乐之野的顾客体验研究—基于网络口碑的分析 

18 杨丽君 f16052223 管理学院 酒店管理 龚子兰、冯涛 酒店管理学生实习前后的学科认知差异分析 

19 沈昕蕾 f16051317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张媛、史萍 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浙江红色旅游景点游客感知研究 

20 丁纯岚 f16051302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于梦寒、朱婷 
旅游目的地服务质量对旅游者重游意愿的影响研究——以上海环球
金融中心观光厅为例 

21 漆芃言 f16051112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唐秀丽 旅游者重游动机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上海为例 

22 金晶 f16051208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殷晶 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朱家角古镇游客满意度研究 

23 沈铭辉 f16075228 管理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刘茜 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多重荧光定量 PCR 方法建立 

24 潘志霖 f16075227 管理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陆贻通 转基因棉花 COT102 品系双重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研究 

25 卫雯 f16111324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冯升 危重症住院患儿上臂围的现况调查及其对预后的预测价值 

26 顾诗韵 f15111226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赵爱平、徐菁 一体化玻璃安瓿开瓶装置的研发与应用 

27 岑琪盛 f16111435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万文洁、陈懿 
上海某民办高校实习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的调查研究及影响因素分
析 

28 吴佳婕 f16111528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刘娜、徐晓华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创伤后成长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29 张娜娜 f15111132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杨霞、付聪慧 择期手术患儿术前焦虑与主要照顾者自我效能相关性研究 

30 马礽杰 f16111138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徐燕、张蔚青 某民办本科高校非医学专业学生 CPR 知识掌握现状调查 

31 胡璐宏 f16111507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岳立萍、景峰 三甲综合医院急诊科护士同情心疲乏现状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32 
罗洪星

月 
f16111518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岳立萍、康磊 初级养老护理员居家照护知识掌握现状调查问卷的研制 

33 朱佳敏 f16111134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蒋琰、徐燕 
上海市某三甲医院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现状及影响因
素研究 

34 钱彧 f16111414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孙霁雯、陆红 儿科静脉维持药物计算小程序的研制 

35 尚依蕾 f16111312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刘佐嘉、明星  “糖宝日记”一种 1 型糖尿病患儿健康管理辅助工具的研制 

36 樊沁予 f16113102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教育学（卫生教育
方向） 

冯骏、侯晓静 中学生反刍思维与睡眠质量的关系研究——以上海市三所中学为例 

37 季楠 f16113226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教育学（卫生教育
方向） 

贺琴 小学五年级学生睡眠质量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38 张思缘 f16113122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教育学（卫生教育
方向） 

侯晓静 小学生自我意识现况及其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39 敬甬楠 f16112205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学 温子星 中文版 POMA 用于卒中患者跌到风险评估的信效度研究 

40 越姚 f16112218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学 纪任欣、陈文华 不同运动方式对妊娠期糖尿病早期患者血糖波动情况的研究 

41 钟鸣 f16112220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学 余波 肌内效贴对脑卒中后肩痛及肩关节半脱位治疗效果的 meta 分析 

42 赵佳珉 f16210130 教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陈慧忠 初级汉语水平学习者听力焦虑调查研究 

43 王沁艺 f16210122 教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李文倩 恒河畔的蓝莲——试论《摩诃婆罗多》中女性形象 

44 汪云飞 f1601152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章鸣嬛 基于 CNN 的猫狗品种识别技术研究 

45 丁启明 b18011110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隋欣 基于单片机串口的 modbus 传感器采集平台设计 

46 彭周 f1601172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陈瑛 SEER 数据集肺癌预后模型研究及重要特征组合提取方法探究 

47 李路遥 f16011718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杨平 基于 Unity3D 的幻境游戏的设计与实现 

48 余悦腾 f1601184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江峰、倪军 基于 AlexNet 卷积神经网络的肺癌结节检测 

49 尹铭杰 f1601213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金融信息系
统方向） 

马晖男 NewChains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金融系统的分析与探索 

50 佘漪婷 f1601210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金融信息系
统方向） 

马晖男 基于 Mainframe 的基金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51 殷广才 b18084105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产品设计 杨丹 趣味化健身娱乐公共设施设计 

52 胡奕慧 f16084104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产品设计 杨景裕 海上救援设备的创新设计 

53 王晴赟 f16084215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产品设计（数字设
计方向） 

邱林 执手机的女孩——微电影创作 

54 何舒婷 f16084203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产品设计（数字设
计方向） 

邱林 生日礼物——微电影创作 

55 马秀 b18083114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蒋雯 浅谈补丁元素在服装创意设计的中的应用研究 



56 周彤彤 f16083225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尤心彦、周旭东 关于悖德型人格障碍在服装创意设计中的初步研究 

57 王芃然 f16083216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尤心彦、周旭东 关于藏族文化和运动服饰的碰撞和结合在服饰上的应用 

58 张质云 f16083231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虞倩雯、储谨毅  浅谈工装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创意应用 

59 周志成 f16083133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俞璐 风格算法与服装情感因素融入的调研报告 

60 林嘉坤 b18083223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人物形象设计
方向） 

成磊、周学军 反乌托邦的概念之艺术表现实体化 

61 夏泓婧 f16082115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环境设计 王烨 编织·童之境——松江陈坊桥儿童友好型社区公园绿地设计 

62 徐之虓 f16082231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环境设计 樊灵燕 基于空间重构下婺州瓷窑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制中心更新设计 

63 汪勇军 b18082127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环境设计 吴丹 
非遗文化传承与创新在室内空间设计中的体现-以婺州瓷非遗文化
研究中心为例 

64 赵诗奕 f16082121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环境设计 艾昕 社区公园更新设计——以陈坊桥社区公园设计为例 

65 沈思琦 f16082210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环境设计 陈健 
基于维护与更新背景下乡村旧建筑改造研讨——以沁源县五龙川民
居改造为例 

66 陈炎彬 f16085121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市场营销（快时尚
营销方向） 

张宇姮 whyhow 多品牌集合店运营策划方案 

67 刘心怡 b18081106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万轩 《你看起来真有趣》学前儿童教育系列立体书设计 

68 曹筠强 b18081116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茆伊颖 2049—城市智能创想图形设计 

69 冯宁 b18081117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朱雪俊 RE：重新装载“海市计划”杨浦滨江复兴插画形象设计 

70 周钲 b18081225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朱雪俊 形色异态——社会边缘人群沉浸式视觉应用心理符号综合设计 

71 朱怡雯 b18081214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万轩 《滚蛋吧！宫颈癌！》——子宫颈癌防治科普与宣传设计 

72 王静怡 b18081110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汤志腾、孙凡杰 欲抑——针对中国大学生群体过度冲动消费的消费控制提升设计 

73 柴炜祺 f16093130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杨晓文、曹静 初心 

74 吴慧云 f16093122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曹静 纪录片 《我与大海的约定》 

75 李依璘 f16093310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宋慧丽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沪谚的新媒体运营 

76 贺江敏 f16093109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吴晶 西安城市故事纪录片《坊市见长安》 

77 刘宇歌 f16093312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宋慧丽 职业模特转型时尚意见领袖的新媒体运营之路——以矫婕为例 

78 凡柳菲 f16093205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范玲 麻公子创业纪录片 

79 朱庆裕 f16091135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新闻学 李琳 
“学习强国”APP 在大学生党员中的媒介使用研究 —— 基于对上
海杉达学院的调查 

80 林星彤 f16091208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新闻学 李琳 
国内政务新媒体针对“香港暴乱”事件的评论研究——以中央政法
委长安剑为例 

81 顾静雯 f16091107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新闻学 叶冲 
我国 Vlog领域去同质化路径探究——基于头部 vlogger的内容生产
策略 

82 倪晏清 f16092208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新闻学（传媒经营
方向） 

张梦婕 
文博微纪录片的叙事研究 - 以《如果国宝会说话》和《中国的宝藏》
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