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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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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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0502604 张海鹏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高校党建网的设计与实现—

前后端管理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戴红红 软件设计师 70

2 201900502606 周洋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宿舍公共财产管理系统—前

台以及宿舍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戴红红 软件设计师 90

3 201900502607 王二龙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校园二手物品交易平台设计与

实现—后台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戴红红 软件设计师 72

4 201900502608 杨红玲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宿舍公共财产管理系统—后

台以及财产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戴红红 软件设计师 85

5 201900502609 陈思思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住院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后台数据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戴红红 软件设计师 91

6 201900502611 廖楚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php.B/S架构 Sakura博客设计与实现—文章模

块与链接书签模块
产品设计 戴红红 软件设计师 73

7 201900502612 刘诗贵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beibei爱生活校园网设计与

实现—前台表白墙模块
产品设计 戴红红 软件设计师 75

8 201900502613 廖挚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高校学生社团管理系统与实

现—后台模块
产品设计 戴红红 软件设计师 92

9 201900502614 肖博宇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Gamego游戏网站设计与实现

—前后端数据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戴红红 软件设计师 88

10 201900502615 邓超群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SSM框架的B/S架构水果商城设计与实现—

前端页面与后台管理系统
产品设计 戴红红 软件设计师 80

11 201900502616 卢志斌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通用权限管理系统与实现—

后台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邓孝静 软件设计师 82

12 201900502617 刘文香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高校学生社团管理系统与实

现—前台用户模块 
产品设计 邓孝静 软件设计师 87



13 201900502618 杨延升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SSM框架的鸡场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后台管理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邓孝静 软件设计师 80

14 201900502620 彭涛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chat聊天室的设计与实现—

前端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邓孝静 软件设计师 77

15 201900502621 刘嘉豪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MYGame商城网站的设计与实

现—前台商城页面模块
产品设计 邓孝静 软件设计师 88

16 201900502622 曹华仁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MYGame商城网站的设计与实

现—后台管理页面模块
产品设计 邓孝静 软件设计师 70

17 201900502623 刘磊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小区停车位管理的设计与实

现-登录以及个人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邓孝静 软件设计师 79

18 201900502624 宋睿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php.B/S架构 Sakura博客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登录注册以及个人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邓孝静 软件设计师 73

19 201900502625 胡晓灵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水果商城的设计与实现—前

台商品及购物车模块
产品设计 邓孝静 软件设计师 72

20 201900502626 田峻铨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chat聊天室的设计与实现—

后端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邓孝静 软件设计师 70

21 201900502628 唐梅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php.B/S架构 Sakura博客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登录注册以及个人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邓孝静 软件设计师 89

22 201900502629 邝帅祥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水果商城的设计与实现—后

台管理及修改个人信息模块
产品设计 邓孝静 软件设计师 79

23 201900502630 杨婷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住院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前台数据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邓孝静 软件设计师 88

24 201900502631 祝宇豪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SSM框架的B/S架构水果商城设计与实现—

后台管理页面模块
产品设计 余莉 软件设计师 75

25 201900502633 任斌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BeiBei爱生活校园网设计与

实现—前台学习交流模块
产品设计 余莉 软件设计师 85

26 201900502701 吴正本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海星商城的设计与实现—后

台系统管理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余莉 软件设计师 76

27 201900502702 陈韦光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旺仔小球零食商城的设计与

实现-数据管理以及个人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余莉 软件设计师 70



28 201900502703 黄新涛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ssm智能健身房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后台系统管理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余莉 软件设计师 70

29 201900502704 胡佳成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演唱会订票管理系统设计与

实现—后台管理员模块
产品设计 余莉 软件设计师 80

30 201900502705 潘勇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网上花店购花管理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用户及购物车模块
产品设计 余莉 软件设计师 85

31 201900502706 阳玲涛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生鲜超市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前台管理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余莉 软件设计师 89

32 201900502707 李敏洁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安翼租车管理系统设计与实

现—后台管理员模块
产品设计 余莉 软件设计师 85

33 201900502708 康玲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视频课程在线学习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后台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余莉 软件设计师 80

34 201900502709 鄢隆鸿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驾校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网站首页、系统用户管理及系统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余莉 软件设计师 84

35 201900502710 易鹏飞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小区智慧垃圾处理系统设计
与实现—业主管理模块及垃圾处理中心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余莉 软件设计师 83

36 201900502711 刘正奇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网上花店购花管理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用户及订单模块
产品设计 余莉 软件设计师 85

37 201900502712 徐红伟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驾校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后台管理员模块
产品设计 余莉 软件设计师 86

38 201900502714 田远浩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精品课程教学网站设计与实

现-后台管理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杨拓 软件设计师 79

39 201900502716 颜文杰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酒店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后台系统管理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杨拓 软件设计师 70

40 201900502717 陈彦峰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选课成绩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杨拓 软件设计师 85

41 201900502718 向峻玮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校园二手物品交易平台设计与

实现
产品设计 杨拓 软件设计师 76

42 201900502719 刘代洋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高校党建网的设计与实现—

前后端管理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杨拓 软件设计师 74



43 201900502720 陈游华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TeaShop商城的设计与实现-

后台管理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杨拓 软件设计师 70

44 201900502721 邹曙光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花店购买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后台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杨拓 软件设计师 80

45 201900502722 屈都督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校园失物招领管理平台的设

计与实现-后台管理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杨拓 软件设计师 72

46 201900502723 李昆龙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书籍管理系统的功能和实现

—前后台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杨拓 软件设计师 82

47 201900502724 曾兴文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旺仔小球零食商城的设计与

实现-前台页面以及后台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杨拓 软件设计师 83

48 201900502725 邱治明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选课成绩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杨拓 软件设计师 84

49 201900502726 周向荣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海星商城的设计与实现—前

台登陆注册与管理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杨拓 软件设计师 72

50 201900502727 欧敏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安翼租车管理系统设计与实

现—后台管理员模块
产品设计 杨拓 软件设计师 88

51 201900502728 向念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视频课程在线学习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学生管理及老师管理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吴三 软件设计师 80

52 201900502729 陈周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美妆购物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美妆购物平台首页以及美妆后台管理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吴三 软件设计师 73

53 201900502730 曾维军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層架構旺仔小球零食商城的設計與

實現-登錄註冊以及前台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吴三 软件设计师 71

54 201900502731 彭廷辉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房屋租赁管理系统设计与实

现—房东模块与用户模块
产品设计 吴三 软件设计师 90

55 201900502732 王海涛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驾校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后台教练与学员模块
产品设计 吴三 软件设计师 90

56 201900502733 娄靓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演唱会订票管理系统设计与

实现—前端订票模块
产品设计 吴三 软件设计师 83

57 201900502734 张婷婷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生鲜超市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后台管理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吴三 软件设计师 84



58 201900502735 向烨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小区智慧垃圾处理系统设计

与实现—物业管理模块
产品设计 吴三 软件设计师 80

59 201900502736 张卓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员工工资管理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后台管理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吴三 软件设计师 71

60 201900502737 钟湘黔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TeaShop商城的设计与实现-

前台管理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吴三 软件设计师 80

61 201900502739 费余华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 精品课程教学网站-前台管

理功能模块
产品设计 吴三 软件设计师 82

62 201900502801 田学华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技术框架的乐猫超市系统之基础功能管理模

块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姚琴 软件设计师 70

63 201900502802 欧阳小芬 移动应用开发 枫蓝在线考试系统之试卷管理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姚琴 软件设计师 92

64 201900502803 范钦佳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框架技术的湖南民院校园超市管理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骆训星 软件设计师 94

65 201900502804 赵欣瑶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框架的毕业设计管理系统—管理员登录和老

师登录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吴三 软件设计师 88

66 201900502805 金俊增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框架的酒店管理系统-前台用户模块的设计

与实现
作品设计 骆训星 软件设计师 68

67 201900502806 陈全毅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框架的酒店管理系统-管理员模块的设计与

实现
作品设计 姚琴 软件设计师 66

68 201900502807 陈扬帆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框架的扬帆自习室综合管理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
作品设计 骆训星 软件设计师 62

69 201900502808 陈有亮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 Javaweb 技术的亮亮电影院购票系统之前端管

理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骆训星 软件设计师 78

70 201900502809 雷文剑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web亮亮购票系统设计与实现—后台管理功

能模块
作品设计 骆训星 软件设计师 64

71 201900502810 黄生波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框架技术的创新实验室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作品设计 骆训星 软件设计师 90

72 201900502811 黄聪颖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的BBS论坛管理系统设计与实

现
作品设计 骆训星 软件设计师 76



73 201900502812 龙庚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框架的星星图书商城-前台功能模块的设计

与实现
作品设计 姚琴 软件设计师 74

74 201900502813 唐荣斌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框架的兼职论坛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姚琴 软件设计师 68

75 201900502814 左天磊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的宿舍通网站管理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吴三 软件设计师 76

76 201900502815 廖宇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框架的酒店管理系统-房间管理模块的设计

与实现
作品设计 骆训星 软件设计师 64

77 201900502816 廖振宇 移动应用开发 民院租房系统-房源信息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骆训星 软件设计师 69

78 201900502817 彭学栋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框架的设备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姚琴 软件设计师 80

79 201900502818 文宣中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架构的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姚琴 软件设计师 84

80 201900502819 曾智伟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MVC框架的校园宿舍管理系统之系统管理员模块

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骆训星 软件设计师 70

81 201900502820 李计生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技术框架的民院租赁系统之房东模块的设计

与实现
作品设计 骆训星 软件设计师 72

82 201900502821 李颖游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 MVC 框架的校园宿舍管理系统之楼 宇管理员

和学生管理功能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骆训星 软件设计师 73

83 201900502822 杨攀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MVC技术框架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
作品设计 姚琴 软件设计师 84

84 201900502823 杨杰明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技术框架的西瓜人事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姚琴 软件设计师 83

85 201900502824 杨芬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框架技术的毕业设计管理系统-老师管理模

块和学生管理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姚琴 软件设计师 88

86 201900502825 于伦虎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的离校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作品设计 吴三 软件设计师 83

87 201900502826 何思宇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框架的新闻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骆训星 软件设计师 87



88 201900502827 刘圣旺 移动应用开发
民院租房系统-房东账户模块与租客模块的设计与实

现
作品设计 姚琴 软件设计师 78

89 201900502828 刘妍枫 移动应用开发 枫蓝在线考试系统之班级管理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姚琴 软件设计师 80

90 201900502829 刘星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框架的星星图书商城系统之后台管理模块的

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姚琴 软件设计师 86

91 201900502830 刘毅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 SSM 框架的教务管理系统-学生模块与教师管

理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姚琴 软件设计师 82

92 201900502831 向彤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框架下的教务系统-管理员模块的设计与实

现
作品设计 姚琴 软件设计师 88

93 201900502832 李杰辉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 SSM 框架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骆训星 软件设计师 74

94 201900502833 胡永辉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SM框架技术的乐猫超市管理系统之基础信息管

理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骆训星 软件设计师 84

95 201970103315 蒋鸿发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sp技术的公路客运中心票务管理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
作品设计 龚祖兴 讲师 75

96 201970103311 涂灿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SP技术的车辆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龚祖兴 讲师 75

97 201970103330 曾俊杰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Spring技术的网上投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龚祖兴 讲师 85

98 201970103302 赵哲夫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可视化合同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龚祖兴 讲师 75

99 201970103307 杨礼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B/S三层架构的物联网智能管理平台的设

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龚祖兴 讲师 85

100 201970103304 陈诺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 Web技术的药品订购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黄冬宜 软件设计师 76

101 201970103328 徐奇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 Web的网络选课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黄冬宜 软件设计师 60

102 201970103333 李强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PS+JS技术的奥运专题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黄冬宜 软件设计师 62



103 201970103317 刘备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 Web技术的图书馆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李维龙 副教授 65

104 201970103309 江代松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ASP.NET的超市库存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李维龙 副教授 75

105 201970103323 孙明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 Web智慧旅游信息服务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李维龙 副教授 75

106 201970103334 李苗苗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 Web技术的疫情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作品设计 李维龙 副教授 86

107 201970103306 鲁子达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Web技术的家庭财务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李维龙 副教授 85

108 201970103318 吴天平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 Web技术的福利彩票投注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作品设计 李维龙 副教授 83

109 201970103316 冯岚 移动应用开发 《计算机网络》实验交互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张雨濛 讲师 82

110 201970103321 周茂成 移动应用开发 生态环境保护与交流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张雨濛 讲师 83

111 201970103303 邓功才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SP的网络交友社区的设计与开发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81

112 201970103314 管毕升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技术的影碟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作品设计 毕明 软件设计师 89

113 201970103308 樊嘉 移动应用开发 旅游业数字化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产品设计 王鹏程 副教授 60

114 201970103310 海磊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Java的酒店客房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产品设计 王鹏程 副教授 68

115 201970103325 张志伟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HTML+CSS+JS技术的企业网站设计与实现 产品设计 王鹏程 副教授 61

116 201970103329 徐灿明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 HTML、CSS、JS 技术--药房网页设计 产品设计 王鹏程 副教授 65

117 201970103319 周灿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 html＋CSS＋JS 技术的婚纱网站设计与实现 产品设计 王鹏程 副教授 62



118 201970103312 潘康林 移动应用开发 苹果官网的设计与实现 产品设计 张雨濛 讲师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