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姓名 学号 导师 性别 所在学院 论文题目
张逊 2140133 许凤 男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植物细胞壁拉曼光谱成像数据分析方法构建及其应用
彭尧 2150103 曹金珍 男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粉/聚丙烯复合材料耐光老化性调控机理研究
包雪 3150328 李黎 女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砂带磨削参数对木质材料表面粗糙度影响研究
洪工画 7160237 张双保 女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竹粉/PBS复合材料界面的聚多巴胺改性与表征
管成 2160096 张厚江 男 工学院 面向力学性能评估的足尺人造板四节点支承振动检测研究
李伟林 3160267 文剑 男 工学院 基于高分辨率雷达波成像的树木内部异常检测
韩民 7160173 阚江明 男 工学院 基于双目立体视觉的灵武长枣识别与定位研究
施钦 2140258 王辉 男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BiVO4基光阳极在光电化学反应中的界面电荷转移研究
李昊轩 3150781 王毅力 男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活性污泥硫酸根自由基氧化调理-水平电场脱水工艺的性能与过程机制研究
杨帆 7160645 张盼月 男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功能膜覆盖式堆肥系统堆肥效率和氨气逸散控制强化措施
孙博 2140190 温亚利 女 经济管理学院 湿地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保护行为影响及政策需求研究
杨浚 3150015 程宝栋 男 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对RCEP成员国木质林产品出口影响因素及潜力研究
李颖 3150540 王忠平 男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员工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机理研究
陈俐静 3150553 温亚利 女 经济管理学院 基于市民视角的北京城市林业福利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毛冬月 7160029 侯方淼 女 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钢铁出口影响的研究
陶晨璐 7160445 程宝栋 女 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林产工业空间集聚及对出口的影响研究
李立 7160484 米锋 女 经济管理学院 中宁县枸杞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李世林 3150765 李红军 男 理学院 三维离散点集形状分析
孙操稳 2130032 贾黎明 男 林学院 无患子种质种实性状变异与环境效应研究
于强 2150048 岳德鹏 男 林学院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荒漠绿洲区生态网络研究
朱程浩 3150038 张晓丽 男 林学院 辽宁西部油松毛虫灾害程度长时间序列反演及时空预测
杨雨果 3150074 耿玉清 男 林学院 林下覆盖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和酶活性的影响
李金波 3150163 宋桂龙 男 林学院 砷胁迫下多年生黑麦草砷吸收及养分离子关系研究
葛雪贞 3160047 宗世祥 女 林学院 全球气候变化对入侵昆虫适生性的影响
葛方兴 7160059 孟京辉 男 林学院 马尾松人工林多目标密度管理决策支持工具研制
李雪 7160069 宗世祥 女 林学院 气候变化对沙棘木蠹蛾在中国的适生区的影响
史景宁 7160084 刘琪璟 男 林学院 基于计算机视觉和R语言的年轮分析系统设计与实现
彭少芝 3150728 朱洪强 女 马克思主义学院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时代价值与当代实践
杨昌军 2140253 严耕 男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生活理念的历史演进与绿色转向研究
贾君望 3150722 李媛辉 男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道德主义的正当性研究
薄雅琼 7160557 巩前文 女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农地休耕补偿标准制定及保障机制研究
郎思睿 2140077 汪晓峰 男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BnHSFA4a在种子脱水耐性获得及重建过程中的作用及其调控机制



陈蓓蓓 2160082 张德强 女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毛白杨microRNA生物形成通路基因等位变异及遗传互作解析
阚黎娜 3150230 欧阳杰 女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我国六个产地板栗质量差别及热加工对其品质的影响
田梦迪 3150261 张平冬 女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高温处理对银灰杨花粉母细胞胞质分裂的影响
刘雅冉 7160020 张柏林 女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欧美杂种葡萄果实果香物质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孙佳美 2150195 余新晓 女 水土保持学院 覆被坡面的水文、侵蚀及生源要素过程研究
唐杰 3150573 张岩 男 水土保持学院 黄土高原丘一区和丘二区沟蚀特征比较
井雪儿 3150602 张守红 女 水土保持学院 不同气候区城市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径流调控和供水效益模拟研究
李梁 3150605 张建军 男 水土保持学院 蔡家川流域侵蚀沟分类及植被恢复特征研究
杨本漫 3150642 肖辉杰 女 水土保持学院 宁夏盐渍区柽柳林下土壤水盐时空变化研究
刘嫒儒 7140503 黄晓玉 女 外语学院 《学校成功的四大核心要素》翻译实践报告
巫滨 2130106 曹卫群 男 信息学院 生态经济数据的可视分析方法研究
韩京冶 3150303 陈志泊 男 信息学院 基于深度学习的无人机影像植被识别方法研究
王晴 3150306 齐建东 女 信息学院 改进型遗传算法在种子园无性系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杨岚景 3150819 周越 女 艺术设计学院 上海石库门里弄环境设计中的折衷主义研究
张雪怡 7150638 李湘媛 女 艺术设计学院 基于增强现实的青少年科普图书设计
郭雪莲 2130161 张启翔 女 园林学院 月月粉和大花香水月季成花转变关键基因的挖掘
李方正 2150133 李雄 男 园林学院 基于多源数据分析的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和优化研究
吴冠秋 3150399 钱云 男 园林学院 基于开源数据的中小城市开放空间使用评价与规划策略研究
许佳琪 3150437 刘志成 女 园林学院 黔东南地区苗族高山稻作农业景观研究——以从江县加榜梯田为例
关军洪 3150457 董丽 男 园林学院 北京地区乡村植物景观及乡村居民景观感知特征研究

王晓然 7160318 薛晓飞 女 园林学院
基于鸟类栖息地营建的城市湿地公园规划设计研究——以南京市江心洲湿地
公园规划设计为例

熊彪 2160234 张志翔 男 自然保护区学院 中国山胡椒群体遗传结构分析、核心种质构建及油脂利用研究
孙晓宁 3150689 胡德夫 女 自然保护区学院 圈养林麝消化道健康状况的非损伤诊断及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