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绵职院发〔2016〕230 号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公布 2015 年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结题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

目名单的通知》（川教函〔2015〕350 号）、《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关

于公布 201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的通知》（绵职

院〔2015〕75 号）等文件精神，按照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管理办法（试行）》，经组织各系（部）初审、学校专家评审，现

将 201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评审结果予以公布。

附：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201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

审评一览表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27 日印制

共印 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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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201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审评一览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指导教师 项目级别 审查结论

1 201512753053
超轻混凝土的制备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范莉

潘亭/20136473,任春蓉

/20137024,黄勇

/20136495,陈奕坤

/20136492

贾陆军 校级 通过

2 201512753054
住宅产业化中的装

饰混凝土制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袁继东

周睿/20136502,程玉凤

/20136474,马超

/20136484,葛祥鸿

/20136480

乔欢欢 校级 通过

3 201512753002
泡沫混凝土的制备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徐淼

易黎黎/201300966,罗涪

林/201300770,王李鹏

/201401616

乔欢欢 省级 通过

4 201512753004

钛酸钡基新型无铅

压电陶瓷的制备及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叶银莹

何学珍/201302540,蒋惠

/201304863,王鹏辉

/201302551

宁海霞 省级 通过

5 201512753010
泡沫吸声材料的制

备及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王琳

周源/201401676,柳启文

/201404096,杨清芳

/201402712,刘姚音

/201400861

王燕 省级 通过

6 201512753003
现代陶艺设计与制

作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伍黎

谢弦/201302745,许丹

/201302539,王雪宇

/201300791

安红娜 省级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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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512753005

玻璃钢用紫外光固

化涂料的研究及设

备

创新训练项目 李世航

王绍羽/201303076,张虹

霞/201301881,高静

/201304166,颜维

/201303231

孙会宁 省级 通过

8 201512753008

高吸水树脂作为土

壤保墒剂的应用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蒲适

罗小雨/201401183,胡永

洪/201401188,李滔

/201401702,余万连

/201404253

王启强 省级 通过

9 201512753009

复合材料模板在建

筑工程中的应用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谭小城

山鑫/201402769,胡昌林

/201404263,吴守玉

/201404095,张蕾

/201402926

王启强 省级 通过

10 201512753042
智能电子水表的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王诗伟 张正/201403298 赵红军 校级 通过

11 201512753015 柑橘采摘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杜成

曾玉红/20136606,廖凯

/20136566,马伟

/20136567,陈泊延

/20136583,李春霖

/20136590

王建平,杨钒 省级 通过

12 201512753014
三维数字化建筑建

模
创新训练项目 赵军

伍建辉/201301835,王昭

琼/201301112,肖智文

/201404185,王鑫

/201403562

邓先智 省级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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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512753020
基于 Zigbee 的车

辆报站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周游

党源茏/201303641,夏瑞

/201301151,张正

/201403298,张亮

/201300994

罗金生 省级 通过

14 201512753019
长航时六轴无人飞

行器
创新训练项目 李鲲

熊文建/201402612,王雪

/201400878,兰勇

/201403186,殷小波

/201404148

李川 省级 通过

15 201512753013 竹片开片机 创新训练项目 杜杰

李洪玉/201301430,谭咸

丰/201303197,何文卓

/201302913,梁德明

/201404749,刘振宇

/201402774

王建平 省级 通过

16 201512753046

ABB i-bus 智能建

筑控制器设计及施

工

创新训练项目 严强

何骞/201302184,谢承明

/201303623,刘鹏

/201303658,田晓强

/201301458

刘农一 校级 通过

17 201512753045

基于无线传感器网

络的空调控制器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严强

吴福兵/201403901,何朋

杰/201402206,卢学飞

/201300953,王华祥

/201302524

刘传辉 校级 通过

18 201512753021
智能门禁系统设计

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曹喜林

王淞民/201401246,董文

春/201401335,方川

/201401334,何登旭

/201403565

何小河 省级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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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1512753024
高校教室节能智能

照明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党源茏 路烨铭/201303965 唐洪彦 省级 通过

20 201512753038
即开即热智能饮水

机
创新训练项目 陈小兵

王雪/201400878,辛杰

/201403718,熊宏

/201403710,周四川

/201404732

解书凯 院级 通过

21 201512753044 智能循迹小车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兰勇

曹喜林/201401336,王淞

民/201401246,董文春

/201401335,方川

/201401334

王海 院级 通过

22 201512753039
车辆自动紧急呼叫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杨帆 郑凯/201303709 乔之勇 院级 通过

23 201512753023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

家电控制
创新训练项目 张正

张亮/201300994,周游

/201303739
罗金生 省级 通过

24 201512753043 汽车防盗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卢德寅

曾胜杰/201401474,张从

艺/201403585,熊文建

/201402612,王雪

/201400878

王海 院级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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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512753033

“宝贝回家”废旧

资源回收利用服务

站

创业训练项目 朱琳宁

代雨洪/2014001,邓江雄

/2014002,张小刚

/2014003

杨建国,詹放 院级 通过

26 201512753017 果云网 创业训练项目 梁靖 叶书剑/201303550 俞沛杰 省级 通过

27 201512753036
梦起航—少儿素质

拓展教育有限公司
创业实践项目 魏珍

黄秋华/201302900,韩晓

丽/201301821,薛秀梅

/201301402

朱怀朝,詹放 院级 通过

28 201512753051
保湿化妆品配方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林江华

李红禹/20136465,田训

/20136486,唐瑗欷

/20136401,张雨晴

/20136469

杨舒华 院级 通过

29 201512753049
环境艺术设计创业

训练
创业训练项目 秦智香

青世强/201302176,王小

伟/201302219,郑寒午

/201301494,魏钰林

/201302823

陈孟琰 院级 通过

30 201512753025
丝网创意印刷工作

坊
创业训练项目 蒲量

吴昊/201303758,魏林材

/201303609,何莎

/201303008.席银序

/201303584

王文凤 省级 通过

31 201512753026
掌上微校园创业实

践
创业实践项目 何海锋

席银序/201303584,蒲亮

/201301494,吴昊

/201303758,蒋雨晴

/201304270

权凌枫 省级 通过

32 201512753016
创意设计摄影工作

室
创业训练项目 刘福鑫

何苟坤/201401921,杨玉

强/201403258,伍聪

/201402701,范文杰

王建平,詹放 省级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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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516,田俊辉

/201402997

33 201512753053
智能家居远程网络

控制器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廖清兵

卢子奇/201301684,乔鹏

程/201300885,薛晓莉

/201303130,李丹

/201303886

欧剑 院级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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