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检测对象 总相似比 检测结果(30%) 学院

1 张志鹏-EDTA改性镁铝双金属氢氧化物对Cr（Ⅵ）的吸附研究 20.98 通过 材料学院

2 刘孟雨-新疆源泰年产15万吨丙烯制丙烯腈项目工艺设计 24.3 通过 材料学院

3 张宇韬-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水的总硬度方法研究 11.68 通过 材料学院

4 赵子豪-MOF-二氧化硅复合膜溶胶的制备 23.88 通过 材料学院

5 陈燕-泡沫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研究 20.6 通过 材料学院

6 唐强-多孔网状物负载二氧化钛的工艺及其对氮氧化合物除去性能研究 21.07 通过 材料学院

7 刘维-纤维增强C40混凝土阻裂性能研究 26.86 通过 材料学院

8 任文宁-基于DSR的沥青胶结料自愈合行为研究 28.38 通过 材料学院

9 韦毅-Cu2S/CuO异质结的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23.66 通过 材料学院

10 张晓林-橡胶沥青及沥青混合料性能研究 25.6 通过 材料学院

11 崔博-玄武岩纤维对新老混凝土界面粘结性能影响 23.64 通过 材料学院

12 卢雨勤-纳米级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及其复合材料的制备与表征 16.34 通过 材料学院

13 .杨波-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制备方式与性能研究 27.24 通过 材料学院

14 王超-建筑与土木工程综合毕业设计——城开高速公路泡沫沥青混合料性能评价 16.09 通过 材料学院

15 罗佳燕-新型材料的出现对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影响 26.52 通过 国际学院

16 桑宇骋-关于工程项目基层员工流失率的探讨 23.3 通过 国际学院

17 胡继源-生鲜农产品物流定价及销售策略研究 24.75 通过 国际学院

18 蒲博文-重庆滚装运输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 22.29 通过 国际学院

19 王顺勇-投标报价文件及国内外投标报价模式对比分析 26.14 通过 国际学院

20 魏雄-城市地铁隧道施工对邻近建筑物影响研究 24.49 通过 国际学院

21 黄勤超-连拱隧道施工工法及适应性分析 23.9 通过 国际学院

22 杜柯正-地下洞群结构稳定性研究 15.72 通过 国际学院

23 王红瑶-结构面方向效应对岩石单轴压缩破坏模式的影响研究 28.46 通过 河海学院

24 欧芹-悬浮泥沙对藻类生长及光合特性的影响 28.93 通过 河海学院

25 张少康-几种绿化植物对交通污染的生理响应研究 23.84 通过 河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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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康晶晶-基于二次谐波特性的受载混凝土超声特性实验研究 29 通过 河海学院

27 罗亚秋-基于玉滩水库21万亩灌溉用水的下游河道通航研究 25.68 通过 河海学院

28 周健-山区公路洪灾形成机制研究 26.26 通过 建规学院

29 刘莹-基于低碳视角的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24.3 通过 建规学院

30 秦悦-成渝城市群竞争力评价研究 28.36 通过 建规学院

31 王芳-阿里地区噶尔县垃圾填埋场成库设计及库容计算 18.38 通过 建规学院

32 亢扬箫-BIM与GIS集成技术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与思考 18.9 通过 建规学院

33 姜周游-针对老年人的交叉口交通安全设施设计 29.11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34 胡志贺-长江上游港口对腹地影响实证研究：以重庆港为例 24.7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35 柏聪-云阳县城际一体化公交场站规划方案 26.67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36 朱胜男-小客车在互通立交匝道路段的车道使用行为研究 17.73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37 张钊辉-考虑路段行人通行的重庆市学府路干道线控设计 26.07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38 于振亚-基于区域旅客出行特征的长途道路客运接驳运输组织模式研究 24.1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39 杨博韬论-信号交叉口两难区分析及安全改进设计 23.37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40 薛云冰-学府大道部分路段基于VISSIM绿波协调优化方案 19.79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41 吴佩洁-高速公路网交通安全管理技术 15.05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42 吴理涛-长江上游集装箱港口竞争力分析 22.15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43 田宗利-大客车（公交车）在互通立交匝道路段的车道使用行为研究 18.66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44 田永辉-重庆港集装箱吞吐量预测 22.53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45 孙海烽-青岛港铁矿石码头发展对策分析 23.6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46 冉福霞=汽车排放污染物浓度在长隧道路段的分布特征研究 14.27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47 卿博-重庆市网络约租车用户使用行为特征分析 22.24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48 蒲怡然-重庆航空港引入需求响应交通服务的可行性分析 19.38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49 彭代鑫-基于正交试验的车辆到达时间分布设计 25.7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50 刘丽君-基于新型需求响应巴士服务的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对策 19.98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51 刘佳玲-旅游城市客运转型升级的对策研究 15.74 通过 交通运输学院

52 邹林敏+ 政府会计核算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12.36 通过 经管学院



53 覃晓帆 -公允价值准则在我国的发展及应用研究 17.21 通过 经管学院

54 王逊 -企业集团财务管控问题的研究 9.31 通过 经管学院

55 杨文-我国房地产企业成本控制问题研究 20.58 通过 经管学院

56 李科锦-我国房地产企业营运资金管理问题研究 27.41 通过 经管学院

57 张琴-资产减值会计准则问题研究 17.52 通过 经管学院

58 张玉清-企业其他综合收益会计问题研究 27.89 通过 经管学院

59 张江林-营改增”对建筑施工企业会计核算的影响 21.65 通过 经管学院

60 张乐-中小企业财务风险问题及其控制研究 14.72 通过 经管学院

61 张丽-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关系问题研究 28.17 通过 经管学院

62 奚渝-平衡记分卡在企业绩效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26.04 通过 经管学院

63 周杰-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及出路研究 22.31 通过 经管学院

64 周丹骏-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与可靠性关系及其运用研究 20.42 通过 经管学院

65 赵丹- 加强施工企业现金管理的思考 9.39 通过 经管学院

66 孙秋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财务战略研究 25.49 通过 经管学院

67 张毓-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问题与对策 24.01 通过 经管学院

68 张耀尹-完善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的思考 12.65 通过 经管学院

69 曾利-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及优化研究 15.34 通过 经管学院

70 高铭-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探讨 19.42 通过 经管学院

71 凌俊芳-本量利分析法在煤炭企业运用研究 22.62 通过 经管学院

72 张丽-加强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的思考 25.78 通过 经管学院

73 韦银-关于重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思考 19.13 通过 人文学院

74 陈青清-网红现象的传播要素分析--以papi酱为例 19.92 通过 人文学院

75 陈珏吟 -重庆地名命名倾向与地名文化传播研究 13.38 通过 人文学院

76 陈德群-新媒体环境下谣言的传播与治理 19.11 通过 人文学院

77 陈天路-基于真实新闻事件的IP改编研究 15.81 通过 人文学院

78 郑敬文 关于重庆文化创意街区旅游发展思考 19.41 通过 人文学院

79 谢蕾 我国乡村旅游的问题和对策 27.8 通过 人文学院



80 袁梦 -重庆市市民度假旅游需求调查研究 14.43 通过 人文学院

81 罗燕  重庆市民休闲行为研究论文 28.14 通过 人文学院

82 石治祥-平面广告设计中的汉字元素运用分析 15.19 通过 人文学院

83 汤雪-基于女性情感诉求的旅游广告策略研究 15.36 通过 人文学院

84 张陈 国内外影视旅游发展比较研究 21.13 通过 人文学院

85 张薇-动效在HTML5广告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17.28 通过 人文学院

86 张毅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以重庆酉阳为例 25.38 通过 人文学院

87 岑子瑶-《大鱼海棠》与《你的名字。》：中日动画电影传播比较研究 12.07 通过 人文学院

88 孔琴 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秀山县为例 23.18 通过 人文学院

89 姚林君  重庆市涪陵区大木村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改） 27.95 通过 人文学院

90 周彩英-浅谈可口可乐广告中的情感设计 19.98 通过 人文学院

91 向未来 “互联网+”背景下酒店营销策略创新研究 16.89 通过 人文学院

92 刘晓慧-数字时代标志设计的流行趋势研究 7.67 通过 人文学院

93 龙飞宇-《全球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第十一章）翻译报告 16.43 通过 外国语学院

94 黄小敏-《科技与工程翻译基础》（第11-13单元）翻译报告 17.63 通过 外国语学院

95 陈端阳-土建工程采购国内竞争性招标文件（第一章及第二章）翻译报告 21.41 通过 外国语学院

96 陆汶鞠-英语eb-基于小学教学模式的中美文化差异研究 17.86 通过 外国语学院

97 袁欢-《最新国际工程项目管理实务全书》（第一篇第六章一二节）翻译报告 14.03 通过 外国语学院

98 符景欣 道路工程手册（第四章第一至八节）翻译报告 17.66 通过 外国语学院

99 王雅萍-《人体生理学》（第四章）翻译报告 19.96 通过 外国语学院

100 王怡洋《城市道路交通工程设计技术方法的完善及实践》翻译报告 17.7 通过 外国语学院

101 王巧玲--网络环境下英语专业本科生学习策略研究 19.34 通过 外国语学院

102 王乙 《最新国际工程项目管理实务全书》（第八篇第五章）翻译报告 18.55 通过 外国语学院

103 海鹰飞--《全球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第八章）翻译报告 17.34 通过 外国语学院

104 夏六一《最新国际工程项目管理实务全书》（第一篇第七章）翻译报告 19.92 通过 外国语学院

105 张瑞-《最新国际工程项目管理实务全书》（第一篇第六章第三四节）翻译报告 16.4 通过 外国语学院

106 吴逸胜-《桥梁安全耐久性与病害事故分析》翻译报告 17.95 通过 外国语学院



107 吴洋-汉语政论语篇中的审美因素及其在英译中的再现 13.88 通过 外国语学院

108 吴倩《最新国际工程项目管理实务全书》（第四篇，第七章）翻译报告 8.77 通过 外国语学院

109 刘斌-《全球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第九章（全球建筑工程项目融资）翻译报告 17.42 通过 外国语学院

110 刘俊杰-诺罗瓦尔体育设施岩土工程勘察招标文件翻译报告 11.5 通过 外国语学院

111 张丹丹-基于贝叶斯分类器的查询接口识别系统 25.12 通过 信息学院

112 唐琴-可移动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蒙特卡罗定位算法研究 5.59 通过 信息学院

113 周念-基于决策树的网站查询接口识别系统 24.37 通过 信息学院

114 吴泽明-智能点滴系统设计 22.48 通过 信息学院

115 钟志厚-大数据环境下桥梁健康监测信息存储及模式挖掘算法分析 20.46 通过 信息学院

116 邹汉武-Java题库管理与试卷自动生成系统 20.57 通过 信息学院

117 杨金星-基于单片机的步进电机控制门禁系统的设计 28.93 通过 信息学院

118 张辰昊-基于4G网的特种车辆健康状态实时检测系统开发 5.82 通过 信息学院

119 张籍尹-皮肤水润度日历系统开发 12.35 通过 信息学院

120 庞子卯-高速公路桥梁养护管理信息平台 7.53 通过 信息学院

121 尹彬-学位委员会投票系统 12.01 通过 信息学院

122 吴明财-手机安全卫士的设计与开发 15.02 通过 信息学院

123 李培宁-计算机网络路由算法研究 22.53 通过 信息学院

124 陈晓嫚-船舶电站自动电压调节器的维护管理 20.3 通过 航船学院

125 陈员才-船舶副机燃烧重油的管理特点 28.23 通过 航船学院

126 覃川-船员的安全责任意识对保障船舶航行安全的影响研究 26.76 通过 航船学院

127 董英明+ 船舶通过山体滑坡险情点的航行安全保障对策研究 14.94 通过 航船学院

128 胡智勇+内河矿砂运输船防浪损的安全保障对策研究 16.04 通过 航船学院

129 窦刚-“渝新欧”铁路对传统海运替代效应的分析 19.64 通过 航船学院

130 张祥- 燃料电池在船舶能源中的应用分析 19.64 通过 航船学院

131 张增凯-船舶运输业防止大气污染应对措施研究 9.4 通过 航船学院

132 张凇铭-海员的法制观念对保障海上航行安全的影响研究 20.11 通过 航船学院

133 张兵-水路运输散装液化品泄漏事故风险评价研究 20 通过 航船学院



134 崔育恺-巴拿马运河新船闸开通对航运业的影响(2 23.36 通过 航船学院

135 姜浩+通航环境对船舶驾驶操作决策研究影响(1) 10.85 通过 航船学院

136 卜振鹏-船舶电控柴油机控制系统工作原理分析 11.52 通过 航船学院

137 冯启学-基于神经网络的船舶电站状态识别研究 24.19 通过 航船学院

138 冉刚-船舶蒸汽系统的热力分析与优化 22.21 通过 航船学院

139 何华鑫-船舶海水淡化技术的研究 22.67 通过 航船学院

140 孔德超+基于JAVA开发的拼图游戏 23.61 通过 数统学院

141 胡玢昕+带有泄漏时滞和混合时变时滞的脉冲复数神经网络的同步性 11.27 通过 数统学院

142 高丽+具有状态反馈控制策略的捕食者 12.41 通过 数统学院

143 阿飙+具有时变时滞的离散复值神经网络的稳定性分析 13.52 通过 数统学院

144 赵雯 +高速公路收费系统优化与设计 17.35 通过 数统学院

145 史微基于java语言的电商网站实现 13.85 通过 数统学院

146 时昳晴+带有泄漏时滞Clifford神经网络的全局稳定性 12.18 通过 数统学院

147 瞿松+Nash 均衡关键因素对比实验设计方案 25.74 通过 数统学院

148 刘远东+大学新生基础课成绩与高考成绩的关联分析 25.76 通过 数统学院

149 廖浩宇+高校成绩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28.11 通过 数统学院

150 龚雅娟  河南省乡村旅游营销中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26.64 通过 经管学院

151 龙双凤+重庆鑫奥医药公司仓储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2.63 通过 经管学院

152 齐伟鑫-服务企业内部营销策略研究--以交通银行为例 30 通过 经管学院

153 顾银+装备制造类产品设计变更的任务资源的再配置与优化策略研究 10.28 通过 经管学院

154 郝青宇+重庆交通大学京东派选址问题研究 16.7 通过 经管学院

155 赵雪锐-国家异质、金融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的比较 23 通过 经管学院

156 赵雪杰--重庆市301公交调度的优化研究 17.86 通过 经管学院

157 赵珊-第三方专业验房服务商的客户关系管理研究 15.84 通过 经管学院

158 赵杰-金融风险管理的VaR方法与应用 29.26 通过 经管学院

159 赵志伟+重庆籍集装箱内河航运能力分析 22.77 通过 经管学院

160 赵姣--突发事件下应急物资运输的路径和方式的优化研究 19.2 通过 经管学院



161 赵亚斌+校园末端配送模式分析与评价 11.14 通过 经管学院

162 袁静-装备制造类产品设计变更的任务资源的再配置与优化策略研究 20.73 通过 经管学院

163 袁红伟+校园送餐自提点运行方案设计 8.55 通过 经管学院

164 罗严美--重庆市农村公共交通发展模式研究 28.69 通过 经管学院

165 王俊霞-快时尚品在市场营销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1.23 通过 经管学院

166 熊英材-供应链契约与合作广告的研究 24.19 通过 经管学院

167 潘佳琦_基于时序模型的房价指数研究及2017预测 16.14 通过 经管学院

168 杨璧泽+重庆内河航运运力结构研究 15.94 通过 经管学院

169 李自发--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分析 20.8 通过 经管学院

170 李秀莲+校园公用洗衣体系设计与仿真 8.24 通过 经管学院

171 徐聪聪--农村电商发展对促进精准扶贫的影响分析 23.15 通过 经管学院

172 徐珊  游戏产品营销策略研究——以阴阳师为例 21.21 通过 经管学院

173 徐学炜+我国枢纽港集装箱码头多式联运模式研究 17.17 通过 经管学院

174 张贤露 三星手机的品牌危机管理研究 24.1 通过 经管学院

175 张昊-中国网络游戏消费者行为分析 18.14 通过 经管学院

176 张崭-旅行文化类公司品牌管理策略研究 22.67 通过 经管学院

177 周祥+社区农贸市场农产品物流模式研究 21.57 通过 经管学院

178 吴博+航空货运代理模式形成研究 18.97 通过 经管学院

179 余明林+送餐配送模式与派送优化问题研究 23.66 通过 经管学院

180 何珂  华为手机的营销策略分析 23.32 通过 经管学院

181 黄定一-“一带一路”战略下国际物流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23.99 通过 经管学院

182 张睿玥-中国对外反倾销的现状、效应 18.34 通过 经管学院

183 查灿-中国交通装备制造业利用外资情况研究 28.08 通过 经管学院

184 施晓凤-“一带一路”战略下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协同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21.2 通过 经管学院

185 杨琳-中国企业在美国跨国并购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23.91 通过 经管学院

186 董浩-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提升措施研究 25.14 通过 经管学院

187 张晓源-“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农产品出口便利化措施研究 25.26 通过 经管学院



188 魏辉琼-临时复制的社会经济价值与政府干预研究及建议 7.48 通过 经管学院

189 何怡轩-声音商标注册成功要件的研究 19.58 通过 经管学院

190 邓蔚-微信中存在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与微信自媒体平台运营商的责任及管理 11.43 通过 经管学院

191 邱月-流行服装新颖样式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研究 26.23 通过 经管学院

192 陈娇-双江古镇影视基地建设中非物资文化遗产挖掘开发与知识产权策略运用 14.69 通过 经管学院

193 聂菊-电视娱乐节目被模仿者维权策略研究 11.31 通过 经管学院

194 黄月+便携式药盒创意设计 12.37 通过 设计学院

195 马丹妮+浅析汉字元素在玻璃装置艺术中的创新运用 11.28 通过 设计学院

196 雷春苗-城市桥梁与公共空间的融合-鹅公岩大桥区域景观设计 24.45 通过 设计学院

197 蔡杭航+“变幻”论自然材料首饰之美 18.57 通过 设计学院

198 苟振宇+家居空间生活小助手产品创新设计 11.15 通过 设计学院

199 胡凯程+智能无人快递小车（机器人）概念设计 19.56 通过 设计学院

200 满耀阳+桥梁在古典园林景观设计中的运用及作用 13.43 通过 设计学院

201 梁丹+中国传统吉祥文化在糖果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21.56 通过 设计学院

202 杨晓宏+休闲空间交互终端产品设计 17.32 通过 设计学院

203 杨中凤-生命的弹力 仿生形态在成都熊猫基地桥梁设计方面的运用研究 20.59 通过 设计学院

204 李松涛+医疗环境辅助护理类产品创新设计 21.7 通过 设计学院

205 徐杰鹏+基于用户体验的可穿戴产品设计 20.52 通过 设计学院

206 张韬+浅析拼接工艺在实木器皿制作中的应用 12.52 通过 设计学院

207 张丛聪+“怪布”时尚餐具包装设计 18.57 通过 设计学院

208 孙齐颖+植物构建桥梁形态研究 14.3 通过 设计学院

209 夏鑫+《探析桥元素在“新晨之桥”系列时尚产品中的设计与应用》 23.05 通过 设计学院

210 周钺源+民国时期时尚元素在箱包设计中的应用 9.56 通过 设计学院

211 周燚+“负空间”——论实木家具的减法设计 14.87 通过 设计学院

212 向琴+现代手绘墙与中式古典装修的结合 19.73 通过 设计学院

213 向往+UI手机科幻主题设计 17.06 通过 设计学院

214 叶舟+生肖文化包装设计中的本命年元素 16.38 通过 设计学院



215 刘雷+特定家居风格环境下的创意家具设计 16.05 通过 设计学院

216 刘王斌+创意厨房生活小产品创新设计 4.74 通过 设计学院

217 刘孟凡+“传统象形图案”现代杯具上的时尚衍生设计 15.23 通过 设计学院

218 刘圣太+浅析“一月十一”品牌纹身的异兽形象创新开发设计 13.63 通过 设计学院

219 于洋洋+“时殇”公益类插画设计 9.45 通过 设计学院

220 阿迪力.托胡提-地磁场分布对力磁耦合效应的影响分析 23.49 通过 土木工程学院

221 张鸿铖-济（源）阳（城）高速公路太行隧道施工量测方案 14.21 通过 土木工程学院

222 简传熠-石河连续梁桥力学性能分析和桥梁安全监测方案设计 15.43 通过 土木工程学院

223 刘明-考虑预应力的巫新三跨连续刚构桥全过程力学建模分析计算 10.98 通过 土木工程学院

224 曹攀-万湖段特大桥施工全过程力学特性分析计算 27.11 通过 土木工程学院

225 权柳婷-基于平面3节点剪切效应梁单元的热应力问题有限元程序设计 21.82 通过 土木工程学院

226 沈开-平面桁架结构的弹塑性几何非线性问题的有限元程序设计 16.55 通过 土木工程学院

227 赵彦明-野外控制点寻找方法研究 17.78 通过 土木工程学院

228 王仲-基于核主成分分析的高光谱遥感特征提取 13.46 通过 土木工程学院

229 刘文洋-基于视觉可达性的室内地图要素分类分级 16.72 通过 土木工程学院

230 王涛-基于多源遥感影像城市不透水层的提取实践 18.03 通过 土木工程学院

231 张浚强-基于力磁耦合的钢筋应力集中程度分析 28.38 通过 土木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