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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程学院 2022 届毕业生

毕业设计工作实施与监控证明材料

一、毕业设计流程安排及图片证明

(一) 毕业设计选题

2021 年 10月份，各专业完成 2022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各专业指导老师安排，

由教务办牵头，召集各专业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进行出题和审核工作。10月30日之

前学生完成选题任务：

表1：通信技术专业毕业设计选题一缆表

序

号
毕业设计名称

设计

类别

指导教

师
学生姓名

1
xx 小区有线宽带接入工程

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赵训红 向菁 陈梓达 熊陈

2 xx 小区 FTTH 光缆接入工程 方案设计 赵训红 陈晓玲 蒋超 刘健

3
xx 小区 GPON 光纤接入工程

方案
方案设计 赵训红 邹圆满 李俊谐 李圣辉

4 xx 局域网规划设计 方案设计 赵训红 欧湘龙 段辉 钟文清

5 xx 新建铁塔项目工程设计 方案设计 赵训红 曾文淇 李智归 张欣

6
xx 楼室内分布工程可行性

研究
方案设计 肖祥 胡朝辉 黄震 詹家隆

7 xxSDH 传输网规划设计 方案设计 肖祥 武娇懿 罗夏爽 扬智斌

8 xx 新建光缆工程设计 方案设计 肖祥 李明 李阔 刘莎莎

9 xxWLAN 规划设计 方案设计 肖祥 喻美丽 彭鑫 蒋旭

10 xx 校园网设计与建设 方案设计 肖祥 蒋王新 刘洋 周明珠

11
xx 区无线网络覆盖项目设

计方案
方案设计 方陵 肖文武 肖湘 余秀平

12 xx 地区 5G 无线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方陵 黄丽霞 唐牡丹 蒋薇

13
网络电视 IPTV 在校园网中

的应用
方案设计 方陵 李创 邓梦杰

14
xx 小区 EPON 光接入工程方

案
方案设计 方陵 蒋旺 秦伟 卢嫦

15
xxNB-IOT 网络无线优化设

计
方案设计 方陵 刘翔 杨玉群 陈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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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基于 Android 平台景点推

荐 APP 的设计
方案设计 李廖萍 周文强 吴星宇 熊湘平

17
基于 Java 的家庭财务管理

系统的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李廖萍 周震 李典 宋定柄

18
基于 Android 平台智能交

通 APP 的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李廖萍 谢燕芳 王耀元 刘旭

19
道路运输公司智能信息化

监管网络系统设计
方案设计 李廖萍 陈康 樊杰 田家维

20
基于 AT89S51 单片机的数

字电子时钟
产品设计 吴振江 任璇 彭子婷 候锦华

21
基于单片机的全自动洗衣

机
产品设计 吴振江 黄棋 谢炼 刘庆

22
基于 51 单片机的 LED 点阵

显示屏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产品设计 吴振江 田晓翠 蒲浩 何超

23
基于单片机的八路抢答器

设计
产品设计 吴振江 李仲夏 邹志国 左安琪

24
单片机智能火灾报警器设

计
产品设计 吴振江 兰钦 周慧佳 郑学幸

25
基于 MCS-51 通用开发平台

设计
产品设计 吴振江 舒国富 郭志鹏 黄益民

26
基于单片机的波形发生器

设计
产品设计 吴振江 李香赛 满玉霞 周玉怀

27
基于 cisco 设备的校园网

设计和安全实现
方案设计 谭璇 胡玉滢 王江广 黄慧敏

28 公司企业网络规划与建设 方案设计 谭璇 阳志雄 舒艳梅 扶云鹏

29
基于 cisco 设备构建综合

企业网
方案设计 谭璇 江俊 田叶 李玉林

30
xx 地区 4G 网络解决方案及

设计
方案设计 谭璇 徐英豪 扬士凯 周纯欢

31
xx 小区 xx 网络解决方案及

设计
方案设计 谭璇 全志豪 曾嘉豪 方稳

32 xx 小区光缆工程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谭璇 粟茶花 宋志强 李艳

33
xx 小区 WCDMA 无线网络优

化方案
方案设计 谭璇 扬凯 周义民 侯竹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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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物联网工程技术专业毕业设计选题一缆表

序

号
毕业设计名称

设计类

别

指导

教师
学生姓名

1 无线防空预警系统设计 产品设计 谢卓文 张肇政 李显阳

2 物联网流水灯系统设计 产品设计 谢卓文 彭芷靖 包良俊 任宵

3 物联网门禁系统设计 产品设计 谢卓文 周芊 陈慧琪 谭德凤

4 物联网智能风扇系统设计 产品设计 谢卓文 李茜 刘曼宇 豆龙新

6
物联网智能交通灯控制系

统
产品设计 谢卓文 卢琳 熊洁 沙晓燕

7 物联网智能闹钟系统设计 产品设计 周震 王鑫 黄笑 柳秀文

8
远程火灾烟雾报警系统设

计
产品设计 周震 肖晏鑫 赵垒 蒋梦琪

9
远程空气温湿度采集系统

设计
产品设计 周震 何涛林 舒彦瑞 谢静

10
远程楼道灯光控制系统设

计
产品设计 周震 尹剑 李宇龙 吴晓宾

11
远程液晶广告显示系统设

计
产品设计 周震 唐鹏 舒昆华

12 远程音乐播放系统设计 产品设计 毛金林 刘嘉腾 姚依依 王舜禹

13
远程智慧路灯控制系统设

计
产品设计 毛金林 唐阿彪 朱旦 谭文华

17
物联网的智能超市物流信

息系统的设计
产品设计 毛金林 孙澳

20 酒精检测控制系统设计 产品设计 毛金林 陈依玲 黄月 陈忠顺

21
一氧化碳中毒防护装置设

计
产品设计 毛金林 张善俊 胡凯 杨士缔

22 城市智能公交系统设计 产品设计 毛金林 李梓建

23 物联网智能教室设计 产品设计 吴振江 刘义敏 邹啸君

24
物联网环境下的老年人健

康管理系统
产品设计 吴振江 彭文涛

26
智能家居中央控制管理系

统设计
产品设计 吴振江 盘善松

27 智能家居安防系统设计 产品设计 吴振江 陆柏良 顾昊

28
智能家居照明控制系统设

计
产品设计 吴振江 彭陶 邹盼 陈永周

29 智能家居远程视频监控系 产品设计 吴振江 赵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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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设计

30
智能家居门禁管理系统设

计
产品设计 吴振江 李逸群 夏山富

32 智能家居门窗控制设计 产品设计 吴振江 邹军 黄志佳

34
智能家居远程控制系统设

计
产品设计 卢进明

陈振

勋
贺蒙

35
物联网的多点温度监测系

统
产品设计 卢进明 曾佳佳 李桂山 王心

36 智能校园的学生考勤系统 产品设计 卢进明
龙俊

杰
方诗琴 赵敖

37 智能校园门禁管理系统 产品设计 卢进明 谢莞彬 韩豪 许威

38 智能校园巡更管理系统 产品设计 卢进明 罗煜 刘润 彭子策

39
智能校园图书管图书管理

系统
产品设计 丰爱辉 金豪 朱湘琛

40 智能衣柜设计 产品设计 丰爱辉 罗佳豪

41 物联网的智能照明系统 产品设计 丰爱辉 严锡蔚 盘杰 李杰

42
基于单片机的温湿度监测

报警系统
产品设计 丰爱辉 梁溪雨 符征

43 远程温度控制开关系统 产品设计 丰爱辉 唐婕 吴小婉 陆小钉

44 智能充电器设计 产品设计 丰爱辉 黄贵长 周雨 刘一

45
物联网的车辆定位与防盗

系统
产品设计 丰爱辉 张厚荣

表3：通信技术专业毕业设计选题一缆表（退伍军人）

序

号
毕业设计名称

设计

类别

指导

教师
学生姓名

1 智能投票器 产品设计 毛金林 罗龙 钟育林 汤立东

2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 LED 显示 产品设计 毛金林 余萌 付冠委 孙中威

3 智能风扇系统设计 产品设计 吴振江 付明 方双全

4 逻辑笔的设计 产品设计 吴振江 成明 李牧

5 智能家居 wifi 控制设计 产品设计 吴振江 董毅 李冲 蒋岳平

6 交通信号灯设计与实现 产品设计 吴振江 唐仁欢 易小超 邹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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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通信号灯设计与实现 产品设计 吴振江 石德富

8 智慧校园设计方案 产品设计 毛金林 黄葵 任平 胥广毅

9 智慧城市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谭璇 汤星红

10 无线防空预警系统设计 方案设计 毛金林 陈振宇 林长俊

11 校园的楼宇安防系统设计 方案设计 丰爱辉 曾亮 周怀菊 毛双全

12 XX 校园园区周界安全管理系统设计 方案设计 丰爱辉 罗平 蔡跃龙

13 LTE 小区干扰排查解决方案 方案设计 谭璇 刘波 汪旺 张邵坤

14 XX 市 LTE 网络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丰爱辉 吴剩粮 刘登科 彭雄伟

15 xx 小区网络覆盖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方陵 王岳兵 张敏 张帆

16 LTE 室内分布系统覆盖设计 方案设计 方陵 沈杉 李正鹏 陈滔

17 LTE 无线网络覆盖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卢进明 蔡元富 杜伟民 吴鑫祥

18 XX 公司无线网络保障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卢进明 李荣 白新良 郭军

19 XX 区域无线网络规划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丰爱辉 李人豪 余梦杰 李洞林

20 XX 市无线接入网优化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丰爱辉 陈钢 李明 杜志

21 XX 区域无线网络规划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方陵 易 磊 周安 冯凯枫

22 FTTx 宽带接入网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赵训红
李东泽

炎
万卓 刘坚坚

23 固网宽带接入业务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卢进明 周海 李人杰 任路平

24 xx 小区光缆工程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赵训红 罗燕 曹鸿斌 冯磊

25
基于 cisco 设备的校园网设计和安

全实现
方案设计 谭璇 汤煊 张杰 付思晴

26 公司企业网络规划与建设 方案设计 谭璇 任睿 李思恒 任岳龙

27 xx 小区 xx 网络解决方案及设计 方案设计 贺芝 方刘 甘鹏飞 梁仕

28 xx 通信工程投资计划书 方案设计 肖祥 万俊 刘斌 汤灿

29 xx 管道建设工程预算编制 方案设计 肖祥 谢建慧 李超 朱休龙

30 xx 工程设计及预算编制 方案设计 肖祥 刘盛良 卢龙军 万聪聪

31 xx 工程建设方案 方案设计 贺芝 胡锐 毛奇军 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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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xx 线路建设工程预算编制 方案设计 赵训红 向冰 皮绍文

(二) 毕业设计初稿过程

2020年10月学生进行选题后，指导老师和学生建立毕业设计指导群，毕业设

计任务书下达，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完成毕业设计初步稿件。指导老师对学生初稿进行

批改并和学生进行交流。

图1：老师对学生初稿进行批注

图2：老师对学生初稿进行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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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 10月 20 日，督促学生在离校前完成毕业设计定稿。

4、2020 年10月15 日，要求学生离校前提交毕业设计电子档和纸质档（纸质档

需有指导教师签名）交教务办存档。

5、2020年10 月到 2021 年2 月份，对毕业设计文档收集和整理，学生自行对毕业

设计进行调整和修改。

(三) 毕业设计空间平台的建立

2021年4月学院下达学生的毕业设计平台，设置了三个栏目：任务书、毕业设计成

果展示、其他。首先登录在浏览器选择输入以下地址：

http://120.92.71.219:7080/cx_sage/login.shtml?owner=HNMZZYXY

进入毕业设计管理系统，输入自己的学号+密码（初始密码为Aa!123456）+4位验

证码，点击登录。登录之后务必完善个人信息，修改密码，再确认。（具体操作步骤

见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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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毕业设计平台建立与学生交流

(四) 毕业设计第一次全面检查

2021 年 4 月中旬，院部进行第一次全面检查，并将相关检查记录反馈给指导教

师，指导老师督促学生进行修改。（检查结果见附件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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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指导老师第一次检查结果与学生进行沟通

(五) 毕业设计分专业进行全面检查

毕业设计工作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是全面展示我院人才培养质量

的重要途径。为了及时掌握我院 2022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任务的执行进度和质量水

平，进一步强化毕业设计管理，根据学院毕业设计工作安排，我院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上午对所有毕业设计进行了线上检查。（抽查详情见附件 3）

1、通信技术专业安排 1名老师，此次抽查了通信技术 30 名学生，按 30%抽取。

序

号
姓名 任务书 设计方案 修改意见

1 粟茶花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市无线接入网优化方案还可以更加具体，优化要

和故障对应。

2 王江广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全球眼业务设计分析得不够彻底，要结合现实业

务进行分析。

3 罗夏爽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小区网络覆盖设计方案，任务书格式不对

4 全志豪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FTTx 宽带接入网设计方案不够具体，内容还可

以更完整

5 刘莎莎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FTTx 宽带接入网设计方案要结合现实生活的具

体要求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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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阳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基于单片机的校园打铃系统设计这个设计偏题严

重

7 胡玉滢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联通的品牌没有融入自己的设计 00

8 向菁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FTTx 宽带接入网设计方案，设计方面还要更加

突出。

9 邹圆满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小区新建基站设计方案没有融入自己的设计

10 田晓翠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公交车汉字显示系统设计，要有自己的特色

11 杨士凯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小区 WCDMA 无线网络优化方案要有具体的网络的

问题，才能进行优化。

12 周慧佳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公交车汉字显示系统设计，要有设计的具体的设

计方案和设计步骤。

13 蒋超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基于单片机的校园打铃系统设计

14 刘翔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移动的品牌设计还有对比性。

15 喻美丽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单片机引脚错误。

16 蒋薇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初稿完成很好，还要加入一些专业性东西。

17 舒艳梅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没有体现基站安全这个方面。

18 黄丽霞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单片机的数字 LED 前端没问题，程序有点问题，

代码出现错误。

19 郑学幸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都在设计基站的一个站址，要综合考虑安全性。

20 满玉霞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交通信号灯少了一个黄灯设计。

21 余秀平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FTTx 的形式可以选择具体的，比如说 FTTH 光纤

到户等。

22 钟文清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打铃系统的时间间隔设置有问题。

23 扶云鹏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初稿没有问题，任务书还需要把设计任务写清

楚。

24 方稳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是解决方案不是优化方案，不需要优化过程。

25 彭仔婷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智慧校园的智慧还不够具体，有一些不属于智

慧，而是智能。

26 唐牡丹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单片机芯片是 AT89C51，不能用其他的。

27 李艳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任务书格式不对，没有明确任务和目的。

28 李玉林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智慧校园可以都设计，但是要有一个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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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李阔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任务书和初稿都没有问题，在进一步完善初稿。

30 侯锦华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任务书格式不对，没有明确任务和目的。

2、物联网工程技术专业安排 1名老师，此次抽查了物联网工程技术技术 21

名学生，按 30%抽取。

序

号
姓名 任务书 设计方案 有无产品 修改意见

1 熊洁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远程门禁整个设计很完整，唯一就是

实物焊接没弄好。

2 吴小婉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整个流水灯的设计还没有展现出流水

灯的特点和优势。

3 吴晓宾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闹钟的时间设置不对，没有体现

智能，不是打铃。

4 盘善松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远程火灾烟雾报警，远程没有体现，

怎么实现远程控制？

5 顾昊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远程楼道灯光控制是否是感应灯？

6 谭德凤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任务书格式不对，没有明确任务和目

的。

7 刘一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无线防空警报的开发板不完整。

8 舒昆华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充电器设计，设计不够完整

9 包良俊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开发板线路出现故障。

10 盘杰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风扇和遥控器控制风扇的优势？

11 沙晓燕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家居安防系统设计，设计的代码

有点小问题

12 夏山富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物联网远程门禁系统设计，远程控制

的程序没有

13 邹盼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家居电风扇控制，远程控制方面

没有体现

14 刘曼宇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家居远程控制系统设计，主控芯

片型号不对

15 姚依依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家居照明控制系统设计，控制的

程序代码还存在问题

16 方诗琴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家居门禁管理系统设计，没有软

件代码

17 陈慧琪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衣柜设计，智能衣柜控制系统设

计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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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毕业设计最后查漏补缺全面检查

2021 年 6 月份-学生毕业离校前，指导教师对学生毕业设计进行严格把控，

查漏补缺。

(七) 毕业设计毕业设计答辨

2022年5月19日-20日，通信工程学院组织开展了2022届毕业生毕业设计线上答辩

工作，现代通信技术（三年制）抽取总人数的20%，总人数101人；现代通信技术（退

役军人）抽取总人数的10%，总人数95人；智能互联网络技术（三年制）抽取总人数的

20%，总人数84人；共计16人参加了本次线上答辩。（具体操作方案见附件 4）

18 黄月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一氧化碳中毒防护装置设计，设计不

够完整

19 周雨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远程空气温湿度采集系统设计，基本

可以但存在字休格式不一致

20 刘润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任务书格式不对，没有明确任务和目

的。

21 吴小婉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毕业设计成果没有初稿，终稿的参考

文献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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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表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表

院/系部 通信工程学院 班级 物联1902 专业 物联网工程技术

姓名 夏山富 学号 201900803738 指导老师 吴振江

设计题目 智能家居门禁管理系统设计

毕业设计评价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权重（%） 得分

1.设计任务

1.1 专业性 5 4

1.2 实践性 3 2

1.3 可行性 10 10

1.4 工作量 2 2

2.成果质量

2.1 科学性性 25 20

2.2 规范性 15 13

2.3 完整性 25 22

2.4 实用性 15 14

总分值 87

指导教师评语：毕业设计方案或产品设计合理，概念设计清楚，思路准确，方案设计正

确；文理通顺，图表规范，结构严谨。

指导教师签名：

2022年 5 月 20 日

评阅教师评语：毕业设计方案或产品设计合理，概念设计清楚，思路准确，方案设计正

确；文理通顺，图表规范，结构严谨。

评阅教师签名：

2022年 5 月 20 日

答辩小组评语：

评定等级：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22 年 月 日

设计指导小组评定等级： 良好

设计指导小组组长签名：

2022 年 5 月 20 日

院/系部（签章）：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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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设计工作相关附件

附件1：民院2022届毕业设计提交操作步骤（学生版）

首先登录在浏览器选择输入以下地址：

http://120.92.71.219:7080/cx_sage/login.shtml?owner=HNMZZYXY

进入毕业设计管理系统，输入自己的学号+密码（初始密码为Aa!123456）+4位验证码，

点击登录。登录之后务必完善个人信息，修改密码，再确认。

1、上传文件

在相应栏目上传相应文件，选择一个栏目（栏目底色会变为蓝色）：先点选择文件，

选中之后，输入备注信息，再点开始上传，上传成功即可。

任务书和成果说明书需要转换成PDF格式再上传。

同学们的毕业设计需要上传初稿和终稿两份，你先在自己的电脑里先建一个文件夹，

将初稿和终稿都转换成PDF格式，放入一个文件夹中，然后将文件夹压缩成ZIP格式的

再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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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被指导老师审核通过的学生不能修改文件，如果发现问题需要修改，请联系老

师去文件浏览页面驳回自己的某一个文件让该自己变成不是审核通过的状态才能选中。

2.状态为已通过的栏目不能选中。如果发现问题需要修改，请联系老师去文件

浏览页面驳回自己的这个栏目的文件才可以再上传。

3．一个栏目只能对应一个文件，上传多个或多次文件只会保留最后一次上传的，

其余的会存在历史文件中。有二级栏目或者三级栏目的，请用电脑文件夹分级放好，

再压缩之后上传压缩文件

以下为系统功能介绍

1、首页简介

点击题目可以填写、修改题目。

2、文件浏览

首页点击“浏览”按钮进入文件浏览页面。上传完成后最好进入该页面自我检查一下

文件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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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载文件

首页点击“已上传文件”按钮进入历史页面，可以查看所有上传的文件（包括老师帮

上传的）。

可以下载历史文件。

4、审批历史

点击“审批历史”按钮进入审批历史页面。

历史动态按时间倒序展示，动态包括每次学生上传文件，文件被老师、检查组驳回，

检查组审核文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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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页面解释

文件状态：

未完成：初始状态，指从来没有上传过文件。此状态下选中栏目后可以选中本地的文

件进行上传。

已完成：学生或他的指导老师上传完文件后的状态。此状态下选中栏目后可以选中本

地的文件进行上传。上传后会覆盖以前的文件，只会显示最新的文件。此状态可以被

检查组通过或驳回。

被驳回：检查组或者指导老师检查不通过后的状态， 此状态下选中栏目后可以选中本

地的文件进行上传来到达修改的效果。修改完成后状态更新为已完成。

已通过：检查组检查通过后的状态，此状态下不可以再修改对应栏目的文件。（若通

过后发现需要修改，驳回此栏目的文件即可）。

文件状态基本流程（没设立检查组）：未完成---已完成---被老师驳回---已完成

（最终）

文件状态基本流程（设立检查组）：未完成---已完成---被老师驳回---已完成---被

检查组驳回---已完成---检查组通过（最终）

注：驳回不是必须的步骤，有问题需要重新上传文件时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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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22 届毕业设计第一次检查结果

关于 2022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第一次检查结果

22 届毕业设计第一次检查已经完成，在此次检查中有部分学生没有完成初稿， 还有部分学生只上传了部分内容。

智能通信工程学院 22 届毕业设计初稿情况表

序

号
学生姓名 所学专业 毕业设计题目 指导教师 初稿是否上交 备注

1 向菁 通信技术 xx小区有线宽带接入工程设计方案 赵训红 否

2 陈梓达 通信技术 xx小区有线宽带接入工程设计方案 赵训红 是

3 熊陈 通信技术 xx小区有线宽带接入工程设计方案 赵训红 是

4 陈晓玲 通信技术 xx小区 FTTH 光缆接入工程 赵训红 否

5 蒋超 通信技术 xx小区 FTTH 光缆接入工程 赵训红 是

6 刘健 通信技术 xx小区 FTTH 光缆接入工程 赵训红 是

7 邹圆满 通信技术 xx小区 GPON 光纤接入工程方案 赵训红 否

8 李俊谐 通信技术 xx小区 GPON 光纤接入工程方案 赵训红 是

9 李圣辉 通信技术 xx小区 GPON 光纤接入工程方案 赵训红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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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欧湘龙 通信技术 xx局域网规划设计 赵训红 是

11 段辉 通信技术 xx局域网规划设计 赵训红 是

12 钟文清 通信技术 xx局域网规划设计 赵训红 是

13 曾文淇 通信技术 xx新建铁塔项目工程设计 方 陵 是

14 李智归 通信技术 xx新建铁塔项目工程设计 方 陵 是

15 张欣 通信技术 xx新建铁塔项目工程设计 方 陵 是

16 胡朝辉 通信技术 xx楼室内分布工程可行性研究 肖 祥 是

17 黄震 通信技术 xx楼室内分布工程可行性研究 肖 祥 否

18 詹家隆 通信技术 xx楼室内分布工程可行性研究 肖 祥 是

19 武娇懿 通信技术 xxSDH 传输网规划设计 肖 祥 是

20 罗夏爽 通信技术 xxSDH 传输网规划设计 肖 祥 否

21 扬智斌 通信技术 xxSDH 传输网规划设计 肖 祥 是

22 李明 通信技术 xx新建光缆工程设计 肖 祥 否

23 李阔 通信技术 xx新建光缆工程设计 肖 祥 是

24 刘莎莎 通信技术 xx新建光缆工程设计 肖 祥 否

25 喻美丽 通信技术 xxWLAN 规划设计 肖 祥 是

26 彭鑫 通信技术 xxWLAN 规划设计 肖 祥 是

27 蒋旭 通信技术 xxWLAN 规划设计 肖 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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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蒋王新 通信技术 xx校园网设计与建设 肖 祥 是

29 刘洋 通信技术 xx校园网设计与建设 肖 祥 是

30 周明珠 通信技术 xx校园网设计与建设 肖 祥 是

31 刘家豪 通信技术 XX工程设计及预算编制 肖 祥 是

32 谭松 通信技术 XX工程设计及预算编制 肖 祥 是

33 刘敦亮 通信技术 XX工程设计及预算编制 肖 祥 是

34 肖文武 通信技术 xx区无线网络覆盖项目设计方案 方 陵 否

35 肖湘 通信技术 xx区无线网络覆盖项目设计方案 方 陵 是

36 余秀平 通信技术 xx区无线网络覆盖项目设计方案 方 陵 是

37 黄丽霞 通信技术 xx地区 5G无线设计方案 方 陵 是

38 唐牡丹 通信技术 xx地区 6G无线设计方案 方 陵 是

39 蒋薇 通信技术 xx地区 7G无线设计方案 方 陵 是

40 李创 通信技术 网络电视 IPTV 在校园网中的应用 方 陵 是

41 邓梦杰 通信技术 网络电视 IPTV 在校园网中的应用 方 陵 是

42 蒋旺 通信技术 xx小区 EPON 光接入工程方案 赵训红 是

43 秦伟 通信技术 xx小区 EPON 光接入工程方案 赵训红 否

44 卢嫦 通信技术 xx小区 EPON 光接入工程方案 赵训红 是

45 刘翔 通信技术 xxNB-IOT 网络无线优化设计 方 陵 是



24

46 杨玉群 通信技术 xxNB-IOT 网络无线优化设计 方 陵 是

47 陈攀 通信技术 xxNB-IOT 网络无线优化设计 方 陵 是

48 周文强 通信技术 基于 Android 平台景点推荐 APP 的设计 李廖萍 是

49 吴星宇 通信技术 基于 Android 平台景点推荐 APP 的设计 李廖萍 是

50 熊湘平 通信技术 基于 Android 平台景点推荐 APP 的设计 李廖萍 否

51 周震 通信技术 基于 Java 的家庭财务管理系统的设计方案 李廖萍 是

52 李典 通信技术 基于 Java 的家庭财务管理系统的设计方案 李廖萍 是

53 宋定柄 通信技术 基于 Java 的家庭财务管理系统的设计方案 李廖萍 否

54 谢燕芳 通信技术 基于 Android 平台智能交通 APP 的设计方案 李廖萍 是

55 王耀元 通信技术 基于 Android 平台智能交通 APP 的设计方案 李廖萍 是

56 刘旭 通信技术 基于 Android 平台智能交通 APP 的设计方案 李廖萍 是

57 陈康 通信技术 道路运输公司智能信息化监管网络系统设计 李廖萍 是

58 樊杰 通信技术 道路运输公司智能信息化监管网络系统设计 李廖萍 否

59 田家维 通信技术 道路运输公司智能信息化监管网络系统设计 李廖萍 是

60 任璇 通信技术 基于 AT89S51 单片机的数字电子时钟 吴振江 是

61 彭子婷 通信技术 基于 AT89S52 单片机的数字电子时钟 吴振江 否

62 候锦华 通信技术 基于 AT89S53 单片机的数字电子时钟 吴振江 是

63 黄棋 通信技术 基于单片机的全自动洗衣机 吴振江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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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谢炼 通信技术 基于单片机的全自动洗衣机 吴振江 否

65 刘庆 通信技术 基于单片机的全自动洗衣机 吴振江 是

66 田晓翠 通信技术 基于 51 单片机的 LED 点阵显示屏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吴振江 是

67 蒲浩 通信技术 基于 52 单片机的 LED 点阵显示屏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吴振江 否

68 何超 通信技术 基于 53 单片机的 LED 点阵显示屏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吴振江 是

69 李仲夏 通信技术 基于单片机的八路抢答器设计 吴振江 是

70 邹志国 通信技术 基于单片机的八路抢答器设计 吴振江 是

71 左安琪 通信技术 基于单片机的八路抢答器设计 吴振江 是

72 兰钦 通信技术 单片机智能火灾报警器设计 吴振江 是

73 周慧佳 通信技术 单片机智能火灾报警器设计 吴振江 否

74 郑学幸 通信技术 单片机智能火灾报警器设计 吴振江 是

75 舒国富 通信技术 基于 MCS-51 通用开发平台设计 吴振江 是

76 郭志鹏 通信技术 基于 MCS-52 通用开发平台设计 吴振江 否

77 黄益民 通信技术 基于 MCS-53 通用开发平台设计 吴振江 是

78 李香赛 通信技术 基于单片机的波形发生器设计 吴振江 是

79 满玉霞 通信技术 基于单片机的波形发生器设计 吴振江 是

80 周玉怀 通信技术 基于单片机的波形发生器设计 吴振江 是

81 胡玉滢 通信技术 基于 cisco 设备的校园网设计和安全实现 谭 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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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王江广 通信技术 基于 cisco 设备的校园网设计和安全实现 谭 璇 是

83 黄慧敏 通信技术 基于 cisco 设备的校园网设计和安全实现 谭 璇 是

84 阳志雄 通信技术 公司企业网络规划与建设 谭 璇 是

85 舒艳梅 通信技术 公司企业网络规划与建设 谭 璇 否

86 扶云鹏 通信技术 公司企业网络规划与建设 谭 璇 是

87 江俊 通信技术 基于 cisco 设备构建综合企业网 谭 璇 是

88 田叶 通信技术 基于 cisco 设备构建综合企业网 谭 璇 是

89 李玉林 通信技术 基于 cisco 设备构建综合企业网 谭 璇 是

90 徐英豪 通信技术 xx地区 4G网络解决方案及设计 谭 璇 是

91 扬士凯 通信技术 xx地区 5G网络解决方案及设计 谭 璇 是

92 周纯欢 通信技术 xx地区 6G网络解决方案及设计 谭 璇 是

93 全志豪 通信技术 xx小区 xx网络解决方案及设计 谭 璇 否

94 曾嘉豪 通信技术 xx小区 xx网络解决方案及设计 谭 璇 是

95 方稳 通信技术 xx小区 xx网络解决方案及设计 谭 璇 是

96 粟茶花 通信技术 xx小区光缆工程设计方案 谭 璇 是

97 宋志强 通信技术 xx小区光缆工程设计方案 谭 璇 是

98 李艳 通信技术 xx小区光缆工程设计方案 谭 璇 是

99 扬凯 通信技术 xx小区 WCDMA 无线网络优化方案 谭 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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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周义民 通信技术 xx小区 WCDMA 无线网络优化方案 谭 璇 是

101 侯竹挴 通信技术 xx小区 WCDMA 无线网络优化方案 谭 璇 是

102 张肇政 物联网工程技术 无线防空预警系统设计 谢卓文 是

103 李显阳 物联网工程技术 无线防空预警系统设计 谢卓文 否

104 彭芷靖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流水灯系统设计 谢卓文 是

105 包良俊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流水灯系统设计 谢卓文 是

106 任宵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流水灯系统设计 谢卓文 否

107 周芊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门禁系统设计 谢卓文 否

108 陈慧琪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门禁系统设计 谢卓文 是

109 谭德凤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门禁系统设计 谢卓文 是

110 李茜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智能风扇系统设计 谢卓文 是

111 刘曼宇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智能风扇系统设计 谢卓文 是

112 豆龙新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智能风扇系统设计 谢卓文 是

113 卢琳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智能交通灯控制系统 谢卓文 是

114 熊洁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智能交通灯控制系统 谢卓文 是

115 沙晓燕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智能交通灯控制系统 谢卓文 是

116 王鑫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智能闹钟系统设计 周 震 是

117 黄笑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智能闹钟系统设计 周 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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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柳秀文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智能闹钟系统设计 周 震 是

119 肖晏鑫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火灾烟雾报警系统设计 周 震 是

120 赵垒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火灾烟雾报警系统设计 周 震 是

121 蒋梦琪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火灾烟雾报警系统设计 周 震 是

122 何涛林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空气温湿度采集系统设计 周 震 是

123 舒彦瑞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空气温湿度采集系统设计 周 震 是

124 谢静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空气温湿度采集系统设计 周 震 是

125 尹剑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楼道灯光控制系统设计 周 震 否

126 李宇龙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楼道灯光控制系统设计 周 震 是

127 吴晓宾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楼道灯光控制系统设计 周 震 是

128 唐鹏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液晶广告显示系统设计 周 震 是

129 舒昆华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液晶广告显示系统设计 周 震 是

130 刘嘉腾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音乐播放系统设计 毛金林 是

131 姚依依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音乐播放系统设计 毛金林 否

132 王舜禹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音乐播放系统设计 毛金林 是

133 唐阿彪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智慧路灯控制系统设计 毛金林 是

134 朱旦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智慧路灯控制系统设计 毛金林 是

135 谭文华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智慧路灯控制系统设计 毛金林 否



29

136 孙澳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的智能超市物流信息系统的设计 毛金林 是

137 陈依玲 物联网工程技术 酒精检测控制系统设计 毛金林 是

138 黄月 物联网工程技术 酒精检测控制系统设计 毛金林 否

139 陈忠顺 物联网工程技术 酒精检测控制系统设计 毛金林 是

140 张善俊 物联网工程技术 一氧化碳中毒防护装置设计 毛金林 是

141 胡凯 物联网工程技术 一氧化碳中毒防护装置设计 毛金林 是

142 杨士缔 物联网工程技术 一氧化碳中毒防护装置设计 毛金林 是

143 李梓建 物联网工程技术 城市智能公交系统设计 毛金林 是

144 刘义敏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智能教室设计 吴振江 否

145 邹啸君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智能教室设计 吴振江 是

146 彭文涛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环境下的老年人健康管理系统 吴振江 否

147 盘善松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家居中央控制管理系统设计 吴振江 否

148 陆柏良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家居安防系统设计 吴振江 是

149 顾昊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家居安防系统设计 吴振江 是

150 彭陶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家居照明控制系统设计 吴振江 是

151 邹盼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家居照明控制系统设计 吴振江 是

152 陈永周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家居照明控制系统设计 吴振江 否

153 赵晨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家居远程视频监控系统设计 吴振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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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李逸群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家居门禁管理系统设计 吴振江 否

155 夏山富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家居门禁管理系统设计 吴振江 是

156 邹军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家居门窗控制设计 吴振江 是

157 黄志佳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家居门窗控制设计 吴振江 是

158 陈振勋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家居远程控制系统设计 丰爱辉 是

159 贺蒙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家居远程控制系统设计 丰爱辉 否

160 曾佳佳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的多点温度监测系统 丰爱辉 是

161 李桂山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的多点温度监测系统 丰爱辉 是

162 王心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的多点温度监测系统 丰爱辉 是

163 龙俊杰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校园的学生考勤系统 丰爱辉 是

164 方诗琴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校园的学生考勤系统 丰爱辉 是

165 赵敖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校园的学生考勤系统 丰爱辉 是

166 谢莞彬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校园门禁管理系统 丰爱辉 是

167 韩豪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校园门禁管理系统 丰爱辉 是

168 许威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校园门禁管理系统 丰爱辉 否

169 罗煜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校园巡更管理系统 丰爱辉 是

170 刘润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校园巡更管理系统 丰爱辉 是

171 彭子策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校园巡更管理系统 丰爱辉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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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金豪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校园图书管图书管理系统 丰爱辉 是

173 朱湘琛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校园图书管图书管理系统 丰爱辉 是

174 罗佳豪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衣柜设计 丰爱辉 否

175 严锡蔚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的智能照明系统 丰爱辉 是

176 盘杰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的智能照明系统 丰爱辉 是

177 李杰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的智能照明系统 丰爱辉 否

178 梁溪雨 物联网工程技术 基于单片机的温湿度监测报警系统 丰爱辉 是

179 符征 物联网工程技术 基于单片机的温湿度监测报警系统 丰爱辉 是

180 唐婕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温度控制开关系统 丰爱辉 否

181 吴小婉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温度控制开关系统 丰爱辉 是

182 陆小钉 物联网工程技术 远程温度控制开关系统 丰爱辉 是

183 黄贵长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充电器设计 丰爱辉 否

184 周雨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充电器设计 丰爱辉 是

185 刘一 物联网工程技术 智能充电器设计 丰爱辉 否

186 张厚荣 物联网工程技术 物联网的车辆定位与防盗系统 丰爱辉 否



32

附件 3：2022届毕业设计第二次抽查情况 （分专业）

通信工程学院开展2022届毕业设计抽查工作

（通信技术专业）

毕业设计工作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是全面展示我院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要途径。为了及时掌握我院 2022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任务的执行进度和质量水平，

进一步强化毕业设计管理，根据学院毕业设计工作安排，我院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

上午对所有毕业设计进行了线上检查。

本次检查工作采取按专业分组抽查的方式进行，通信技术专业安排 1名老师，

此次抽查了通信技术 30 名学生，按 30%抽取。

本次检查采用纯线上，并于本周末前完成所有学生的毕业设计抽查工作，针对

存在的问题向指导教师和学生进行及时反馈。本次初期检查主要针对同学们毕业设

计的进展情况，包括任务书以及方案设计初稿等方面。

参加毕业设计检查的同学都能基本按照进度要求开展工作，完成参考资料查阅、

相关理论知识整理分析、方案设计等等，并且根据所进行的任务性质，完成一部分

的系统开发工作，撰写了部分的设计内容，达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对

后期的工作规划也较明确，有望顺利完成毕设任务并取得较好成绩。此外，学校层

面的检查将在后续如期进行。

检查结果如下：

序

号
姓名 任务书 设计方案 修改意见

1 粟茶花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市无线接入网优化方案还可以更加具体，优化要

和故障对应。

2 王江广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全球眼业务设计分析得不够彻底，要结合现实业

务进行分析。

3 罗夏爽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小区网络覆盖设计方案，任务书格式不对

4 全志豪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FTTx 宽带接入网设计方案不够具体，内容还可

以更完整

5 刘莎莎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FTTx 宽带接入网设计方案要结合现实生活的具

体要求进行设计

6 刘阳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基于单片机的校园打铃系统设计这个设计偏题严

重

7 胡玉滢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联通的品牌没有融入自己的设计 00

8 向菁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FTTx 宽带接入网设计方案，设计方面还要更加

突出。

9 邹圆满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小区新建基站设计方案没有融入自己的设计

10 田晓翠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公交车汉字显示系统设计，要有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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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杨士凯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小区 WCDMA 无线网络优化方案要有具体的网络的

问题，才能进行优化。

12 周慧佳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公交车汉字显示系统设计，要有设计的具体的设

计方案和设计步骤。

13 蒋超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基于单片机的校园打铃系统设计

14 刘翔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移动的品牌设计还有对比性。

15 喻美丽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单片机引脚错误。

16 蒋薇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初稿完成很好，还要加入一些专业性东西。

17 舒艳梅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没有体现基站安全这个方面。

18 黄丽霞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单片机的数字 LED 前端没问题，程序有点问题，

代码出现错误。

19 郑学幸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都在设计基站的一个站址，要综合考虑安全性。

20 满玉霞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交通信号灯少了一个黄灯设计。

21 余秀平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FTTx 的形式可以选择具体的，比如说 FTTH 光纤

到户等。

22 钟文清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打铃系统的时间间隔设置有问题。

23 扶云鹏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初稿没有问题，任务书还需要把设计任务写清

楚。

24 方稳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是解决方案不是优化方案，不需要优化过程。

25 彭仔婷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智慧校园的智慧还不够具体，有一些不属于智

慧，而是智能。

26 唐牡丹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单片机芯片是 AT89C51，不能用其他的。

27 李艳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任务书格式不对，没有明确任务和目的。

28 李玉林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智慧校园可以都设计，但是要有一个侧重点。

29 李阔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任务书和初稿都没有问题，在进一步完善初稿。

30 侯锦华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任务书格式不对，没有明确任务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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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程学院开展 2022 届毕业设计中期检查工作

（物联网工程技术专业）

毕业设计工作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是全面展示我院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要途径。为了及时掌握我院 2022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任务的执行进度和质量水平，

进一步强化毕业设计管理，根据学院毕业设计工作安排，我院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

上午对所有毕业设计进行了线上检查。

本次检查工作采取按专业分组抽查的方式进行，物联网工程技术专业安排 1名

老师，此次抽查了物联网工程技术技术 21 名学生，按 30%抽取。

参加毕业设计检查的同学都能基本按照进度要求开展工作，完成参考资料查阅、

相关理论知识整理分析、方案设计等等，并且根据所进行的任务性质，完成一部分

的系统开发工作，撰写了部分的设计内容，达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对

后期的工作规划也较明确，有望顺利完成毕设任务并取得较好成绩。此外，学校层

面的检查将在后续如期进行。

检查结果如下：

序

号
姓名 任务书 设计方案 有无产品 修改意见

1 熊洁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远程门禁整个设计很完整，唯一就是

实物焊接没弄好。

2 吴小婉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整个流水灯的设计还没有展现出流水

灯的特点和优势。

3 吴晓宾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闹钟的时间设置不对，没有体现

智能，不是打铃。

4 盘善松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远程火灾烟雾报警，远程没有体现，

怎么实现远程控制？

5 顾昊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远程楼道灯光控制是否是感应灯？

6 谭德凤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任务书格式不对，没有明确任务和目

的。

7 刘一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无线防空警报的开发板不完整。

8 舒昆华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充电器设计，设计不够完整

9 包良俊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开发板线路出现故障。

10 盘杰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风扇和遥控器控制风扇的优势？

11 沙晓燕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家居安防系统设计，设计的代码

有点小问题

12 夏山富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物联网远程门禁系统设计，远程控制

的程序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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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022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答辩方案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通信工程学院2022届毕业设计答辩方案
依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加强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设计工作的指

导意见》以及学校《关于做好2022届毕业生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等文

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成立毕业答辩专项工作小组

组 长：张 云

副组长：李愈、丰爱辉、谭璇、周震

组 员：赵训红、肖祥、贺芝、方陵、李莲芳、毛金林、吴振江、

谢卓文、方锡令

二、时间及分组安排

2022年5月19日-20日，通信工程学院组织开展了2022届毕业生毕业

设计线上答辩工作，现代通信技术（三年制）抽取总人数的20%，总人

数101人；现代通信技术（退役军人）抽取总人数的10%，总人数95人；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三年制）抽取总人数的20%，总人数84人；共计16

13 邹盼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家居电风扇控制，远程控制方面

没有体现

14 刘曼宇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家居远程控制系统设计，主控芯

片型号不对

15 姚依依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家居照明控制系统设计，控制的

程序代码还存在问题

16 方诗琴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家居门禁管理系统设计，没有软

件代码

17 陈慧琪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智能衣柜设计，智能衣柜控制系统设

计不完整

18 黄月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一氧化碳中毒防护装置设计，设计不

够完整

19 周雨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远程空气温湿度采集系统设计，基本

可以但存在字休格式不一致

20 刘润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任务书格式不对，没有明确任务和目

的。

21 吴小婉 已完成 已完成定稿
有产品，已

完成

毕业设计成果没有初稿，终稿的参考

文献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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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加了本次线上答辩。

答辩时间：通信专业2022年5月19日下午14：00

答辩形式：视频答辩

答辩地点：通信工程学院教室

教室安排 答辩教师 记分员 备注

314 谭璇、肖祥 李莲芳 记分员自带电脑，答

辩老师自备一台电

脑。313 赵训红、方陵 贺芝

抽取答辩学生总名单：

通信（20）：向箐、李明、喻美丽、蒋王新、刘阳、肖文武、黄丽霞、

唐牡丹、蒋旺、秦伟、杨玉群、周文强、周震、谢燕芳、彭仔婷、田晓

翠、邹志国、周纯欢、方稳、粟茶花；

通信（退役军人）（9）：毛双全、吴剩良、李人豪、唐仁欢、刘盛良、

任睿、余萌、林长俊、李嘉诚。

抽取答辩学生分组名单：

第一组（314教室）：唐鑫鑫、罗慎任、肖美婷、刘琪、曾西来、

向箐、李明、喻美丽、蒋王新、刘阳、肖文武、黄丽霞、唐牡丹、蒋旺、

秦伟、毛双全、吴剩良、李人豪、唐仁欢。

第二组（313教室）：黄涛、陈倩、张富梅、贺进、杨玉群、周文

强、周震、谢燕芳、彭仔婷、田晓翠、邹志国、周纯欢、方稳、粟茶花、

刘盛良、任睿、余萌、林长俊、李嘉诚。

答辩时间：物联网工程技术专业2022年5月20日下午14：00

答辩形式：视频答辩

答辩地点：通信工程学院教室

教室安排 答辩教师 记分员 备注

315
谢卓文、吴振

江
丰爱辉 记分员自带电脑，答

辩老师自备一台电

脑。316 毛金林、周 震 周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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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答辩学生总名单：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16）：邹啸君、夏山富、李逸群、陆柏良、沙晓

燕、任宵、刘曼宇、卢琳、李宇龙、舒昆华、尹剑、赵垒、肖晏鑫、王

鑫、唐阿彪、黄月；

抽取答辩学生分组名单：

第一组（315教室）：邹啸君、夏山富、李逸群、陆柏良、沙晓燕、

任宵、刘曼宇、卢琳。

第二组（316教室）：李宇龙、舒昆华、尹剑、赵垒、肖晏鑫、王

鑫、唐阿彪、黄月。

三、答辩程序

分两组按照抽取顺序进行答辩。答辩前答辩组长分别在“钉钉”平

台建立两个视频会议，然后把邀请码发到班级群，然后一个一个进会议，

进入会议后答辩学生通过屏幕共享方式，向答辩组老师展示毕业设计作

品。

程序为：

（1）答辩老师宣布“XX同学毕业设计答辩开始”；

（2）答辩同学作自我介绍（姓名、班级、毕业设计题目）；

（3）答辩同学对自己设计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和主要结论给出概述。

重点介绍设计方案设计或者是产品功能展示部分。告知老师

介绍结束；

（4）老师宣布“下面是提问时间。请各位老师就 XX 同学的毕业设

计内容提出问题，请 XX 同学对老师提出的问题认真思考，并

作答。”

（5）答辩组老师提出问题，记分员记录“问题”内容，填入提前

准备表格；

（6）老师宣布“XX同学毕业设计答辩结束”；

四、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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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参加答辩的教师于13：40到达答辩地点，准备好电脑。

2、参与答辩的学生需于13:40到视频前准备，不得迟到，否则视为

放弃此次答辩资格。

3、参与答辩的教师须按时到岗，原则上不许请假。的确因事，需

提前1天请假，以便学院另行安排其他人员。

4、答辩学生未通过将进入二次答辩。

5、毕业设计重复率超过30%的学生一律不得安排答辩，任何答辩

组和指导教师不得擅自同意答辩。

6、答辩结束，答辩教师为每个学生打分，最后需计算平均分，得

出答辩学生答辩得分，答辩评审表由指导教师填写。

通信工程学院

2022 年 6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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