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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名单 

序号 年度 作者 专业名称 导师 论文题目 备注 

1 2002 宫秀华 世界史 朱寰 罗马行省制度研究  

2 2002 乌垠 细胞生物学 郝水 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原核表达及特性研究  

3 2002 杨利民 生态学 李建东 中国东北样带草甸草原植物多样性及其构成机制的研究  

4 2003 刘世华 中共党史 郑德荣 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的承传关系研究  

5 2003 杨颖秀 教育学原理 王逢贤 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研究  

6 2003 尹东 细胞生物学 黄百渠 三种 α-乙酰乳酸脱羧酶的基因克隆和在大肠杆菌中表达及其酶学特性的研究  

7 2003 冯江 生态学 祝廷成 蝙蝠回声定位行为生态的比较研究  

8 2004 张东娇 教育学原理 傅维利 教育沟通论  

9 2004 张晓校 世界史 朱寰 罗马军队与帝位嬗递－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  

10 2004 范猛 生态学 王克 非线性生物动力学系统的周期性和稳定性及相关问题  

11 2005 王大超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金喜在 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问题研究 全国优博提名 

12 2005 岳淑美 物理化学 苏忠民 吡啶基咪类配合物的合成、光致发光/电致发光性质及理论研究  

13 2005 张曙霄 人文地理学 陈才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问题研究 全国优博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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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05 魏民 细胞生物学 郝水 非抗凝血肝素可以抑制肿瘤转移过程中 P-选择素介导的细胞粘附  

15 2005 王娓 生态学 郭继勋 羊草草地分解者亚系统能量流动研究  

16 2005 王海涛 动物学 高玮 鸟类群落结构形成的因素分析  

17 2006 王晶 中共党史 郑德荣 社会转型期时期中国农民信仰问题研究  

18 2006 王士君 人文地理学 陈才 城市相互作用与整合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19 2006 吕立杰 课程与教学论 马云鹏 课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基础教育新课程设计的个案研究  

20 2006 张艳梅 现当代文学 逄增玉 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  

21 2007 李培祥 区域经济学 李诚固 东北地区城市与区域相互作用的机理与模式研究  

22 2007 张林 人文地理学 陈才 学习型区域发展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23 2007 罗平飞 中共党史 田克勤 当代中国军人退役安置制度研究 全国优博 

24 2007 于伟 教育学原理 王逢贤 现代性教育--后现代语境中教育观的现代性焦虑与哲学应答 全国优博提名 

25 2007 李伟言 教育学原理 栁海民 当代德育价值取向转型的理论研究  

26 2007 李海峰 世界史 吴宇红 古巴比伦时期西帕尔地区不动产契约研究 全国优博提名 

27 2007 杨丽娟 文艺学 刘建军 原型理论与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的文化批评建设  

28 2007 曹敏花 无机化学 胡长文 低纬纳米结构材料的可控制备与性能研究 全国优博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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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07 王静 动物学 王克 种群动力学行为与生物资源的最优开发策略  

30 2008 齐梅 教育学原理 栁海民 教育学原理学科科学化问题研究  

31 2008 唐丽芳 课程与教学论 马云鹏 课程变革中的学校文化--一所学校的个案研究  

32 2008 白杨 现当代文学 刘中树 文化想象与身份探寻--当代香港文学意识的嬗变  

33 2008 张杨 世界史 于群 冷战与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 全国优博 

34 2008 蒋达清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史宁中 随机微分方程中的参数估计与哈密顿偏微系统的多辛算法 全国优博 

35 2008 唐振辉 无机化学 王恩波 基于“C-H-O”体系统软件化学的碳纳米管的合成、剪裁与催化特性 全国优博 

36 2008 高艳光 细胞生物学 郝水 肝素修饰物对肿瘤细胞与血小板间相互作用的影响  

37 2009 宋洪兵 专门史 韩东育 韩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  

38 2009 李海峰 世界史 吴宇虹 古巴比伦时期西帕尔地区不动产契约研究 全国优博提名 

39 2009 张君辉 教育学原理 栁海民 中国教授委员会研究 全国优博提名 

40 2009 谢翌 课程与教学论 马云鹏 教师信念：学校教育中的“幽灵”--一所普通中学的个案研究  

41 2009 田录梅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张向葵 自尊的认知加工偏好及其对情感反应的影响  

42 2009 王新龙 无机化学 王恩波 缠结网络的合成、结构和拓扑类型研究 全国优博 

43 2009 王秀莉 细胞生物学 黄百渠 组蛋白乙酰转移酶 P300 对人 P161NK4a 基因表达调控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4 

44 2009 唐占辉 环境科学 盛连喜 两种果蝠对植物种子的传播及行为学研究 全国优博提名 

45 2010 徐奇渊 理论经济学 刘力臻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汇率变化研究 全国优博 

46 2010 王立胜 中共党史 田克勤 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  

47 2010 竭长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张澍军 论德育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转换--唯物辩证法视域下若干德育问题探讨  

48 2010 吕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金喜在 转型期中国灵活就业及其制度创新问题研究  

49 2010 林丹 教育学原理 柳海民 在互动中制衡——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渐进主义改革研究 全国优博提名 

50 2010 杨宏丽 课程与教学论 陈旭远 人类学课程设计模式的研究--以黑龙江省 X 鄂伦春民族学校为个案  

51 2010 郭永虎 世界史 李晔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 研究（1987-2007） 全国优博提名 

52 2010 张国敬 应用数学 张凯军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渐近极限 全国优博提名 

53 2010 关威 物理化学 苏忠民 Keggin 型多酸衍生物电子性质的理论研究  

54 2010 谢海明 物理化学 王荣顺 锂离子电池及其电极材料的研究 全国优博提名 

55 2011 刘艳军 区域经济学 李诚固 我国产业结果演变的城市化响应研究——基于东北地区的实证分析  

56 2011 王占仁 中共党史 郑德荣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919-1943）  

57 2011 张明 中国古代文学 傅亚庶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书研究——经、子、集三部  

58 2011 尚一鸥 日语语言文学 孟庆枢 村上春树小说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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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2011 王颖杰 历史文献学 吴宇虹 乌尔第三王朝贡牲中心羊牲育肥官员那鲁的档案重建 全国优博提名 

60 2011 陈亮 应用数学 孙伟志 3 维 Anti de Sitter 空间中子流形的局部微分几何性质  

61 2011 孙春艳 物理化学 苏忠民 基于微孔金属—有机框架的多金属氧酸盐杂化材料及其性能研究  

62 2011 兰亚乾 物理化学 苏忠民 金属氧簇基无机-有机杂化材料的研究  

63 2012 袁媛 教育学 曲铁华 热闹而寂寞的乡村文化——基于建国后石村社会教育历史人类学考察在研究  

64 2012 付轶男 教育学 饶从满 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关系  

65 2012 鄂霞 中国语言文学 王确 中国近代美学关键词的生成流变  

66 2012 高建华 中国语言文学 赵沛林 库普林小说研究  

67 2012 李媛 历史学 赵轶峰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研究  

68 2012 孔令令 数学 裴东河 四维 Minkowski 空间中子流形的微分几何  

69 2012 李敬宇 数学 张凯军 应用偏微分方程解的存在性，渐近极限与时空估计  

70 2012 张志明 化学 王恩波 分子基纳米材料：高核金属氧簇的合成、组装及其性能的研究  

71 2012 张志国 化学 刘群 由乙酰乙酰芳胺烷基化衍生物构建几种天然产物母核结构  

72 2012 

米杨

Muhammad 

Shabbir 

化学 苏忠民 
利用碱金属（Li?K）及卤素(F?Br)与含硼、氮酸性分子间相互作用调控非线性

光学性质的量子化学研究 
 

73 2012 杨春武 生物学 石德成 虎尾草和水稻抗碱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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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2012 张宇 生物学 李玉新 抑癌基因 SLC5A8 的转录调控及其抗肿瘤机制研究  

75 2012 江廷磊 环境科学与工程 冯江 蝙蝠回声定位声波地理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对噪声干扰的反应  

76 2012 王岭 畜牧学 王德利 大型草食动物采食对植物多样性与空间格局的响应及行为适应机制 全国优博 

77 2013 李敬宇 应用数学 张凯军 应用偏微分方程解的存在性，渐近极限与时空估计  

78 2013 熊涛 有机化学 张前 过渡金属催化 F+为氧化剂的 C–H 键官能化反应 全国优博提名 

79 2013 张阳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张明 视觉返回抑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  

80 2013 孙颖 农村教育 于伟 从自在到自觉--东北山区五名农村教师自主发展的叙事探究  

81 2013 李媛 中国古代史 赵轶峰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研究  

82 2013 杨栋 中国语言文学 曹书杰 神话与历史：大禹传说研究  

83 2013 王婷婷 物理化学 廖奕 
基于介孔二氧化硅的多功能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其在药物输送和荧光成像领域的

应用 
 

84 2013 郑轶莹 物理化学 张景萍 水或多肽参与的绿色催化反应机制理论研究  

85 2013 姜丹丹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白志东 大维随机矩阵谱理论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应用 全国优博提名 

86 2013 黄晓军 区域经济学 李诚固 城市物质与社会空间耦合机理与调控研究——以长春市为例  

87 2013 徐栋梁 中国古代文学 曹胜高 《春秋纬》与汉代春秋学  

88 2013 陈禹 比较教育学 谷峪 人力资源开发背景下美国高校职业生涯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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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2013 董灏智 专门史 韩东育 儒学经典结构的形成及其在近世日本的变迁  

90 2014 曲波 马克思主义哲学 胡海波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社会秩序研究  

91 2014 张见 世界经济 刘力臻 开放经济中的内外失衡与政策组合研究  

92 2014 万丽君 课程与教学论 尹爱青 走向公平——中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的调查与行动研究  

93 2014 欧璐莎 课程与教学论 吕立杰 实习教师社会化过程研究  

94 2014 姜强 教育技术学 赵蔚 自适应学习系统支持模型与实现机制研究  

95 2014 朱仙林 中国古代文学 曹书杰 罗泌《路史》文献学及神话学研究  

96 2014 王向鹏 世界史 徐家玲 论十字军视野下的第一次十字军—基于文明在小业的冲突与互动（1097－1098）  

97 2014 付利亚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白志东 纵向和分类数据分析中秩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98 2014 谌自奇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史宁中 半参数模型中的剖面似然方法研究  

99 2014 冯国忠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郭建华 文本分类中的贝叶斯特征选择  

100 2014 陶强 运筹学与控制论 高夯 具记忆项的抛物型偏微分方程的能控性  

101 2014 戴鹏鹏 凝聚态物理 刘益春 近紫外光 LED 转换白光用红色荧光粉的制备、发光性质研究及应用  

102 2014 谭华桥 无机化学 王恩波 新型手性多金属氧酸盐的设计合成及其性质研究  

103 2014 马凤吉 无机化学 刘术侠 多酸基晶态多孔材料的离子交换合成及性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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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2014 李亦菲 有机化学 刘群 基于烯酰基乙酰胺的杂环化反应研究  

105 2014 单国刚 物理化学 苏忠民 新型阳离子铱金属配合物的设计合成及其性质的研究  

106 2014 王钦美 细胞生物学 王丽 大花君子兰叶色变异及体细胞无性系变异研究  

107 2014 刘鞠善 生态学 王德利 绵羊口液对羊草生长的作用机制研究  

108 2014 张振翼 材料物理与化学 邵长路 电纺无机纳米纤维材料的制备及其功能化研究  

109 2014 鲁楠 环境科学 袁星 纳米 H3PW12O40/TiO2 复合膜的制备、表征及光催化降解典型有机污染物研究  

110 2014 刘善槐 教育经济与管理 史宁中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与道义化研究  

111 2015 张泽强 中共党史 田克勤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研究  

112 2015 任志锋 思想政治教育 杨晓慧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问题研究  

113 2015 李亚员 思想政治教育 杨晓慧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潮研究  

114 2015 孙平军 区域经济学 丁四保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扩展的非协调性识别与调控  

115 2015 李涛 教育学原理 邬志辉 底层社会与教育---一个中国西部农业县的底层教育真相  

116 2015 赵冬臣 课程与教学论 马云鹏 小学数学优质课堂的特征分析  

117 2015 樊涛 教育史 曲铁华 民国时期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迁研究  

118 2015 赵强 文艺学 王确 “物”的崛起:晚明的生活时尚与审美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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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2015 张会平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刘永兵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学习者英语概念迁移研究  

120 2015 王来特 世界史 韩东育 近世中日贸易中的政治问题  

121 2015 李根 世界史 周巩固 论卡罗·金兹堡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122 2015 官国宇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郭建华 超高维两值数据的动态分类方法研究  

123 2015 夏宁宁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白志东 大维随机矩阵特征向量的极限分析  

124 2015 王中强 凝聚态物理 刘益春 金属氧化物忆阻器件的制备及其阻变存储、神经突触仿生研究  

125 2015 张林 有机化学 刘群 铜催化 C-C、C-H 键断裂/转化研究  

126 2015 杜东英 物理化学 苏忠民 金属-氧簇基复合材料作为晶体催化剂的合成及性质研究  

127 2015 巨兴达 细胞生物学 朱筱娟 肌球蛋白 10 调控大脑皮层神经元辐射迁移的研究  

128 2015 张建超 细胞生物学 陆军 转录因子 SOX4 诱导人乳腺上皮细胞发生上皮-间质转换并促进乳腺癌进程研究  

129 2015 闻珊珊 遗传学 王兴智 乳糜泻病人耐受的小麦新品系的培育  

130 2015 朱慧 生态学 王德利 气候变化和放牧对草地植物与昆虫多样性关系的作用  

131 2015 秦洪伟 环境科学 袁星 原位细胞电化学检测方法及对氯酚类污染物的毒性测定研究  

132 2015 李卓琳 草学 穆春生 羊草生长发育对模拟主要全球气候变化因子的响应  

133 2016 马军海 哲学 胡海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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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2016 吴林龙 马克思主义理论 王立仁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研究  

135 2016 李艳 马克思主义理论 杨晓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文化自觉  

136 2016 林永柏 公共管理 邬志辉 我国大学内部权力秩序构建研究  

137 2016 杨清溪 教育学 柳海民 合理发展：基础教育发展新路径研究  

138 2016 江涛 教育学 杨兆山 人类学视野中的乡村教化（1949-2014）——以伍村为个案  

139 2016 孙兴华 教育学 马云鹏 小学数学教师学科教学知识建构表现的研究  

140 2016 于冰 教育学 于海波 中学物理教科书的意识形态研究  

141 2016 赵忠平 教育学 秦玉友 “悬浮”在村庄——黄村学生离农意识建构的田野考察  

142 2016 于喆 教育学 曲铁华 新世纪德国职前教师教育改革研究  

143 2016 王文 心理学 盖笑松 从快乐到希望--青少年幸福感结构、发展特点和相关因素研究  

144 2016 刘海滨 教育博士 杨颖秀 风险评估视角下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研究  

145 2016 匡秋爽 中国语言文学 王确 从民间传说到艺术经典——艺术视野中的“梁祝”母题研究  

146 2016 周凌 外国语言文学 张绍杰 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表征语用研究  

147 2016 刘志来 中国史 周巩固 麦考莱史学思想研究  

148 2016 杨永亮 中国史 韩东育 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文化探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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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2016 李德新 中国史 刘晓东 清前期东北流人研究（1644——1795）  

150 2016 常贝贝 世界史 于群 冷战初期美国的心理战与海外图书项目（1945—1961）  

151 2016 马瑶 数学 陈良云 多元李（超）代数的结构与表示  

152 2016 李少亭 数学 郭建华 带有辅助信息的混合模型及其应用  

153 2016 赵亚男 数学 蒋达清 随机传染病模型阈值问题的研究  

154 2016 刘振华 化学 毕锡和 炔烃的氢叠氮化反应研究  

155 2016 黄鹏 化学 邢艳 新型铌、钽高核金属氧簇材料的合成、组装及其光催化产氢性能研究  

156 2016 钟荣林 化学 仇永清 修饰碳、硼氮纳米管的结构和非线性光学性质的理论化学研究  

157 2016 孙春义 化学 苏忠民 多孔金属氧簇晶态材料：合成与生物医药、传感、照明和光催化特性研究  

158 2016 袁海艳 化学 张景萍 溶剂和碱催化典型有机反应机理研究及实验条件优化  

159 2016 张鑫 材料科学与工程 邵长路 硫化铟基复合纳米纤维材料的制备及其光催化性质研究  

160 2016 张铧坤 生物学 刘宝 多倍化对小麦染色体稳定性和转录强度的即时效应  

161 2016 胡兰娟 生物学 刘宝 
水稻 OsMET1-2 基因功能缺失突变体全基因组 DNA 甲基化，基因表达改变及转座

子活性研究 
 

162 2016 赵黎 生物学 黄百渠 组蛋白去甲基化酶 JMJD3 在 SAHF 形成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163 2016 姚若斯 生物学 黄百渠 
精氨酸甲基转移酶PRMT7诱导乳腺癌细胞发生表皮-间质转换及转移的作用机制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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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2016 林爱青 生态学 冯江 大蹄蝠声信号的地理进化  

165 2016 钟志伟 生态学 王德利 松嫩草地多物种相互作用及其对植物群落的影响  

166 2016 闻洋 环境科学与工程 赵元慧 有机污染物生物富集与鱼体内临界浓度关系的研究  

167 2016 杨雨昕 环境科学与工程 袁星 等离子体光催化剂的设计制备及光催化性能和机理研究  

168 2016 张娜 草学 穆春生 铅污染对不同水分生境芦苇生长、生理和克隆繁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