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绵职院发〔2017〕196 号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公布 201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结题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系、各部门：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6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的通知》（川教厅办函〔2016〕306 号）、《绵阳职业技

术学院关于公布 201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的通知》

（绵职院发〔2016〕113 号）等文件精神，按照《绵阳职业技术

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经各系（部） 初审、

学校专家评审，“轻集料混凝土的制备研究”等25 个学校

201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通过结项验收，予以公布，



具体结果见附件。

附件：201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项一览表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15 日印制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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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负责

人学号
项目其他成员 指导教师 项目级别 审查结论 备注

1 201612753003
轻集料混凝土的

制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露娟 201501604

顾青/201501675

张埒/201401666
乔欢欢 省级 通过

2 201612753004
玄武岩纤维复合

材料用于电力横

梁的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宋游 201303809
宋欢/201501234

张浙铜/201503859

文阳林/201502043

任冬燕 省级 通过

3 201612753005
橡胶/蒙脱土阻燃

复合材料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杨福洪 201503396

云草/201503242

李健伟/201503661

李俊霖/201502086

杨娟

韩文静
省级 通过

4 201612753006
环氧树脂/废橡胶

复合材料的制备

及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兰曾杰 201503123
任川梅/201502051

杨蕾/201504027

冯曦/201504115

王启强

王伟
省级 通过

5 201612753007 青春试煮 创新训练项目 郑舒丹 201503206
周倩/201502784

陈晓凤/201503535

田德刚

詹放

李川

省级 通过

6 201612753009 二次打包包装机 创新训练项目 郑学斌 201302610
何成/201403078

钱宗敏/201403923
邓先智 省级 通过

7 201612753011
智能人体跌倒检

测报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白立 201502736

杨洋/201502742

叶永豪/201502715

谢贷锐/201502383

何小河 省级 通过



8 201612753012
电动车指纹解锁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唐中举 201502779

李科朋/201502818

尹艳兰/201501135

唐川婷/201502348

张云天/201501765

赵红军 省级 通过

9 201612753014
新型空调热水器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何登旭 201403565

方川/201401334

董文春/201401335

胡新/201400874

叶永豪/201502715

李川 省级 通过

10 201612753015
基于语音控制的

四轴飞行器
创新训练项目 胡新 201400874 陈小兵/201404192 罗金生 省级 通过

11 201612753001
多功能恒温电烙

铁
创新训练项目 梁健 201402822

陈小兵/201404192

胡 新/201400874
乔之勇 院级 通过

12 201612753003 智能手表 创新训练项目 袁铭 201501505

邓桌林/201501545

贺桂芳/201502554

杨 洋 /201502742

何小河 院级 通过

13 201612753004

高铝水泥泡沫混

凝土

保温板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胡光霖 201504435

赵 敏/201500967

郑东琳/201504239

房 磊/201504151

杨峰 院级 通过

14 201612753005

利用再生混凝土

骨料制备人行路

面透水砖工艺开

发

创新训练项目 陈庆平 201504434

王朝熊/201501476

龙治荣/201402373

林寿康/201402422

贾陆军 院级 通过

15 201612753007

无铅环保玻璃釉

料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扬 201503248

黄 静/201403738

陆湾湾/201404406

张 科/201503237

宁海霞 院级 通过

16 201612753008
改性聚醚制备减

缩剂助磨剂
创新训练项目 卢涛 201502099

吴 昌/201402023

杨 松/201503663
蒋勇 院级 通过

17 201612753009

聚氨酯阻燃复合

材料的制备及性

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雷光亮 201502698
鲜 茂/201503613

张文奎/201501515
杨娟 院级 通过



18 201612753010
吸水膨胀橡胶的

制备及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叶小东 201503722

张桀宁/201502070

张艺锦/201503963

王启强

邓小锋
院级 通过

19 201612753011

聚氨酯/石膏复合

吸

声材料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钱春强 201501468
杜 树/201503711

钟华杨/201502006

杨峰

韩文静
院级 通过

20 201612753012
陶瓷肌理装饰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赵智勇 201401884 邓锐杰/201401064 安红娜 院级 通过

21 201612753013
工艺品的设计与

制造
创新训练项目 何思成 201502369

何顺平/201503211

王志远/201503466

杜 艳 /201501471

邹 林 /201503235

姜健 院级 通过

22 201612753014
环保型商品包装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王仕伟 201403562

肖智文/201404185

粱德明/201404749

刘 江 /201403976

王建平 院级 通过

23 201612753016 新型植保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蒋畅 201501096

虞昊炅/201501514

唐开旭/201501095

田传吉/201501399

王建平 院级 通过

24 201612753017 折叠式推拉车 创新训练项目 杨安 201405035

肖智文/201404185

王鑫/201403562

蒋雲/201403674

王建平 院级 通过

25 201612753019
新希望亲子服务

有限公司
创业实践项目 任博文 201502931

张 琴/201502901

李樊娜/201502868

胡 微/201504525

左芸丽/201504705

周玲玲/201504317

朱怀朝 院级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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