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编号 所在学院 学号 专业 论文题目 评阅意见-1 评阅意见-2

1 MS19001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36 生物工程 家用酵素机的设计与桑葚酵素发酵工艺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2 MS19002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32 生物工程
槐糖脂变温控制发酵工艺的研究及其动物安全
性评价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3 MS19003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34 生物工程 酒花整体风味物质的形成及变化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4 MS19004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27 发酵工程
基于滚环转录方法构建的RNA自组装纳米结构的
siRNA递送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5 MS19005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45 生物工程 洋姜菊糖提取纯化及深加工研究应用 再次送审 不同意答辩

6 MS19006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7400 生物工程
碱性预处理抑制物对酶解和发酵
抑制作用机理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7 MS19007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61 生物工程
葡萄质膜质子泵VvPMA1在盐碱条件下选择性

剪接及作用机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8 MS19008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49 生物工程
槐糖脂的pH溶解性与抗肿瘤活性的关系及槐糖
脂与阿霉素联合作用抗肿瘤效果的初步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9 MS19009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57 生物工程 丹参的提取、生物转化工艺研究及功效评价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0 MS19010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51 生物工程
β -葡萄糖苷酶的异源表达以及CRISPR-Cas9系
统在草酸青霉中的应用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1 MS19011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60 生物工程 利用白腐真菌进行漆酶生产的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2 MS19012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38 生物工程
盐碱处理对酿酒葡萄果实膨压和成熟进程的影
响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3 MS19013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15 发酵工程
果蔬发酵专用乳酸菌的筛选及其在胡萝卜发酵
的应用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4 MS19014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56 生物工程 紫球藻培养及合成藻红蛋白工艺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5 MS19015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23 发酵工程 产10-羟基癸酸热带假丝酵母工程菌的构建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6 MS19016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19 发酵工程
Thermobaculum terrenum海藻糖合酶的耐热和
催化机制分析及其催化活性定点改造的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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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S19017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21 发酵工程
高效表达海藻糖合酶重组枯草芽孢杆菌的构建
与优化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8 MS19018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24 发酵工程
芽孢表面展示海藻糖合酶重组枯草芽孢杆菌的
构建及应用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9 MS19019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29 生物工程 萌发藜麦酸性蛋白酶酶学分析和生产条件优化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0 MS19020 生物工程学院 1043116342 生物工程
Streptomyces hyalinus NBRC13850活性天然
产物的发现及尼博霉素关键转录因子功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1 MS19021 生物工程学院 2015124 生物工程 年产10000吨姜酒工厂的初步设计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2 MS19022 生物工程学院 2015075 生物工程 绵柔天地缘白酒工艺技术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23 MS1902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5030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有机硅多孔聚合物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4 MS1902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021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新型荧光分子探针的合成、表征及在生物中的
应用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25 MS1902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022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酚胺树脂制备及其吸附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6 MS1902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023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杂原子掺杂树脂基炭及其复合材料的制备与电容性能研究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7 MS1902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024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密胺树脂基电极材料的制备以及在超级电容器中的应用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8 MS1902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027 材料科学与工程
以硅烷为基础的有机多孔聚合物的设计合成及
应用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29 MS1902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032 材料科学与工程 磷酸钒钠正极材料的制备及其改性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30 MS1903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033 材料科学与工程 基于金属硫化物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31 MS1903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034 高分子材料 壳聚糖薄膜共混改性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32 MS1903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036 材料工程
香豆素基生物网络的构建及其在环氧树脂增韧
中的应用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33 MS1903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037 材料工程
基于氨基酸及其衍生物的手性聚酰胺酰亚胺的
合成及降解差异性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34 MS1903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241 材料科学与工程
过渡金属氧化物及硫化物/异质掺杂碳复合材料
的设计，制备与电化学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35 MS1903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242 材料科学与工程 溴氧化铋基光催化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36 MS1903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243 材料科学与工程 g-C3N4基微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37 MS1903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244 材料科学与工程 铝基气凝胶高温稳定技术优化与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38 MS1903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247 材料科学与工程
Co基过渡金属氧化物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储
能研究

再次送审 修改后答辩

39 MS1903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250 材料科学与工程 硼/磷酸盐荧光粉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40 MS1904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251 材料科学与工程
利用造纸红液合成金属硫化物/碳复合材料及其
电化学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41 MS1904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252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一维钨基氧化物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光催化
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42 MS1904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253 材料科学与工程 TeO2-V2O5玻璃的热动力学核电化学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43 MS1904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254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一维Bi2MO6(M=W, Mo)异质结构的制备及光催化
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44 MS1904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256 材料科学与工程 低维钒酸盐纳米材料的合成和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45 MS1904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257 材料科学与工程 磷酸钒钠/碳复合正极材料的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46 MS1904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705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有机荧光传感材料的自组装及应用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47 MS1904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7267 材料科学与工程 稀土及过渡金属离子掺杂氧化物发光玻璃的制备及性能研究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48 MS19048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6002 机械工程 添加片状纳米颗粒的液晶润滑机理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49 MS19049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6004 机械工程
基于机器视觉的重卡桥壳加工误差检测系统研
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50 MS19050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6006 工业设计工程
基于AHP-TOPSIS方法的厦门旅游纪念品设计评
价研究

不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51 MS19051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6007 工业设计工程
基于感性意象的的破壁料理机造型设计辅助系
统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52 MS19052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6010 工业设计工程 基于感性工学的白酒酒瓶造型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53 MS19053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6011 工业设计工程
服务设计对制造型企业品牌价值提升的应用研
究—以亚萨合莱国强五金服务设计应用为例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54 MS19054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6013 工业设计工程 基于数值化定义的SUV前视外轮廓造型设计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55 MS19055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6014 工业设计工程 基于知情构造理论的产品设计模型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56 MS19056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6015 工业设计工程
基于情感需求的老年人智能穿戴产品感性设计
研究——一智能手环为例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57 MS19057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6016 工业设计工程 基于公理设计的新产品开发方法研究与应用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58 MS19058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6019 工业设计工程
基于AHP-TOPSIS的IOS系统社交类APP图标评价
模型构建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59 MS19059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6020 工业设计工程
技术（发明原理）功效矩阵在产品创新设计中
的应用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60 MS19060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43116239 材料科学与工程
原位自生TiC-VC增强Fe基激光熔覆层组织细化
及其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61 MS19061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2014050 机械工程 大型折流杆式换热器结构优化及传热分析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62 MS19062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2014052 机械工程
长下坡连续制动的中型货车鼓式刹车系统热分
析及温控装置设计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63 MS19063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364 食品科学与工程
基于蛋白质组学解析热加工羊乳中乳蛋白变化
及对酸乳品质的影响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64 MS19064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37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大豆球蛋白抗菌多肽对单增李斯特氏菌及金黄
色葡萄球菌的抑制作用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65 MS19065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371 食品科学与工程
白刺果原花青素的提取、纯化及抗氧化活性研
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66 MS19066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376 食品工程 功能红曲研发与红曲色素分离技术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67 MS19067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377 食品工程
甜味蛋白Brazzein在毕赤酵母中的表达纯化及
其突变体的构建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68 MS19068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085 轻工技术与工程 西式发酵火腿生产工艺及其安全追溯体系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69 MS19069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42 化学
光致荧光有机聚合物纳米膜的合成、修饰及其
对铁离子的特异响应性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70 MS19070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43 化学
自修复金属络合聚氨酯/离子导电体的制备与性
能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71 MS19071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44 化学
碳复合电极材料的制备及柔性超级电容器的组
装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72 MS19072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45 化学
氧化镍/聚吡咯材料的制备及超级电容器性能研
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73 MS19073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48 化学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的结构控制及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74 MS19074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49 化学
高性能、可修复、两性离子固态电解质的制备
及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75 MS19075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51 化学
基于噻吩的新型有机小分子荧光传感材料设计
、合成及传感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76 MS19076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53 化学 高活性光催化剂微结构调控及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77 MS19077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56 化学 银纳米结构的可控制备及其光电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78 MS19078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57 化学
新型巴比妥酸衍生物的合成及其聚集诱导荧光
性能的研究

修改后答辩 再次送审

79 MS19079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58 化学 环境响应型药物载体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80 MS19080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59 化学 混合自组装法构建手性向列相结构双响应复合薄膜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81 MS19081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63 化学
TiO2/NiO纳米复合材料的合成及其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82 MS19082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64 化学 等级孔Lewis酸分子筛的合成与应用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83 MS19083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66 化学
基于罗丹明和荧光素衍生物的吡唑类金属离子
荧光探针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同意答辩 再次送审

84 MS19084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70 化学 高活性二氧化钛的可控合成与光催化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85 MS19085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71 化学
基于磺酸类配体金属配位聚合物的合成、结构
及性质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86 MS19086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72 化学
聚酚胺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对重金属离子吸附
性能的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87 MS19087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75 化学工程与技术 超交联聚苯胺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88 MS19088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178 化学工程 酶解耦合双水相萃取黄酮类成分方法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89 MS19089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6286 化学
新型有机多孔材料固相萃取分离分析水中痕量
极性有机污染物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90 MS19090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7137 化学 不同形貌钴酸镍材料的制备及电化学应用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91 MS19091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043117147 化学 SnO2@TiO2/石墨烯复合气凝胶的合成及应用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92 MS19092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2014035 化学工程
水包水多彩涂料中GD-60保护胶对成品涂料的影
响

不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93 MS19093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4311621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生态文明引领循环经济发展研究—兼论西王模
式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94 MS19094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4311620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95 MS1909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4311620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96 MS19096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4311620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文化翻身与思想教育：1950年代安国的扫盲运
动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97 MS19097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4311622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村地
区的传播研究

再次送审 修改后答辩

98 MS19098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4311621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服务型政党建设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99 MS19099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4311621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与实践研究 再次送审 同意答辩

100 MS19100 数学与统计学院 1043117237 数学
同时带有模型不确定性和外部扰动的混沌系统
的控制问题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01 MS19101 数学与统计学院 1043117238 数学 一类切换系统的鲁棒控制问题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02 MS1910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309 环境化学 造纸白泥浸出液强化厌氧消化的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03 MS1910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6310 环境工程
组合酶水解秸秆分离木质素的研究(实际名称：
生物酶解小麦秸秆分离木质素的研究)

不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04 MS1910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5295 环境化学
明胶基磁性阳离子絮凝剂磁性絮凝动力学与性
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05 MS1910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7366 环境化学 复合含磷材料钝化城市污泥重金属的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06 MS1910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7370 环境化学 电化学法降解抗生素类有机物的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07 MS1910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3117359 环境化学
生物基铁碳材料制备及其强化葡萄糖暗发酵产
氢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08 MS1910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058 轻工技术与工程 MTBE及液化石油气叠合项目清洁生产分析 再次送审 同意答辩

109 MS19109 金融学院 1043116232 金融 影子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10 MS19110 金融学院 1043116238 金融
委外业务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基于我国上
市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11 MS19111 金融学院 10431117254 金融
农村金融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
以江苏省为例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12 MS19112 金融学院 1043117255 金融 绿色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13 MS19113 金融学院 1043117256 金融
经济新常态下中小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优化
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14 MS19114 金融学院 1043117257 金融 我国商业银行小微金融发展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15 MS19115 艺术设计学院 2014145 轻工技术与工程 丝带绣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再次送审 同意答辩



116 MS19116 艺术设计学院 2015117 轻工技术与工程 东巴文化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17 MS19117 艺术设计学院 2015111 轻工技术与工程 园林小品在中式庭院景观中的应用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18 MS19118 艺术设计学院 2014147 轻工技术与工程 实木器皿造型设计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19 MS19119 艺术设计学院 2014140 轻工技术与工程 传统纹样在新中式家具设计中的运用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20 MS19120 艺术设计学院 2016122 轻工技术与工程 唐山皮影的装饰语言艺术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21 MS1912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7276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基于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的制造过程建模方法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22 MS1912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284 计算机应用技术 非独立同分布词语相似度计算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23 MS1912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268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基于工业机器视觉的药品包装三期检测性能优
化关键技术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24 MS1912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277 计算机应用技术 可逆信息隐藏误差预测关键技术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25 MS1912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272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基于光纤光栅传感器的变压器多参量在线监测
技术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26 MS1912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267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基于多目标粒子群算法的制造过程优化方法研
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27 MS1912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281 计算机应用技术 面向流程工业的复杂事件检测方法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28 MS1912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270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基于MapReduce的深度学习混合模型文本分类研
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29 MS1912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3211627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工业大数据环境下基于复杂事件处理的业务流
程优化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30 MS1913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280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基于模糊多属性决策的数据融合的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31 MS1913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179 计算机应用技术
模糊多准则决策在大数据聚类分析中的应用与
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32 MS1913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282 计算机应用技术
面向流程工业故障诊断的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
的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33 MS1913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276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基于Storm的流数据聚类算法的研究与实现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34 MS1913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275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基于条件随机场与深度学习的蛋白质二级结构
预测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35 MS1913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265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基于改进的位图存储及运算技术的spam算法优
化研究与设计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36 MS1913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379 计算机应用技术
原发性肝癌精确放疗后乙型肝炎病毒（HBV）再
激活分类预测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37 MS1913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181 软件工程 图像去雾与增强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38 MS1913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186 软件工程 基于优化神经网络的作业车间调度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39 MS1913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5040 控制工程
公园景区数字化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以

德州市长河公园为例
再次送审 再次送审

140 MS19140 国家重点实验室 1043117340 制浆造纸工程 彩色打印图纸功能涂料制备及涂层结构的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41 MS19141 国家重点实验室 1043117341 制浆造纸工程
聚酰亚胺/纤维素锂电池隔膜纸的纸页结构及性
能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42 MS19142 国家重点实验室 1043117342 制浆造纸工程
空气滤纸用纸浆纤维的超声波协同碱脲改性及
机理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43 MS19143 国家重点实验室 1043117343 制浆造纸工程
溶解浆预水解液中水溶木素的结构解析及自沉
析机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44 MS19144 国家重点实验室 1043116296 制浆造纸工程
高温水热微爆对杨木纤维结构及制浆性能的影
响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45 MS19145 工商管理学院 1043116227 会计学
盈余管理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货币政策的视角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46 MS19146 工商管理学院 1043116222 会计学
非执行董事、内部交易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47 MS19147 工商管理学院 1043116225 会计学
信贷资产证券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
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48 MS19148 工商管理学院 1043116221 会计学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
基于创业板市场的经验数据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49 MS19149 工商管理学院 2014069 轻工技术与工程
JP公司新建年产20万吨陶粒覆膜砂项目可行性
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50 MS19150 体育与文化产业学院 1043116055 音乐
“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
”——对中国古代唱论中“字正腔圆”的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51 MS19151 体育与文化产业学院 1043116056 音乐
“京”腔“戏”韵”歌“传情—对以”京歌“
为代表的”戏歌“的艺术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52 MS19152 体育与文化产业学院 1043115071 音乐
浅析黄自艺术歌曲《玫瑰三愿》的创作特点及
演唱技巧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53 MS19153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39 工业设计工程 智慧城市背景下公交候车亭设计研究 再次送审 修改后答辩

154 MS19154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40 工业设计工程
基于“互联网＋”的智能家用健身器材设计研
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55 MS19155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41 工业设计工程 成长型童车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56 MS19156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42 工业设计工程 儿童学习型智能机器人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57 MS19157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43 设计学 动态广告的形式美研究 再次送审 修改后答辩

158 MS19158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44 设计学 鲁迅设计观探析 再次送审 同意答辩

159 MS19159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45 设计学 曹氏画院时期敦煌壁画中女性形象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60 MS19160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46 设计学 生态美学视域下乡村旅游景观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61 MS19161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47 设计学
鲁班文化在滕州红荷湿地民宿空间规划设计中
的应用研究

再次送审 同意答辩

162 MS19162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48 设计学 《林泉高致》山水情结观照下的造园艺术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63 MS19163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49 设计学 论现代食品包装设计中色彩联想性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64 MS19164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50 设计学 吕氏春秋中造物思想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65 MS19165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51 设计学 基于日照地域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66 MS19166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52 设计学 基于园艺疗法的养老社区环境设计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67 MS19167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53 设计学 央视春晚歌唱演员服饰形象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68 MS19168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57 美术 夏加尔绘画风格对油画创作的启示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69 MS19169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58 美术
新纪实摄影中客观情境表现研究
——以毕业设计《在路上》为例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70 MS19170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59 美术 行草书笔法特性对写意花鸟画的影响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71 MS19171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60 美术 我油画创作中的苏州园林情怀 再次送审 修改后答辩

172 MS19172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62 美术 油画肌理效果对人物形象表达的影响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73 MS19173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63 美术 “孔庙三碑”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及隶书实践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74 MS19174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64 美术 论克里姆特装饰元素的启示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75 MS19175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65 美术 论现当代风俗画对我创作的影响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76 MS19176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66 美术
“她者”的凝视——女性肖像摄影的观看与传
播价值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77 MS19177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67 美术 “势”与“意”在油画创作中的呈现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78 MS19178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68 美术 寺庙佛塔点景在当代山水画中的审美意境新探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79 MS19179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69 美术
城市元素在新纪实摄影中的应用表现研究——
以毕业设计《城市·看见》为例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80 MS19180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70 美术 湖南长沙窑诗文壶书法艺术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81 MS19181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72 美术 青花装饰方法的创新与研究 再次送审 同意答辩

182 MS19182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73 美术 油画创作的写意之美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83 MS19183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74 美术 丙烯画材料在当代油画艺术中的应用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84 MS19184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75 美术 《西岳华山庙碑》历代拓本比较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85 MS19185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76 美术 油画创作中的平面性语言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86 MS19186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77 美术 “蒙太奇”手法对我的油画创作的启示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87 MS19187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78 美术 堆塑艺术在现代陶艺中的表现与应用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88 MS19188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79 美术 乡村影像记录与表现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189 MS19189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80 艺术设计 陶胎漆艺的装饰与工艺创新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90 MS19190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81 艺术设计
古希腊服饰造型美学风格在当代服装设计中的
创新应用

修改后答辩 再次送审

191 MS19191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82 艺术设计
胶东半岛花边织物元素在童装中的设计应用研
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92 MS19192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83 艺术设计
基于生态共生理念下乡村河道景观的改造与应
用设计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193 MS19193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84 艺术设计 民俗文化在展示设计中时间维度的营造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94 MS19194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85 艺术设计
论“非遗”品牌形象创新设计中的地域文化融
入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95 MS19195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86 艺术设计 基于山东民间故事的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96 MS19196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87 艺术设计 复合媒材装饰艺术设计的表现形式探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97 MS19197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88 艺术设计
论插画语言在化妆品品牌形象提升中的设计表
达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198 MS19198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89 艺术设计 综合纤维材料灯具创新设计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199 MS19199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90 艺术设计 3D打印技术在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应用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00 MS19200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91 艺术设计 世界知名品牌与中国传统元素的视觉融合探索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01 MS19201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92 艺术设计
徽派建筑文化在九华度假村规划设计中的继承
与发展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02 MS19202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93 艺术设计 网络表情包文化的视觉表达和情感诉求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03 MS19203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94 艺术设计 论有机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色彩情感表达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04 MS19204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95 艺术设计
北魏文化在云冈石窟景区商业街规划设计中的
应用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05 MS19205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96 艺术设计
错视效应在当代女性服装造型中的创新应用研
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206 MS19206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97 艺术设计
城市公共空间中导视系统的通用性研究——以
济南芙蓉街为例探讨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07 MS19207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98 艺术设计 花卉造型在掐丝珐琅中的应用表现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08 MS19208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99 艺术设计
体验式城郊农业观光园规划设计研究——以章
丘文祖镇为例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09 MS19209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00 艺术设计
城乡结合部生态景观设计研究——以唐山古冶
东区为例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210 MS19210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01 艺术设计 微型便携式运动记录飞行器设计研究 再次送审 修改后答辩

211 MS19211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02 艺术设计 南京民国建筑元素的探究与应用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12 MS19212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03 艺术设计 论历史名人文化在当下经济环境中的传播方式 再次送审 同意答辩

213 MS19213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04 艺术设计
生态恢复视角下的哈尔滨松江湿地规划设计研
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14 MS19214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05 艺术设计 抽象图形的张力性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15 MS19215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06 艺术设计
囧形图案的“形、制、色、意”在现代女装中
的应用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216 MS19216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107 艺术设计 论插画艺术与端午节礼品包装的设计融合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17 MS19217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08 艺术设计
基于绿色健康理念下的城市公园景观改造与设
计应用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18 MS19218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09 艺术设计 论民俗文化的视觉元素与食品包装的设计融合 再次送审 修改后答辩

219 MS19219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10 艺术设计 基于地域文化构建阳新县商业区特色形象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20 MS19220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11 艺术设计 论插画在台儿庄古城旅游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21 MS19221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12 艺术设计
鲁西南“乡村记忆工程”文化生态保护设计研
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22 MS19222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13 艺术设计
山东民间型版印花面料在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应
用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23 MS19223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14 艺术设计 3D打印技术在服装造型构想中的应用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224 MS19224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15 艺术设计 互动式智能玩具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25 MS19225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16 艺术设计 柳编艺术的造型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26 MS19226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17 艺术设计
工业旧建筑改造与再利用研究——以枣庄留庄
煤矿文化产业园设计为例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27 MS19227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18 艺术设计
基于徽文化影响下的养老度假村景观规划设计
研究——以徽州养老度假村为例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28 MS19228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19 艺术设计 大数据时代的城市垃圾箱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29 MS19229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20 艺术设计 原生态材料的家用灯具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30 MS19230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21 艺术设计 专卖店展示空间模块化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31 MS19231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23 艺术设计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的民宿设计研究——以皖
南的南麓蜀源村为例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32 MS19232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24 艺术设计 便携式电动代步工具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33 MS19233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25 艺术设计 综合材料在现代装饰画中的新表现语言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34 MS19234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0126 艺术设计 论地域特产包装设计与乡土情结的融合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35 MS19235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27 艺术设计 化妆品包装设计与女书文字造型的融合探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36 MS19236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28 艺术设计 智能家居产品中的交互设计应用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37 MS19237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29 艺术设计 家居空间中的装饰陶瓷设计与应用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38 MS19238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30 艺术设计 人性化思维在宠物狗用品中的研究与应用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39 MS19239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31 艺术设计 论创意图形在品牌文化设计中的语言表达 再次送审 再次送审

240 MS19240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32 艺术设计 磁州窑装饰特色在漆艺创作中的应用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41 MS19241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33 艺术设计
“和平”主题海报在数字媒体时代的创新与传
播

再次送审 修改后答辩

242 MS19242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34 艺术设计 论品牌设计中的多感官表现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43 MS19243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35 艺术设计 现代日用漆器的设计与应用研究 再次送审 同意答辩

244 MS19244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36 艺术设计
基于特色城市构建视角下旧工业区改造与更新
设计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45 MS19245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37 艺术设计 论海洋动物纹样的艺术化呈现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46 MS19246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38 艺术设计 山东民间剪纸艺术在女装设计中的应用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47 MS19247 艺术设计学院 1043116139 艺术设计 基于感性工学的学龄前儿童文教产品设计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48 MS19248 轻工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312 皮革化学与工程
蛋白酶作用下生皮结构变化与成革性能关系的
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49 MS19249 轻工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7349 印刷与包装工程 面向国画的光谱重建技术的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50 MS19250 轻工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7350 印刷与包装工程 PLA基3D打印木塑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修改后答辩 同意答辩

251 MS19251 轻工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6298 印刷与包装工程
聚氨酯-聚苯胺-石墨烯水性防静电涂料的制备
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252 MS19252 轻工科学与技术学院 1043117376 皮革化学与工程 水貂皮片皮固废的处理方法与机理的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253 MS19253 轻工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5065 皮革化学与工程 水性聚氨酯中不同二元醇结构对性能的影响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254 MS19254 轻工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4063 印刷与包装工程
基于纸质包装印刷的色彩管理方案设计及其应
用研究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255 MS19255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1043116187 控制科学与工程 永磁同步电机转动惯量的辨识方法研究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256 MS19256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1043116197 控制工程
基于神经网络PID算法在生物质发酵控制中的应
用研究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

257 MS19257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1043116287 控制工程 智能网络心电仪的研究与设计 同意答辩 同意答辩

258 MS19258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2016013 控制工程 高校困难认定系统 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答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