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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杉达学院 2019 届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设计)一览表 
序

号 
学生 学号 学院 专业 

指导教

师 
课题题目 

1 马王子 f15024232 胜祥商学院 法学 姜南 试论中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2 钱静 f13021311 胜祥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胡三勤 中泰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对比分析 

3 秦玉兰 f15021507 胜祥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孟方琳 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策略研究 

4 邓至轩 f15021128 胜祥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办学) 
蒋君仙 “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影响 

5 赵国政 f15021135 胜祥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办学) 
袁洪飞 

美国出口权限禁令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及警示—

—基于中美贸易战下“中兴出口禁令”的分析 

6 蒋杰 f15071135 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周小寒 
浅谈历史文化街区内织补建筑的估价方法——以常州

青果巷为例 

7 黄佳倩 f15062207 外语学院 日语 田建国 
(日文) 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語音声教育      

(中文) 在中国的日本语音声教育 

8 杨营营 f15023105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朱志强 MISS恋衣阁网店的策划与营销 

9 杨钰蕾 f15023108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蒋文蓉 基于上海金棕榈的出境游客数据预测出境游的发展 

10 屠天元 f15011627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雪菁 基于结果导向的沪深股市统计分析系统 

11 王继 f1501211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周胜利 基于 Snort的轻量级网络入侵检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2 顾越欢 f15111102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赵爱平 高效床刷的研制 

13 王蕾 f15111128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徐燕/

郑文雅 

早期肠造口患者自我护理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的调查

研究 

14 李笑丹 f15111216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张蓉蓉/

蔡诗凝 

大学生对 HPV疫苗知识水平现状及影响因素的调查分

析 

15 卢以轩 f15111217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王琼芳/

赵黎 
胰腺癌合并糖尿病患者术后自我疾病管理的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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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晓婷 f15111227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陆玮新 基于德尔菲法构建《健康评估》护理体检评估项目 

17 黄思怡 f15111329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赵爱平/

郭艳 

冠心病 PCI术后患者创伤后成长水平调查及影响因素

的分析 

18 钱露露 f15111419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王婷/孙

霁雯 
护理措施分类用于儿童普外科护理记录的适用性研究 

19 张匡悦 f15113312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教育学(卫生教育方向) 孙亚文 
小学高年级学生身体活动及久坐行为与注意力品质的

关系 

20 鲁珏 f15113412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教育学(卫生教育方向) 孙亚文 
上海市中低年级高中生体育活动等级、心理韧性与自尊

的关系研究 

21 俞思伊 f15112102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学 段周瑛 
音乐疗法结合作业治疗对脑卒中患者认知，情绪与生活

质量的影响 

22 周奕楠 f15112119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学 余波 体外冲击波治疗慢性足底筋膜炎的 meta分析 

23 吴思佳 f15091214 传媒学院 新闻学 宋慧丽 杜嘉班纳广告《起筷吃饭》传播争议性探析 

24 郑晨盈 f15092105 传媒学院 新闻学(传媒经营方向) 许浩 纪录片《一百种生活》 

25 王昶 f15092109 传媒学院 新闻学(传媒经营方向) 叶冲 
“重庆大巴坠江事件”报道分析：以社会感染理论为视

野 

26 高嘉艺 f15093118 传媒学院 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方向) 曹静 
沪语节目的生存优势——以海派答题互动秀《侬是上海

人伐》为例 

27 孟丽娜 f15093203 传媒学院 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方向) 刘泽 古法新生 

28 刘斯韬 f15093327 传媒学院 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方向) 王费 纪录片《杉达志愿者顾艳的成长》 

29 钱文雅 f15093402 传媒学院 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方向) 陈立新 
我国调查性报道的特征及影响力研究——以《新京报》

为例 

30 陈若涵 f15093405 传媒学院 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方向) 曹静 纪录片《聚匠心：华夏非遗》 

31 杜佳怡 f15093417 传媒学院 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方向) 孙泽敏 
试论新媒体时代下网络自制剧植入式广告的创新与局

限性 

32 邢鹏 f15093423 传媒学院 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方向) 李琳 浅论电竞综艺节目专业性与娱乐性的平衡——以《超越



— 3 — 

吧！英雄》为例 

33 胡婷婷 f15052203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酒店管理 童俊 首旅寒舍的游客体验的研究―基于网络口碑的研究 

34 郑罗翕 f15052301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酒店管理 殷晶 舟山市枸杞岛民宿的市场开发现状与对策研究 

35 赵洁 f15052508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酒店管理(高级管家方向) 张懿玮 顾客不公平行为对酒店员工绩效的影响研究 

36 韩虓昊 f15052522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酒店管理(高级管家方向) 龚子兰 
浅析酒店管理层与一线员工的上下级关系对员工情绪

劳动的影响 

37 夏常懋 f15051128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苑炳慧 基于在线口碑的上海-日本邮轮旅游产品研究 

38 何悦祺 f15051213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唐秀丽 
星座与旅游消费行为关系研究——以上海在校大学生

为例 

39 王淑玥 f15052409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苑炳慧 基于扎根理论的上海市民亲子旅游需求研究 

40 陈璀 f15084109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徐文娟 I–SHOWER——独居老年人无障碍淋浴系统设计 

41 邬靖雯 f15084115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戴慧萍 骨科医用护理床设计 

42 卢昉烨 f15082118 艺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王烨 
舟移岸转知何处——佘山陈坊桥社区公园景观改造设

计 

43 周枫乔 f15082131 艺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吴丹 
莫比乌斯空间——旧厂房改造小型文化艺术创意中心

设计 

44 宣佳琦 b17081110 艺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蒋千 青囊戏图——关于养生气功五禽戏的图形设计 

45 朱颖 f15081111 艺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朱雪俊 乌喀“航线 · 一带一路信息可视化设计与表现 

46 徐昊明 f15081123 艺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茆伊颖 
千寻·纸鸢——古风筝与各国文化特色融合设计图形创

意 

47 黄芷沁 f15081215 艺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张勇 
智渡——2019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形象海报设计及推

广运用 

48 畅兴娜 b17083102 时尚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万靓 FRAMEWORK 

49 薛一顺 b17083127 时尚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万靓 结构折纸 

50 徐童 f15083115 时尚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尤心彦 《青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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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傅慧玲 f15083214 时尚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蒋雯 锦鲤 

52 彭佳柯 f15083218 时尚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朱碧耘 M-P-D解离症 

53 张梦雅 f15083224 时尚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成磊 山海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