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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绵职院发〔2017〕142 号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公布 2017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的

通 知

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7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立项工作的通知》（川教厅办函〔2017〕52 号）、《四

川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7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的

通知》（川教厅办函〔2017〕399 号）精神以及《绵阳职业技术学

院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要求，经省教育厅 批准，

《智能反馈发球装置》（项目负责人：张涛）等 10 个项目列

为四川省 2017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此外，经评审，

确定《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产品定制》（项目负责人：习鹏）等38

个项目为学校 2017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现予公布。

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对推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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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意义，严格按照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管理办法（试行）》，遵循“鼓励创新、培养能力，突出重点、重 在

过程”的原则，进一步加强项目过程管理，切实提高学生创新 创业

能力。

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要认真填写《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申请表》，提交项目研究完成报告

和相关研究成果等材料，包括项目总结报告和有关支撑材料（如

调查报告、开发的软件或系统、发表的研究论文、专利、获奖、

项目成果实物及相应的设计说明书、图纸等），按照规定目录装订，

并参加项目结题答辩。

附件：1.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

2.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二○一七年九月一日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1 日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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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姓名

参与学生

人数
项目其他成员姓名

指导教师

姓名
级别

1 201712753001 智能反馈发球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张涛 3
邹久铭/5120157300,何

焕/5120157323
邓先智,黄雷 省级

2 201712753002
集成螺丝刀的实用化

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王志远 5

胡杨/201603517,周雪梅

/201601331,郭青青

/201601333,赵丽梅

/201600814

王建平,姜健 省级

3 201712753003
彩色轻质装饰混凝土

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张精敏 3

陈霜/201602627,张露娟

/201501604
乔欢欢 省级

4 201712753004

低等级粉煤灰地聚合

物胶凝材料的制备及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康兰 4

王杰/5120146608,刘卫

东/201603096,文盛龙

/201601842

贾陆军 省级

5 201712753005
基于摄像头的车辆自

动驾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叶永豪 2 白立/201502736 王海 省级

6 201712753006
智能负离子空气净化

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吴刚 4

何张/201501025,白立

/201502736,何长江

/201501460

何小河 省级

7 201712753007
自锁式安全婴儿车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汤政 5

陈尧/201503736,赵明驰

/201504375,苗瑶青

/201503474,杨怡萍

/201503703,

杨钒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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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712753008
乡村老年文化活动中

心空间设计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李悦悦 4

刘茹/201503521,林红霞

/201503952,靳小红

/201502959

李吉，王华斌 省级

9 201712753009
智能静脉输液监控与

报警设备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庄丽 4

白立/201502736,余利琼

/201502064,唐凯祥

201501616

李吉,王海 省级

10 201712753010
校园一卡通在线支付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曹斌 5

刘文富/201603847,王崇

志/201603052,李俊

/201603620 唐国强

/201602828

向兵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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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姓名

参与学生

人数
项目其他成员姓名

指导教师

姓名
级别

1 201712753001
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

产品定制
创新训练项目 习鹏 6

肖萍/201503753,谢宇

/201601241,魏鑫成

/201601791,唐晓钢

/201601746,唐代勇

/201602812

姜健 校级

2 201712753002
实用化产品的创新设

计与制造
创新训练项目 王志远 5

毛文辉/201603058,董仁

平/201603913,李仕浩

/201602539,黄照森

/201602179

姜健,杨敏 校级

3 201712753003
玻璃钢废料制备模压

料的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真 5

谯建义/201601043,殷俊

/201600911,张志恒

/201600940,王海燕

/201602319

王启强 校级

4 201712753004
低收缩团状模塑预混

料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罗琴 4

郭锐/201601481,张根

/201600569,钟洪

/201601943

任冬燕 校级

5 201712753005
短切玄武岩纤维增强

水泥基保温板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郑冬琳 4

严海文/201602127,龚鸿

宇/201602186,李鑫宇

/201600927

蒋勇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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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712753006

复合材料 SMC 模压料

的制备及制品性能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屈超群 4

罗良轩/201602062,邓雪

琴/201601328,钟文

/201601981

任冬燕 校级

7 201712753007
功能化离子液体萃取

Cr6+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孝元 2 魏鹏/201601733 唐云 校级

8 201712753008
聚苯乙烯阻燃复合材

料的制备与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韩志强 4

向豪/201604159,刘金池

/201603423,江婷

/201602574

王燕 校级

9 201712753009

利用电化学技术制备

多元白钨矿薄膜生长

习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蒙 3
张婉妹/201602955,黄晶

鑫/201602956
安红娜 校级

10 201712753010
耐候性胶衣树脂的制

备与性能测试
创新训练项目 陆佳丽 4

金滟林/201603333,彭丽

/201603334,陈国旗

/201603843

董丽卿 校级

11 201712753011

耐磨阻燃管道防腐蚀

涂层的制备及性能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郭忠 5

何加铭/201600891,谢芳

/201603599,李军辉

/201603383,尹秀莲

/201601514

王启强 校级

12 201712753012

钛矿渣-固硫灰作为

混合材配制高性能复

合水泥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蒋贇 4

陶杨/5120146602,贺斌

/5120146584,郭小华

/201603128

杨峰 校级

13 201712753013
钛酸铜钙系介电陶瓷

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霍紫菱 4

章霖/201601564,李梅倩

/201601446,张于康

/201601840

宁海霞 校级

14 201712753014
透水混凝土矿物增强

剂的制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恩发 4

曹鹏/5120146596,李梅

倩/201601446,温志强

/201602915

蒋勇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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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712753015
一种透光混凝土的制

备工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磊 2 杨栩/201600546 张泽林 校级

16 201712753016 荧光混凝土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张强 5

颜六梅/201601243,杨帆

/201601483,万晓洁

/201603265,邓建军

/201602293

贾陆军 校级

17 201712753017 便行箱包 创新训练项目 刘洋 4

孙涛/201603660,钟伟强

/201603866,吕建玲

/201603794

胡应洪 校级

18 201712753018
桥梁结构病害调查分

析与评价方法探讨
创新训练项目 瞿铭 5

周诗燃/201501652,邓宗

宇/201502232,唐荣

/201501572,邓滩

/201503481

陶庆东 ,卢彦 校级

19 201712753019

桩基低应变损伤及完

整性检测系统应用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宇 5

钟玉霞/201501056,何梦

媛/201501989,曾祥康

/201503156,李艾隆

/201501441

陶庆东,唐曙 校级

20 201712753020
多功能火焰自动报警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岳柯儒 2 白立/201502736 刘传辉,向兵 校级

21 201712753021
固定翼垂直起降航测

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吕永丰 5

王泽南/201601627,马婕

/201602950,刘志刚

/201600955,冯渝凯

/201603965

王建平,左培良 校级

22 201712753022
基于电磁感应门的家

用电磁锁
创新训练项目 姚吉祥 3

杜飞平/201601687,李萌

/201600607
周强 校级

23 201712753023
基于魔方插座携带可

照明 LED 灯
创新训练项目 彭杰 4

邓家鑫/201603650,周荣

华/201603230,姚斌
赵红军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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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796

24 201712753024 家用智慧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刘衍炜 4

吴世周/201600815,王德

平/201603274,张凤英

/201602921

向兵 校级

25 201712753025
应急投放垂直起降固

定翼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刘千 6

王攀/201602765,蒋佩笏

201602219,史万朋

/201602558,包桃

/201603562,樊卫清

/201601313

王建平,左培良 校级

26 201712753026 智能吸尘黑板刷 创新训练项目 毛宇 3
郭俊/201602588,万欣田

/201600704
胡应洪 校级

27 201712753027

现代城市商业游憩区

规划与建设研究——

以绵阳大观园城市商

业游憩区（RBD）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罗庚 4

蒋涛/201501013,马尧

/201501189,蔺松

/201501219

胡应洪 校级

28 201712753028
科瑞特（Create)—空

间创意设计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李文君 4

蒋勇鑫/201503524,杜敏

婕/201504069,苟艳霞

/201504041,周界全

/201503701

陈孟琰 校级

29 201712753029
竹材料在室内设计中

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王梅 4

张贝尔/201501552,梅竹

君/201501445,罗乐

/201502226

李吉 校级

30 201712753030
智能声控定位系统及

其运用
创新训练项目 刘敬彬 3

郑继松/201602150,吴利

国/201602273
向兵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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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1712753031
创意包装的设计与制

造
创业训练项目 杨润鑫 4

张宇杰/201504086,苟福

安/201504333,严毅

/201504291

韩尧 校级

32 201712753032
冬暖夏凉可供充电随

身 mini 风扇
创新训练项目 范锐 4

高淋龙/201602489,唐玲

/201602162,黄文灿

/201603379

周强 校级

33 201712753033 智能家居 创新训练项目 段灵杰 5

丁振国/201501238,潘自

鑫/201501058,孙雨龙

/201602925,程小洋

/201602905

靳光明 校级

34 201712753034 工业装配机械臂 创新训练项目 李安宁 3
刘成/201600685,刘敬彬

/201601589
罗金生 校级

35 201712753035 蓝牙指纹密码锁 创新训练项目 刘成 3
黄朝亮/201600817,李强

/201600868
向兵 校级

36 201712753036 启航健身俱乐部 创业实践项目 邓家鑫 3
何英杰/18089516146,黄

思红/201602673
解书凯 校级

37 201712753037
手机远程电池充电监

测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白立 1 罗金生 校级

38 201712753038 智能垃圾桶 创新训练项目 毕光彦 4

胡学涛/201602270,邹弘

奇/201600656,李祥英

/201604152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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