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专业 姓名 学号 毕业设计题目

1 土木 土木工程（岩土） 张明月 2015110111 万梁路张家凹边坡稳定性分析与支挡工程设计

2 土木 土木工程（岩土） 念兰宁 2017110888 南宁地铁5号线某区间基坑支护设计

3 土木 土木工程（城轨） 雷越 2017110756 郑济高速铁路桩网结构地基设计与计算

4 土木 土木工程（城轨） 刘晨曦 2017111044 济南市轨道交通银河路站~新元学校站区间BIM设计

5 土木 土木工程（铁道） 林芸艺 2016110746 川南城际铁路某路堤悬臂式挡墙设计

6 土木 土木工程（桥梁） 武锦琛 2017110544 高速公路46m+64m+64m+46m四跨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设计

7 土木 土木工程（地下） 袁作兵 2017110555 成都地铁19号线温家山路站～牧华路站区间盾构隧道初步设计

8 土木 土木工程（地下） 闻庆晟 2017110930 厦门轨道交通6号线董任站初步设计

9 土木 土木工程（道路） 高沛璇 2017110977 G347应城段改建工程路面整治方案设计

10 土木 土木工程（建筑） 刘晨健 2017111031 东莞市某高层商住楼结构设计

11 土木 土木工程（建筑） 史佳敏 2017111074 成都市某高校5教学实验楼结构设计

12
茅院（土
木）

土木类(茅以升学院) 曾琰 2017110016 重载铁路双线4×144m连续钢桁梁桥设计

13 土木 铁道工程 高峦 2017117122 某高铁DK030+000~DK040+000轨道、路基设计及BIM应用

14 土木 铁道工程 李睿 2017117223 孟加拉国某铁路路基深厚软土打入钢筋混凝土桩复合地基设计

15 土木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郭亚林 2017117408 宁波地铁1号线东外环路站初步设计

16 土木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黄啟源 2017117422 某周边环境复杂地铁车站基坑灌注桩围护结构设计

17 土木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李文昊 2017117271 金吉公路K29+800～K30+800路基路面设计

18 土木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车兴果 2017117385 高速公路（68+120+68）m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19 机械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钱润升 2017111340 五轴工具磨床总体结构及A轴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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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机械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黄文建 2017111571 自行式隧道栈桥设计与结构仿真分析

21 机械 测控技术与仪器 吴涵宸 2017111558 智能窨井盖监测终端设计

22 机械 车辆工程 许立强 2017111639 乘用车制动性能评价方法的研究

23 机械 车辆工程 薛竹婷 2017111670 汽车操稳性计算仿真与评价

24 机械 工业工程 何润杰 2017111297 面向包裹分拣任务的AGV调度仿真优化研究

25 机械 能源与动力工程 薛龙 2017111267 面向汽车传感供能的旋转振动发电机设计与分析

26 机械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刘俊 2017111441 成都市某酒店空调设计

27 机械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黄澳辉 2017117483 地铁车辆盘式制动热分析

28
茅院（机
械）

机械类(茅以升学院) 李胤芊 2017110097 自动驾驶小车路径规划与控制仿真

29 电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
力电子与传动控制)

张志成 2017111943 应用于地下综合管廊传感器的无线充电装置研究

30 电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
力电子与传动控制)

赵鑫 2017111982 磁悬浮列车牵引直线电机位置检测系统研究与设计

31 电气 电子信息工程 郭庆秋 2017112087 多尺度卷积神经网络的短期电力负荷预测研究

32 电气 电子信息工程 曹蓉 2017112099 基于YOLOV3的口罩佩戴检测系统研究

33 电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城
轨与磁浮交通电气化)

张增 2017112030 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有限PMU覆盖下输电网络故障线路识别方法

34 电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
道交通供电及其自动化)

郭家炜 2017110958 模块化多电平变流器电容电压低频纹波抑制方法研究

35 电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
道交通供电及其自动化)

王晋瑄 2017111978 城市轨道交通交流供电系统可靠性研究

36 电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
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黄有为 2017111802 考虑电压恢复机制的微电网系统下垂控制方法研究

37 电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
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钱鹏宇 2017114568 阵列式针板电极电弧传能特性研究

38
茅院（电
气）

电气类(茅以升学院) 金靖 2017110047 基于高频注入的永磁同步电机无传感器零低速控制

39 电气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赵冲 2017117667 无线充电小车设计

40 电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功
率半导体器件及应用)

柯倩霞 2017111910 基于任务剖面的牵引整流器功率模块寿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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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信息 通信工程 宋一帆 2017112502
基于局部代理模型和长短期记忆网络的可解释性文本情感分析研

究
42 信息 通信工程 符燚 2017112543 基于国密SM4算法的即时通信系统设计和实现

43 信息 自动化 陈荣千 2017112174 基于77G毫米波雷达的目标识别研究

44 信息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技术)
梁世琦 2017112631 一种用于提升同步整流管开启速度的源漏钳位电路设计

45 信息 物联网工程 程小雪 2017112365 网络流量异常检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46 信息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徐林溪 2017112237 计算机联锁进路表自动生成的研究与实现

47 信息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 邢宗海 2017117725 计算机联锁与CTC通信接口与数据处理仿真

48 信息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 高伟豪 2017117872 基于BIM的200米铁路线站场改建为高速场设计与实现

49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田鸽 2017112325 基于ESP8266的音乐播放器的设计与实现

50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孟洪登 2017112347 基于Android的驾校培训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51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睿玺 2017112478 基于多代理合作的伙伴者选择机制研究与实现

52 计算机 软件工程 郭璐瑶 2017112481 基于OPENCV的自定义格式化图形识别系统设计

53 计算机 软件工程 高彬翔 2017112488 基于Android的出游推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54
茅院（计算

机）
电子信息类(茅以升学

院)
陈德键 2017110102 基于深度学习的猪体识别与计数系统设计

55 运输 交通运输（城轨） 王炳勋 2017117910 延误条件下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调整策略的效果评估研究

56 运输 交通工程 梁文馨 2017114091 有人-无人驾驶车辆混合交通环境下的 拥挤收费策略研究

57 运输 交通工程 黄佳祎 2017113294 智能网联汽车与人类驾驶车辆混行环境下匝道分流协同决策控制

58 运输 交通运输 纪文 2017113300 面向车载式移动城市感知的车辆调度优化

59 运输 交通运输（城轨） 李萱 2017117972 成雅铁路旅游资源数字化和开发研究

60
茅院（运
输）

交通运输类(茅以升学
院)

何群 2017110060 贵阳南车站下行系统工作组织

61 运输 物流管理 王晨宇 2017113186 自动驾驶货车情境下市内快递车货匹配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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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运输 物流管理 梁宇轩 2017113070 邮政末端网点空间格局分析及服务范围选择-以成都市为例

63 运输 安全工程 霍峥岩 2017113455 考虑安全性的车辆跟驰模型研究

64 运输 安全工程 黄小凡 2017113461 泸州市龙马大道与香林路交叉口交通安全设计

65 运输 物流工程 徐勇 2017113069 基于数据的烟草配送路径优化

66 运输 物流工程 佟一铭 2017113174 面向地下物流的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站点分析及改造方案研究

67 经管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杨绍梅 2017112783 Lacte物流企业设备资源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68 经管 工商管理 钟倩文 2017112677 知识付费背景下的平台营销模式研究

69 经管 工商管理 艾昕 2017112862 品牌拟人化形象对用户购买意愿的影响

70 经管 会计学 薛蓉蓉 2017112691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价值影响的研究——以银亿股份为例

71 经管 会计学 蒋文轶 2017112820 科创板企业IPO审计风险研究

72 经管 工程管理 郑宇恒 2017112765 基于BIM技术的A项目成本控制研究

73 经管 金融学 李涛 2017113018 正交多项式在带随机输入的微分方程求解中的应用

74 经管 金融学 李恒黎 2017113028 投资者情绪对我国股市收益的影响实证研究

75 经管 国际经济与贸易 邓茗心 2017112906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ResearchonChina''sDirectInvestmentinthebeltandroadiniti
ativeCountriesandItsInfluencingFactors）

76 经管 国际经济与贸易 边浩铮 2017112940 中国与巴西货物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

77 经管 经济学 王冬东 2017112913 数字金融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78 经管 经济学 刘泽宇 2017113010 消费税制的改革研究

79 人文 汉语言文学 欧阳青蕊 2017115758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家庭伦理问题研究

80 人文 音乐表演 费志鹏 2017116261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美学特征及演唱分析—以《月满西楼》为例

81 人文 传播学 姚卉 2017115407
新媒体实习生持续参与意愿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劳动过程

理论视角
82 人文 传播学 刘蕴珂 2017115624 微博热搜内容中的当代青年消费文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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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人文 广告学 韦霄煜 2017113770 以大广赛为题的毕业设计——娃哈哈苏打水品牌营销策划案

84
茅院（人
文）

汉语言文学(茅以升学
院)

刘欣玥 2017110170 从叙事学视角解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85 外语 英语 刘晨璐 2017115882 多模态视域下学科知识构建研究：以《交通规划》课程为例

86 外语 英语 杨丽佳 2017115880
“我是男性的诗人，也是女性的诗人”：从双性同体视角解读惠

特曼《草叶集》中的女性观

87 外语 英语 凡荣 2017115858
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分析《华伦夫人的职业》薇薇的人物形

象
88 外语 英语 程欣怡 2017115857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国纪录片英译研究——以《美丽中国：自
然》为例

89 外语 英语 胡蕤 2017115897
“我是男性的诗人，也是女性的诗人”：从双性同体视角解读惠

特曼《草叶集》中的女性观

90 外语 日语 田维 2017115820 『告白』から見る日本の社会問題

91 外语 日语 王一伊 2017115921 《诗经》在日本的接受史研究——从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

92 外语 日语 张睿琪 2017115903
中日大学生在人物评价中不同意见的表达策略--以LINE和微信的

使用为例--
93 外语 日语 付丽桦 2017115895 日本晨间剧中的女性形象变化（朝ドラにおける女性像の変化）

94 外语 日语 徐天瑞 2017115793 村上春樹『海辺のカフカ』における少年像

95 外语 德语 单欣怡 2017115829 论施林克小说《朗读者》对二战的反思

96 外语 德语 王楚可 2017115765 托马斯曼小说《魔山》中的疾病主题分析

97 外语 德语 马凌云 2017115774 教育理论视角下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成长研究

98 外语 德语 王欣媛 2017115815 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杨绛《我们仨》中国文化因素德译探究

99 外语 德语 潘蕊颖 2017115819 用荣格原型理论分析霍夫曼小说《沙人》中的人物形象

100 外语 翻译 蒋晓雨 2017115867 《儿童英语学习者的读写教学：一种平衡的方法》英汉翻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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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外语 翻译 陈禹霏 2017115881

《中国的“全球历史悖论”：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中心途径》的英
汉翻译报告（A Report on the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Global History Paradox’ in China: Sinocentred

Approaches Along the Silk Road”）

102 外语 翻译 孙小杰 2017115909 短篇小说《火车站》英汉翻译实践报告

103 外语 翻译 邱浩 2017115787
《无奇不有：颠覆我们世界的事实和数据》（第三章节选）英汉

翻译报告
104 外语 翻译 燕紫蕾 2017115918 《德国战后宪法》英汉翻译报告

105 外语 商务英语系 陶鑫宇 2017118045 中美文化差异对于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106 外语 商务英语系 顾茜雅 2017118010 商业伦理批评视角下约翰·科利尔小说《追逐者》重释

107 外语 商务英语系 张淼儿 2017118011 目的论视角下汽车集团双语简介的研究分析

108 外语 商务英语系 刘亚妮 2017118014
文化资本视角下中国动漫产业现存问题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以

腾讯为例
109 外语 商务英语系 王爽 2017118034

纽马克文本类型理论下电商新闻翻译实践报告——以《经济学人
》The Genius of Amazon为例

110 外语 法语系 孙方炳 2017115791

Analyse comparative des romans modernes de science
fiction fran?ais et chinois—— en citant les exemples de
''L''Arbre des possibles'' de Bernard Werber et de ''La
Terre errante'' de Liu CiXin ''中法现代科幻小说对比分析—
—以贝纳尔·韦尔贝作品《大树》和刘慈欣作品《流浪地球》为

111 外语 法语系 田恬 2017115817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欧也妮葛朗台》两个汉译本比较

112 外语 法语系 夏荣林 2017115838 《道德经》儒莲译本中重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浅析

113 外语 法语系 刘雨欣 2017115911 从法国驻华使馆网站建设看法国国家形象的对外建构

114 外语 法语系 肖箫 2017115811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活着》法语译本翻译研究

115 外语 汉语国际教育 吴柯颖 2017115942 全身反应法在对外汉语线上教学中的应用与成效探究

116 外语 汉语国际教育 潘嘉仪 2017115976 语义地图视角下汉语能力义情态动词对比研究

117 外语 汉语国际教育 王安钰 2017115967 基于轻动词理论的《诗经》 动宾关系研究

118 外语 汉语国际教育 马樱铭 2017115966 语气词“吗、嘛”的交互主观性及其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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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建筑 绘画 田顺宇 2017116218 肌理感对于动画分镜中视觉氛围表现的影响研究

120 建筑 建筑学 雷美燕 2016113728 成都龙门山多样性博览园及博物馆规划设计

121 建筑 建筑学 王浩然 2016113744 成都市天府新区“蔚蓝卡地亚”城市度假酒店建筑设计

122 建筑 城乡规划 刘璐凡 2016113659 成蒲铁路崇州站、羊马站地区TOD一体化城市设计

123 建筑 城乡规划 李思文 2016113655 成蒲铁路崇州站、羊马站地区TOD一体化城市设计

124 建筑 城乡规划 罗婷 2016113604 成蒲铁路崇州站、羊马站地区TOD一体化城市设计

125 建筑 风景园林 李迎港 2016113643 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校园景观规划设计

126 建筑 风景园林 赵启帆 2016113589
公园城市建设——基于生态价值转化研究的成都双流区九江片区

景观规划设计
127 建筑 视觉传达设计 谌昊男 2017116030 女性“救急包”在天府国际机场的应用

128 建筑 视觉传达设计 孙圆圆 2017116122 川剧艺术中心形象与文创设计+2021大广赛广告设计

129 建筑 环境设计 金箫 2017116018 川南城际铁路旅游服务空间室内设计3

130 建筑 环境设计 米军强 2017116169 天府机场精品店室内空间艺术场景营造3

131 建筑 产品设计 张涛 2017116133 家居及家电设计研究

132 材料 生物医学工程 王美娟 2017113949 构建可视化脱细胞肝癌模型用于测试化疗栓塞介入疗法

133 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

料)
何忠倩 2017113771 三维导电水凝胶粘结剂在硅基锂离子电池中的研究

134 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

材料)
王生龙 2017113798 面向脊柱侧弯监测的柔性可穿戴传感机制及性能研究

135 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

材料)
杨阳 2017113670 外场辅助电沉积法制备金属磷化物及其电催化析氢性能研究

136 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

金属)
赵岩 2017113870 具有体内自润滑功能的氧化锆增韧氧化铝陶瓷材料设计

137 材料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马尧睿 2017113783 基于Labview 的激光-MIG复合焊接过程监测系统及试验验证

138
茅院（材
料）

材料类(茅以升学院) 武子轩 2017110142 α-Al2O3增强铜基复合材料成分设计及其界面研究

139 力学 工程力学 钟志豪 2017114437 电-热耦合作用下3YSZ陶瓷的电学特性研究



140 力学 工程力学 刘灿阳 2017114451 流体力学中运动边界问题的高效数值方法研究

141 力学 工程力学 贾彬 2017114461 纳米材料掺杂环氧树脂及其性能研究

142 力学 工程力学 王志文 2017114525 典型金属及塑料动态力学性能实验对比研究

143 力学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赵汶达 2017114414 3D打印聚乳酸组织工程材料及其力学性能研究

144
茅院（力
学）

力学类(茅以升学院) 刘天远 2017110132 高分子材料刮擦设备集成化小型刮头研制及实验应用

145 数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何之尧 2017114871 猪肉价格的波动性持续研究

146 数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毛梓年 2017114900 Nash均衡问题及其应用

147 数学 统计学 张品 2017114920 基于数学模型的轨道交通与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度研究

148 数学 统计学 张凯 2017114933 生境丧失对物种入侵的影响研究

149
茅院（数
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茅以升
学院)

罗淇 2017113408 基于深度学习方法的股票指数预测研究

150 数学 统计学 张育玮 2017114952 用DC算法求解基于框架的图像恢复问题

151 物理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光电子）
张曜全 2017114707 基于相位相干的超声平面波复合成像研究

152 物理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光电子）
龙林 2017114744 基于深度学习的跨域双目立体匹配算法研究

153 物理 应用物理学 潘晓颖 2017114766 雷达跟踪海上低空目标仰角误差分析方法研究

154 物理 应用物理学 葛宇锋 2017114813 第一性原理计算缺陷铁的电子结构和力学性能

155 物理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电磁场）
李蔚然 2017114548 基于高频透射的5G双频带共口径天线设计

156 物理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电磁场）
丁怡彤 2017114587

一款基于PIFA结构、工作于S、C波段的小型化三频微带天线的仿
真设计

157 生命 制药工程(中药制药) 李婷婷 2017115128 年产10吨帕比司他关键中间体初步生产工艺设计

158 生命 生物工程(化学制药) 王锋 2017115217 年产300吨奥美拉唑原料药车间生产工艺初步设计

159 生命 生物工程(生物信息) 李志学 2017114989 scRNA-seq二组学聚类算法的开发与应用

160 生命 生物工程(生物学) 刘源 2017115030 不同干旱处理和草地退化程度对羊草和大针茅物候期的影响



161 生命 制药工程(化学制药) 郑家乐 2017115118 β-卤代烷基砜化合物的合成研究

162 地学 测绘工程 孙鹏程 2017114269 中间设站的光电三角高程的精度分析

163 地学 测绘工程 贾春旺 2017114362 几种基坑地面沉降预测方法分析对比

164 地学 地质工程 陈云强 2017114128 不同膨胀土干湿循环条件下标准吸湿含水率实验研究

165 地学 地质工程 伍志强 2017114172 高温水—岩作用下花岗岩岩体化学风化特征分析

166 地学 地质工程 佟璐冶 2017114163 基于模型实验的碎屑流流态化运动特征分析

167 地学 地质工程 黄锐 2017114139 成都地铁18号线某车站水文地质特征及降水方案研究

168 地学 地质工程 江雪梅 2017114199 饱水条件下冰-岩混合材料的运动和堆积特性

169 地学 遥感科学与技术 杨也行 2017114250 多星座GNSS精密单点定位数据处理与定位性能分析

170 地学 遥感科学与技术 黄玉滕 2017114365 融合地理空间知识的高分遥感深度学习植被提取研究

171 地学 环境工程 彭勇杰 2017114009 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8000m3/d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工艺设计

172 地学 环境工程 黎佳宝 2017114055 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桥梁段噪声特性测试与分析

173 地学 环境工程 杨橙楠 2017114117 某城市快速路周边住宅隔声窗设计

174 地学 环境工程 郭梦岩 2017114016 VENSIM水箱模型在岩溶隧道涌水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175 地学 环境工程 丁俊杰 2017114038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2.5万m3/d生活污水处理厂工艺设计

176
茅院（地
学）

测绘类(茅以升学院) 董蓉 2017110157 GPS精密单点定位固定解定位性能分析

177 地学 消防工程 陈浩杰 2017114090 通风作用对合流隧道内火灾烟气蔓延的影响研究

178 地学 消防工程 钟浩淼淼 2017114080 基于anylogic地铁站人员安全疏散仿真研究

179 地学 消防工程 赵航宇 2017114105 侧墙长度对U型结构外立面火蔓延传热过程的影响研究

180 地学 地理信息科学 王瀚镔 2017114255 基于出行数据的城市热点探测及区域交互特征研究

181 地学 地理信息科学 高怡凡 2017114288 基于两期GlobeLand30数据的CLUMondo模型有效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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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地学 资源勘查工程 焦悦 2017117006 基于会计信息化下的财务会计流程优化探究

183 地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中外

合作办学)
王朔辰 2017117048

AStudyontheCharacteristicsofLargeSlopeTunnelFireDevelopme
nt

184 地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中外

合作办学)
余英杰 2017117070

ThecombustionpropertiesofTPUwithdifferentphosphorusflamer
etardants

185 公共 公共事业管理 泽仁尼玛 2017115380
大学生校园内使用共享单车的现状及其治理对策研究——以XX大

学为例
186 公共 公共事业管理 郭蕴仪 2017115310 地方人才政策的对比分析及实施效果评估

187 公共 公共事业管理 次旺曲西 2017115321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女性地位提高过程中的现状、问题与建议

188 公共 公共事业管理 格桑普尺 2017115381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技术标准化政策的演进与特征

189 公共 法学 冉桥 2017115418 自贸区多元争端解决机制构建路径研究

190 公共 法学 胡添凤 2017115450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研究

191 公共 法学 李昱辰 2017115420
论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中国的司法适用——基于XX年-XX年XXX份判

决书的实证分析
192 公共 政治学与行政学 陈博浩 2017115397 劳动过程理论下的实习生能力培养研究

193 公共 公共事业管理 陈昶剑 2017115360 社区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情况的调查研究--以某社区为例

194 公共 政治学与行政学 曹雨薇 2017115393 数字鸿沟视角下优化老人消费环境研究

195 马院 思想政治教育 马梦玲 2017115544 后疫情时代社交媒体对大学生信息焦虑的影响研究

196 马院 思想政治教育 李青 2017115559 新时代大学生消费观调查研究

197 马院 思想政治教育 罗钧文 2017115520 中国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战略探析----以RCEP为例

198 马院 思想政治教育 郭杨 2017115552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核心价值观传播力提升路径研究

199 心理 应用心理学 洪昊 2017115259 DRM范式词表的情绪效价和呈现方式对错误记忆的影响

200 心理 应用心理学 石生浩 2017115276 背景颜色对不同认知风格大学生识别情绪面孔的影响

201 心理 应用心理学 谢倩倩 2017115295 大学生网络成瘾对幸福感的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202 心理 应用心理学 汪心悦 2017115268 大学生正念与学业倦怠的关系：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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