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入围考试考生信息公示表

序号 考生姓名 考生报名号
报考
类别

本科毕业学校 本科毕业专业 硕士毕业学校 硕士毕业专业 报考专业 主要学术成果

备注（审核录
取、少数民族
骨干计划、联
合培养、海南

专项等）

1 韩文利 1049798995 11 德州学院 美术学 广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 艺术学理论

《论图形创意”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误导性》2008年5月发表于《美术与设计》；
《新媒体背景下数字漫画出版的新特征》2016年3月发表于《出版科学》；
《国产动画中互联网思维的嬗变》2016年6月发表于《传媒》；
《数字时代儿童绘本出版的新方位》2018年8月发表于《中国编辑》。
2014年11月，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公益广告大赛，二等奖；
2016年3月，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河南高校创意绘画大赛，二等奖。

2 杨林通 1049799262 12 中南民族大学 动画 武汉理工大学 美术学 艺术学理论

《浅析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中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运用》2019年11月发表于《艺术教育》；
《<怪兽大学>中的美与丑》发表于2013年23期《电影评介》；
《浅谈美国动画中的中国建筑特点》2013年11月发表于《城市建筑》。
《乡途》国家广电总局第二届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画大赛，一等奖；
《守护》国家广电总局第三届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画大赛，二等奖；
《挚友》第十一届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银奖。

3 付亚青 1049799913 1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武汉理工大学 美术学 艺术学理论
《儿童绘本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2017年9月发表于《数码设计》；
《浅析儿童绘本中的“中国味”》2019年4月发表于《艺术与设计》。

4 彭苑 1049799397 12 中国美术学院 绘画 中国美术学院 美术学 艺术学理论

《吸收与重构，里维拉壁画多重综合性研究——以墨西哥历史为例》发表于《中国壁画》系列丛
书；
《当代壁画鉴赏主题初探》2017年6月发表于《美术教育研究》。
 2014年第三届全国壁画大展，大展大奖；
 2014年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铜奖；
 2019年第十三届湖北省美术作品展，金奖；
 2019年湖北省第十届屈原文艺奖。

少数民族
骨干计划

5 陈麟 1049798750 12 西南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四川美术学院 设计艺术学 艺术学理论
《浅析视觉传达形式在现代公共艺术中的应用》2020年发表于《社会科学与心理学》；
《协商民主及其在人大工作中的运用》2014年9月发表于《领导与科学》。

6 王征 1049798972 11 河北农业大学 工业设计 武汉理工大学 设计学 设计学

《隐喻在设计中的应用》2017年5月发表于《中外建筑》；
《建筑的文化原理》2017年6月发表于《中外建筑》；
《论明式家具“天人合一”的思想》2017年4月发表于《家具与室内装饰》；
《明式家具的文化内涵》2017年5月发表于《家具与室内装饰》。

7 游晓宇 1049798891 11 河南科技大学
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

广东工业大学 设计艺术学 设计学
《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产品设计研究》2011年6月《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获中国低碳生活设计大奖金羊奖。

8 李瑞 1049799307 11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

务学院
工业设计 陕西科技大学 艺术设计 设计学

《基于用户体验的可穿戴智能产品设计研究》发表于《现代装饰》；
 2018年获“十艺济南创意中国”第三届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山东省高校优秀指导教师奖。



9 雷尚仲 1049798828 12 湖南工业大学 工业设计 华南理工大学 设计学 设计学

《面向老年人的智能电视交互系统设计研究》2018年10月发表于《工业设计》；
《基于ISM对互联网产品开发系统的分析研究》2017年2月发表于《图学学报》；
《基于云服务的家庭智能空气净化系统设计》2016年2月发表于《包装工程》；
《对中国工业设计教育体系发展模式的研究》2015年发表于第三辑《工业设计研究》。

10 刘览宇 1049799195 11 江汉大学 产品设计 米兰理工大学 设计学 设计学
《实用理性思想下产品设计的感谢诉求》2020年3月发表于《艺术品鉴》；
2015年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平面类优秀奖。

11 张钰唯 1049798629 11 鲁迅美术学院 产品设计 武汉工程大学 艺术设计 设计学
《完全学分制背景下工业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18年11月发表于《艺术教育》；
《儿童数字产品界面色彩设计研究》发表于《艺术与设计》；
作品《珍叶苦菜》、《世界创意银行》发表于2018年第04期《艺术评论》。

12 何素丹 1049798590 11 武汉理工大学 动画 海南大学 美术学 设计学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奥运艺术》，副主编，第一编写人；
海南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设计艺术基础》，第二编写人。

13 邹杰 1049799575 11 湖南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设计艺术学 设计学
《浅谈数码艺术引发景观小品设计的变革》2016年发表于《中国民族博览》；
《基于室内装饰的大学宿舍表层文化研究》2016年发表于《现代装饰（理论）》；
 2019中国大学生计算机大赛优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得国家二等奖。

14 孙元煦 1049799703 11 武汉理工大学 环境设计 武汉理工大学 设计学 设计学
《当代叙事性景观体验的认同感研究》2018年5月发表于《中外建筑》；
《建筑元语言的特征演变及其文化延续解析——从三角形谈起》2018年8月发表于《中外建筑》；
《当代公共景观中文字符号的审美表达解析》2019年7月发表于《中外建筑》。

15 徐征 1049799479 11 四川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四川美术学院 设计艺术学 设计学

 《浅析拉斯金的艺术伦理思想》发表于2019年13期《艺术科技》；
 《徐征空间设计作品》2018年9月发表于《艺术评论》 ；
 《徐征设计作品》2012年1月发表于《艺术百家》；
 《徐征设计作品》2012年3月发表于《艺术百家》。

16 王敏 1049799622 11 三峡大学 艺术设计 武汉理工大学 设计学 设计学
《论中国传统简约思想—以明式家具为例》发表于2019年10月《艺术品鉴》；
《威廉莫里斯'劳动的愉悦'思想研究综述》发表于2019年第14期《艺术科技》。

17 夏宇诚 1049798549 11 武汉东湖学院 产品设计 武汉理工大学 工业设计工程 设计学

《基于人性化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设计与应用》2019年10月发表于《艺术与设计（理论）》；
《多模态交互方式的用户接受度研究》2019年12月发表于《艺术与设计（理论）》；
2017年6月获第二届“学院空间”青年美术作品作品展入围奖；
2017年11月获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铜奖。

18 戴鹳融 1049799359 11 东华大学 艺术设计 鲁迅美术学院 设计学 设计学
《沈阳智慧公交站的设计探索》发表于2017年1月《设计》；
《3D打印设计教学研究与实践》发表于2017年2月《艺术工作》2017年第二期。
2016-2017年度意大利A’Design国际设计大赛银奖；

19 陈依涟 1049798917 11 湖北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
英国伯明翰大

学
国际发展 设计学

2013年，《座椅》获外观专利；
2013年，《书桌（飞燕式）》获外观专利。

20 金正阳 1049799440 11
北京电影学院
（专科）

影视动画
马来西亚双德
国际科技大学

学院
工商管理 设计学

《动画电影《名侦探柯南：唐红的恋歌》中推理美学探骊》2017年9月发表于《电影评介》；
《论中国动画学派之“剪纸魅影”》2017年10月发表于《青春岁月》；
《动画“视听”探骊——语法价值》2019年1月发表于《传媒论坛》。



21 杨梓秦 1049799594 12 湖北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 武汉大学 软件工程 设计学

《西兰卡普图案艺术浅析》发表于2009年04期《才智》；
《浅谈当代装置艺术》发表于2009年10期《科技风》；
《标志与VI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的研究与实践》发表于2012年12期《大舞台》；
 2014年第八届“创意中国”设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少数民族
骨干计划

22 石南乔 1049798715 11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

计
武汉纺织大学 设计学 设计学

《Analysis of museum learning from the view of design》、《A study of museum study 
sheet--sample-Wuhan museum》于2019年11月被“2019年文学，艺术和人文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录
用。

23 孙梣娴 1049798581 12 湖北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湖北美术学院 设计学 设计学

《论轨道交通公共空间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以武汉市王家湾地铁站为例》2015年9月发表于《美术
大观》；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对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基于全国152所高校的实证研究》2020年3月发
表于《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论儒道美学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2020年2月发表于《大众文艺》；
湖北省第十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24 王金金 1049799285 11 武汉理工大学 产品设计 武汉理工大学 设计学 设计学
《国际豪华邮轮内饰色彩设计研究》2017年9月被“第14届创新与管理国际会议”录用
《地域文化原理在建筑空间设计中的表现》2018年11月发表于《艺术教育》。

海南专项

25 梁雅迪 1049799565 11 湖北工业大学 工业设计 广州美术学院 设计艺术学 设计学

《产品设计专业产品创新设计课堂教学与实践研究》2019年8月发表于《视界观》；
《浅析城市轨道交通中公共家具的人性化设计》2016年11月发表于《建筑与装饰》；
《浅谈材料与工艺在产品设计课程中的重要性》2016年12月发表于《西江文艺》。
2019年湖北高校第八届美术与设计大展摄影银奖；
2017年德国红点复赛入围；
2018年湖北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节艺术教育科研论文评选二等奖、三等奖；
2018年全国工业设计大赛湖北分赛区二等奖，优秀奖三项（指导教师）。

26 王凯平 1049799705 12 武汉理工大学 艺术设计 武汉理工大学 设计学 设计学

2019年《对高校设计类专业摄影实验室建设的思考》大观；
2016年《鄂中潜江传统竹器制作技艺探析》设计；
2015年《当代中国节约型社会的商品包装设计方法和思想研究》科技导刊。
2019年《莲莲有鱼》包装设计第十八届“中南星奖”设计艺术大赛铜奖；
2014年《Surrendertothe“HAZA》首届中国雾霾主题公益海报入围奖；
2014年《OWNLAB学生设计工作室标志设计》国际商标标志双年奖铜奖。

27 徐波 1049799459 12 武汉理工大学 工业设计 武汉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 设计学

《基于江西本土文化的航空创意产品设计》2017年12月发表于《包装工程》；
《江西本土航空文化纪念品设计研究》2018年12月发表于《包装工程》；
《航空产品融入产品设计表达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2018年9月发表于《南昌航空大学学报》。
2017年江西工业设计双年展金奖；
2017年中国包装创意大赛一等奖；
2019年第十五届“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青年百人榜。

28 严婳婕 1049799178 11 武汉理工大学 艺术设计 设计学

《research into coordinate on urban three-
dimensional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color(城市立体交通与环境色彩的协调性研究）》
2017年8月发表于第二届国际政治经济与法学会议（属于cpci-ssh检索）；
《基于城市色彩的立体交通色彩设计研究》2017年10月发表于《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技与工
程版）》。

同等学力



29 陈婧 1049799118 11 安徽工业大学 工业设计 武汉理工大学 工业设计工程 设计学

《科技发展之于工业设计的意义》发表于2019年03期《数码设计》；
2018获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湖北省)三等奖；
2018获第九届中国大学生游艇设计大赛全国二等奖；
2019获“何朝宗杯”瓷设计大赛二等奖。

30 姜杰 1049799151 11 河南理工大学 工业设计 武汉理工大学 设计学 设计学
《共享单车生命周期评价对比分析》2019年7月发表于《包装工程》；
《吕杰锋、姜杰工业设计作品》2018年8月发表于《艺术评论》。

海南专项

31 刘恋 1049799611 11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

分校
风景园林 武汉理工大学 艺术设计 设计学

《面向老年人认知的语音交互设计分析》2020年1月发表于《数码设计》；
《基于中老年群体特性的导航交互App设计分析》2020年4月发表于《中国包装》。
2018年第二届当代国际水墨设计展入选奖；
2019年“犀牛奖”设计大赛入围奖。

32 许通陆 1049799760 11 太原理工大学 工业设计 武汉理工大学 设计学 设计学

《中西古货币设计事理比较》2018年6月发表于《包装工程》；
《中国传统饮具设计“器-事-理-情”之关系研究》2018年月发表于《艺术教育》；
《“经济效果最优”原理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2017年8月发表于《艺术与设计》；
《互联网融入设计之中的创新模式研究》2018年2月发表于《数码设计》。

33 张博远 1049799027 11 武汉理工大学 环境设计 武汉理工大学 设计学 设计学
《现成品在室内设计中的重构》2018年发表于《数码设计》；
《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2016年发表于《艺术教育》。

34 汪海溟 1049799097 11 鲁迅美术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
沈阳航空航天

大学
设计学 设计学

《基于用户体验的智能化母婴产品设计研究》2017年11月发表于《包装工程》；
《艺术流派风格对公共艺术表现手法的影响》2015年12月发表于《建筑与文化》；
《基于用户体验理念下的医疗便携设备的设计与思考》2016年11月发表于《工业设计》。

35 涂雨潇 1049799494 11 大连工业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

计
南安普顿大学 时尚设计 设计学

《品牌服装设计研究》2015年12月发表于《赤子》；
《现代服装设计中传统服饰元素的运用探析》2019年10月发表于《文化月刊》
2014年中国国际面料创意大赛时尚创意奖；
2014年第五届“好老师”杯全国大学生易拉罐创意图案暨包装设计大赛三等奖；
2015年第八届全国美育成果展评学生组二等奖。

36 周梦烨 1049799861 12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

贸学院
艺术设计 武汉纺织大学 设计学 设计学

《浅谈户外广告设计中色彩的运用》2016年10月发表于《小品文选刊》；
《浅谈几何图形在标志设计中的运用》2016年发表于《教学研究》；
《浅谈“西兰卡普”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2016年8月发表于《西部皮革》；
《艺术创作中男性女权者-以山本耀司为例》2017年8月发表于《小说月刊》；
《简述中国吉祥纹样》2017年9月发表于《西江文艺》；
 2016年获首届环亚杯中日设计交流展银奖。

少数民族
骨干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