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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文件

北林教发〔2022〕85号 

关于公布 2022 届校级优秀本科 

毕业论文（设计）及优秀指导教师名单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北京林业大学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及优秀指

导教师评选办法》，经学院推荐、教务处审核、全校公示，评

选出《机械处理对栓皮栎种子萌发与出苗的影响》等 117篇本

科毕业论文（设计）为 2022届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设

计），曹云锋等 119名教师为 2022届校级本科毕业论文（设

计）优秀指导教师，现将名单公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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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届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名单 

编号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林学院（7篇） 

1 机械处理对栓皮栎种子萌发与出苗的影响 马歌潞 林学 18-1 

2 不同间伐强度对红松、水曲柳单木固碳能力的影响 赵冰倩 林学 18-3 

3 木豆 JAZ基因家族鉴定分析和致病性响应 李娜 林学 18-3 

4 
1982-2018年青藏高原地区植被物候关键参量时空变

化特征研究 
任博宇 地信 18 

5 
杨柳树腐烂病相关壳囊孢属病原真菌的分类和致病性

研究 
林露 森保 18 

6 
基于计算模拟的松树蜂气味结合蛋白 SnocOBP12功能

预测 
荣浩 森保 18 

7 无患子皂苷相关 UGT 基因的鉴定及表达分析 周明珠 城林 18 

园林学院（16 篇） 

8 丛枝菌根真菌对盐胁迫下菊花生长及光合特性的影响 陈昱媛 园林 18-1 

9 三山五园水系景观更新设计三 周越 园林 18-1 

10 崇礼区后冬奥时期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研究 5 段诗璇 园林 18-4 

11 明代止园复原研究——从园门到怀归别墅 张梓墨 园林 18-5 

12 
野生蔷薇属果实形态特征、 营养成分及抗氧化活性

分析 
周美春 园林 18-6 

13 北京市大兴区酒厂路口袋公园体系规划设计 潘皓辰 园林 18-6 

14 乌兰夫纪念园规划设计-方案二 姜楚灵 风园 18-4 

15 
基于 CA-Markov 多情景模拟的湖南省 2030-2060 年城

市碳汇能力模拟预测 
何颖婷 风园 18-3 

16 
城市新区地域性景观传承与表达研究---以哈尔滨新

区国际商贸会展中心周边重点区域景观设计为例 
段禹同 风园 18-4 

17 
北京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城市开放空间规划与重要节点

设计 6 
毛衍云 风园 18-3 

18 
女性游客冬奥遗产感知对于冬奥目的地出游意向的影

响机制研究——基于 S-O-R理论视角 
王艺儒 旅游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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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19 
城市公园对居民福祉的影响研究—以北京百望山和奥

林匹克森林公园为例 
于周囡 旅游 18-2 

20 
芍药不同直立等级品种茎微观结构及其细胞壁主要成

分分布差异 
黄依然 园艺 18-1 

21 甘菊 ClNAM 功能的研究 杜艺涵 园艺 18-2 

22 
北京古城（宣南片区）传统寺庙空间公共功能挖掘与

展示利用设计 
廖丹妍 城规 17-1 

23 两河之间——酒仙桥-将台交界地区城市设计 曹舒仪 城规 17-2 

水土保持学院（7 篇） 

24 渭河上游流域径流对环境变化响应研究 郭心仪 梁希 18-5 

25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清水河流域 NDVI环境驱动因子量

化分析 
罗颖 水保 18-2 

26 长江源区径流变化特征及其归因分析 石轩语 水保 18-3 

27 
1949 年以来我国铁路时空格局演变及其空间效应研

究 
张之幸 资环 18-1 

28 不同知识基础下地理集聚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许翌琛 资环 18-1 

29 基于绿建理念的合肥市新站区体育中心钢框架设计 曾小蓉 土木 18-2 

30 鸟粪石基微生物水泥矿化过程调控及固砂性能研究 成瑜晴 土木 18-1 

经济管理学院（21 篇） 

31 
基于特征工程和集成学习的电商平台消费者重复购买

行为预测 
卢嘉悦 电商 18 

32 北林餐饮中心采购议价管理系统设计与研发 张绮雯 信管 18 

33 清洁能源使用对农户家庭发展及福祉的影响 常耀尹 梁希 18-1 

34 
竹林经营对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

以福建三明为例 
丘宇童 梁希 18-2 

35 企业员工绿色办公行为研究 刘心怡 工商 18-3 

36 网络嵌入对价值共创的影响机制研究——以荔枝为例 邬雨航 工商 18-2 

37 负面网络口碑对消费者冲动性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 盛韵颖 营销 18-2 

38 
社交媒体信息流广告传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对比研究

——以微信和抖音为例 
潘晴 营销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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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39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健康的溢出效应研究 秦奇 人资 18-3 

40 
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与职业决策困难：性别和自

我探索的调节作用 
沈晶晶 人资 18-3 

41 
非研发投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机理研究：创

新型人力资本视角 
商露元 人资 18-2 

42 中国能源市场和绿色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关思滢 金融 18-1 

43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盈利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

创新能力的调节效应 
邓一琳 金融 18-1 

44 
中国绿色债券市场与大宗商品期货市场间的溢出效应

及网络连通性研究 
苏洋 金融 18-2 

45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王溦兰 国贸 18-2 

46 广东自贸区建设的区域经济辐射效应研究 林昕怡 国贸 18-2 

47 
问询函监管能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吗?——基于年报问

询函数据的研究 
王誉璇 会计 18-2 

48 绿色信贷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刘一丁 会计 18-4 

49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研究 谭小凡 会计 18-3 

50 物业企业社区参与行为与合法性获取的研究 夏语桐 物业 18 

51 基于机器学习和网络搜索数据的股价预测模型研究 廖天一 统计 18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6篇） 

52 毛白杨谷氧还蛋白 GRXC9 调控叶片发育的功能解析 顾明悦 生技 18-1 

53 肝细胞癌中 circRBM23 的表达及功能研究 郭佩兰 生技 18-2 

54 自噬相关基因在麝鼠泌香腺中的季节性表达 张雪莹 生科 18 

55 清洗机械的三维模拟 徐嘉娜 食品 18-3 

56 纳米淀粉成核机理及其对乳杆菌冷冻保护机制的研究 许晓林 食品 18-1 

57 
羧甲基纤维素钠的冷冻特性分析及其在冰激淋中的应

用 
肖雯 食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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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工学院（11篇） 

58 基于火焰跟踪及自动灭火的林用无人消防车辆研究 刘斌鸿 车辆 18-3 

59 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的头盔单点式行人定位装置 付磊 车辆 18-3 

60 基于车身姿态检测的线控辅助制动系统设计 陈千一 车辆 18-3 

61 温室气体自动采集装置及控制软件设计 刘欣然 电气 18-1 

62 基于有源光纤光栅的变压器局部放电超声检测研究 袁泉 电气 18-2 

63 双孢菇采收机器人设计与仿真 李冉 机械 18-1 

64 血管穿刺机器人结构设计 徐世熠 机械 18-1 

65 楼梯清扫机器人爬升机构的设计 王中煜 机械 18-3 

66 小型植物表型测量单元系统设计 张郅卓 机械 18-4 

67 基于脉冲迭代法的 CCOS数控抛光加工预测分析 高晴 自动化 18-1 

68 基于视觉定位的厘米级微型机器人系统设计 李中萍 自动化 18-2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10 篇） 

69 智能指示型包装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高雯琦 包装 18 

70 磁性果胶微粒的制备及应用 寇芙嘉 梁希 18-4 

71 磁性纳米颗粒固定纤维素酶的研究 汪丹 林化 18-1 

72 全生物质基介孔碳材料的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王茹涵 林化 18-2 

73 木质素-聚乳酸长丝线材制造及其 3D打印性研究 王禧龙 林化 18-3 

74 
漆酶酶促改性竹粉疏水化表面构建及其在竹塑复合材

料中的应用研究 
李飞 木工 18-1 

75 链格孢菌侵染泡桐木材的初步研究 张涵 木工 18-2 

76 
基于概率密度演化方法的残损木构件力学性能退化机

制研究 
孙荧 木工 18-3 

77 基于多代共居模式下的轻度失能老人家具设计 李惠然 木工 18-4 

78 适老化智能衣柜设计研究 孟令浩 木工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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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6篇） 

79 普通法与大陆法的界分与融合 尤诗佳 法学 18-3 

80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法学的影响 赖天宇 法学 18-1 

81 民事撤诉制度研究——以二审中撤回起诉为研究对象 何慕 法学 18-3 

82 
大学生地方依恋、环境污染焦虑和自然共情对绿色消

费行为的影响 
程诗祺 心理 18-3 

83 流动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对比的元分析 林彤 心理 18-3 

84 
北京冬奥会志愿者志愿动机与工作旺盛感的交叉滞后

分析 
吕美萱 心理 18-2 

外语学院（5篇） 

85 
浅析川端康成作品中的“物哀”思想——以《雪国》

为例 
范晓雪 日语 18 

86 基于语料库的中美国家公园宣传语多维度对比研究 焦雨莼 商英 18-1 

87 
语言顺应论下的外宣翻译研究——以青藏高原生态外

宣为例 
崔雨欣 商英 18-1 

88 基于 AUA的 CSE口译自评量表效度验证研究 张帆 英语 18-2 

89 
基于语料库的人际语用学中信任关系建构——以某公

司招聘话语为例 
李雅婷 英语 18-2 

信息学院（10 篇） 

90 基于安卓的证件照生成系统 梁相业 
大数据二学位

20-2 

91 规则反演和深度强化学习混合驱动的智能决策系统 黄梓铭 计创 18 

92 基于神经网络集成的植物知识图谱构建与应用 孟湘皓 计算机 18-1 

93 基于深度学习的遥感图像全景分割算法研究与实现 朱浩 计算机 18-1 

94 基于 VR的沙画模拟方法研究 李若茼 数媒 18-1 

95 京剧脸谱数字化展示和交互设计 班柯璇 数媒 18-1 

96 基于深度学习的遥感图像小目标检测 刘方舟 网工 18 

97 基于单脚多 IMU约束的行人惯性导航算法研究 高森宇 物联网 18 

98 时间序列林间土壤因子变化规律及预测研究 王秀明 信息 18-1 

99 基于长短时神经网络的火烧迹地数据标注系统研建 余纪云 信息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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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理学院（4篇） 

100 基于仿生学的多步态蛇形机器人设计 陈颖铎 电子 18-1 

101 基于热扩散法的茎流计的设计与制作 许灿 电子 18-1 

102 基于特权信息的多视角加权双子支持向量机 许如昕 数学 18-1 

103 高秩的有限 Cartan图和有限维对角型 Nichols代数 钱晨 数学 18-1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3篇） 

104 
生物炭无机复合肥添加对黄河三角洲不同盐分湿地芦

苇生长和土壤性质的影响 
吴百奇 保护区 18-1 

105 
基于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的重要湿地资源空间分

布规律 
李佳奕 保护区 18-2 

106 作业疗法缓解大学生群体焦虑的实证研究 任思雨 康养 1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4篇） 

107 广东省某地 12万 m3/d 污水处理工程设计 尹伊珺 给排水 18 

108 湖南省邵阳市 20万 m³/d城市污水处理工程设计 刘泓利 环工 18-1 

109 
氧等离子体刻蚀碳纳米管活化过硫酸盐降解磺胺类药

物效能与机制 
张子辰 环工 18-2 

110 
基于溢出-反馈效应模型的中国区域间虚拟水转移的

双向影响研究 
魏子怡 环境 18 

艺术设计学院（6 篇） 

111 《结合听觉感官的家具设计研究》 钟宝莹 产品 18 

112 虚幻引擎下的动画场景概念设计研究 刘姝含 动画 18 

113 基于沉浸式体验的展示空间边界模糊性设计手法探究 贺晓远 环创 18 

114 
“城市更新视角下工业遗址周边绿地景观设计研究—

—以北京市焦化厂周边绿地为例” 
李蕴勃 环设 18-1 

115 三星堆青铜纹样设计研究 李娅妮 视传 18 

116 
VR游戏在智慧校园中的实践研究——以“北林元宇

宙”为例 
张钧然 数艺 18 

草业与草原学院（1 篇） 

117 
冰川融水季节性变化对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土壤菌根真

菌群落结构的影响 
刘思奇 草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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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届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名单 

序号 学院 指导教师 

1 林学院 曹云锋 

2 林学院 陈仲 

3 林学院 范春雨 

4 林学院 范鑫磊 

5 林学院 匡文浓 

6 林学院 李国雷 

7 林学院 陆鹏飞 

8 林学院 杨清 

9 园林学院 戴思兰 

10 园林学院 刘燕 

11 园林学院 李雄 

12 园林学院 刘志成 

13 园林学院 瞿志 

14 园林学院 蔡君 

15 园林学院 张茵 

16 园林学院 李运远 

17 园林学院 郭巍 

18 园林学院 孙明 

19 园林学院 黄晓 

20 园林学院 于长明 

21 园林学院 徐桐 

22 园林学院 赵晶 

23 园林学院 戈晓宇 

24 园林学院 于超 

25 园林学院 马嘉 

26 园林学院 王博娅 

27 园林学院 万映伶 



- 9 -  

序号 学院 指导教师 

28 水土保持学院 关颖慧 

29 水土保持学院 李亚强 

30 水土保持学院 齐元静 

31 水土保持学院 王艳晗 

32 水土保持学院 张会兰 

33 水土保持学院 张守红 

34 经济管理学院 温亚利 

35 经济管理学院 张岩 

36 经济管理学院 胡明形 

37 经济管理学院 缪东玲 

38 经济管理学院 程鹏 

39 经济管理学院 陈凯 

40 经济管理学院 李小勇 

41 经济管理学院 宋洪峰 

42 经济管理学院 张玉静 

43 经济管理学院 瞿华 

44 经济管理学院 刘雯雯 

45 经济管理学院 彭茜 

46 经济管理学院 顾雪松 

47 经济管理学院 于畅 

48 经济管理学院 邓晶 

49 经济管理学院 罗长林 

50 经济管理学院 孙凤娥 

51 经济管理学院 侯一蕾 

52 经济管理学院 张名扬 

53 经济管理学院 侯建 

54 经济管理学院 幸小云 

55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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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指导教师 

56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盛群刚 

57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德强 

58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赵宏飞 

59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袁峥嵘 

60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贾国梁 

61 工学院 刘晋浩 

62 工学院 陈劭 

63 工学院 肖爱平 

64 工学院 田野 

65 工学院 袁湘月 

66 工学院 张军国 

67 工学院 闫磊 

68 工学院 陈忠加 

69 工学院 胡春鹤 

70 工学院 谢将剑 

71 工学院 韩巧玲 

72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双保 

73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于志明 

74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雷建都 

75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帆 

76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苟进胜 

77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曹学飞 

78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毅 

79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游婷婷 

80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戴璐 

81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孙世月 

82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金灿灿 

83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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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刘猛 

85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韩静茹 

86 外语学院 曹荣平 

87 外语学院 刘笑非 

88 外语学院 李宇 

89 外语学院 李芝 

90 信息学院 孟伟 

91 信息学院 淮永建 

92 信息学院 李冬梅 

93 信息学院 齐建东 

94 信息学院 李巨虎 

95 信息学院 许福 

96 信息学院 曾怡 

97 信息学院 徐艳艳 

98 信息学院 杨猛 

99 信息学院 苏晓慧 

100 理学院 张祥雪 

101 理学院 姚宇峰 

102 理学院 王晶 

103 理学院 王荟茹 

104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康峰峰 

105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高俊琴 

106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雷霆 

10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立秋 

10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凯 

10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永泽 

11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邱斌 

111 艺术设计学院 李昌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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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艺术设计学院 程亚鹏 

113 艺术设计学院 李健 

114 艺术设计学院 冯乙 

115 艺术设计学院 上官大堰 

116 艺术设计学院 关丹旸 

117 艺术设计学院 李亚祺 

118 艺术设计学院 姚璐 

119 草业与草原学院 李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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