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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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应用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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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0502345 陈丽巧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音乐网站（网页设计） 作品设计 涂频 教授 79

2 201900502342 陈鹏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购物网站（网页设计） 作品设计 涂频 教授 76

3 201900502341 何舟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旅游网站（网页设计） 作品设计 涂频 教授 79

4 201900502332 贺一凡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音乐网站（网页设计） 作品设计 涂频 教授 79

5 201900502303 罗茶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天猫购物网站（网页设计） 作品设计 涂频 教授 65

6 201900502338 彭志萍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十三村酱菜产品宣传手册（平面设计） 作品设计 涂频 教授 88

7 201900502307 钱娇捷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君山银针产品宣传册（平面设计） 作品设计 涂频 教授 79

8 201900502304 王成龙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君山银针产品宣传册（平面设计） 作品设计 涂频 教授 78

9 201900502364 王沛罡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海报（平面设计） 作品设计 涂频 教授 61

10 201900502356 王婷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音乐网站（网页设计） 作品设计 涂频 教授 89

11 201900502315 肖荣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网站（网页设计） 作品设计 涂频 教授 87

12 201900502346 阳彬彬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鲜花销售网站（网页设计） 作品设计 涂频 教授 61

13 201900502347 杨娇凤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地方美食网（网页设计） 作品设计 涂频 教授 78

14 201900502327 张皓温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君山银针宣传手册（平面设计） 作品设计 涂频 教授 61

15 201900502305 赵文静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君山银针宣传手册（平面设计） 作品设计 涂频 教授 79

16 201900502350  葛令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海贼王网站（网页设计） 作品设计 张雨濛 讲师 81

17 201900502323  杨国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国际生物多样性宣传海报（平面） 作品设计 张雨濛 讲师 80

18 201900502331 王朝仕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国际禁毒日海报（平面） 作品设计 张雨濛 讲师 86

19 201900503838  吴有鹏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世界环境日宣传海报设计（平面） 作品设计 张雨濛 讲师 85

20 201900502301 伍峥峥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君山银针产品宣传手册 （平面） 作品设计 张雨濛 讲师 89

21 201900502320 刘兴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世界环境日宣传海报设计（平面） 作品设计 张雨濛 讲师 78

22 201900502316 龙泽宁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国际禁毒日宣传海报（平面） 作品设计 张雨濛 讲师 89

23 201900502317 吴嘉琤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海报（平面） 作品设计 张雨濛 讲师 85

24 201900502325 田向冬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国际禁毒日宣传海报（平面） 作品设计 张雨濛 讲师 83

25 201900502314 赵玉玲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海报（平面） 作品设计 张雨濛 讲师 85

26 201900502308 全正午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世界环境日宣传海报制作（平面设计） 作品设计 张雨濛 讲师 84

27 201900502360 丁雨薇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天下第一村张谷英镇旅游宣传手册”（平面设计） 作品设计 费丹琼 讲师 81



28 201900502328 黄婷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十三村酱菜》产品宣传手册（平面设计） 作品设计 费丹琼 讲师 80

29 201900502333 何丽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君山银针产品宣传手册（平面设计） 作品设计 费丹琼 讲师 85

30 201900502351 曾佳丽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国际禁毒日宣传海报制作（平面设计） 作品设计 费丹琼 讲师 90

31 201900502361 王璐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君山银针产品宣传手册（平面设计） 作品设计 费丹琼 讲师 88

32 201900502357 李垚鸿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柠兔奶茶产品vi手册（平面） 作品设计 费丹琼 讲师 95

33 201900502318  熊金金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国际禁毒日宣传海报（平面）  作品设计 费丹琼 讲师 75

34 201900502363  徐源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栖行视频网站VI手册（平面） 作品设计 费丹琼 讲师 86

35 201900502322 姚卓钦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君山银针产品宣传手册 （平面） 作品设计 费丹琼 讲师 70

36 201900502329 张柳玉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世界禁毒日宣传海报（平面）    作品设计 费丹琼 讲师 88

37 201900502337 朱佳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世界环境日宣传海报（平面） 作品设计 费丹琼 讲师 78

38 201900502362 刘灿伟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天下第一村”张谷英镇旅游宣传手册（平面） 作品设计 费丹琼 讲师 85

39 201900502330 曹艳丽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海报（平面） 作品设计 费丹琼 讲师 88

40 201900502348 周佳琪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国际禁毒日海报(平面） 作品设计 费丹琼 讲师 86

41 201900502349  徐奇洲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生物多样性日（平面） 作品设计 费丹琼 讲师 78

42 201900502321 周福文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城市风貌》 作品设计 郑卉 助教 85

43 201900502335 曾梓皓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城市风貌》 作品设计 郑卉 助教 78

44 201900502336 单曾刘军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毕业季》 作品设计 郑卉 助教 80

45 201900502344 王定琼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成长的岁月》 作品设计 郑卉 助教 75

46 201900502359 宋纯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环保》公益广告宣传片 作品设计 廖雅萱 讲师 75

47 201900502326 向小龙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人间烟火》短视频创作 作品设计 廖雅萱 讲师 80

48 201900502343 祝锦明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故乡》短视频创作 作品设计 廖雅萱 讲师 70

49 201900502339 曹吉桉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印象民院》宣传片 作品设计 张明 讲师 70

50 201900502302 陈杰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中国味道》短视频创作 作品设计 张明 讲师 72

51 201900502358 陈琪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人在岳阳》短视频创作 作品设计 张明 讲师 78

52 201900502354 陈长春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心录旅程——我的个人博客 作品设计 张明 讲师 75

53 201900502306 黄杜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烟火巴陵》短视频创作 作品设计 张明 讲师 72

54 201900502312 蒋佳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阿尔达影视特效工作室宣传册 作品设计 张明 讲师 85

55 201900502355 蒋娜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环保宣传片 作品设计 张明 讲师 78

56 201900502310 李灵敏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世界环境日宣传海报 作品设计 张明 讲师 75

57 201900502353 罗劲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建党100周年》网页设计 作品设计 张明 讲师 75

58 201900502340 罗密琼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人在岳阳》短视频创作 作品设计 张明 讲师 70

59 201900502306 彭忠旺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中国抗疫人物故事 作品设计 张明 讲师 80

60 201900502324 瞿星月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天下第一村”张谷英镇旅游宣传手册 作品设计 张明 讲师 80



61 201900502334 石飞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人在岳阳》短视频创作 作品设计 张明 讲师 70

62 201900502313 唐俊辉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故乡》短视频创作 作品设计 张明 讲师 72

63 201900502311 肖紫倩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毕业季》微电影 作品设计 张明 讲师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