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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终止项目名单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级别 所属单位 项目类型 负责人 其他成员姓名

指导

教师

1 201812026018 一种治疗失眠的功能性食品研究 国家级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杨阳 郑斯阳、肖野、黄翠娟、代茜 石玉生

2 201812026023 景颇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 国家级 外国语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董雪薇 江梦琦、陈晴、李卓、毛海诺 王艳

3 201812026078

融合深度学习方法手机移动端关联机械臂

控制的多民族绘画艺术风格迁移刻画系统

设计与实现

国家级
文科综合实验教

学中心
创新训练项目 李牧 单瀚卓、杨雪、窦浩鹏、肖凯 宋金淼

4 201812026095 磷腈类含硫衍生物的合成及金属捕捉功能 省级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韦景徐 杜春霖、文娇、杨楠、李润贤 刘巨涛

5 201812026159
基于物联网背景的智慧养老院经营模式研

究——以大连地区为例
省级

文科综合实验教

学中心
创新训练项目 温思琳 张鑫艳、王付清、方正洲、田乃沛 巩少伟

6 201812026209
菊粉复合保鲜剂对鲜切苹果保鲜效果的研

究
校级 A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马腾禹 李潘媛、林安可、张香美、邹桂连 于基成

7 201812026213
基于 LC-MS/MS 的棉团铁线莲化学成分分

析及多成分定量测定
校级 A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鲁瑞山 马平、其美拉卓、胡鑫蕊、石悦炜 门磊

8 201812026261
含水层储能技术在建筑供热供冷系统中应

用的性能分析
校级 A 土木工程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陆大才 张博艳、吴俊、刘松垚、张琪 刘志斌

9 201812026266
加强东部沿海地区电商零售清真食品行业

规范的调查研究
校级 A 文法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马骏骐 杨博雅、解恩旭、谢星宇、那芳铭 张殿军

10 201812026267
对农民工群体的保护落实与存在问题调研

——以延边朝鲜族地区为例
校级 A 文法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毛钰涵

戴嘉辰、王伊凡、沙丹古丽·毛吾

兰、包文亮
祝丽娜

11 201812026292
依托中国──东盟一体化促进广西壮族自

治区经济发展的策略
校级 A 国际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方舒 蓝梅霞、廖婷、刘贵旭、李春雨 田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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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812026293
雄安新区——新生态绿色经济能否给经济

带来一抹绿
校级 A 国际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钱程悦 李玲、刘洋洋、关海艳、毕禛 张欣

13 201812026331
我国苔原植物内生真菌多样性及其应用潜

力研究
校级 A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苏倩 张萌、孙晨、赵尚、王立奇 苏丹

14 201812026367
互联网+背景下鄂温克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
校级 A

文科综合实验教

学中心
创新训练项目 于浩然 钱志嘉、王春阳、杨继钧、李嘉瑶 任红

15 201812026370
Berry双维度模型视角下少数民族大学生文

化适应研究—基于大连民族大学的调查
校级 B 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魏文婷

苏妍、古丽苏木·玉山江、吴银露、

蔡依涵
田振华

16 201812026372
一带一路助力下青海藏族玉树结古镇民俗

文化旅游发展现状与市场推广研究
校级 B 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胡倩倩 罗元、韩令达、汤鸿宇、扎西永吉 任红

17 201812026382 金普新区科技创新体系研究 校级 B 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郝雨莹 赵浩楠、郭丽、赵一舸、董春池 左莉

18 201812026396
基于 vi-grade 的方程式赛车动力学的初步

设计
校级 B 机电工程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李鑫建 陈明、刘乃嘉、刘俊杰、贾智文 孙胜利

19 201812026406 樱桃保鲜贮藏过程中软化生理的研究 校级 B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刘英杰 朴东梅、王秀颖、路凯博、李承星 田密霞

20 201812026408
樱桃保鲜贮藏过程中营养及质地变化影响

的研究
校级 B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刘妮 刘娟、李毅、李铁燚、刘奕彤 田密霞

21 201812026411
MIL101 的制备及对废水中活性大红染料的

去除
校级 B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马婉婷 石乔、张显洪、龙泽坤、柏海燕 那立艳

22 201812026412 壮药“绞股蓝”保护线粒体生化药理研究 校级 B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郭梦媛 刘娜、兰云翠、邵玉蓉、孙晓芳 李兴太

23 201812026417 双叔胺型阳离子脂质体生物学性能的测定 校级 B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杨丹 杨茜、周慕洋、王海霞、张金玲 海华

24 201812026418
HKUST-1的制备及对废水中活性染料的吸附

研究
校级 B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郝新雨 贾然、王光志、沈睿迪、付亚伟 那立艳

25 201812026421 利用木醋液制备补钙制剂的研究 校级 B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郝名洋 左奇、李时影、卢子夜、鲁安 孙天竹

26 201812026430 一种鲜切马铃薯的保鲜方法 校级 B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胡冰洁 蔡明迪、张亚宁、程旭、李兆龙 齐海萍

27 201812026445 旅游景点购票网站 校级 B 计算机科学与工 创新训练项目 覃意 韩旭、曾永妮、李海姣、宋娜 袁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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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院

28 201812026451 《校宠联萌》网络平台 校级 B
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纪晓津 向晔萱、赵圆、戴桐桐、甄雷 袁克杰

29 201812026456
大连民族大学金石滩校区导航 app 的设计

与实现
校级 B

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钟紫珊 赵国丰、潘东晓、张奇、卢晓伟 王晓强

30 201812026478 分户热计量的现状分析研究 校级 B 土木工程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郑瑛琦 吴彩、钟颖、曹丽萍、木玉蓉 毕海洋

31 201812026481 基于促进大学生健康的服务系统探究 校级 B 土木工程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廖金玲 彭丽珍、崔晓倩、王光富、罗来惠 王丰

32 201812026482
装配式结构在不同地震力作用下的数值仿

真分析
校级 B 土木工程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叶晓波 张文娟、张延文、耿玮、刘维华 许辉

33 201812026483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调查分析

---以吉林省，辽宁省部分农村地区为视角
校级 B 文法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王宁 刘缤泽、王杰、李双洋、王蕴淇 李志君

34 201812026484
关于少数民族婚俗与我国婚姻法冲突的调

查研究——以西北西南地区为例
校级 B 文法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袁野

亚尔买买提·奴尔买买提、苏茜琳、

王然铎、张欣
张晓彤

35 201812026486
新媒体时代地方电视台内容运营策略研究

——以大连市广播电视台为例
校级 B 文法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梁宇峰 王士铭、温欣严、鲍妍、王书亚 李大为

36 201812026489
蒙古族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调查研究—

—以呼和浩特市为例
校级 B 文法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程楠

孙小莹、古丽巴尔新·木合塔西汗、

刘津秀、张思奇
于向花

37 201812026495 借名买房现象的调查及对策 校级 B 文法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朱明慧 葛晴、刘畅、孙欣悦、王静 李志君

38 201812026498
不同信息提取方法在冠状病毒进化分析中

的应用
校级 B 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周引引 李明彤、韦梅、银航、花馨 丁淑妍

39 201812026506 遇雪西藏那曲冬虫夏草销售计划 校级 B 国际商学院 创业实践项目 索江
张逸男、拉加、白玛次旦、格桑拉

姆
祝恩扬

40 201812026508 on 音乐工作室 校级 B 国际商学院 创业训练项目 赵琦 宁新月、刘雅婷、张冕琳、柳在铭
高强、李

军良

41 201812026509 晒脑App——共享经济浪潮下知识共享平台 校级 B 国际商学院 创业训练项目 崔靖琦 孙千棠、富可馨、耿弘珊、毛思宇 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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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研究

42 201812026517 “Bookee”--二手书共享平台策划方案 校级 B 国际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韩月娇 刘潼、汤卓艳、谢宇、黎蓝桧 梁强

43 201812026550 光纤液体折射率传感特性研究 校级 B
物理与材料工程

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陈建煇 饶莉、王世平、钟苏杰、李牧臻 张敬

44 201812026563 基于树莓派的人脸识别门禁系统 校级 B
文科综合实验教

学中心
创新训练项目 安家良 胡园林、蔡雨辰、刘江、李慧男 宋金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