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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6071052 彭晓茵 广告学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品牌推广全

案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品牌推广全案——互联网社群生态下95后

人群对盲盒的消费意愿研究
B+

2 2016080204 文采琳 广告学 亲子主义2021年行销方案
亲自主义2021年下半年行销方案——中国传统文化在潮流亲子产

品中的设计探索
B+

3 2017023109 吴一淇
国际经济与

贸易
亲子主义2021年行销方案 父母参与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研究 B+

4 2017047004 刘振威 电子商务
小合作MissionCall2021年度校园推

广方案
小合作 Mission Call 2021 年度校园推广方案——协作APP的UI

视觉情感化设计研究——以“钉钉”APP为例
B+

5 2017071070 陈意竹 广告学
深圳宝创 BMW i 系列2021年度品牌

推广全案
深圳宝创BMWi系列2021年品牌推广全案——后疫情时代豪华新能

源汽车互联网营销活动创新研究——以宝马为例
B+

6 2017081001 蔡雯杨 广告学
上下沙村社区文化品牌打造与传播

方案
深圳上下沙社区文化品牌打造与传播方案——地域历史文化传承

与文化品牌打造关系探析——以上下沙村为例
B+

7 2017081002 王淑禹 广告学
上下沙村社区文化品牌打造与传播

方案
深圳上下沙社区文化品牌打造与传播方案——城中村的“野生设

计”视觉文化现象研究--以深圳市上下沙村为例
B+

8 2017081003 马咏黛 广告学
JMGO坚果投影2021-2022年度品牌推

广全案
JMGO坚果投影仪2021－2022年度品牌推广全案——微信朋友圈信

息流广告传播效果研究——对坚果投影的启示
B+

9 2017081004 李琦 广告学
上下沙村社区文化品牌打造与传播

方案
深圳上下沙社区文化品牌打造与传播方案——社区居民公共活动

参与意愿研究——以上下沙村为例
A

10 2017081005 梁淑怡 广告学
上下沙村社区文化品牌打造与传播

方案
深圳上下沙社区文化品牌打造与传播方案——城中村社区文化中

的居民身份认同研究——以深圳市上下沙村为例
A

11 2017081006 郑绮筠 广告学
深圳宝创 BMW i 2021年度品牌推广

全案
深圳宝创 BMW i 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新能源汽车短视频广告

营销策略研究
A

12 2017081007 朱冠儒 广告学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0-2021年品牌推

广全案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2022品牌推广全案-灵感赋能？用户创新视

角下的虚拟品牌社群建构与用户价值共创
A

13 2017081008 单芳慧 广告学 壹發白酒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壹发白酒2021年深圳地区品牌推广方案-白酒包装设计对年轻人

消费心理的影响研究
B+

14 2017081009 吴泽鸣 广告学 壹發白酒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壹发白酒2021年深圳地区品牌推广方案-基于SOR理论的白酒宣传
中理性诉求和感性诉求对深圳年轻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分析

B+

15 2017081010 朱雅琳 广告学
上下沙村社区文化品牌打造与传播

方案
在地群体对城中村公共空间的“建设意识”——以深圳市上下沙

村为例
A

16 2017081011 陈开周来 广告学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0-2021年品牌推

广全案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2022品牌推广全案-体验设计视角下的品牌

社群建构与社群认同感营造
A

传播学院 2021 年 广告学 专业毕业设计个人总评成绩汇总表



序号 学  号 姓  名 专业 小组项目名称 个人研究报告名称 个人成绩

传播学院 2021 年 广告学 专业毕业设计个人总评成绩汇总表

17 2017081012 吴彪 广告学
上下沙村社区文化品牌打造与传播

方案
深圳上下沙社区文化品牌打造与传播方案——浅析深圳智慧社区

建设带来的的媒介化影响
B+

18 2017081014 黄钰涵 广告学
JMGO坚果投影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

案
JMGO坚果投影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投影仪广告的广告诉求

对消费者品牌认知影响的研究
B+

19 2017081015 钟汶洁 广告学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众里JOI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办公空间的色彩设计对孵

化器作用探析
B+

20 2017081016 邱宛娴 广告学 宠物公益创意传播方案
宠物公益创意传播方案--基于用户体验的宠物类APP信息科普模

块的功能设计研究
B+

21 2017081018 陈津津 广告学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众里JOI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基于抖音平台的B2B企业

品牌传播策略研究-以众里创新社区为例
B+

22 2017081020 杨国英 广告学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品牌推广全

案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品牌推广全案——直播带货对消费者购买

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B+

23 2017081021 李珊珊 广告学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品牌推广全

案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品牌推广全案——基于移动设备的亲子陪

伴行为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B+

24 2017081022 吴宇聪 广告学
深圳宝创 BMW i 系列2021年度品牌

推广全案
深圳宝创BMWi系列2021年品牌推广全案——深圳市宝马新能源汽

车i系列消费者心理分析
B+

25 2017081023 陈斐然 广告学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品牌推广全

案
抖音亲子类账号的内容、形象塑造及变现模式研究 B+

26 2017081024 马铭雪 广告学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品牌推广全

案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品牌推广全案——我国儿童主题乐园的发

展现状及新路径探讨
B+

27 2017081025 王可幸 广告学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品牌推广全

案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品牌推广全案——母婴类APP基于用户体

验的界面设计探讨
B+

28 2017081028 任秋钰 广告学
JMGO坚果投影2021-2022年度品牌推

广全案
JMGO坚果投影仪2021－2022年度品牌推广全案——品牌基因如何

融入广告创意设计
B+

29 2017081029 陈枫林 广告学
JMGO坚果投影2021-2022年度品牌推

广全案
JMGO坚果投影仪2021－2022年度品牌推广全案——基于家用投影

仪泛90后消费者的购买心理研究
B+

30 2017081030 居傲然 广告学
深圳宝创 BMW i 系列2021年度品牌

推广全案
深圳宝创BMWi系列2021年品牌推广全案——基于“Sears的说服

模型”分析国内新能源汽车消费者的主要购车心理
B+

31 2017081031 董婷婷 广告学
JMGO坚果投影2021-2022年度品牌推

广全案
JMGO坚果投影仪2021－2022年度品牌推广全案——新媒体环境下

投影仪消费需求分析（以坚果投影为例）
B+

32 2017081032 朱郅垚 广告学 壹發白酒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壹方白酒2021年深圳地区品牌推广方案-论Z世代“佛系养生观”

对白酒品类消费动机的影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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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17081033 曾妍 广告学
JMGO坚果投影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

案
JMGO坚果投影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短视频场景营销对消费

者决策过程的影响——以智能微投为例
B+

34 2017081034 陈雅诗 广告学 壹發白酒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壹发白酒全案策划——白酒新媒体营销策略研究：以谷小酒为例 A

35 2017081035 林沁怡 广告学 壹發白酒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壹发白酒2021年全年推广安案—商业插画在中国小瓶装白酒包装

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B+

36 2017081036 江颖 广告学
深圳宝创 BMW i 系列2021年度品牌

推广全案
深圳宝创BMWi系列2021年品牌推广全案——基于“态度改变——

说服模型”的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分析
B+

37 2017081038 王嘉如 广告学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0-2021年品牌推

广全案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2022品牌推广全案-怎样打造高价值社群—

—品牌社群用户行为意愿影响因素探究
A

38 2017081041 黄远晖 广告学
深圳宝创 BMW i 2021年度品牌推广

全案
深圳宝创 BMW i 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基于人口统计特征的智

能汽车消费偏好分析
A

39 2017081042 李韦钰 广告学
深圳宝创 BMW i 2021年度品牌推广

全案
深圳宝创 BMW i 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互动仪式链视角下汽车

销售服务4S店的角色分析——以深圳宝创为例
A

40 2017081043 李信慧 广告学
JMGO坚果投影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

案
JMGO坚果投影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视觉语言在电子产品品

牌形象塑造中的应用与创新
B+

41 2017081045 谭清蕊 广告学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0-2021年品牌推

广全案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2022品牌推广全案-基于视觉心理角度浅谈

新媒体广告设计
B+

42 2017081046 王紫璇 广告学 壹發白酒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壹发白酒2021年深圳地区品牌推广方案-社会化媒体使用对白酒

营销的影响
B+

43 2017081048 王直美 广告学 壹發白酒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壹发白酒2021年深圳地区营销推广方案-使用与满足理论对年轻

消费者购买白酒行为的影响
B+

44 2017081049 鍾瀅影 广告学
上下沙村社区文化品牌打造与传播

方案
深圳上下沙社区文化品牌打造与传播方案——下沙社区文化建设

中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的对策研究——基于南头古城案例
A

45 2017081050 何芸 广告学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品牌推广全

案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品牌推广全案——母婴APP中信息流广告
的用户接受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宝宝树孕育”APP为例

B

46 2017081052 董惠珍 广告学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年度品牌推广

全案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年全案策划——虚拟品牌社群体验对品牌忠

诚的影响研究
A

47 2017081054 李妙旋 广告学 壹發白酒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壹发白酒2021年度推广全案——“场域“视角下白酒酒设的塑造

策划研究
B+

48 2017081056 陈子琦 广告学 壹發白酒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壹发白酒2021年度推广全案——基于年轻消费群体心理的白酒包

装设计研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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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017081059 刘凌婧 广告学
深圳宝创 BMW i 系列2021年度品牌

推广全案
深圳宝创BMWi系列2021年品牌推广全案——豪华汽车展会的“赛

博美学”设计语言与用户体验探究
B+

50 2017081061 黄舒芹 广告学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互联网视域下孵化器行业

宣传渠道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B+

51 2017081065 张洛嘉 广告学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品牌推广全

案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品牌推广全案——互联网营销视角下的

KOL广告传播效果分析——以抖音平台母婴品牌KOL为例
B

52 2017081066 陈永馨 广告学
上下沙村社区文化品牌打造与传播

方案
深圳上下沙社区文化品牌打造与传播方案——基于用户行为的数
字化社区文化构建产品设计研究——以深圳市上下沙社区为例

B+

53 2017081069 莫凯文 广告学 宠物公益创意传播方案
网络负面养宠信息对“云吸宠”人群养宠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
B+

54 2017081071 程祯洋 广告学 壹發白酒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壹发白酒2021年全案推广方案——淘宝详情页界面建设研究：以

白酒行业为例
B+

55 2017081073 曾紫钦 广告学 宠物公益创意传播方案 宠物公益创意传播方案--云吸宠群体对宠物公益态度与行为研究 B+

56 2017081076 张慧琳 广告学 亲子主义2021年行销方案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行销方案——童年集体记忆对于消费者购

买意愿的影响研究
B+

57 2017081077 黄俊峰 广告学
深圳宝创 BMW i 2021年度品牌推广

全案
深圳宝创 BMW i 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互联网时代汽车垂直媒

体传播路径及效果评估研究——以“汽车之家”为例
A

58 2017081078 何紫婷 广告学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年度品牌推广

全案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年品牌推广全案——趣缘群体在品牌社群中

的传播行为及影响机制研究
B+

59 2017081079 庄翊 广告学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众里JOI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品牌IP形象设计与传播策

略的探究 —以众里孵化器为例
B+

60 2017081084 姚海霓 广告学 亲子主义2021年行销方案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行销方案——小学生电竞游戏行为的家长

态度影响因素研究
B+

61 2017081085 刘婉玲 广告学
深圳宝创 BMW i 系列2021年度品牌

推广全案
深圳宝创BMWi系列2021年品牌推广全案——浅析高端新能源汽车

的社群营销策略——基于社会影响理论
B+

62 2017081086 王欣 广告学
深圳宝创 BMW i 2021年度品牌推广

全案
深圳宝创 BMW i 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45°角定律——以汽车

购买为例，探寻品牌真正的目标消费者
B+

63 2017081087 李思莹 广告学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众创社区社群活动中的个体参与行为 B+

64 2017081088 黄智林 广告学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众里JOI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理性诉求的平面广告对

深圳大学生入驻孵化器意向的影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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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017081089 陈芷菁 广告学 亲子主义2021年行销方案
亲子主义2021年行销方案+父亲在位对初中生核心自我评价的影

响研究
B+

66 2017081090 蔡泽铟 广告学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众里JOI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VI设计在孵化器品牌形

象建设中的作用
B+

67 2017081091 詹泽权 广告学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众里JOI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公共图书馆创业孵化能力

可行性研究—以深圳图书馆为例
A

68 2017081093 陈倩婷 广告学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众里JOI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90后创客对企业孵化器

的企业服务需求研究
B+

69 2017081094 林乐丹 广告学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创客入驻众创空间意愿的

影响因素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B+

70 2017081095 林展谊 广告学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新媒体环境下众创空间的

广告设计研究——以众里为例
B+

71 2017081096 姚艺 广告学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广告诉求对创客的传播效

果研究
A

72 2017081098 林小玲 广告学
深圳宝创 BMW i 系列2021年度品牌

推广全案
深圳宝创BMWi系列2021年品牌推广全案——后疫情时代的新能源

汽车营销策略重构
B+

73 2017081099 邹凯阳 广告学
深圳宝创 BMW i 2021年度品牌推广

全案
深圳宝创 BMW i 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BMW i如何利用创新型

社交营销高效获客
B+

74 2017081100 张馨予 广告学
深圳宝创 BMW i 2021年度品牌推广

全案
深圳宝创 BMW i 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论广告营销中地域文化

的运用与体现——以“宝马ix3”在深圳地区的传播为例
B+

75 2017081101 徐金月 广告学
JMGO坚果投影2021-2022年度品牌推

广全案
JMGO坚果投影仪2021－2022年度品牌推广全案——全媒体营销下

国内投影仪品牌建设研究
B+

76 2017081103 曾帅君 广告学 壹發白酒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壹发白酒2021年深圳地区品牌推广方案-基于年轻消费者心理诉

求的品牌管理
B+

77 2017081104 代向祺 广告学
小合作MissionCall2021年度校园推

广方案
小合作 Mission Call 2021 年度校园推广方案——混合式学习

环境下协作工具对小组合作学习效果的影响研究
B+

78 2017081105 林馨怡 广告学
小合作MissionCall2021年度校园推

广方案

小合作 Mission Call 2021 年度校园推广方案——大学生在线
团队协作工具使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S大学在校大

学生的调研分析

B+

79 2017081106 朱淑盈 广告学
JMGO坚果投影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

案
JMGO坚果投影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浅谈情感化设计对品牌

形象塑造的影响
B+

80 2017081107 翟永晴 广告学
小合作MissionCall2021年度校园推

广方案
基于用户需求的移动办公类微信小程序界面设计研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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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017081108 林静仪 广告学
小合作MissionCall2021年度校园推

广方案
小合作 Mission Call 2021 年度校园推广方案——混合式学习

环境下大学生对小组合作学习的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B+

82 2017081109 林康燕 广告学 宠物公益创意传播方案 宠物公益创意传播方案--90后青年群体萌宠表情包使用行为分析 B+

83 2017081110 谢可彤 广告学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0-2021年品牌推

广全案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2022品牌推广全案-从群体孤独到身体回

归：新媒体艺术下的互动仪式机制探析
A

84 2017081111 谭欢欢 广告学 亲子主义2021年行销方案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行销方案+亲子产品使用对亲子关系的影

响
B+

85 2017081112 沈洪淼 广告学 壹發白酒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壹发白酒2021年深圳地区品牌推广方案-以官网为终端的白酒品

牌年轻化线上传播研究
B+

86 2017081113 陆婉桦 广告学 壹發白酒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壹发白酒全案策划——数字化时代白酒跨界营销研究：以江小白

为例
B+

87 2017081114 吴婉仪 广告学
JMGO坚果投影2021-2022年度品牌推

广全案
JMGO坚果投影仪2021－2022年度品牌推广全案——基于用户体验

的坚果APP交互设计研究
B+

88 2017081115 薛天禧 广告学
JMGO坚果投影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

案
JMGO坚果投影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叙事传输的说服机制在

广告效果中的作用
A

89 2017081117 雷蕾 广告学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年度品牌推广

全案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年全案活动策划——品牌主题店空间设计对

消费者消费意愿影响研究：以喜茶为例
B+

90 2017081118 罗芷茵 广告学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年度品牌推广

全案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年全案策划——深圳创意商业街区中的广告

设计对消费者消费意愿的影响研究
B+

91 2017081119 徐晓晴 广告学
深圳宝创 BMW i 系列2021年度品牌

推广全案
深圳宝创BMWi系列2021年品牌推广全案——高端新能源汽车社群

化营销探析
B+

92 2017081123 潘玉莹 广告学
深圳宝创 BMW i 2021年度品牌推广

全案
CCM理论视角下新能源汽车沟通元研究 B+

93 2017081124 周如芳 广告学
JMGO坚果投影2021-2022年度品牌推

广全案
JMGO坚果投影仪2021－2022年度品牌推广全案——社交媒体背景

下投影仪品牌传播比较研究——以极米与坚果为例
B+

94 2017081128 黄欣敏 广告学
JMGO坚果投影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

案
JMGO坚果投影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社交媒体口碑对消费者

购买决策的影响——以智能投影产品为例
B+

95 2017081129 钟铖 广告学 壹發白酒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壹发白酒2021年深圳地区品牌形象推广方案--基于IP形象的白酒

年轻化营销研究
B+

96 2017081130 李晓婉 广告学 宠物公益创意传播方案
宠物公益创意传播方案--宠物公益类短视频的内容生产策略和用

户消费研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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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2017081131 吴勤有 广告学
JMGO坚果投影2021-2022年度品牌推

广全案
JMGO坚果投影仪2021－2022年度品牌推广全案——非大众认知下

投影仪的用法及应用场景设计探索——以坚果投影仪为例
B+

98 2017081132 田湉 广告学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众里JOI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创客社群价值对创业者

社群分享意愿的影响
A

99 2017081134 郑琳 广告学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0-2021年品牌推

广全案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2022品牌推广全案-“网红打卡点”的需求

分析及制造策略
A

100 2017081135 陈茵婷 广告学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年度品牌推广

全案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年全案策划——关于沉浸式艺术展览的消费

体验影响因素研究
B+

101 2017081136 苏君仪 广告学 宠物公益创意传播方案
宠物公益创意传播方案—社会化媒体时代我国宠物公益组织内容

传播及用户行为研究 ——以深圳猫网为例
B+

102 2017081138 钟釆歌 广告学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众创空间室内设计色彩的选

用研究
B+

103 2017081139 许馨月 广告学 宠物公益创意传播方案
宠物公益创意传播方案--新媒体环境下宠物公益IP形象的打造研

究
B+

104 2017081140 陈梦瑶 广告学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众里JOI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众创社区品牌视频广告研

究
B+

105 2017081142 陈晓望 广告学 壹發白酒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壹发白酒2021年全案策划——白酒影视综艺植入式广告营销策略

研究
B+

106 2017082007 谢君仪 广告学 亲子主义2021年行销方案
亲子主义2021年下半年行销方案——童年时期父母的亲子沟通时

间投入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关系
B+

107 2017083041 贾婷 广告学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0-2021年品牌推

广全案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2022品牌推广全案-达人营销的价值分析及

投放策略探索——以中洲未来实验室媒介策略为例
A

108 2017124134 孔呈韵 美术学 壹發白酒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壹发白酒2021年全案策划—浅谈中国白酒包装设计与白酒文化：

以清香型白酒为例
B+

109 2017171048 区菁瑜 广告学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年度品牌推广

全案
中洲未来实验室2021年全案推广——小红书平台KOL对用户线下

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展览“打卡”行为为例
B+

110 2017241022 夏广胜 社会工作 众里JIO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
众里JOININ2021年度品牌推广全案——创业孵化器在大学生群体

中的概念推广效果研究—以深圳某高校大学生为例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