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拟立项项目公示
序号 项目编号 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培养层

次
学科/领域 项目名称

1 CX202101001 刘森 20200100009 林学院 博士 林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不同氮添加泡桐土壤氮转化的微生物学机制研究

2 CX202101002 刘兆华 20200100005 林学院 博士 森林经理学/林业遥感方向 联合立体数据与时间序列Landsat 8 OLI的桉树人工林蓄积量提取及森林质

量评价
3 CX202101003 卢梦琪 20200100021 林学院 博士 林学/经济林 水杨酸调控油茶花粉管生长的分子机制研究

4 CX202101004 李艳丽 20200100016 林学院 博士 林学 油桐 NBS-LRR 基因的鉴定及其对镰刀杆菌侵染的响应

5 CX202101005 蒋馥根 20200100006 林学院 博士 林学 耦合ICESat-2与光学数据的森林地上生物量遥感反演研究

6 CX202101006 肖芬 20190100003 林学院 博士 森林经理 极小种群植物银杉天然种群和人工种群遗传多样性比较

7 CX202101007 朱嘉成 20200100002 林学院 博士 森林保护学 植物内激素调控松树对松材线虫抗性的研究

8 CX202101008 宋启玲 20190100022 林学院 博士 林学/经济林 外源激素对油茶种子类黄酮合成的影响

9 CX202101009 张秀兰 20190100039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博士 生态系统生态学 氮磷添加对杉木林土壤有机氮矿化根际激发效应的影响机制

10 CX202101010 黄萍 20190100035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博士 微生物学 灵芝活性肽基于Nrf2信号分子抗氧化与抗炎的作用机制研究

11 CX202101011 王颖 20190100041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博士 生态系统生态学 氮磷添加对杉木林土壤碳积累和微生物活性的影响

12 CX202101012 冯帅龙 2020010003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博士 生态学 湖南省地表水体时空演变的连续监测-基于长期卫星遥感数据

13 CX202101013 战扬 20190100049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博士 生态学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湖南省陆地生态系统固碳供给能力研究

14 CX202101014 朱亚萍 20200100047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博士 生态学 湖泊生态系统稳态转换对湖泊管理的启示

15 CX202101015 莫文波 20190100044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博士 生态学 气候及土地利用变化对东江湖流域水源涵养的影响研究

16 CX202101016 宁滢 20190100046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博士 生态学 中国城市生态演变及调控机制研究

17 CX202101017 周宵 2020010002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博士 植物学 无患子果实发育过程中皂苷及油脂合成规律研究

18 CX202101018 魏松 2020010006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 林业工程 生物质基纤维状电极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19 CX202101019 廖宇 2020010006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 林业工程/生物质能源材料 木基复合电极材料的可控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20 CX202101020 殷灿彬 2019010005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 林业工程/木材科学与技术 竹材与硅酸盐水泥相适性研究

21 CX202101021 余方 2019010005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 林业工程/木材科学与技术 胶合竹拱平面内失稳机理及承载性能研究

22 CX202101022 王张恒 2019010005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 林业工程 仿生深度超疏水材料制备及在木家具中的应用研究

23 CX202101023 罗紫薇 20190100069 风景园林学院 博士 风景园林学 基于水安全格局约束情景的洞庭湖流域国土空间布局模拟及优化研究

24 CX202101024 张哲 20180100074 风景园林学院 博士 风景园林学 紫花含笑远缘杂交中的受精前障碍研究

25 CX202101025 张文茜 20190100064 风景园林学院 博士 风景园林学 基于社会媒介的张谷英村景观特征识别与价值评估

26 CX202101026 何巍 20190100074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 食品科学与工程 水稻类受体激酶FLR3调控稻米品质的分子机制研究

27 CX202101027 韩帅 20190100076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 食品科学与工程 基于多组学的大数据研究发芽糙米的降脂功效及其机理

28 CX202101028 张松 20200100078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 食品科学与工程 水溶性红曲黄色素生物合成的关键基因挖掘

29 CX202102001 曾文静 20191100084 林学院 硕士 林学/森林游憩与公园管理 以夜间灯光和POI数据评价物理、社会环境的游憩机会谱构建

30 CX202102002 张心艺 20191100010 林学院 硕士 林学/森林培育 楠属种子休眠与萌发生理特性及苗木抗旱性的研究



31 CX202102003 甘惠婷 20191200067 林学院 硕士 林业/森林保护及野生动植物利用 基于信息理论模型构建机场鸟类的鸟击风险评估体系

32 CX202102004 唐润钰 20191100060 林学院 硕士 林学/经济林 氮素调控油茶新梢木质化的研究

33 CX202102005 林增 20201100081 林学院 硕士 林学/经济林 油茶原生质体遗传转化体系研究

34 CX202102006 柯琴 20191100056 林学院 硕士 林学 多代桉树人工林土壤团聚体有机碳库周转特征及机制研究

35 CX202102007 郑翔宇 20191100017 林学院 硕士 林学/森林保护 双线卷裙夜蛾取食寄主的选择机制

36 CX202102008 毕旭 20201200021 林学院 硕士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洞庭湖土壤微生物对杨树种植与清理的响应机制

37 CX202102009 谢勇 20191100044 林学院 硕士 林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湘西地区柏木林群落结构时空动态及其环境解释

38 CX202102010 李恬甜 20201200048 林学院 硕士 林业/森林培育与林木育种 福建青冈群体遗传格局及适应性进化机制

39 CX202102011 贾冠宇 20201100066 林学院 硕士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湿地景观格局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以洞庭湖为例

40 CX202102012 刘粉粉 20191100002 林学院 硕士 林木遗传育种 基于表型与SNP标记的杨树种质遗传多样性研究

41 CX202102013 李朋乐 20191100012 林学院 硕士 林学/森林培育 基于GBS-SNP的马尾松基因组选择GS育种研究

42 CX202102014 陈前欣 20191100023 林学院 硕士 林学/森林经理学 基于Dinamica-EGO和InVEST模型耦合的沅陵县碳汇时空动态研究

43 CX202102015 雷惠敏 20191100139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硕士 生态系统生态学 亚热带不同树种对土壤氮素分异利用的菌根调控机制

44 CX202102016 姚柳 2019110011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硕士 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于PolyT单链DNA-铜纳米簇检测碱活性磷酸酶活性

45 CX202102017 陈雅真 20201100189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硕士 生态学 亚热带不同森林类型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吸附特征研究

46 CX202102018 刘婷 20191100148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硕士 生态学 城市化进程中热“源-汇”景观格局对热岛效应的影响

47 CX202102019 王一帆 20191100150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硕士 生态学/理学 侧柏和栓皮栎木质部栓塞修复对叶片吸水的响应研究

48 CX202102020 岳慧敏 20191100106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硕士 生物学/微生物
白腐担子菌Trametes hirsute X-13降解木质素及其预处理促进杨木糖化

的研究

49 CX202102021 陈智芬 20191200117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硕士 生物工程 生物炭/钼酸基光催化修复四环素污染水体的机理研究

50 CX202102022 张学静 20191100111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硕士 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川黄柏幼苗生长和药用成分对干旱胁迫响应的机理研究

51 CX202102023 何金松 20191100146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硕士 生态学 外源氮输入对油茶根际土壤磷有效性的影响机制

52 CX202102024 钟雅楠 20191100117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硕士 生物学 纤维二糖脱氢酶基因的异源表达及杨木纤维降解酶系的优化研究

53 CX202102025 孔佑莎 2019110013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硕士 生态学/恢复生态学 锌胁迫对大叶女贞叶片结构性状及富集特性的影响

54 CX202102026 刘婷婷 20191100120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硕士 生物学/生物资源学 芥菜miRNA调控木质素合成参与镉胁迫响应的功能研究

55 CX202102027 张晓萌 2020110022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林业工程 MUF树脂浸渍杨木吸湿特性对干燥温度的响应机制研究

56 CX202102028 刘心怡 2019110022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林业工程 具有可调滤光功能的透明复合木材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57 CX202102029 刘一帆 2019110017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新型功能材料 304不锈钢激光熔覆FeCoCrNi系高熵合金耐磨涂层研究

58 CX202102030 吴加彪 2019110020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林业工程/木材科学与技术 闽楠间伐材的材性研究

59 CX202102031 曾盼盼 2019110021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家具设计与工程 可拓学和TRIZ理论方法在办公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60 CX202102032 康晶飞 2020110021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性能竹碳纤维复合电催化剂的制备及其构效关系研究

61 CX202102033 刘瑞霞 2019110021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林业工程/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ARGET-ATRP法制备木质素基温敏材料及自组装过程的研究

62 CX202102034 赵昭 2019110018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 聚苯胺基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废水处理应用



63 CX202102035 欧安琪 2019110022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生物质能源 生物质基可见光催化剂的制备及处理木质纤维乙醇废水的研究

64 CX202102036 丁宇 2019120013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林业工程 湿热互作对重组竹热压成型过程影响的研究

65 CX202102037 闫锦 20201200253 机电工程学院 硕士 机械工程 温压成型工艺对杨木粉/氧化铋复合材料压坯表面颜色的影响研究

66 CX202102038 范子彦 20191200159 机电工程学院 硕士 机械工程 采收一体化作业微型采收机的研发

67 CX202102039 陈志峰 20191200163 机电工程学院 硕士 机械工程  基于相变材料翅片复合结构的动力电池散热性能研究

68 CX202102040 刘曹文 20191100230 机电工程学院 硕士 机械工程 喷丸工艺对铝合金表面裂纹的修复及机理研究

69 CX202102041 梁定坤 20191200179 机电工程学院 硕士 机械工程 大功率柴油机串联式两级增压系统基础理论研究

70 CX202102042 杨瑾 20191100249 物流与交通学院 硕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油茶产业项目建设模式与绩效评价

71 CX202102043 蔡尉尉 20191200195 物流与交通学院 硕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基于多特征提取与Cross-Attention神经网络的物流托盘分割研究

72 CX202102044 廖筱婷 20191100275 风景园林学院 硕士 风景园林学 基于图像的风景文化遗产智能特征识别和价值评估方法研究

73 CX202102045 陈港茹 20191100279 风景园林学院 硕士 风景园林学 基于GIS和空间句法的上杭县公园绿地社会服务功能评价

74 CX202102046 袁婕俐 20191100253 风景园林学院 硕士 风景园林学 紫花含笑开花过程花香成分挥发特征及释香细胞结构研究

75 CX202102047 赵东睿 20191200232 风景园林学院 硕士 风景园林 基于Multi-Agent疫情期间居住区空间户外活动行为的传染风险评估

76 CX202102048 刘璐 20191200235 风景园林学院 硕士 风景园林 基于数字技术的花园模块化构建及应用研究

77 CX202102049 任天一 20191100278 风景园林学院 硕士 风景园林学 基于网络评论的风景文化遗产特征识别和价值智能评估方法研究

78 CX202102050 夏梦姿 20191200226 风景园林学院 硕士 风景园林 空间正义视角下的公园绿地布局优化研究

79 CX202102051 李红晨 20191200258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硕士 工业设计工程 小径木重组材拼花设计及加工工艺

80 CX202102052 任毅 20191200257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硕士 工业设计工程 深色名贵硬木家具“尺寸定制”拆单软件设计

81 CX202102053 陆潇潇 20191100290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硕士 设计学/家居产品设计 基于CMF的学龄前儿童益智桌设计

82 CX202102054 李雪纯 20201200336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硕士 艺术设计 宋式玫瑰椅的原型探究与再设计

83 CX202102055 黄红叶 20191200309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硕士 艺术设计/产品设计 启发小学生设计思维的产品识别与获取

84 CX202102056 王章栋 20201100352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硕士 信息与通信工程 基于云环境的跨媒体加密检索算法研究

85 CX202102057 许彬 20201100361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硕士 软件工程 无人机辅助移动边缘计算中的任务卸载

86 CX202102058 叶铭亮 20201200365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硕士 电子信息 基于宽波段红外探测器的林业物联网监测系统设计

87 CX202102059 温治芳 20201100360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硕士 软件工程 基于多维度卷积融合的音乐流派分类

88 CX202102060 马俊勇 20201200367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硕士 电子信息 基于深度融合网和集成学习的细粒度图像分类研究

89 CX202102061 伍振宇 20201100368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硕士 软件工程 基于深度学习的无人机图像中枯立木的识别

90 CX202102062 陈星佑 20191200371 土木工程学院 硕士 建筑与土工程 洞庭湖淤泥在绿色驳岸砌块中的再利用研究

91 CX202102063 梁承昊 20191200130 土木工程学院 硕士 建筑与土木工程 生物改性剂改性沥青混合料路用性能试验研究

92 CX202102064 张跃斌 20191100333 土木工程学院 硕士 土木工程 基于碳汇价值评估的城市公园PPP项目补偿机制研究

93 CX202102065 郭佳慧 20201200495 土木工程学院 硕士 土木水利 稻草加筋土静动力特性和本构模型研究

94 CX202102066 马凯 20191200392 土木工程学院 硕士 建筑与土木工程 生态型高延性水泥基复合材料性能及自愈合行为研究

95 CX202102067 胡作民 20191100356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食品科学与工程 甜橙黄酮抗癌功效的评估及其分子机理研究



96 CX202102068 彭晨展 20191100357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源性致病菌快速高灵敏显色检测技术的研究

97 CX202102069 唐玉妹 20191100358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食品科学与工程 竹笋膳食纤维与多酚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其生物可及性研究

98 CX202102070 吴小念 2020120053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食品加工与安全 基于超声的淀粉-脂质复合物的形成机制及消化特性研究

99 CX202102071 蔡昕汝 20201200511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生物与医药 红曲霉菌液态发酵对直流电刺激的响应机制研究

100 CX202102072 蒋毅 2019110037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环境科学与工程 钙铁基材料调控水稻根基镉砷化学行为与机制效应

101 CX202102073 周代玺 2019110036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环境科学与工程 磁性改性生物炭对水体中六价铬的去除机理及背景电解质离子影响研究

102 CX202102074 何其浩 2019110036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环境科学与工程 栾树抗镉基因筛选与应用分析

103 CX202102075 王子钰 2019120048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 环境科学与工程 秸秆离田对土壤Cd生物有效性及稻米Cd积累的影响

104 CX202102076 胡婉迪 20191100390 理学院 硕士 化学工程与技术 磁珠-DNA纳米酶对融合基因比色、温度双模式检测

105 CX202102077 罗秋艳 20191100384 理学院 硕士 化学工程与技术/木基吸附材料 木质纤维基碳点水凝胶对重金属智能检测、高效吸附机制

106 CX202102078 董亦如 20191200488 商学院 硕士 农业管理 虹吸效应视域下信阳市乡村旅游提质扩容的路径研究

107 CX202102079 郭梦晓 20191100402 商学院 硕士 工商管理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

108 CX202102080 肖佳琦 20191100401 商学院 硕士 工商管理 直播带货网红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

109 CX202102081 柏晓林 20191200487 商学院 硕士 农业管理 湖南省森林生态安全空间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

110 CX202102082 沈洁 20201200623 商学院 硕士 农业管理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水源保护地农地休耕适宜性评估与分区研究

111 CX202102083 刘天宇 20201200625 商学院 硕士 农业管理 洞庭湖农户化肥减施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112 CX202102084 宁佳钧 20191100399 商学院 硕士 工商管理 湖南省涉重金属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污染减排行为研究

113 CX202102085 段欢 20191200514 商学院 硕士 农业管理 花卉品牌竞争力提升策略研究——以麻城菊花为例

114 CX202102086 杨雅卓 20191100396 商学院 硕士 工商管理 研发人员前摄型人格对越轨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115 CX202102087 吕林樨 20191100404 商学院 硕士 工商管理 心理资本对户籍异质性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研究

116 CX202102088 陈咏怡 20191200572 商学院 硕士 会计 大数据背景下N公司财务危机预警研究

117 CX202102089 岳丽华 20191100409 商学院 硕士 工商管理 情绪劳动对酒店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工作倦怠的中介作用

118 CX202102090 陈睿 20191100412 经济学院 硕士 应用经济学/生态经济学 长株潭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对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影响

119 CX202102091 周蕾 20191100410 经济学院 硕士 应用经济学/生态经济学 特色农业的长效减贫机制及效应评价——以湖南油茶为例

120 CX202102092 王姝璇 20201100489 经济学院 硕士 应用经济学/国际贸易学 数据流动限制和数字服务贸易对国家创新力的影响

121 CX202102093 李远青 20201100476 经济学院 硕士 应用经济学/生态经济学 主体功能分区对绿色生态效率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122 CX202102094 曾庆瑞 20191100416 经济学院 硕士 应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双循环发展格局下湖南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路径研究

123 CX202102095 毛愉清 20201200759 外国语学院 硕士 笔译 国外语言博物馆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与译介

124 CX202102096 李国兵 20201200743 外国语学院 硕士 外国语言文学 从副语言现象分布看预制语块对汉英同传的影响

125 CX202102097 邓湘林 20201200115 旅游学院 硕士 农村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与研学旅行耦合机制研究

126 CX202102098 丁宁宁 20191100085 旅游学院 硕士 林学 眼动追踪视野下乡土绿化植物遴选研究

127 CX202102099 刘宇琪 20201100517 政法学院 硕士 法学（民商法学） 商标囤积的法律规制研究

128 CX202102100 贺文 20191100431 政法学院 硕士 法学（刑法学） 单位矿产资源犯罪实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