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环境 1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5 月 3 日（周二），9:00 开始 

腾讯会议：718 362 346（密码 90852） 

答辩委员会主席： 

李  辉，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答辩委员会成员： 

张长波，高级工程师，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法云，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答辩秘书：于威宇 博士 

序号 类别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 论文题目 

1 学硕 196111102 袁琴琴 韩建秋 生态学 
多酚氧化酶对不同肿瘤细胞作用机制的

研究 

2 学硕 196111112 丁家杰 韩建秋 生态学 
含 Cr（VI）废水对雌性小鼠的生殖毒性

及发育毒性作用研究 

 

  



生态环境 2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5 月 3 日（周二），10:00 开始 

腾讯会议：718 362 346（密码 90852） 

答辩委员会主席： 

李  辉，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答辩委员会成员： 

张长波，高级工程师，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耿春女，副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答辩秘书： 于威宇 博士 

序号 类别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 论文题目 

1 学硕 196111106 封  莉 张晶 生态学 
四种咪唑类离子液体对秀丽隐杆线虫多

世代间歇暴露的影响 

2 学硕 196111110 郑云谷 张晶 生态学 
四种氟喹诺酮类抗生素对秀丽隐杆线虫

的多世代效应及机理研究 

 

  



生态环境 3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5 月 3 日（周二），11:00 开始 

腾讯会议：718 362 346（密码 90852） 

答辩委员会主席： 

李  辉，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答辩委员会成员： 

张长波，高级工程师，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晶，副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答辩秘书： 于威宇 博士 

序号 类别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 论文题目 

1 学硕 196111108 纪  颖 耿春女 生态学 
芥菜绿肥生物熏蒸和环境温度上升对草

莓炭疽菌的影响 

2 学硕 196111118 赵琦慧 李法云 生态学 
能源植物种子载体固定化微生物对多环

芳烃污染土壤的联合修复 

 

  



生态环境 4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5 月 3 日（周二），12:00 开始 

腾讯会议：718 362 346（密码 90852） 

答辩委员会主席： 

李辉，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答辩委员会成员： 

张长波，高级工程师，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韩建秋，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答辩秘书： 于威宇 博士 

序号 类别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 论文题目 

1 专硕 196112102 吴文雨 耿春女 化学工程 
生物炭对土壤中溶解性有机质的影响及

其与重金属污染的阻控作用机制研究 

 

  



植物方向 1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5 月 3 日（周五），13:00 开始 

腾讯会议：752284228 

答辩委员会主席：  

田代科，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辰山植物园/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辰山植物

科研中心 

答辩委员会成员： 

姜  武，高级农艺师，上海源怡种苗股份有限公司 

黄清俊，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倪迪安，副研究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尹冬梅，副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答辩秘书：范敏 博士 

序号 类别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 论文题目 

1 学硕 196111105 谭雨馨 倪迪安 生态学 萱草乙二醛酶基因功能分析 

2 学硕 196111107 杨  玲 黄清俊 生态学 
MeJA 和 ABA 在诱导‘索邦’百合花

香合成中的调控作用 

3 学硕 196111114 王月悦 尹冬梅 生态学 
矮牵牛涝胁迫相关 ERF 转录因子

功能分析 

4 学硕 196111115 张  铮 倪迪安 生态学 
干旱耐受型与敏感型萱草应答干

旱的比较转录组学分析 

5 学硕 196111117 易仁知 黄清俊 生态学 
修剪和多效唑对穗花牡荆观赏品

质的影响 

6 专硕 196112305 赵安琪 尹冬梅 风景园林 萱草 HfADH 基因克隆及表达分析 

7 专硕 196112318 熊文皙 黄清俊 风景园林 
石斛种质资源评价与有效繁殖技

术研究 

8 专硕 196112313 董婷婷 尹冬梅 风景园林 
萱草涝渍胁迫下 AP2/ERF 转录因

子家族分析 

 

  



植物方向 2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5 月 3 日（周五），13:00 开始 

腾讯会议：657962090 

答辩委员会主席：  

龚振德，推广研究员，上海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答辩委员会成员：  

张学英，研究员，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林果所 

张志国，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姜玉萍，副研究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刘  翔，副研究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答辩秘书：孟乾 讲师 

序号 类别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 论文题目 

1 专硕 196112310 蒋成娣 张志国 风景园林 
萱草独脚金内酯相关基因的克

隆与表达分析 

2 专硕 196112312 黄东梅 秦巧平 风景园林 
萱草低温胁迫下分子生物学分

析及 SWEET 基因功能鉴定 

3 专硕 196112314 丛  琳 张志国 风景园林 
萱草花期调控生理及分子机制

的研究 

4 专硕 196112315 丁寒雪 张志国 风景园林 
萱草 c 类花发育基因

AGAMOUS 的克隆及功能分析 

5 专硕 196112316 肖海涛 秦巧平 风景园林 
不同氮磷钾配比和 pH 值对蓝莓

生长发育的影响 

6 学硕 186111128 张浠然 刘  翔 生态学 
秋水仙素诱导萱草属植物多倍

体研究 

7 学硕 196111104 田艺文 邹维娜 生态学 
屋顶绿化植物对建筑废弃物转

化基质的适应性研究 

8 专硕 196112317 唐惠玲 邹维娜 风景园林 

萱草品种观赏性评价与景观应

用适宜性研究——以上海地区

为例 

 
  



风景园林 1组（上午场） 

答辩时间：2022 年 5 月 5 日（周四），9:30 开始 

腾讯会议：368516851 

答辩委员会主席：  

方尉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上海新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答辩委员会成员：  

贺  坤，副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吴  威，副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答辩秘书：唐思嘉 博士 

序号 类别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 论文题目 

1 专硕 196112103 沈天培 张志国 风景园林 上海市居住型轨道站点周边区

域街道活力研究——以邮电新

村站点为例 

2 专硕 196112309 张  晶 张志国 风景园林 萱草植物文化内涵研究——以

《全唐诗》中的萱草诗词为例 

3 专硕 196112302 任鹤翔 赵  杨 风景园林 

城市历史景观视角下的大学历

史校园景观保护与更新研究—

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徐汇校区

为例 

4 专硕 196112319 黄诗婕 赵  杨 风景园林 
上海高校历史校园文化景观价

值及保护研究 

 

  



风景园林 1组（下午场） 

答辩时间：2022 年 5 月 5 日（周四），13:00 开始 

腾讯会议：368516851 

答辩委员会主席：  

方尉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上海新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答辩委员会成员：  

赵  杨，高级工程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李小双，高级实验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答辩秘书： 张嫣 博士 

序号 类别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 论文题目 

5 专硕 196112311 张紫菀 贺坤 风景园林 
鹦鹉洲湿地生境对鸟类多样性的

影响研究 

6 专硕 196112392 魏龙龙 贺坤 风景园林 
上海衡复历史文化保护区行道树

风险检测及评估研究 

7 专硕 196112307 舒文婷 贺坤 风景园林 

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绿化特色

街区评价——以永德路绿化特色

街区为例  

8 专硕 196112304 任静华 吴威 风景园林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街道景观评价

——以杨浦区大学路为例 

 

  



风景园林 2组 

答辩时间：2022 年 5 月 5 日（周四），8:30 开始 

腾讯会议：373196704 

答辩委员会主席： 

王江波，教授，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答辩委员会成员： 

周德，高级工程师，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法云，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答辩秘书：李杰 博士 

序号 类别 学号 姓名 导师 学科/专业 论文题目 

1 专硕 196112303 韦璐 黄清俊 风景园林 
上海城市几个综合性公园景观质量

评价研究 

 

答辩时间：2022 年 5 月 5 日（周四），9:15 开始 

腾讯会议：373196704 

答辩委员会主席： 

王江波，教授，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答辩委员会成员： 

周德，高级工程师，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韩建秋，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答辩秘书：李杰 博士 

序号 类别 学号 姓名 导师 学科/专业 论文题目 

2 专硕 196112308 王勇 李法云 风景园林 
基于海绵城市理论的生态停车场

设计方法研究 

  



答辩时间：2022 年 5 月 5 日（周四），10:00 开始 

腾讯会议：373196704 

答辩委员会主席： 

王江波，教授，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答辩委员会成员： 

周德，高级工程师，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清俊，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答辩秘书：李杰 博士 

序号 类别 学号 姓名 导师 学科/专业 论文题目 

3 专硕 196112391 赵静 韩建秋 风景园林 
基于 LID 的生态停车场降雨径流削

减技术研究 

 

答辩时间：2022 年 5 月 5 日（周四），10:45 开始 

腾讯会议：373196704 

答辩委员会主席： 

王江波，教授，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答辩委员会成员： 

周德，高级工程师，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苟爱萍，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答辩秘书：李杰 博士 

序号 类别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 论文题目 

4 专硕 196112393 吴玉华 陈青长 风景园林 

城市公园景观设计在治安安全管

理中的应用——以浙江省嘉兴市

为例 

 

 



 

答辩时间：2022 年 5 月 5 日（周四），13:00 开始 

腾讯会议：373196704 

答辩委员会主席： 

陈青长，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答辩委员会成员： 

周  德，高级工程师，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清俊，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答辩秘书：李杰 博士 

序号 类别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 论文题目 

5 专硕 196112320 徐  宏 苟爱萍 风景园林 

上海市公共空间色彩更新特征与景

观品质提升策略研究——以静安区

共和新路街道辖区为例  

6 学硕 196111113 张  驰 苟爱萍 生态学 
基于 DeepLab V3+框架的上海静安

区街道绿视率评价及动力机制研究 

7 学硕 176111107 李怡涵 苟爱萍 生态学 

基于 ENVl-met 的城市公共空间景观

韧性特征分析与设计策略研究——

以上海市静安区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