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设计成绩汇总表
单位：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院系：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专业/年届：软件技术/2022届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名称 毕业设计选题名称 设计类别 指导老师 指导老师
职称

成绩评定
（具体分数）

1 201900503920 罗锋 软件技术 基于 APS.NET技术的众筹网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易甜 软件设计师 88

2 201900503921 胡涛越 软件技术 基于 MVC+EF技术的推理罪论坛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易甜 软件设计师 75

3 201900503940 李谋助 软件技术
基于ASP .NET+EF+三层技术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设计

与实现  
作品设计 易甜 软件设计师 82

4 201900503910 张贻辉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三层架构技术的图书管理系统的设计

与实现 
作品设计 易甜 软件设计师 80

5 201900503935 黄赞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EF宿舍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易甜 软件设计师 80

6 201900503906 唐宝林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个人理财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易甜 软件设计师 78

7 201900503907 夏孜进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图书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易甜 软件设计师 73

8 201900503905 周宏涛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三层技术的学生成绩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作品设计 熊小苑 软件设计师 75

9 201900503911 朱继康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三层技术的耀妄论坛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熊小苑 软件设计师 92

10 201900503902 何玲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EF的学生实习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熊小苑 软件设计师 86

11 201900503929 刘晚婷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EF的学生实习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熊小苑 软件设计师 85

12 201900503926 阙锦鹏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EF技术的点菜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熊小苑 软件设计师 78



13 201900503903 刘远龙 软件技术 基于MVC EF+JS技术的宿舍管理系统的实现 作品设计 易甜 软件设计师 75

14 201900503933 孙红倩 软件技术 基于MVC框架技术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熊小苑 软件设计师 70

15 201900503938 刘宇 软件技术 基于MVC框架技术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熊小苑 软件设计师 75

16 201900503922 袁宇欣 软件技术 基于MVC框架技术物业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韩宇 软件设计师 80

17 201900503904 吴峥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的众筹网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易甜 软件设计师 76

18 201900503911 曹梁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Change商城购物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熊小苑 软件设计师 76

19 201900503916 欧阳杰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Change商城购物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熊小苑 软件设计师 78

20 201900503930 刘莉萍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大学生兼职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熊小苑 软件设计师 80

21 201900503934 康伊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大学生兼职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熊小苑 软件设计师 80

22 201900503901 付伪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大院子酒店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熊小苑 软件设计师 88

23 201900502319 欧潇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点餐系统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熊小苑 软件设计师 78

24 201900503932 唐娟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K11商城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前台管

理功能模块
作品设计 韩宇 软件设计师 90

25 201900503937 何佳燕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零食商城网站的设计与实现-后台管

理模块
作品设计 陆建林 软件设计师 93

26 201900503936 黄锦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拼西西酒店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韩宇 软件设计师 87

27 201900503914 李智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淘淘二手交易商城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韩宇 软件设计师 85



28 201900503919 王淼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图书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易甜 软件设计师 83

29 201900503928 陈涛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图书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易甜 软件设计师 70

30 201900503908 左众旭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图书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韩宇 软件设计师 65

31 201900503918 熊辉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图书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韩宇 软件设计师 76

32 201900503923 谢冲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有梦电影网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韩宇 软件设计师 93

33 201900503924 赵文辉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三层技术的鲜花销售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韩宇 软件设计师 91

34 201900503931 周丽娜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三层技术的鲜花销售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韩宇 软件设计师 81

35 201900503917 游永康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三层架构技术的服装销售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作品设计 韩宇 软件设计师 88

36 201900503925 郭志虎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三层架构技术的服装销售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作品设计 韩宇 软件设计师 85

37 201900503909 张正奇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三层架构技术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设计

与实现
作品设计 易甜 软件设计师 86

38 201900503913 李健 软件技术 基于WinForm技术的人人众超市收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韩宇 软件设计师 86

39 201900503915 杨家豪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房屋租赁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韩宇 软件设计师 85

40 201900504012 孙海涕 软件技术 基于.NET+EF技术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易甜 软件设计师 90

41 201900504001 杨佳蓉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EF的荣舒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后端管理功能模块
作品设计 易甜 软件设计师 87

42 201900504034 凡佳玲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EF的荣舒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后端管理功能模块
作品设计 易甜 软件设计师 89



43 201900504028 邹和宇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EF技术的雅俗共赏博客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韩宇 软件设计师 83

44 201900504008 向勇前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的餐饮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陈依依 软件设计师 75

45 201900504010 吴磊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的DOTA交流论坛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陈依依 软件设计师 78

46 201900504039 吕涛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的DOTA交流论坛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陈依依 软件设计师 76

47 201900504011 唐文祥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的鲜花销售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用户使

用模块
作品设计 陈依依 软件设计师 80

48 201900504018 王权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的鲜花销售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用户使

用模块  
作品设计 陈依依 软件设计师 70

49 201900504004 李坚谦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的在线考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陈依依 软件设计师 80

50 201900504035 刘梦琦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的在线考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陈依依 软件设计师 78

51 201900504005 何小峰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宿舍管理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陈依依 软件设计师 70

52 201900504023 蒋文吉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宿舍管理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陈依依 软件设计师 73

53 201900504027 邓祖诚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医院就医指南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陈依依 软件设计师 75

54 201900504024 蒋歆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三层技术的仓库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陈依依 软件设计师 74

55 201900504031 黄泽波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三层技术的点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熊小苑 软件设计师 75

56 201900504033 龚伟强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三层技术的点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熊小苑 软件设计师 66

57 201900504025 蒲学中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三层技术的海月书阁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陈依依 软件设计师 90



58 201900504107 陈泽军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三层技术的JaneShop商城的设计与实现-

后台管理功能模块
作品设计 陈依依 软件设计师 88

59 201900504021 肖广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三层技术的JaneShop商城的设计与实现-

前台管理功能模块
作品设计 陈依依 软件设计师 93

60 201900504002 李湘婷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三层技术的精品文字分享网站的设计与实

现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80

61 201900504036 曾倩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三层技术的库存物资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88

62 201900504029 金鹏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三层技术的汽车4s店客户服务系统的设计

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陆建林 软件设计师 84

63 201900504015 李澳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三层技术的汽车4S店客户服务系统设计和

实现
作品设计 陆建林 软件设计师 80

64 201900504017 洪进伟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三层技术的生活论坛的设计与实现-前台

管理功能模块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90

65 201900504003 张三燚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三层技术的视频网站播放器的设计与实现

-前台管理功能模块
作品设计 陆建林 软件设计师 90

66 201900504006 刘超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三层技术的医院就医指南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作品设计 陈依依 软件设计师 80

67 201900504016 杨涌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B/S框架校园二手交易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陆建林 软件设计师 85

68 201900504030 陈日新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B/S框架校园二手交易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陆建林 软件设计师 78

69 201900504009 吴田 软件技术
基于MVC三层架构+EF数据模型技术的超市管理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陆建林 软件设计师 83

70 201900504032 龙宇 软件技术
基于MVC三层架构+EF数据模型技术的超市管理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陆建林 软件设计师 78

71 201900504020 粟奉炯 软件技术
基于MVC三层架构+EF数据模型技术的零食商城网站的设

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陆建林 软件设计师 90

72 201900504038 李师玲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K11商城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后台管

理功能模块
作品设计 韩宇 软件设计师 86



73 201900504014 朱相荣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商品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后台管理

模块
作品设计 陆建林 软件设计师 93

74 201900504007 单江炜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商品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前端设计

模块
作品设计 陆建林 软件设计师 84

75 201900504037 朱文婷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技术的药品物资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陆建林 软件设计师 92

76 201900504013 彭圣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三层技术的高校水果拼盘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陆建林 软件设计师 75

77 201900504019 石署秋 软件技术 基于MVC+EF+三层技术的高校水果拼盘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陆建林 软件设计师 65

78 ############ 谢振阳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美一加超市购物管理系统之后台系

统模块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方艳 软件设计师 75

79 ############ 覃芳燕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覃莫海鲜销售系统之用户模块设计

与实现
作品设计 方艳 软件设计师 72

80 ############ 郭俞佑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EF技术的店铺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赵胜 软件设计师 83

81 ############ 郭文滔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游戏商城之后端功能模块设计与实

现
作品设计 赵胜 软件设计师 78

82 ############ 陆贵祥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技术的六神线上五金销售平台之系统

模块设计和实现
作品设计 赵胜 软件设计师 80

83 ############ 陈帅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的小说网站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赵胜 软件设计师 72

84 ############ 颜志涛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游戏商城之前端功能模块设计与实

现
作品设计 方艳 软件设计师 62

85 ############ 黄道通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Web技术的乐乐销售管理平台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68

86 ############ 龙艳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技术的学生就业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83

87 ############ 刘洪武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豪大大购物商城之用户管理功能模

块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赵胜 软件设计师 72



88 ############ 刘鹏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技术的团员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73

89 ############ 史清华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技术的个人笔记网站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方艳 软件设计师 85

90 ############ 周建雄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Web的在线考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69

91 ############ 周志灵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技术的Zero宿舍管理系统设计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75

92 ############ 唐海滨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网上购物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方艳 软件设计师 72

93 ############ 孙国科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技术的爱阅图书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88

94 ############ 孙家峻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学校官网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方艳 软件设计师 72

95 ############ 张文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会员消费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68

96 ############ 张海华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技术的小熊班级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方艳 软件设计师 73

97 ############ 曹杰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技术的恋花鲜花商城平台之前台购物

模块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赵胜 软件设计师 76

98 ############ 李官文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Web技术的运动会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赵胜 软件设计师 85

99 ############ 李涛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技术的Home网上商城销售平台设计与

实现
作品设计 赵胜 软件设计师 80

100 ############ 李雪京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EF技术的YYDS小说网站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赵胜 软件设计师 79

101 ############ 杨时黄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的商品管理系统之后台管理功能模块设计

与实现
作品设计 方艳 软件设计师 82

102 ############ 杨昭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技术的比尔玩具前台模块的设计与实

现
作品设计 方艳 软件设计师 84



103 ############ 柳伟程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三层技术的豪大大购物商城之系统管理功

能模块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赵胜 软件设计师 76

104 ############ 段唐南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技术的六神线上五金销售管理系统之

前台用户模块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方艳 软件设计师 80

105 ############ 游涛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Web技术的千桃仓库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作品设计 方艳 软件设计师 80

106 ############ 游鸿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广告管理系统之后台管理功能模块

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79

107 ############ 王润东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技术的卡密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76

108 ############ 盛亚亚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技术的比尔玩具后台管理系统的设计

与实现
作品设计 方艳 软件设计师 86

109 ############ 石葛辉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技术的网上书城后台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方艳 软件设计师 78

110 ############ 罗佳俊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技术的恋花鲜花商城平台之前台购物

模块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赵胜 软件设计师 71

111 ############ 肖春辉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成空二手书城网站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方艳 软件设计师 68

112 ############ 肖玉华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的AHN图书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方艳 软件设计师 72

113 ############ 莫雅淋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覃莫海鲜销售平台之系统模块设计与

实现
作品设计 赵胜 软件设计师 77

114 ############ 蒋新伟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技术的教务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赵胜 软件设计师 78

115 ############ 蒋铭清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三层技术的Order后台订单管理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赵胜 软件设计师 77

116 ############ 邓豪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Web技术的美一加超市购物管理系统之后

台系统模块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赵胜 软件设计师 75

117 060202150942 蒋泽石 软件技术 基于JAVA Web技术的停车场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李维龙 副教授 75



118 201970103543 付满朝 软件技术 基于Springboot技术的宠物医院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龚祖兴 讲师 75

119 201970103434 袁浩 软件技术 基于Django技术的网上报名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龚祖兴 讲师 70

120 201970103440 黄明华 软件技术 基于SSM技术的网上书店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龚祖兴 讲师 75

121 201970103512 扶石峰 软件技术 基于JS+CSS技术的公司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龚祖兴 讲师 80

122 201970103523 沈祥祥 软件技术 基于Node.js的数独游戏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龚祖兴 讲师 70

123 201970103418 曾宝林 软件技术 基于JSP技术的手机销售网站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龚祖兴 讲师 75

124 201970103503 向东 软件技术 基于SSM技术的旅游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龚祖兴 讲师 75

125 201970103516 曾海涛 软件技术 基于Django技术的多人博客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龚祖兴 讲师 70

126 201970103422 李政 软件技术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的酒店管理的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龚祖兴 讲师 75

127 201970103410 周海波 软件技术 基于PS+CSS技术的购物网站页面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龚祖兴 讲师 66

128 201970103529 蒋炜星 软件技术 基于spring技术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龚祖兴 讲师 75

129 201970103401 丁星鹏 软件技术 基于php技术的音乐站点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龚祖兴 讲师 75

130 201970103412 姚远 软件技术 基于PS+JS的心理咨询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黄冬宜 软件设计师 70

131 201970103438 陈虎 软件技术 基于Java Web动态旅游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黄冬宜 软件设计师 82

132 201970103542 龙治汛 软件技术 基于Java Web技术的人事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黄冬宜 软件设计师 65



133 201970103409 周寨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的玩具销售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黄冬宜 软件设计师 64

134 201970103519 李自伟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的物资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黄冬宜 软件设计师 73

135 201970103517 朱海兵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旅游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黄冬宜 软件设计师 61

136 201970103530 袁江 软件技术
基于JAVA Web幼儿园网站设计与实现-后台管理实现模

块
作品设计 黄冬宜 软件设计师 71

137 201970103420 曾祥伟 软件技术 基于JS+PS技术的爱家网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黄冬宜 软件设计师 78

138 201970103424 欧阳智翔 软件技术 基于Java Web技术的外卖点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黄冬宜 软件设计师 63

139 201970103413 尹健 软件技术 基于PS+JS技术的花礼网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李维龙 副教授 76

140 201970103544 余辉煌 软件技术 基于JAVA Web家电售后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李维龙 副教授 77

141 201970103433 蔡金龙 软件技术 基于JAVA Web线上鲜花销售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李维龙 副教授 68

142 201970103428 游姜昊 软件技术 基于PS+JS技术的钱多网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李维龙 副教授 78

143 201970103414 张焱程 软件技术 基于JAVA Web的网上零食销售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李维龙 副教授 74

144 201970103405 包文洲 软件技术 基于JAVA Web网上商城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李维龙 副教授 72

145 201970103506 周应秋 软件技术 基于Java Web技术的网络文件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李维龙 副教授 68

146 201970103521 毛超海 软件技术 基于JAVA Web在线考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李维龙 副教授 77

147 201970103505 周军利 软件技术 基于JVAV Web技术的校园宿舍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李维龙 副教授 85



148 201970103536 鲁启全 软件技术 基于PS+JS技术的薇尔时尚烘焙网站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黄冬宜 软件设计师 72

149 201970103502 卓高文 软件技术 同学录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张雨濛 讲师 81

150 201970103534 陈润芝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鲜花销售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张雨濛 讲师 82

151 201970103526 胡一鸣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客户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82

152 201970103432 荣宇 软件技术 基于SAP.NET的小区物业管理系统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83

153 201970103511 彭小龙 软件技术 OA办公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80

154 201970103508 唐韬 软件技术 基于springboot设计的一宠物居网址之宠物商店系统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82

155 201970103513 易海宾 软件技术 基于JSP的网上订餐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83

156 201970103531 袁超 软件技术 基于WEB医院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84

157 201970103404 刘可 软件技术 车优网之车辆信息管理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设计作品 杨英 副教授 68

158 201970103417 易石金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 MVC+EF及三层架构模式大学生兼职系统 设计作品 杨英 副教授 75

159 201970103419 曾泉 软件技术 网上报名系统设计与实现 设计作品 杨英 副教授 82

160 201970103425 毛送文 软件技术 基于SpringBoot技术的网上书店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设计作品 杨英 副教授 76

161 201970103431 胥雷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的电影点播系统平台的设计和实现 设计作品 杨英 副教授 73

162 201970103501 刘海日 软件技术
湖南联鸿房地产公司人力资源招聘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设计作品 杨英 副教授 66



163 201970103504 吴慕华 软件技术 基于JavaWeb+MySQL开发的图书管理系统 设计作品 杨英 副教授 78

164 201970103406 叶泽平 软件技术 基于 HTML5 的宠物医院网站设计与实现 产品设计 王鹏程 副教授 65

165 201970103437 陈旭强 软件技术 基于HTML5的企业网站设计与实现 产品设计 王鹏程 副教授 81

166 201970103537 黄烁 软件技术 基于JAVA的简易网络聊天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产品设计 王鹏程 副教授 63

167 201970103539 黄齐新 软件技术 社区人员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产品设计 王鹏程 副教授 69

168 201970103415 彭虎 软件技术
基于HTML、CSS、JQ技术--家家养殖专业合作社项目网

站建设
产品设计 王鹏程 副教授 61

169 201970103407 向云龙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闲购网电商平台设计与实现设计与

实现
产品设计 王鹏程 副教授 61

170 201970103532 邓西西 软件技术 物品交易网的设计与实现-订单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杨英 副教授 63

171 201970103421 李亮 软件技术 亮亮车行项目设计与实现 产品设计 杨英 副教授 62

172 201970103522 江英杰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超市后台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产品设计 杨英 副教授 61

173 201970103402 任静 软件技术 基于html、css、js技术--昌言人力网页项目 产品设计 杨英 副教授 63

174 201970103510 张忍 软件技术 基于HTML、CSS、JS技术--正义律师所网页制作 产品设计 杨英 副教授 61

175 201970103403 冯和平 软件技术 基于Asp.Net技术的鞋多多平台之购物模块设计与实现 产品设计 杨英 副教授 61

176 201970103439 马亮 软件技术
基于HTML、CSS、JS框架技术--绿色生园特色农业网站

建设
产品设计 杨英 副教授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