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设计成绩汇总表

单位：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院系：视觉艺术学院 专业/年届：室内艺术设计   2022届

序号 学号 姓名 选题名称 设计类别

指导老师
成绩

姓名 职称

1 201900302001 滕文琛 简于形 奢于心——现代风格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夏忠军 副教授 94

2 201900302002 杨应湘 新风古韵——新中式风格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夏忠军 副教授 78

3 201900302003 杨雪菲 自由之歌|美式风格 作品设计 张勇 讲师 81

4 201900302004 李喜枚 简·雅——轻奢风格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夏忠军 副教授 84

5 201900302005 唐荣泉 耶加雪菲——现代轻奢设计 作品设计 李亚星 讲师 81

6 201900302006 吴豪 “暖韵”——住宅空间设计 作品设计 陈韬 讲师 74

7 201900302007 石晓玲 心向清欢——现代简约 作品设计 张勇 讲师 83

8 201900302008 向寒霜 光影律动—住宅空间 作品设计 陈韬 讲师 81

9 201900302009 杨芳 素雅•静谧--现代轻奢风格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夏忠军 副教授 79

10 201900302010 杨李艳 崇雅黜浮——侘寂风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陈韬 讲师 73

11 201900302011 王微微 心灵栖所·现代简约风 作品设计 刘永强 副教授 85

12 201900302012 周文 岁月流金-轻法式风格 作品设计 刘永强 副教授 88

13 201900302013 张祖尘 简约中式风 作品设计 刘永强 副教授 85

14 201900302014 李叶 慢一点·托斯卡纳风 作品设计 刘永强 副教授 86

15 201900302015 罗琴 素朴·侘寂风 作品设计 刘永强 副教授 87

16 201900302016 易尚文 雅美--现代简约风格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陈韬 讲师 73

17 201900302017 徐建 愈归——轻奢淡雅的家 作品设计 张勇 讲师 81

18 201900302018 刘丹妮 简化生活——现代简约 作品设计 卢韧 讲师 81

19 201900302019 杨明 素雅之居-简化生活—现代简约 作品设计 李亚星 讲师 82

20 201900302020 刘河 静谧-现代简约生活 作品设计 张勇 讲师 80

21 201900302021 李杰 简而不凡——现代轻奢 作品设计 卢韧 讲师 82

22 201900302022 李晚霞 今韵—新中式 作品设计 卢韧 讲师 90

23 201900302023 胡启德 简幸福——现代简约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陈韬 讲师 76



24 201900302024 盘晓龙 “简”——日式简约原木风格 作品设计 卢韧 讲师 80

25 201900302025 肖旋 港湾-现代简约风格 作品设计 汪仁圣 副教授 82

26 201900302027 李美玲 家的概念——现代轻奢 作品设计 卢韧 讲师 92

27 201900302028 蒋湘凌 “心向”现代简约设计 作品设计 汪仁圣 副教授 80

28 201900302029 陈名 温情-现代轻奢 作品设计 汪仁圣 副教授 80

29 201900302030 张梦如 水｜现代北欧 作品设计 汪仁圣 副教授 81

30 201900302031 张诚麟 淡雅——现代简欧风 作品设计 李亚星 讲师 80

31 201900302032 黄天乐 归—现代简约风 作品设计 李亚星 讲师 81

32 201900302033 丰棵 品味生活·轻奢风 作品设计 李亚星 讲师 80

33 201900302034 宋芬
自然美·牛油果绿的浪漫——室内艺

术设计
作品设计 夏忠军 副教授 82

34 201900302035 杨婵 诗·意-复古风格 作品设计 张勇 讲师 81

35 201900301901 刘丹丹 域·森—现代轻奢风 作品设计 李亚星 讲师 86

36 201900301903 刘帅 浮生·现代自然主义 作品设计 卢韧 讲师 86

37 201900301904 刘楚怡 极简·现代简约风格 作品设计 李亚星 讲师 91

38 201900301905 刘毅 盛夏——北欧复古风 作品设计 汪仁圣 副教授 84

39 201900301906 刘纯缘 心之所向--住宅空间设计 作品设计 陈韬 讲师 80

40 201900301907 向莹莹 居无常——新中式风格 作品设计 陈韬 讲师 77

41 201900301908 吕开云 白易—现代简约风格 作品设计 陈韬 讲师 77

42 201900301909 吴才美 极简·现代简约风 作品设计 陈韬 讲师 75

43 201900301910 周泽宇 室内设计中的简约主义 作品设计 刘永强 副教授 88

44 201900301913 彭业发 半糖加冰—现代风格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张勇 讲师 85

45 201900301914 彭文静 单身贵族—李小姐的自由小家 作品设计 卢韧 讲师 87

46 201900301915 李芙晖 行至•简——现代极简风格设计 作品设计 卢韧 讲师 80

47 201900301917 李雪芹 逸居——现代简约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李亚星 讲师 83

48 201900301918 杨佳滔 空蝉·回归本源—室内空间设计 作品设计 刘永强 副教授 87

49 201900301919 杨晓芳 潮汐——现代简约风格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刘永强 副教授 88

50 201900301920 王滢 雅—现代轻奢风 作品设计 夏忠军 副教授 84



51 201900301921 田沐于 纯•净——现代简约风格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张勇 讲师 85

52 201900301922 申柳 雅·致——现代轻奢风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夏忠军 副教授 84

53 201900301923 石培玺
安舒•斯堪的纳维亚——北欧简约风室

内设计
作品设计 夏忠军 副教授 95

54 201900301924 罗君 森·秘境—美式乡村风格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夏忠军 副教授 90

55 201900301925 罗萱 半生闲——罗女士原木风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张勇 讲师 87

56 201900301926 肖易帆 谙郁——现代简约风格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卢韧 讲师 90

57 201900301927 胡广
海格的小屋——美式乡村风格室内设

计
作品设计 夏忠军 副教授 85

58 201900301928 赵倩 青跃—现代极简风格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刘永强 副教授 88

59 201900301929 颜蕊 秋栖——现代轻奢风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汪仁圣 副教授 82

60 201900301930 鲁安琪 静谧简调-现代简约室内设计 作品设计 汪仁圣 副教授 80

61 201900301931 黄思敏 集木——欧式原木风 作品设计 汪仁圣 副教授 90

62 201900301932 黄文 绿宝石--现代欧美设计 作品设计 李亚星 讲师 79

部门负责人签字： 日期：2022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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