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6年国家级、省级和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推荐项目的公示

招就（2016）10

各学院（部）: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报送 2016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通

知》（教高司函【2016】12号）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报送 2016 年度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粤教高函【2016】65号）文件精神，我校积极开展组织

和申报工作。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经校内各单位推荐，组织专家组进行立项评审，根据

各学院（部）申报情况，按照省厅分配的申报配额“国家级”项目5项，“省级”项目30项，

加上“校级”项目5项，现将推荐申报项目名单公示如下，公示期为2016 年 5月 5日-5 月

9日。如对结果有任何异议，请以书面形式提交招生就业处。

联系人：郑老师 联系电话：6126772



2016 年国家级、省级和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推荐项目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姓

名

指导教师

姓名
学院

项目级

别

1 创新训练项目 地方营造，有机更新 廖梓怡 李媛媛 不动产学院 国家级

2 创新训练项目 香山文化知识图谱构建与可视化 陈威宇 姜赢 管理学院 国家级

3 创新训练项目 移动平台下的北师珠增强现实校园 3D地图 梁恩琦 黄静 信息技术学院 国家级

4 创业训练项目 大学生创业服务集装箱综合体 赵奕玮
唐士奇、

崔在兴
国际商学部 国家级

5 创业训练项目 X-used book 校园服务部创业训练 梁绮琦 张智轩 应用数学学院 国家级

6 创新训练项目 情定北师蓝公益自行车项目 向芮仪 克燕南 管理学院 省级

7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财经本体推理的经济趋势预测研究 潘浩 姜赢 管理学院 省级

8 创新训练项目 回收旧单车 苏菡菁 李洋 管理学院 省级



9 创新训练项目 企业户外拓展训练
黎敏儿、

黄永锟
李洋 管理学院 省级

10 创新训练项目 术业 app 林曦 仇慧康 教育学院 省级

11 创业实践项目 “二手 go” 二手物品交易平台 张宇
田菲菲、

仇慧康
教育学院 省级

12 创业训练项目 爱闯体验式教育文化交流传播有限公司 孙浩然 田菲菲 教育学院 省级

13 创业训练项目 北师珠文化纪念衫 朱键婷 黄海光 艺术与传播学院 省级

14 创业训练项目 创客 Fang 范音琴 戴亦兰 国际商学部 省级

15 创新训练项目 大学闲置自行车租赁微平台模拟项目 张浩
李树杰、

安春
国际商学部 省级

16 创业训练项目 熊孩子烤肉饭 陈楚仪 戴亦兰 国际商学部 省级

17 创新训练项目 左林君 VR 动画工作室 林彦欣 薛萍 设计学院 省级

18 创业训练项目 “大学绿卡”APP开发与运营 敖翔
陈永祥、

刘玮宁
文学院 省级



19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 MEMS 智能传感和机器学习的 Smart 运

动训练系统
裴致渊 陈海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20 创新训练项目 运动发电系统研究 柳迪 刘琨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21 创新训练项目 迷你北师系列 3D打印作品 谢沁含 黄静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22 创新训练项目 球形机器人队列控制研究 郭益博 刘琨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23 创新训练项目
易职搜——面向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垂直搜

索引擎
黄灼东 肖红玉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24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视觉注意的人体动作跟踪识别算法的

开发与实现
李鸿铭 杨戈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25 创业实践项目 基于“互联网+”的社团管理系统 丁波 郎波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26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 thinkgearam 的疲劳驾驶检测报警系

统
杨百玲 陈海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27 创新训练项目 北师微学 郑东吴 肖红玉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28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活动组织管理系统 云一俊 汤建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29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 LBS 的校园综合类应用 万志强 吴小勇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30 创新训练项目 珠海市北山历史片区旧城更新研究实践 赵海琪 曾敏玲 不动产学院 省级

31 创新训练项目 九洲港城市设计 胡婧 林莉 不动产学院 省级

32 创新训练项目
新时代街市何去何从——当代城市发展情

况下街市应以何种方式传承、发展
邱儒林 李媛媛 不动产学院 省级

33 创新训练项目
心安何处是——珠海某高校环境安全改造

前后学生不安全感调查
冯欣怡 曾敏玲 不动产学院 省级

34 创新训练项目 马尾藻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研究 李秀菊 颜亨梅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35 创业训练项目 BAYMAX移动家政服务链 叶世伟 张京京 应用数学学院 省级

36 创业实践项目 《顺德宝藏》本土文化公益电影项目 邓抒允 李嘉文 艺术与传播学院 校级

37 创业训练项目 “北师找找”校园寻物 APP 蔡莹赢 林书兵 艺术与传播学院 校级

38 创业实践项目 儿童第二语言认知研究 胡嘉驰 杨彩梅 物流学院 校级

39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 RFID 的智慧餐厅系统设计

曾庆豪 汤建 信息技术学院 校级



40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层次－灰色关联分析的高校教师教学

质量的定量评估
卢跃 郑平 应用数学学院 校级

招生就业处

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