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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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458001 一种电动自行车停放及防盗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李贤书 高桂革 电气

20171458002 基于ARM嵌入式系统的光信号密码安全锁 创新训练项目 朱颖杰 张华 电气

20171458003 基于DSP的磁耦合谐振式人工心脏离心泵无线充电器 创新训练项目 刘丽 蒋赢 电气

20171458004 智能行李箱 创新训练项目 王浩浩 陆丽 电气

20171458005 基于LM5117降压型直流开关稳压电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温佳旭 任晓明 电气

20171458006 家用可燃气体安全自动检测控制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吴昊楠 胡鹏 电气

20171458007 一种人性化的多功能折叠雨伞 创业实践项目 张海朝 李建国 电气

20171458008 基于zigbee的无线多接收器鼠标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张鹏 王西超 电气

20171458009 机械臂式电动汽车充电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付袈铭 王芳 电气

20171458010 小型工业用超高效异步节能电动机优化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邹雁芝 李全峰 电气

20171458011 基于DSP的太阳能光伏模块化微型逆变器 创新训练项目 丁坤 潘三博 电气

20171458012 基于嵌入式的智能自动定位变频风扇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池建明 周琴 电气

20171458013 智能自诊断剩余电流保护器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邓江华 迟长春 电气

20171458014
电动汽车永磁同步电机电磁振动噪声故障诊断与减振降噪优

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伟 刘天羽 电气

20171458015 货运电动小车永磁同步电机直接转矩控制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储晓晨 王海群 电气

20171458016 基于杂质带工程的全光谱响应半导体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鲁书瀚 陈平 电气

20171458017  商用空气检测与净化系统控制器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纪璇 李彬彬 电气

20171458018 一种新型室内吸烟监控装置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李昱昆 张延迟 电气

20171458019 即热式节能油温机控制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徐圣颉 高羽 电气

20171458020 基于ARM的免爬机控制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袁新然 郑翔 电气

20171458021 快递智能分拣机 创新训练项目 金楚原
曹喜民
张延迟

电气

20171458022 基于色标传感器的一种食堂智能餐盘结算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刘悦
  王爱

元
电气

20171458023 基于DSP的太阳能光伏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钟正一
刘辉
蒋赢

电气

20171458024 Kemotion平台下六自由度机器人研究 教师科研 叶凌志
王洋

李彬彬
电气



20171458025 多功能太阳伞 创新训练项目 姜庆国
卫福娟
陆丽

电气

20171458026 基于无线传感网路的海上风电机组状态监测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胡涛 王致杰 电气

20171458027 家庭泳池卫生清洁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玉苏普江·

司马义
辛绍杰 机械

20171458028 保洁护理床 创新训练项目 张慧颖 吴入军 机械

20171458029 一种可以空投的救灾折叠床 创新训练项目 王子浩 钟力 机械

20171458030 多功能篮球发射器 创新训练项目 王镒杰
张德忠/
辛绍杰

机械

20171458031 模块化小型水面垃圾清理机器人机械结构 创新训练项目 王居鑫 费秋仙 机械

20171458032 模块化小型水面垃圾清理机器人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吴佳霖 汪烨 机械

20171458033 焊接小车电磁导向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李永峰 陈云霞 机械

20171458034 自动驾驶近海巡视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李成
薛飞、
刘俊

机械

20171458035 基于Zigbee的病人移动监护及定位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杨宇峰 张蕾 机械

20171458036 书本包装机 创新训练项目 李政泽 刘俊 机械

20171458037 一种农田自动农药喷雾机 创新训练项目 袁悦栋 王廷军 机械

20171458038 一种新型按摩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赵叶成 邓亚 机械

20171458039 自动点货机 创新训练项目 尉翰林 傅晓锦 机械

20171458040 智能取杯倒水装置 实用新型 刘弘锐 印松 机械

20171458041 跨越式玻璃幕墙清洁机器人 创新项目 陈沛宇 范新竹 机械

20171458042 辅助穿袜穿鞋器 创新训练项目 是南勤 钟力 机械

20171458043 一种清洁雨天鞋底泥巴的清洁机 创新训练项目 杨亮 侯培红 机械

20171458044 食堂餐具分拣与垃圾处理机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李建邺 侯培红 机械

20171458045 一种二手书自动批量消毒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段恩来 孙渊 机械

20171458046 电控爬楼梯助力行李箱 创新训练项目 魏洪涛 王廷军 机械

20171458047 儿童乘坐型动力行李箱 创新训练项目 宋智威
张德忠/
王冬梅

机械

20171458048 一种智能床帘唤醒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苏宇杰 赵素 机械

20171458049 河道水面漂浮垃圾清扫作业现状与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陆晔 辛绍杰 机械

20171458050 迷你折叠桌 创新训练项目 陈嘉煜 张栋 机械



20171458051 超声波植物组织培养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黄润桂 胡晓莉 机械

20171458052 多目视觉头部扫描器 创业实践项目 李小桐 黎明 电子信息

20171458053 基于流处理技术的仓库实时监控系统 创业实践项目 陆建华 李建敦 电子信息

20171458054 基于大数据的口碑商家客流量预测 创业实践项目 白智远 吕品 电子信息

20171458055 无人值守超市管理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方锦杰 王淮亭 电子信息

20171458056 基于Opencv的交通标志识别智能软件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徐舟鸿 李宇佳 电子信息

20171458057 “学友”学习服务手机APP的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茆铃 杨志和 电子信息

20171458058 基于Unity3D的AR掌上校园导览应用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杨金林 张艳 电子信息

20171458059 异地旅游养老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胡卓群
张士伟
汪鑫

电子信息

20171458060 用于智能家居控制的网关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曹龑 陈年生 电子信息

20171458061 足球机器人系统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曾远伟 范光宇 电子信息

20171458062 充电桩管控系统和轻App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唐传森 陈群贤 电子信息

20171458063 人体健康智能健康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王子羽 刘红 电子信息

20171458064 基于低碳的快递路径优化建模及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胡国燕 芦立华 电子信息

20171458065 工业4.0时代起重机故障分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薄沈轶 覃海焕 电子信息

20171458066 一种智能定位系统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张宇 夏冬梅 电子信息

20171458067 利用手机蓝牙通信功能实现的智能家居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鹿嘉铭 孟银阔 电子信息

20171458068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刘东 随婷婷 电子信息

20171458069 泳池运动人员脉搏频率异常报警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薛文彬 张连毅 电子信息

20171458070 共享资源的可信评估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史云凡 杨定裕 电子信息

20171458071 感应式移动设备小车控制系统 创业实践项目 夏子棋
胡静

李艳刚
电子信息

20171458072 基于图像识别的四则混合运算评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任祖楠 连志刚 电子信息

20171458073 钢结构裂纹信号的采集与诊断 创新训练项目 李庆典 李靖超 电子信息

20171458074 “互联网+”城市泊车智能服务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张哲宁 胡兰馨 电子信息

20171458075 轮胎吊的360°环视影像 创新训练项目 鲁明 陈献忠 电子信息

20171458076 可穿戴类软件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雍嘉远
沈学东
郭煦

电子信息



20171458077 智能安全头盔的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孔元元 熊玉梅 电子信息

20171458078 基于单片机、WiFi控制原理智能多用途履带车 创新训练项目 何永旭
陆忠东/
杨金平

汽车

20171458079 一种智能自动浇灌装置设计与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马天威
胡星/解
瑞雪

汽车

20171458080 基于STM32的半自主微型四轴飞行器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周冰洁 刘杰 汽车

20171458081 基于图像识别的双闭环视觉寻迹智能小车 创新训练项目 曹金良
乌秀春/
严屹宏

汽车

20171458082 用超级电容储能的电磁引导智能小车的研究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王超 赵爽 汽车

20171458083 多功能清洁黑板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邹文辉
潘庆庆/
叶本刚

汽车

20171458084 一种手扶电动式喷雾器 创新训练项目 徐海霞
吴军民/
时晓建

汽车

20171458085 基于3D打印技术的飞行器设计与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梁涛 胡星 汽车

20171458086 CO2汽车空调系统中蒸发器的创新设计及三维建模 创新训练项目 丁成林
赵爽/杨
金平

汽车

20171458087 基于太阳能的汽车车内散热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潘昱忱
阮观强/
程金润

汽车

20171458088 一种新型无叶风扇的太阳伞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蒋杰 阮观强 汽车

20171458089 可调节开口训练器 创新训练项目 丁冠诚
程建新
周志勇

设计与艺术

20171458090 上海居民消费对设计产业影响的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王滢 刘博敏 设计与艺术

20171458091 互联网+时代下智慧养老服务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袁志伟 朱彦 设计与艺术

20171458092 基于人体肌电信号的人体辅助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宋明海 王琦 设计与艺术

20171458093 行动障碍者助行产品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姚志 卢国英 设计与艺术

20171458094 虚拟现实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王晓雪 张婷 设计与艺术

20171458095 基于绿色设计概念的自行车改良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沈文静
夏敏燕
苏恒

设计与艺术

20171458096 脑电电极帽 创新训练项目 赵胜楠
杨晓扬
周志勇

设计与艺术

20171458097 创新创业背景下艺术类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研究 创业实践项目 朱霆婕
朱彦
陈怡

设计与艺术

20171458098   一种智能环保垃圾桶 创新训练项目 李泽宇 赵华 数理

20171458099 智能限电器 创新训练项目 王志强 林星星 数理

20171458100 基于太阳能的便携式环境检测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董忆蒙 金华 数理

20171458101 一种远程开关控制器 创新训练项目 陈志伟 赵润宁 数理

20171458102 一种汽车新型转弯平衡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吴鸣迪 孙振武 数理



20171458103 便携式电动助力楼梯运输车 创新训练项目 李晓波 张海燕 中德

20171458104 基于云计算的高校校园直播APP商业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胡叶
王铄/富
立友

商学院

20171458105 校园创意文化墙的设计与制作 创业实践项目 李林 雷岁江 商学院

20171458106 “租客一族”互联网+全民租赁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焦小素 韩继坤 商学院

20171458107 “到家”——综合服务O2O驿站 创业实践项目 石晶晶 马洪伟 商学院

20171458108 “节亦洁”高校快递包装资源回收 创业训练项目 杨洁 富立友 商学院

20171458109 上海“e养云”信息服务平台设计与开发 创业实践项目 温醒
徐旭/赵

楠
商学院

20171458110 校园互助“学习”社区——快乐学习“e”族 创业训练项目 梁丽丽 陈玉梅 商学院

20171458111 临港地区旅游三维实景地图的研究与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刘飞 武文珍 商学院

20171458112 最后一公里——上海电机学院临港校区共享单车现状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李佳逸 徐晓敏 商学院

20171458113 证券市场价格指数的检测和风险防范 创新训练项目 周航丞 龙泉 商学院

20171458114 上海浦东新场古镇历史文化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郭祉聪 段继红 马院

20171458115 从竹枝词考察近代南汇地区社会文化变迁（1840-1949年） 创新训练项目 吴超杰 吉文斌 马院

20171458116 基于语料库的江浙沪三地高校校训及其英译的文体功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吴晓兰 王艳伟 外国语

20171458117 大数据背景下访谈话语的内容分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林超颖 陆少兵 外国语

20171458118 语言类在校大学生兼职情况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玉蓉 陈涛 外国语

20171458119 大学生校园文化建设创新研究-以党组织生活建设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张楷苑 吴军民 外国语

20171458120 借鉴英语学习经验促进二外日语学习的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刘燕 韩冰 外国语

20171458121 大学生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端自主学习德语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彭艳玲 薛琳 外国语

20171458122
关于高校学生参与语言类竞赛对学生自身发展的报告——以

临港各高校学生英语类竞赛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李响 谢莉 外国语

20171458123 传统文化结合第二课堂对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沙佳婷 赵金霞 外国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