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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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3 

 

各学院（部）: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报送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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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号）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报送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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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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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项，现将推荐申报项目名单公示如下，公示期为 2017年 5月 11日-5

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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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    联系电话：6126772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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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姓

名 

指导教师姓名 学院 

项目级别（国

家级/省级） 

1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 Linux服务器端与 Android客户端的自动化机械臂 许铭波 樊一娜 信息技术学院 国家级 

2 创新训练项目 三轴数控移液平台的研制 宋士捷 袁剑锋 工程技术学院 国家级 

3 创业训练项目 “鸿生教育”创业项目 王郡伶 范大良 特许经营学院 国家级 

4 创新训练项目 园艺课程对特殊儿童干预调查 刘晓凤 房伟桓 教育学院 国家级 

5 创新训练项目 科研项目申报信息语义深度聚合与自动推荐系统 潘泽嘉 姜赢 管理学院 国家级 

6 创新训练项目 多功能小型等离子音响 何宗泰 

柯竣升 

栾江峰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7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 VR模拟消防演练的三维建模研究 朱怡曙 刘琨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8 创业训练项目 基于“互联网+”的多屏互动阅读辅助平台 李素雯 许跃颖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9 创业训练项目 北师 VR体验店 张诗瑶 黄静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10 创新训练项目 多节点无线温控系统的设计 李梦娇 袁剑锋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11 创业训练项目 享你共享服装平台 胡秋云 林子建 外国语学院 省级 

12 创新训练项目 大茅岛麻风病康复长者的叙事研究 黄雅伊 

贺志峰 

谢文中 

法律与行政学

院 

省级 

13 创新训练项目 小学生入学学习能力测试 陈少宇 田菲菲 教育学院 省级 

14 创业训练项目 Ukee健身资源管理 App 黄春玲 戴亦兰 国际商学部 省级 

15 创新训练项目 新能源发电中储能系统的控制 陈茗 樊一娜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16 创新训练项目 视频矩阵联合控制系统 江智 杨戈,黄秋颖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17 创新训练项目 学生核心素养分析平台 潘根豪 郎波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18 创业实践项目 Virtual Reality科技传媒 田耘昊 刘剑 

艺术与传播学

院 

省级 



19 创业实践项目 “2U“跑腿服务 APP 杨恺晴 戴亦兰、谭薇 国际商学部 省级 

20 创新训练项目 房地产价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价波动 林艺萱 李起铨 管理学院 省级 

21 创业训练项目 基于实时 VR技术的房屋交付场景服务应用 吴铸贤 王天勇 不动产学院 省级 

22 创新训练项目 菁菁校园，我爱我家 蔡钿 黄伟,黎诗扬 不动产学院 省级 

23 创新训练项目 多元化药物安全性检测盒 余钰琨 陈超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24 创业训练项目 高校纪行摄影平台创建 罗敏玲 

李嘉文 

高翔 

艺术与传播学

院 

省级 

25 创业实践项目 Outdoor sport 张磊军 陈京平 运动休闲学院 省级 

26 创新训练项目 

正念认知疗法在中学生考试焦虑与压力改善中的课程设计

应用 

陈恒 陈晓 教育学院 省级 

27 创新训练项目 宽恕与报复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影响 李思懿 陈晓 教育学院 省级 

28 创新训练项目 光辐射活化过硫酸盐对 PPCPS中四环素降解的研究 蚁铭 钟欣 不动产学院 省级 

29 创新训练项目 乡风乡土，乡愁乡韵——珠海市传统村落资源开发研究 梁明珺 郑明远 不动产学院 省级 

30 创新训练项目 “就地取财”——基于生态服务产业建设的淇澳生态岛研究 宋丽宜 黄伟,元炳成 不动产学院 省级 



31 创新训练项目 便携式 USB混合信号示波器设计 胡佳俊 肖军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32 创新训练项目 利用发酵技术提取虾壳中几丁质及蛋白质 江吉 朱敏杰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33 创新训练项目 一种新型快递包装箱的设计与制作 周泳琳 林兆花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34 创新训练项目 新媒体环境下微信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 曾梦雄 孙颖东 

艺术与传播学

院 

省级 

35 创业训练项目 《爱来不来》情爱关系展览计划 伍忠诚  高翔 

艺术与传播学

院 

省级 

36 创新训练项目 视频检索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陈思平 杨戈 信息技术学院 校级 

37 创新训练项目 公共垃圾桶设计 陈梓立 薛萍、孙斌宾 设计学院 校级 

38 创业训练项目 “问卷共享”的提出与商业模式 邹莹瑶 洪林 管理学院 校级 

39 创新训练项目 校园闲置物品捐赠流通平台 陈飞华 王鹏 信息技术学院 校级 

40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 VR的家居设计漫游系统 王浩 黄静 信息技术学院 校级 

41 创业实践项目 特土便利店 陈雪超 黄翔 国际商学部 校级 

42 创业训练项目 ISPORT体育服务平台 任雨婷 刘怡君 国际商学部 校级 



43 创业训练项目 YouTh青年体验平台 黄集杨 陈蕾,崔在兴 国际商学部 校级 

44 创新训练项目 脑电波游戏反馈 陆柏霖 杨永平 信息技术学院 校级 

45 创新训练项目 微笑天使——对白海豚的保护及志愿者培养专项研究 聂子俊 李洋 管理学院 校级 

 

 

 

 

 

 

                                                                        招生就业处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