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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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学院（部）：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报送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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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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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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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5月 4日-5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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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684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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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 EGFR 基因 L858R 突变液体活检试剂盒研究 谢少洵 陈超 工程技术学院 国家级

2 创新训练项目 智能路灯监控系统的研发 王淞 袁剑锋 工程技术学院 国家级

3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微电网的无线电能传输系统的控制 陈茗 樊一娜 工程技术学院 国家级



4 创新训练项目 96 孔板智能判读仪的研发 谢裔杰 袁剑锋 工程技术学院 国家级

5 创新训练项目 VR 火灾逃生模拟演练 曾泽佳 黄静 信息技术学院 国家级

6 创业实践项目 “校租租”-校园租赁交易平台 成梓豪 郎波 信息技术学院 国家级

7 创新训练项目 智慧.包容.复兴----珠海市香洲工业园更新规划设计 李淑莹 李媛媛 不动产学院 国家级

8 创业训练项目 儿童防性侵教育—以珠海市为例 陈郭慧聪
杨志伟

孙磊
法律与行政学院 国家级

9 创业训练项目 智慧城市建设之智能垃圾桶的开发与运用 张琪 李莉 特许经营学院 国家级

10 创新训练项目 果色纸香 谢诗敏 汪波 艺术与传播学院 国家级

11 创业训练项目 寰蝶艺创 胡紫薇
汪波

李文芬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12 创新训练项目 外来植物蟛蜞菊入侵地的生物修复 黄瑞鹏 朱敏杰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13 创新训练项目 风光互补系统中控制策略的优化 赵东初 林兆花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14 创新训练项目 高促生性珊瑚内生真菌菌株筛选 梁帆 朱敏杰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15 创新训练项目 芦荟胶类化妆品的研制 叶子 张成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16 创新训练项目 干旱胁迫记忆对花生抗旱能力的影响 孙欣欣 覃铭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17 创新训练项目 宠物骨灰容器设计 曾宪梓 左景武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18 创新训练项目 玉米毛状根诱导体系的建立 高晓瑜 覃铭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19 创新训练项目 分布式电源故障分析与保护控制 董芮雯 樊一娜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20 创新训练项目 麦氏比浊计的设计 陈裕恒 栾江峰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21 创新训练项目 共享单车之风力供电系统与照明功能的改进 罗芷琳
罗利河

栾江峰
工程技术学院 省级

22 创新训练项目 “即影即有”微信小程序平台设计 杨明雪 许跃颖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23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机器学习的 smart 身份识别系统 裴致渊 陈海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24 创新训练项目 AR 儿童益智学习卡 卢诗琳 黄静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25 创新训练项目 燕巢 - 一个基于校园关系的旅游平台 陈虹林 许跃颖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26 创新训练项目 舍趣学生社区管理平台 陈铿彬 张宇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27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 AI 和云服务的 Smart 营养师 贺文禹 陈海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28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深度学习的密集人群异常行为分析算法
陈德城

陈梓浩
杨戈 信息技术学院 省级

29 创业实践项目 基层医疗建设（区域医联体心电平台） 刘思琦 郑平 应用数学学院 省级

30 创新训练项目 特色种植，徜徉绿谷 彭嘉琪 郭蕾 不动产学院 省级

31 创新训练项目 缤纷汇·活力聚-安堂村参与式社区规划 靖嵘 林莉 不动产学院 省级

32 创新训练项目 珠海市城市土壤重金属赋存形态和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杨礼恒
郑影华

张治国
不动产学院 省级

33 创业训练项目 “代袋”APP 创业计划书 黄筱雅 张如玉 管理学院 省级

34 创业训练项目 基于 Ida 的校园安全联动系统——海姆达尔 林妍 葛思坤 管理学院 省级

35 创新训练项目 超凡军旅文化体验 王兰兰 崔在兴 国际商学部 省级

36 创业训练项目 中小企业税务筹划及成本控制 黄樱子 孙云 国际商学部 省级

37 创新训练项目 幼儿园性教育课程开发 万懿莹 房伟桓 教育学院 省级

38 创新训练项目 《红色安魂曲：解放》 黄远滨 谢文婷 外国语学院 省级

39 创业实践项目 Good Mum Education 英文启蒙教育中心 林悦彤
刘金哲

罗敏
外国语学院 省级

40 创新训练项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宗祠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整合研究—

—以珠海市为例
张天一

邱月

张朔
文学院 省级

41 创新训练项目 新型环保半合成水基切削液研制 陈嘉怡 张成 工程技术学院 校级

42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信号完整性分析的电子电路虚拟实验系统设计 杨健 栾江峰 工程技术学院 校级

43 创新训练项目 新型物流无人机的设计 袁亚非 林兆花 工程技术学院 校级

44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脑电波的意念控制器 吴烁楠 陈海 信息技术学院 校级

45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心脑电的学习状态检测 陈子维 杨永平 信息技术学院 校级

46 创新训练项目 云计算环境下任务调度智能化算法研发 黎方琳 杨戈 信息技术学院 校级

47 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城市触媒理论的香洲旧工业区更新研究与设计 杨世奇 李媛媛 不动产学院
校级



招生就业处

2018年 5月 4日

48 创新训练项目 珠海市地下水污染监测研究 林俊填
郑影华

张治国
不动产学院 校级

49 创业训练项目 Homaker 玩乐频道 郑钦洲 彭薇 管理学院 校级

50 创业训练项目 区域农产品及生态旅游开发 谭琳琳 孙晓波 物流学院 校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