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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届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毕业设计选题计划表 
 

一、 指导老师选题 
 

序号 毕业设计题目 指导教师 

1 基于J2EE的酒店管理系统设计 曾茂林 

2 基于Java的图书管理系统设计 曾茂林 

3 基于JAVA的图书管理系统设计 曾茂林 

4 学生考勤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曾茂林 

5 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曾茂林 

6 售楼管理系统设计 曾茂林 

7 基于java的宠物医院管理系统的实现 曾茂林 

8 古典家具网上购物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曾茂林 

9 基于J2EE的旅游报名系统的实现 曾茂林 

10 基于Java的酒店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曾茂林 

11 经济型酒店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曾茂林 

12 基于web的师资管理系统的设计 曾茂林 

13 基于J2EE网上书店设计 曾茂林 

14 超市综合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曾茂林 

15 网上商店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曾茂林 

16 服装销售网站的设计 陈零 

17 酒店客房点餐系统的设计 陈零 

18 基于Java的婚纱与影楼管理系统的设计 陈零 

19 基于Java的宾馆客房管理系统的设计 陈零 

20 基于Java web的新闻发布系统的设计 陈零 

21 基于jsp自驾旅游线路管理系统 陈零 

22 基于jsp购物平台系统设计 陈零 

23 基于jsp仓库管理系统设计 陈零 

24 水果店库存管理系统的设计 陈零 

25 基于Java Web技术的药品进存销管理系统 陈零 

26 基于移动应用的房产中介管理系统 陈零 

27 基于Java web的动漫网站设计 陈零 

28 基于Java的旅游网站设计 陈零 

29 网上零食销售系统的设计 陈零 

30 基于JAVA和MYSQL“AC动漫“社交系统网站 陈零 

31 基于WEB技术的停车场管理系统 陈零 

32 基于jsp的课程信息管理系统 陈晓柳 

33 基于Java Web的医药药品管理系统设计 陈晓柳 

34 “新鲜”农产品销售平台微信小程序设计 陈晓柳 

35 基于JSP的小区物业管理系统的设计 陈晓柳 

36 基于JSP的咖啡店网上点餐系统  陈晓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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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基于Web的电脑配件销售系统的设计 陈晓柳 

38 基于JavaWeb的校园失物招领系统设计 陈晓柳 

39 基于web的水果销售系统设计 陈晓柳 

40 基于JSP的人资管理系统设计 陈晓柳 

41 基于Java技术的校园二手交易市场的系统设计 陈晓柳 

42 基于JSP的茹乐餐饮管理系统 陈晓柳 

43 基于JSP的“妍品汇”女包网上销售平台的设计 陈晓柳 

44 基于JAVA的教学助手系统设计 陈晓柳 

45 基于jsp的鲜花销售系统设计 陈晓柳 

46 基于java web超市进销存管理系统设计 陈晓柳 

47 基于jsp生产管理系统设计 兰世儒 

48 基于jsp电商运营管理系统设计 兰世儒 

49 水果超市管理系统 兰世儒 

50 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兰世儒 

51 电子图书馆管理系统 兰世儒 

52 基于互联网电话管理系统设计 兰世儒 

53 校园跳蚤市场系统设计 兰世儒 

54 电影网站系统设计 李锦 

55 基于java的药店后台管理系统的设计 李锦 

56 校友录的设计与实现 李锦 

57 诚信门诊病历管理系统设计 李锦 

58 基于JSP的图书借阅管理系统 李锦 

59 银行账目管理系统设计 李锦 

60 基于JAVA的出租车管理系统设计 李锦 

61 基于JSP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设计 李锦 

62 基于asp"云迪"家电销售管理系统设计  李璋林 

63 基于jsp医院挂号管理系统设计   李璋林 

64 基于jsp理财产品管理系统设计  李璋林 

65 基于jsp图书借阅管理系统设计  李璋林 

66 基于jsp在线选课系统设计  李璋林 

67 基于jsp“潮流”服装网上商城设计   李璋林 

68 基于jsp学生成绩管理系统设计   李璋林 

69 基于jsp在线音乐网站设计   李璋林 

70 基于jsp三一工学院社团管理系统设计  李璋林 

71 基于jsp网上手机销售系统设计  李璋林 

72 基于jsp精品数码网上商城设计  李璋林 

73 基于jsp房屋出租网站设计  李璋林 

74 基于jsp公司员工个人信息网络管理系统设计  李璋林 

75 基于jsp自行车网上销售系统设计  李璋林 

76 基于SpringBoot的BBS系统设计  李璋林 

77  企业门户网站系统设计与实现 谭茗 

78 网上招生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谭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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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基于JSP国际企业电子投票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谭茗 

80 学生成绩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谭茗 

81 调查问卷生成与分析系统的设计实现 谭茗 

82 公司员工资管理系统设计 谭茗 

83 在线图书商城系统设计与实现 谭茗 

84 基于Java的学生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谭茗 

85 基于Java技术的学生宿舍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谭茗 

86 基于Java的婚纱影楼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谭茗 

87 网上花店销售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谭茗 

88 基于Java技术的采购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谭茗 

89 基于JSP技术的酒店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谭茗 

90 基于JSP的健身俱乐部会员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谭茗 

91 停车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谭茗 

92 基于Javaweb二手商品交易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姚献艺 

93 基于web的房屋出租管理系统设计 姚献艺 

94 健怡酒店住房登记与管理系统设计 姚献艺 

95 网上书店系统设计 姚献艺 

96 基于jsp的病房管理系统 姚献艺 

97 餐饮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姚献艺 

98 公司考勤管理系统 于振兴 

99 基于Web 学生成绩管理系统设计 于振兴 

100 蛋糕商城系统设计 于振兴 

101 基于JSP的仓储物资管理系统设计 于振兴 

102 超市进存销管理系统设计 于振兴 

103 宠物医院管理系统 赵晶 

104 图书管理系统 赵晶 

105 小型酒店管理系统 赵晶 

106 莱乐斯蛋糕销售系统设计与实现 赵晶 

107 企业门户网站设计与实现 赵晶 

108 学生管理系统 赵晶 

109 游戏充值系统设计与实现 赵晶 

110 基于互联网小满餐厅的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赵晶 

111 基于web的网上花店管理系统 赵晶 

112 电子书店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赵晶 

113 超市管理系统 赵晶 

114 电影院网上购票系统设计与实现 赵晶 

115 仓库管理系统 赵晶 

116 基于Web的汽车租凭管理系统与实现 赵晶 

117 基于Java web的物流管理系统 朱院娟 

118 基于Javaweb二手商品交易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朱院娟 

119 基于Javaweb的婴幼儿产品销售系统的设计 朱院娟 

120 基于JAVA的“阳光”雨伞的官方网站设计 朱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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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基于Java web的体育用品网上销售系统 朱院娟 

122 基于 python 技术的网络爬虫的设计与实现 朱院娟 

123 基于Java的扫雷小游戏的设计与运行 朱院娟 

124 基于java jsp 的医院挂号预约系统 朱院娟 

125 图书馆销售与管理系统 朱院娟 

126 基于 java 的餐饮管理系统 朱院娟 

127 基于SSH的电子公文流转系统设计与实现 朱院娟 

128 基于 Java 的酒店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朱院娟 

129 基于JAVA web的网站流量管理系统 朱院娟 

130 基于jsp的宠物商店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朱院娟 

131 基于Jsp的健身系统设计与实现 朱院娟 

 

 

 

 

 

教研室主任签字：  

毕业设计工作小组组长签字： 

2020 年 10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