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度上海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汇总表（市级）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指导教师 学院

201811458001 电动汽车退役锂电池梯次利用检测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陶青威 王致杰 电气

201811458002 新式倾斜旋翼机 创新训练项目 江潮 李彬彬 电气

201811458003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样品采集智能侦察车 创新训练项目 贾博智 李梦达 电气

201811458004 基于Zigbee的智能高铁站台地标显示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金闯 张华 电气

201811458005 多种环境下使用的自走式电动弥雾机 创新训练项目 牟瑞宸 王海群 电气

201811458006 基于AGV无线充电系统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柯达 蒋赢 电气

201811458007 定日镜场网络化智能控制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陈寅虎 胡鹏 电气

201811458008 基于单片机及远程控制技术的智能窗 创新训练项目 王一平 李梦达 电气

201811458009 超声波雾化器控制器的设计及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庄文健 任晓明 电气

201811458010 基于Arduino单片机的自动卧室控制及环境监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杨昊川 王芳 电气

201811458011 无人机多路输出电源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马辉 冯澜,蒋赢 电气

201811458012 光伏并网发电防逆流控制器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张梓轩 赵爱明 电气

201811458013 基于multisim软件工厂设备功率因数仿真及万用补偿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王宇峰 李全峰 电气

201811458014 基于模块化的微电网并联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钱途 张海燕 电气

201811458015 一种基于双向DC-DC控制的风机调频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陈雪锋 左东升 电气

201811458016 新型抽油机节能装置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周维
衣涛

电气

201811458017 基于窄带物联网的户外空气质量监测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朱文涛 李彬彬 电气

201811458018 基于虹膜识别技术的支付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陆谷涛 李建国 电气

201811458019 基于FPGA的特定实时目标识别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钟志文 马学亮,刘桂英 电气

201811458020 电动车永磁同步电机载频动态优化节能控制器 创新训练项目 段杨 郑翔 电气

201811458021 大型风电机组柔性制动控制器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沈铖 卢岩 电气

201811458022 高效中间带太阳能电池的多尺度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栋栋 陈平 电气

201811458023 基于光伏组件发电效率的分区管理控制器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赵英杰 张向锋 电气

201811458024 家用电器智能无功功率检测及补偿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贾港华 刘天羽 电气

201811458025 一种基于h5开发的共享代购信息发布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李泽宇 迟长春 电气

201811458026 饮用水与水瓶一体化的售水机 创业训练项目 吴宇浩 王洋,胥飞 电气

201811458027 一种基于PLC控制的车库停车辅助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崔广鹏 辛绍杰 机械

201811458028 多功能工作椅 创新训练项目 谢金龙 于忠海 机械

201811458029 一种依托于车辆的自动换井盖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李有根 钟力 机械

201811458030 用于大型车辆减少交通意外的机械臂 创新训练项目 李航 王廷军 机械



201811458031 自动比萨配料机 创新训练项目 陈思聪 汪烨 机械

201811458032 新能源动力单体电池的电量均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赵会文 阮观强 机械

201811458033 核电驱动棒的核心部件自动焊接装置原理样机 创新训练项目 王璟鹏 于忠海,张晓峰 机械

201811458034 智能偏瘫康复训练器材 创新训练项目 田奕江 孙渊 机械

201811458035 推骑两用的多功能婴儿车 创新训练项目 孙凯特 仝光 机械

201811458036 高效震动水果采摘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吴宇航 张晓峰 机械

201811458037 基于专家系统的光电智能寻迹智能小车 创新训练项目 唐明斌 吴军民,严屹宏 机械

201811458038 宿舍智能行李箱放置架 创新训练项目 李荣中 张栋 机械

201811458039 自动书堆捆绑机 创新训练项目 陈涛 印松 机械

201811458040 专用于图书索书号标签的贴标机 创业训练项目 王克 费秋仙,姜瑞红 机械

201811458041 新型草莓采摘工具 创新训练项目 杨君 辛绍杰 机械

201811458042 多功能水果采摘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张宇鹏 杨金平,于忠海 机械

201811458043 高空万能水果采摘器 创新训练项目 刘康文 周璇,王强 机械

201811458044 兔佰购循环置物 创业训练项目 黄子杰 顾金良,张永涛 机械

201811458045 宠物自动喂食器 创新训练项目 黄一磊 印松 机械

201811458046 家庭自适应追光太阳能装置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陈沛宇 欧阳华兵 机械

201811458047 一种自动套袋封袋的垃圾桶 创新训练项目 谢珺 辛绍杰 机械

201811458048 新能源电池管理均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玉祺 阮观强 机械

201811458049 一种自动下围棋的导轨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卿海波 王廷军 机械

201811458050 一种智能晾晒装置的创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杨扬 侯培红 机械

201811458051 基于电磁引导线的自主寻迹三轮电磁小车 创新训练项目 马跃 吴军民,严屹宏 机械

201811458052 多功能全自动贴标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陈厚龙 薛飞,于忠海 机械

201811458053 基于摄像头的双车跟车系统的智能小车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周君毅 胡星 机械

201811458054 便携式地面樱桃采摘机 创新训练项目 金云龙 沈红芳 机械

201811458055 自动行走机器人设计与开发 创业实践项目 徐圣佳 范光宇 电子信息

201811458056 基于移动APP的机器人远程协助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王禹 陶恂,曾祥绪 电子信息

201811458057 固定翼垂直升降飞行器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任毅 王海军 电子信息

201811458058 利用手机开启的智能门锁 创业实践项目 李天佑 孟银阔 电子信息

201811458059 远程控制的电动汽车充电桩 创业实践项目 沈霆煊 刘红 电子信息

201811458060 基于FPGA的人脸识别课堂考勤系统 创业实践项目 葛斯梵 宗兆翔 电子信息

201811458061 四重感觉人体自然唤醒仪器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葛听雨 刘中华 电子信息

201811458062 机器人后台远程协作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黄宇磊 杨定裕 电子信息



201811458063 电子寄存柜智能控制器 创新训练项目 雷鸣 黎明,陈布雨 电子信息

201811458064 走姿校对仪 创新训练项目 杨克莉 杨柳 电子信息

201811458065 信号细微特征故障诊断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毕东媛 李靖超 电子信息

201811458066 基于宠物饮食习惯挖掘的智能宠物投食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金雨若 随婷婷 电子信息

201811458067 基于大数据的大学生在线就业分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忻桓辰 蒋建军,张书娟 电子信息

201811458068 基于个性化推荐的咖啡点单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梁宇 胡静,宁建红 电子信息

201811458069 考研自习室考勤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陈丽君 姚凤薇 电子信息

201811458070 基于区块链的金银珠宝交易认证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李玉斌 罗宜元 电子信息

201811458071 基于用户收视大数据的电视产品推荐系统 创业实践项目 孔元元 吕品 电子信息

201811458072 卧室智能入睡唤醒灯 创新训练项目 许林峰 张鹏鹏 电子信息

201811458073 基于人工智能的生物多样性整体解决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宋益盛 林志杰 电子信息

201811458074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图书借阅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王嘉昊 任远,姜楚乔 电子信息

201811458075 科研资源共享与成果转化平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彭佳辉 连志刚 电子信息

201811458076 “律师堂”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实时法律咨询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唐志欣 杨志和 电子信息

201811458077 Belife——专注智能产品推广的O2O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郭朝阳 李建敦 电子信息

201811458078 基于协同过滤的在线理财产品个性化推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李鑫垚 王小刚 电子信息

201811458079 “换换书社”书籍交换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王訔杰 覃海焕 电子信息

201811458080 基于Android的辅助学习系统app之百科不挂 创新训练项目 奚庄英姿 王淮亭 电子信息

201811458081 多元并联供电太阳能灯 创新训练项目 申蕴蕴 陆斌锋 材料

201811458082 溅射铝合金薄膜对陶瓷的润湿与钎焊 创新训练项目 谈梓贤 尚海龙 材料

201811458083 婴幼儿出行护理箱的市场调研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张书宁 苗青 材料

201811458084 船用曲轴用钢动态再结晶行为的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周港 陈志英 材料

201811458085 焊接缺陷特征参数快速提取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王光璨 陈云霞 材料

201811458086 基于物理方法的增强天然纤维表面亲油性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朱静 曹胜彬 材料

201811458087 微米量级Al2O3/Al层状复合板的制备与力学性能 创新训练项目 郭乐扬 齐小犇 材料

201811458088
基于大学生创业导向的“奉贤黄桃”农业品牌开发与设计实

践
创业实践项目 缪定博 夏敏燕,侯佳 设计与艺术

201811458089 基于肌肉电信号的互动设备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禹圣奡 王琦 设计与艺术

201811458090 虚拟现实技术在机电产品交互演示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王哲恺 张婷 设计与艺术

201811458091 老龄化社会下的助行产品用户体验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邵文聪 卢国英 设计与艺术

201811458092 空巢老人居家智慧生活服务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红阳 朱彦 设计与艺术

201811458093 便携式婴幼儿生理监护仪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朱琦 杨晓扬 设计与艺术

201811458094 C-share衣物分享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谭祺才 刘博敏,周志勇 设计与艺术



201811458095 可循环利用立体墙面展示的设计研究 创业实践项目 宋明海 汤学华 设计与艺术

201811458096 基于互联网的智能垃圾分类系统—合马分类 创业训练项目 方香 赵华 文理

201811458097 智能家居环境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邱俊杰 杨党强 文理

201811458098 一种智能控制的新型太阳能车位锁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孙凯特 杨伟 文理

201811458099 基于GPRS的新型磁阻电机控制器的远程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杨金山 柯磊 文理

201811458100 光伏电厂故障智能检测巡检车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逯文禹 刘三明 文理

201811458101 基于ARM的新型除尘器控制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陈昱 商雨青,郑翔 中德

201811458102 基于手势识别技术的维修机械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徐笑 刘俊 中德

201811458103 基于VR技术的“趣学花蕊”智能教育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严彩霞 徐旭 中德

201811458104 “果园进攻”APP信息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黄林 徐旭,杨俨斌 商学院

201811458105 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新型废旧物资回收平台商业体系构建 创业训练项目 黄安莹 王铄,富立友 商学院

201811458106 “菠萝蜜”策划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徐菁 陈玉梅 商学院

201811458107 “小棉袄”公益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王路远 孙磊,陈秀春 商学院

201811458108 新型紧急呼救器 创业训练项目 梁爽 张晓红 商学院

201811458109 高校快递包装资源回收及新型快递纸箱的运用 创新训练项目 王文杰 富立友 商学院

201811458110 让您的等待更有价值——“食间”微信小程序 创业训练项目 裘佳巍 闫燕 商学院

201811458111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外包管理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屈国珍 王铄,熊鸿军 商学院

201811458112 “易书源”二手书自主定价交易交流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张子奕 韩继坤 商学院

201811458113 临港饮用水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夏雨 徐晓敏 商学院

201811458114
“安享APP”——老年服务信息平台

创业实践项目 王海龙 熊鸿军 商学院

201811458115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运用现状和前景的调研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刘家玮 李成 商学院

201811458116 赵世炎与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吴超羿 吉文斌 马克思

201811458117 上海环卫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状况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马心宇 吕翠凤 马克思

201811458118 移动学习终端对大学生英语听力水平提升的作用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李娜 陈涛 外国语

201811458119 小学阶段第二外语德语教学课程探索——以临港一小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柏莉琛 薛琳 外国语

201811458120 大学校园网络流行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赵雪岩 王宏军 外国语

201811458121 上海应用技术型大学学风建设的积极探索及实践 创新训练项目 阚莉 郭应可 外国语

201811458122 依托校园传媒引导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林超颖 李俊飞 外国语

201811458123 We travel——大学生互助导游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毛佳楠 王圆圆 外国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