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湖北理工学院 2016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结题验收结果的通知 

 

校属各部门： 

湖北理工学院 2016年度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45个

（国家级项目 11 个、省级项目 30个），其中 26 个项目经专家组综合

考评达到结题要求；4 个项目延期结题；5 个项目终止结题；10 个为

期两年的项目将于 2017 年底参加验收。根据《湖北理工学院“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被终止的项目，

将停止其经费使用，项目组成员及指导教师两年之内不得再申请项目

及承担指导工作，也不能取得相应学分和指导工作量。 

 

特此通知。 

 

 

附件一：湖北理工学院 2016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

验收情况一览表 

 

 

 

 



附件一： 

湖北理工学院 2016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教学院 项目级别 项目名称 年份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

人姓名 

指导教

师姓名 
验收结果 等级 

1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家级 黄石同城文具商城 2015年 创业训练项目 陈杰 熊亚洲 验收通过 优秀 

2 艺术学院 国家级 黄石地区中小学校服设计开发 2015年 创业实践项目 柯文华 

张红华 

刘国辉 

徐维光 

验收通过 良好 

3 外国语学院 国家级 
以世界华语辩论赛模式训练和提高播

音主持专业学生思辨能力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严淑琼 章国建 验收通过 良好 

4 师范学院 国家级 
“互联网+艺术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应

用 
2015年 创业训练项目 杨敏学 张华 

为期二年，

2017 年结题 
  

5 机电工程学院 国家级 仿生力学结构车设计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崇哲文 江金鱼 验收通过 良好 

6 材料与冶金工程学院 国家级 
掺用工业固废轻质保温预制件的生产

与推广模拟 
2015年 创业训练项目 邓洋 

姜玉凤 

陈跃 
延期结题   

7 化学与化工学院 国家级 山药切块繁殖专用拌种剂生产与应用 2015年 创业实践项目 李东红 

郑进 

康薇 

高先受 

为期二年，

2017 年结题 
  

8 医学院 国家级 
雷公藤叶中雷公藤甲素的提取、纯化工

艺研究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胡芳 肖安菊 验收通过 合格 



9 电气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国家级 基于北斗定位的老年人心率监控机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汤洋 齐海兵 验收通过 合格 

1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国家级 
工矿城市大气颗粒物浓度特征及粒径

分布研究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李慧蓉 刘红霞 验收通过 优秀 

11 经济与管理学院 省级 理工快易送 O2O 2015年 创业训练项目 郑雁女 徐细勇 验收通过 合格 

12 艺术学院 省级 黄石衿装服装设计公司创业实训 2015年 创业训练项目 徐泽麟 刘燕 验收通过 良好 

13 体育部 省级 
基于“产学研”培养模式的高校体育俱

乐部平台建设 
2015年 创业训练项目 纪凯 林永涛 

为期二年，

2017 年结题 
  

14 经济与管理学院 省级 达人爱旅项目 2015年 创业训练项目 王倩 刘显铭 
为期二年，

2017 年结题 
  

15 外国语学院 省级 
基于跨文化交际的中小学英语课外辅

导设计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陈康 邹琼 验收通过 良好 

16 艺术学院 省级 艺海文化演艺传媒公司 2015年 创业训练项目 马小伟 雷晓伟 
为期二年，

2017 年结题 
  

17 经济与管理学院 省级 达人餐饮人才培训项目 2015年 创业训练项目 张艳 陈瑞珊 验收通过 优秀 

18 机电工程学院 省级 摄像头寻径智能小车设计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方诚明 袁焕 验收通过 良好 

19 医学院 省级 
利用斑马鱼模型比较马兜铃酸和马兜

铃内酰胺的急性毒性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程炎菁 刘杰 延期结题   



20 医学院 省级 
山药多糖对小鼠脑缺血复灌损伤后记

忆能力的调节 
2015年 创业训练项目 徐恒辉 

程震勇 

胡敏 

为期二年，

2017 年结题 
  

21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省级 黄石众信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创业实践项目 帅永秋 
张莉 

薛云龙 

为期二年，

2017 年结题 
  

22 机电工程学院 省级 
基于单片机的汽车灯光自动切换装置

的创新设计 
2015年 创业训练项目 于江豪 冯大鹏 

为期二年，

2017 年结题 
  

23 数理学院 省级 新型灾区应急照明系统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虞飞扬 熊辉 延期结题   

24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省级 
钢屋架的优化设计及缩尺结构的实验

分析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景华 严媛珺 验收通过 良好 

25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省级 
黄石市团城山开发区孙家湾地块城中

村改造规划设计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王英 

邵剑杰 

秦立平 
验收通过 良好 

26 化学与化工学院 省级 纯天然活性山茶油面膜的开发研究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牛志成 詹亦贝 验收通过 合格 

27 化学与化工学院 省级 杏鲍菇菌渣多糖的提取与纯化研究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杨凡 徐玲花 验收通过 合格 

28 计算机学院 省级 
基于单片机的多功能语音定位系统的

研究与实现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王皓 田嵩 验收通过 优秀 

29 机电工程学院 省级 瑞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2015年 创业训练项目 叶瑞达 蔺绍江 
为期二年，

2017 年结题 
  



30 计算机学院 省级 
基于虚拟现实的湖北理工学院校园漫

游系统设计与实现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王秋宇 

吕璐 

胡伶俐 
验收通过 良好 

31 外国语学院 省级 英语专业学生"STUDIO"演讲模式训练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周丹南 张嵋琳 验收通过 良好 

32 外国语学院 省级 大学生英语畅聊平台 2015年 创业训练项目 许诗意 赵小红 延期结题   

33 电气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省级 四旋翼飞行器的设计与制作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张瑶 章磊 验收通过 优秀 

3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省级 木薯淀粉生产废水处理工艺试验研究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王子豪 王汉林 项目终止   

35 艺术学院 省级 工笔花鸟画中审美趣味的呈现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王霹 陈叶蕾 项目终止   

36 医学院 省级 中医康复保健工作室 2015年 创业训练项目 黄纲 曹中兵 
为期二年，

2017 年结题 
  

37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省级 梁柱框架节点钢筋配料与制作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王明 续宪宏 验收通过 合格 

38 化学与化工学院 省级 
耐高温α-淀粉酶水解玉米淀粉制备麦

芽糊精的研究 
2015年 创新训练项目 聂丹莉 刘颋 验收通过 良好 

3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国家级 人工湿地新型基质优选及再生研究 2014年 创新训练项目 纪俊波 陶敏 验收通过 良好 

40 机电工程学院 国家级 
四自由度教学型装配机械手的设计与

制作 
2014年 创新训练项目 姜鼎 鄢圣华 项目终止   



41 计算机学院 省级 
基于 WebService 的在线考试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 
2014年 创业实践项目 吴树诚 邓丹君 验收通过 良好 

42 艺术学院 省级 “剪云坊”手工文化生活馆 2014年 创业训练项目 易联芳 殷海霞 项目终止   

43 医学院 国家级 
雷公藤优质品种筛选及鄂东本地化种

植研究 
2014年 创新训练项目 郑德杉 喻昕 验收通过 良好 

44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国家级 
钻爆法开挖深埋隧道围岩变形特征的

模型试验研究 
2014年 创新训练项目 何万祥 张定邦 验收通过 良好 

45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省级 建筑防水质量控制与工程实践 2014年 创新训练项目 田荃 缑勇 项目终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