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优秀学位论文获得者及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序号 作者姓名 学号 学生类型 性别 导师 所在学院 论文题目

1 唐睿琳 2150107 博士 女 于志明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仿木材细胞结构特征气凝胶的制备及调控研究

2 凌喆 2160131 博士 男 许凤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纤维素预处理及纳米晶体制备过程中聚集态结构变化研究

3 李淑娴 3160333 学术型硕士 女 李明飞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有机溶剂分离毛竹木质素及其抗紫外性能研究

4 吴小菲 7170338 专业硕士 女 彭锋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细叶桉的亚/超临界液化研究

5 甘露 2160045 博士 女 韩烈保 草学院 草地早熟禾矮化突变体的遗传差异分析及DXS1基因功能研究

6 于安东 3160030 学术型硕士 女 常智慧 草学院 施用污泥对多年生黑麦草抗旱生理及基因表达的影响研究

7 高超 2160098 博士 男 赵燕东 工学院 活立木茎干水分实时无损获取方法及应用研究

8 韩越 3160290 学术型硕士 女 阚江明 工学院 基于MAP框架的活立木运动模糊彩色图像复原方法

9 黄永胜 3160291 学术型硕士 男 李文彬 工学院 土壤—翅片热传递规律及其对温差发电系统输出的影响

10 折帅 7170233 专业硕士 男 张军国 工学院 基于THz时域光谱技术的木材分类识别与含水率预测

11 阎清华 2170277 博士 女 王强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低温铜基SCR催化剂的制备及脱硝性能研究

12 巩克栋 3160780 学术型硕士 男 邱斌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效还原Cr（VI）的核壳结构Fe@C@PANI材料的构建及结构优化研究

13 张玉 3160800 学术型硕士 女 王强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不同硅源对Li4SiO4高温CO2吸附剂性能影响的研究

14 熊立春 2160184 博士 男 程宝栋 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动力机制、路径选择研究

15 董娅楠 3160500 学术型硕士 女 缪东玲 经济管理学院 FDI技术溢出与中国吸收能力门槛研究

16 丁慧敏 3160528 学术型硕士 女 温亚利 经济管理学院 秦岭森林生态旅游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

17 乔玥 3160552 学术型硕士 女 刘俊昌 经济管理学院 国有林场改革职工获得感统计测度及关联影响研究

18 旺虹言 7170596 专业硕士 女 程宝栋 经济管理学院 在华双寡头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溢出效应相互影响研究

19 李媛媛 7170603 专业硕士 女 程宝栋 经济管理学院 文化距离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的影响——基于门限效应的再检验



20 赵蕊 7170622 专业硕士 女 周莉 经济管理学院 基于GEVA-改进杜邦分析的华能国际业绩评价研究

21 郭瑞 7170624 专业硕士 女 潘焕学 经济管理学院 G1-熵值组合赋权法在万科公司财务绩效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22 姜夏雨 7170697 专业硕士 女 张颖 经济管理学院 荒漠化防治视角下鄂托克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转移研究——基于Meta分
析效益转移法

23 司静 7170701 专业硕士 女 王兰会 经济管理学院 基于氮含量水平典型入侵植物喜旱莲子草增长模型的统计研究

24 王婕 3160770 学术型硕士 女 司林 理学院 半正定二次型的锥及相关几何问题研究

25 赵博 2150003 博士 男 赵秀海 林学院 太岳山油松林土壤呼吸对采伐和模拟氮沉降的响应

26 王佳茜 2150015 博士 女 刘勇 林学院 氮加载对栓皮栎苗木氮内循环与苗木质量的影响

27 邸楠 2160017 博士 女 贾黎明 林学院 毛白杨根系性状时空变异及土壤水分吸收利用特征与机制

28 埃米尔 3150835 学术型硕士 男 刘晓东 林学院 巴基斯坦亚热带Chir pine森林不同林龄生物量与碳储量评价

29 方誉琳 3160044 学术型硕士 女 王永林 林学院 大丽轮枝菌转录因子VdCmr1响应高温与紫外胁迫的应答机制

30 高勇富 3160046 学术型硕士 女 陈敏 林学院 我国棕榈蓟马遗传多样性与种群遗传结构研究

31 陈一帆 3160095 学术型硕士 女 苏淑钗 林学院 雌雄同株黄连木性别分化相关差异蛋白质组学的研究

32 秦倩倩 3160165 学术型硕士 女 王海燕 林学院 天然云冷杉针阔混交林凋落物生态功能及养分空间变异

33 邹娅 7170100 专业硕士 女 宗世祥 林学院 气候变化和寄主植物对椰心叶甲在全球适生区的影响

34 惠东海 3160714 学术型硕士 男 张秀芹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分工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35 赵宝宝 3160732 学术型硕士 男 金灿灿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新兵“第一适应期” 主动性和心理适应的关系

36 包文龙 2140073 博士 男 万迎朗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以类水滑石纳米片材料作为生物分子细胞导入载体的方法研究

37 次东 2140092 博士 男 张德强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逆境胁迫下小叶杨基因组DNA甲基化变异及其表观基因型效应

38 胡嘉琪 3160200 学术型硕士 女 欧阳杰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近红外漫反射法快速测定板栗的品质

39 杨琦 3160257 学术型硕士 女 郭惠红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绞股蓝根状茎形成的形态细胞学观察与转录组分析

40 赵瑾凯 7170162 专业硕士 女 欧阳杰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风干板栗的制备条件优化及其淀粉理化性质和体外消化性研究

41 梅雪梅 2160211 博士 女 朱清科 水土保持学院 晋西黄土区坡地土壤水分时空分布及影响机制研究



42 刘自强 2170215 博士 男 余新晓 水土保持学院 华北地区典型林木水分运移过程与利用机制研究

43 刘一凡 3160011 学术型硕士 男 李亚光 水土保持学院 基于周期理论的城市绿化乔木减振模型研究

44 葛德 3160586 学术型硕士 男 张守红 水土保持学院 绿色屋顶雨水径流调控实验及模拟研究

45 孟铖铖 3160612 学术型硕士 女 张会兰 水土保持学院 嘉陵江流域径流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46 周宣 3160647 学术型硕士 男 王若水 水土保持学院 晋西黄土区果农间作系统节水调控效应研究—以苹果×大豆间作为例

47 成晓敏 3160743 学术型硕士 女 李芝 外语学院
Comparison of Move Structures and Stance Markers i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48 杨波 2150097 博士 男 曹卫群 信息学院 森林病虫害数据可视分析方法研究

49 刘璇昕 3160304 学术型硕士 女 陈志泊 信息学院 基于深度学习的昆虫轻量级检测模型研究

50 王亮 3160323 学术型硕士 男 田萱 信息学院 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研究

51 金辰 3160804 学术型硕士 女 韩静华 艺术设计学院 北京古树名木的数字化展示研究与设计

52 赵旖旎 7160685 专业硕士 女 程亚鹏 艺术设计学院 蒙古族传统图形在现代插画艺术中的研究与应用

53 卓孝康 2150162 博士 男 张启翔 园林学院 基于全基因组关联与QTL作图解析梅花垂枝性状遗传变异

54 王晞月 2170151 博士 女 王向荣 园林学院 中国古代陂塘系统及其与城市的关系研究

55 韩炜杰 3160401 学术型硕士 男 郭巍 园林学院 台州平原地区传统人居环境研究

56 贾子玉 3160406 学术型硕士 女 朱建宁 园林学院 黔中安顺地区典型屯堡聚落景观研究

57 盖艺方 7160264 专业硕士 女 尹豪 园林学院 基于生态保护的山地旅游度假区景观规划设计——以里山耘居旅游度假区
为例

58 李得瑞 7160276 专业硕士 男 姚朋 园林学院
集雨型绿地营建视角下的郊野公园规划设计研究——以石家庄锦湖郊野公
园规划设计为例

59 邱彩琳 7160304 专业硕士 女 林箐 园林学院
韩江三角洲地域景观研究及实践——以韩东新区蓝绿网络规划及北溪滨河
公园设计为例

60 闫利平 2160233 博士 女 张东 自然保护区学院 有瓣蝇类系统发育关系重建——侧重狂蝇总科演化历史研究

61 魏冠文 3160667 学术型硕士 女 罗芳丽 自然保护区学院 三峡库区消落带不同水蓼种群对水淹的生理生态适应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