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设计成绩汇总表

单位：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院系：通信工程学院 专业/年届：  通信技术(军）   2022届

序号 学号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选题 设计类别

指导老师

成绩

姓名 职称

1 201970103601 万卓 FTTx宽带接入网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赵训红 工程师 76

2 201970103602 严槿 办公大楼无线网络规划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73

3 201970103603 付思晴基于Cisco设备的校园网设计和安全实现设计方案 谭璇 助教 71

4 201970103604 任平 智慧校园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毛金林 助教 81

5 201970103606 冯凯枫湖南长沙某高校无线网络规划设计方案设计方案 方陵 助教 81

6 201970103608 刘登科 临湘一中局域网组网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74

7 201970103609 向冰
2018年岳阳分公司岳阳县荣家湾镇
跃进村等地FTTH延伸补盲线路建设

工程预算编制

设计方案 赵训红 工程师 71

8 201970103610 周安 区域无线网络规划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方陵 助教 71

9 201970103611 周怀菊 校园楼宇安防系统设计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75

10 201970103613 张帆 朝阳小区网络覆盖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方陵 助教 74

11 201970103614 张绍坤 LTE小区干扰排查解决方案 设计方案 谭璇 助教 73

12 201970103616 成明 逻辑笔的设计 设计方案 吴振江 工程师 68

13 201970103617 易小超 交通信号灯设计与实现 设计方案 吴振江 工程师 73

14 201970103618 易良 洞氮小区新建基站工程建设方案 设计方案 贺芝 助教 71

15 201970103619 曾亮 校园的楼宇安防系统方案设计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67

16 201970103621 李思恒 公司企业网络规划与建设 设计方案 谭璇 助教 79

17 201970103622 李正鹏 LTE室内分布系统覆盖设计 设计方案 方陵 助教 74

18 201970103625 汤星红 智慧城市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谭璇 助教 76

19 201970103626 汪旺 LTE小区干扰排查解决方案 设计方案 谭璇 助教 71

20 201970103627 潘昆 医院WLAN规划设计 设计方案 谭璇 助教 71

21 201970103629 甘述冰 智慧城市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谭璇 助教 78

22 201970103630 白新良 中小型企业网络的设计与实现 设计方案 卢进明 工程师 68

23 201970103633 罗燕 阳光国际公寓光缆工程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赵训红 工程师 71

24 201970103634 罗龙 智能投票器 设计方案 毛金林 助教 75

25 201970103635 董毅 智能家居WIFI控制设计 设计方案 吴振江 工程师 73



26 201970103636 蔡跃龙 岳阳市第六中学校园网规划与设计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71

27 201970103637 谢建慧 通信管道建设工程预算编制 设计方案 肖祥 工程师 74

28 201970103639 钟育林 智能投票器 设计方案 毛金林 助教 72

29 201970103640 陈滔 LTE室内分布系统覆盖设计 设计方案 方陵 助教 71

30 201970103641 黄永乐 学院wlan规划设计 设计方案 谭璇 助教 71

31 201970103701 李人毫 区域无线网络规划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68

32 201970103702 李冲 智能家居WIFI控制设计 设计方案 吴振江 工程师 71

33 201970103703 张杰 基于Cisco设备的校园网设计和安全实现设计方案 谭璇 助教 71

34 201970103704 彭真岳阳市第一中学区域无线网络规划设计方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78

35 201970103705 方刘 常德市某小区VPN网络解决方案设计 设计方案 贺芝 助教 75

36 201970103706 易磊 XX区域无线网络规划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方陵 助教 80

37 201970103707 李东泽焱 FTTx宽带接入网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赵训红 工程师 78

38 201970103708 甘鹏飞
长沙江岸景苑小区GPON宽带接入解

决方案及设计
设计方案 贺芝 助教 74

39 201970103709 李明 汨罗市中医院无线网络规划与设计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76

40 201970103710 万聪聪 岳阳市南湖LED显示屏工程设计及预算设计方案 肖祥 工程师 76

41 201970103711 万骏 架空光缆线路投资计划书 设计方案 肖祥 工程师 76

42 201970103712 付明 智能风扇系统设计 设计方案 吴振江 工程师 78

43 201970103713 任睿 才益精细公司内部网络规划与建设 设计方案 谭璇 助教 75

44 201970103714 任路平 固网宽带接入技术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卢进明 工程师 78

45 201970103715 何奖 区域WLAN规划设计 设计方案 谭璇 助教 78

46 201970103716 余萌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LED显示 设计方案 毛金林 助教 73

47 201970103718 冯磊 小区光缆工程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赵训红 工程师 78

48 201970103719 李荣
岳阳鸿发灯饰有限公司内部局域网

络的设计
设计方案 卢进明 工程师 74

49 201970103720 杜志
汩罗市第二中学校园网络规划与设

计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71

50 201970103721 毛双全 校园的楼宇安防系统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76

51 201970103722 汤煊
基于Cisco设备的校园网设计和安

全实现
设计方案 谭璇 助教 76

52 201970103723 沈杉 LTE室内分布系统覆盖设计 设计方案 方陵 助教 78

53 201970103725 王岳兵 小区网络覆盖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方陵 助教 71

54 201970103727 刘斌 通信工程投资计划书 设计方案 肖祥 工程师 78



55 201970103728 卢龙军 工程设计及预算编制 设计方案 肖祥 工程师 76

56 201970103730 周海 岳阳市同济医院内部网络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卢进明 工程师 75

57 201970103732 石德富 单片机设计交通信号灯设计与实现 设计方案 吴振江 工程师 76

58 201970103734 胡锐
岳阳市/县应急通信管道工程设计

方案
设计方案 贺芝 助教 85

59 201970103735 蔡元富 LTE无线网络覆盖优化方案 设计方案 卢进明 工程师 71

60 201970103737 贺洋洋 西南交通大学校园网络方案设计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76

61 201970103738 郭军 园区无线网络保障方案设计 设计方案 卢进明 工程师 65

62 201970103740 陈熠 全球眼方案设计 设计方案 谭璇 助教 60

63 201970103741 黄葵 智慧校园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毛金林 助教 81

64 201970103802 皮绍文 架空送电线路建设工程预算编制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73

65 201970103803 罗平 岳阳第十四中校园园区周界设计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71

66 201970103804 胥广毅 智慧校园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毛金林 助教 75

67 201970103805 蒋岳平 智能家居WIFI控制设计 设计方案 吴振江 工程师 75

68 201970103808 邹运发 交通信号灯设计与实现 设计方案 吴振江 工程师 72

69 201970103809 陈振宇 无线防空预警毕业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毛金林 助教 71

70 201970103810 陈纲 岳阳市 无线接入网优化方案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71

71 201970103811 付冠委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LED显示 设计方案 毛金林 助教 71

72 201970103812 任岳龙 公司企业网络规划与建设 设计方案 谭璇 助教 80

73 201970103813 余梦杰 医院无线网络规划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80

74 201970103815 刘坚坚 FTTx宽带接入网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赵训红 工程师 74

75 201970103817 刘波 LTE小区干扰排查解决方案 设计方案 谭璇 助教 81

76 201970103818 刘盛良
湖南惠景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弱电

监控系统设计及预算编制
设计方案 肖祥 工程师 71

77 201970103819 吴剩粮 岳阳市LTE网络优化方案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81

78 201970103820 吴鑫祥 达州市LTE无线网络覆盖优化方案 设计方案 卢进明 工程师 80

79 201970103821 唐仁欢 交通信号灯的设计与实现 设计方案 吴振江 工程师 73

80 201970103822 孙中威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LED显示 设计方案 毛金林 助教 71

81 201970103823 张敏 小区网络覆盖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方陵 助教 76

82 201970103825 彭雄伟 岳阳市金色家园LTE无线网络优化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75

83 201970103827 方双全 智能风扇系统设计 设计方案 吴振江 工程师 71



84 201970103828 方赛 华天公司无线网络覆盖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74

85 201970103829 曹鸿斌 小区光缆工程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赵训红 工程师 71

86 201970103830 朱休龙 通信管道建设工程预算编制 设计方案 肖祥 工程师 71

87 201970103831 李人杰 固网宽带接入业务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卢进明 工程师 72

88 201970103832 李伟 智能家居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谭璇 助教 73

89 201970103833 李嘉诚 智慧城市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谭璇 助教 76

90 201970103834 李洞林 区域网络无线规划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丰爱辉 讲师 71

91 201970103835 李牧 逻辑笔的设计 设计方案 吴振江 工程师 78

92 201970103836 李超 管道建设工程预算编制 设计方案 肖祥 工程师 71

93 201970103837 杜伟民 LTE无线网络覆盖优化方案 设计方案 卢进明 工程师 72

94 201970103838 梁仕
锦绣龙城小区FTTX+LAN宽带接入网

的解决方案与设计
设计方案 贺芝 助教 75

95 201970103839 毛奇军 数据中心机房建设方案 设计方案 贺芝 助教 71

96 201970103840 汤灿 CDMA2000基站建设工程投资计划书 设计方案 肖祥 工程师 81

97 201970103841 汤立东 智能投票器 设计方案 毛金林 助教 79

98 201970103842 林长俊 无线防空预警系统 设计方案 毛金林 助教 75

部门负责人签名： 日期：2021  年  0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