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届硕士研究生答辩信息 

 

答辩人 林炜槟（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019级） 

论文题目 一类由单变量函数生成的新 Copula函数族 

导师 方睿 副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5 下午 2:00 

答辩地点 数学实验室（工北 412） 

答辩委员会主席 韦才敏 教授 

 

答辩人 贺文文（运筹学与控制论 2019级） 

论文题目 基于医联体模式下医疗服务系统的博弈模型探究 

导师 韦才敏 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5 下午 2:00 

答辩地点 数学实验室（工北 412） 

答辩委员会主席 叶瑞松 教授 

 

答辩人 汪文倩（运筹学与控制论 2019级） 

论文题目 基于公平偏好的医联体中双渠道下转诊问题的定价研究 

导师 韦才敏 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5 下午 2:00 

答辩地点 数学实验室（工北 412） 

答辩委员会主席 叶瑞松 教授 

 

答辩人 童佳玲（运筹学与控制论 2019级） 

论文题目 混合跳跃-扩散模型下含信用风险的认股权证定价研究 

导师 韦才敏 教授 

答辩时间 2022-5-25 下午 2:00 

答辩地点 数学实验室（工北 412） 

答辩委员会主席 叶瑞松 教授 

 

 

 



答辩人 肖碧娟（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019级） 

论文题目 长记忆随机波动模型的参数估计 

导师 陈晓鹏 副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5 下午 2:00 

答辩地点 数学实验室（工北 412） 

答辩委员会主席 韦才敏 教授 

 

 

答辩人 杨伟豪（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019级） 

论文题目 混合分数 OU过程的参数估计 

导师 陈晓鹏 副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5 下午 2:00 

答辩地点 数学实验室（工北 412） 

答辩委员会主席 韦才敏 教授 

 

 

答辩人 陈焕杰（基础数学 2019级） 

论文题目 开曲面和带边曲面上的预定曲率问题 

导师 余成杰 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5 下午 2:30 

答辩地点 学术报告厅（工西 416） 

答辩委员会主席 徐斐 教授 

 

 

答辩人 黄锐松（基础数学 2019级） 

论文题目 关于 Bergman核渐近展开的研究 

导师 孙京洲 副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5 下午 2:30 

答辩地点 学术报告厅（工西 416） 

答辩委员会主席 余成杰 教授 

 

 



答辩人 吴嘉纯（基础数学 2019级） 

论文题目 平面上的 Lp-闵可夫斯基问题 

导师 杜式忠 副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5 下午 2:30 

答辩地点 学术报告厅（工西 416） 

答辩委员会主席 余成杰 教授 

 

 

答辩人 李明发（基础数学 2019级） 

论文题目 一类高斯曲率流的 Harnack 不等式 

导师 杜式忠 副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5 下午 2:30 

答辩地点 学术报告厅（工西 416） 

答辩委员会主席 余成杰 教授 

 

 

答辩人 张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019级） 

论文题目 广义 Burr Type XII 分布的形状参数随机比较研究 

导师 方睿 副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5 下午 2:00 

答辩地点 数学实验室（工北 412） 

答辩委员会主席 韦才敏 教授 

 

 

答辩人 周家麒（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019级） 

论文题目 两类新 copula的构造和应用 

导师 方睿 副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5 下午 2:00 

答辩地点 工北 412 

答辩委员会主席 韦才敏 教授 

 

 



答辩人 杨梦林（基础数学 2019级） 

论文题目 格拉斯曼流形上线性无关向量场的最大个数 

导师 邬恩信 副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5 下午 2:30 

答辩地点 学术报告厅（工西 416） 

答辩委员会主席 余成杰 教授 

 

 

答辩人 徐妍（基础数学 2019级） 

论文题目 图上的 Ollivier曲率 

导师 余成杰 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5 下午 2:30 

答辩地点 学术报告厅（工西 416） 

答辩委员会主席 徐斐 教授 

 

 

答辩人 曹若男（应用数学 2019级） 

论文题目 
Allen-Cahn-Navier-Stokes 相场模型的两种线性无条件稳定二

阶解耦法 

导师 杨欢欢 副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7 上午 9:00-12;00 

答辩地点 学术报告厅（工西 416） 

答辩委员会主席 林福荣 教授 

 

 

答辩人 罗泽衍(应用数学 2019级) 

论文题目 基于框架理论的图卷积网络 

导师 杨守志 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7 上午 9:00 

答辩地点 学术报告厅（工西 416） 

答辩委员会主席 林福荣 教授 

 

 



答辩人 陈锦彬（计算数学 2019级） 

论文题目 基于改进 Henon映射和中国剩余定理的混沌图像加密算法 

导师 叶瑞松 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7 上午 9:00-12:00 

答辩地点 学术报告厅（工西 416） 

答辩委员会主席 林福荣 教授 

 

 

答辩人 周丹丹（计算数学 2019级） 

论文题目 两类时间分数阶偏微分方程的快速算法与数值仿真 

导师 杨欢欢 副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7 上午 9:00-12:00 

答辩地点 学术报告厅（工西 416） 

答辩委员会主席 林福荣 教授 

 

 

答辩人 王昌林（应用数学 2019级） 

论文题目 带有安全字符的位移系统的研究 

导师 李健 教授 

答辩时间 2021-05-27 下午 3：30 

答辩地点 学术报告厅（工西 416） 

答辩委员会主席 余成杰 教授 

 

 

答辩人 郑则彤（应用数学 2019级） 

论文题目 初等元胞自动机的分类研究 

导师 李健 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7 下午 3:30 

答辩地点 学术报告厅（工西 416） 

答辩委员会主席 余成杰 教授 

 

 



答辩人 刘淑佳（基础数学 2019级） 

论文题目 解析 Campanato 空间和 Morrey 型空间的一些性质 

导师 乌兰哈斯 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8 下午 2:30 

答辩地点 学术报告厅（416） 

答辩委员会主席 黄曼子 教授（湖南师范大学） 

 

 

答辩人 杨晓菁（基础数学 2019级） 

论文题目 QK 空间中权函数 K 的一些性质 

导师 乌兰哈斯 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8 下午 2:30 

答辩地点 学术报告厅（416） 

答辩委员会主席 黄曼子 教授（湖南师范大学） 

 

 

答辩人 董慧玥（基础数学 2019级） 

论文题目 Bloch 型空间到 Möbius 不变 Dirichlet 型空间的复合算子 

导师 娄增建 教授 

答辩时间 2022-05-28 下午 2:30 

答辩地点 学术报告厅（416） 

答辩委员会主席 蒋月评 教授（湖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