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届电子商务技术 专业毕业设计选题计划表

一、指导老师选题（如选题不分专业方向的可删除方向列）

序号 题目 指导老师

1 广州山屹机械有限公司官网优化方案设计 曾冬妮

2 山西杏花酒业网站优化方案设计 曾冬妮

3 小洱滑板网店装修方案设计 曾冬妮

4 爱依服时尚服装网店装修方案设计 曾冬妮

5
福馨西饼网站建设方案设计 曾冬妮

6 可可里西亚服装网店装修方案设计 曾冬妮

7 卓阳旗舰网店装修方案设计 曾冬妮

8 网上花店销售系统设计与实现 曾冬妮

9 煎蛋网网站优化方案设计 曾冬妮

10 Adking旗舰店淘宝店铺装修方案设计 曾冬妮

11 宝丰酒业网站优化方案设计 曾冬妮

12 港岛妹妹钟意你网店优化方案设计 曾冬妮

13 鹿可花园网店装修方案设计 曾冬妮

14 客莱德全屋定制家具管理系统设计 余杭

15 曼生活童装网店装修方案设计 余杭

16 阿妹旅游公司产品推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余杭

17 三只熊超市网络购物系统设计 余杭

18 二哥网优化方案设计 余杭

19 WASSUP 服装网站设计 余杭

20 小果生鲜电子商务网站设计 王静

21
基于 Java EE的服装网购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王静

22 基于JAVA的“今食鲜”订餐系统的设计 王静

23 糗事百科网站优化方案设计 王静

24 基于JavaWeb的健身中心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王静

25 买卖网优化方案设计 王静

26
佳佰网站建设方案设计 王静

27 湘西龙山辣酱网站建设方案设计 王静

28 “玩转大湘西”网站建设方案设计 王静

29 希芸化妆品官网SEO优化方案设计 王静

30 小芳百货网店装修方案设计 王静

31 肖老爷网上购物商城设计与实现 王静

32 么宁服饰淘宝店铺装修方案设计 王静

33 基于Java的街舞产品服装销售平台设计与实现 段明铜

34 瑞玺私人诊所病例管理系统设计 段明铜



35 美康粉黛网站优化方案设计 段明铜

36 ImaxBox游戏产品电商网站设计方案 段明铜

37 媛儿婚纱网站方案设计 段明铜

38
福广电子商务公司库存管理系统设计

段明铜

39 基于Java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设计 杨磊

40 临沂冠泰网站优化设计方案 杨磊

41 游湖南旅游信息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42 基于JAVA的停车场管理系统的设计 杨磊

43 “韩国女装”淘宝店铺运营方案设计 杨磊

44 web在线考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杨磊

45 基于Java技术的在线书城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杨磊

46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农产品供销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杨磊

47 基于java web的网上水果店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杨磊

48 时光工作室女装淘宝店铺装修方案设计 杨磊

49 清心堂凉茶网络推广设计方案 杨磊

50 校园二手商品交易系统方案设计 杨磊

51 时尚女装淘宝店铺的装修方案设计 杨磊

52 露华浓淘宝店铺设计及运营方案设计 王记志

53 知行网上书店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王记志

54 卓越在线课程网站设计方案 王记志

55 大学图书馆管理系统设计 王记志

56 小妆秀恋铺网店优化方案设计 王记志

57 旧书网网站优化设计方案 王记志

58 三一重工 C10 泵车产品营销方案设计 谭丰枫

59 路由器淘宝网店运营优化方案 谭丰枫

60 创意女装装修设计方案 谭丰枫

61 基于JAVA的学生学籍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谭丰枫

62 “十乐网”网站界面设计与优化 谭丰枫

63 基于java技术的酒店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谭丰枫

64 “器物言”网店运营方案设计 谭丰枫

65 三一电子商务网站发展方案设计 谭丰枫

66 小众设计包馆淘宝店铺装修方案设计 谭丰枫

67 软妹店铺优化设计方案设计 谭丰枫

68 欢乐禧禧网站优化方案设计 谭丰枫

69 可蓝物联官网建设及优化方案 谭丰枫

70 时尚女鞋潮流淘宝店铺装修方案 谭丰枫

71 尘艺服饰网站优化方案设计 郑潇

72 花粉儿APP运营优化设计 郑潇

73 宜家宜室建材家装网站风险管理方案设计 郑潇

74 小迷糊网站优化设计方案 郑潇



75 蜜芽网站优化及建设方案 郑潇

76 么宁服饰淘宝店铺装修方案设计 郑潇

77 基于Java EE的图书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王天龙

78 泰豪网站优化方案设计 王天龙

79 基于ASP的体检信息系统设计与实现 王天龙

80 木村耀司旗舰店详情页优化设计 王天龙

81 金逸电影网站的设计 王天龙

82 宠物之家网站优化方案 王天龙

83 民酒购店铺装修方案设计 王天龙

84 长城企业网站设计方案 王天龙

85 伟峰富氧企业店网店优化方案设计 王天龙

86 CK天猫店数据分析优化及运营推广方案 王天龙

87 墨泽设计淘宝店首页详情页设计与制作 王天龙

88 梅见旗舰店美工设计方案 王天龙

89 学生心理健康评测系统设计 王天龙

90 可可小姐淘宝店铺优化方案设计 彭玲艳

91 大学生网上考勤系统设计 彭玲艳

92 “ 雅丽衣都”淘宝店铺装修设计 彭玲艳

93 原凉木淘宝店铺推广优化方案 彭玲艳

94 KASHA卡莎定制淘宝店铺运营方案设计 彭玲艳

95 “乐采摘”电商平台设计 彭玲艳

二、学生创新创业选题

学生可自行提出选题，但须提交开题报告、接受指导教师咨询，经教研室主任和所

在学院院长批准后实施。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技术创新，学生的创新课题可直接作为毕业设

计选题。

序号 题目 指导老师

1 高端洋酒网上销售系统设计与实现 王天龙

2 COCO时尚女装租借网站方案设计 王天龙

3 “下架学姐”网店建设与运营设计 彭玲艳

4 基于JAVA的超市管理系统 彭玲艳

5 薇妮Vinistyle ⽹站优化设计⽅案 彭玲艳

6 楚风装修网站优化方案设计 彭玲艳

7 “七彩丽人”淘宝店铺装修设计 彭玲艳

8 英普环境网站优化方案设计 彭玲艳

9 包包销售购物网优化设计 彭玲艳

10 女鞋在线网站设计 彭玲艳

11 棉的生活网店策划与运营方案设计 彭玲艳

12 水果网店策划与运营 余杭

13 强迫症的礼盒网店运营与管理 余杭

14 慕兔女装网店运营与管理设计 余杭

15 梅子熟了女装网店装修方案设计 余杭

16 基于SSH的在线学习网站设计与实现 余杭



17 鲜花商城网页设计方案 余杭

18 溆浦橘林人家网店装修方案设计 王静

19 美妮网电商网站设计方案 王静

20 小型超市电商管理系统设计 段明铜

21 京翰教育网站优化方案设计 段明铜

22 基于Java的“爱读”网上图书购物系统设计 段明铜

23 诺木女装淘宝网店装修方案设计 段明铜

24 有猫饼网店装修方案设计 段明铜

25 衣品乐网店装修方案设计 段明铜

26 校园美食网站设计与实现 段明铜

27 浩禹饰品店铺装修方案设计 段明铜

28 网易严选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优化方案 谭丰枫

29 基于java语言的天天平价超市管理系统设计 谭丰枫

30 智能回收服务新模式设计方案 郑潇

31 基于javaee的水果4s店营销管理系统 郑潇

32 “lovelykitten旗舰店”优化设计方案 郑潇

33 艾卡汽修公司维修管理系统设计方案 郑潇

34 “断头台的生活方式”网店装修方案设计 郑潇

35 韩尚潮休闲鞋店铺运营方案策划 郑潇

36 简朵女装网店装修方案设计 郑潇

37 偶御美妆店铺装修设计方案 郑潇

38 湘约户外俱乐部网络营销方案设计 郑潇

39 服装仓库管理系统设计 李彦

40 黛西西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李彦

41 UGC社区用户运营方案设计 李彦

42 ZXB复古女装店的营销策略优化方案设计 李彦

43 碣滩茶业网络推广方案设计 李彦

44 小优日用品微店的设计方案 李彦

45 酒市网网站优化设计方案 李彦

46 短视频营销改进方案设计 李彦

47 基于Java Web的网上选题系统优化设计方案 王记志

48 东骏大药房网站优化设计方案 王记志

49 网上文具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王记志

50 法耀奇旗舰店网店装修方案设计 王记志

51 青豆网站装修设计方案 王记志

52 艾曼小屋网站设计与实现 王记志

53 基于ASP.NET的动态新闻发布管理系统方案设计 王记志

55 苏旺茗网店装修优化设计 王记志

56 彦妤饰品阿里店铺推广方案 王记志

57 线上买菜平台的优化设计方案 杨磊

58 e起学电商网课系统设计 杨磊

59 景然环境网站优化方案设计 曾冬妮

60 有声听书吧网站优化方案设计 曾冬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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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工作小组组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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