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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2016.09-2020.06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长沙 

 ⚫ 中南大学文新院广播电视学专业本科生 

⚫ 平均分: 88.91/100 

⚫ 2020 年中南大学优秀毕业生 

 

2020.09 香港城市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香港 

 

⚫ Communication & New Media (媒介数据分析方向)硕士研究生 

⚫ 相关论文： 

◼ Depression News Coverage in Chinese Online Media;  

◆ 第一作者 

◼ Content Analysis of VR News Reporting Framework in 

mainland China;  

◆ 第一作者 

◼ Effects of exposure to news in virtual reality 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audience perception. 

◆ 唯一作者 

⚫ 课程技巧：python 数据挖掘与分析；R 语言；Gephi; html 网页制

作；传播学研究方法及写作 

 

2018.07 复旦大学暑期课程——传播学研究方法 (F.I.S.T) 上海 

 ⚫ 暑期学校 

⚫ 定量的研究方法 
 

论文发表/会议论文 

2022.02 2022 国际人机交互会议（HCII） 线上 

 
⚫ Yan, L., Jin, X., & Zhang, Y. (2022) Effect of Virtual Reality 

Systems on Knowledge Gain and Risk Perception in Disaster News 

Coverage. 

 

2022.01 2022 国际传播学会（ICA） 巴黎 

 
 

⚫ Zhang, Y., Jin, X., & Yan, L. (2022) How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Affects the Intention to Uptake Covid-19 Vaccine: Integrating ELM 

and HBM Models. 

2021.05 2021 国际传播学会（ICA）区域分会（中国） 长沙 

 
⚫ Yan, L., Zou, Q., Guo, Y., Zhang, Y. (2021) Depression News 

Coverage in Chinese Online Media. 

 

 

 

2021.06 中华新闻学术传播联盟-2021 第 12 届研究生研讨会 台湾 

线上 
 

⚫ Yan, L. (2021) Effects of exposure to news in virtual reality 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audience perception.  

⚫ Yan, L., Zou, Q., Guo, Y., Zhang, Y. (2021) Depression News 

Coverage in Chinese Online Media. 

◼ 获“优秀论文奖”(4/24≈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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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 2021 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区域分会（中国） 岳阳 

 ⚫ Yan, L. (2021) Effects of exposure to news in virtual reality 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audience perception.  

 

研究/项目经历 

2021.05-2021.08 香港城市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香港 

 ⚫ 研究助理（兼职） 

⚫ 项目：Facebook Research Award (Foundational Integrity Research), 

Facebook Inc., Can third party fact-checkers on Facebook reduce 

affective polarization? 

⚫ 指导老师：沈菲（副教授、副系主任） 

⚫ 相关工作：参与收集数据、内容分析编码、调查问卷制作与文献

翻译等 

 

2021.08 至今 香港城市大学互联网挖掘实验室 香港 

 ⚫ 研究助理（全职） 

⚫ 项目：Characterizing COVID-19 Transmission Chains for Precision 

Mitigation Using Epidemiological Survey Data; OPPO 后台 APP 数

据与用户分析；Postmortem memory of public figures in news and 

social media 

⚫ 指导老师：刘肖凡（助理教授）、祝建华（教授） 

⚫ 相关工作：参与前期文章研究思路的商定；数据挖掘与搜集（各

国有关传染链的数据集）；分析与可视化（Python，Gephi，

SPSS） 

 

2019.05 校级创新项目——社交媒体场景对网络话题态度极化的影响 长沙 

 ⚫ 项目负责人 

⚫ 建立一个社交媒体语境分析框架，比较知乎与微博在媒体性质、

受众结构、推荐算法、行为约束程度、信息过滤等方面的差异。 

 

2018.05 
国家级创业项目—— “有样”短视频新媒体工作室 长沙 

 ⚫ 项目负责人 

⚫ 制作短视频、微电影、校园新闻等 

 

代码/可视化作品 

2020.1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illed journalists and follow-up 

judicial enquiry status between 1992 and 2019 

 ⚫ 小组数据新闻作品 

⚫ GitHub：
https://nbviewer.jupyter.org/gist/shelllyzeng/ecb41148b7415950bb43804b651aa8b5  

⚫ 新闻网页：https://yiyaolyu.wixsite.com/any-question-group 

2021.05 Motto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https://nbviewer.jupyter.org/gist/shelllyzeng/ecb41148b7415950bb43804b651aa8b5
https://yiyaolyu.wixsite.com/any-question-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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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立了两个社交网络，观察中国校训的特点，以及不同类型、地区、不

同层次大学的校训差异。 

2021.05 A Prediction of Reasons for Investigation of Officials in China ——Based on 

the cases from 2012 to 2016 

 ⚫ 分析落马官员的特征，通过机器学习（决策树、随机森林、SMOTE）预

测腐败的类型和可能性。 

其他信息 

技能 研究方法：实验法、内容分析、问卷调查、深度访谈；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Python、SPSS、R 语言、Gephi； 

其他：网页制作（Wix）、PR、PS、大洋、公众号管理与运营。 

奖项 中南大学学年奖学金二等奖 2017 2019 

 中南大学学年奖学金三等奖 2018 

 中南大学年度“优秀学生” 2017 

 中南大学优秀毕业生 2020 

 “有样”短视频新媒体工作室获中南大学第十二届升华杯创业大赛二等奖 2018 

 湖南省高校优秀广播电视节目二等奖 2019 

 “中国梦 校园情”湖南省第五届大学生微电影微视频大赛二等奖 2019 

英语成绩 IELTS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