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指导教师 学院

201911458001 粮酷智能粮食销售设备的市场调研与开发-创业训练 创业训练项目 居健 杜浩明 材料

201911458002 高强高韧生物医用镁合金线材的冷拉拔成形工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高玉 苗青 材料

201911458003 Al2O3/Al层状结构复合材料板的制备与力学行为 创新训练项目 刘达 马冰洋 材料

201911458004 溅射Al薄膜对SiO2的局部熔化钎焊 创新训练项目 徐浩 尚海龙 材料

201911458005 电化学模板法制备无粘附超双疏不锈钢丝网 创新训练项目 康旭 徐连仪 材料

201911458006 碳钢激光焊焊接缺陷快速检测方法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陈晨曦 陈云霞 材料

201911458007 研制打印功能材料器件的3D打印机 创新训练项目 叶钊源 张谦君 材料

201911458008 焊接熔池监控装置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邓文智 陆斌锋 材料

201911458009 基于机器视觉的泡罩板缺陷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石金玉 张晓宇 电气

201911458010 基于图像识别的可姿态变化智能探测车 创新训练项目 叶琼 李建国 电气

201911458011 基于肌电信号控制移动机器人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戚浩辰 王芳 电气

201911458012 基于STM32的语音播报巡航检测智能车 创新训练项目 张春阳 胡鹏 电气

201911458013
基于边缘计算的光伏发电最大功率输出的实时监测系统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顾聚邦 赵爱明 电气

201911458014 非接触式欧拉影像放大心率检测软件的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杜庆敏 李皎洁 电气

201911458015 颗粒料全自动装车控制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陈冉 左东升 电气

201911458016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充电桩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刘文俊 卫福娟,
赵爱明 电气

201911458017 一种微电网自适应反孤岛保护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胡萍 刘天羽 电气

201911458018 新能源消纳能力计算系统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许沈彬 衣涛 电气

201911458019 智能鞋柜 创新训练项目 勾振宁 朱晨烜 电气

201911458020 基于软开关技术的DC/AC变换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施之韵 张海燕 电气

201911458021 基于MSP430 Launchpad的智能消毒马桶盖 创新训练项目 孙誉家 张华 电气

201911458022 四索牵引摄像机器人的动力学建模及仿真 创新训练项目 杜镇极 李彬彬 电气

201911458023 电动车电池均衡充电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李紫静 梅晓娟 电气

201911458024 红绿灯（交通信号灯）的单点感应自适应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赖晓伟 韩强 电气

201911458025 全桥相移DC/DC电源变换器 创新训练项目 张瑞萍 冯澜 电气

201911458026 基于51单片机控制的自动避障采集智能车 创新训练项目 侯睿思 王丛佼,
李梦达 电气

201911458027 低压塑壳断路器操作机构优化设计平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童一凡 迟长春 电气

201911458028 基于51单片机的输液监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徐垠升 王西超 电气

201911458029 大型风电机组机舱环境监测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张岸 张向锋 电气

201911458030 一种便携式水质分析浊度仪 创新训练项目 张思佳 王致杰 电气

201911458031 基于模糊算法控制的智能灶台 创新训练项目 李星晨 高羽 电气

201911458032 新型太阳能双轴跟踪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姚斌 王海群 电气

201911458033 基于DC/DC软开关变换器的算法仿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周宣 杨玉珍 电气

201911458034 智能自动节水器 创新训练项目 时志鹏 李林升,韩强 电气

201911458035 一种新型无线智能家电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周成望 王爱元 电气

201911458036 ICSAI国际会议投稿系统小程序 创业实践项目 胡峥嵘 汪鑫 电子

201911458037 基于uni-app的跨平台科研交互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莫凯航
黎明,
邢译方

电子

201911458038 智能家居控制统一化系统研究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陶雨棚 刘红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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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458039 基于手机APP的个人健康小管家 创业实践项目 常佳欢 孟银阔 电子

201911458040 基于信息化的第二课堂成绩统计系统开发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朱星颖 宋晓勇,
李艳霞 电子

201911458041 基于信号传输的机器人精确定位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孙焜 范光宇 电子

201911458042 直肠癌淋巴结转移的智能诊断 创新训练项目 贾欣齐 吕品 电子

201911458043 基于智能语音评测的英语口语发音练习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赵文浩 蔡骋 电子

201911458044 基于可见光通信的音频传输系统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罗建波 王英赫 电子

201911458045 智能预约挂号系统设计和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宗金运 芦立华 电子

201911458046 智能考勤分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张飒 李宇佳 电子

201911458047 粮仓积热监控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胡文婷 曾祥绪 电子

201911458048 萌爪猫公益教材综合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孙远浪 高杉 电子

201911458049 学生听课状态展示平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甘鲁斌 余翔 电子

201911458050 基于机器学习的医疗影像辅助诊断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王龙翔 李靖超 电子

201911458051 “语伴”语言学习APP的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林明洁 顾青 电子

201911458052 基于大数据的学涯职涯导航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吴与同 张书娟 电子

201911458053 基于unity的VR家具商品展示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赵克雨 随婷婷 电子

201911458054 基于“互联网＋”和智能控制的洗浴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魏亮 胡兰馨 电子

201911458055
用于现代农业园环境监测和智能控制的物联网系统研究与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刘天培 朱庆建 电子

201911458056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语音识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黄嘉峰 连志刚 电子

201911458057 基于Unity3D的虚拟现实旅游 创业训练项目 王嘉昊 张艳 电子

201911458058 基于嵌入式的智能小车无线控制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黄珊 李渊 电子

201911458059 基于智能课堂的教学效果评估 创业训练项目 崔彦晴 覃海焕 电子

201911458060 极客栈（geekerinn）定制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戚文妍 张珂 电子

201911458061 基于手机与普通打印机的共享打印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黄煜城 张连毅 电子

201911458062 惯性平衡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陈一帆 孙渊,王廷军 机械

201911458063 岸桥横梁检测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张军泽 刘俊 机械

201911458064 一种基于水下机器人的水下除草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袁文旭 辛绍杰 机械

201911458065 基于python开发的智能控制轮椅 创新训练项目 钟小游 王廷军 机械

201911458066 多功能电池贴标机 创新训练项目 方香 于忠海 机械

201911458067 基于比赛工况的新型全地形巴哈赛车悬架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吴晶涛 阮观强 机械

201911458068 智能铺展温度调节被 创新训练项目 陈飞 杨金平,赵爽 机械

201911458069 一种基于ROS系统的智能无人配送车 创新训练项目 刘高杰 钱炳锋 机械

201911458070 蛙泳训练健身器 创新训练项目 邸海坤 于忠海 机械

201911458071 一种精简控制架构的单主控新型多轴飞行器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叶智华 沈永峰,严屹宏 机械

201911458072 隐形桌椅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王荣 孙渊 机械

201911458073 巴哈赛车制动系统的散热性和高效性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叶珈成 解瑞雪 机械

201911458074 车载红外酒精检测仪 创新训练项目 边嘉伟 范新竹 机械

201911458075 基于互联网+的校园智能化共享汽车平台 创业实践项目 吴函秋 仝光 机械

201911458076 一种防近视的写字板 创新训练项目 王若禹 杨海军 机械

201911458077 基于多传感器数据融合识别的自主寻迹四轮小车 创新训练项目 陶梓唯 严屹宏 机械

201911458078 便捷餐具分拣机 创新训练项目 李思奕 胡晓莉 机械



201911458079 基于双姿态切换的新型直立三轮智能小车 创新训练项目 曾庆毅 乌秀春,严屹宏 机械

201911458080
新型可伸缩半自动衣物

烘干机
创新训练项目 颜怡婷 辛邵杰,马利影 机械

201911458081 一种用于基于焊缝探伤的辅助自动换X光片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郑佳铭 于忠海 机械

201911458082 便捷式智能指纹识别门锁 创新训练项目 徐锦鹏 蒋超 机械

201911458083 基于无线充电的超级电容自主寻迹节能小车 创新训练项目 朱红 阮观强,严屹宏 机械

201911458084 多旋翼灭火器 创新训练项目 庾中亿 沈红芳 机械

201911458085 无污染扎带式快递封箱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卢豪杰 杨金平,刘加亮 机械

201911458086 一种新型巴哈赛车车架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严雨辰 程金润,阮观强 机械

201911458087 无动力人梯 创新训练项目 仲子辉 印松 机械

201911458088 基于STM32的智能家具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鲁翔 侯培红 机械

201911458089
大手牵小手——

基于移动社交媒体的科学教育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王楠 徐旭,
杨俨斌 商学院

201911458090 大学生成长发展规划私人定制 创业实践项目 焦烨 朱霖 商学院

201911458091 新能源车充电桩站点选址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冯琪 张富,
朱泰英 商学院

201911458092
易艺文创-针对于

校园风格文化创意服务平台
创业实践项目 李名扬 孙磊 ,陈庄瑜 商学院

201911458093 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的考研群体精准求职商业模式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赵子奕 王铄,
富立友 商学院

201911458094 高校防诈骗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王子豪 曹宁 商学院

201911458095 白鸽四月 创业实践项目 姚凯宁 潘红梅 商学院

201911458096 新思文化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李子轩 卢仁祥 商学院

201911458097 生机文学---基于移动社交媒体的大学生文学创作平台 创业实践项目 蔡沄恬 武文珍 商学院

201911458098 鲜到 创业实践项目 王婷婷 陈秀春,
耿裕清 商学院

201911458099 “DIY”礼物工坊 创业训练项目 王婧一 雷岁江 商学院

201911458100 “量体菜一”电子商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梁丽丽 赵楠 商学院

201911458101 农产品交易平台规划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罗嘉薇 张晓红 商学院

201911458102 高校垃圾分类调查——以临港大学城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陈伊怡 熊鸿军 商学院

201911458103 “sweetie”临港大学城糖果消费建设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陈鑫 闫燕 商学院

201911458104 基于中国传统元素的儿童玩具开发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楚 陈怡,侯佳 设艺

201911458105 服务机器人族群形象规划中的感性工学运用 创新训练项目 陈晶晶 朱彦 设艺

201911458106 儿童营养量子分析仪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李凯 杨晓扬 设艺

201911458107 老上海糖标文创产品策划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宋清瑶 张婷 设艺

201911458108 文化创业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章旖琪 刘博敏 设艺

201911458109 基于感性工学研究的直立起立床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李一凡 夏敏燕 设艺

201911458110 商业空间的模块化装潢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祝程华 王琦 设艺

201911458111 上海电机学院英语专业近三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杨晓颖 李俊飞 外语

201911458112 职业规划对高校外语类专业调剂生的影响及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王语嫣 陈涛 外语

201911458113 乐而学——小学教师资格考试app互助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李卓轩 王圆圆 外语

201911458114 心理引导对大学生身心健康可持续性发展重要性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邝津玉 郭应可 外语

201911458115
英语专业学生的能力培养与就业需求的匹配度调查—以上

海电机学院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唐浩瑗 李连涛 外语

201911458116 快速充电的智能化电动车充电桩 创新训练项目 郭论文 刘三明 文理

201911458117 科栈-大学生的技术服务站 创业实践项目 杨博 赵华 文理

201911458118 基于混合免疫优化算法的5G网络基站选址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谢许凯 程松林 文理



201911458119 针对课堂演示的动画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孙渊 贾鑫 文理

201911458120 一种可远程智能控制的多功能地板 创新训练项目 王耀杰 刘军 中德

201911458121 一种老人生命信息监测共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黄宁傲 苏庆刚 中德

201911458122 互换人生体验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毛晨嫣 徐旭 中德

201911458123 家用智能药箱 创业实践项目 张力弓 印松 中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