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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大校发〔2020〕90号 
 

 

关于公布大连海洋大学 2020 届本科生校级 

优秀毕业论文（设计）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院（部）、处（办、中心）、馆、公司： 

根据《大连海洋大学本科生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评选办

法》（大海大校发〔2018〕35号）的有关规定，经学院评审，学校

审核，王月等121名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被评为大连海洋大学

2020届本科生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王伟等112名教师获校级

优秀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称号，名单见附件。 

特此通知。 

 

附件：大连海洋大学2020届本科生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

名单 

 

 

大连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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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海洋大学学校办公室                    2020年 7月 10日印发



 

附件 

大连海洋大学2020届本科生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名单 
序号 题      目 专   业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1 红尾皇冠鱼全雄化研究 水产养殖学 王月 王伟 

2 实用饲料中补充蛋氨酸和赖氨酸对鲫生长的影响 水产养殖学 刘馨蔚 韩雨哲 

3 刺参 boule基因的筛选及其分子特征分析 水产养殖学 倪未 常亚青 

4 感染才女虫虾夷扇贝外套膜显微结构变化的研究 水产养殖学 曹建楠 毛俊霞 

5 生长差异刺参肠道菌群结构及功能特征解析 水产养殖学 贺博闻 王荦 

6 饲料中添加牛磺酸对红鳍东方鲀急性热胁迫的影响 水产养殖学 李卓 韩雨哲 

7 不同地域刺参一般营养成分比较分析 水产养殖学 陶泽鑫 丁君 

8 鸭绿沙塘鳢和北方须鳅胚胎发育研究 水产养殖学 吴晨 骆小年 

9 野生日本绒螯蟹螯足自切对生长发育及蜕皮周期影响的研究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曹竞宇 殷雷明 

10 南海外海中上层渔业生物群落功能的模拟评价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李建都 吴忠鑫 

11 日本囊对虾 VASA与 PL-10 基因 cDNA克隆及表达分析 生物技术 奥亚 王姮 

12 光棘球海胆 seali基因的克隆及表达分析 生物技术 王锦 孙志惠 

13 太平洋鳕 FADD 基因的亚细胞定位 生物科学 万岳莹 毛明光 

14 壳聚糖纳米颗粒对红鳍东方鲀的生长、免疫酶及免疫基因的影响 生物科学 王荣月 刘娟 

15 太平洋鳕生长激素相关基因克隆与体外表达 水生动物医学 朱裕敏 毛明光 

16 碳氮比（C/N）对生物絮团的形成及大鳞副鳅生长的影响 水族科学与技术 高铭鸿 叶仕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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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专   业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17 重金属对翅碱蓬种子萌发及幼苗的影响 海洋科学 尹徐杨 蔡恒江 

18 基于水质调控的海水封闭循环水养殖系统设计方案探究 海洋科学 李文丽 韩蕊 

19 MOFs功能化石墨烯的电化学性能研究 应用物理学 陈世 潘超 

20 鹿角海萝藻活性多糖的制备与分离 海洋资源与环境 陈紫朦 谭成玉 

21 红鳍东方鲀 HSP70-13基因的克隆表达 海洋资源与环境 韩雨婷 刘鹏飞 

22 大气颗粒物中硝酸盐污染特征及氮同位素溯源研究进展 环境工程 李香 肖景霓 

23 IFAS系统调控策略优化方法初探 环境工程 刘潘 张俊新 

24 硝化细菌 N.defluvii的富集和代谢途径分析 环境工程 孙艺雯 徐光景 

25 温度对海月水母无性繁殖的影响 海洋资源与环境 王一彤 陈 雷 

26 数值研究海啸波在植被海滩上的传播与衰减机制 海洋技术 钟丽娟 张明亮 

27 海洋观测视频图像鱼类智能识别研究 海洋技术 谭昊 郭俊如 

28 白鲑鱼卵中过敏原蛋白质“β ’-component”的分离纯化研究 食品科学与工程 董姝池 武龙 

29 羊栖菜多糖在 Caco-2 细胞模型中的吸收转运机制 食品质量与安全 张玉婷 赵菲 

30 壳寡糖-褐藻胶可食性膜的制备研究 食品科学与工程 王妮 周慧 

31 寡糖修饰蛋白质构象和二级结构变化及体外消化文献调查 食品科学与工程 薄钰莹 丛海花 

32 褐藻呈味物质提取与检测技术研究进展 食品科学与工程 舒铭苑 何云海 

33 不同产地刺参加工过程中多糖等主要成分的变化 食品科学与工程 宫萱 赵前程 

34 褐藻聚糖硫酸酯寡糖的产酶菌发酵研究 食品科学与工程 柯悦 汪秋宽 

35 大连市 DLD综合执法码头工程设计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郭昌盛 桂劲松 

36 大连市 DYH综合执法码头工程设计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黄黎明 桂劲松 



 

序号 题      目 专   业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37 大连市 JP滚装码头工程设计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罗兵 张俊生 

38 大连龙头山渔港工程设计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王坤册 史宪莹 

39 波流联合作用下柱稳型渔场平台水动力特性研究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解斯达 刘昌凤 

40 LXF市的某污水处理厂设计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李晓飞 张翠雅 

41 剪力墙结构住宅设计 土木工程 焦祥宁 卢珊 

42 沈阳某中学综合教学楼设计 土木工程 李文博 王志云 

43 辽宁省抚清公路 EF段施工图设计 土木工程 杨琪 刘佳音 

44 金葫桥的设计 土木工程 孙悦 刘伟 

45 HYLGP城市污水处理厂工程扩初设计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韩亚丽 宛立 

46 上海市长宁医院空调系统设计 建能 2016 张瑜 张坤 

47 水陆两栖机器人行走机构设计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兴海 石米娜 

48 滩涂紫菜采收机设计与仿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杨津宇 母刚 

49 溶剂法制备可降解防污涂料涂层的工艺研究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于欣诚 于赢水 

50 基于 SPC技术和 DMAIC模式的空压机质量改进研究 工业工程 徐梦悦 慕光宇 

51 Improvement and performance study of solar drying device of kelp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中新合作） 
杨其璋 张倩 

52 Design of four degree freedom manipulator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中新合作） 
陈子昂 蔡卫国 

53 4G15型汽油机设计 能源与动力工程 曹其政 于靖博 

54 基于 FLUENT的船舶液舱晃荡数值模拟 能源与动力工程 邓宏钰 任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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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专   业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55 大连海洋大学实验楼空调系统设计 能源与动力工程 颜臻禹 董丽娜 

56 金贝制药厂空调系统设计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朱旭 张丽 

57 城市展览文化中心空调系统设计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高亚丽 高红岩 

58 福州快捷酒店中央空调系统设计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连诗琪 都萍 

59 一种破舱进水时间的递推算法 航海技术 韩宏峰 陈庆义 

60 我国渔船安全现状分析与评价研究 航海技术 朱恩波 任玉清 

61 北极航线开通对我国的影响研究 航海技术 高焰 李丹 

62 北极航行（作业）船舶的安全技术风险评价体系研究 轮机工程 葛景旭 孙  鹏 

63 船舶机舱外板部位爬壁机器人三维模拟样机 轮机工程 孙立军 衣正尧 

64 基于光电传感技术的贝类规格数据采集系统设计与实现 轮机工程 曲文龙 李明智 

65 8800DWT油船方案设计 船舶与海洋工程 刘振辉 张维英 

66 基于 Star-CCM+的地效翼船流体动力特性分析与研究 船舶与海洋工程 邢志勇 黄亚南 

67 540TEU小型集装箱船方案设计 船舶与海洋工程 王宁 孙风胜 

68 12.0米钓鱼艇设计 船舶与海洋工程 王春雨 于欣 

69 仿生低表面能海洋防污涂层自清洁特性研究 轮机工程 王昊 沈烈 

70 基于 RBF神经网络的加热炉温度控制研究 自动化 仕文凤 缪新颖 

71 TB234柴油机监控系统模拟试验工装设计 自动化 郭世超 崔新忠 

72 足球机器人视觉系统的研究 自动化 司妮慧 李向军 

73 基于 IC卡的智能电表设计 通信工程 尹俊 张妍 

74 基于单片机的贪吃蛇游戏机设计 通信工程 谭浩田 李春晖 



 

序号 题      目 专   业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75 指纹识别应用于学生考勤的研究 通信工程 张晓旭 孟娟 

76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农业系统研究与设计 电子信息工程 周豪杰 祝开艳 

77 光照不均水下图像处理算法研究 电子信息工程 苏钒维 祝开艳 

78 基于 STM32的纸张计数显示装置设计 电子信息工程 苏珮瑶 梁 策 

79 简易电路特性测试仪的设计 电子信息工程 李秀楠 梁 策 

80 基于 Zabbix的 Linux服务器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信息与计算科学 王佳玉 孔令花 

81 基于蒙特卡罗方法的面积近似估算 信息与计算科学 包童 王显昌 

82 基于神经网络的自然语言处理应用研究 信息与计算科学 蔺旭鸿 李盛德 

83 W公司内部控制效率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分析 会计学 钟玉玲 申天恩 

84 减税降费背景下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与遵从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会计学 孔淑君 沙秀娟 

85 
我国国有性政策银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情况的研究——以中国进

出口银行收购匈牙利电信公司为例 
会计学 刘美彤 沙秀娟 

86 新时代下审计创新与发展研究 会计学 孟繁博 郑鹏 

87 负债经营对公司价值的影响问题研究 会计学 孙婷 戴致光 

88 大连市滨海旅游业发展竞争力分析 经济学 邓钰 赵万里 

89 贵阳市家政行业客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学 雷艳 乔翔 

90 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效益关系研究 经济与金融 郭雨晴 庄平 

91 宏观经济运行对上证指数影响实证研究 经济与金融 卢烨 杨菂 

92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金融服务业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 经济与金融 史东梁 张芳 

93 村镇银行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现状及对策研究 经济与金融 孙悦 张芳 



— 8 — 

序号 题      目 专   业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94 世界第三次咖啡浪潮背景下的云南保山咖啡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农林经济管理 任佳富 于洋 

95 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农林经济管理 王煜 曾雅 

96 乡村振兴战略下包头市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农林经济管理 殷雨婷 
包特力根 

白乙 

97 三维动画星际归途的科幻场景设计 动画 孙梓轩 姜涛 

98 卡牌类游戏 UI设计 动画 王玉琼 张仕春 

99 《海商法》视角下无人船法律问题研究 法学 申傲 曲亚囡 

100 论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法学 李瑞卿 裴兆斌 

101 高校不授予学位行为的合法性思考：基于两起司法案例对比分析 法学 王一妃 朱晓丹 

102 浅析民事雇佣法律关系 法学 姬梦瑶 蔺妍 

103 “北极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研究 行政管理 黄婷 周连义 

104 “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升政府公信力研究 行政管理 孟心如 程佳琳 

105 股权激励制度对员工忠诚度影响研究 人力资源管理 方励东 王磊 

106 我国外派船员遣返权益保障问题及对策研究 人力资源管理 何永慧 刘中梅 

107 《东北和长三角地区人才引进政策的比较研究》 人力资源管理 唐颖琪 陈瑜 

108 《棒棰岛与蛤蜊岛绘本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张博阳 高旗 

109 伊甸园插画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王文娟 律清歆 

110 网络语言暴力“钉字”主题文创产品设计 视觉传达 孙姝昕 许元森 

110 
On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American Movie: Taking Green Book as 

an example从美国电影看种族歧视——以《绿皮书》为例 
英语 武运航 李明秋 

112 De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Virus” in 20th Century America in 英语 王宇楠 张莹 



 

序号 题      目 专   业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Sinclair Lewis’ Main Street 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中 20世纪美

国“乡村病毒”的解构分析 

113 

An Analysis on the Translation of Popular Words in Film Subtitles 

–a Case Study of Rio浅谈影视字幕中流行词的翻译--以《里约大冒险》

为例 

英语 杨琳 刘士新 

114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中药名称英译的功能主义途径 
英语 康易懂 李光敏 

115 
An Analysis of the Humanitarianism Reflected in A Tale of Two Cities 

浅析《双城记》中所体现的人道主义思想 
英语 时小清 吕毅 

116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Checks and Bala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rump’s Impeachment Case 从特朗普弹劾案浅析美国三权分立制

度 

英语 孟想 刘士新 

117 
日本語と中国語のオノマトペの構造比較 

日语和汉语的拟声拟态词的结构对比 
日语 田翘楚 崔松子 

118 
大連における日本語人材の就職状況に関する考察 

大连市日语人才就职状况的考察 
日语 郭一徽 崔松子 

119 
中日アニメにおける「お化け」姿の比較研究 

中日动画中“妖怪”形象比较研究 
日语 康利娜 王胜波 

120 
中日神話の起源について 

中日两国神话起源的研究 
日语 陈雪茹 张红艳 

121 
中国語における日本語化現象の分析 

浅析汉语的日语化现象 
日语 陆洁 赵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