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林业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序号 作者 性别 所在学院 学科名称 论文题目 导师

1 李豆豆 女 林学院 森林培育 毛白杨水分利用的环境与生理驱动机制及灌溉决策研究 贾黎明

2 姜宁 男 林学院 森林保护学 中国栗生子囊菌的分类学研究 田呈明

3 沈超 男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植物学 杨树PdGATA19和PdGATA13在干旱和低氮胁迫下的功能研究 尹伟伦

4 肖亮 男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毛白杨种质资源群体表观遗传变异及效应解析 张德强

5 陈松楠 男 工学院 森林工程 单目图像的深度估计及在森林场景三维重建中的应用 阚江明

6 林琳 女 信息学院 林业信息工程 基于图像的开花植物分布信息自动生成关键技术研究 曹卫群

7 叶翰舟 女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云杉木材与地质聚合物复合界面的构造解析与调控 于志明

8 曹文涛 男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纤维素纳米纤维/MXene功能复合材料的协同构建及性能研究 马明国

9 杨宇杰 男 园林学院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菊花与匍地菊种间遗传图谱构建及重要性状遗传分析 张启翔

10 高康 男 园林学院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菊花花型关键性状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戴思兰

11 徐畅 男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南方集体林区公益林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配套机制优化研究 程宝栋

12 刘志博 男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基于“一体两用”论的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研究 严耕

13 许行 男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温带森林生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及其光能和水分利用效率的生物物理调控机制 张志强

14 白宇轩 男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毛乌素沙地油蒿群落种间互作及其对群落演替和稳定性的影响 张宇清

15 陈璐璐 女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岷江冷杉外生菌根功能特性及其随环境的变异特征 孙建新

16 李依蒙 女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林麝肠道菌群组成及动态影响因子研究 胡德夫

17 高婉琳 女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熔融盐改性MgO中温CO2吸附效能与机制研究 王强

18 李兴福 男 草业与草原学院 草学 短期增水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植被-土壤系统的影响研究 苏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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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尹田 女 林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倾斜摄影测量技术提取南方人工林单木参数 张晓丽

2 张明 男 林学院 森林培育 油茶体细胞胚胎发生及胚性愈伤组织转化体系建立 张凌云

3 闫巍峰 男 林学院 森林保护学 中国隘步甲族系统分类研究 石娟

4 曾玫艳 女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GAPDH的S-亚硝基化修饰对家榆种子老化过程的影响 薛华

5 王萌 女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超声波和微波双重处理对淀粉理化性质和功能性质的影响 欧阳杰

6 马超辰 男 工学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全场变形测量方法研究及应用 赵健

7 袁琦 男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面向虚拟现实的交互式树木建模方法研究 淮永建

8 夏容绮 女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透光性相变储能木材的制备及性能表征 郭洪武

9 韩明会 女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罗望子木葡聚糖的自组装、构性关系及应用研究 蒋建新

10 方濒曦 女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金衢盆地古堰坝灌区景观研究 郭巍

11 蒙娟 女 园林学院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百合‘索邦’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1-like基因家族功能研究 何恒斌

12 周雯佳 女 园林学院 旅游管理 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游憩服务价值与游客福祉评估 蔡君

13 李琳 女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流动性监管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实证研究 潘焕学

14 裴韬武 男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贸易学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城市PM2.5污染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转变的视角 宋维明

15 孙欣 女 经济管理学院 统计学 面向全文本的引文重要性分类及其在文献主题识别上的应用 安欣

16 杜松桦 男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会计税收差异视角下融券机制对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
法

李辰颖

17 张洁 女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高管团队认知适应性对零售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 刘雯雯

18 安玥潼 女 经济管理学院 物业管理 社区用户对物业移动应用程序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贾薇

19 张立英 女 经济管理学院 林业经济管理 准公共物品视角下林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的博弈实验研究 吴成亮

20 郑惠 女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法学理论 涉林案件行刑衔接研究 李媛辉

21 曲远山 男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心理学 体质健康与体育参与对大学生抑郁情绪与学习自控力的影响：以道德推脱为中介 雷秀雅



22 陈慧荣 女 外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超语视角下的CLIL课堂教师话语研究 史宝辉

23 肖玲 女 水土保持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基于景观格局的南平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及生态网络优化研究 姜群鸥

24 王美林 女 水土保持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基于SWAT模型的妫水河流域面源污染特征及管理措施评估与优化配置 姜群鸥

25 赵东晖 男 水土保持学院 结构工程 循环荷载作用下冀西北地区乔木根系-土壤界面摩擦性能 冀晓东

26 唐忠文 男 理学院 数学 关于Loomis-Whitney型不等式及相关问题研究 司林

27 马舒鹏 男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神农架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恢复梯度上的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 王襄平

28 胡骞 男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两种长尾山雀的孵卵模式及其适应性的比较研究 李建强

29 张倩倩 女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生物膜载体耦合膜分离工艺强化污泥厌氧发酵产酸的研究 朱洪涛

30 胡庆冉 女 艺术设计学院 动画艺术学 "微传播"时代下牡丹文化数字化展示设计与应用 韩静华

31 郭一帆 女 马克思主义学院 哲学 当代西方海德格尔派生态现象学研究 阎景娟

32 王宏腾 男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研究 金鸣娟

33 张桐瑞 男 草业与草原学院 草学 草垫式混合草坪坪观质量与运动质量特性研究 韩烈保

34 王沫 女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硕士 近自然社区公园植物群落特征对鸟类和昆虫多样性的影响——以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 董丽

35 李坤彦 女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硕士 牡丹异源四倍体核型分析及减数分裂染色体行为观察 钟原

36 吴雪 女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硕士 基于乡村景观特征多尺度评价的农业公园规划设计——以科右前旗水稻农业公园为例 张云路

37 王子涵 男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硕士 基于小型哺乳动物栖息地构建的郊野公园设计研究 ——以北京市东小口森林公园为例 尹豪

38 杨玉冰 女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硕士 东风堰自流灌区洪涝适应性景观研究与规划设计 郭巍

39 姜文 男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统计硕士 基于上行和下行△CoES的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监测度量研究 张彩虹

40 刘天乐 女 经济管理学院 农村发展 生态观鸟游客旅游行为及游憩价值评价研究 温亚利

41 王卓 女 艺术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 基于国家博物馆青铜器藏品的文创衍生品设计 程亚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