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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延期项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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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026005
基于民宿共享的民族地区自助旅游发展对

策研究
国家级 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赵举兵 张莹、李明倩、孙丽媛、丁艳辉 毛海军

2 201812026010 智能儿童安全座椅 国家级 机电工程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宋菁菁 李垠颐、周玉超、陈俊琳、王昕灵 韩志敏

3 201812026015 脱乙酰透明质酸纳米药物载体的构建 国家级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吴柏华 胡超、黄树宇、李洁霞、杨文 张树彪

4 201812026016
枯草芽孢杆菌 AcuA 蛋白表达载体的构建及

分离纯化
国家级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邹林海 梁美娜、陈冬萍、唐仁韬、王爽 许永斌

5 201812026020 DP 国际教育行业猎头服务 国家级 外国语学院 创业训练项目 方颖 尚媛、李冬阳、董雪、李卓 吴春晓

6 201812026029 基于无线传感的模拟智能居室设计 国家级
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梁远涛 马嘉晗、黄灵儿、刘佳宜、陈禹 魏晓丹

7 201812026030 儿童系列多媒体交互配色训练玩具 国家级 设计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斯琴 王诗萌、康锐、梧湘彬、高峰 范一峰

8 201812026034 以动物为主题的可长青 IP 的设计开发 国家级 设计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苏浍漩 董雨诺、郭玮霖、龙保林、陈抒琦 纪力文

9 201812026039
吉林省大安市农村地区精准扶贫状况及制

度保障调查研究
国家级 文法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王秀一

袁玉玲、张天宝、斯琴托雅、吕婉

琪
刘灵芝

10 201812026044 线上支付的普及使用调查分析 国家级 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郝彦清 蔡美玲、黄缨涵、杨慧莹、杨庆 董莹

11 201812026049
新媒体技术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

以云南大理白族扎染为例
国家级 国际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应帅 钟联辉、赵祖卿、戚园珊、蒋暄 黄凌宇

12 201812026056 基于 3D 打印的民族特色建筑文化产品设计 国家级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都朋超 游正容、高畅、李树金、李佳宁

施展、冯

冲

13 201812026060
辽宁省植被生态服务功能与气候相互关系

研究
国家级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刘荣旭 杜秀川、杜煜、邹东浩、龙辉

李政海、

鲍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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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812026063 大连龙湖国家湿地真菌多样性研究 国家级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李季蓉 丁星文、杨扬、金成珉、范立萍
杨红、姜

慧明

15 201812026069
W18O49@贵金属二元核壳结构的设计合成及

性能研究
国家级

物理与材料工程

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马烨煊 朴司琪、刘嘉俊、李垠颐、刘颖 张振翼

16 201812026071
东北满族特色村寨公共空间保护与更新研

究
国家级 建筑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王欢 李远平、王一诺、杨茜渌、朱家仪 侯兆铭

17 201812026072
基于历届全国绿色建筑竞赛获奖方案的绿

色技术发展趋势研究
国家级 建筑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满疏桐 韦依婷、华偲、李盛伟、邵荣辉 孙朝阳

18 201812026093 基于 GPRS 的工厂排污远程监控系统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于文强 王森猛、温家旗、廖孙敏、乔夜冰 韩志敏

19 201812026096
PEI/DNA/肽脂质三元复合物基因载体的构

建及体外基因运转研究
省级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杨双宇 陈婷、刘怡萌、杨光南、覃勇莎 赵轶男

20 201812026112
关于大连历史建筑文化旅游产品的研发与

设计
省级 设计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孟令勇 张文慧、周莹、张骞文、张佳琪 金华

21 201812026113 混合能源型智能热水器 省级 设计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李智 张文平、刘晴、安凯荣、卜天泽 司云飞

22 201812026120 满汉回朝四族端午文化对比与研究 省级 文法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锁青 祝信然、姜忻彤、徐紫喧、李心蕊 管宗昌

23 201812026122 白族南诏国太和城遗址研究 省级 文法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寇婧 刘璐、马天钰、缪亚楠、安芳瑶 辛志凤

24 201812026125
民族高校学生社团在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作

用研究
省级 文法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关玥 荣白鹤、丁雪、杨杏雪、潘宇同 许海英

25 201812026129
基于因子分析的城市女性的健康消费状况

分析问题的研究
省级 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乔闻天 白瑢、冷美莹、闫福钰、马玲凡 齐淑华

26 201812026131
AI 时代下智能家居市场需求与消费者认同

调查
省级 国际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胡婉婷 李迎、王威、杨爱嘉、赵婷婷 陈景辉

27 201812026142
蒙辽农牧交错区草地资源植物分布与开发

利用
省级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关海雯 杜煜、赵珊、顾湘、杨雨婷 鲍雅静

28 201812026145 利用生物电化学系统（BES)去除制药废水的 省级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李淋霖 代淑芳、杨雄毅、徐蕊、李馨 陈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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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9 201812026152 Power Show 省级
物理与材料工程

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韩煜 高梦鑫、吴焓、黄伊婷、程硕 冯志庆

30 201812026153 稀土掺杂氟化物材料上转换发光特性研 省级
物理与材料工程

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崔智源 刘立斌、罗方健、莫振豪、石泰 新梅

31 201812026154
贵州云舍土家族民居建筑形式及文化符号

研究
省级 建筑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覃宜 王舒琪、杨得纤、覃敬淇、田富星 李思言

32 201812026155
东港市合隆乡满族特色村寨规划前期调研

与数据采集
省级 建筑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张旺 何海涛、文悦、孔璇、屈宝林 隋惠权

33 201812026162
黑龙江省大庆市产业结构转型对城市发展

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
校级 A 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胡兰蕊 夏俊杰、吕琪明、张岱江、袁嘉潞 崔杰

34 201812026163
互联网环境下少数民族特色产品营销模式

创新
校级 A 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龙宇迪 陈飞宇、孙佳美、王嘉欣、韩璐 曹阳

35 201812026173

少数民族地区养老模式现状及未来发展方

向的调查和研究——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为例

校级 A 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沈啟航 马方正、吕沛林、程杰、王金月 金华

36 201812026175
“一带一路”战略对新疆石河子地区纺织业

经济影响的研究
校级 A 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王茸 郭崧林、张佳栋、郭佳宁、牟林荟

刘大志、

任红

37 201812026176
农牧区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研究 ——以内蒙

古莫力达瓦旗为例
校级 A 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鄂丽珍

姑兰拜尔·艾买提、苏宁、洪贞林、

陈茜
刘堂灯

38 201812026178 田园牧歌 校级 A 机电工程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王为成 杨荣锦、田哲、夏铭源、毛修永 张秀峰

39 201812026185 基于 Anylogic 的生产系统建模与仿真研究 校级 A 机电工程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梁吉安 李聪、张建华、刘皓冉、葛上游 杨静萍

40 201812026197
解淀粉芽孢杆菌群体感应系统信号分子的

人工合成及生物活性研究
校级 A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向航宇 兰悦、唐琪、孙铭泽、罗茜 张丽影

41 201812026199 解淀粉芽孢杆菌群体感应系统信号分子前 校级 A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石荟 刘秋霞、鲍权文、冯倩、陈燕青 张丽影



4

体肽的合成研究

42 201812026200
白光 LED 用稀土掺杂钼酸盐红色荧光粉的

配置与发光性能研究
校级 A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万兆能 赵佳晨、周世昂、周凤婷、赵子超 张伟

43 201812026201
复方木鸡颗粒 HPLC 指纹图谱的建立及多

成分定量测定
校级 A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张敏 陈玉琳、陈晶晶、杨帆、张泽林 门磊

44 201812026206 多相催化臭氧化脱色木醋液 校级 A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熊瑶 陈雪静、李宇慧、李临峰、廖文生 宋朝霞

45 201812026208 大蒜精油对腌制鲅鱼亚硝胺的影响 校级 A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石瑞桃
李岢祎、蒙锦莲、英特扎尔、胡金

泽
李婷婷

46 201812026212
壳寡糖复合保鲜液涂膜结合气调包装延长

冷鲜牛肉保鲜期的研究
校级 A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磨佳琳 梁丹、龙洁、宋移文、胡永超 刘程惠

47 201812026215
碳布负载 MoS2 纳米片复合材料的控制合成

及其超级电容器性能研究
校级 A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王宏基

亓嘉豪、陈云、李苗苗、谢普凯

提·买买提
周泉

48 201812026222
朝鲜族文化资源在本地区朝鲜族大学生群

体中的认知度调查研究
校级 A 外国语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徐嘉忆

李晶、韩嘉敏、陈辰、布力地尔

新·界恩俄思江
崔花

49 201812026256
基于大学生结构大赛的结构模型力学性能

试验研究与优化设计
校级 A 土木工程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王天昊 彭文苏、王娜娜、金书延、徐天阳

张青霞、

刘伟兵

50 201812026259
云南地区被动式太阳能建筑室温预测及调

节方法的研究
校级 A 土木工程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赵梦竹 李沐阳、马思源、王锦楠、王泽阳 刘志斌

51 201812026265
大连市金普新区作为旅游城市该如何把握

与发展
校级 A 文法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陈淑娴 尹承书、杨寒、梁洁兰、陈雨竹 张国民

52 201812026275
基于因子分析的影响大学生学习成绩因素

分析的研究
校级 A 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赵晓楠 陶梓、夏再慧、潘澍、高嘉 齐淑华

53 201812026282
“一带一路”背景下二连浩特口岸边境贸易

情况调查
校级 A 国际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李敏 刘晓宇、哈那格尔、向媛、段钰 陈景辉

54 201812026283 大学生“互助”“绿色”“学习”“共享” 校级 A 国际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姜炜 崔心悦、刘金玉、温旭、谢天 黄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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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55 201812026303 基于可见光通信在交通路口的应用 校级 A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朱桃享 于佳卉、叶泓森、庞元庆、段云 刘海涛

56 201812026312
沙棘果实发育阶段苹果酸代谢关键酶与苹

果酸和可溶性糖积累的关系
校级 A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巩彦酉 刘润璞、边沁、施宏梅、赵森 李贺

57 201812026316
贵州务川县羊肚菌资源调查及人工驯化研

究
校级 A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王兵 陈倩倩、刘佳烙、施苏娢、王威 吕国忠

58 201812026318
盐胁迫下转基因与非转基因紫花苜蓿解剖

学差异的研究
校级 A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潘美晨 晏涛、杨婷、毕筱瑞、孟玥 郭鹏

59 201812026322
利用塔吊对长白山红松内生真菌多样性的

研究
校级 A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韩宛蓉 张彤、刘一泽、孟瑗、霍景虎

赵志慧、

吕国忠

60 201812026328
克氏针茅草原群落多根葱种群拓植过程中

土壤铵态氮的变化
校级 A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王龙婷 黎义依、马雪聪、钱思琪、刘缘缘 乌云娜

61 201812026334
根系分布不同的两种共存草原植物对降水

格局的响应差异
校级 A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陈炳霖 张娴竹、董义凤、刘子仪、杨杰 霍光伟

62 201812026342
巴旦木和开心果生物活性成分分析及利用

RNA-seq 技术开发 SSR 标记
校级 A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刘景 诺敏高娃、杨佳欣、蔡海存、马倩 丁健

63 201812026346
W18O49/rGO/贵金属复合材料的制备载流子

动力学及性质研究
校级 A

物理与材料工程

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张煜雅 闫子聪、王丁山、杨俊强、杨苏童

吕娜、张

振翼

64 201812026348 三角失措体系中的磁致多铁行为研究 校级 A
物理与材料工程

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刘畅 韩天泽、肖明晟、谢有国、张晋维

齐岩、刘

佳

65 201812026351
基于瞬态光谱技术的金纳米颗粒与半导体

量子点的光致电荷转移研究
校级 A

物理与材料工程

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万嘉怡 刘悦、赵文钰、张桐、单鑫 刘本康

66 201812026353
稀土掺杂 CeO2 纳米晶的结构和发光性质研

究
校级 A

物理与材料工程

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任柏宇 龙泓瑞、陈莎莎、任民、朱子茂 丛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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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201812026356
WO3 和 TiO2 复合纳米纤维的制备及性能的

研究
校级 A

物理与材料工程

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李朔 张璇、鲍森、唐慧琳、王小霞 张振翼

68 201812026357 等离子体水放电装置优化设计 校级 A
物理与材料工程

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张迈吉 周琦、张帅军、陈灿、刘世钰 毕振华

69 201812026358 MgF2和 GeO2对 MgGeO3Mn2+荧光性能的影响 校级 A
物理与材料工程

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佟尧 张慧敏、高狄、农欣欣、何奇 丛妍

70 201812026359 城市慢行空间景观系统设计研究 校级 A 建筑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赵慕齐 王喆、王宇凡、康淯涵、辛怡然 王蕊

71 201812026360
辽宁地区传统村落民居特色与保护满意度

调查研究
校级 A 建筑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李欣颖 舒琪、张路、赛哈娜、唐伟 姜乃煊

72 201812026361 广西省来宾市壮族民居建筑改造 校级 A 建筑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韦纯静 梁越庭、聂晨珂、王楠、王同曦 赵春艳

73 201812026362
有关园艺疗法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与实践

研究
校级 A 建筑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吴世华 母国辰、张泽寰、孙立杰、孙莞璐 祝丹

74 201812026363
新型“嵌入式”迷你养老的规划布局的研究

报告
校级 A 建筑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王国兵 周贺仪、刘楠楠、杨学凤、高泽坤 金东来

75 201812026371
互联网思维下自媒体和传统媒体创新与融

合机制研究
校级 B 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阿迪

拉·艾尼

瓦尔

陈子科、郑文婧、赵田依、王广宇 张晓庆

76 201812026374
贵州省石阡县民俗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

机制研究
校级 B 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李隆基 冉鑫、李鑫莹、练紫君、黎红良 李严

77 201812026375 微信公众号开发-我.摄影 校级 B 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石晓倩 李志超、齐晓杰、于树远、于庭敖 田东娜

78 201812026377
农民市民化意愿的调查研究——以“吉林省

抚松县”为例
校级 B 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兰茜

韦华港、朱真玉、卡迪丽亚·卡门

尔丁、伊帕热·阿里木江
刘堂灯

79 201812026380
辽宁省葫芦岛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问题及

对策研究
校级 B 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何营 李晓玮、于昀煊、赵文硕、翟士尧 王婷睿

80 201812026381 穆斯林旅游决策的影响因素及代际差异分 校级 B 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黄天 陈龙、张俊、陈丽伊、张世炜 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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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81 201812026399 大连利嘉 IE 咨询责任有限公司 校级 B 机电工程学院 创业实践项目 杜景垚 包立新、段云飞、姜欣、段增皓 王万雷

82 201812026409
鲅鱼-鲤鱼复合鱼糜制品工艺优化及其凝胶

机理研究
校级 B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王钰柠 马妍、郭婷、韦桃源、魏玉芳 李婷婷

83 201812026415
枯草芽孢杆菌 HisA 蛋白表达载体的构建及

分离纯化
校级 B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卜婷婷 崔照鑫、韩笑、庞依宁、吕丹丹 许永斌

84 201812026416
基于肿瘤靶向治疗的磁性金属有机骨架材

料的设计合成及表征
校级 B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罗玉萍

陈晶晶、蒋鹏飞、李浩天、欧阳佳

榕
张艳梅

85 201812026422
管道式光反应器生产超强抗氧化剂--虾青

素的研究
校级 B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刁庆宇 白雪、马海龙、张敏、王家胜 李春斌

86 201812026424 核桃叶活性组分提取与功能研究 校级 B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陈雪 莫慧兰、李金、张鑫、钱莎 刘宝全

87 201812026427
类普鲁士蓝基材料的合成及电化学性能的

研究
校级 B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唐铭鸿 孙蕾、唐诗航、李惠颖、刘子晖 宋朝霞

88 201812026428
纳米酶的设计合成及其在葡萄糖检测中的

应用
校级 B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袁梦 陈园园、马艳茹、晏莹洁、姚师鸿 张艳梅

89 201812026431
建立驯化地衣蜡样芽胞杆菌产生拮抗性方

法
校级 B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杨怡雯 马佳慧、胡敏、杨铃锐、诸葛洁贞 朴永哲

90 201812026437
贮藏温度及家庭烹饪方式对毛葱抗氧化活

性的影响
校级 B 生命科学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田恬 胡晓霞、曾薪杰、张甫阳、吴春玥 陈晨

91 201812026469 魔力 DIY 校级 B 土木工程学院 创业训练项目 姜美如 历复生、李想、海博然、李思展 窦慧娟

92 201812026491
新传播环境下满族文化传播平台现状及特

点分析
校级 B 文法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史梦圆 王子钰、王翔霖、张海东、谷欣怡 李大为

93 201812026499 数据的分析与处理 校级 B 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陈宛彤 覃冬菊、李娟、马晓霞、王越 王金芝

94 201812026500 移动支付的中国化浪潮 校级 B 国际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骆桐 李欣然、黄格格、白自豪、杨正暄 苗芳

95 201812026502 第三方支付对银行的冲击及应对——以典 校级 B 国际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刘欣瑶 郝睿奕、白原、暴莹、陈晓义 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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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县域国有商业银行为例

96 201812026503 自贸区视角下的大连市金融创新研究 校级 B 国际商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蒋玉 石晨晨、柴小婷、宋岩、龙康敏 苗芳

97 201812026507 90’s studio 校级 B 国际商学院 创业训练项目 贾璐 肖易、盖文静、王艳琪、温悦廷 于成学

98 201812026528
文冠果无性系嫁接前后优良性状的跟踪考

察
校级 B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范思蓉 何嘉欣、马梦晗、沈彦东、杨巧琳

杜维、阮

成江

99 201812026530
内蒙古典型草原群落两种共存植物根系构

型的差异性比较
校级 B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潘慧 王珊珊、马胤、闫旭、包日娜

霍光伟、

乌云娜

100 201812026532
沙棘果实发育阶段糖酸代谢调控关键酶基

因的表达分析
校级 B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刘小青 吴思佳、黄兰、王金雨、汤晓丹 李贺

101 201812026534 柚子皮对水溶液中染料的吸附研究 校级 B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杨晓婧 刀玉兰、陈芷妍、徐绍霏、邓淑君
王 泓、

欧晓霞

102 201812026541
文冠果油脂积累关键转录因子 LEC2 的克隆

与功能分析
校级 B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保金琳 苏倩、吴玉石、刀诗韵、梁爽 王莉

103 201812026542
草甸草原不同土壤粒级中磷含量对氮素添

加的响应
校级 B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周庆宇 杨璐宁、郭婷宇、马可欣、马礼佳

王晓光、

乌云娜

104 201812026546
混自旋蜂窝结构分子基磁体的磁学和热力

学性质研究
校级 B

物理与材料工程

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赵文雅 肖涵、付晨曦、孙建敏、田壮

齐岩、刘

佳

105 201812026549
CuO 三维多孔结构的制备及其无酶葡萄糖传

感性能研究
校级 B

物理与材料工程

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赵强 莫保良、刘园、何杰、陈潇雨 吕娜

106 201812026552
贵金属/酸性载体复合催化剂的制备及应用

研究
校级 B

物理与材料工程

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马雪平 唐苗、李苗、李娜、姜利辉 林峰

107 201812026553
银纳米材料的表面等离子共振模式的动力

学调制行为研究
校级 B

物理与材料工程

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李嘉欣 张桐、单鑫、刘悦、赵文钰 刘本康

108 201812026555 竹艺建筑研究 校级 B 建筑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李艳琳 叶尔那尔、张昊、郭沐鑫、郭宏达 李丽

109 201812026556 辽宁省民族旅游形象认知评价及其应对研 校级 B 建筑学院 创业训练项目 田可凡 孙小涵、马小舟、廖一樊、文玉东 李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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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110 201812026557
贵州省江口县云舍村土家寨建筑历史演化

与形制研究
校级 B 建筑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何慧敏 郭彦哲、金永超、叶钰潇、张馨文 武志东

111 201812026559

关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保和镇

保和村豪猪龙爪箐村民小组人居环境调查

及研究

校级 B 建筑学院 创新训练项目 刘峈彤 叶娇、姜晶、何子豪、陈佳乐 刘丽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