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辽宁省硕士学位论文抽检通知 

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8 年辽宁省硕士学位论文抽检

工作的通知》（辽学位办[2018]16 号），辽宁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了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

工作，本次抽检论文的范围为 2017 年 9 月 1 日-2018 年 8 月 31 日授予的硕士学位论文，

我校共有 37 篇硕士论文被抽检，其中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 24 篇，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

文 11篇，同等学历硕士学位论文 2篇。抽检名单如下：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 论文题目 学位类别 

1 201412051 林湘云 邓意辉 药剂学 注射用穿心莲内酯纳米混悬剂研究 学硕 

2 201512002 温晓丽 郭兴杰 分析化学 HPLC 手性固定相法对几种手性化合物的分离与应用 学硕 

3 201512003 张媛 徐海燕 分析化学 
灯盏乙素及其代谢物异灯盏乙素的 LC-MS/MS定量分

析法的建立及应用研究 
学硕 

4 201512028 唐莹莹 蔡翠芳 药剂学 帕利哌酮压制包衣缓释片的研究 学硕 

5 201512048 匡晓 刘洪卓 药剂学 SS31 线粒体靶向纳米粒的制备和评价 学硕 

6 201512071 张熹睿 胡海洋 药剂学 鸟苷二磷酸杂化的磷酸钙基因传递系统的研究 学硕 

7 201512077 王梦洋 王思玲 药剂学 
载胰岛素介孔二氧化硅口服给药系统的设计与初步

评价 
学硕 

8 201512107 徐艳 于治国 药物分析学 依折麦布阿托伐他汀钙片质量标准研究 学硕 

9 201512155 吴雨轩 刘有平 药物分析学 
复方奥硝唑阴道用温度敏感型原位凝胶的制备及药

动学研究 
学硕 

10 201513159 苏芳铭 袁波 药学 
大鼠血浆中大豆苷元存在形式及其代谢物的动力学

行为研究 
专硕 

11 201513164 林彦凝 陈晓辉 药学 亮菌甲素及其前药在大鼠体内的药物动力学研究 专硕 

12 201513183 胡明明 张鹏 药学 
雷贝拉唑钠肠溶片质量分析及四种苯并咪唑类质子

泵抑制剂降解动力学研究 
专硕 

13 201344015 褚利娟 邸欣 药物分析学 美尔雌醇在健康中国受试者体内药代动力学研究 
同等学历硕

士 

14 201594112 王晓羽 孙国祥 药物分析学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与预灌封注射器的相容

性及安全性研究 

同等学历硕

士 

15 201522284 李云晶 韩静 生物化工 肉苁蓉苯乙醇苷柔性纳米脂质体的制备工艺研究 学硕 

16 201522310 杨爽 包凯 药物化学 
2-芳基-4-芳酰基-5-取代-1,2,3-三氮唑类化合物

的合成与抗肿瘤活性研究 
学硕 

17 201522349 刘军 林斌 药物化学 
具有诱导自噬和抑制肿瘤转移双功能的 Cathepsin 

L 抑制剂的设计与合成 
学硕 

18 201523362 王晴 张为革 药学 
微管蛋白抑制剂的绿色合成工艺研究和阿格列汀有

关物质的合成及结构确证 
专硕 

19 201523366 陈文军 宫平 药学 CRTH2 拮抗剂 Setipiprant 的合成工艺研究 专硕 

20 201532406 袁帅 殷军 生药学 三七粉生产工艺优化和质量标准研究 学硕 

21 201532416 苏航 贾英 生药学 益智及其内在成分抗抑郁症的活性研究 学硕 

22 201532431 何青军 宋少江 药学 雷公藤叶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 专硕 



23 201532435 苏向新 张雪 药学 马蓝叶化学成分及其抗肿瘤活性研究 专硕 

24 201533504 刘佳星 王中彦 中药学 
金银花药材的提取及金银花无糖颗粒的制剂处方工

艺研究 
专硕 

25 201533513 王亚宇 贾凌云 中药学 差不嘎蒿的抗逆性及肝保护作用的研究 专硕 

26 201533543 王颖 黄健 药学 
炎症性肠病候选药物 GSK-214/GSK-583 合成工艺研

究 
专硕 

27 201513204 王男 孟威宏 药学 ZW290 对寒冷损伤的防治作用及机制研究 专硕 

28 201552597 雷凇惠 于清宏 
中西医结合

临床 

昆仙胶囊联合半量甲氨蝶呤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血

清 IL-6 的影响 
学硕 

29 201552608 包剑铭 陈代杰 
微生物与生

化药学 

KJ1071 增效多粘菌素抗鲍曼不动杆菌的体外特性及

体内活性研究 
学硕 

30 201552619 孔晓华 张景海 
微生物与生

化药学 

蝎毒肽 BmK-rAGAP2突变体对三种电压门控钠离子通

道亚型的调控作用 
学硕 

31 201552627 周小菊 马宁宁 
微生物与生

化药学 

CHO-K1 细胞的 hBCLXL 抗凋亡改造及稳定过表达

hBCLXL 对外源重组蛋白表达的影响 
学硕 

32 201552664 王倩 刘铮 药理学 
吡考他胺类似物 PN580 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及机制

研究 
学硕 

33 201552672 范琳琳 张予阳 药理学 化合物 X 对甲亢及其相关精神性症状作用的研究 学硕 

34 201553689 豆雨玲 王芳 药学 
木犀草素-7-O-β-D 葡萄糖醛酸苷通过抑制凋亡和

坏死性凋亡保护类缺血神经元损伤 
专硕 

35 201553691 马明祎 赵剑 药学 
低浓度硫酸阿托品滴眼液对豚鼠形觉剥夺性近视的

预防作用及机制初探 
专硕 

36 201553694 王佳美 刘党生 药学 
基于糖基工程酵母的寨卡病毒 E 蛋白亚单位疫苗的

研究 
专硕 

37 201543575 李彤彤 张方 药学 罕见病药物市场准入机制研究 专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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