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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01

铷原子蒸汽中基于电磁诱导透

明实现图像信息的存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锦羽 2176213601

谢舒冰

/2176112257

,刘锴

/2176112570

高宏 教授 0702

利用电磁感应透明实现图像信息的存储是一种空间域内的

多模存储,空间域内的多模存储是衡量量子存储器的重要指

标。如何存储图像信息是开展空间域内多模存储的研究基

础。本项目旨在利用铷原子蒸汽理论结合实验研究电磁感

应透明现象,进一步实现图像信息的存储,考察原子的热运

动引起的消相干效应所导致的图像模糊现象,讨论如何消除

原子热运动引起的扩散效应对图像存储质量的影响,为进一

步实现空间域内的多模存储奠定理论与实验基础。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02

超微量Pt原子/团簇负载增强

非铂电解水析氢催化剂性能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曾庆睿 2184111330

李明磊

/2181310219

,吴小其

/2184420681

,何雨轩

/2183414209

,王雪逸

杨生春 教授 0804

本项目提出在CoP,NiP等非铂电解水制氢催化剂表面负载

超微量、高分散度的Pt,在大幅度增强其催化活性同时,极

大降低Pt的用量,为高活性、低成本HER催化剂走向应用奠

定实验基础。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03
废弃线路板资源化工艺提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察爽爽 2183721109

宋娅丽

/2186522477

,赵纯浴

/2181320221

孙杨 副教授 0703

印刷线路板在全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中产量巨大,且其更新换

代的速度日益加快,其报废、回收与再利用技术的发展对全

世界稀缺资源的高效运用和环境保护均具有重大意义。充

分利用粘合物中的铜,回收利用废弃电路板中的金不失为缓

解供求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再者,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

山,废物利用也正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04

基于金属阵列的“三明治”结

构柔性力学传感器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星宇 2186123894

李成成

/2183410442

,林睿君

/2183420452

,刘冰洁

/2186123741

,白一鸣

/2186113903

杨志懋 教授 0702

随着柔性电子器件的开发和利用,可穿戴传感器件展现出巨

大的市场空间与实用价值。本课题制备出一种具有“三明

治”结构的Ag纳米薄膜/PDMS可拉伸传感器件,可通过检测

超低应力作用下的电阻变化情况,反馈出微小应力的变化情

况,后续可用于脉搏检测、运动检测、人体表面情绪识别、

软体机器人皮肤等多项应用领域。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05

基于超支化聚磷腈的药物输送

体系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严杰 2182210036

李思佳

/2160506054

,李焱

/2186510588

,  郭菁哲

/2174121375

孟令杰 教授 0703

本项目提出基于六氯环三磷腈与含多酚羟基、胺基等单体

的高反应活性,利用一些含有多酚羟基或胺基的小分子,如

己二胺、二乙烯三胺、三乙烯四胺或聚乙烯亚胺等胺类,或

白藜芦醇、姜黄素等多酚类化合物直接与六氯环三磷腈共

聚,通过改变反应条件调控交联程度,创新性地制备可溶的

、两亲性超支化聚磷腈,并将其与疏水性的抗肿瘤药物共组

装,获得具有高载药率、可完全生物降解和生物相容性优异

的超支化聚磷腈药物输送体系。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06

引力场下量子干涉效应的相对

论修正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精俊 2186113875

陈子龙

/2160506007

,翟恺熠

/2181311660

冯俊 副教授 0702

目前,量子力学中广义相对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量子干

涉中相移的精确测量上,项目旨在从广义相对论的固有时出

发,分析并计算引力场下的量子干涉效应的修正项,并在改

进Mach-Zehnder的实验装置的基础上进行实验,尝试用间

接方法测量量子引力效应,从而对理论分析进行检验。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07

基于液态金属增强的金属纳米

线薄膜高导电稳定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钦元 2174311699

戚一

/2175111930

,王迪

/2176512173

孔春才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围绕新型柔性电子材料中的可拉伸导电材料这一研

究热点,针对存在的可拉伸导电薄膜中导电性和力学性能协

同提高的矛盾,提出通过添加具有优异导电性能和拉伸特性

的液态金属的解决方案。利用液态金属Galn等颗粒在导电

介质之间的流动性和锚定作用,以及PDMS基底的可变形性

保证金属纳米线薄膜拉伸过程中高导电性的稳定性,制备出

具有优异力学和导电性能的金属纳米线/液态金属/PDMS柔

性导电复合薄膜。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08

基于纳米纤维有序阵列的聚合

物固态电解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亚楠 2176122525

曹景宁

/2176113387

,魏妩庄

/2176122324

,牛金盆

/2186214303

丁书江 教授 0703

本项目通过设计具有良好取向的纳米纤维阵列为骨架结构,

通过溶剂挥发的手段,将其与聚合物相复合,构筑出取向程

度良好的复合固态电解质界面层,以此来制备具有良好电化

学性能和高安全性能的聚合物-纳米纤维阵列复合固态电解

质,并对其进行电化学性能,机械性能和热力学性能等方面

测试,为未来固态电池发展提供新思路。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09

热膨胀式电流剂的设计与可行

性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柯春旭 2186113824

许海波

/2186214301

,马玉辰

/2183710391

方爱平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利用电流热效应以及金属热胀冷缩原理,设计了一种

测量电流的仪器。该仪器的亮点在于利用光杠杆法和一维

PSD位移传感器技术对微小量进行放大和测量。同时也对该

种新型电流表的精度与误差情况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

对这种新型电流表与传统电流表进行对比,并分析其应用前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10

新型冠状病毒动力学模型以及

时空流行趋势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缘 2183410433

李欣雨

/2186420144

,谭丽

/2184322751

,  张昊

/2186113854

,于涛

/2183410429

祖建 教授 0701

2020年春节期间,COVID-19迅速向全国蔓延。本小组愿为

国尽一己之力,研究采用传染病动力学SEIR模型,估计

COVID-19的基本再生数,并预测疫情的流行趋势及感染人

数。我们将尽量建立符合实际的数学模型,并考虑局限性,

为能有效预测疫情的传播速率以及进一步定性分析,数值模

拟,来全面评估目前防治措施的有效性。最终建立的模型和

研究方法对今后新突发传染病疫情流行规律的研究也将有

一定借鉴作用。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11

医疗影像中的异常检测问题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付川 2173210522

赵家英

/2176122315

,谢东东

/2186113674

孙剑 教授 0701

项目计划用异常检测算法对医疗图像进行病灶检测。异常

检测是指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与训练样本不同的输入样本的

过程。由于医疗图像具有特殊性质,异常检测非常适用于病

灶识别。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12

基于机器学习的股票新因子研

究与实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兴宇 2183412657

李光亚

/2183424203

,刘千盛

/2183412659

,张宇琛

/2181411919

,连之瑞

/2183710395

惠永昌 副教授 0712

我们将数学、统计、金融、计算机四个领域的相关知识相

结合。首先调整对因子的选取和组合来改进原有的多因子

选股模型,使模型具有较之前更好的预测效果；其次,由于

重大社会事件通常会反映在新闻中,因此我们将采用机器学

习算法进行自然语言分析,得到社会事件对于股市的影响。

最后,将其作为新因子加入到模型之中,使选股模型能够较

好地对社会事件的发生作出反应,从而提升投资的准确性,

帮助使用的公司和股民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13

基于ADAMS,MATLAB的轮胎模

型在FASE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安东 2186113948

张新辰

/2184312778

,徐露

/2175122023

,  魏帅

/2186113868

,李科言

/2185112255

权双璐 工程师 0802

本项目针对赛车在实际动态比赛中的各种工况,结合汽车动

力学设计出悬架系统,在设计过程中运用MATLAB软件绘制

出悬架各个参数随赛车在各个工况下的变化曲线以初步优

化设计,而后将硬点坐标导入ADAMS软件进行运动仿真与分

析,导入轮胎模型做出仿真圈速,结合分析结果做进一步优

化后确定悬架系统的设计方案。在整车加工组装完毕后,得

出悬架传递比,与设计结果做比较从而调试悬架系统。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14

智能鞋柜——第九届全国大学

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沛航 2185112317

杨晨

/2186512483

,汪思洋

/2183511578

,  尚锦奥

/2196114659

,赵奕博

/2186114059

郭婷 工程师 0802

一款鞋子存储与清洁为一体的新型智能鞋柜,破除了传统鞋

柜的单一性,实现鞋类存储和清洁的新方式和方法。我们借

鉴外国研究成果,2011年,RobertShortt和

KevinGallagher发明的手提箱中能够在保护电子设备的前

提下清洁电子设备。我们借鉴该思路将洗鞋与收纳模块集

成到鞋柜中,能够减少家庭中的家务负担,有效解决省去家

庭中在鞋类整理、除尘收纳等家务上的烦恼。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15

基于前驱动爪辅助登台的格斗

机器人的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宇轩 2186114061

孟祺涵

/2186123883

,袁旗

/2186113837

,  李刘卓铮

/2186114081

,孙瑾

/2183221408

金悦 研究员 0802

智能机器人格斗大赛是一种对抗性机器人竞赛,在规定范围

内,两台机器人依靠全自动在比赛台上进行自由对抗,将对

手推下比赛台得分。此次我们项目采用新型的登台方式—

依靠前驱动抓,不仅能够稳定上台,并且使得重心靠后,提升

推力,从而建立优势。此项目结合了三维建模、3D打印、算

法设计、编程的实现等多方面知识。在磨练自身的同时,还

能够学会合作,体验比赛所带来的挑战。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16

基于仿Linux进程调度系统的

智能格斗机器人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安然 2186113849

杜宇翔

/2186113850

,苑康龙

/2186311864

,陈嘉铭

/2186113979

桂亮
高级工

程师
0802

本项目是基于仿Linux进程调度系统,综合应用多学科知识

而设计出的智能格斗机器人。该机器人基于先进的单片机

控制,自主设计结构,自主装配,自主设计算法,可适应比赛

的复杂情况。该项目依靠完备新颖的控制程序、合理有创

意的机械结构设计,其对现代及未来机器人的发展具有重要

的意义。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17

高效率高可靠性无碳小车轨迹

、结构设计及加工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翔宇 2183414216

晁源辰

/2186114002

,俞玥文

/2186123986

奚延辉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要实现高效率高可靠性无碳小车的轨迹与结构设计

研究,我们组负责的是“S”型赛道避障行驶竞赛。设计一

种小车,通过对小车行进轨迹和小车自身结构的优化设计,

实现高效率高可靠性地在“S”型赛道上避障行驶。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18

基于数字双胞胎技术的智能产

线系统集成与运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子龙 2183713327

刘帅

/2186114025

,李浩天

/2186114337

,  翟彬江

/2184111307

,刘子玮

/2183713370

杨立娟 工程师 0802

本项目基于数字双胞胎技术,借助犀浦智能产线平台,以小

车生产为背景,通过虚拟仿真和实体产线搭建,对生产全周

期进行智能化和自动化优化,强调定制化个性化,有效可以

提高消费者参与度和生产效率。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19

基于比赛竞技项目的FSAE赛车

发动机电控标定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士博 2176112703

刘隆杰

/2186113547

,梁佳扬

/2184322779

李靖祥 副教授 0802

本科题基于动态赛中比赛项目对FSAE赛车发动机电控标定

研究,努力挖掘赛车潜力和发动机潜力,最优化发动机功率

输出,使其在不同项目中有针对性地拿出最优表现,降低车

手操作难度,以此提升赛车性能的表现,最终实现提升综合

成绩的目的。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20

智能制造产线的构建、虚拟仿

真与运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衷一 2185122330

李嘉琦

/2183711113

,唐君龙

/2185112341

杨立娟 工程师 0802

根据设计的产线以及工作目标,在数字双胞胎软件中进行建

模设计智能工厂及智能产线、建立产线的3D数字双胞胎,并

对产线进行虚拟调试,然后在产线实体上进行系统集成与调

试,使产线按既定工艺流程运行,涉及PLC组态与编程、机

器人调试与编程、网络通讯、机器视觉编程与调试、系统

联调,最终实现数字双胞胎,虚实联调。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21

基于视觉的人工智能VEX机器

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雅康 2181312204

高睿轩

/2186214290

,           

       李宇

/2185210285

,CHIAHANLI/

L180100002,

郭航波

尹昱东 工程师 0802

VEX机器人大赛技能赛分为自动部分和手动部分,最终结果

由两个部分成绩共同决定；所以便需要利用比赛规定且有

限的材料,搭建出结构最合理、性能最优的机器人,且需要

配以自主编写的最为稳定有效的自动和手动程序,以操作手

熟练有效的操控,在规定时间内得到尽可能多的分数。并改

进、优化人工智能算法,自主实现基于视觉的物体颜色识别

、距离和位置判断、路径规划及物体整理搬运,使识别精度

和搬运整理效率更高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22

智能巡检小车的智能制造生产

线设计与运行调试（2020智能

制造大赛）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文靖程 2185112309

曹晨宇

/2186114153

,朱启翔

/2183211399

,赵腾浩

/2181312168

李晶
高级工

程师
0802

本项目旨在设计一条智能小车自动装配生产线。产线设计

主要以真实的智能小车装配为背景,在虚拟仿真软件中规划

智能小车生产工艺,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合理的智能工站及

产线模型。在虚拟系统和实体产线中进行系统组态、控制

、运行调试,最后达到虚实结合的数字孪生同步运行效果,

完成从接受订单到生产装配完成的全流程自动化。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23

基于弹性势能的小车制动与动

能回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施祎玮 2183112526

范爽

/2174121482

,熊煜

/2183611845

徐俊
副教授

博导
0802

现有机器人大多是电驱动的,运动停止的过程往往要反向通

电流,而前进时又要重新正向通电,这样就耗费了很多能量

。通过一套能量回收系统,实现收集机器人停止时的动能,

以辅助其制动。而在机器人加速的过程中释放能量辅助其

加速。总体上便可以实现节约能源的效果。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24

VEX机器人大赛对抗赛赛车结

构设计和调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湘毅 2186113871

梁泽昊

/2181411897

,郭天焕

/2186114052

,郑适雨

/2186114132

王保建
高级工

程师
0802

VEX机器人世界锦标赛,由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卡耐基梅

隆大学、加州未来基金会、美国Autodesk公司等组织发

起,美国太空总署（NASA）、亚洲机器人联盟等公司支持

的教育型国际机器人大赛。大赛要求参赛队自行设计、编

程并制作机器人,按照一定的规则在特定的场地完成比赛活

动。学生以及成人可以大胆发挥自己的创意,用手中的工具

和材料创作出自己的机器人。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25

FASE进排气管设计及发动机输

出动力平稳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毓 2183713330

刘隆杰

/2186113547

,           

       梁佳

扬

/2184322779

,   

张海霞 工程师 0802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规则对发动机进排气系统有严

格规定,进气有20mm的限流阀用来限制发动机规律,排气也

有尺寸和位置要求。而进排气系统的稳定运转是使发动机

平稳运行的保证,利用Catia、Solidworks三维制图软件

和GT-Power、Fluent仿真软件合理设计发动机的进排气管

、优化进排气系统,提升发动机动力并使发动机动力输出稳

定是本项目的研究核心。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26

基于Matlab和Carsim的传动

系设计计算和校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嘉荣 2186214293

朱亦丹

/2186214293

,陈科

/2184314165

,   梁莹

/2182320020

,温忠源

/2184510104

段玉岗 教授 0802

本课题组为优化我校方程式车队参赛车辆的传动系统,使赛

车在赛场上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拟基于matlab与carsim

仿真平台模拟赛车在赛场上的运行情况,针对FSAE赛事的

特殊赛场环境及规则限制,完成符合规则的传动比选定计算

和传动系统设计、建模、仿真、测试与优化,通过对历年赛

事实况成绩的对比,建立契合度高的动力系统仿真模型,通

过对不同传动比下,仿真结果的多维度综合比较选出最优解

作为最终的传动比和传动设计方案。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27

形状记忆合金驱动的3D打印软

体康复手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心如 2183723448

龙宇涵

/2186522492

,葛泽

/2183211409

,  钱瑞涛

/2181411963

王永泉 教授 0802

本项目提出利用形状记忆合金（SMA）在电热激励下的相变

响应特性,结合聚合物3D打印技术,开发新型个性化软体康

复手套。将从驱动方式和制备工艺两方面改进现有产品存

在的问题,具有良好的科研创新价值和市场应用前景。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28

基于智能检测小车的智能制造

产线设计与运行调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韦辰 2181411989

王伟成

/2183612096

,张龙飞

/2183713420

李晶
高级工

程师
0802

本项目依托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智能制

造大赛,旨在设计一条智能小车自动装配生产线。智能小车

可自主巡航,代替人进入危险或未知环境进行检测,可检测

的项目包括温度、湿度、压力、烟雾、有害气体等,这些不

同的检测项目是通过安装在小车上的不同传感器与检测模

块实现的。为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适应小批量多品种的

生产模式,设计的智能产线需要完成从接受订单到生产装配

的全流程自动化。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29

智慧家居——“高整无忧”家

庭高处物品整理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娟 2185122333

叶瑶

/2183321248

,夏宁昊

/2183112542

,  刘明良

/2182310017

陈景龙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旨在设计出一款具有抓取和移动高处物品及进行高

处清洁的功能的遥控家用服务性机器人,其配备的压力传感

和重力传感模块能更好的调节抓力,超声波模块能增加自动

避障功能,同时具有可折叠、省空间以及美观的特点。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30
全自动固定轨道巡逻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熊煜 2183611845

张宏如

/2183713373

,郭骐瑞

/2186113661

黄科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设计制造一种利用摄像头作为主要感知器件的的可

在固定轨道上全自动运行并实现快速识别目标的机器人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31
遥控桌面机械臂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泽然 2181211288

刘心平

/2184411051

,赵殷磊

/2182112894

,冯效震

/2182112878

李珂嘉 工程师 0802

自主设计并制作一款能够根据指令完成特定场景内任务的

遥控桌面机械臂系统。该系统应具有优异的灵活性和稳定

性,并具有独特的机械臂遥控方式,能够有效的完成既定的

搬运任务。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32

基于纳米储氢材料的纯氢能源

动力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开元 2181211269

李龙人

/2186113636

,张洪基

/2182112866

,李鑫宇

/2171311035

,李龙飞

/2181312151

张锦英 副教授 0805

本项目采用高密度金属氢化物固体,加入定量水触发释氢过

程,实现释氢可控,其不算水的储氢量约为25%,是至今为止

有效释氢密度最高的材料。我们以该固态储氢材料为基础,

设计了纯氢能源动力装置。其采用耐压耐碱材料和高气密

性制作,连接储氢材料不同组分、能源开关和氢燃料电池反

应堆并将其搭载于小车电路上作为动力装置,同时搭配合理

控制系统,优化系统储氢质量比,实现纯氢能源动力装置在

小型功率移动负载上的应用。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33
无源可穿戴式智能心电监测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辰飞 2183713456

赵宇鸿

/2181110947

,李友群

/2183713379

,赵子文

/2183713350

,杨子源

/2184121513

何海

龙,纽

春萍

副研究

员,副

教授

0806

针对医疗器械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本项目拟利用自供电技术

、柔性电子技术、低功耗电路技术等,设计一种无源可穿戴

式智能心电监测仪,可满足病人长期心电检测的可靠性与稳

定性,为病情的准确分析提供重要手段。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34

面向三维空间内移动设备的无

线电能传输理论与关键技术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邵杰 2160506143

梁晨旭

/2181312125

,张明岩

/2184111471

,翁天琪

/2160506047

,蔡易骎

/2184410994

荣命哲 教授 0806

本项目提出一种新型的基于电磁腔共振的三维空间内无线

电能传输系统,通过采用磁耦合谐振研究三维空间内能量发

射线圈和接收线圈之间的耦合系数和传输效率,来实现将功

率高效率的传输到较大空间中任意位置上的多个设备。该

系统可以提供足够的几何自由度,以便用户可以将其设备简

单地放置在充电区域中,而无需精确的定位或对准。并且通

过实时阻抗匹配使系统维持谐振状态,可以实现对空间内多

个设备功率的高效传输。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35

基于火星原位环境气体工质的

射频离子推力器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晨曦 2186113537

谈佳馨

/2186123730

,向泳安

/2184312734

,张子诚

/2184214396

,郭德阳

/2186113750

孙安邦 教授 0820

本项目拟开展的基于火星环境大气工质的射频等离子体电

推进装置是应用于火星大气环境,以大气层主要成分二氧化

碳作为原位资源,通过吸气装置吸收火星环境氛围稀薄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作为推力器工质,实现燃料自给自足的飞行器

推进装置。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36

应用于心脏起搏器供电的自愈

合摩擦纳米发电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子乔 2181312141

吴心园

/2183211353

,林秉烽

/2183511602

,张誉月

/2160506057

,李明轩

/2184111308

杨爱军 副教授 0806

心脏起搏器是某些心脏病患者延续生命的唯一希望。传统

心脏起搏器采用电池供电,约十年就需要通过外科手术更换

一次。该项目的目标是制作出应用于心脏起搏器供电的自

愈合摩擦纳米发电机,减少更换次数,减轻患者经济与身体

负担。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37

基于摩擦-压电型复合纳米发

电机的开关柜闪络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玉琛 2181411986

荣一鸣

/2181411881

,张誉月

/2160506057

,田佳

/2181421969

,白何雯

/2175121996

杨爱军 副教授 0806

本项目设计一种压电、摩擦方式相结合的纳米发电机收集

工频杂散磁场能量,以实现传感器模块的自供电,并将其应

用于开关柜的闪络检测与报警。

项目分为：

1.发电模块：纳米发电机,将磁场能转化为机械能,进而通

过摩擦、压电发电；

2.能量管理模块：低损耗整流、微能量存储。

3.检测与信号传输模块:利用低功耗单片机,控制信号的采

集与输出；

4.信息反馈模块：闪络检测情况反馈。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38

基于深度学习的输变电场景图

像检测与视频处理技术的研究

及其算法模型的嵌入式设备部

署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苗斯元 2160506117

佘晓亮

/2182112867

,陆浩臻

/2160506141

,张雨宁

/2183221361

,乐媛

/2184421040

王小华 教授 0806

本项目着眼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基于深度学习构建算法模

型,对巡线系统收集的图像、视频数据进行处理,进而智能

识别输电线路中的安全隐患和异常事件。同时开发基于嵌

入式设备的图像处理装置（边缘计算设备）,将上述算法模

型在边缘计算设备上进行部署。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39
医疗送药巡诊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子仪 2171310867

艾志军

/2173611873

,赖振宏

/2175111962

,樊佳晟

/2171411531

高振华 工程师 0808

本项目开发一种智能医疗服务机器人,通过自主导航、环境

识别、任务规划技术,可进行非接触式的远程无人送药、视

频医患交流、测量病患的基本体征、识别病患信息,具有简

单机械臂,帮助病人准确取送药物,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同

时也可以应用于一些高传染率的病人病房中,同时实现服务

病人和保护医护人员的目的。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40
透明冰制作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伊欣 2176122619

李浩玉

/2176512156

,陈金戈

/2172311297

张兴群
高级工

程师
0805

透明冰是指冰在形成过程中将水中所溶的空气排除掉,从而

使制取的冰中不含气泡,呈透明状。透明冰冰期较普通冰

长,保温时间长,主要应用于冰雕观赏及长距离冷藏传输。

目前市场上无特别成熟的制取纯净透明冰技术,制得冰含空

气杂质多,商用价值低。为改进这一现状,我们在原有设备

经验基础上,寻找更有效制冰方法,并对现有设备进行改造

从而得到更纯净冰块。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41

虚实结合液位自动控制系统设

计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黎磊磊 2175213647

禹文豪

/2173714037

,陈诺

/2173520391

,  李晓英

/2174321758

,赵亚峰

/2176210991

王桂芳
高级工

程师
0805

本项目以西门子S7-200PLC为上位机编程,结合水箱、水泵

、流量计、传感器和管道等设备及部件,管路以水为介质,

按照PID控制规律,MCGS为监控界面,设计和开发出实际的

控制系统和美观的操作界面。建立被控对象数学模型并在

MCGS中进行模拟,与控制器建立通信,构成虚实结合液位控

制系统,整定PID参数,将整定参数在真实实验系统中运行,

根据实际情况再调整参数以达到最佳控制效果,实现水箱液

位的精准控制,以应用于各类工业生产中的液位控制。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42

纳米磁性流体磁驱动热管的设

计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泽田 2173510780

商逸民

/2173713967

,贺曦煜

/2176112825

,余涛

/2173510753

,寇小雪

/2171421575

陈雪江 副教授 0805

本项目基于磁流体在梯度磁场下受磁流动的特性,吸纳重力

热管设计逻辑,以磁力类比重力,设计纳米磁性流体磁驱动

热管,以回避虹吸管与重力热管缺陷,同时利用纳米磁流体

优秀换热性质,设计高效、实用的热管装置。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43

采用喷射式热泵的大温差供暖

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笛琴 2173621820

王旭升

/2176413407

,宋鹏飞

/2174111356

,吴文泽

/2175112029

,罗雪琪

/2174520321

刘继平 教授 0805

降低一次热网回水温度可增加热网供热能力,是提高热网经

济性的核心技术。采用喷射式热泵的大温差供热系统利用

一次热网供水产生高压蒸汽、一次热网回水产生低压蒸汽,

两者在喷射器内混合为中压蒸汽并加热二次热网循环水。

本项目将通过理论分析、系统仿真和实验研究的方法,建立

系统的数学模型,开发配套的喷射式热泵,获得各相关参数

对系统性能的影响规律,提出其优化设计方案,为该技术的

进一步研究及应用奠定良好的基础。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44

基于热对流和能量梯度利用的

建筑一体化太阳能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思佳 2174311749

夏林朋

/2174213711

,王琪

/2176122444

,  黄羿珲

/2173310633

,徐艺凡

/2176122729

陶于兵 教授 0805

项目主要通过热对流和能量梯度利用两种方法综合实现对

太阳能的最大化利用,并将其用于建筑通风。本项目首先利

用太阳能进行光伏发电并应用于控制系统,接下来利用未被

转化为电能的能量对空气进行加热使之与室内空气产生温

差,进而利用热对流原理,实现对建筑物的通风,剩余能量则

储存在相变蓄热墙中,在夜晚继续对空气进行加热与通风。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45

水滴撞击摩擦高效发电系统研

制与能量转化规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德培 2174110112

黄羿珲

/2173310633

,夏雨晨

/2176112390

,张鹏

/2173310730

,高雨轩

/2176122687

周致富 副教授 0805 ###############################################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46
磁性冰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毅帆 2176112705

吴启

/2176112678

,杨功志

/2175111936

,  肖海亮

/2176213592

,段宇涵

/2174311762

吴伟烽 副教授 0805

磁性冰箱是一种采用金属钆为制冷材料,以磁热效应为理论

基础的新型冰箱。它利用金属钆磁化温度上升,去磁温度下

降的特点,改变传统蒸汽压缩制冷的方式。相比于现有冰

箱,磁性冰箱具有高能效（工作效率比现有冰箱高出30%）

、无污染、噪音低和快速冷却等特点。本项目计划先设计

磁性冰箱的热力学循环,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设计和仿真计

算,验证方案的可行性后,进行相关实物的制作,之后基于实

物进一步测定不同过程中的修正系数,完成对制冷系数的最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47

太阳能降解-发电一体化模块

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照鹏 2181411964

孟仲溢

/2186113967

,李劲霄

/2183713438

,吴昊天

/2186114060

,戴世钧

/2183311213

孙杰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805

项目希望制造出一种成本低廉,效率较高的模块化光—纳米

催化降污装置。装置可以满足一些远离污染物处理厂的工

业区域就地处理污染物的需要,从而大幅降低污染物净化的

成本,并一定程度规避污染物运输风险；此外,装置还可充

分利用太阳光谱中剩余部分发电。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48
风能驱动的高楼换气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梅新宇 2185112286

张垚

/2181311708

,王志臻

/2183713433

,  齐天宇

/2181511070

,殷浩森

/2185112345

吴东垠 教授 0805

本项目旨在设计一种将高楼风能进行合理利用的装置。该

装置能利用传动连杆将高建筑物顶部的风能转化为便于利

用的高品质的机械能,并通过机械传动装置实现对建筑物本

身的换气工作,为利用高楼风能提供一种可行思路。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49

基于摩擦纳米发电机（TENG）

的生物流体粘度测定仪器的开

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一笑 2176112804
武江明

/2176112813
张颖 教授 0803

摩擦纳米发电机TENG根据摩擦起电耦合作用进行能量转

化,可以收集机械能并转化为电能。TENG产生的电能容易

实现精确控制,在传感器等精密电子产品上有着广阔的应用

前景。本项目主要关注TENG在测量生物流体粘度方面的应

用,例如血液的粘度是血液重要的理化参数,对其进行快速

测定在医学检测上有重要意义。现行国内外用于血液粘度

测定的方法有旋转式粘度测定法,旋转法可以应用于全血。

将TENG运用到旋转法装置中,在医疗应用中具有广阔的前

景。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50
体外高能量激光溶脂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方博 2173611852

万沣霆

/2183610304

,张炜煦

/2173724014

陈斌 教授 0805

本项目为去年国家级大创《脂肪组织细胞激光溶解原理及

建模》的后续研究内容,是为了将理论转化为临床治疗方式

的一项研究。本项目将从理论上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并用实

验验证结果,进行体外高能量激光溶脂方面的研究。综合运

用传热学,生物医学等多方面学科知识,设计出一套可行、

安全、有效的体外激光溶脂治疗参数,以满足现代医学人们

对于减脂的要求。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51

燃气热水器“无碳”排放燃烧

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晨阳 2173210512

刘泽锋

/2171411577

,胡玉波

/2173611906

,周澳

/2174110120

,何百川

/2176512152

李娜 副教授 0805

在燃气热水器逐渐普及的今天,基于主流贵金属类催化剂易

烧结,耐热性差和价格昂贵等缺陷较多的现状,尚且不能达

到真正的无碳处理,并伴有一定浓度的NOX生成。我们开创

性的提出了用稻壳灰负载金属作为催化剂,实现高效燃烧—

—CO的零排放和氮氧化物的低浓度排放,弥补了贵金属催化

剂的诸多不足,并把该催化模块应用到热水器燃烧器中,既

可提高热效率,又可实现“无碳”排放,具有节能减排的经

济效益和安全环保的社会效益。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52

基于热电与界面蒸发的全天候

太阳能海水淡化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金海 2173610587

陈斯蔚

/2173310671

,张瑜轩

/2173510755

马挺 教授 0805

项目主要结合太阳能驱动界面蒸发技术以及温差发电技术,

从而实现稳定的绿色发电以及全天候的海水淡化。通过多

孔漂浮结构将太阳辐射热浓缩,使水的相变过程集中在气液

界面,减少热损失；同时,利用气液之间稳定的温差,由于塞

贝克效应,可通过热电材料进行温差发电；在夜晚,对热电

材料供电,通过帕尔贴效应可以模仿白天界面蒸发过程,从

而实现全天候的海水淡化。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53
自适应智能喷头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代晏冰 2175112016

薛杨波

/2176112652

,李佳峻

/2176112632

,杨永健

/2174111442

李良星 副教授 0805

目前,工业常用的喷洗装置大多是靠人眼感知并手动调整喷

射间距从而控制喷射流体的冲击力大小,难以调节适当,且

出口压力可调节范围较窄。本研究计划设计一款基于数据

驱动与红外测距耦合的压力自适应智能喷头,使喷射流体冲

击力可自适应变化改善喷洗效果的同时,减少对资源的浪费

及喷射时过强的冲击力对材料的损坏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54

基于摩擦纳米发电机的管路流

量监控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一木 2176112493

陈治佟

/2175014170

,彭志明

/2173610590

,孙梦雨

/2174223775

张颖 教授 0805

王中林团队研究的摩擦纳米发电机为基础的各种应用引起

各界的广泛关注,本项目旨在以TENG原理制作出性能稳定

且价格低廉的自供能管道流量计,针对于不同的应用场景设

计出实时的管道流量监控系统。且通过无线传输等方式将

流量数据传输到设计的软件或APP上,以实现远程调控与精

确管段的情况反馈。该套系统成本低廉,应用范围广泛,并

且可以在不干扰流体流态的前提之下,在外部即可获得流体

流速的信息。整个系统体现了物联网思维。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55

一石二鸟：太阳能光催化降解

塑料协同产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书勤 2186124041

虞劲

/2185122298

,刘震宇

/2183713348

,  柳宏巍

/2183311215

沈少华 教授 0805

本项目基于太阳能光催化的基本原理,通过设计并合成高效

光催化剂,在光催化降解塑料废弃物的同时实现光催化分解

水制氢,实现塑料降解与产氢的协同,揭示反应路径与反应

机理,为塑料废物的资源化利用提供可行的技术方案。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56

高层楼宇水流能量梯级回收发

电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浩玉 2176512156

王泽

/2176112720

,余涛

/2174111445

晏鑫 教授 0805

现代城市建筑越建越高,凡是建造高层楼房,必然会有庞大

的排水系统贯穿其中,水流靠水泵供送到高层的楼宇中,但

用完的水从高处流下时,水流具有很大的势能,这部分的势

能目前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此装置安装于排水管路中的

合适位置,用于回收一部分水流的势能,并将其转换为电能,

用于楼宇其他用途。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57

干式厌氧消化法处理厨余垃圾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润哲 2173113687

黄璞熙

/2174514104

,兰天扬

/2175111926

,李美瑶

/2176122700

,马艳

/2176423419

高宁博 副教授 0825

垃圾分类是我国垃圾高效处理的必经之路。分类后的可降

解垃圾在降解中存在气味难闻,降解时间长,对周边环境影

响较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采用干式厌氧消

化法,以实现厨余垃圾的高效处理。本项目分为污泥协同干

式厌氧消化实验,碱热水解实验,微量元素对干式厌氧发酵

影响实验。有望革新现有可降解垃圾处理技术。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58

基于相场方法的先进陶瓷型核

燃料的烧结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昱天 2186114004

郭松源

/2186113522

,王樸枫

/2183414215

,仇文昭

/2186113957

柳文波 副教授 0805

本项目针对国内核电站核燃料重大需求,以新型氧化物核燃

料UO2-BeO为研究对象,研究氧化物核燃料UO2-BeO在烧结

过程中的组织演变,阐明烧结过程中气孔率和UO2粒径的变

化规律,基于相场模拟结果揭示烧结组织形貌对其热导率的

影响。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59

百kWe级别空间核反应堆电源

系统设计及控制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康 2173610589

王晓钟

/2174410439

,薛琪

/2176122683

吴攀 副教授 0822

本项目创新地设计了一个百kWe级别的空间核反应堆电源系

统,使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作为能量转换装置,采

用多目标智能优化方法优化系统设计,结合火星环境对设计

得到的系统进行动态特性及自动控制策略研究。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60
月球昼夜大温差相变储能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梽羽 2176112337

王千龙

/2176112519

,郭强

/2176112803

,  普安棋

/2174111437

王磊 副教授 0805

月球将成为人类迈向空间的首座基地、以及开展更远距离

深空探测的跳板,人类利用月球资源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制

于月球表面能源的供给能力；月球昼夜温差极大,为相变储

能提供了天然的便利。通过储能系统,将月昼储能用于月夜

各类需能对象,对于更加便捷地开发月球资源具有重要价值

。设计一套基于月面大温差的储能系统,服务于月夜能源供

给,将为未来的月面资源开发与人类活动提供便捷,扩展月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61

激光加工参数对不锈钢表面二

次电子产额影响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天骄 2186123933

侯文轩

/2181120950

,孙欣贺

/2182222589

,李嘉琦

/2183711113

,姜楠

/2186123817

王洁 副教授 0822

在粒子加速器中,二次电子产额是影响束流品质的重要因

素,另外不锈钢是粒子加速器真空管道的常用材料,因此,本

项目为探索低二次电子产额的不锈钢表面处理方法采用激

光处理材料表面技术,用于获得低二次电子产额的不锈钢材

料表面,同时探索激光参数、不锈钢表面形貌、表面成分和

二次电子产额之间的关联规律。项目内容主要包括激光处

理不锈钢材料二次电子产额特性实验研究和激光处理不锈

钢表面二次电子发射过程模拟。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62

含灰湿空气外掠圆形翅片管束

积灰和阻力特性的影响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江舟 2173412128

赵雨欣

/2176122851

,宋雨欣

/2176122853

,谢岑甜

/2173422147

,孟睿智

/2176112781

严俊杰 教授 0805

本项目采用含灰湿空气模拟真实乏气,对其横掠圆形翅片管

束的对流冷凝积灰和阻力特性开展实验研究,探寻灰分颗粒

浓度、水蒸气质量分数等因素的影响规律。对实际的工程

应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63

基于气-磁辅助的高效精准雾

化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浩齐 2176112322

钱疏桐

/2173412056

,薛方晨

/2173714011

白博峰 教授 0805

针对燃气发电对节能减排、太阳能热发电对提高效率与环

境适应性的重大需求,研究了高效精准喷雾冷却技术。创新

设计了新型气-磁辅助雾化喷嘴,解决了传统喷嘴能耗高、

不能精确控制等难题；创新设计雾化冷却系统,节能减排显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64

核电+风电+海水淡化综合能源

系统控制方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得实 2176112361

郭帅

/2174111465

,冯思棋

/2175111978

,  佘仲航

/2176112893

,夏志远

/2174311692

魏新宇 副教授 0822

风力发电有着波动性、间歇性,不能单独对有着一定需求的

客户端进行供应,而核电站产生的核能不受外界环境影响。

我们希望能够将二者的能量结合起来,并将不稳定的能量部

分输送给不特定要求输入量的海水淡化,实现三者联合控

制,这样可以在不污染环境、不排放温室气体的条件下,达

到能源的最大化利用。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65

一种结合微通道技术的新型热

管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叶超 2172213535

张子欣

/2176122486

,忻碧平

/2173320195

,李金星

/2175213656

,娄俊恒

/2172113448

贾晓晗 副教授 0805

本项目灵感源于当下日趋严重的电子设备散热问题。热管

电子设备中是比较常见的散热元件。为提高热管的散热性

能,我们提出利用为微尺度下液体换热的特殊性,在传统热

管的蒸发段设计微尺度通道,以提升热管散热性能。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66

基于电荷传输材料的光催化剂

开发及可见光催化制氢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金丰 2160300026

孙文瑞

/2171420128

师进

文,关

祥久

副教

授,助

理研究

员

0805

本项目为基于电荷传输材料BaSO3（BSO）的光催化剂开发

及可见光催化制氢研究,创新地将BSO材料应用于光催化领

域,通过把BSO和不同的反应物（N,N-二甲基甲酰胺

（DMF）和2-氨基对苯二甲酸以及盐酸等）热处理反应再

EY敏化之后,研究其可见光催化产氢性能以及其中的机理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67

用于柔性核机器人的硅胶基伽

马射线屏蔽复合材料综合性能

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文轩 2181120950

张天骄

/2186123933

,唐鹏

/2185112347

,  刘嘉辉

/2184111488

王洁 副教授 0822

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硅胶基柔性伽马射线屏蔽材料

屏蔽性能优化研究和材料的制备、相关性能表征及综合性

能优化。旨在研究适用于柔性核机器人的柔性伽马射线屏

蔽材料的关键制备技术、屏蔽性能、机械性能及综合性能

优化。研究成果对于新型柔性核机器人的开发具有重要参

考价值,为核反应堆的运行、监测和维护提供新方案。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68

基于半导体帕尔贴原理的空气

集水自动灌溉系统理论设计与

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致远 2184214237

黄瀚

/2184612220

,韩丙福

/2184111463

,  孔斯册

/2185011801

,焦旸

/2183713444

程泽东 副教授 0805

目前日常生活中的盆栽大多依靠人工浇灌,而人们往往疏于

浇灌,我们为此设计了一种利用半导体帕尔贴效应从空气收

集水分的自动控制灌溉装置。并且考虑到节能环保要求,该

装置所需半导体制冷耗电、灌溉动力与自动控制电源均可

采用太阳能电池板供能。该装置的主体部分放置于室外,利

用半导体制冷片冷凝来自外界的湿空气收集凝结水,再通过

管道输送到室内的盆栽中。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69

基于质子交换膜与催化层性能

的膜电极寿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秋雨 2160506146

常祚源

/2181311701

,刘成宇

/2160506115

陈磊 副教授 0805

燃料电池是一种高效,清洁的能源利用方式。本项目则是研

究燃料电池中的核心部分膜电极（MEA）。通过研究膜电极

的组成物质性质,催化层和工作环境等方面对膜电极性能和

寿命的影响来找到更好的膜电极结构,以改进燃料电池综合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70

基于钛基复合材料的高性能全

钒液流电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晨庆 2173412148

林震晔

/2173510793
李印实 教授 0805

本项目将研究并制备出基于钛基复合材料的高性能电极,并

将其组装成充放电效率高、使用寿命长的全钒液流电池。

本项目对所制备的电极进行循环伏安测试及电化学阻抗谱

测试,分析电极的可逆性、传质阻力等性质,并将其与原始

碳毡对比,得出钛基复合材料的催化性能。在此基础上,将

所制备的电极组装成电池,进行充放电测试,分析电池的使

用寿命及充放电效率；与原始碳毡电池性能对比,定量给出

钛基复合材料对电池性能的影响。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71

人工智能技术在核电厂瞬态预

测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昊志 2176112767

马奥华

/2176112697

,郑诗论

/2172311290

孙培伟 副教授 0822

神经网络是分布式并行信息处理的算法数学模型。利用神

经网络方法进行瞬态过程的预测为操作员控制反应堆状态

提供参考,能够更加精准的控制反应堆的状态,做出更加正

确的决策。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72

适用于南海海岛的冷热电水多

联产系统构建与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嘉淼 2186124018

皮豪杰

/2184111341

,梁鸽

/2186123863

,  王震飞

/2184111336

王长安 副教授 0805

南海海岛环境特点是高温、高湿,阳光强烈,季风气候,但淡

水资源缺乏。居民的生存的需要电力,空调制冷、淡水等,

因此本项目拟根据南海的特点,在传统的冷热电多联产系统

基础上耦合以海洋温差能和太阳能为核心的电力系统和以

太阳能、风能为核心的双动力驱动制淡水系统,构建并优化

多能源互补的冷热电水多联产的系统,解决南海海岛居民的

电力、制冷、淡水等问题。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73
基于扫掠射流的涡轮冷却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全泓冰 2172113456

张新明

/2171211051

,来子湉

/2171211547

,杨俊豪

/2176512209

丰镇平 教授 0805

先进燃气轮机进口燃气温度很高,为保障其工作安全可靠,

需要对涡轮叶片进行有效冷却。本项目旨在通过在叶片内

部安装射流振荡器,利用其产生的周期性扫掠射流来对涡轮

叶片前缘高温区进行更均匀的冷却,并在一定条件下强化换

热。本项目目的在于研究初始横流作用下的流体振荡器冲

击冷却特性。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74

以复健为导向的四肢康复训练

游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彦瑾 2173320719

王凯

/2176112796

,田安琪

/2176122801

,  黄山

/2176112738

,李志轩

/2171411555

田智强 副教授 0809

本团队独辟蹊径,决定采用以游戏形式,结合互联网+,为康

复患者提供更好的康复器材。项目产品主要分为康复游戏

与可穿戴康复器械。康复患者在进行康复训练时,穿上可穿

戴设备,进行游戏,然后获取到由算法评估的训练量与康复

程度。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75
今天你“坐”好了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一辰 2186113848

王震洋

/2186412614

,杨祥宇

/2181312143

,郭旺盛

/2186214283

郑帅 讲师 0809

我们的项目是针对于纠正儿童坐姿研发一款手机app,我们

将利用人体动作识别技术识别儿童的坐姿是否正确,进行语

音提醒,同时采用卡通人物形象实时模仿用户的动作,让用

户能看到自己的错误。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76

低温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氧化

铋-氧化锆系复合电解质的制

备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璇子 2186123879

周子恒

/2186113860

,王雯敬

/2185312392

,王馨雨

/2186124020

李成

新,高

圆

教授,

工程师
0804

本研究拟采用湿化学的方法实现自主开发的DNSB材料和电

导率较YSZ更高的ScSZ材料的复合,使DNSB在分子水平上均

匀包覆ScSZ,实现DNSB厚度的可调可控,从而更好地调控其

烧结性能和电导率性能。针对低温金属支撑固体氧化物燃

料电池,开发一种氧化铋系-氧化锆系（DNSB-ScSZ）复合

电解质,实现DNSB-ScSZ复合电解质的低温烧结,同时获得

优异的电池输出性能和长期工作稳定性,为SOFC的低温商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77

钛基抑菌性氧化水生成涂层的

制备及其电催化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一菲 2176122546

曹春朴

/2186113515

,廖绪东

/2184214496

,高铭

/2174223785

周睿 副教授 0804

本研究提出了可制抑菌性氧化水、能耗小成本低的TiO2-

SnO2-RuO2三级结构涂层的制备方法,表征了涂层组织结

构,理论计算和实验结合揭示了涂层结构参数与电催化性能

的关联性,对电催化涂层设计价值巨大。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78

主-客体识别作用助力高性能

水系TEMPO基液流电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佳昊 2174111395

花宇翔

/2176112668

,王鸿浩

/2174111440

,陈圣捷

/2173510806

宋江选 教授 0804

为解决TEMPO分子在电化学过程中的不稳定等问题,本项目

拟通过主客体配合制备CDs-TEMPO包合物并表征其分子结

构,研究其理化性质。并制作基于CDs-TEMPO的液流单电

池,研究其性能及作用机制。实现TEMPO溶解度与稳定性的

提升。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79

黑磷烯基异质结的可控构筑及

其仿生电化学驱动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宇辰 2186113584

郭嘉耀

/2186113865

,           

       米日

阿依·哈力甫

/2186522838

,        薛

依尘

/2186114048

戴正飞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拟开展黑磷烯基异质结的可控构筑,研究其仿生电化

学驱动器的性能与应用。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可为新型高性

能仿生驱动器提供新的设计思路,而且将为稳定的黑磷烯基

异质结的构建提供材料学参考。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80

兼容晶圆样品的超高真空低温

样品传递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松杰 2182112872

刘郑宜

/2160506003

,吴润鑫

/2181110965

潘毅 教授 0804

该项目是关于半导体材料研究的设备,超高真空样品传递装

置的自主研发。该设备的很多功能是国内外市场现有产品

不具备的,具有高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并且有一定的市场转

化前景。项目涉及机械、材料和工程设计等多方面的知识,

对大学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81

基于遥感数据的城市绿地冷岛

效应与影响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子宁 2173510761

严明钰

/2176314183

2,          

        蒲

沂帆

/2184212809

,           

       韩俭

俭

周典 教授 1305

以城市绿地冷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城市绿地冷岛效应的降

温特征；探讨影响冷岛效应的绿地内部因素及外部城市因

素,建立城市绿地降温效应与定量模型,并分析其各自影响

作用的大小；根据城市绿地冷岛影响机制的分析结果,提出

改善热环境的城市绿地及城市规划设计的优化策略。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82

地域文化传承视角下历史街区

的复兴改造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逸宇 2171110916

李依聪

/2176112335

,罗学军

/2173610585

,凌梓涵

/2184312773

,方翛艺

/2186124133

翟斌庆 教授 0828

当前,传统文化复兴成为重大国策,文化传承得到了全国上

下的高度重视。我团队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通过研究地域

文化在其所在历史街区改造过程以及当地城市社会发展中

发挥的作用,明确传承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并结合调研案

例,总结地域文化和历史街区改造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即

如何利用地域文化更好地进行历史街区改造,同时反向地,

历史街区改造如何反哺当地的文化。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83
海洋数据融合技术与预报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那甫·其玛 2176524157

朱云帆

/2176512194

,李子昊

/2173412106

陈军 教授 0814

基于历史海洋温度遥感数据,通过深度学习算法进行模型训

练,初步形成模型,每次预报时以最新海洋温度遥感数据为

输入进行模型实时优化并对海洋环境进行预报,以建立良好

的海洋环境预报方案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84

基于SPR技术的光纤腐蚀传感

器传感机理及性能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专又 2185112825

张嘉威

/2184214469

,舒信宇

/2183612035

,张轩铭

/2184214454

,胡轩鸣

/2184214476

罗冬 副教授 0810

本课题针对我国目前混凝土结构发展需要,以提高光纤腐蚀

传感器的灵敏度为主要目的,研究制备SPR光纤腐蚀传感器

的方法,实现结构优化设计和制作高灵敏度的光纤腐蚀传感

器,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将研究成果用于实际工

程以推动钢筋腐蚀监测技术的进步,促进土木工程结构健康

监控学科发展。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85

基于压电陶瓷的土体强度测试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开尧 2175213655

马平

/2176413441

,李长鑫

/2175210359

许领 教授 0810

在各种土木施工现场,施工之前都需要对土的参数进行检测

体,从而进行土体的稳定性进行严格的计算分析,而土体抗

剪强度和变形特征就是进行稳定性分析时的重要的参数,然

而现在的土体变形和强度的试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该项目

的是基于压电陶瓷,设计一套土体强度测试的系统,提供更

准确的土体变形和强度特征数据,这对土体力学性质有更进

一步的认识,在工程建设中会有重大意义。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86

基于双配体稳定的金纳米簇选

择性荧光检测半胱氨酸含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颖英 2186220665

雷茜媛

/2186123603

,武星志

/2186113688

,贤骏奇

/2182212561

李剑君 教授 0826

半胱氨酸（Cysteine,Cys）是人体内一种重要的硫醇分

子,其含量水平检测对多种疾病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本项目拟研究一种可靠性好、快捷简便的利用金纳

米簇专一性荧光检测半胱氨酸含量的方法,通过前期对半胱

氨酸溶液的不同处理方式（氧化巯基和空白对照）,得到荧

光猝灭程度不同的两个金纳米簇体系,由荧光猝灭程度的差

值准确得出半胱氨酸的含量。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87

突触结合蛋白

Synaptotagmin11在精神分裂

症中的病理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予婧 2176122606

毕铖

/2171411579

,卢哲

/2171311064

,古小荣

/2176412214

,王文旭

/2183311250

王昌河 教授 0710

Syt11是突触结合蛋白家族中的重要成员,也是精神分裂症

的相关蛋白。本项目拟通过行为学实验、脑片微碳纤电化

学技术、免疫组化、confocal脑片活细胞成像、在体成像

技术等实验技术,研究Syt11引起的多巴胺系统失调是否是

导致精神分裂症的重要病理机制,揭示Syt11在精神分裂症

病理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明确DA传递异常在精神分裂症中的

核心地位,并为精神分裂症治疗提供新药靶点。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88

仿脑同步定位与建图的神经基

础及三维拓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廖元浩 2185011756

谭超

/2185012856

,孙贵丽

/2181321713

,彭久森

/2185012857

,柏冰清

/2184312731

黄子罡 教授 0826

本项目旨在原有的SLAM算法的基础上,对其中的闭环检测

算法,基于类鼠脑导航细胞中的网格细胞场景的重定位的功

能进行算法的改进和开发。用仿真和真实无人机在传统和

改进的SLAM中进行地图的构建,比较基于类脑导航细胞的

SLAM算法与传统的基于数学概率模型的SLAM算法的效能！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89

GPAT4互作蛋白的生物学功能

及互作机制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兴淮 2184312750

李佳璐

/2182220037

,黎博琛

/2186214292

,李嘉玮

/2186123880

,多小川

/2181312164

丁健 教授 0710

脂质代谢是机体中重要的生物学过程,其功能异常会引起肥

胖、糖尿病、脂肪肝、以及早衰等多种疾病。GPAT4是三

酰甘油（TAG）合成途径的关键酶,它的调控对于TAG的合

成以及脂肪酸代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业界目前对于

GPAT4的互作蛋白及GPAT4的功能调控机制尚知之甚少。本

项目拟以TAG合成途径中关键酶GPAT4及其互作因子为切入

点,从分子水平和功能学层次上来探索脂质代谢的调控机

制,可望为解析相关代谢疾病的病理发生分子病因提供线索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90

哈尔巴赫阵列磁式微流控结合

被动流式技术分选循环肿瘤细

胞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倩 2186320193

李恩希

/2186123876

,管阳龙

/2176112919

杨清振 副教授 0826

本项目旨在通过将循环肿瘤细胞分选中传统被动式与主动

式磁性分选相结合,使两者优缺点互补,并创新将哈尔巴赫

阵列应用于细胞磁性分选,精细设计磁场梯度,优化分选方

式,提高细胞分选的效率和准确度。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91

基于深度学习的脑肌电融合动

作模式识别算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健强 2173710843

张正杰

/2173210479

,王凯

/2176112796

,  孟浩丁

/2185011755

,沈安澜

/2183221398

王刚 副教授 0826

本项目主要运用深度学习相关算法,对被测者脑电、肌电进

行处理,来达到手部动作的识别。我们将对肌电信号进行一

维CNN处理,对脑电信号进行二维CNN处理,同时进行GCN的

处理,最后进行信息融合,来提高识别率。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92
智能高效巡航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划时 2186114102

毕纪元

/2183414198

;张津铭

/2181211292

刘马宝 教授 0815

现如今固定翼无人机已进入民用范畴,但是大部分民用固定

翼无人机都存在操作难度大,巡航效率低,巡航范围小等缺

点,本项目目的即为解决这些问题。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93

智能气流探寻长航时高效无人

飞行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绪暾 2176113388

罗杨

/2160100075

,王宇晗

/2181320222

,  宋英政

/2186114346

刘振 副教授 0820

随着航空产业的高速发展,小型固定翼飞行器广泛应用与各

行各业。但现有固定翼飞行器均依赖自身能源提供动力,限

制了效率和航程。立项人以鸟类飞行方式为启发,即在飞行

中智能寻找上升气流,借助气流获得能量以实现高效节能飞

行。立项人还将结合国内外复合材料小型飞行器设计方案,

充分发挥复材的优势,设计一款全复材飞行器。相关产品在

市场上仍处于空白。立项人将结合上述特点开发一款高效

率、长航时、多功能的飞行器。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94
多模态软体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清江 2176112603

杨吴宪

/2175111963

,钱昀达

/2171210274

刘益伦 教授 801

开发具有多种功能的软体机器人。使机器人具有与人体很

好的交互性的同时,能够进行弹跳,飞行,平面前进等多种运

动。通过振动响应性结构的分布式设计,实现软体机器人在

一种振动激励下完成前进和旋转的功能,并将该软体机器人

作为附加功能的主体。基于形状记忆合金,设计能够附加在

软体机器人上的自主驱动的飞行结构,制造可附加在软体机

器人上的微型磁激励软体机器人子结构,设计可附加在软体

机器人上的微型弹跳的机构。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95

基于社区快递运送的四足仿生

机器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昊琳 2183622094

孙贵丽

/2174113903

,房一心

/2186123779

,白颢阳

/2174113903

胡淑玲 教授 0802

本项目是基于社区快递配送的仿生四足机器人。承载快递

的机器人能在得到用户对应信息后,自主规划路线完成配送

任务,突破传统的“人车”配送模式；在非结构性环境中做

到自主适应,发挥仿生四足机器人的稳定性,适应范围广的

特点,提高快递行业服务质量,解决快递行业的最后一公里

。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96

长航时太阳能无人机的全局设

计与优化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玉泉 2183612087

陆浩臻

/2160506141

,魏光钰

/2186522519

,徐宇航

/2171411556

董龙雷 副教授 0820

当前太阳能飞机的设计方法主要为根据任务要求得到总体

参数估值, 然后对关键特征参数进行迭代求解,然而这种

方法并不能保证得到最优解。针对载重太阳能无人机的设

计需求,拟采用多学科设计优化的方法,将太阳能无人机的

气动、结构以及动力耦合起来进行优化,得到使载重比最大

的最优解,寻求外形以及结构参数的最优范围,以提高设计

效率,规避设计者主观因素的干扰,并制作出相应的太阳能

无人机以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97

液体有机储氢介质高效加氢催

化剂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路书涵 2174111460

刘宇深

/2174410421

,吴雅恬

/2173320731

方涛 教授 0813

目前报道的液体有机储氢介质N-乙基

咔唑加氢催化剂的相关研究,加氢速率较慢,反应压力较高,

对耐高压氢腐蚀设备的要求不仅使得技术成本大幅提升,而

且难以满足应用中对快速加氢的实际需求。本项目期望通

过加氢催化剂设计与加氢反应流程优化匹配,实现液体有机

储氢介质高效加氢。旨在筛选并制备具有高加氢反应活性

的Ru基金属催化剂,经过反应参数优化,建立催化加氢反应

动力学模型,明确催化剂结构与加氢反应活性间的构效关系

。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98

二维类石墨烯多孔分离膜的制

备及全氟污染物的分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印辉 2181411949

周杰

/2183412664

,赵明翰

/2160506077

,  邢政

/2181312197

,杨嘉聪

/2184214465

马和平
特聘研

究员
0813

本项目以制备高性能选择分离膜为导向,目标是实现废水中

全氟表面活性剂污染物的高效绿色去除,研发孔道直通有序

、孔径大小均匀可调节、孔道电荷密度可调节的离子骨架

2DCOFs膜,并探索其理化性质对污染物分离性能的影响。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099

基于CFD模拟的闭式热泵果蔬

烘干风路设计与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显智 2173713955

史钰普

/2176110383

,王天润

/2175011192

,邵云帆

/2173210546

,李国嘉

/2182112881

杨福胜 副教授 0802

我国农产品干燥的发展空间广阔,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是燃

煤式热风烘房,燃烧大量煤炭、空气污染严重,相比之下热

泵烘干具有较大优势。农产品烘干过程各个阶段的干燥特

性会发生变化,烘房中各处的空气温度湿度也存在差异,流

场组织不合理往往造成产品烘干不均匀,这种情况较为普

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CFD软件模拟进行实验,

有助于指导烘房的优化设计,真正发挥热泵干燥的优势,使

果品干燥更充分,得到质量更高的产品,为我国农产品深加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00

超高热流微通道射流冲击换热

器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欣宇 2186412613

曾定友

/2185011800

,郭少辉

/2183511588

,饶伯暄

/2183612053

张永海 副教授 0805

以自主开发的微通道换热器为研究对象,通过射流冲击实验

研究,获取换热器特征尺寸、射流参数等对换热性能的影响

规律；通过歧管式微通道设计实现换热表面温度的均匀

化；利用表面疏水技术对微通道进行处理,达到降低阻力的

效果。同时基于实验数据提出换热器优化方法,提高微通道

的换热能力,最终开发高效射流冲击微通道换热器样机,解

决狭小空间超高热流密度换热性能严重恶化问题。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01

干细胞成骨分化过程中线粒体

自噬传递ACP矿化前驱体的作

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恬静 2176122974

徐欣然

/2176123217

,米花丽

/2186122969

,霍荣荣

/2186123149

,王彤

/2181320208

裴丹丹
副研究

员
1003

骨是人体最主要的硬组织,深入认识成骨矿化的机制对于临

床诊疗至关重要。新近研究指出,钙、磷是以无定型磷酸钙

（ACP）前驱体的形式,在细胞内形成后释放到细胞外基质

来启动成骨的,但ACP在胞内的传递方式及机制尚不清楚。

本项从线粒体自噬的角度出发,重点揭示线粒体自噬在细胞

内传递ACP新的生物学功能,深入研究线粒体自噬影响干细

胞成骨分化的分子机制,为加强临床骨形成效果提供新的治

疗思路,具有深远的临床意义。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02

基于不同电量和滞留时间下纽

扣电池对食管损害程度的实验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庶钦 2174111351

强茵

/2176123214

,王颜

/2175323876

,    雷凤萍

/2176223568

,盖敬慈

/2184110348

吕毅
主任医

师
1002

纽扣电池对人体黏膜及组织的损伤极为严重,如不及时处

理,电池会引起诸多并发症状。目前对于食管纽扣电池异物

的研究仍然缺乏具体的理论性指导。本项目使用CR2032型

电池与荷兰兔制作纽扣电池食管异物动物模型,探究不同电

量和滞留时间下纽扣电池对食管损害程度,并根据HE染色和

Masson染色下受损食管组织切片的病理特点进行病理学分

级。为临床医生根据误吞纽扣电池的剩余电量和滞留时间,

判断食管损伤程度提供依据,具有极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03

白藜芦醇以m6ARNA甲基化依赖

的方式调控非小细胞肺癌A549

细胞自噬与凋亡的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华煜 2186112985

李知衡

/2176113007

,杨晨卿

/2186122941

,刘昊

/2175311158

于燕 教授 1004

肺癌是稳居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首位的恶性肿瘤,其中

80%-85%为非小细胞肺癌,五年生存率小于20%。本研究针

对NSCLC发病机制不确定、预后差等问题,结合先进的细胞

分子生物学技术,从细胞、基因、蛋白不同层次,探究

m6ARNA甲基化在白藜芦醇诱导的NSCLC细胞自噬与凋亡中

的作用及具体机制,旨在为NSCLC的发病机理、新药研发、

预防治疗等方面提供新的实验依据。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04

大鼠lncRNA:lnc-HC调控脂肪

代谢致肥胖的分子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孟达 2184110358

何磊

/2183410478

,常亦卓

/2186123154

,  钱辰

/2183610335

,王泱栋

/2186210482

李冬民 教授 1001

指导教师课题组前期发现一个全新的lncRNA（lnc-HC）在

肝细胞中参与调控脂质代谢,但在脂肪组织中参与调控脂肪

代谢的机制不明。本项目拟先使用HFD饮食饲养野生型和

lnc-HC-/-SD大鼠,明确lnc-HC所引起的动物表型；其次

通过转录组测序明确lnc-HC所调控的靶基因/通路；接着

通过构建靶基因过表达/敲低的腺相关病毒,转染原代脂肪

细胞,从而确定lnc-HC调控脂肪代谢的靶基因/通路,明确

lnc-HC的生物学功能,为肥胖的防治及治疗提供坚实理论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05

基于血管快速磁吻合的大鼠免

灌注肝脏移植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佳薇 2186122975

李梦舒

/2174121430

,刘航

/2186113050

,  胡尔唯

/2186122973

,闫亦辰

/2186113683

王善佩
助理研

究员
1002

本项目采用血管磁吻合技术,针对当前肝移植领域关键瓶

颈,建立中度脂肪肝供肝模型,创造性提出免灌注保存理念,

构建磁助大鼠免灌注极速肝脏移植模型,探明边缘供肝在不

同的肝素化条件下及不同供肝离体时间下,免灌注供肝获取

与保存的最优条件。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06

慢性压迫背根节神经元钙激活

氯离子通道的免疫组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韦思奇 2173220486

李辉

/2173310693

,张明敏

/2175121966

,  李润天

/2173220478

王玉英 副教授 0710

神经病理性疼痛（NPP）发病率高,治愈率低,是目前公认

的最难治疗的疼痛综合征之一。外周感觉神经系统损伤会

导致各类背根神经节（DRG）神经元上各种离子通道的生物

功能及表达数量的改变,从而产生异位放电,继而导致NPP

。本项目通过使用免疫组化共标方法研究慢性压迫背根节

动物模型中钙依赖氯离子通道蛋白在DRG各种神经元上的表

达情况,从而帮助理解NPP产生的机制,并由此为研发治疗

神经病理性疼痛药物提供新靶点。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07

3D打印含药脑膜补片对海水浸

泡颅脑战伤的修复效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森林 2183610861

郭佳婷

/2176123158

,王方舟

/2186112984

,王安丽

/2185220824

,李响

/2186220660

康玉明 教授 1001

海水具有复杂的理化性质且含有丰富的细菌,当颅脑损伤发

生在海难的条件下时,将引起更为严重的神经功能损伤和并

发症。本项目通过建立海水浸泡颅脑战伤模型测试一种新

型3D打印含药脑膜补片的修复效果,并在后期生化实验中多

维度较为全面地对凋亡因子、血管形成因子、组织新生因

子、炎症因子等分子指标进行检测,将为海水浸泡颅脑战伤

提供病理学实验参考,也为今后海水浸泡颅脑战伤的紧急救

治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法。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08

腹外侧眶皮层VLO中ACE2参与

调控急性海洛因暴

露诱导的认知功能障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怀宇 2186123004

李梦思雨

/2186123030

,           

      贺昱昇

/2174213862

,闫红岗

/2171310179

,马欣钰

阎春霞 教授 1009

海洛因是阿片类毒品中危害最大的一种,但其滥用引起认知

功能障碍的机制尚不明确。以往研究显示,ACE2可能通过

NO合酶/多巴胺/α 1肾上腺素受体通路调控认知行为。我

们预实验结果表明VLO中α 1肾上腺素受体调控阿片类药物

成瘾。因此,本项目拟通过建立急性海洛因暴露模型,探究

VLO中ACE2是否参与调控急性海洛因暴露引起的认知功能

障碍,并探究其介导的分子机制,为发现治疗急性海洛因暴

露诱导的认知功能障碍的分子靶点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09

基于磁压榨技术建立大鼠胃旁

路术模型的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恒 2176314178

吝怡

/2162001058

,魏欣怡

/2162001061

,  李美豫

/2174121327

,刘俊杰

/2186113127

吕毅 教授 1001

磁压榨技术（MagneticCompressionTechnique,MCT）借

助磁场的“非接触性”磁力联合内镜、介入等技术完成空

腔脏器的吻合。本项目拟设计加工带有磁屏蔽的磁体,建立

MCT大鼠胃旁路术模型,通过动物实验探讨其可行性与安全

性,为临床应用提供理论支撑。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10
显色腹腔引流管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昊 2175311158

李卓群

/2162000007

,陈琦

/2183321239

,  姜涛

\2176113178

,赵家冕

/2176113195

吴荣

谦,马

锋

教授,

助理研

究员

1002

研发一种显色腹腔引流管,拟在橡

胶引流管内壁上设有酸性材料、石蕊试纸材料以及胆红素

试纸材料,在酸性试纸材料、石蕊试纸材料以及胆红素试纸

材料各区域橡胶引流管外壁用对应的文字备注,腹腔引流管

在引流过程中,如发生胃漏,酸性区域发生颜色变化；如发

生胰漏或肠漏,石蕊试纸材料区域会发生颜色变化；如发生

胆漏,胆红素试纸材料区域会发生颜色变化,能在第一时间

预警到消化液漏给医生护士以指示。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11

基于SERS的KlariteTM基底在

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血药浓度

监测中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雨昕 2183520747

武芸冰

/2186123072

,陈昳璠

/2186123008

,李涵琪

/2183220520

吴荣谦 教授 0826

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血药浓度与疗效和副作用密切相关,但

目前常用临床检测法要求较高,不利于基层推广。本项目使

用KlariteTM作为SERS基底,研究其监测他克莫司血药浓度

灵敏和准确度,为开发快速便捷检测法提供理论和实验基础

。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12

精子特异性蛋白Protamine对

兔体细胞核移植影响的初步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晓杰 2176210975

周成龙

/2175110207

,刘恒超

/2176113130

,纳米友啦

/2175413668

刘恩岐 教授 1001

体细胞核移植（somaticcellnucleartransfer,SCNT）

技术在转基因动物制备、濒危物种拯救、人类器官移植及

干细胞治疗等方面都具有巨大价值和前景,然而目前SCNT

效率仍然很低,精子源因子对SCNT胚胎发育的作用完全被

忽视。本项目以精子特异性蛋白PRM为突破口,研究精子蛋

白源蛋白在胚胎重编程中的作用,对完善早期胚胎发育及表

观重编程调控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使供体细胞获得精

子特异性蛋白PRM,对纠正体细胞核移植胚胎异常重编程及

提高克隆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13
EndophilinA2致痫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文彬 2176110041

张桓铭

/2176120048

,谢宜霏

/2173510760

,邵璐

/2175321136

吕社民 教授 1002

通过前期大鼠模型的构建,我们发现Sh3gl1基因突变大鼠

的EndophilinA2表达显著降低,并在成年期开始表现出癫

痫样症状。Endophilin是一类与胞吞、胞吐等功能密切相

关的蛋白质,但尚未有文献报导其与癫痫的关系。本项拟采

用神经生物学中电生理、神经示踪等研究手段,并结合分子

生物学中的基本研究途径,定位该分子缺失致痫的关键组

织,评估致痫灶的病理组织变化,研究主要神经元的电生理

活性变化,进而确定其癫痫发作的原因。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14

基于模式生物的高剂量咖啡因

与帕金森病的相关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佳妹 2183620319

向益欣

/2185110257

,严海榕

/2186220485

,刘明茹

/2183720413

,程千吉

/2186420147

马捷 教授 1001

研究发现低浓度咖啡因可能对帕金森病（PD）发挥一定的

保护作用,而高浓度咖啡因的作用,尚未见报道。本项目拟

对药物模型组（MPTP）、中等浓度咖啡因组、高浓度咖啡

因组及空白对照组的实验小鼠持续给药,于5周后观测小鼠

行为学表现；随后,收集各部分鼠脑组织,提取总RNA和总

蛋白,应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手段分析PD相关标志性基因在

mRNA和蛋白质水平的表达状态；从而探讨高浓度咖啡因对

PD的分子作用机制,为PD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15

SFMBT2参与软骨稳态的信号转

导网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靖婧 2176123072

尚阳阳

/2176123122

,陈昳璠

/2186123008

,王惠漪

/2176123124

孙健 副教授 0710

在原代人膝关节软骨细胞质中,筛选与SFMBT2互作的蛋白

质和ncRNA。在软骨细胞中高表达/敲除与SFMBT2互作的蛋

白质和ncRNA,克隆相应蛋白质关键motif的截短体和特定

氨基酸残基的点突变,综合相应实验条件下相关信号通路上

、下游关键分子、软骨细胞增殖、分化、凋亡的标志分子

和关键分子表达,明确SFMBT2与筛选的蛋白质之间的共价

修饰状态；并在在软骨特异性条件敲除小鼠

C57BL/6Sfmbt2-/-软骨重复上述实验,进行在体验证。阐

明SFMBT2在软骨细胞中参与的信号转导通路。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16

短链脂肪酸对高糖诱导H9c2细

胞衰老的保护作用机制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婉媛 2162012024

赵长缨

/2186122905
吴岳 教授 1002

慢性高血糖不仅引起患者心肌损伤,而且可诱发心肌细胞过

早老化。因此心肌细胞的抗衰老治疗是治疗糖尿病心肌病

的关键之一。本研究对H9c2细胞株高糖培养,在体外建立

心肌细胞高糖老化模型。测定在不同浓度短链脂肪酸

（SCFAs）的作用下细胞老化情况,观察SCFAs是否对高糖

诱导的H9c2衰老细胞有保护作用,并通过Westernblot技

术直接测定Sirt1表达情况以及siRNA干预Sirt1表达后是

否丧失保护作用,证实Sirt1的激活为短链脂肪酸保护细胞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17

探究影响亚硝酸盐的心血管保

护作用及致癌性的因素并基于

血清-蛋白质组学逆向识别相

关生物标记物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昭欣 2174121405

张思远

/2176113055

,南竹慧

/2176123149

,赵子萱

/2176123071

黄辰 教授 1001

亚硝酸盐是人类饮食中的天然成分,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以

及致癌性双重作用。本实验拟通过用不同浓度、不同诱导

时间以及给药方式的亚硝酸钠构建的大鼠,分析比较时间、

浓度、给药方式在亚硝酸盐心血管保护作用以及致癌性的

影响,并通过血清-蛋白质组学寻找亚硝酸盐相关血清标志

物,构建诊断识别模型,评价生物标志物价值,为亚硝酸盐在

临床中的应用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18

C-反应蛋白在肝缺血再灌注中

的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泽亮 2186112966

高国强

/2184110377

,张袁怡

/2186122926

,袁一婕

/2186122919

,罗蕾

/2186122914

武一 教授 1001

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HIRI）是肝脏手术过程中的常见病

症,目前发现相关补体的活化能导致HIRI发生,而C-反应蛋

白（CRP）可激活和调控补体途径,但在HIRI中的作用未知

。故本实验采用分子生物学等技术,对表达人与鼠CRP与缺

乏CRP的小鼠、大鼠进行HIRI建模,观察其肝脏补体激活与

组织损伤情况。旨在阐明CRP在HIRI中的作用并探索其在

人和鼠的效应是否具有保守性,进而可以对临床治疗提供新

思路。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19

骨化三醇通过激活内质网应激

反应诱导骨肉瘤细胞成骨分化

的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昕宇 2186123119

侯宋媛

/2186123035

,寇丽媛

/2186123048

,张婧怡

/2186123082

,刁李卓

/2186123164

胡劲松 副教授 1001

骨肉瘤是好发于青少年的恶性骨肿瘤,死亡率及致残率高,

但治疗方法有限。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骨化三醇能诱

导骨肉瘤细胞发生成骨分化。依据预实验证据与相关文献,

我们推测：骨化三醇通过激活内质网应激反应诱导骨肉瘤

细胞成骨分化。本项目拟以骨肉瘤细胞为研究对象,通过多

手段研究深层分子机制。预期结果既有助于深入理解骨化

三醇诱导骨肉瘤细胞成骨分化的机制,亦能为其临床治疗提

供依据。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20

下丘脑室旁核蛙皮素在高血压

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顾雨薇 2176123150

王肖琴

/2184224508

,李妍

/2186122948

,  柏乐

/2185110601

,张子琦

/2186123044

康玉明 教授 1001

本项目将以高血压大鼠模型为研究对象,给予蛙皮素通路抑

制剂,采用电生理、分子生物学等方法,初步阐明下丘脑室

旁核蛙皮素与高血压的发生关系及其与活性氧簇或炎性细

胞因子调节机制的关联性,为高血压治疗提供新靶点,同时

为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21

基于微阵列芯片的心肌细胞传

感研究及其在气味检测识别的

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叶雯卓 2183511600
池苗苗

/2183520750
杜立萍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基于心肌细胞和微电极阵列传感芯片,旨在构建一种

新型细胞传感器,通过分析气味分子刺激引起的电信号特征

改变,用于气味分子的检测与识别。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22

磁吻合技术构建大鼠胆肠吻合

模型的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常凯曦 2162001055

吉琳

/2162001057

,王伊睿

/2186123036

,  王俊翔

/2186113005

,李一鹤

/2186122987

严小鹏
副研究

员
1002

胆肠吻合术是临床上重建胆汁流出道的主要方式,但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高,故并发症的发病机制及防治是当今国内外的

研究热点。针对用大鼠制备胆肠吻合模型的优势和不足,本

项目拟前期设计加工出适用于大鼠的胆肠吻合磁环,后施行

随机分组、对照实验,将磁压榨吻合技术创新性地应用于大

鼠模型的制备中,并探索其可行性。对后续研究的开展以及

磁外科临床应用十分有意义。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23

细胞膜色谱与HPLC/MS二维在

线联用系统对治疗伴糖尿病牙

周炎中药的活性成分筛选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菲玉 2176123015

蓝天杭

/2174510062

,任斯宇

/2176123106

,王晗宇

/2176113183

李昂 教授 1003

本项目旨在建立HGhPDLCs/CMC-online-HPLC/MS体系,筛

选治疗伴糖尿病牙周炎的中药活性成分；通过细胞生物学

实验观察药物活性成分对细胞增殖、细胞微环境的影响及

成骨诱导作用；最后,通过动物学实验,判断药物活性成分

对伴糖尿病牙周炎的治疗效果。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24

Nogo-B在高血压诱导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过程中的作用与机制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紫萱 2176223555

移逸雯

/2173220549

,满子悦

/2174223772

张伊 副教授 1001

本项目拟通过在ApoE-/-小鼠上进行主动脉弓缩窄

（transverseaorticconstriction,TAC）手术,建立小

鼠压力超负荷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应用内皮细胞特异

性Nogo-B敲除小鼠,研究Nogo-B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影

响。研究结果不仅可以阐明Nogo-B在高血压诱导冠心病的

病理过程中的作用与分子机制,也将为疾病的早期治疗和预

防提供新的思路和线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潜在的实用

价值。本项目拟通过在ApoE-/-小鼠上进行主动脉弓缩窄

（transverseaorticconstriction,TAC）手术,建立小

鼠压力超负荷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应用内皮细胞特异

性Nogo-B敲除小鼠,研究Nogo-B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影

响。研究结果不仅可以阐明Nogo-B在高血压诱导冠心病的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25

用于内镜下消化道重建的自组

装磁吻合环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涵芷 2186123144

李益行

/2162012090

,陈诗

/2176123249

,  刘培楠

/2186113007

,郭晨东

/2186110918

严小鹏
助理研

究员
1002

胃肠道狭窄是消化道疾病常见的并发症。磁压榨吻合进行

消化道重建是解决严重狭窄的有效方式。但现有磁吻合环

横截面积较大,难以通过狭窄。本项目研制一种自组装磁吻

合环,以极大程度减少其通过狭窄的横截面,并进行动物实

验验证。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26

一体化超微电极探针的研发及

在脱氧核酶生物传感器中的应

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奕洁 2186123022

杨卓妍

/2186122925

,刘星宇

/2186122920

,曹漪洋

/2186123020

张德文 研究员 0710

本项目拟研发一体化超微电极探针,进行均相无标记的电化

学脱氧核酶传感器的方法学研究与应用。该传感器以金属

离子特异性脱氧核酶和G-四聚体脱氧核酶分别作为传感器

的目标识别元件和信号转换元件,设计复合功能核酸结构,

揭示基于脱氧核酶的复合功能核酸的构象-功能变化机制,

构建一体化超微电极探针研究均相酶促反应动力学,进而实

现目标金属离子检测。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27

EndophilinA2在胰腺癌中的

作用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宇航 2176113104

谢静宜

/2185322376

,胡书源

/2186113185

孟列素 教授 1001

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5年生存率<1%,是预后最差的

恶性肿瘤之一。SH3GL1在人胰腺癌组织中高表达。本项目

旨在通过研究由SH3GL1编码的EndophilinA2在胰腺癌的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机制从而为胰腺癌的治疗及新药研发

提供潜在的新靶点。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28

超分子水凝胶预防术后腹腔粘

连作用及对MAPK信号通路的调

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温金鹏 2171310182

张泽宇

/2176113100

,赵谢君

/2176123004

,任心田

/2176210983

,刘绥阳

/2176123191

王珂 副教授 1007

腹腔粘连是腹部手术的常见临床难题,术后发病率极高,并

且伴有多种并发症。本项目针对目前术后腹腔粘连问题,解

决临床使用防粘连材料在手术过程中的缺陷,构建一种具有

良好组织粘附性的超分子水凝胶,建立大鼠腹腔粘连模型,

旨在探索其预防术后腹腔粘连的作用,并探究其对MAPK信

号通路的调控,为此类水凝胶用于腹部外科手术的术后腹腔

粘连的预防提供理论支持和实验研究。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29

以输卵管液外泌体制备

CRISPR-CAS9基因编辑家兔胚

胎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雪涛 2186410938

胡惠中

/2176123125

,李婧怡

/2176123159

,赵锦鹏

/2186112957

刘恩岐 教授 0101

外泌体在细胞间通讯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

明外泌体在药物输送以及疾病治疗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

鲜有关于以外泌体为载体进行基因修饰的研究。本项目拟

研究Cas9蛋白和guideRNA能否导入外泌体内,以及影响导

入效率的因素,并对导入的外泌体与胚胎进行共孵育,明确

导入的外泌体能否对胚胎基因进行编辑。本研究有望对外

泌体的功能进行拓展,有望为基因编辑提供新的策略和方

法,对基因修饰动物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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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外侧眶皮层5-HT3受体参与

慢性神经病理性痛调制的中枢

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照祖 2176112942

温暖洋

/2186112982

,吴浩越

/2186122912

,卫雨濛

/2186122960

,           

       安卡

尔·阿地力江

/2186512831

霍福权 教授 1001

神经病理性痛是临床上常见的难治性慢性疼痛,由于其发病

机制尚不完全不清楚,治疗效果欠佳。因此,研究新的治疗

药物和药物作用的靶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潜在的应用

价值。本项目拟通过建立动物坐骨神经分支选择结扎切断

（SNI）诱发的慢性神经病理性痛的模型,采用动物行为学

实验、药理学方法实验和分子生物学实验手段,观察激活大

鼠腹外侧眶皮层（VLO）内5-HT3受体对SNI诱发的慢性神

经病理性痛产生的镇痛作用及其可能的机制。该研究将在

皮层水平对5-HT3受体参与介导慢性神经病理性痛的调制

作用提供理论依据,为开发新的抗神经病理性痛药物和药物

作用的靶点提供实验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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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代谢组学探讨肥胖诱发心

绞痛的分子机制及相关药物的

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懿雪 2176522187

伍佳宁

/2176123037

,熊翊彤

/2176123026

,李秋煜

/2185312852

赵铭 副教授 1001

冠心舒通胶囊为国家批准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用药,

作为中药复方制剂,其作用机制尚有待深入研究。代谢组学

是当前研究热点,与心肌梗死、动脉粥样硬化、肥胖等多种

疾病有着密切关系。本项目在前期基础上,从改善代谢紊乱

角度出发,深入探讨冠心舒通胶囊对肥胖大鼠游离脂肪酸和

胆固醇代谢组学的影响,寻找代谢差异标志物。检测肥胖大

鼠心肌细胞功能及细胞相关蛋白的表达,明确冠心舒通胶囊

对肥胖诱发稳定型心绞痛的分子基础。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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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9+CD5+CD1dhiBreg细胞对

炎症相关结肠癌的预防和治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聂龙珠 2174120121

蒋书敏

/2162014002

,刘雪婷

/2176522164

马运峰 副教授 1001

本项目通过建立结肠炎及炎症相关结肠癌小鼠模型,将

Breg细胞过继转移至结肠炎及炎症相关结肠癌小鼠模型体

内,研究Breg细胞过继转移治疗是否能发挥免疫抑制功能,

抑制炎症向癌症转化。通过研究CD19+CD5+CD1dhiBreg细

胞对炎症相关结肠癌的预防和治疗效果,我们可以进一步探

寻结肠癌新的免疫治疗方法,为治疗炎症相关结肠癌带来希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33

老年黄斑变性患者黄斑区脉络

膜厚度相关因素及叶黄素干预

效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孟睿洁 2186123139

刘家榕

/2186123067

,周苗苗

/2186123045

,蒋晶晶

/2186123016

蔺婧 副教授 1004

课题组根据已有研究,拟通过病例对照研究探索中心凹下脉

络膜厚度（Subfovealchoroidalthickness,SFCT）与早

期AMD罹患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符合要求的患者进行为

期6个月的叶黄素干预研究,明确叶黄素干预对SFCT的影响

。由于脉络膜厚度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但具体影响不明

去,课题组以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受试对象的一般情况和营

养摄入情况,同时探究叶黄素干预对SFCT的影响的相关影

响因素,为疾病个体化诊疗方案的建立提供更多的证据支持

。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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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药理学研究山楂核提

取物中酮类成分治疗阴道炎的

作用和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宁炫 2162014005

朱星卓

/2176113021

,赵董步甲

/2162014029

,           

     郑懿烜

/2162012087

,苑昊

林蓉 教授 1001

近年来,高通量组学技术、计算机方法与能力的不断进步,

网络药理学应运而生。药理学家Hopkins将它定义为一门

运用网络方法分析药物与疾病和靶点之间“多成分、多靶

点、多途径”作用关系的药理学分支学科。本研究采用网

络药理学方法,探索山楂核提取物中酮类成分并建立其数据

库。在发掘活性成分潜在作用靶点后,通过分析靶点的作用

通路及生物学作用,建立“化合物-靶点-通路”网络,探索

山楂核提取物酮类成分治疗阴道炎的作用机制。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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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医学生视频教育的老年人

流感疫苗接种干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蒲昭京 2176113236

黄一帆

/2176113250

,华靖华

/2176113255

,都福磊

/2171510243

方宇 教授 1007

流行性感冒是由流行性感冒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是人类面临的主要公共健康问题之一。60岁以上老年人多

患有慢性病,抵抗力差,患流感后易出现严重并发症。我国

老年人群流感疫苗注射率严重偏低,约为2%,远低于WHO标

准本项目通过医学生视频讨论教育对老年人疫苗接种进行

干预,提高老年人对流感的危害和疫苗预防作用的认知,进

而增加老年人流感疫苗的接种。同时对干预前后的投入和

产出进行比较,评估干预措施的经济性。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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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企

业生产效率影响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孟繁浩 2171110905

柴云芸

/2176122270

,高沙尔

/2176524149

高宇 副教授 0204

目的：探究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

响。本项目将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展开实证研

究。利用DEA和Malmquist模型计算所选制造业企业的综合

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根据DEA模型对于投入和

产出变量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结合国内上市公司经营效率

研究的已有成果,并且根据投入产出指标的获得性,项目选

取的投入变量为员工人数、企业总资产、公司高管薪酬,产

出变量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而后,利用Tobit进行回归分

析,设定假设并构建模型。例如：技术效率=β 0+β 1*电力

基建水平+β 2*GDP+β 3*政府补贴+β 4*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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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方案”：新结构经济学

视角

——基于贵州大数据技术产业

化的案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春宏 2175213649

马瑶影

/2176122505

,刘成

/2175210351

,  习江月

/2186124112

高蓓 副教授 0201

通过研究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总结“贵州经验”,对新结

构经济学理论进行实证,整合并发展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

论的城市发展方案,为中国广大二三线城市提供更多的参考

方案。

对“中国数谷”的研究有利于为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理论

支持和发展建议；有利于形成完善的新型的发展模式以供

其他城市学习借鉴；有利于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就区域

产业经济发展和全国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别样的思路,即“贵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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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异质性接受与反馈的

信息接收者与市场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顾哲豪 2182112548

蒋书敏

/2150506128

,刘雨瑶

/2182122870

,范泽宇

/2181322190

,王雍

/2186113505

曾卫红 副教授 0201

该项目拟研究情绪驱动因子对股市变化的影响并探讨中美

股票市场投资人情绪因子差异的原因。情绪驱动因子的研

究与将建立的新闻情感判断模型,一方面可以提高对股市预

测的准确率,另一方面新闻情感判断模型还可以用于社交媒

体上关于某特定事件的情感分析,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

代化。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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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教育背景下高校学生线上

学习接受度和学习行为研究—

—基于TAM模型的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树硕 2183713366

邓晨晨

/2181410071

,阴暄词

/2160506106

赵媛 讲师 0201

本项目在疫情期间线上教育骤然普及背景下,从高校学生线

上学习接受度和学习行为角度展开调查,并针对不同学习特

点的学生进行线上学习策略的探讨。将给学校反映真实学

情,也将针对高校混合制课程设计提出合理化建议。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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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铁建设对

区域旅游经济影响研究——以

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雨轩 2184411016

田胤

/2184411029

,苏晓欣

/2181420065

,  廖辰浩

/2184410695

林军 教授 0201

本项目拟选取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基于大数据、统计学等

知识分析高铁建设对区域旅游经济、区域内部旅游经济关

联度、区域旅游业资本流动的影响,最后给出高铁建设影响

下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分析。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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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企业软资产信息披露与

主动型机构投资者行为的相互

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绍 2184312695

冯宇欣

/2186113508

,奚宁远

/2185113294

,曹俊帆

/2186512496

,卢雨轩

/2184411016

张俊瑞 教授 0201

大数据时代,随着资本市场及企业经营环境的发展变化,单

纯的财务信息披露已难满足投资者更广泛的需求,投资者越

来越注重与软资产相关的信息,与资金、设备、土地等硬资

产对应的软资产,包括人力资源、品牌、技术及知识储备等

资产,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较难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的资

产,作为更具有长远性与战略性的重要公司信息,其披露会

影响公司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尤其是在高科技行业,软

资产不仅是企业创造核心价值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

也是顺应未来时代潮流不断创新和实现利润增长的关键所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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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高等教

育资助管理体系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秉瑞 2186123497

邹思敏

/2176522174

,马莉

/2186224245

,  刘鸾凤

/2184121468

,张展维

/2183511633

高山行 教授 1204

本项目通过对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政策及其

成效进行分析,走访陕西省各高校收集数据,对现行资助政

策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就如何优化现行资助体系提出合理

化建议并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运用发展经济学、教

育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理论及相关分析工具,对国内高校贫

困资助管理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为我国高校贫困学生管理制

度和管理体系创新提供政策建议。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43

新冠病毒“黑天鹅”冲击下陕

西省地方性银行“零接触”金

融服务的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泽雨 2182222575

叶婉娟

/2183521637

,薛可

/2182122880

,  张青玥

/2184121467

,陈水淼

/2183321139

赵红 副教授 0203

2020年春,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银行业线下服务受阻,

线上业务却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旧的线上服务基础上,各

种“无接触”金融服务陆续推出。地方性银行作为我国银

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商业银行中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占比

高达50%左右,在此次疫情中,其经营业务和风险管控方面

面对着不小的挑战。地方性银行如何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

放眼到宏观背景,也是地方性银行如何面对“金融科技”给

其带来的种种挑战。地方性银行在金融科技的浪潮下该如

何完成转型,实现弯道超车,是本项目研究的主要方向。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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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

点效果评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思维 2161401025

马书宁

/2176122815

,邓涵

/2185424746

,  李云龙

/2183414213

,余佳欣

/2186124120

董新宇 教授 1204

2017年5月9日,国办厅下发关于印发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

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方案推进决策、执行、管

理、服务、结果“五公开”工作,确定在北京市、陕西省等

15个省（区、市）的100个县（市、区）,重点围绕城乡规

划、重大项目建设等领域开展试点工作。本项目拟收集各

试点单位政务公开条目信息,基于数据评估全国基层政务公

开试点“五公开”施行效果,尝试研究总结各区县公开效果

有无差异及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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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疫情期间信息获取对其心

态及行为的影响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冰怡 2174321779

张岍

/2174321778

,莫娟

/2174520304

,李心悦

/2176123319

，朱柏旭

/2162012095

闫臻 副教授 0303

当今社会老龄化加剧，本项目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考察老年人群体新冠肺炎期间接收疫情相关信息的不同渠

道及内容，由此分析其对老年人心态及行为的影响，并探

究老年人受其获取信息影响的内在机制。本项目聚焦老年

人这一疫情弱势群体，意在关注老年人身心健康与生活质

量、促进老年人良性信息流通机制的建立，为进行有效的

老年人教育、照顾及再社会化提供理论参考，对老年人幸

福感提升、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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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西迁影记”——以新式皮影

表现西迁故事的手办设计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逸尔 2183220536

苗好

/2186120677

,孙嘉忆

/2182120719

,  周琦珺

/2183220534

,盛汝

/2184320505

张菊芳 讲师 1304

本项目旨在以皮影表现西迁故事的手办设计制作,既弘扬了

交大西迁文化,又传承西迁精神,有助于大众更好的了解西

迁的内涵,扩大学校的知名度。在时代的迅速发展中,如何

继承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手工艺,从而不让它失传是我们一代

人的任务。以传统皮影戏的形式来设计并制作西迁故事,能

够更好的传承和创新传统皮影戏,改良其表演形式,吸引当

代人来了解和学习这门手工艺,让传统皮影戏得到更好的保

护,使皮影戏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47

疫情期间家庭经济文化地位对

亲子关系的影响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志荣 2181420072

邓晨晨

/2181410071

,张中晔

/2183220182

朱晓文 教授 0303

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以疫情期间家庭内部亲子关系为主要

研究内容,分析不同教养方式下,疫情和家庭经济文化地位

对亲子关系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有差异,哪种教养方

式更利于消减疫情对亲子关系的不利影响。可以丰富亲子

关系的已有研究成果,对未来公共事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为不同家庭改善亲子关系提供有效的对策,也为未

来可能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制定有效的调节家庭内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48

乡村振兴视角下非遗文化品牌

建设及其产业化发展探究——

以华州皮影戏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安然 2183420466

刘璐瑶

/2184420300

,孙涵卓

/2182220046

,王佳乐

/2186123243

,吕心怡

/2186123238

徐婧 讲师 0503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探究怎样更好地传承与保护华州皮影

戏,打造文化品牌,提升其传播影响力。同时创造乡村文化

生机,让非遗文化产品更好地融入现代市场和社会,达到弘

扬传统文化、树立文化品牌的有效目标。搭建非遗文化品

牌与城市文化产业建设相互促进、相互涵养的平台,进一步

完善非遗文化与城市社会环境的融合机制,为更好地传承华

州皮影戏、提升文化产业影响力和竞争力提供发展对策。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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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域外加密货币征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向芷薇 2176123353

范智淇

/2176113279

,蔡子昊

/2176113347

王新雷

助理研

究员   

  (社

会科

学)

0301

加密货币在近些年以其匿名性,去中心化等特点兴起,但随

着与之而来的巨大市场风险和犯罪问题,也使得各国对加密

货币的管制愈加严格,而在这种背景下,对加密货币征税已

成为一种趋势,且势在必行。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内外学术观

点、典型案例的研究,以跨学科的方式多元多角度研究加密

货币征税问题及其在我国的可行性。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50

西安律所对接“一带一路”建

设法律服务市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皮羽宏 2175021637

蔡子昊

/2176113347

,张慧超

/2174121479

丁卫 副教授 0301

本项目意在解答西安律所如何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下涉

外业务激增的法律服务市场。通过调研和数据分析,梳理西

安法律服务市场现状,总结律所内部改革方案,助其抓住建

设带来的发展机遇,提升西安律师业整体质量。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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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致力于留学交换与英语

学习经验分享的自媒体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迪语 2171323928

马逸墨

/2176122887

,汪铃惠

/2173520070

,李金星

/2175213656

杜丽霞 副教授 0502

依靠国内各大自媒体平台打造自学习类媒体账号,前期进行

美、法、德三国交流留学有关视频,发展后期衍生出各类板

块,例如在留学考试、交大英语学习生活等等,分享多种多

样的学习信息。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52

应用于下一代无线通讯(6G)波

束对准的超高精度移相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政 2173210525

郑昕豪

/2176213587

,包天奇

/2175111922

,邹建

/2175112036

桂小琰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主要致力于研究适用于6G波束对准的超高精度移相

器。由于6G采用更高的载波频率,其波束角将随之减小,因

此,周围环境的变化对于信号发射器信号传输方向的影响也

会随之加大,为解决此问题,我们拟采用在规定相位的3~5

°范围内对信号叠加一个高精度移相的方法去矫正发射角

度,使其偏移角度不超过0.5°,以维持信号的有效传输,增

强6G通信的抗干扰性与可靠性,使之能适应于各种环境下的

信号传输,为6G的推广以及使用的稳定性打下基础,以助于

未来中国6G技术在世界的广泛战略布局。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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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寿命及安全早期预

测、预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熠欣 2183122525

刘子宸

/2181312108

,冯灏

/2186113944

,  邢宏杰

/2173310712

阙文修 教授 0805

锂离子电池的应用十分广泛,但其使用寿命和安全一直是人

们的严重关切。传统测试方法需昼夜不停地进行至少5.6个

月,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时效性差,而且不能在线应用。

为此,本项目研究锂离子电池内部三维温度场非侵入式在线

测量方法,提出拟三维轻量化卷积神经网络算法进行电池寿

命与安全预测、预警,在保证预测早期性和准确性的前提

下,可将电池寿命定量测试时间较传统方法减少20倍以上、

定性测试时间减少150倍以上；并以此为基础完成系统研

发,能够在线应用,支撑对锂离子电池的寿命管理,并杜绝其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54

基于激光ToF相机无人机室外

场景重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博书 2184214230

左可待

/2181311694

,刘昭宇

/2171311048

,李斯琪

/2160506079

,寇谦

/2186114343

杨勐 副教授 0812

以无人机为载体,利用激光Tof进行快速精准测距,将神经

网络部署到无人机上,对深度图以及彩色图像进行处理,实

现无人机实时定位以及点云构建,拼接形成三维重建地图。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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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学习的机器人抓取检

测与决策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宗理成 2173412052

杨炳乾

/2176112488

,刘熙倍

/2174111257

,陆柏臻

/2184523321

吕娜 教授 0808

 本项目基于图像处理,机器学习方法,设计应用于机器人

的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目标检测与相对位置判断系统,并通过

设计通信控制系统,实现主机与单片机的实时通信,进而建

立基于目标检测结果的机器人决策控制系统,并实现对目标

物体的抓取。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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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创新的脑控轮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博 2171110914

胡嘉豪

/2173310677

,高明豪

/2171411626

,郑罕

/2174223728

,罗敏杰

/2174410414

吕娜 教授 0808

目前被广泛研究的脑电控制系统大部分是基于P300或

SSVEP的需要外部刺激诱发脑电的BCI系统,因为BCI盲、信

号稳定性等问题,基于患者主动想象的脑控轮椅研究范例相

对很少。我们提出一种基于运动想象脑电识别的脑控轮椅

的实现,只要对患者运动想象的自发脑电信号进行特征提取

、模式分类,就而识别出不同的运动想象任务,从而达到患

者不需要外部刺激,就能通过系统反映使用者的意图,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所思即所动”。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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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觉辅助导航的无人机飞

行与风险验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桓瑜 2183414189

霍巍

/2186113700

,陈梓琦

/2183412670

,  毛恺旻

/2183211374

,李秉帅

/2186113651

陈霸东 教授 0808

本项目在传统的导航定位方式上添加机器视觉的智能识别,

针对区域探测扫描等飞行任务设计无人机的视觉辅助导航

系统,并充分考虑导航信息或者通信链路等保障条件的缺失

对于自主飞行的影响和风险,提升无人机的自主能力和高可

靠性。项目计划设计一套完整的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风险验

证体系,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无人机视觉

辅助导航算法设计2. 分布式编队通信结构设计3. 视觉辅

助导航飞行验证环境设计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58

基于高功率脉冲形成线的高储

能密度混合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寒驰 2182322407

黄凌奥

/2184214424

,邓迎春

/2185021757

,高晨翔

/2181411901

周迪 教授 0807

本项目拟通过有机无机复合的方式设计一种耐高压的厚膜

材料,预期达到4J/cm3以上的储能密度；通过流延或者甩

膜的方法制备具有一定长度及厚度的样品,搭载金属箔制备

脉冲线原型样品,测试其充放电特性。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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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栅投影三维测量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天昊 2160508023

韩永亮

/2174111380
田亚玲 工程师 0807

结构光栅投影三维轮廓测量因原理简单、测量精度高、速

度快、非接触式测量等特点,甚至可以解决光照不足等环境

的影响,近年来成为光学三维轮廓测量的研究热点之一,已

经应用于人脸识别、三维建模、文物修复、虚拟装配的领

域,关于结构光三维测量的本科实验系统少且昂贵,本项目

将根据结构光三维测量原理进行光栅投影三维测量的实验

研究,探索提高结构光栅投影法三维测量精度的方法。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60

有关旋翼无人机系统应用于动

态目标捕获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潇龙 2160506119

罗佳媛

/2186123593

,陈非彤

/2173224283

,任亨

/2186113859

,王皓明

/2182112544

兰旭光 教授 0808

 本项目旨在以动态目标物捕获任务作为应用背景,针对旋

翼飞行机械臂系统建模和控制、动态目标物捕获作业过程

中的轨迹规划以及旋翼飞行机械臂系统设计展开研究。希

望构建出一个稳定的由移动平台和机械臂所组成的机器人

系统,完成现实中的动态目标抓取任务。基于6旋翼无人机

和DJI A3飞控系统,使用T型手抓以及ROS仿真环境进行实

验。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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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弥散张量成像的卷积神经

网络脑龄预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佳帅 2160506014

韩亚楠

/2186422608

,朱喜绸

/2184111503

,项久阳

/2182112547

,石曼扬

/2160506080

白丽君 教授 0826

本项目拟采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手段,借助大样本脑影

像数据,建立并检验基于磁共振脑影像的“脑龄”预测模型

。通过计算“脑龄”与实际年龄之差,辅助临床筛选疾病状

态下神经退行高风险个体,提高早期鉴别诊断检出率,减轻

神经退行性疾病负担。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62

质量选择型团簇束流源用高重

频大负载脉冲电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欧阳同畅 2175111943

练龙轩

/2175111981

,王立松

/2171311121

张小宁 教授 0807

本项目为满足质量选择型团簇束流源对高压脉冲电源的要

求,将设计一种基于MOSFET开关的紧凑型、高重复频率纳

秒级高压脉冲电源。系统主要由高压直流电源和脉冲形成

电路两部分组成,由FPGA作为主控制芯片,控制MOSFET的触

发和实现软开关技术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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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回收利用装置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双飞 2171311043

严毅轩

/2181312175

,李禹宸

/2181312170

张世娇 工程师 0807
本项目旨在设计一个自动化小型化的雨水收集系统,对雨水

进行回收利用,缓解水资源紧缺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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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超微型容器集群的诱骗及

攻击分析消费级处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叶镇豪 2172113495

刘若晨

/2176112708

,罗中沛

/2173611881

,田原

/2160504074

,郭王懿

/2176112723

陶敬 研究员 0809

为解决基于云平台的容器集群构成的蜜网缺乏有效、便捷

的安全监控与分析工具这一难题,本项目旨在搭建一个基于

超微型容器集群的诱骗及攻击分析消费级处理系统。 该项

目不仅包括了常规蜜网所具有的诱骗及数据分析,还旨在优

化传统蜜网结构,缩小其体积,以便达到在更小的服务器或

PC机上搭建该网络框架的目的。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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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综合趋光飞行太阳能无人

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宇晗 2181320222

王绪暾

/2176113388

,王宁

/2181312157

张爱民 教授 0807

当今时代,能源问题日益严峻,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已是大

势所趋,其中以太阳能能源的应用尤为突出。同时,随着当

下无人机产业的高速发展,无人机物流,侦查,客户对多功能

无人载具的需求也日趋增加。故而以太阳能为动力的无人

机是未来发展的主流。 由于太阳能无人机受光能强弱的影

响较大,在自主飞行的过程中,还会收到气流温度的影响,在

规避障碍物的同时,也会影响太阳能的采集。因此,太阳能

飞行算法的设计至关重要,在多种可能性的路线中择优,并

保持充足的动力。利用气体动力学等设计无人机结构,减小

气流对飞行的影响。同时利用AI算法,对温度,气流,光强,

障碍物等多种参数进行耦合,得到最优分飞行路线,降低操

纵手的操作难度,提高飞行任务执行效率,规避主观因素的

干扰。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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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仿生学原理的偏振光传感

器辅助导航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子瑞 2172113499

闫岸之

/2171411601

,刘爽

/2174121422

,  梁田田

/2176122842

耿莉 教授 0807

生物学家发现,多种昆虫的复眼就是利用太阳光的偏振模

式,通过神经元处理后得到体轴与太阳子午线的夹角,获得

方位信息实现导航定位。目前国内外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实

现的系统也证明了利用偏振光来导航是可行的,偏振光导航

具有完全自主、误差不随时间累积和实时性好的优势。开

展仿生偏振光导航方法与技术的研究,为解决弱/无卫星信

号下的自主导航与定位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法。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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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型半导体器件的大功率

电源模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琪 2176112620

霍凯搏

/2176112839

,刘耀彰

/2174311708

,邓文雅

/2174520318

,曾柏凯

/2177114081

耿莉 教授 0807

本项目针对新型半导体器件的参数和特性展开研究,采用新

的控制和驱动方式进行电源系统设计,实现大功率、高密度

的电源模块,为新型半导体器件的驱动、控制以及基于新型

半导体器件的电源模块设计提供参考。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68

基于学习的自源环境识别与无

人机自主飞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晨玉 2185011759

吴康羿

/2183211428

,王鑫

/2182311076

,  徐振钊

/2185011254

,潘奕承

/2183112531

柯良军 教授 0808

本项目研究基于自源环境下的环境识别进行无人机自主飞

行,使无人机能够在实时飞行模式决策的基础上在软硬件环

境层面上实现稳定的自主飞行,并尝试将其应用在一些实际

问题中。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69

基于Raft的分布式高可用强一

致性 监控录像存储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原 2160504074

刘若晨

/2176112708

,罗中沛

/2173611881

,叶镇豪

/2172113495

,郭王懿

/2176112723

陶敬 研究员 0809

我们意图搭建起一个基于Raft算法的分布式视频存储服

务,Raft保证了在集群中的多数机器不同时出现故障的情

况下(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的强一致性,保证了数据的安

全；同时,以时间戳为Key,将能够快速地找出某个时间段

的监控视频,这对监控服务来说也自然是十分方便的。 我

们同时还将与摄像头做好对接,实时存入录像,并搭建一套

可视化系统,能够方便地查找特定时间的监控录像。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70

基于视觉惯性组合的小型旋翼

无人机定位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淦 2185112272

杨彦卓

/2185112231

,刘霍锋

/2186113743

陈霸东 教授 0808

该项目以小型旋翼无人机为研究对象,设计基于视觉惯性融

合的无人机自身定位系统,解决无GNSS信号环境下无人机

的定位问题。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71

老年人智力及运动能力在线分

析评估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晓盼 2160201092

马强

/2160508162

,王晔

/2160504129

蔡忠闽 教授 0808

本项目致力于开发一个远程评估老年人老年人智力及运动

能力的在线系统,在浏览器或手机终端设计相应问卷和简单

可行的行为能力测试场景,通过在线采集问卷和行为数据信

息对老年人的智力和行为能力水平进行评估分析。以此为

依据对老年人患老年痴呆的概率以及对运动能力的退化程

度做系统分析。将老年人智力和行为能力的评估结合起来,

并且能够通过远程浏览或智能手机终端等方便地采集数据,

使该项测试具有广泛的易操作性和实用性。拟参照比西量

表和韦氏量表设计问卷测试智力能力,设计简单可行的行为

能力场景通过鼠标移动点击情况反映老年人的手指灵活度,

反应速度等等,以此作为衡量运动能力的指标。同时明确评

估标准,利用算法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将测试结果与模型结

果及实际情况进行对比,提取最佳特征组合,最终实现一个

能够分析老年人智力及运动能力水平的评估系统,为提高老

年人生活质量提供依据。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72

基于静电喷涂方法的厚膜钙钛

矿电致发光二极管制备技术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瑜 2174110104

张志航

/2176513444

,常鑫

/2171110915

焦博 副教授 0807

近年来,具有ABX3构型的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材料引起了

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材料兼

具高荧光量子产率、高载流子迁移率、色纯度高且可低成

本加工等优势,在照明和显示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

大面积高质量薄膜的制备仍然是制约钙钛矿电致发光器件

应用的瓶颈问题之一。本项目旨在发展基于静电喷涂的钙

钛矿厚膜制备技术。项目的顺利实施有望为钙钛矿电致发

光器件的制备提供一种全新的技术路线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73

高品质微波介质陶瓷在5G毫米

波天线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维洲 2184612215

梁力文

/2184513310

,蔡天兵

/2181312111

,母国甲

/2186113815

周迪 教授 0807

本项目以5G用微波天线器件为导向,基于一种高介电常数的

微波介质陶瓷,尝试采用新型高品质因数微波介质陶瓷做基

板,将高品质谐振器天线设计并制造出来。项目的核心在于

微波介质陶瓷的制备,通过此过程,可训练参与学生的实验

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74
基于纳米天线的光子器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若新 2176112724

华成栋

/2173310692

,孙嘉华

/2176512193

,汪嘉伟

/2176112311

,房万年

/2176112526

张磊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从微纳结构的电磁模式特性出发,研究微纳结构对电

磁场特性（包括相位、振幅等）的影响,揭示光学纳米天线

的基本物理机制,实现灵活有效的纳米天线方向性控制,探

索基于纳米天线的潜在应用。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75

基于高精度定位的停车场导引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皓月 2176122833

潘新月

/2171320186

,李洁

/2171421602

,  施雨萌

/2172123467

,范婷婷

/2173220558

范建存 副教授 0807

针对传统停车平台仅能提示有无空余车位,无法精确导航的

问题。本项目提出基于高精度定位的停车场导引系统。通

过深入研究无线定位技术,将理论所学的测距定位、指纹定

位、RSS算法、KNN算法、WKNN算法、BP神经网络等进行实

践、比较,完成停车场场景所测的无线数据的格式转换,进

而实现高精度定位的停车场导引系统。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76

OpenStack中虚拟机调度算法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福伦 2181411946

高华杰

/2183211426

,李昊东

/2183211426

,王成昊

/2183711826

刘松
助理研

究员
0809

OpenStack是目前一种主流的云计算数据中心管理平台,其

中核心组件nova用于实现虚拟机调度策略。默认的调度策

略没有考虑到硬件参数以外的其他信息,例如温度、当前负

载等,可能将任务随机调度到位于热区域的主机上,加重主

机负载,导致热点问题,加剧冷却系统的功耗,甚至会导致服

务器宕机。因此,本项目拟改进nova组件中的虚拟机调度

算法,充分考虑任务负载和服务器温度等信息,从而改善数

据中心的能耗管理,避免热点问题出现。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77
可折叠柔性天线分析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文涛 2183612067

舒信宇

/2183612035

,王鼎

/2184111326

,  李家璇

/2186113827

,王琛仪

/2186123770

陈娟 教授 0807

柔性电子技术的出现为天线的小型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

柔性天线具有可弯曲,易共性,质量小,可穿戴等优点,是可

穿戴设备以及生物医学的关键技术之一,本项目针对可折叠

柔性天线展开研究,以设计高增益、小型化的高性能柔性天

线为研究目的,并通过加工实测验证设计的正确性,其研究

成果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78

嵌入式多串锂电池状态监控系

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浩龙 2160506045

田祎冉

/2181322182

,陈宇航

/2186113500

,宋馥瑶

/2182320721

,王敏

/2184312417

徐静,

王中方

副教

授,高

级工程

师

0807

由于锂电池的各种特性,成为目前储能产品的主流,锂电池

在过充温度等指标,可提供故障报警和控制。本项目为设计

一个锂电池状态监控系统,以LTC6812为核心数据输入芯

片,采用神经网络系统处理数据并实时监控,依靠单片机

stm32F407实现功能。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79
“心窗团队”智能导盲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兰天 2186214272

钱龙

/2185112351

,范国藩

/2185310553

,  俞毅赟

/2183311168

,李希言

/2184410684

高永新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着眼于目前社会中尚未得到重视的盲人生活问题,结

合当下高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使用强大的树莓派开发平

台,旨在设计发明出一种集物体识别,语音交互,避障,定位

和智能报警为一体的新型智能导盲杖。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80

基于人脸特征提取技术的网课

专注度监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楠 2172213515

滕振宁

/2173210509

,张晨

/2176112463

,  陈重良

/2175111977

,赵宏铎

/2171110896

丁菡 副教授 0809

网课的普及大大增加了学生居家学习的便捷程度,但再带来

便利的同时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教师无法实时全面观察学

生的听课状态、课堂管理困难等等。

本项目将面部特征提取技术应用于网络课堂中,通过电脑或

手机摄像头对正在上网课的同学进行监测。基于人脸识别

和特征提取神经网络模型技术对视频中的人脸特征进行提

取并分析,得出正在上课同学的状态,有无困倦、睡觉、趴

桌子、暂离等不专注的行为。并及时对不专注的同学进行

提醒,并对每位同学的课堂专注度进行打分,在课后汇总给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81

基于图像识别的自动答题卡识

别软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蒲皓琛 2186214268

李浩天

/2186412617

,王章洋

/2184310840

,熊枭

/2185011748

,陈泽毅

/2186113682

符均 讲师 0807

本项目的预期成果是开发一套针对试卷上的客观题答案进

行检测识别的软件系统,传统的答题卡阅卷需要光电阅卷机

和专用机读卡。虽然阅卷的具有高速度、高效率、高准确

率的特点,但是由于成本较高,普通的学校很难负担得起.本

项目利用价格相对低廉的数码相机或者复印机作为图像数

据输入设备采集答题卡信息,再利用我们特意为此开发的软

件,将采集的答题卡信息存入数据库来进行自动阅卷。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82

基于多种神经网络的谣言检测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毛安钰 2173320743

唐文能

/2175311163

,安博超

/2176112536

,贾成铕

/2174111372

罗敏楠 副教授 0809

大数据环境下,“信息过载”和“信息污染”已经成为了在

线社会网络诸多应用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之一。项目希望

使用深度学习的方式来自动地挖掘谣言事件中存在的特征,

进而实现谣言的检测。项目将使用深度学习技术来挖掘谣

言深层的语义信息并结合传统的用户特征构建等比较成熟

的特征建立早期谣言检测模型,并通过比较不同的神经网络

提高模型准确性与可扩展性。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83

5G超可靠低时延网络中免授权

接入关键技术研究与验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梓晓 2174321747

李澳虹

/2176122909

,李静怡

/2176520135

,马悦

/2171120918

杜清河 教授 0807

超可靠低时延通信（URLLC）是5G三大应用场景之一,目标

支持工业互联网、车联通信所需的超高可靠、超低时延传

输业务。为了支持URLLC的低时延特性,业界已经开始广泛

关注免授权接入关键技术。然而,免授权接入将会引入无序

接入尝试,引起频繁的数据包传输冲突,从而恶化传输的可

靠性。为在传输冲突时依然保证可靠性,已有文献提出了K

重复传输方案。本项目拟对免授权K重复方案下传输的冲突

概率建立有效的分析数学模型,通过多种不同模型之间对比

择优,从而可以快速评估超可靠、低时延。同时,在此基础

上,提出新型免授权接入方案,进一步提高URLLC系统的传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84
基于深度学习的牙齿分割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房昱辰 2160506135

王宇轩

/2160506020

,温欣宇

/2160506021

杨义军 教授 0809

在现代医学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自己的口腔

问题。在绝大多数正畸矫正方法中,对人齿情况建立模型都

是不可或缺的。为减少人工分析工作量和建模耗材,利用深

度学习方法对牙齿模型进行分割。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85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病理系统

研究与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澄洋 2150506127

刘腾霄

/2150506130

,孙钰涵

/2150506081

李辰 教授 0809

以医疗大数据为基础,基于深度学习的理论基础以及智能病

理平台,通过文本分析图像处理算法及技术对生物医学中病

理学进行判断与语义理解,构建完善自动化程度高 耗时短 

功能多样且可以用于临床实践的的智能病理系统。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86
交大小灵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虓睿 2175011222

邓锐锟

/2176112880

,陈家诚

/2171311026

,贾勇刚

/2171411619

,王炜飞

/2174111379

罗敏楠 副教授 0809

该软件主要包含信息查询、交友平台以及地图三大功能。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交大学子 的校园生活更加便利,使大

家能够及时准确的获得学校的信息,同时增加大家的交友渠

道和 对校园的了解。该软件主要基于移动终端,基于 

Android 平台所提供的接口实现运行。软件框架及前端 

使用 Java 语言编写,服务器端则采用 Python 编写。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87

肺癌异常DNA甲基化网络模式

挖掘算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文浩 2186113485

常恩滔

/2186113491

,杨梓轩

/2186114344

杨晓飞 讲师 0809

基于数据融合的观点,整合肺癌全基因组DNA甲基化、基因

表达及基因互作网络,构建能够系统刻画异常DNA甲基化对

基因表达的调控作用及对其他基因产生影响的网络模型,进

而研究网络的拓扑结构特征。提出肺癌异常DNA甲基化模块

挖掘算法,发现在癌症发生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异常模

式,结合计算方法与生物实验对结果进行评价与验证,发现

肺癌治疗靶标,为肺癌诊断治疗提供辅助。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88

基于多级微波中继的高压线路

智能巡检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柳滢坤 2184111567

史浩然

/2184111502

,郭浩

/2183311131

,  康鸣

/2184411030

张翠

翠,杨

倩

工程

师,助

理研究

员

0807

本项目以无线Mesh自组网络技术为基础,在高压线路移动

网络信号微弱的地带构建微波中继级联系统。系统以开源

硬件树莓派作为各节点主控端,并借助配备射频功放的定向

天线在5.8GHz频段进行信号收发,各节点级联将图像信号

及位置信息回传至监控端供技术人员检查线路情况。项目

旨在构建低功耗、高安全性、运行稳定、成本低廉,易于部

署的智能巡检网络,为电网状态检修提供数据支撑,提高电

网安全运行水平。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89

基于PLUTO的多载波传输系统

实现及频谱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晨星 2173713971

张雨虹

/2173723940

,拓子曦

/2176122832

,晏浩睿

/2176112902

,刘培汉

/2176112279

张莹 讲师 0807

随着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5G）技术标准的快速演进,其物

理层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传统正交频分复用的候选技术,研究

多种多载波信号的识别、参数估计和解调技术对于信息监

控、识别和通信对抗具有重要价值,本项目旨在利用PLUTO

模块,实现通信系统中的多种多载波传输技术,并对未知多

载波信号进行检测识别、参数估计和解调处理。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90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图像增强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凯 2173310629

裴逸璇

/2171421502

,邓波华

/2176122524

张译 讲师 0807

目前,在图像质量增强领域,前人已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

究工作,但这些算法大都只针对单类型失真图像质量的改

善,且多数算法依赖于正确获得某些先验失真参数为前提,

故算法的应用范围受到限制。本项目立足实际生活中三种

常见的图像失真（高斯噪声、高斯模糊、JPEG压缩）,通

过设计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自适应地同时完成三种退化图像

质量的增强任务。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91

基于uni的多平台丢失与捡取

信息发布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名帆 2176112737

贾成铕

/2174111372

,贺子玥

/2176122268

王龙翔 工程师 0809

本项目着力于开发一款基于uni的、以高校为范围、使得信

息传播更广泛、发布内容更方便、内容检索更快捷的失物

招领、物品丢失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一套发布于

Android,IOS,微信小程序的,多平台打通的信息发布与管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92

基于神经网络面向需求侧特征

的电网短期负荷预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承祖 2186113635

胡靖雪

/2176122411

,于钊

/2176112784

,  齐立鹏

/2184111320

张爱民 教授 0808

电力系统电力负荷会随用电需求发生改变,需要对未来短期

时间内的电力负荷进行较为精确的预测。随着技术的进步,

电力系统所能获取的数据逐渐增多,对未来短期内的预测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电力系统负荷受多重因素影响,函

数模型不易构造,而神经网络的强大学习能力可以有效地拟

合复杂函数。因此本项目拟在神经网络的基础上,结合聚类

算法和优化算法,设计一个可以支持负荷预测与显示的高精

度电力系统需求侧短期负荷预测系统。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93

基于PNP解算和目标特征提取

的pid跟随云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千越 2183612026

姜川

/2182310005

,张淇栋

/2183713454

,  陈磊

/2186512479

吕红强 副教授 0808

使用PNP算法,结合最小二乘法对目标位置计算的误差进行

最小化（Bundle Adjustment）,使用目标图像跟踪算法

对二维图像目标位置进行预测,三维空间内对云台运动情况

作出预,以达到目标位置测算高精度以及快速运动跟踪高效

率的随动摄像机云台控制。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94

一种廉价快捷的电位型生物传

感器及其在肿瘤早期筛查中的

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颖 2175122033

孙昰行

/2150506135

,赖振宏

/2175111962

,邓波华

/2176122524

,易韬

/2184312710

易文辉 副教授 0830

本项目旨在设计并制作一种基于功能化碳纳米管的癌症早

期检测生物传感器。搭载在碳纳米管上的肿瘤标志物抗体

能够特异性结合相应标志物,该过程会引起宏观上的电位变

化,由此可以检测出目标肿瘤标志物的浓度。较之传统的电

阻检测法,本作品具有快速、高精度和检测范围大的优点。

此外该检测器制造成本低,且自动化程度高。对于使用者没

有任何经济或者技术上的困难。可以大面积应用于家用健

康检测器,为普及癌症的早筛早治做出贡献。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95

高分辨率随机微纳孔结构LAPS

器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侯敏川 2173611872

张博缘

/2171411538
焦博 副教授 0807

项目研究基于相分析原理的纳米孔模板制备技术以及具有

纳米孔结构的无机光寻址电位传感器制备技术及性能表征

。希望以此解决如何制备确定高分辨率的无机LAPS器件,

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控制,从而探寻性能影响,比较以获取更

好的制备技术和基于随机微纳孔阵列模板制备实现高分辨

率无机LAPS器件的问题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96

基于空洞沙漏网络的人体姿态

估计在健身商业软件方面的应

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元泽 2186113780

王梦楚

/2186123781

,马瑞临

/2186113617

,许津玮

/2181211282

刘静 教授 0809

目前商业健身软件数量繁多,但是没有一款软件能够真正做

到对使用者的实时指导。此项目力图通过空洞沙漏结构的

卷积神经网络实现的人体姿态估计,来实现对使用者体态的

实时识别与指导纠正。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97
嵌入式无线通信系统组网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苟戎玺 2174410424

毕书豪

/2176112588

,刘子瑜

/2177114077

张世娇 工程师 0807

本项目在嵌入Android4.4的讯为itop-4412开发板上进行

网络应用开发并使用相关网络协议完成嵌入式无线通信系

统组网。嵌入式无线通信系统组网后,一个结点实时采集环

境数据并传输到中控台PC终端进行处理,同时远程PC终端

可以发送指令通过无线网络控制传感器的工作状态。本项

目可以用于无移动信号覆盖的偏远地区或特殊场景如矿井

环境的环境信息监测及传输,有助于解决特殊场景的环境信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98
智控轮床宝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书汀 2172113451

高珊

/2176122587

,郭靖

/2171311017

,    赖振宏

/2175111962

,项思维

/2160508168

张育

林,杨

荣

高级工

程师,

工程师

0802

世界老龄化加剧,残疾人口增加导致护理人员不足,照顾此

类人群成为严峻的问题。此外现有的助老助残产品大多不

够智能化,功能也比较单一。因此本项目以“陪伴：伴子终

年,同子共老；智能：先人半步,智领未来；经济：平价耐

久,泽被大众。”为设计理念,拟开发一款多功能,高智能且

经济实用的智控轮床宝。旨在多方位为全世界老人提供优

质呵护和帮助,提高子女和养老机构照顾老人的效率,此外

受益人群可外延至部分残疾人士。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199
四直轮多自由度载运底盘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拓 2181311684

韩丙福

/2184111463

,秦婧

/2183723404

,  郭元涛

/2186113893

徐亮 副教授 0802
应用stm32单片机,轮毂电机,陀螺仪,编码器等仪器制作而

成一个可以定位,巡航的一个四直轮的多自由度载运底盘。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00
基于视觉感知的捡球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谦 2184322775

崔旭军

/2181411948

,郑达

/2184111494

,  甘宇亮

/2183411087

,许天一

/2184214468

栗茂林 讲师 0802

该项目针对在大型网球场和网球娱乐场所中网球数量多、

散落范围大,捡拾工作困难的问题,设计一款体积小、效率

高、价格亲民的全自动捡球机器人,搭建一套完整的、高效

的、具有基于视觉识别的检测技术的捡球设备,即利用视觉

识别技术对网球进行识别,驱动机器实现动作,完成对球场

网球收集的初步目标,利用本设备完成模拟训练后球场清理

活动方式的探究。最终实现在日常训练和大型比赛时迅速

清理场地的目的。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01

一种负泊松比材料的构建与力

学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玉辰 2183710391

李华天

/2186113980

,侯潇涵

/2181322191

,聂啸宇

/2173210474

夏明岗 教授 0702

负泊松比材料具有十分独特的力学性能,例如,由于负泊松

比效应,其结构的变形行为会用很大的不同,且负泊松比结

构与正泊松比结构相比较,具有压痕阻力效应和更好的抗冲

击性能,因此,其应用前景广,研究价值大。本项目旨在通过

理论分析,有限元模拟,碰撞和型变实验探索一种具有负泊

松比材料的结构,并针对其性能与传统材料进行对比。在完

成上述探索的基础上讨论材料的具体可利用范围,并最终得

到较为完善的成品结果。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02
高居里温度低铅大压电材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嘉静 2174321742

张谨

/2172213530

,水源

/2176112655

周超 副教授 0702

选择低铅、高居里温度的端点化合物构建准同型相界

(MPB),利用MPB处相态易失稳的热力学特性,设计制备高居

里温度(T>150°C)、大压电(d33>250pC/N)性能的低铅压

电材料。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03

PEG/POSS纳米杂化水凝胶的制

备及彩绘回贴加固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文浩宇 2186214299

王启迪

/2186310200
梁军艳 副教授 0703

实施彩绘层回贴加固是留住彩绘文物表面色彩的重点和难

点工作之一。前期研究已证明,采用PEG/Al2(SO4)3水凝胶

材料可将彩绘层的保湿舒展与回贴加固双管齐下,简单高效

地实现彩绘层保护。但PEG/Al2(SO4)3水凝胶的粘接强度

较低,不利于彩绘层的长期保护。鉴于此,本项目提出制备

新型PEG/笼形倍半硅氧烷(POSS)纳米杂化水凝胶,利用

POSS的纳米尺寸效应提高水凝胶的粘接强度,并重点研究

杂化水凝胶的强度可控性、可逆去除性,以及陶质彩绘回贴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04

原位生长石墨烯构筑高强高导

铜合金复合材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睿君 2183420452

傅科为

/2186113565

,唐皓楠

/2185310549

,黄飞洋

/2186113830

,祝久煜

/2186113857

杨志懋 教授 0702

随着电子器件的高度集成化,亟需发展高性能的铜基电子封

装材料。本项目通过在铜颗粒表面原位生长石墨烯形成石

墨烯包覆铜颗粒的复合结构,并通过锻压或涂覆等处理制备

出铜@石墨烯块体或者薄膜材料。通过表征不同条件下获得

铜@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微观组织结构和基本热物性质测量,

建立铜@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微观组织与其特异性能的内在联

系,为制备高导热导电铜@石墨烯复合材料提供理论依据和

实验基础。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05

新型碘靶向联合化疗智能响应

纳米递药系统的制备及其在甲

状腺癌治疗中的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博文 2186112916

范瑞韬

/2186122992

,王驰

/2186112939

,  李昊煜

/2186112945

,李晓慧

/2186122909

高瑞霞 副教授 0804

目前常用肿瘤治疗方案存在毒副作用高和治疗效果差等缺

陷,纳米载体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甲状腺癌

是内分泌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占全世界每年诊断癌症的

3.4％,并且发病率目前仍呈指数增长。

本项目以表面带有氨基的介孔二氧化硅纳米载体,制备一种

具有碘靶向,酸释放以及联合给药的药物传递系统。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06

基于激光散斑的物体表面细微

结构的测量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家铭 2184110370

王福豪

/2183710400

,张亦斌

/2183713406

张二虎 讲师 0702

本项目基于激光散斑干涉图样,结合图像处理技术,通过对

于图样中激光相位分析进一步推断具体表面具体结构。其

次利用新兴的深度学习图像处理技术,对一些具有周期性随

机分布的平面（常见于机械加工）进行分析,期望从无规则

的散斑图样中获得其中蕴藏的周期性信息。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07

基于g-C3N4纳米片增强的钠离

子电池固体聚合物电解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美亮 2185112354

敬文川

/2185112284

,代普淼

/2185310729

丁书

江,  

李龙

教授,

助理研

究员

0703

我们的项目通过制备一种新型的基于g-C3N4和双三氟甲磺

酰基亚胺的固态电解质,将其组装成钠离子电池,然后测量

其离子电导率、钠迁移率、电化学性能、电极参数、成品

电池的电学性能等数据,并根据上述数据提出改进意见,找

到并获得具有优良性质的电解质形态。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08

基于janus结构的T1-T2、荧光

成像多模成像体系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家豪 2176112271

刘洋河

/2174410402

,李雨硕

/2174213848

,刘思雪

/2176122759

,梁琛悦

/2176122847

胡敏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为解决单一MRI成像虽然空间分辨率高但灵敏度低

等,而荧光成像灵敏度高但空间分辨率不足且易高浓度淬灭

等问题,提高成像的准确性和灵敏度,拟构建具有janus结

构的Fe3O4@Gd-MOF(ICG)多模成像材料,通过janus结构减

小磁耦合效应,利用Fe3O4@Gd-MOF(ICG)进行T1-T2的MRI

成像和ICG荧光成像。在荧光协同T1-T2成像,提高成像的

准确性与灵敏度的同时利用ICG进行光热治疗,为高效诊疗

提供方案。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09

使用机器学习增强量子光学实

验中光场探测能力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子枫 2171110902

杨帆

/2174213737

,刘青

/2184420687

,    李睿航

/2160506139

周宇 讲师 0702

本项目以单光子精确探测技术为基础,利用成熟的机器学习

模型对量子光学实验中经常使用的光场进行信息提取,提高

探测效率,缩短探测时间。推动量子光学实验研究从自动化

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10

银粒子对于二硫化钼薄膜光电

性能的影响规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奋山 2186113502

何雨轩

/2183414209

,李佳骏

/2185011253

,拓潇

/2186214300

夏明岗 教授 0702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二硫化钼二维原子晶体材料展现了许多

优良的物理特性,在光探测器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应用前景。

本项目旨在采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制备高质量二硫化钼薄膜,

并分析比较不同实验参数下二硫化钼薄膜的光电性能。在

获得高质量样品的基础上尝试在二硫化钼薄膜表面吸附银

粒子,研究特定方法下银粒子对于二硫化钼薄膜光响应度等

光电性能的影响规律,并最终为其在光电传感器领域的应用

提供实验基础与理论分析。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11

聚合物复合电介质的制备及电

场模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万杰 2183510762

胡伟龙

/2186113882

,高娜

/2186220662

,  漆小燕

/2186220661

,茹佳英

/2186320190

解云川 教授 0703

本项目将会以PVDF（聚偏氟乙烯）为基体,Al2O3(氧化铝)

等粒子作为填料,通过改变粒子分布、填充量、纳米粒子形

貌及尺寸,来优化PVDF基复合材料的各项电性能。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12

利用NV色心系综实现单自旋比

特与共面波导腔的耦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佳卫 2176112472

李致远

/2176112517

,漆嘉乐

/2175121912

李蓬勃 教授 0702

为了解决传统量子系统与腔达到强耦合条件时的问题,本项

目将构建基于NV色心的单量子比特与腔相互作用的模型,并

以此设计并获得一个满足强耦合条件的实验系统并获得一

组满足条件的实验设定参数。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13

Co掺杂Cu2O磁性纳米粒子的制

备及光磁耦合性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皋嘉恒 2173210464

李涛

/2173412088

,程煜

/2172113460

,    师宇坤

/2176112775

张垠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拟主要研究通过化学法获得一种可大规模制备均匀

性良好且尺寸可控的Co掺杂Cu2O纳米材料,同时寄希望利

用半导体材料与光的相互作用,进而研究自旋耦合与磁性能

之间的影响作用及其物理机理。并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光控磁新型信息材料。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14

红外光谱检测共混聚合物薄膜

亚层结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舒珩钊 2185110242

何子健

2183510758,

李运兆

2184110347

卜腊菊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主要在光滑平整的氟化钙衬底上制备共轭聚合物共

混薄膜,通过等离子体逐层刻蚀共混薄膜,利用傅里叶变换

红外光谱仪测试薄膜的红外振动光谱,得到不同厚度的共混

薄膜的红外光谱图,根据Beer-Lambert定律从而计算薄膜

不同深度处的组分分布,以此提供一种测定聚合物共混薄膜

亚层结构的全新思路。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15

新型轻质磁性分子印迹聚合物

的制备及在选择性吸附氯霉素

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屈雨瑶 2186122972

凯迪日耶·色

提瓦力迪

/2186520882

,    王泽华

/2186113121

,唐羽

/2186123109

高瑞霞 副教授 0703

氯霉素是一种由委内瑞拉链霉菌中分离提取的广谱抗生素,

大规模地滥使其对环境有着一定的污染同时严重危害着人

们的身体健康。如何将环境水中的氯霉素高效富集、有效

检测已成为水环境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本项目以氯霉素

为目标物,碳化刻蚀的磁性纳米球为核,溶菌酶同时作为功

能单体和交联剂制备出高吸附容量轻质磁性分子印迹纳米

材料。将所得材料与HPLC-MS联用,为制备对水环境中氯霉

素具有高吸附性能的磁性分子印迹材料提供新方法。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16

基于大数据分析对大振幅盾牌

座delta型变星物理参数空间

的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睿轩 2186512494

柳盛麟

/2183610315

,冯雨森

/2181311678

,刘瑞轩

/2186310198

,王昕悦

/2176122835

左兆宇 副教授 0704

大振幅盾牌座delta型变星的搜寻和星震学研究是恒星物

理领域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本项目将通过搜集大量大振

幅盾牌座delta型变星以及它们的恒星物理参数,通过大数

据关联算法来分析恒星物理参数（如恒星的有效温度、表

面重力加速度、金属丰度,脉动频率等）之间的关系,探究

它们的分布规律。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17

冷原子系综轨道角动量光束高

效量子存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煜 2172113460

聂啸宇

/2173210474

,师宇坤

/2176112775

,陈震

/2171411571

,杨帆

/2174213737

高宏 教授 0702

本项目旨在基于二维磁光阱俘获的高光学厚度冷原子团中

实现对OAM态超过50%的存储效率内容包括：（1）对冷原

子团进行优化,通过偏振梯度冷却和微波补偿磁场等获得高

光学厚度且退相干速率小的冷原子团（2）测量与优化EIT

透射谱线,尝试对高斯相干光进行存储,获得超过50%的高

斯光存储效率（3）利用空间光调制器或者螺旋相位板产生

OAM光束。通过改变控制光拉比频率,光场模式等参数获得

OAM光的高效率EIT量子存储。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18
P（VDF-TrFE)电纺丝口罩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同 2184214502

赵捷

/2181110964
张志成 教授 0703

基于现有医用防护口罩的喷熔PP中间层会因为水汽而导致

对病毒的阻隔和杀灭作用失效,我们项目组旨在采用静电纺

丝制备的高分子压电纤维膜代替喷熔PP无纺布,提高口罩可

重复性、安全性、对病毒的杀灭效率.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19

磷化及金属掺杂对氧化物纳米

单晶光催化过程的协同影响机

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谨 2172213530

吴冠辰

/2171110898

,刘健飞

/2181320217

,张睿升

/2183610320

,张思佳

/2181320215

王斌 讲师 0804

本项目提出利用“表面同质结”和“半导体-金属异质结”

提供双重动力,强化SrTiO3单晶中光生电荷的分离传输,并

通过掺杂和磷化以拓展其可见光响应,实现高效太阳能分解

水制氢。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20

基于级联催化的化学动力学协

同光热诊疗体系在耐药菌治疗

中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雅儒 2186120580

尤帅

/2186410150

,拓小凤

/2186123150

胡敏 副教授 0703

Cu2+掺杂的CD与Au复合的微环境响应光热复合材料CD-

Au@PDA（Cu2+）,利用纳米金催化葡萄糖变为葡萄糖酸和

H2O2,放大细菌微环境与正常组织PH差异,Cu2+在微酸环境

触发芬顿反应催化H2O2得到活性氧自由基,引发化学动力

学疗法改善光热治疗的治疗深度问题,同时碳点及纳米金的

局域场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效应进一步提高复合材料光热特

性实现光热协同抗耐药菌,增加细菌治疗效果,为高效耐药

菌治疗提供方案。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21

周期性扰动作用下颗粒物质临

界相的响应模式的耗散粒子动

力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谱 2181110963

孙乐川

/2193712569

,张亦斌

/2183713406

赵述敏 副教授 0702

本课题拟基于颗粒物质的复杂流体临界相模型,采用介观尺

度上的耗散粒子动力学研究方法,通过模型刻画在不同周期

扰动模式下,颗粒物质体系相变等动力学规律,构建扰动—

—相变模型,进而研究颗粒系统的自组织临界性。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22

凝血酶原时间电化学传感卡片

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妩庄 2176122324

刘思雪

/2176122759

,梁琛悦

/2176122847

,张亚楠

/2176122525

,敬天洪

/2175111972

肖春辉 副教授 0703

凝血功能检测是手术前必查项目、血栓前检查及监控临床

口服抗凝药物患者的重要项目。设计和制备一款准确可靠

、性能稳定、经济实用的便携式检测传感器是达到最优治

疗结果的关键。本项目拟利用电化学阻抗法设计和研制一

种新型凝血酶原时间电化学传感卡片,并应用于基于便携式

电化学检测仪器与智能手机的即时检测技术。同时研究血

液凝血过程中电导率变化规律,为临床治疗凝血性疾病提供

新的参考信息及依据。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23

高力学性能、低介电损耗、可

回收的聚苯乙烯Vitrimer材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启迪 2186310200

周昊天

/2181310204

,陈永波

/2183510746

王淑娟 副教授 0703

基于动态共价键的Vitriemr材料在热触发下通过交换反应

而发生宏观流动,是一种可重复成形、可回收和可修复的新

型高分子材料。本项目提出将氮配位环状硼酸酯(NCB)基

引入含羟基结构的聚苯乙烯(PS)中,制备得到PS-

Vitrimer材料。通过深入地研究NCB基的引入对PS结构和

性能的影响,以期获得具有良好加工工艺性、热性能、力学

性能、介电性能性和可回收性能的PSVitrimer材料,为环

保型覆铜板用低介电损耗高分子材料的开发提供新思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24

基于NJL模型的手征相变磁反

催化计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宇明 2150300213

李晨光

/2176113380

,田嘉铭

/2171214101

毛施君 副教授 0702

近年来量子色动力学（QCD）手征相变的磁反催化研究是高

温高密核物质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本项目立足于计

算模拟高温高密核物质的手征相变在有限温度和密度下的

磁反催化现象,使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超出平均场情况下,

有限温度密度下强子物质的手征相变临界温度与外磁场的

关系,为超出平均场下有关磁反催化的计算提供一种数值模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25

可见光催化己二酸单体的绿色

合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怡雯 2186124071

盖泓宇

/2183723411

,费柘霖

/2176314175

,王康

/2183414208

,李佳旗

/2186512507

郭丽娜 教授 0703

该项目拟采用氧气为氧化剂,在温和的光催化体系下,通过

在反应体系中加入不同的亲核试剂,用环己酮类化合物合成

己二酸及其衍生物。我们预期确定此反应的最佳条件,并对

此类反应机理进行深入研究,来达到清洁低廉的合成己二酸

及其衍生物的目的。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26

	新型手性类三蝶烯吡啶衍生物

的合成及发光性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凯 2186110582

汪佳晨

/2184224513

,姚家辉

/2183311146

,刘轩宇

/2183510749

,张健鹏

/2183410457

焦佼 讲师 0703

开发一类新型手性类三蝶烯衍生物,我们设计一类较为刚性

的环状烯酮与蒽的反应,构建手性类三蝶烯骨架,拟采取手

性试剂拆分14等不对称合成方法分别来获得一对互为镜像

的对映异构体,再将羰基转化为具备功能化和良好衍生性的

吡啶结构单元,类三蝶烯的吡啶衍生物,目标使手性结构与

功能相结合产生较大的应用前景,是潜在的新一代有机发光

二极管材料；也可作为一种新型手性吡啶杂环化合物,应用

于不对称催化及手性药物合成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27

高温高强高导铜合金的制备与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孟令欣 2171411621

蔡欣晖

/2173210545

,杨诗音

/2176423408

王亚平 教授 0804

近年来中国高铁事业蓬勃发展,对高温高强高导铜合金的性

能和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项目基于快速凝固法制备

Cu-Cr-Mg合金研究Mg的强化机制,并通过添加稀土元素以

提高合金的核心性能,获得一种平均抗拉强度高,导电性好,

高温性能稳定的合金制备方法。并结合现有工业技术,优化

合金制备工艺以期获得可以推广至工业化生产的新型高温

高强高导铜合金工艺方案。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28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光谱变化检

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雨森 2181311678

李睿航

/2160506139

,林鹏云

/2183511607

穆廷魁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通过深度学习领域的卷积神经网络和对抗神经网络

来完成对于高光谱图像的变化检测任务。本项目通过卷积

网络在机器视觉领域广泛应用的FCN作为基础框架,使用

GAN作为噪声优化器来去除训练FCN过程中使用的非深度学

习算法的伪标签噪声。通过上述主要三部分的共同作用,来

高效完成非监督的高光谱图片变化检测任务,填补业内在高

光谱图片变化检测的空白,达到充分利用高光谱的丰富信息

的目的。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29

近二维掺杂石墨的纸基导体的

电磁学性质研究与比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茅英明 2186113734

李尚泽

/2181411887

,吴昊俣

/2172314256

刘平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是对新型纸基电路的基础性研究,主要是研究以石墨

为主要成分的近二维纸基导体的电磁学性质,从而探究纸基

石墨电路在未来工业应用的可行性。本项目以铅笔画的线

为研究起点,研究其在不同表面粗糙度的纸上的各物化性

质,并改进画线的形式和方法,探究出一种低成本且性质优

良的画线方法。最后改进材料的组成,来优化导线的各种性

质。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可与生产生活实际紧密结合,促进新

型电子产品工业的发展。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30

具有聚集诱导发光特性的光敏

材料构筑及其光动力治疗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申起飞 2176213625

赵博

/2186410145

,王炜喆

/2186214316

,  李佳欣

/2186123891

党东锋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拟通过构筑供体-受体型聚集诱导发光分子,实现其

在红光/近红外区域内的高效发光,并通过重原子的引入,实

现较高的活性氧产生效率,最终获得具有聚集诱导发光特性

的光敏材料及其纳米体系。项目拟通过材料分子结构和性

能之间构效关系的研究,提出高效发光的有机光敏材料的分

子构筑规律,并实现其在细胞及活体等层面的成像和光动力

治疗研究,最终为新型光敏材料的开发设计及光动力治疗应

用等提供思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31

铑催化C-H活化构建生物活性

螺环化合物以及手性环戊二烯

基配体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逸阳 2174111334

胡懿玮

/2186120579

,陶晓生

/2183210509

李洋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拟将手性环戊二烯基配体与手性羧酸的手性控制能

力相结合,简单快速的合成具有手性羧酸侧链的手性环戊二

烯基铑催化剂,这将为手性C-H活化反应及其催化剂的设计

合成提供新的思路,推动手性C-H活化反应的发展。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32
脉冲极亮X射线源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瀚宸 2183311230

刘艳伶

/2160506129

,张婧

/2184322705

,  王雨微

/2186123773

左兆宇 副教授 07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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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贝尔不等式的量子纠缠及

相干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帅杰 2160506039

卢佳丽

/2160506029

,张洞源

/2160506100

,邵杰

/2160506143

,黄雨涵

/2183521576

冯俊 副教授 0702

该项目旨在从理论上分析影响系统维持量子态的有关参数

变化时对系统造成的影响,同时,通过理论分析得到具体适

用的贝尔不等式,并通过建立量子系统的相干程度

C(Coherence)随系统状态参数以及实验室环境参数变化的

关系,得到系统处于纠缠态及体系相干的条件,从而有助于

在量子信息中对相关状态进行检测做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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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金属催化的烷基Heck反应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泽宇 2186410151

许鹏飞

/2174213733

,江鑫

/2183610324

郭丽娜 教授 0703

Heck反应是目前公认最为有效合成烯烃化合物的方法,被

广泛应用于制药、染料以及有机材料等领域中。本项目拟

采用一种官能团化的烷基亲电试剂——“环烷基硅基过氧

化物”作为底物,并采用低成本、环境友好的过渡金属作为

催化剂实现Heck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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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在自闭症诊断中的应

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锦涛 2173714047

张鹏程

/2176112827

,史如夷

/2173422096

,王子铭

/2173711644

,曹梓旭

/2173113695

乔琛 副教授 0701

自闭症在青少年和儿童中发病率很高,但是一直没有引起重

视。我们团队通过机器学习的算法,对自闭症患者和正常人

大脑结构核磁共振图像进行学习,产生一种快速却有效的诊

断自闭症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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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神经网络的人辅助型机械

手臂控制系统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知行 2183721814

姚思铭

/2183321151

,李天一

/2183211348

,杨淳泽

/2186114342

,尹卓

/2183711816

梅占东 副教授 0701

本项目旨在设计一款基于神经网络控制技术的人辅助型机

械手臂控制系统。本项目利用神经网络控制技术实现机械

手臂对使用者运动轨迹的自动追踪。将这一控制系统应用

于机械臂上,有助于帮助运动能力有缺陷的使用者适应日常

生活。通过对控制系统的合理设计,可以有效降低制造成

本,利于批量生产和普及推广,这使得机械手臂在市场上具

有极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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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染病模型的参数估计与

不确定性量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小琴 2186420157

李琳瑶

/2182220033

,李文双

/2186123591

,王晓岚

/2183520745

贾骏雄 副教授 0701

本项目主要探讨在有限数据的条件下,针对疾病的传播模

型,对比分析已有的不确定性分析算法的局限性,并发展新

的更有效的参数估计以及不确定性度量方法,优化传染病传

播模型,以达到对未来新型传染病传播作出较为准确的预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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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像识别的人流密度估计

与预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卓峰 2171310856

张子茜

/2176122656

,王齐悦

/2176122362

,侯智睿

/2174213763

,代欣宇

/2175112014

孙建永 教授 0701

该项目主要应用机器学习的多种技术,对学校食堂和主要道

路图像和视频资料中的人流进行计数,整合不同时间的数

据,进一步数字化人流情况并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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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神经网络的贝叶斯变分推

断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宇 2176122503

周明烁

/2183713335

,史长浩

/2181410082

,孔令杰

/2183710403

赵谦 副教授 0701

贝叶斯推断的核心在于求解潜变量的后验分布。复杂的后

验分布需要使用近似方法求解,其中变分法因运算速度更快

和更容易判断收敛而受到广泛关注,并衍生出许多新型变种

。我们进行数值实验,评价这些方法在实验中实际的表现,

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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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交通流量预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梓凡 2183311159

周彦

/2183210521

,于越

/2183210516

,    杨一鸣

/2183210515

,范励斯

/2183410432

吴帮玉 副教授 0712

本小组希望通过对高速公路等路段进出车辆记录的统计与

分析,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帮助下,对未来该路段

交通流量进行预测,并对道路的规划与建设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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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双胞胎的智能产线设

计与运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龙 2186114046

孙安东

/2186113948

,廖星樾

/2185011256

,袁梦琦

/2184121469

陈富民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以一家生产具有自主巡航及信息检测功能的智能小

车的厂家为背景。通过数字化工业软件建立产线数字双胞

胎,在虚拟仿真环境设计,搭建各个工站,进行工艺规划,然

后实现实体产线的建立,调试和运行,最后进行数字和实体

产线的联调运行,实现小车从接受订单到生产装配完成的全

流程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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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tarCCM+的大学生方程式

赛车车身设计、仿真与制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志东 2183713390

田思远

/2174111336

,蔡佳仪

/2173621844

张海霞 工程师 0802

为了优化我们车队车辆的气动特性,使赛车在赛场拥有更加

强大的操控性能以取得更好的战果,我们小组打算基于

ANSYSFLUENT和STAR-CCM仿真平台完成车辆车身的设计,

建模,仿真,测试和优化。通过对不同结构设计方案CFD仿

真结果的多维综合比较,选择最优解作为最终的空气动力学

解决方案,并密切与碳纤维研发制作厂商合作完成气动部件

与车身的生产与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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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AE中基于ansys拓扑优化的

轮边设计及轮速传感器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新辰 2184312778

安子瑜

/2184111527

,付豪

/2174111455

,  王威

/2181511068

,毛浩杰

/2173611876

权双璐 工程师 0802

轮边系统是fsae赛车的一个重要系统,是汽车唯一与地面

直接接触的部分,也是轮边系统将所受到的力传递给悬架和

车身。本项目使用ANSYS进行静力学分析对结构进行优化

和减重；在轮边系统内加入了轮速传感器,能实现如起步控

制等更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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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医疗机器人微创手术非规

则目标随形抓取的软机械手开

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金恒 2185210275

李奇修

/2184111532

,高浩东

/2174214112

蒋维

涛,牛

东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2

对特定生物组织,医疗工具的高效随形抓取是医疗机器人进

行精准微创手术的关键,当前手术机器人末端抓取功能的实

现主要基于刚性加持结构,易造成生物组织破碎及复杂外形

微创治疗医疗器具的松动,因此开发适用于易碎,非规则目

标的新型机械手,将推动医疗机器人的革新。本课程结合人

手功能特点拟开发一种基于仿生“骨节+肌腱”的软体机械

手,通过骨节结构,肌腱结构,柔性表皮的协同工作,使得机

械手具有高效随形抓取的工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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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tarCCM+的大学生方程式

赛车空气动力学套件设计、仿

真与制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思远 2174111336

王志东

/2183713390

,蔡佳仪

/2173621844

,李宇涵

/2186214310

胡改玲 工程师 0802

本项目将利用所学知识,对大学生方程式赛车的空气动力学

套件进行设计、仿真和制造。基于CATIA进行建模和制图,

仿真基于StarCCM+,采用ANSYSWorkbench进行结构分析和

优化,采用StarCCM+进行计算流体力学分析,采用

OptimumLap和VI-Grade等软件进行圈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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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AE赛车制动系统优化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博强 2183412676

谷生波

/2185011753

,胡子睿

/2184510114

,冯奇鹏

/2185110593

,智楷城

/2182212582

胡改玲 工程师 0802

针对FSAE赛事规则及赛车整体性能需要,我们应提出一套

FSAE赛车制动系统优化设计方案。优化制动器参数,对制

动系统关键零部件进行轻量化设计及静动态分析,设计满足

性能、强度要求的制动系零部件,确定赛车四轮同时抱死时

的制动力分配比,最后通过对制动系统的调教与实车试验,

使赛车制动时能够达到四轮同时抱死的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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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纳3D打印的微型压电俘

能器设计与制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米翔宇 2185011777

宋启航

/2184111529

,牛万灏

/2186214269

,忻超杰

/2183311229

陈小明 教授 0802

通过3D打印技术对光敏树脂和功能材料组成的复合压电材

料进行三维结构的设计和制造,优化纳米发电机的输出性能

。任务要求：（1）研究紫外光固化的压电材料；（2）实

现微纳3D打印制备不同复合材料微纳结构；（3）研究结构

尺寸对压电性能的影响,制备出具有高输出的压电器,实现

穿戴器件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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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FD和GT-COOL的CBR600

冷却系统散热器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钱歆睿 2186124027

朱坤森

/2186110914

,张毓

/2183713330

李靖祥 副教授 0802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是一项以教育为目的的工程竞

赛,各车队在大赛规则的限制下自主设计研发并加工制造一

辆小型方程式赛车参赛。比赛分为静态展示和动态赛。静

态赛考察赛车的技术亮点和团队的营销能力,而动态赛以多

个动态项目考察赛车的加速、制动、转向等性能。良好的

冷却系统设计能提升发动机输出性能,维护发动机正常运

行,提升赛车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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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3D打印和清洁化学能源的

水下柔性仿生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明一 2182112882

戚书豪

/2182112543

,王皓明

/2182112544

,况首旭

/2185011259

,许津玮

/2181211282

连芩 副教授 0802

水下软体机器人近年来成为研究热点,许多科研团队提出了

创新性解决方案。本项目针对现有水下装备的动力需求,突

破传统常规的外接动力源的机器人泵阀系统的限制,提出一

种基于3D打印技术的,使用化学反应驱动和电路辅助控制

的,基于对蝠鲼的运动形态分析而设计的,无需外接动力源

的水下柔性仿生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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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见·所想·所得——基于三

维反求与3D打印的快速机械设

计制造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帅 2186114025

李劲霄

/2183713438

,惠鹏哲

/2186113978

,梁肖

/2184214235

梁晋 教授 0802

本项目基于三维反求的逆向工程与3D打印,实现一种快速、

高效的机械设计制造系统：对实物进行三维反求；重建模

型由特定的智能算法优化设计；最终通过3D打印技术进行

快速制造。从“所见”“所想”转化为“所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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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ATIA的FSAE车架设计及

减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季元杰 2183110835

钱歆睿

/2186124027

,马笑麒

/2182224599

张琦 教授 0802

本项目着眼于中国大学生方程式赛车大赛,基于CATIA平

台,将对赛车设计中较为关键的车架模块进行结构的优化以

及车架的轻量化设计。车架的设计直接影响了赛车整体的

布局和整车的性能,而本项目着重研究了车架物理结构的优

化,并且在保证车架强度刚度的同时减轻车架的质量,以此

减轻整车质量,提高整车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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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机器人大赛四足仿生

赛项快递运送赛小型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鹏举 2186214326

李昫坤

/2186113836

,李欣雨

/2184111312

,徐子森

/2182112875

金悦 研究员 0803

此项比赛为四足仿生机器人快递运送赛（小型组）,通过比

赛来考评四足仿生机器人的综合运动性能和视觉感知能力

。模拟社区快递配送场景,要求四足仿生机器人通过减速带

、上台阶、窄桥、下斜坡、草地、高速跑动平地等地形,并

完成快递配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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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载线位移传感器的三避震悬

架系统在FSAE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帅 2186113868

安子瑜

/2184111527

,付豪

/2174111455

,  钟文毫

/2185112320

,孙昊

/2181511064

段玉岗 教授 0802

本项目是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项目的一部分,主要针

对2020赛季我校赛车悬架系统展开工作。项目的任务是完

成三弹簧悬架系统的设计,制造,数据采集与调校。项目的

目标是使赛车具有更好的动态响应和直线加速与制动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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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柔性高通量纳米复合滤膜

智能口罩的制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昱放 2186114022

段雅淇

/2181411938

,刘岩

/2183612046

刘红

忠,雷

彪

教授,

助理教

授

0802

本项目将寻找低成本规模化的制备技术,开发高效低阻且多

功能协同作用的空气净化滤膜,将静电吸附技术和呼吸检测

技术集成到口罩中,完成具备呼吸气流消杀和监测功能的智

能口罩总体设计,制作出一款基于柔性高通量纳米复合滤膜

智能口罩。通过对呼吸气流进行过滤和消杀,直接检测气流

的频率、温度和强度,实现多材料体系复合滤膜的共体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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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公里”物资运输四足

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帅 2186114154

韩怡琨

/2186123910

,禹世璇

/2176413397

,刘岩

/2183612046

,田春霖

/2185012855

李小虎 副教授 0807

该项目旨在研究一款自主型物资运输四足机器人,不仅可以

用来解决最后一公里送货成本高昂的问题,同时还可以应用

于家庭中,帮助人们实现一些自主的取送物件与购物,同时

在此特殊时期还可以减少与他人的接触,降低病毒传染和扩

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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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扩展卡尔曼滤波的视觉

/INS制导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林涛 2183511650

田文鹏

/2174314116

,田睿

/2184312762

武通海 教授 0802

本项目主要研究使用OpenMv搭配高速相机和自制陀螺仪模

块获取信息,设计识别算法与信息处理算法,针对环境中目

标物体进行智能识别相关信息获取,在模拟复杂多变的场地

环境下对获取到的信息进行实时处理,做出反馈,解决高速

运动物体识别信息获取及对本身姿态做出调整实现稳定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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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人格斗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永睿 2181110969

陆浩天

/2183310805

,吕乃昕

/2183723400

,沈清扬

/2183310806

,谭鲲鹏

/2183713405

桂亮
高级工

程师
0802

仿人格斗比赛是中国智能机器人格斗大赛的比赛项目之一,

这是一项将先进机器人技术与人类的格斗竞技相结合,双方

机器人通过搏击对抗的竞赛形式分出胜负的竞赛,比赛观赏

性极强,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好胜心和积极性,让学生积

极参与到训练和比赛中,学生的综合工程素质、创新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都得到全面的培养和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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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可重构多功能机器人设计

与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常仕元 2182310024

王欣

/2181511065

,茹玮

/2184111540

,    董华俊

/2186114044

,热合曼江

/JL20189057

张进华 副教授 0802

重构机器人是由一系列相对独立的机械电子模块有机连接

而成的。每一个模块都有连接、开脱及越过相邻模块的功

能,每个模块允许动力和信息输入并且可以通过该模块输入

到其他相邻模块,通过机器人自主改变各模块间的相对几何

位置,来改变机器人的构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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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帕金森患者的可穿戴抑震

外骨骼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严佳星 2183211352

戚峻堃

/2186110572

,殷鸿熙

/2185112230

,宋英政

/2186114346

,彭贺宇

/2186114354

张政 副教授 0802

通过建立人体震颤模型,识别帕金森患者病理性震颤并用外

骨骼机器人有效抑制震颤以达到提高帕金森患者生活质量

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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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爪的设计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利飞 2184111570

郑浩然

/2183311208

,王彦

/2183311233

,  龙方成

/2185210825

孙闯 工程师 0802

本项目拟根据现有的气动原理和数控技术,在其基础上实现

创新,针对柔性爪本身负载能力小的问题,设计一款适应性

强、轻量化、高效率、高承载、造价低的柔性机械爪。本

项目设计独特的机构巧妙地解决传统柔性爪单一化,承载力

弱等问题,实现更加稳定的抓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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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的自动消毒杀菌体温

检测机器人的设计与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世源 2185112339

严州扬

/2185112305

,何清源

/2184411008

董霞 讲师 0802

在2020年的开头,中国和全世界就遭遇了新冠病毒的重大

打击,全世界的人民生命和财产都受到巨大危险。本项目的

目的在与设计一款能够有效运用在公共场所中的兼具消毒

和测温功能的机器人。该机器人需要能够及时准确地测出

过往行人的体温,并对异常体温做出反应；在需要消毒的区

域能够自主操作,完成消毒任务；便于移动。设计此机器人

来减少测温和消毒人员暴露感染的风险并降低人工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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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智能AGV的高安全高能量

型可充锂电池的设计与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亨 2186113859

田龙

/2186412637

,阚鸿韬

/2183211422

,  樊文灏

/2181411888

孙孝飞 副教授 0802

针对AGV系统对高安全、高能量可充锂电池的巨大需求,全

面深入调研锂电池技术产品和前沿发展,合理选配正极、负

极、电解质和隔膜,科学设计电池体系结构。采用简单环保

的技术合成、制备和改性正、负极关键活性材料,获得安全

性高、能量密度高、充放电快、循环寿命长和使用工况宽

的电池材料。组装原型电池器件,系统测评电池综合性能,

与市场产品和文献报道进行比较,反复反馈和改进,获得满

足AGV使用要求的高性能锂动力电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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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高铁游中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叶鸿源 2183511083

姜凌奇

/2183713449
周翔 副教授 0802

设计,组装并控制机器人,使其按照指定场地轨迹移动,在规

定时间内,从起跑线出发,能沿黑色引导线行走,游历指定城

市,并播报相应的城市,在游历完所有景点后回到出发地的

相应功能,同时本项目参加中国教育机器人大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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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钽3D打印植入物微观结构仿

生设计制造与优化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申泽宇 2186114144

吕佳侨

/2186114089

,田泽水

/2181110968

,曹晨宇

/2186114153

,梁智美

/2184520121

高琳,

同治强

副教

授,工

程师

0802

本项目通过研究负泊松比在内的多种渐变梯度的微观结构,

基于大量人体数据,利用大数据的思想,生成满足生物力学

特性的纯钽与钛基钽表面镀层的植入物,通过比较二者的性

能与经济效益等来选择出最优的植入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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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衣物管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江纽周 2185122822

黄沛航

/2185112317

,黄宏

/2184411019

,崔兰馨

/2186123966

孙闯
助理研

究员
0802

该项目旨在通过对比市面上的同类型产品如美国

FoldiMate公司的自动叠衣机和日本松下公司的

Laundroid自动折叠整理衣物机器人,针对当前国内外产品

适用衣服范围小,体积大,售价高和自动化程度较低等缺点,

研究出能够满足大多数用户的家用需要并节省使用的时间

和空间成本,功能齐全,适用于广泛范围的衣物,有着较高的

自动化程度,成本低廉,外形美观,并且能与其他家居设备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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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X机器人大赛对抗赛赛车结

构设计和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郝鹏飞 2184411037

刘岩

/2183612032

,周靖渊

/2185112329

,亚森麦麦提

/JL20189055

,陈卓航

2160506133

李珂嘉 工程师 0802

VEX机器人大赛又称VEX机器k人世界锦标赛,由加利福尼亚

州立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加州未来基金会、美国

Autodesk公司等组织发起,美国太空总署（NASA）、亚洲

机器人联盟等公司支持的教育型国际机器人大赛。大赛要

求参赛队自行设计、编程并制作机器人,按照一定的规则在

特定的场地完成比赛活动。学生以及成人可以大胆发挥自

己的创意,用手中的工具和材料创作出自己的机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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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形机器人视觉引导自主运动

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沅录 2187114692

郑成业

/2188114700

,翁浩霆

/2178114088

,邵晨

/2184214486

朱爱斌 副教授 0802

球形机器人若要自主地完成路径规划和预定的作业任务,需

要实时检测自身位置及外部环境信息。由于球形机器人构

型限制,无法在其外部安装大量传感器,致使其环境感知能

力较弱,难以准确地获得自身位置、速度等运动参数

本项目主要研究球形机器人的视觉引导系统,基于现有的球

形机器人结构,采用双目相机获取图像的方法并改进视觉分

析的算法,对图像进行拼接,以获得更广的视野；搭建球形

机器人的全景感知系统更有利于球形机器人的运动轨迹规

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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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搬运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宏 2184411019

何雨兴

/2186113612

,朱亚坤

/2176413442

张留洋 教授 0802

在安全,已知环境中实现可移动机器人的自主巡航与寻路。

基于已有的导航算法,结合视觉识别,对其进行改进与优化

。可以提高全自动搬运机器人的工作效率与提高容错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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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机器人（海洋工程赛道）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祖斯羽 2183422668

韩怡琨

/2186123910

,李灏杰

/2181411942

胡桥 教授 0802

本项目为基于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海洋石油

管道巡检赛项,设计一种水下机器人,该作品能够实现自主

运动,可以通过非物理接触的方式沿着石油管道运动,检测

石油管道上的吸附物,并进行标记和移除清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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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盘点飞行器的创新应用及

库位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肖 2184214235

苏晓欣

/2181420065

,杨一鸣

/2186124353

张留洋 教授 0802

利用无人机解放人工作业,结合支持向量机技术解决较农作

物病害监测的繁琐性。无人机间的通讯交流也可以实现农

业的自动化和统一管理。新一代病虫害检测系统以小麦病

害监测为切入点,对小麦的三种常见疾病进行了检测,采用

自行开发的嵌入式支持向量机监测技术和基于FPGA为核心

的探测器对农作物叶部扫描,实现对采集农作物病害图像

（如白粉病,条锈病,叶锈病）的分析、比较和判断,具有高

识别率、便携式、检测范围大等突出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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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搬运机器人的设计制作与

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秦家乐 2186113982

施祎伟

/2183112526

,甘祚

/2185112326

,  陈巍

/2183414200

,李佳源

/2186114057

周翔 教授 0802

中国教育机器人大赛（ERCC）是一项机器人重大赛事。

我组拟参加ERCC的“智能搬运”比赛：设计一个轮式移动

机器人,在比赛场地里将不同颜色、形状或者材质的物体分

类搬运到对应的分数位置,模拟了工业自动化过程中自动化

物流系统实际工作过程。比赛的记分根据机器人将物体放

置的位置精度和完成时间来决定分值的高低。

这项技术在运输、勘测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可

以和互联网结合形成一个庞大的运输集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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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四足快递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圣翔 2183713439

乔傲东

/2183713427

,谢文熙

/2181110978

张俊 教授 0802

中国机器人大赛四足仿生机器人项目,目的在于引导参赛队

研究、设计具有优秀硬件与软件系统的四足仿生机器人,特

别是在仿生机构设计、关节驱动设计、感知运动规划等关

键技术方面的研究；培养参赛队员的硬件设计能力、编程

能力、算法设计能力以及任务规划与优化能力,考查参赛机

器人的运动性能、机动性能、运动协调性、稳定性、图像

识别以及复杂地形适应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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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家用机械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天一 2184214468

崔玉清

/2183711825

,毕笑博

/2182112879

,刘锐

/2185210279

,袁璐

/2176122458

郭婷 工程师 0802

本作品为一种家用、服务于儿童的清理玩具机械手。可完

成一般大小玩具、书籍及其他常见生活物品的夹取与摆放

。在家用、医用、商用等需要高集成度、多自由度的环境

中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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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DAMS与VI-grade的FSAE

转向系统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龙 2183412674

胡靖

/2186114086

,彭游

/2183511082

,    张涵

/2182320013

,张晟豪

/2181411950

张琦 教授 0802

本项目是有关小型方程式赛车的研究项目,赛车转向系统对

赛车的转向性能和操纵稳定性具有较大影响,其中转向梯形

的设计是关键。我们用ADAMS与VI-grade软件建立转向梯

形模型,对转向梯形进行优化设计,提高赛车的转向性能和

稳定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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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tm32单片机的赛车直线

加速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飞龙 2183414197

王一辰

/2186113848

,李欢

2186123572

王永飞 教授 0802

在直线加速这项比赛中,为了提高赛车起步时的加速度,车

手一般都会先在原地将赛车转速踩到6000转,然后弹射起

步,这样可以提高成绩。但由于将发动机稳定到6000转对

车手来说很难控制,很容易就起步失败。因此,设计直线加

速控制系统,通过stm32单片机分析转速传感器的数据,达

到阈值后给ecu发送信号,通过ecu的launchcontrol限制

发动机转速从而将发动机转速在起步时稳定到目标值,提高

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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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脚踝康复外骨骼驱动执行

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金融浩 2186113907

林凡伟

/2183511642

,朱亦丹

/2183112541

,姚谦

/2184322775

李敏 副教授 0802

脚踝功能康复训练是帮助脑中风运动功能障碍病人重新获

得脚踝运动功能的有效手段,外骨骼康复机器人是近年来发

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康复治疗手段,本项目拟设计出一款弹簧

片驱动的柔性脚踝康复外骨骼驱动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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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驱动手部助力外骨骼系统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波 2181411934

杨少聪

/2181312174

,高子龙

/2183713327

,张华清

/2183713434

朱爱斌 副教授 0804

外骨骼机器人技术是融合传感、控制、信息、融合、移动

计算,为作为操作者的人提供一种可穿戴的机械机构的综合

技术。手功能占上肢功能90％,虽然手部外骨骼康复系统已

研究多年,但目前遇到一个发展瓶颈,就是传统的驱动装置,

如电机、气缸等,体积大、重量重,影响手部外骨骼的临床

使用。采用新型电磁驱动,能够减少驱动元件,降低重量,提

高运动控制的精度,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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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KCl溶液检测

传感器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谦元 2186114106

周轶凡

/2181110975

,卢陈锭

/2173320657

,吴永康

/2186114073

,张华清

/2183713434

杨雷 副教授 0802

钾作为人体重要的阳离子之一,在医疗溶液配制中极为常见

。其浓度在长时间放置后是否仍在合适范围,对人体健康的

影响至关重要。医疗机构中所配置的溶液有时在储存后会

因结晶等原因导致浓度变化,传统测量方法如火焰光度法,

化学试纸比对法等难以快速准确测量。本项目旨在制作出,

在医疗所配氯化钾溶液中取少量样本,通过摩擦发电原理,

制作完成测试传感器,编写测试算法,快速、准确检测KCl

溶液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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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越障的电磁驱动球形机器人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秦啸尘 2186113765

侯思豪

/2186114090

,俞舒鹏

/2183612071

,谢云鹏

/2183612093

,刘炳辰

/2186114015

张政 副教授 0802

球形机器人的研究是近年来进步较快的新兴课题,在世界范

围内仍是机器人研究领域的热点,然而其基础理论不够完

善,技术层面仍处于起步阶段。与传统型运动机器人相比,

新兴的球形机器人有很大的优势。然而,遇到障碍时,球形

机器人的工作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这导致了其对于地形

的不适应性,本项目旨在通过设计电磁驱动装置以及转弯功

能,来实现球形机器人的越障功能,以此来提高球形机器人

对不同复杂工作情况的适用性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80

VEX机器人大赛技能赛赛车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宇航 2186113900

王世傲

/2181311698

,王鹏焘

/2181311675

,金霄

/2181312171

,王昱天

/2186114004

王保建
高级工

程师
0802

VEX机器人大赛技能赛分为自动部分和手动部分,最终结果

由两个部分成绩共同决定；所以便需要利用比赛规定且有

限的材料,搭建出结构最合理、性能最优的机器人,且需要

配以自主编写的最为稳定有效的自动和手动程序,以操作手

熟练有效的操控,在规定时间内得到尽可能多的分数。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81
仿人体感格斗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明睿 2186422621

关文郓

/2183711823

,王兴宇

/2183211406

张俊 教授 0802

体感仿人格斗项目强调机器人和人高度融合的格斗行为,机

器人在环路控制模式下,打击更加精准,反应更加迅速。本

项目侧重于体感人机交互系统设计、底盘移动的协同控制

、人在环路的对抗控制策略实现等。其中包括精确循迹和

人机交互。机器人自动循迹控制系统技术是机械技术与微

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相互渗透的产物,是机电工业发展的必

然趋势。人机交互可让机器人实现人类想做却不能做的事,

同样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效益。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82

赛车制动性可信度检测装置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佳莹 2183122539

石飞龙

/2183414197

,樊智力

/2186113529

徐俊 教授 0802

赛车行驶时可能会出现刹车系统故障导致的安全事故,为了

避免此种情况发生,设计了BSPD(制动系统可信度检测装

置),当制动压力传感器检测到赛车紧急制动时,发送信号到

BSPD,BSPD断开熄火回路,从而保证车手安全。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83

麦克纳姆轮车稳定性和越障能

力提升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睿 2184312762

杨少聪

/2181312174

,宋波

/2181411934

张辉 副教授 0802

麦克纳姆轮由于具有可灵活移动的特性,在狭小空间作业极

具价值。与此同时,麦轮存在易磨损、越障差等缺陷,在工

作量大、路面不平的工作环境下,会受到很大限制。

本项目针对这些缺点,旨在通过辊子表面织构设计和非独立

悬挂底盘,来达到麦克纳姆轮车稳定性和越障能力提升。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84

面向教育的无人驾驶小车设计

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代泽鹏 2185312377

崔乐乐

/2181421880

,赵奕博

/2186114059

,霍梦钰

/2191421886

,于日寰

/2182112892

李小虎 副教授 0805

本项目设计并加工一辆具有自动感知环境,反馈信息,数据

运算等功能的智能无人驾驶小车,通过模拟汽车行驶的真实

路况及紧急事件处理方案,给人最直观的无人驾驶体验,来

达到科普、推广无人驾驶技术的的效果。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85
3D打印增韧复合瓷全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瑞林 2186123076

陈玫先

/2186123075

,荣毅

/2184312696

,  张伟强

/2186113856

,花宇翔

/2176112668

连芩 副教授 0802

针对传统的牙科治疗中,材料韧性不足,耗时长,工序多,且

需要不断调整的不足,我们在现有的全瓷冠工艺上加入材料

制作成复合全瓷冠,从而增加韧性,并利用3D打印技术快速

成型,满足使用需求。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86

球类物体的直线发射机构制作

及精度控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诺曼 2183221424

张安驰

/2181411965

,张淇栋

/2183713454

续丹 教授 0802

基于双轮驱动原理制作一套精度高、稳定性强、可以应用

在非致命武器等实际领域的发射机构。基于已有的相关研

究,着眼于实际发射精度进行改进优化,提高实践应用性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87
智能家用衣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宁宇 2171311047

曹一凡

/2175111987

,梁清华

/2174111362

,哈力夏·那

斯力拜克

/JL21701201

张春伟 工程师 0802

智能家用衣柜项目旨在参加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

计大赛（题目：现代智能家居）,其主要功能为自动对衣物

进行分类整理、根据天气等进行衣物智能搭配,解决生活中

由衣物的整理、挑选及搭配所带来的问题。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88

碳氮共渗钛镍合金的耐磨蚀机

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正凯 2171310886

赵思源

/2176112626
曾群锋 副教授 0806

研究钛镍合金在海水介质中的腐蚀与磨损耦合损伤行为,具

体如下：考察服役工况（载荷、速度、频率等）对钛镍合

金在海水介质中的磨损行为,探讨腐蚀对磨损的影响规律,

通过识别腐蚀类型、判断腐蚀强度,计算磨损量。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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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捕杀机器人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尚飞 2181511071

李帅涛

/2184111329

,简凌云

/2183611844

,林语涵

/2183521648

董霞 讲师 0802

将机器人应用于抗灾救险领域是近年来机器人的应用方向

之一,虫害自古一直困扰着农业生产,而其中又以蝗虫为最

。目前应对虫害的方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从生物结构

入手,通过化合物驱逐、毒害昆虫从而达到保护农作物的目

的。另一类则是使用物理手段对昆虫进行诱捕、收集、灭

杀,并对尸体进行回收利用。蝗虫捕杀机器人的设计为后者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90

面向激光冲击强化工艺的表面

抛光工艺及设备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思源 2173310701

谢俊枭

/2174213834

,忻碧平

/2173320195

,林盈莹

/2173520808

,郑培远

/2174111370

臧顺来 副教授 0802

近年来出现了以表层金属直接做吸收层的无涂覆层激光冲

击强化技术。对于该技术,由于激光直接辐照表层金属,使

得表层金属发生了烧蚀,烧蚀层的存在会对金属的疲劳寿命

产生影响,因此对于无涂覆层激光冲击强化技术来说,强化

后零件表面烧蚀层的去除问题显得特别重要。本项目将研

究烧蚀层抛光去除方法,并设计改造手动抛光设备,以实现

烧蚀层抛光的定量化。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91

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智能制造

产线设计与运行调试（智能制

造大赛）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雅文 2186124012

黄发源

/2186114037

,刘子玮

/2183713370

徐亮 副教授 0802

该项目旨在通过VSM和数字孪生方法结合,设计出一条具有

仓储功能、装配功能、检测功能的智能化制造产线,能够根

据客户订单进行定制生产,完成从接受订单到生产装配完成

的全流程自动化。并且对产线进行运行与调试。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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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通风管道清洁保养机

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鑫伟 2183311210

史超

/2183611842

,李伟涛

/2181312185

许睦旬 教授 0802

本项目旨在提供一种代替人工完成高层建筑的通风管道清

洁和保养的高层建筑清理保养机器人。近年来,高层建筑的

清理保养难度越来越大,而采用人工清理保养不仅耗费人力

、物力,而且具有一定危险。为了减小高空清理的耗费,减

小高空作业的危险性,我们提出该项目。同时该项技术不止

适用于高空作业,任何可能存在的、人工清洁较为困难的封

闭设备（在尺寸许可范围内）都具有适用价值。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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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滤筛截流技术新型过滤设

备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渊博 2186113843

黄河

/2186113582

,袁宠皓

/2183211371

,  田一伟

/2186113917

张璐薇 工程师 0802

利用留有孔眼的装置或由某种介质组成的滤层,设计一款过

滤设备,通过物理作用分离、截留及去除液体中不溶解的悬

浮状固体颗粒,实现超细微粒的精密过滤。设计的设备为污

水的处理、水质的净化提供新的思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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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设备智能感知的家庭管理

云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笛 2183424172

李晓枫

/2183511599

,李尚泽

/2181411887

,李中渊

/2181411933

,张可

/2183414181

王建学 教授 0806

本项目立足智能电网蓬勃发展的现状, 考虑其在居民侧的

延伸, 预期建立家庭能源管理云系统: 利用智能传感技

术采集室内电气设备工作信息; 设计合理优化调度算法,

 基于云计算分析信息数据; 通过前端框架开发应用程序

和网页, 以聚类等方法选取相似客户进行用能特征分析比

对, 最终实现向客户发送个性化账单及建议的目标, 同

时探索分布式能源引入的可能性. 在满足用户舒适度的前

提下减少电能消耗,提高用电效率, 实现能源和软件的交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295

电子束辐照通量对聚酰亚胺真

空沿面闪络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易南 2181311689

王凯静

/2184121316

,隋浩然

/2183612047

李盛涛 教授 0806

本项目通过控制垂直电子束辐射束流,设计指形电极形状,

从而改变聚酰亚胺表层沉积电子和辐照运动电子的数量；

探究聚酰亚胺在电子束辐照下的真空直流沿面闪络特性,进

而获得提升大功率滚环结构（SADA）工作电压的方法。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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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Power-基于深度学习的

电网智能调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菁锐 2183612065

何劲捷

/2183612041

,刘超

/2183713371

,  孙文冰

/2183713389

,林铮

/2183511620

杨松浩
助理研

究员
0806

本项目名称为AlphaPower,旨在将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

工智能技术与电力调度相结合,利用基于数据驱动方式的人

工智能“去模型化”的技术优势,基于海量的历史数据对故

障进行分析和预测,更好的处理电网的非线性、非连续以及

预测不确定性问题,对庞大的电网进行电网故障分析、电网

辅助智能决策等,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给出辅助性决策信

息,协助调度人员进行故障处置工作,预期可有效降低大电

网调控决策和系统失控风险,并减少人力物力消耗。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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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VIES——未来家庭智能用

电管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云帆 2184214399

刘斌

/2183711116

,房嘉玥

/2186123619

,  田小妍

/2186123588

杨松浩
助理研

究员
0806

本项目名称JARVIES,意为

JustAnotherRatherVeryIntelligentElectricitySyst

em.致力于打造适用于未来家庭用电场景的智能管家,功能

包括家用光伏发电的预测,用电计划个性化定制,用电安全

问题的智能提醒,为未来家庭用电场景提供更安全,更贴心

的智能化服务。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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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神经网络的光伏全局最大

功率点实时跟踪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沛萱 2181322169

高佩林

/2181312206

,邓佳欣

/2184523319

迟晓红 工程师 0806

光伏发电具有资源分布均匀广泛、安全可靠、无排放、无

噪声等特点,随着国际社会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光伏产业迅

猛发展。同时,光伏发电技术也面临着并网方面的一系列的

挑战。本团队就光伏发电最大功率点跟踪技术进行了研究,

创新式地综合了电导增量法与人工神经网络控制法,并考虑

局部阴影环境下的最大功率点跟踪技术,提出了一种以传统

控制方法为基础,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改进型最大功率点跟

踪技术。并对其进行仿真分析,以优化算法。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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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挖掘和云技术的微电

网优化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赖德翔 2175112001

王晓阳

/2171311045

,陆元孟

/2174510298

,熊楚奇

/2174213758

,唐雨

/2175111251

李更丰 副教授 0806

该项目基于数据挖掘,对风电和光伏随机特性分析、建模及

预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单机最大发电功率追踪的优

化控制策略研究与实现；最后,基于云技术,将微电网的数

据在云端储存,并对微电网进行协调优化控制。本项目有利

于各区域电网能量更好,更有效地利用。有助于含分布式新

能源电源的微电网的调度、利用以及预测,可以提高分布式

新能源电网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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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机器人的开放式多功能运

动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宇琪 2186113833

贾拓

/2181311684

,李辰瑞

/2186123707

,  姚良丞

/2184312810

王丰 副教授 0806

研究一套集电机驱动模块、舵机转动控制模块、激光雷达

障碍识别模块、码盘定位追踪模块等的多功能、开放式运

动控制器,并以轮式机器人做实验验证。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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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体温与位

置连续监测与分析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奕博 2186113548

何雨兴

/2186113612

,吴筱熳

/2185122318

司刚全 副教授 0806

在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的环境下,对密切接触者的隔离监控显

得格外重要,而当前的隔离方式存在许多漏洞,比如瞒报体

温、擅自离开隔离区域等问题,因此需要实现对密切接触者

体温与位置的智能监控。我们通过设计一个app来实

现,app应当能够定期收集密切接触者的体温数据,并与手

机中GPS定位数据相结合,打包上传至数据库,当情况出现

异常时及时发出警告,相关工作人员便可以及时采取控制措

施,实现对密切接触者的有效监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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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介入式负荷辨识终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欣彤 2181411907

李帛昂

/2186113680

,贾琪

/2181411904

,  聂永欣

/2186113564

,刘克钊

/2181110943

吴翊 教授 0806

非介入式负荷辨识技术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事件探测,

特征提取,负荷识别等五个步骤,拟通过此项目设计出一款

能够非介入式负荷辨识终端,仅采集用户入口总电流、电压

数据,利用算法对总负荷波形进行分解和辨识,在云端完成

运算,从而判断户内每个电器的用电功率和工作状态;该项

目研究内容是当前电力负荷物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未

来发展智能受电终端具十分关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03

高效互联性家庭能源路由器的

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世昂 2181312136

朱旭

/2183412652

,焦一舟

/2183412645

,  宣春宇

/2183210785

,刘一诺

/2183611832

卓放 教授 0806

家用能源路由器是以提升家庭能源利用率为设计目的,能够

对能源交互、智能分配、缓冲储能互联系统进行智能设计,

降低家庭用电成本、提升电能利用效率,实现家庭局域能源

互联,提升家庭用电控制智能水平的装置。家用能源路由器

对输入电能以提升能源利用率为目的进行输出分配,同时实

现家用电器用电的满足,剩余能量的储存和多余发电量的高

压并网。实现能源交互、智能分配、缓冲储能三者互联的

电能分配构想。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04

零值绝缘子自发光智能诊断技

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其儒 2186113746

代浩宇

/2184111322

,周一涵

/2186123568

,李雨婷

/2183424188

程璐
助理教

授
0806

本项目运用绝缘子泄漏电流的分布及大小不同对应其不同

运行状态的评估原理,通过对发光材料因泄漏电流产生的光

传感效应进行测量来对其运行状态进行评估,以实现智能诊

断,减少绝缘子异常带来的损失。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05

基于功率管控的全向移动机器

人设计与多路况功率策略选择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晓枫 2183511599

唐昌瑚

/2185112356

,翁天琪

/2160506047

,李斯琪

/2160506079

贾要勤 副教授 0806

全向移动机器人是未来工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该机器

人采用了四轮驱动的方式,其功率控制的精确度极大程度上

会影响机器人的能耗情况。而在限定功率时应对不同工况

的功率策略选择也极为重要,能使得机器人工作效率避免非

必要的能量损耗。本项目目的为设计应对各种复杂工况环

境的全向限功率运动机器人,机器人要求运动灵活,能对各

种环境做出识别和应对,可以实现对功率的严格管控以及不

同工况下智能策略选择等功能。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06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学校出入通

道快速筛查及管控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浩宇 2186114150

刘爽

/2186113481

,王笃行

/2186113811

,  王宁南

/2160506096

司刚全 副教授 0806

当前形势及问题：国内全面开启复工、复学,但复工复学的

防控压力很大,出入口的检测非常不准确,且缓慢。欲采用

红外成像摄像头+RFID识别系统,做成安检门的方式,所有

人员间隔1米正常步速通过即可,通过的时候系统自动读取

RFID（学生卡信息）,实现人员管控,同时红外摄像头完成

体温监测,体温异常报警。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07
医用体内无线能量传输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博宇 2160506062

陈锐

/2183412656

,朱佳怡

/2186123528

,  刘家欣

/2186422606

,李庆尧

/2160506114

袁欢
助理研

究员
0806

体内医用设备（如心脏起搏器）如今使用越来越普遍。但

是由于这些设备不能长期工作,电源耗尽后需要补充能量,

为了避免进行手术进行更换对患者造成较大的痛苦,本项目

希望能够研究出可通过无线能量传输进行充能的装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08

基于机器学习的直流故障电弧

检测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效梦 2183723342

翟心楠

/2181322158

,孙玟玟

/2186123809

,王绪杰

/2183511615

,卢元博

/2186113494

李兴文 教授 0806

由于直流电流不存在过零点,当故障电弧发生后熄弧相对困

难,电弧产生的巨大热量可能会对电力设备及生产生活造成

巨大的危害,因此直流故障电弧的检测意义重大。而目前直

流故障电弧的检测保护技术却不够成熟,本项目将根据直流

故障电弧的时频域特点,筛选出最佳的特征量组,从而通过

机器学习方法,将特征量有效结合,以达到准确判断直流故

障电弧的目的,为进一步研制相关的电器设备可提供一定的

理论基础和技术参考。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09

基于MIMO电力线载波的飞机电

缆故障检测识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宇飞 2186113518

周昊

/2183211413

,康博超

/2183511605

,  高渊恒

/2181510160

郑涛 副教授 0806

本项目运用MIMO电力线载波信号在不同导体上传播时的差

异,收集、分析信号特征,通过深度学习算法提取出故障信

号的特征,进行故障类型识别,构建在线检测系统,并借助载

波信号检测故障。无需接收反射信号的特点,减少了信号传

输距离,提高了接收信号的信噪比。实现装置抗干扰性能和

及时反馈能力的提升。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10

基于超材料磁场汇聚特性的多

发射-多接收无线电能传输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汤凌峰 2173412050

韩健乐

/2183210792

,曹奕昕

/2183112535

,冯松杰

/2182112872

,王辰阳

/2183210793

王曙鸿 教授 0806

本项目基于磁耦合谐振无线电能传输原理及区块链思想,建

立多发射-多接收无线电能传输系统。采用电路-电磁场耦

合分析方法,研究无线电能发射和接收线圈,优化电磁超材

料的周期性单元结构,增强磁场耦合,提高系统的传输效率

和输出功率；探索超材料磁场汇聚角度调整方法,基于区块

链思想,通过调整多个超材料装置改变磁场汇聚角度,开发

多发射-多接收装置无线电能传输的控制方法,实现多发射-

多接收无线电能传输系统。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11

基于Marx电路的不可逆电穿孔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尚天一 2171310855

周俊杰

/2175111934

,董若凡

/2174223860

,冯源昊

/2171310878

丁卫东 教授 0806

不可逆电穿孔技术是肿瘤消融的有效手段,本项目采用半导

体器件控制的Marx电路制成脉冲功率电源,在前人的经验

上对该技术进行实践,利用arm处理器,fpga,光耦隔离和电

力电子电路等技术设计脉冲功率电源,进行不可逆电穿孔试

验,探讨合理的电源频率和脉冲个数等电源属性,并针对不

可逆电穿孔面临的电场不均匀和肌肉收缩的问题进行思考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12

基于电爆炸制备纳米粉的新型

送丝机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睿煊 2186113474

崔兰馨

/2186123966

,杨景尧

/2186123640

,吴俊杰

/2178114087

石桓通 副教授 0806

项目拟研制用于电爆炸制纳米粉的新型送丝机构。采用圆

盘旋转式供丝结构,在保证送丝机构在线长时间可靠运行前

提下实现不同直径、材料金属丝及混合“绞线”的送丝,支

持更灵活的负载尺寸及材料选择,极大提高设备效率。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13

园区微电网智能规划设计云平

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子昂 2184111324

李泽华

/2184111498

,李亦晨

/2184111490

,邢浩威

/2183713383

,李浩天

/2186114337

王建学 教授 0806

园区包括了工业园区、商业园区和校区等多种形态,是智能

电网或者能源互联网主战场。但是现在园区电网规划成熟

工具很少,亟需研发一套相关的软件工具。本项目旨在研发

一套微电网规划分析系统,并融合电气接线设计等功能,实

现园区分布式电源和储能的智能规划,进而实现微电网的稳

定、高效、经济运行。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14

基于树莓派的动态多类型智能

购物车系统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一诺 2186113650

鄢子强

/2184214441

,王治然

/2185011738

,王家宸

/2181311680

,高志鸿

/2160506061

王威

望,李

瑞程

副教

授,高

级工程

师

0808

本项目通过基于树莓派的软件和硬件设计,利用语音识别与

交互、目标物体动态追踪、红外避障与紧急制动、小范围

精确定位与导航等技术,设计并实现了一套自动跟随与超市

导航的智能购物车系统。与传统的购物车不同,该项目的目

标产品可以在顾客购物时自动跟随顾客,并且在顾客寻找商

品时提供指引与导航,能够显著提升顾客在超市的购物体

验,也能够在未来“无人超市”的构想中发挥巨大作用。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15
新能源并网用低压固态断路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志龙 2184214229

程睿

/2160506059

,张斌驰

/2160506075

,  施晴川

/2183521594

吴益飞
副研究

员
0806

低压固态断路器作为一种基于新型半导体技术的开关控制

和保护设备,具有动作速度快,控制方式灵活,体积小,且开

断过程无电弧产生,没有机械触头运动,无机械噪声,使用寿

命高等优势。因此开发适用于新能源并网的低压固态断路

器对于新能源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有望解决低

压直流电网故障电流的快速可靠切断难题。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16

利用海岛能源制超临界水进行

塑料无害化处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丽霞 2174121347

张箫戈

/2174121467

,郑智豪

/2173310717

,王菁

/2174623704

,           

         巴

尔成·巴瓦阿

金辉 教授 0805

目前,传统的塑料垃圾处理技术为简单再生技术、改性再生

技术及燃料技术,将废塑料造粒重利用。这些技术无法剔除

塑料中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且回收率不高。目前已有的还

有利用热炉制超临界水分解塑料的技术,该技术弥补了传统

技术的不足,但能量利用效率不高,需要热炉加热,增加了能

量的消耗。本项目在上述技术的基础上,模拟海岛环境,利

用清洁能源太阳能代替热炉,利用丰富的海水资源制备超临

界水,并探究海水对塑料分解的作用及影响,达到能源和能

量的高效利用,改进塑料无害化处理技术,促进垃圾分类及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17

硅晶体生长过程中碳氮杂质的

扩散及分凝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金洋 2174213791

林一山

/2173611859

,万艳玲

/2173621855

,祁添翼

/2173310708

刘立军 教授 0805

硅晶体中的碳、氮杂质会严重影响半导体器件的电学性能,

降低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杂质在熔体中的扩散及固液界

面处的分凝是影响晶体中杂质含量及分布的关键因素。本

项目拟针对硅晶体生长过程中碳、氮杂质分凝及扩散行为

建立模型,提出分凝系数计算方法,计算碳、氮杂质的扩散

及分凝系数,阐明碳、氮杂质扩散及分凝受温度、杂质溶度

等关键物理量的影响机理,为硅晶体生长过程中控制碳、氮

杂质含量,预测杂质分布奠定科学理论基础。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18

基于人工智能的叶片表面加工

缺陷识别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柴凯昕 2184111512

舒瀚林

/2183310804

,朱颜泽

/2183723446

,刘郑涛

/2184214514

,邱卓

/2186113788

张荻 教授 0805

叶片是透平机械的重要组成部件,长期工作在恶劣条件下,

易发生损坏甚至断裂,导致机组振动甚至造成严重事故。为

了保证机组的安全运行,需要对加工后的叶片进行重点检

测,判断叶片表面是否存在加工缺陷并进行识别定位。我们

团队提出了基于人工智能的叶片表面加工缺陷识别技术,利

用计算机大规模并行处理能力与对已有数据的高效学习能

力,对叶片表面加工缺陷进行进项高效率、高准确度地识别

定位,提高叶轮机组运行的可靠性。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19

基于深度学习的航天图像信息

处理与价值挖掘开发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筑伟 2171411605

孔令辉

/2173714071

,刘屹峰

/2174311677

张克旺 讲师 0809

本项目可得到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支持,面向常规方法难以

快速、充分地从大规模、高维度、高复杂度航天图像数据

中提取挖掘价值信息的问题,充分利用对地观测数据资源,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方法,开展图像分类、检测、分割等应

用,实现航天图像从感知到认知的突破与转化,由此,旨在利

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可以快速、较为准确的大规模识别图像

并处理图像的特点,对航天图像进行识别和处理,以达到更

好地探索空间、利用空间资源的目的。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20

燃料电池气体扩散层老化现象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开元 2150506123

李佳千

/2150506093

,徐简宁

/2150506105

陈磊 副教授 0805

燃料电池的老化问题的是延长燃料电池寿命的关键。本项

目希望通过MS仿真,从介观层面上对燃料电池的老化过程进

行研究,找出影响燃料电池性能最重要的因素,并通过实验

手段对模型加以检验,从而为提高燃料电池寿命提供理论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21

低沸点介质常压下微液滴生成

装置研制与碰壁热动行为机理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菲 2173723943

张颖

/2175121941

,褚淳淳

/2173320662

,   郭雪松

/2173410584

周致富 副教授 0805

近年来,低沸点高挥发性介质喷雾冷却在电子器件冷却,激

光手术冷却等方面获得了初步应用,具有广阔前景。但关于

其机理的研究仍不甚成熟。本项目旨在设计并研发一种低

沸点高挥发性介质常压环境液滴生成、蒸发性观测与撞壁

试验系统及方法,针对喷雾撞壁过程中单个微液滴的热动行

为开展研究。以期为制冷剂喷雾液滴群的蒸发特性与撞壁

行为提供基础物理模型和数据,丰富自由界面气液两相流动

传热理论,为喷雾技术工程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22

核电厂安全阀启闭特性研究及

设计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艾梦婷 2183622049

温祺

/2181512814

,刘奚彤

/2186113997

,郭享辰

/2182310007

王明军 副教授 0805

项目旨在研究安全阀启闭特性并进行结构,材料,安全系数

的优化方案,目标为能够进一步了解安全阀起闭时的各项参

数及工作状态,创新出更安全且易于生产的安全阀结构。主

要思路是利用CFD方法,使用Fluent软件,通过对研究对象

进行调研后,开展进一步的建模及计算。结合流固耦合,研

究阀门开启关闭过程的流体流动特性和阀门受力特性,并根

据结果提出新的设计或者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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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温室集水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睿 2183414179

郭晨瑜

/2184121566

,胡晗玉

/2184121541

陈雪江 副教授 0805

本项目旨在设计制造一种新型温室大棚集水系统,充分利用

温室大棚内植物强烈的蒸腾作用及土壤水份的蒸发而聚集

于棚内的高湿度空气。通过风机引流入高效集水风道,冷凝

于风道内表面并收集进入蓄水桶。同时将喷射式制冷原理

应用于风道冷却,实现对水蒸气冷凝条件的改善。最终集成

于一套自动可调可控的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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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氢燃料的冷热电联产系统

经济性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路遥 2175112037

张晨庆

/2173412148

,肖佳豪

/2176112561

,阙立博

/2150300239

,张翼霄

/2173714029

李明涛 副教授 0805

本项目确定氢燃料CCHP系统中的热电设备,利用Dymola软

件建立了氢燃料CCHP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模型,并在此基

础上,构建氢燃料CCHP系统的经济性分析指标；在对制氢

技术和氢气储运技术的了解的基础上,构建制氢技术经济性

评价指标,并由上述两个评价指标构建氢燃料CCHP系统的

经济潜力评价体系。利用该评价体系横向对比分析不同燃

料CCHP系统的经济性能,同时纵向对比氢燃料CCHP系统的

经济潜力,对氢燃料CCHP系统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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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可控的晃荡液体减振

器的设计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宇峰 2176112789

张国宏

/2173412113

,童心怡

/2173320726

,王馨怡

/2176122410

,赵迪

/2171524118

李国君 教授 0805

本项目拟在现有调谐液体-质量阻尼器（TLMD）的研究基

础之上,更深一步地研究影响TLMD减振效果的因素,分析对

比不同结构下（主要为振子底部放置型）TLMD的减振效

果,并通过改变振子和容器的材料及形状结构提高减振效

果,此外,本项目拟在外部加一种可控磁场电路,增强磁性粘

性液体的晃荡来提高耗能减振,并将减振情况反馈到外部,

实现对减振效果的提升和减振情况的实时获取,推进技术的

发展进步,也便于在工程中的进一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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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可燃固废处理系统设计与

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华昱辉 2176112745

熊若宸

/2176112272

,徐模

/2174213839

,  樊远航

/2176112633

王长安 副教授 0805

目前我国固废总量逐年递增,相应处理方法各不相同,将固

废就地掩埋、开发进行土地利用以及焚烧等化学反应处理

都有一定效果,其中通过焚烧等化学反应处理是我国固废处

置的主要途径。固废焚烧有很多方式,但均存在诸多问题,

如焚烧方式,烟气中的污染物质的处置等一系列问题。本项

目旨在提出新型固废热处理系统,分别从发电厂角度和炼钢

厂角度研究以协助处理固体废弃物,将焚烧的热量有效利

用,并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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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液氮冷量制取液氧的单塔

低压精馏设备及流程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倪一帆 2175021181

杨松

/2171411532

,王培宇

/2175011213

厉彦忠 教授 0805

对现有的一些空气液化流程进行合理性分析,并设计出一套

新的仅利用液氮冷量制取液氧的系统。

由于液氮价格较低,因此设计一套富有液氮,无需其它外部

能源（个别泵除外）,在不使用压缩机和其它制冷设备的情

况下,仅靠液氮气化得到的冷量制取液氧,具体而言,对整个

流程中的换热器、精馏设备以及装置的布置、工艺的组织

进行优化,解决在某些科学研究项目中缺少液氧但原材料有

限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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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持太阳能驱动饮水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奔驰 2174111331

陈芷荟

/2174121358

,邵钰

/2174111321

,  宋诗玉

/2174121456

,陆嘉玮

/2174111256

敬登伟 教授 0805

本项目提出一种全自持太阳能驱动空气集水装置,利用MOF

材料良好的吸水和受热解吸性能,在较低温度环境下从空气

中吸收水蒸气,在白天太阳能辐射的高温环境下解吸释放水

蒸气,利用冷凝装置凝结成水并收集。该装置有效利用太阳

能空气集水,成本能耗低,无污染排放,缓解了干旱地区富光

缺水的问题,同时为户外紧急用水提供便利,对节能减排具

有重要意义,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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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电石-石灰组合窑”及

其高效热力循环生产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辛昊哲 2176112329

刘德文

/2172311798

,辛世纪

/2176213606

,詹舒童

/2173510805

,王泽

/2176112720

车得

福,刘

虎

教授,

副教授
0805

本文针对现有套筒电石炉,设计了一个基于热量回收、物质

循环理念的“电石-石灰组合窑”高效热力循环生产系统。

在炉口处设计密闭直立环形换热筒收集电石热量,与石灰窑

烟气一同预热原料空气。利用高温电石炉尾气预热兰炭,部

分兰炭与其混合煅烧石灰,另一部分兰炭和产生的生石灰送

入电石炉中生产电石。与传统工艺相比,所需兰炭减少近

70%。该系统通过对资源和能量的合理利用,有效降低了电

石的生产成本,保护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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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粒子法的堆芯熔融物与混

凝土相互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时康 2176112282

傅祎林

/2173310695

,崔金秋

/2173713979

,张伊欣

/2176122619

,王波威

/2173412134

陈荣华 副教授 0822

核反应堆严重事故中,高温堆芯熔融物与底部混凝土反应导

致混凝土熔穿,产生大量气体致使安全壳超压失效,引起放

射性物质外泄。本研究基于先进的移动粒子半隐式方法对

其进行直接数值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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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柔性氢燃料电池设计及

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昀洋 2175223634

张洪铭

/2175213635

,丁圣洁

/2175213639

,瞿婷

/2173123696

张兄文 教授 0805

本项目旨在研发轻携、舒适的可穿戴电子设备。通过柔性

设计氢燃料电池的各部分组件,优化燃料电池单元的结构分

布,改善极板结构将各供电单元串联起来,减少电池所占固

定体积,设计出一种满足可穿戴化要求的柔性氢燃料电池。

该项目提出的方案可以拓展氢燃料电池的应用范围,满足多

样化的消费者需求,并且为可穿戴设备注入了新的活力,使

其一改之前笨重的形象,变得更加轻薄、可弯曲、可拉伸,

从而使用户感到更舒适、更便携、更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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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Novec的浸没式大功率电

子器件冷却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佳军 2173510762

陈琛

/2174111409

,苗庆硕

/2173710839

,  刘一鸣

/2176122760

刘秀芳 副教授 0805

随着电子器件在微型化和集成化方面迅速发展,其发热功率

与热流密度迅速提高,影响电子器件的效率及稳定性。本项

目针对大功率电子器件,设计一种新型冷却装置,重点解决

高热流密度下的散热冷却问题。通过对比研究各冷却方式,

提出最优化热管理解决方案,结合电子器件特性总结设计要

求,并通过实验、数值模拟等手段测试性能。该装置具有高

效散热,结构紧凑,运行稳定易维护,节能环保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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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式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晓钟 2174410439

冯民

/2175111928

,袁伟光

/2176112562

,  薛琪

/2176122683

秋穗正 教授 0822

本项目通过系统建模和relap5数值仿真的方式,以中国实

验快堆（CEFR）为基础,研究池式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的

特性。余热问题是核安全的一个重大课题。本项目建立了

一个有效的数学模型,从余热功率,散热效率,散热功率的角

度,建立数学模型并利用relap5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了余热

利用,第一回路结构,第二回路介质,空气散热器结构等因素

对于余热排出的影响,从而得到了池式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

的一系列特性,为池式快堆的商业应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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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风力发电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云帆 2176112499

赵珂宇

/2176112661

,李逸飞

/2176112448

,左芳菲

/2176122300

李早阳 副教授 08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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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Pr数液态金属流动换热特性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鑫杰 2176413428

刘明旭

/2174111343

,李一松

/2176113385

,高亦远

/2174213748

张大林 副教授 0822

随着第四代核反应堆技术论证工作的进行,铅冷快堆和钠冷

快堆也成为热门的研究方向。本项目从模拟液态金属钠的

性质出发,以计算机数值模拟的方式模拟钠在工作过程中的

传热过程。通过此次项目,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第四

代反应堆中钠冷快堆的换热特性,使我们对新一代反应堆有

更加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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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振荡器在电子器件冲击冷

却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海扬 2173510773

谷鑫

/2171311061

,张鹏

/2173310730

,    吴家豪

/2174213746

,范昌浩

/2173714061

丰镇平 教授 0805

冲击冷却是一种典型的电子器件冷却方式,本项目研究用流

体振荡器替换冲击冷却中的普通冲击孔及其冲击射流的冷

却效果。项目工作主要包括流体振荡器冲击冷却结构设计,

基于数值模拟和实验研究的流体振荡器冲击射流结构和采

用圆柱形冲击孔的典型冲击射流结构的冷却效果对比,流动

工况和几何参数对流体振荡器冲击冷却效果的影响研究。

流体振荡器冲击射流有望提高冷却的覆盖范围和冷却均匀

性,为更先进电子器件冷却方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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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漂浮式太阳能光伏-光热-

电解水耦合产氢装置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梓健 2172213543

李林峰

/2176112313

,加欢

/2176112829

,  盛博阳

/2176314185

,胡安澜

/2174213752

陈玉彬 副教授 0805

本项目的核心装置为太阳能光伏电解水产氢装置,将其安置

在自然界中天然存在的湖泊、海洋等水面上,利用太阳能电

解水来获得氢气。为了提高产氢的效率和速度,本项目意图

通过太阳能集热器,提高被电解的水的温度,以获得更优的

产氢性能。因此,如何将太阳能光伏、光热,以及其他的电

力电子调控设备有效地配合组装起来是本项目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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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滴辐射散热系统分析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创创 2176111240

高雨轩

/2176122687

,贾士瑶

/2176122263

,靳晓灵

/2175110613

,罗浩

/2175110199

种道彤 教授 0805

本项目研究对象是在一种太空领域极具发展前景的新型换

热系统：液滴辐射散热系统（LDRs）,其主要包括液滴发

生器、液滴收集器、辐射层、循环泵、回流管道五个部分

。本小组从其核心部分液滴层辐射特性的分析计算以及液

滴发生器、收集器的结构设计为出发点,以提高散热系统散

热效率和稳定性为目标,通过理论计算、建立模型、数值模

拟、参与实验等方式进行自主性、创新性项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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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材料孔隙内的水伏发电技术

与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迎典 2176122522

郑皓天

/2173611825

孙成

珍,白

博峰

副教

授,教

授

0805

利用氧化石墨烯与水分子的直接相互作用来发电,可直接由

氧化石墨烯（GO）产生电力,是一种较为简单的电能产生方

法。环境条件下,蒸发驱动的水在碳材料内流动,可靠地产

生持续电压,具有潜在的广阔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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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飞灰的节能熔融和回

收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子涵 2173210516

林震晔

/2173510793

,卿腾

/2175010222

,  邓清清

/2173611807

,蔡雨铃

/2173520749

牛艳青 副教授 0805

灰熔融是垃圾焚烧飞灰的一种处理方式,但熔融温度较高,

所需的能耗也较高。本项目旨在通过添加剂降低熔融温度

以及利用兰炭末燃烧代替电能来减少熔融能耗。此外,本项

目还将着眼于灰熔融产物的回收再利用,实现废物利用,减

少排放,充分契合节能减排的环保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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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CO2环境下耐热合金腐

蚀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鹏 2181312172

王笃行

2186113811,

汤钦睿

2184510124

梁志远 副教授 0805

新型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在发电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

而腐蚀问题在系统关键高温部件材料等方面扮演至关重要

的角色。本项目采用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S-CO2

环境下耐热合金腐蚀行为及腐蚀过程中离子扩散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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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压缩空气系统节能

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瑄印 2171411582

邱宏烨

/2174410435

,王菲

/2176122552

,  蒋佳成

/2175111914

,任纪霖

/2176413396

何志龙 副教授 0805

空气压缩机在工业生产中具有广泛应用,耗电量占据了全国

总发电量6%-9%,在如此庞大的体量之下,其能量节约也就

显得至关重要。本项目采取人工智能和自动控制技术对可

变频压气机组的频率进行调控,使得机组在最大效率的工作

状态下满足工业生产需求。基于大量的用户使用数据,提出

可行性较高的人工智能算法,实现智能地为用户提供方案,

并且方案会不断优化,机组工作效率的提高将带来巨大的节

能红利,为企业、国家节省大笔电能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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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长度可变便携式靠背管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文硕 2173714043

董凌霄

/2173724003

,张子峻

/2173113694

,徐榕鸿

/2174320173

王海军 教授 0805

在锅炉等设备现场测试中,经常会用到靠背管进行煤粉气流

流速的测量,根据管道尺寸不同,靠背管长度也会有所不同

。如果进行现场测试有可能会携带多种不同长度规格的靠

背管,很不方便。由此,可以开发一种长度可变便携式靠背

管,同时配合一些方便的二次测量设备,使得开发的靠背管

方便携带,能适用于多种管道尺寸测量,非常有利于现场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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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操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宇浩 2160506052

鄢子强

/2184214441

,周立君

/2184310845

,祖斯羽

/2183422668

,李胤

/2185110247

高振华 工程师 0802

竞技体操机器人是一项横跨多个领域的综合性技术。本项

目是基于中国机器人大赛工程竞技类竞步体操赛项,竞技体

操机器人功能在于模仿人类的一系列动作,包括俯卧撑,侧

翻,倒立,前后滚翻等等。本项目将完成竞技体操机器人的

设计,并通过3D打印、激光切割等快速成型技术实现机器人

的制作,通过步态规划和编程控制实现机器人的竞技体操动

作,通过选用合适的传感器实现人机互动环节。本项目成果

可用于家庭娱乐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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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相变微胶囊的制备与应

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昕圆 2173611856

齐莉菲

/2173724065

,刘屹峰

/2174311677

,张梦瑶

/2173723952

孟婧 工程师 0805

针对传统相变微胶囊存在的传热效率低等问题,本项目拟采

用溶胶凝胶法+接枝法+共沉积法制备磁性石墨烯相变微胶

囊,使其具备导热增强+回收分离的双重功能,并研究其在光

热转换系统或电子芯片冷却领域的应用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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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藻为原料制备沸石分子筛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怡琳 2184121555

张蔻儿

/2183221349
全翠 副教授 0805

自21世纪以来,全球气候变暖,世界资源短缺形势严峻,为

之寻找对策做出改变刻不容缓。此外,水体富营养化导致微

藻大量繁殖,污染水质。本项以微藻为原料,采用热熔-水热

法制取用以捕集温室气体的分子筛MCM-41,并用XRD、FTIR

、SEM等手段研究合成的MCM-41的结构,并和商用分子筛进

行比较,评价其对的捕集性能,从而优化合成的分子筛结构

。本项实现了微藻废弃物的高值能源化利用,且国内外并无

用微藻制MCM-41的先例。项目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创新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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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寿命空间堆创新概念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灿 2173621905

李康

/2173610589

,卢泽润

/2176314186

,  蒋中立

/2173412141

,陶惠惠

/2173412099

曹良志 教授 0822

空间核反应功率大、体积小、质量轻便,在绕地卫星供电、

深空探测推进以及月球与火星基地供电等领域具有应用前

景。但目前由于空间堆堆芯物理设计受中子临界性能、包

壳材料的限制,寿命普遍低于10a,这与长期的航空航天探

测及星表供能要求都有一定差距。因此,本项目设计组致力

于在满足堆芯性能要求的情况下对现有空间堆的物理和材

料设计进行进一步优化,从而使空间堆寿命在理论上能够延

长至至少50a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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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染料共敏化金属有机框架材

料的可见光催化分解水制氢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倩妃 2171421506

陈书妍

/2176122878

,衣晓东

/2172311303

师进文 副教授 0805

本项目以构建高效稳定光催化剂为目的,以近年来应用广泛

的金属有机框架材料（MOFs）为载体,利用溶剂热敏化的

方法,围绕曙红（EY）和罗丹明6G（R6G）两种染料共敏化

对MOFs光催化产氢性能影响展开实验研究。在实验研究

中,我们需要结合结构分析、形貌分析、官能团分析和光学

性质分析等分析手段和光催化产氢性能测试及评价体系,得

到高性能的光催化剂并分析出光催化产氢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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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电池热管理方案优化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顺原 2173510828

赵春雨

/2174111272

,严童童

/2174420426

,郑源明

/2173510829

刘秀芳 副教授 0805

电池是电动汽车的动力来源,优化电池热管理是提高电池工

作稳定性,延长电池寿命的关键。本项目将针对电动汽车的

电池热管理系统,基于传热学、流体力学等的理论分析,利

用CFD和数值分析模拟手段,对电动汽车的电池热管理系统

进行分析,对现有结构进行优化设计及进一步的数值分析,

并将多种电池冷却方式进行耦合,形成新系统。进而对耦合

系统开展实验研究,获取准确的数据,最后对比理论和实验

研究,进一步优化设计电池热管理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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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电池的管理及二次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豆豆 2176122704

杨毅帆

/2176112705

,林熙祥

/2175111973

,王子昂

/2160506097

魏进家 教授 0805

通过对废旧电池热管理的调研选择,通过风冷和相变材料相

结合,寻找最佳方案,延长锂电池的寿命。对能源进行整合,

辅之以光电光热的转换,使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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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燃料着火特性及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桂佳强 2174213819

何宏杰

/2175010232

,谢安澜

/2173510809

,雍佳玮

/2176413430

,徐泽中

/2176112547

姜雪 副教授 08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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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流压气机最优叶型数据库研

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嘉逸 2184312774

肖子旭

/2176112283

,许恒瑞

/2186114051

琚亚平 副教授 0805

项目针对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压气机叶片精细化设计的国

家重大需求和利用人工智能先进技术攻克实际工程问题的

学术前沿,开展叶轮机械气动设计优化方法研究,建立基于

深度学习的先进压气机叶片优化选型软件平台,实现最优叶

片几何数据对实际设计需求的准确、快速响应,研究内容主

要包括叶片几何参数化建模、压气机叶栅流场数值计算、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建模三大部分,涉及计算几何、计算流体

力学、人工智能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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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束通道内流场可视化实验方

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奚彤 2186113997

王昊

/2184411058

,庞家乐

/2186114092

,  王世傲

/2181311698

,温祺

/2181512814

张博 工程师 0822

现代核电压水堆中都普遍采用棒束结构加热冷却剂,内部的

流场分布对温度分布影响大,进而影响热循环效率。本项目

采用流场分析方法并利用CFD可视化而获得去离子水内不同

区域的速度场图像,并通过通道交混实验技术获得相应参数

。对进一步理解和提升反应堆性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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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催化和二次引燃的尾气处

理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孔凡利 2176512201

郭浩东

/2171411568

,王鑫

/2176213552

,  姜超然

/2173310685

,续亮

/2171510599

张博 讲师 0902

基于催化和二次引燃的尾气处理装置本体暂由三部分组

成：一,主体催化部分,是处理尾气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主要

处理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级化物；二,催化

固化部分,针对尾气中含有的硫磷等不能排放到大气中的有

毒化合物进行处理,使之留在尾气处理装置中的可更换滤芯

中；三,二次引燃装置,采用电弧或电热丝处理催化不充分

的一氧化碳等可燃组分。项目整体还包括尾气产生装置和

尾气处理的浓度检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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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粒子表面特性对蛋白质冠

冕形成及跨膜的影响规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昭彤 2176223581

王岱洪

/2174420436

,           

       王孙

思勤

/2176120038

,           

     杨婷钰

何晓聪 讲师 0805

纳米颗粒由于其特殊的光、热、电磁特性以及靶向性而被

广泛应用于癌症成像、检测、治疗领域中,为癌症的诊疗提

供了新希望。纳米颗粒进入人体内后,会吸附活性生物分

子,形成“冠冕”。蛋白质冠冕的形成影响细胞摄取、免疫

反应、生物分解和纳米颗粒的命运,蛋白质冠冕可隐藏靶

点,导致纳米颗粒靶向能力下降。因此对纳米颗粒表面特性

对蛋白质冠冕形成及跨膜的影响规律进行研究,为提高纳米

颗粒靶向能力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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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条件下气泡动力学及自然

循环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子彤 2176121238

王心烨

/2176112611

,季珈帆

/2173220503

,喇永孝

/2176413439

,刘胜

/2174311759

王明军 副教授 0805

本项目首先搭建六自由度气泡动力学实验平台,开展海洋条

件下单气泡运动特性实验,从气泡角度揭示海洋条件影响机

理；基于实验结果,建立海洋条件CFD计算方法,开展海洋

条件下单气泡运动数值模拟,分析流场的瞬态、微观特性；

最后搭建海洋条件下强迫及自然循环热工水力特性实验回

路,分析海洋条件对核反应堆热工水力行为的影响机制和规

律,建立海洋条件下流动传热特性预测模型,为海洋核动力

平台优化设计和运行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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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超声波强化传热的相

变储能系统优化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钱琛怿 2173310632

蔡凌霄

/2173320665

,司天誉

/2173210330

,郑笑天

/2173714028

,魏捷

/2173510754

王秋旺 教授 0805

相变储能材料作为一种重要的储能技术载体,在工程中被大

量运用。研究表明,由于相变储能材料导热系数小、填充于

相变材料中的多孔材料影响其对流等原因,相变材料的利用

率往往不高,往往无法获得充裕的时间熔化储能,导致能源

的浪费。本项目希望通过研发一种新型超声波产生系统及

对其进行合理布置,使相变材料在受热熔化时发生剧烈扰

动,提高相变材料的利用率,并使相变储能技术储能能力提

升,从而达到节能减排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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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住宅管道中固液类生活垃

圾的集自适应智能分类及管壁

清污功能于一体的节能装置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柴廉洁 2171421596

林心怡

/2173520794

,王官印

/2174213784

,郑奇兵

/2173714034

,贺吉程

/2174213766

张家忠 教授 0805

城市化持续推进为城市的排水系统不断增加负担。为了缓

解下水管道的压力,便利居民生活,节省市政支出,本项目拟

针对高层建筑排水管道进行创新改造。基于流体动力学原

理,通过机械结构的设计,利用污水沿管道流动时重力势能

与动能的转换驱动相关机构运作,实现排水管道中的固液类

垃圾分离；对于管道中淤积情况,基于空化清污原理处理建

筑管道内部淤堵物。进一步收集其内两相混合的垃圾,以达

到管道防堵、节能环保和垃圾分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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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转速离心机的吸尘器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一航 2173412086

张佳侗

/2171411595

,孙曾博

/2173713947

,高松

/2174111426

,张楚鑫

/2173220333

陈双涛 副教授 0805

本项目基于超高速离心机技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吸

尘器电气产品,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空气动压轴承超

高速无油离心机开发；（2）超高速电机及控制器开发；

（3）新型除尘结构开发；（4）基于无油离心机的吸尘器

产品整机开发。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开发出超高转速、强吸

力、低噪声的高性能吸尘器样机,攻克超高速空气动压气体

轴承无油高速离心机技术、高速电机及控制器技术、新型

高效除尘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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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相调控下的Ta3N5/TiO2

异质结光催化剂制备及其太阳

能分解水制氢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安澜 2174213752

余方博

/2173611852

,罗淏天

/2150506131

刘茂昌 教授 0805

本项目创新尝试在微观相调控下将不同相形成同质结的

TiO2和Ta3N5再进行复合形成异质结光催化材料,理论上能

较好的克服光生电子与空穴的复合难题,有望合成出催化效

率高且稳定的光催化解水制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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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滞阴离子核素迁移的膨润土

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威 2174213723

苏文轩

/2173611836

,秦庸博

/2174111363

,宋远鹏

/2173210506

,刘启蒙

/2173713968

赵耀林 副教授 0822

在进行高放废物地质处置时,需要用到多重屏障系统,其中

作为屏障系统最后一层人工安全屏障的回填材料膨润土有

着阻滞放射性核素向外界迁移的重要作用。本项目制备有

机膦,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等改性的膨润土,并进行穿透扩

散实验,分析阴离子形态放射性核素在改性膨润土中的扩散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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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气爆炸安全特性评估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薄澜 2171110924

王睿翔

/2176112252

,马煜程

/2176112512

,金朔

/2176413424

王金华 教授 0805

背景：可再生氢能,根据世界能源委员会的预测,到2050

年,全球能源的18％将由氢提供,在交通领域,包括汽车、

飞机、船等交通工具对氢能的利用将占到28.6％。中国氢

能联盟预计,到2030年,中国氢气需求量将达到3500万吨,

在终端能源体系中占比5％。到2050年氢能将在中国终端

能源体系中占比至少达到10％,氢气需求量接近6000万吨

。目标：氢气生产,储存,运输,使用过程中的氢气爆炸安全

特性评估,指导氢气系统设计和安全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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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用均匀喷洒异型喷头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佳伟 2176112445

宋会棒

/2174111396

,李冠谋

/2174311672

,齐昌源

/2176110385

,杨玉冰

/2174520322

魏衍举 副教授 0805

喷灌以其节约用水、节省劳力和适应性强等优点成为目前

广泛应用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之一。随着能源日趋紧张,喷

头低压喷洒是降低喷灌系统能耗的解决措施之一,但是会带

来喷灌均匀度下降、地面径流和土壤侵蚀等问题,因此提高

喷灌均匀度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而异形喷嘴能改善喷头

低压条件下的水量分布,使之喷洒的更加均匀。因此,通过

探究异形喷嘴形状与喷洒均匀性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其应用

提供更好的指导作用,以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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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用光伏/风力发电制氢的

效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金戈 2172311297

李晨曦

/2176122744

,白志坚

/2176112792

,李凯文

/2176112336

,杨衣兰

/2176122614

王进仕 副教授 0805

本项目基于光伏、风力发电波动性大的背景下,探讨其在电

解制氢产业当中的应用。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在实验室内,对

于目前的风力与光伏发电实际状况进行模拟,在此基础上对

制氢设备进行评估测试,检测其在极端电压/电流情况下的

瞬时产氢效率和和波动电压下的平均产氢效率,从而有效指

导工业制氢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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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车灯散热及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佑佺 2176112231

李煜喆

/2176112434

,陈子峰

/2171110899

,冶廷宁

/2176314127

,刘凯

/2176413426

刘海湖 教授 0805

LED车灯的工作性能受温度影响显著,工作温度过高会使灯

组寿命减少、发出光的波长红移从而影响车灯性能；随着

LED车灯功率需求的增大,怎样避免灯组过多的热量积累也

显得愈发重要。本项目通过考察现阶段LED车灯的散热结

构,利用Fluent、ANSYS等软件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和评价现

有散热系统,并在实际生产水平的基础上给出优化后的散热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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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式制冷装置性能改进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佳靖 2186123971

赵昊城

/2186113995

,李峣霖

/2186113535

,张涵

/2182320013

,赵宇杰

/2182212586

谢福寿 讲师 0805

本项目主要研究一种吸附式制冷设备。根据现有资料筛选

出吸附性能合适的制冷工质,并通过后续实验分析比较备选

方案；进一步分析装置制冷效率影响因素,在减小装置自重

的前提下提高实际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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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净水机RO膜的污染物分析

及清洗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诗瑶 2174213721

岳安磊

/2175311138

,杜俊达

/2175011221

,卑依璠

/2173220562

,赵馨

/2173220526

李珊珊 副教授 0825

研究家用净水机的主要污染物——无机盐沉积污堵,颗粒和

胶体污堵,有机污堵及生物污堵(主要实验目标）

主要清洗方法：物理方法——反冲洗等

化学方法——投放化学药物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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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冷能低温热管回收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雨晨 2176112390

黄涛

/2173210550

,谢世纪

/2173412136

,  宋嘉豪

/2173310667

马原
助理研

究员
0805

LNG工业近几年的发展非常迅速,世界上LNG的生产应用以

年均20%的速度增长,冷能利用意义重大,前景广阔。LNG存

储在110K的低温下,蕴藏着大量的冷能。除了常见几种回

收利用方法,本项目是在老师指导下,以LNG低温冷能回收

利用为主题,结合间歇或者波动运行的LNG气化站,用低温

热管回收冷能,并用固液相变储存冷能,寻找通过一些途径

来实现冷能利用的放大,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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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燃气灶燃烧性能优化的设

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梦凡 2176112670

王行方

/2176112537

,田春昱

/2176112476

李倩倩 副教授 0805

本项目旨在以现有甲醇燃气灶技术为基础,通过模型计算、

结构优化等方式,分析甲醇燃气灶的最佳过量空气系数,确

定甲醇燃料与空气的适宜预混比,从而对现有甲醇燃气灶的

结构进行设计与优化,解决燃烧不充分和甲醛排放所造成的

“辣眼睛”问题,综合提高甲醇燃气灶的燃烧效率与使用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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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海流能发电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盛可宁 2173310669

卞浩阳

/2176112621

,陈浙寅

/2173310668

,林博文

/2174213781

郭鹏华 副教授 08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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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在长链烷烃中的溶解度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艾杰 2173210538

王子坤

/2176213602

,兰昊

/2173412071

,  王筑伟

/2171411605

,毛宇航

/2174111414

吴江涛 教授 0805

煤炭燃烧会增加碳排放压力,因此采用将煤炭气化成为CO等

物质,通过费托合成、在催化剂作用下转化成为液体燃料的

方法会使得污染小,易储存运输方便安全。该液体燃料为长

链烷烃等混合物的复杂体系,需要知道不同气体在其中的有

关热物性,从而研制优良催化剂,提升费托合成效率。在本

项目中,将研究在高温条件下,CO2在长链烷烃中的溶解度,

由于具体实验的复杂性,我们将通过具有理论基础的相关模

型对其进行预测,从提出预测方程。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72

CO2捕集与逆燃烧完整系统的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建军 2173410583

黄少轩

/2176112299

,徐德全

/2173210484

,王梓程

/2173713972

周屈兰 教授 0805

本项目是关于CO2捕集与逆燃烧的一套完整系统的设计,通

过对低浓度CO2利用吸收液进行捕集和富集,再利用太阳能

进行加热解吸的方式得到高浓度CO2气体,最后将高浓度

CO2气体进行光电一体化催化转化生成在工业上有着重要作

用的甲醇。本项目有效解决了现有二氧化碳捕集技术在回

收再利用方面的不足,从而达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生成清

洁高效能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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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声速飞行器热防护耦合多

级温差发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方寅 2173412129

李昞杰

/2176112309

,熊屠安

/2173210537

,黄为

/2175111933

,成文韬

/2175112032

刘朝晖 副教授 0805

温差发电技术利用热电材料直接将热能转化为电能,具有节

能、环保,高效等特点。因其无机械运动部件,又具有长寿

命、坚固耐用、可靠性高、稳定性好等优点。高超声速飞

行器飞行马赫数大于5,气动热项目简与燃烧热导致未经冷

却的发动机壁温达3000K。本项目将温差发电技术与高超

声速飞行器热防护相结合,可以利用飞行器多余热量发电,

在起到热防护作用的同时,产生电能为高超声速飞行器机载

仪器设备供电。项目设计、制作、开展实验并优化多级温

差发电装置,实现飞行器高壁温条件下的应用,具有突出的

工程应用价值和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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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驱动海水浓差发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汝凯 2173713997

董恩赐

/2174111461

,袁荣胜

/2174111450

屈治国 教授 0807

研究目的是利用CNNM产生较大的海水浓度差,实现高效的

太阳能发电。该项研究有助于提高海水发电的效率,缓解能

源压力,缓解能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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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净水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宇恒 2173113691

杨骐丞

/2171411527
杨鸿辉 副教授 0825

本项目主要计划研究一种简易的净水器,针对自来水中药品

及个人护理品（PPCPs）超标与细菌污染的问题,采用电化

学原理、构建一体化处理模块,一次性完成对饮用水中的微

生物、微量有机物、水垢及重金属离子等污染物质的截留

与去除,并且能够显著地减少处理耗材更换次数,减少消费

者的使用成本。使经过过滤器滤出的水能够达到国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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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人体辐射防护的载人航天

机结构动态优化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续希 2173711657

汪彦旭

/2175111946

,马航琪

/2174510293

贺朝会 教授 0822

航天器运输过程中,其海拔位置不断变化,所处的辐射环境

、辐射成分也在不断变化。由于航天器中各部分对不同辐

射源的抗辐照能力不同,为了在保证机载人员在接受其可承

受辐照剂量下,尽可能降低辐照保护材料的使用量,设计航

天飞机从地表移动至外辐射带、从地磁场坐标赤道至两极

工作范围内,针对机载人员的空间位置,给出航天器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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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超高速气浮风机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思涵 2173713973

李佳峻

/2176112632

,余程焕

/2173611857

,晁家明

/2174111397

,屈胜利

/2174110117

陈双涛 副教授 0805

设计一个小型高速涡轮,涡轮中间主体是离心式压缩机,动

力轴承采用空气轴承,从选材到设计将涡轮的转速和效率达

到最大化,在高速电机带动下进行运转,在高速涡轮两侧实

现较大的压比。在出口处外接一个渐扩喷管,使涡轮排出的

气体降压增速,最终增大出口排气量,实现远高于现在市场

上存在的涡轮排气量,且更加小巧高效。高速电机的转速要

求达到11万rpm,同时减小噪音。该小型高速涡轮可应用于

家用吹风机、无叶风扇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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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冻结法处理烤漆房废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祯麟 2175011219

候亮

/2176112750

,白一帆

/2176112428

,  吴启航

/2173412142

,汪学李

/2175011212

谭宏博 副教授 0805

在各行各业中,需要对材料其表面进行喷漆或烤漆处理,以

达到装饰、美观和防腐等功效。涂料在施工和固化过程中,

需要使用大量有机溶剂,这些挥发性的有机物在使用过程中

会释放出来,并排放到大气中,大多数有机物为毒性危险的

空气污染物,不但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直接危害,对人们

赖以生存的大气也同样造成破坏。我们小组成员将研究低

温冻结的方法对烤漆车间产生的废气进行处理,以到达净化

空气,保护环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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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密度和孔隙度联合测井仪

的仿真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颜恺 2172213545

刘时语

/2150506094
张清民 教授 0708

通过采用Am-Be中子源和Cs-137伽马源测量地层孔隙度和

密度开展测试,形成仪器机械结构优化方案,完成基于Am-

Be中子源随钻中子孔隙度、Cs-137伽马源随钻密度的数据

处理流程、环境校正图版和数据库的创建,以及源罐的辐射

安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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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HFO/离子液体吸收式制冷

系统的设计和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宇 2174311702

王俊英

/2176121239

,喻颖晖

/2174510299

,戚策

/2171311122

刘向阳 副教授 0805

HFO/离子液体是一种环保性能良好、工作温度范围广的吸

收式制冷工质对,但是国内外对其热物理性质和制冷性能研

究的较少。本项目拟从热物性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HFO/

离子液体热物性的实验装置,获取一批精确的实验数据,并

在此基础上,从分子层面建立其理论预测模型。基于所建立

的理论预测模型,构建HFO/离子液体分子结构与制冷性能

间的关联模型,提出HFO/离子液体工质对和吸收式制冷系

统的耦合设计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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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离子液体为工质的新型吸收

式制冷循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君康 2174213777

田雪皓

/2175111942

,刘畅

/2176213599

,张瑞

/2176122743

,董良

/2176112752

王晓坡 教授 0805

传统吸收式制冷以自然存在的水或氨等为制冷剂，以热能

为驱动能源。它可以利用余热，废热等低品质能源，在同

一机组中实现制冷和制暖的双重目的。目前采用的传统工

质对具有对工作环境要求较高且效率较低等缺点。经查阅

资料发现离子液体具有作为吸收式制冷吸收剂的潜力。我

们对以离子液体作为吸收剂的吸收式制冷系统进行理论分

析，并用实验装置来验证理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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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污泥中磷的赋存形态和释

放规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勤 2173611846

刘丰城

/2173611833

,刘晋搏

/2174311685

,覃江洲

/2175213650

,程子立

/2173310655

张瑜 工程师 0825

本项目采用厌氧工艺、超声破碎以及臭氧氧化三种不同方

式作为剩余污泥的预处理手段，通过测定磷的形态变化，

评价剩余污泥中磷的释放效果，分析不同条件下磷元素的

释放规律，加深剩余污泥过程中磷的迁移机制的认识，为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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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衍生活性炭在碘吸附和

超级电容器方面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宜 2171411542

刘浩宇

/2174311683

,周正煦

/2173210554

许章炼 研究员 0822

活性炭是一种高比表面积的多孔碳材料，现在已广泛用于

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和核电站碘吸附器，但目前活性炭一

般由不可再生的石油、煤等资源合成，而生物质炭化是一

种可行的能够得到高附加值多孔碳材料的方法。本项目旨

在运用低成本、环保易得的生物质碳前驱体及合适的制备

方法，制备出性能优良的超级电容器和碘吸附用活性炭材

料，以实现废物利用，帮助解决能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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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检测与重识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思哲 2186512473

付佳敏

/2186123701

,方晨曦

/2186123740

,张晔暄

/2186123645

 

张玉龙 工程师 0809

本项目通过结合车辆检测技术和车辆重识别技术,实现对特

定车辆的追踪,节约传统方法所需的人力资源,弥补仅靠车

牌信息进行识别的缺陷和不足,打造智慧交通系统,有效提

高相关部门的办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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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下驾驶员疲劳检测及

人机共驾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舞鉴 2185112300

付靖文

/2173510788

,王璟

/2183221439

,  陈磊

/2186512479

李垚辰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中,系统通过摄像头实时获取驾驶员视频信息,并提

取关键特征对驾驶员疲劳状态进行分析评估,依据评估结果

决定是否需要进行驾驶权在人机之间的交接,以确保行车安

全,有效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86

道路视频车流监测的自适应交

通灯调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烽傲 2174213787

张新宇

/2181110983

,甘明轩

/2182310012

,吕昌勋

/2181312184

,马欣楠

/2176112734

李垚辰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通过无人机拍摄的道路视频,利用目标检测技术,感

知该区域的车辆情况,通过算法求解实时最优通行方案。并

且将区域红绿灯联网形成指挥系统,提高各个路口通行效

率,同时节约红绿灯通行造成的资源浪费,解决城市交通拥

堵问题,打造智慧交通城市。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87

高安全性、高比能锂离子电池

用水系高盐电解液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泽宇 2186114003

雷宇辰

/2186114082

,袁春明

/2185212600

,曾超凡

/2186113555

宋江选 教授 0804

本课题拟通过使用双盐体系(LiTFSI、LiOTF)并引入适量

有机添加剂(DMC、PVA、DMSO),并调控各组分比例,对传统

的WIS电解液进行改性,利用表征、测试以及模型构建等手

段,研制高安全性、高比能水基电解液体系,从而降低水系

锂离子电池成本,并改善其循环性能,为水系锂离子电池商

业化提供一种可行性思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88

低维氧化钨的绿色合成与电致

变色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立君 2184310845

魏朋

/2184111332

,赵泽天

/2183414204

,  靖凯

/2183713445

方华靖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基于电致变色原理,探索一种以偏钨酸铵为原料、以

水为溶剂、价格低廉、绿色环保的低维氧化钨电致变色材

料的制备方法,有望探索出一条绿色化工路线,提高氧化钨

电致变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89

定向凝固高硼高速钢取向析出

行为及抗磨机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霜 2186123953

赵文宇

/2185312391

,王雨晴

/2186123714

,罗洋

/2185312379

马胜强 副教授 0804

达到基于定向组织结构诱发取向析出下的硬质相/短纤维双

取向结构调控,达到低碳高硼多元合金高温抗磨协同性。达

到宏观定向分布与微观取向析出的“双重取向效应”下的

层叠结构-性能损伤调控技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90

锆合金包壳管腐蚀行为的第一

性原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文倩 2186123672

张新宇

/2181110983

,许可儿

/2160201006

邓俊楷 副教授 0804

 锆合金由于具有低热中子吸收截面、强耐腐蚀性和高尺

寸稳定性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水冷核反应堆的燃料包壳中

。其腐蚀行为为外界广泛关注。本项目旨在利用第一性原

理为锆合金包壳管失效行为提供理论解释。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91
一种自供电的光探测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炜捷 2183321228

李晨

/2183713396

,王广进

/2183311205

,  尹昊龙

/2183414201

,赵振华

/2184110378

方华靖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计划研究一款自供电的光追踪系统。此系统能实时

反馈光强度并记录一定时段内光强和方向变化,命令机械手

臂指向光的方向,并通过蓝牙传输到用户移动终端,在小程

序上实时显示光强大小和描述光方向的三维模型。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92

自支撑石墨烯-活性炭-

LiNi0.8Co0.1Mn0.1O2薄膜制

备及其储锂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煜韬 2176112326

赵梓栋

/2176112629

,王瑞

/2175213640

,  刘培汉

/2176112279

李磊 教授 0804

本项目拟制备一种自支撑石墨烯-活性炭-镍钴锰酸锂复合

材料薄膜,来提高其电化学性能和简化电极的制备工艺。并

进一步研究导电添加剂活性炭与石墨烯的比例对其性能改

善的作用,从而找出最佳的活性炭与石墨烯比值。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93

面向汽车尾气处理的石英基二

氧化钛氧化铁多孔陶瓷催化材

料制备及性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佳磊 2176112783

吴广春

/2176112860

,王第频

/2176314203

周睿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是通过冷冻铸造法烧结铸造石英基二氧化钛氧化铁

多孔陶瓷,将其最为催化装置应用与汽车尾气处理过程,阐

明其气体通量,催化效果与多孔陶瓷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

得到多孔陶瓷气体催化功能的调控机制,最终制造出符合实

际情况要求的成品催化材料。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94

陶瓷基金属陶瓷涂层的制备技

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涵 2182112890

李子奥

/2183211378

,赵梓培

/2160506026

李长久 教授 0804

用等离子喷涂与激光熔覆两种方法,分别制备Cr3C2-NiCr

涂层,研究热处理调控Cr3C2-NiCr涂层组织结构的规律,为

制备耐高温Cr3C2碳化物陶瓷基的耐熔融Al腐蚀的涂层提

供可能,将为显著提升镀铝沉没辊的寿命提供新的方法。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95

基于石墨烯-SiCw强韧化与自

润滑双重效用的WC基陶瓷刀具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鼎熙 2185112313

刘佳乐

/2181312159

,崔千航

/2184111550

,许嘉瑄

/2186214284

皇志富 教授 0804

与减摩润滑相,构筑石墨烯/SiCw/复相陶瓷界面,通过基于

SiCw-石墨烯功能化改性的界面物理调控,和基于强弱界面

交错分布的界面力学调控,引入多种强韧化机制,提高材料

的力学性能,进一步利用石墨烯减摩润滑效应,提高材料的

摩擦学性能。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96

二维材料In2Se3及CuInP2S6

的铁电极化翻转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政兴 2183612099

吴永毅

/2174111463

,况首旭

/2185011259

,霍巍

/2186113700

,崔东昱

/2186113499

李桃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旨在系统研究不同衬底、制备环境和测试环境下,不

同层数的In2Se3、CuInP2S6等二维铁电材料的铁电畴分布

、表面电势分布、局部导电性等电学性能,并探究其在电场

和应变梯度作用下的极化翻转机制。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97

基于EHLA及交变洛仑兹力作用

下的In718修复工艺与性能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龙在上 2185011773

罗宇轩

/2184111510

,魏世招

/2186512503

殷咸青 副教授 0804

超高速激光熔覆（EHLA）是一种新型的熔覆技术,可用于

损伤零件的表面修复。本项目将针对INCONEL718合金的常

规损伤形式,利用超高速激光熔覆进行增材再制造,以实现

修复后零件性能不低于甚至高于原有性能。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98

自旋转矩磁随机存储器单元中

的温度分布及其热稳定性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书含 2185122337

梁栋

/2184111533
胡少杰 讲师 0804

基于多元物理场仿真软件COMSOL模拟磁随机存储单元中不

同偏置脉冲电流时间和大小对其温度分布的影响,明确温度

产生和分布与磁隧穿异质结构的内在关系,为开发兼具低临

界翻转电流和高热稳定性的磁随机存储单元提供支持。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399

二维金属硫化物异质结柔性嗅

觉传感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南子龙 2186113822

王世龙

/2186114358

,苗祎婷

/2186124072

,邹念初

/2185122340

,林欣

/2184322786

戴正飞 副教授 0804

二维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是一类具有层状结构的化合物,其

在气敏传感器中表现出优良的特性。二维金属硫属化物层

状材料具备合适带宽、成本低廉和环保无害的特质,是一种

极具应用潜力的气敏材料。为了充分发挥其气敏特性,学术

界近年来一直在探索金属硫属化物片层的纳米化和低维化

途径。本项目为制备二维金属硫化物异质结嗅觉传感器,及

对二维金属硫化物在感应性能上的研究与测试。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00

基于聚合物纳米粒子的结构色

染料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邱皓泓 2185210277

章浬谋

/2185112335

,侯佳乐

/2186113595

,杨光泽

/2185210273

张启路 副教授 0804

结构色染料由于其不依赖于染料分子着色的特性,解决了传

统染料着色过程中的污水排放、大量的水电消耗等问题,对

环境更加友好。本项目旨在通过对于聚合物纳米微球的制

备,进而制造出可量产的具有商业化实现性的结构色染料。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01

基于d0轨道的高温量子反常霍

尔效应理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梅浩良 2184214397

李羿晖

/2184214404
郭志新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中,申请人将从两个角度出发研究基于d0轨道体系的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为实现高温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提供新思

路,并丰富实验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备选材料。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02

多层扭角石墨烯层间耦合调控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志腾 2181312213

陈传浩

/2185011770

,周泳江

/2184510108

潘毅 教授 0804

双层扭角石墨烯层间耦合产生的Moiré超晶格在特殊的夹

角下会产生电子强关联效应,从而诱导产生Mott绝缘体和

和非常规超导等有望用于下一代微电子器件的新奇物理特

性。然而一般使用的扭角石墨烯样品通过剥离转移制备,与

半导体工艺不兼容。本项目拟使用宽禁带半导体SiC为衬

底,制备层厚可控的多层石墨烯,着重研究气氛、温度、生

长时间对石墨烯层数、堆垛序的影响。本项目预期为物性

测量和器件制作提供高质量样品,相关技术预期获专利和论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03
温度响应型水凝胶荧光传感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凯 2176213562

许志轩

/2176112872

,李子豪

/2176112766

,王毅龙

/2176112695

刘峰 教授 0804

本项目拟在具有温度响应性的聚合物网络中引入荧光分子,

构筑一类具有广泛可植入性、可视化的温度传感体系,并用

于食品、药物的可视化温度传感。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04

微棱镜阵列全角域均匀高亮度

反光膜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竣博 2182310014

黄涛

/2183221442

,谢江南

/2183310765

,  刘智多

/2182321078

,冯宇涛

/2183311212

杨冠军 教授 0804

利用微棱镜型反光膜的极高反光强度和良好的广角性能,取

代传统棱镜型逆反光材料,帮助解决传统棱镜型逆反光材料

有效入射角小,观察角小,反射光锥不对称的缺点,使其能够

克服传统材料的缺陷,保障司机行车安全.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05

互联网数据中心高效节能液冷

系统的设计与仿真计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峥 2172113501

韩宝成

/2171411515

,赵一骁

/2160700027

金立文 教授 0805

本项目拟设计一种用于机柜级服务器冷却的高效液冷散热

器,旨在系统功耗较小的情况下及时快速地将发热元件的热

量带走,以降低发热元件的最大温度并改善其内部温度分布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06

基于使用后评价方法的西安市

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鲍龙新 2176324196

郑睿

/2160703023

,刘佳蕾

/2176522178

,  邹傲雪

/2175021193

,惠暅

/2176112836

张定青 教授 0828

城市发展现阶段,大量社区公共空间原有设施老旧、功能老

化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区物质与文化生活需求；同时,城

市“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更新”,大拆大建的改造方式逐

步被“微更新”取代。本项目以西安市典型社区为例展开

实地调查,从社区公共空间形态及居民活动需求出发,运用

“使用后评价”方法采集居民意向数据,通过社区公共空间

“微更新”营造出功能丰富、空间体验良好的邻里生活空

间,促进社区居民交流,塑造社区场所精神。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07

城市社区养老居住设施老年人

医养需求“关键问题要素”调

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雨萌 2173710004

陈子楚

/2174213835

,刘家琛

/2176112470

,林沃

/2184411055

,黄子宁

/2173510761

周典 教授 0828

医养结合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积极探索和新兴产物,它不应

是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各自功能的简单组合,也不应是某个

唯一固定的模式。该类型养老居住设施面向的是具有不同

医护服务需求的老年人,故应针对不同患病特征老年人的医

疗康复护理行为,以及不同生活自理程度老年人日常照料的

差异化需求,准确定位“医”和“养”的结合内容、结合形

式与结合程度。以往统一化的处理模式缺乏灵活性和可持

续性,很难针对具体情况进行适应性调整,所以无法真正满

足老年人的医养结合需求。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08

新一代制冷剂/离子液体工质

对的黏度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婉洁 2184520102

程子浩

/2185112302

,何宇

/2183612076

孙艳军 副教授 0805

以研究新型环保吸收式制冷工质对为出发点,采用数值模拟

和实验测量相结合的方法开展HFO制冷剂/离子液体工质对

混合黏度的研究,为新型制冷工质对能否应用到吸收式制冷

系统中提供基础的热物性数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09

深层地源热泵供热系统地埋管

换热器换热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一骁 2160700027

孙瑞泽

/2172213524

,牛顿

/2174111393

,  韩宝成

/2171411515

王沣浩 教授 0810

深层地源热泵是一种新型热泵供热系统,本项目以获取深层

埋管换热器换热量为研究目的,采用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和

实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岩土轴向地温梯度作用下深层

埋管换热器的换热性能。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10

新型仿蜂窝分形结构气体冷却

器流动与传热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蒋欣 2184520097

成子敬

/2120406013

,郭楚楚

/2186220647

,郭珊毓

/2186123990

,陈甲芸

/2186320782

王志华 副教授 0810

本项目主要揭示超临界CO2在蜂窝式气冷器的流动与换热特

性,并建立无量纲对流换热系数及压降准则关联式。研究立

足于挖掘跨临界CO2热泵系统性能提高的潜力和措施,其成

果为促进跨临界CO2循环向实用化迈进及新产品开发提供理

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11

公众运动行为测度与社区生活

圈规划健康促进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学军 2173610585

鲍龙新

/2176324196

,林玥铭

/2173520804

,周玲玉

/2185123295

徐怡珊 讲师 0828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进行社区公众行为时空间规律探究,并建

立可视化耦合模型的表达。并且结合国内外文献、大数据

分析和实地调研,进行对生活圈构成要素的研究,探索对于

西安本土以及健康促进社区理念更具适应性的生活圈划分

标准。通过定性、定量、定位三个层次,提出具有一定普适

性的健康宜居社区规划方法。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12

过去2000年以来秦岭南北地区

降水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雨 2176122841

李嘉静

/2174321742

,虞乐达

/2160506023

,梁泽源

/2176512197

,           

          

张海伟 副教授 0814

以洞穴石笋为古气候代用指标,利用秦岭南部石笋,进行U-

Th定年和氧碳同位素测试分析,综合现代降水水汽源分析结

果,重建秦岭南部过去2000年的降水变化历史。将秦岭南

、北地区气候重建资料和水汽来源相对比,明确秦岭南、北

部季风降水和水汽源差异及其原因和影响机制,并最终做出

未来100年降水趋势预测。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13

不同暴露条件下遗址文物盐害

劣化动态过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庞靖雅 2181221289

李雪柔

/2186522511

,李一慧

/2181522815

,沈鑫瑜

/2183221419

顾兆

林,罗

昔联

教授,

副教授
0825

我国遗址文物数量众多。遗址文物依附于自然环境而存在,

根据赋存环境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露天遗址（如西安古城

墙）和室内遗址（如秦始皇兵马俑）两类。盐害是威胁遗

址安全的重要因素,本项目通过制作陶砖和土样两种仿制文

物样品,利用超景深显微镜分析样品在盐分作用下的表面微

观结构,获得盐分富集对遗址文物破坏的动态过程,研究结

果对今后开展土遗址盐害评估与干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14

新型复合相变储能多孔砖传热

性能及优化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宇佳 2173724064

王小龙

/2185210811

,覃宜杨

/2184214412

杨肖虎 副教授 0805

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归纳和总结,针对相变材料（PCM）所存

在的导热系数低、液相易泄漏等缺点导致其在建筑节能领

域的实际应用中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问题,本项目选取石蜡

为PCM,利用碳纳米管对石蜡进行改性以提高其导热性能；

利用膨胀珍珠岩与石蜡复合实现定形改性,并结合白乳胶进

行成膜封装以缓解PCM的泄漏问题；对填充改性PCM的建筑

砖块相变储能特性实现进一步优化。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15

基于市民参与度调查的西安市

遗址公园保护利用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沃 2184411055

魏煜鹏

/2176512153

,刘逸宇

/2171110916

,高沂瞻

/2176112534

,彭鹏

/2176112534

张定青 教授 0828

本项目探讨西安市内各个遗址公园所采取保护利用措施的

优缺点,针对提高市民参与度得出一个实际可行的遗址公园

规划建设改进方案,以达到完善遗址公园建设,提升遗址文

物展示利用效益的目标。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16

5G设备散热的数值模拟与实验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顿 2174111393

黄晓峰

/2174311734

,邵松禹

/2172311295

,董财多卓玛

/2186320780

马从付 工程师 0805

在5G通信展开与电子集成化的背景下,对散热技术要求逐步

提升。本项目将多孔泡沫金属与均热板相结合,与金属烧结

均热板对比传热性能优劣；以及研究多孔泡沫金属结构参

数变化对均热板传热性能的影响,提出改进均热板传热性能

的有效方式。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17

遗产网络视角下西安历史城区

的可持续保护与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溯景 2183321245

贾博仪

/2186114369

,吴苏华

/2183622086

,窦晴

/2186522489

,钱旭丹

/2183221380

翟斌庆 教授 0828

本项目以遗产间关联性为主要切入点,通过研究西安中心城

区的遗产网络的构建,解决西安中心城区保护与发展面临的

“孤岛化”、“碎片化”的问题,同时为城市文化遗产可持

续保护与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与设计策略。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18
激光雷达数据质量评价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琛 2174310174

宋宇航

/2176112786

,花文博

/2176112560

,杨金火

/2176413434

,任英杰

/2184120616

陈军 教授 0707

激光雷达可有效弥补传统测深方法的不足,但是激光雷达的

水深探测能力与数据质量密切相关。本项目拟以ICESat-2

探测数据为基础,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光雷达数据质量评价体

系,理清ICESat-2卫星数据的质量,研发激光雷达探测水深

算法,实现岛礁浅海水下三维地形近期获取,并开发数据处

理系统,为海洋军事活动与国民经济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19

新冠疫情下对城市社区医养结

合型养老居住设施的优化设计

——以西安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段荣荣 2184121505

沈格羽

/2185122321

,宋佳怡

/2186123571

,刘文暄

/2183723416

戴靓华 副教授 0828

本项目基于传统养老居住设施在新冠疫情下凸显的诸多问

题,以西安市为例,选取典型社区的养老居住设施进行实地

调研,借助GIS对其相关数据进行统筹分析。以平疫结合理

念为指导,以社区为单位构建“安全照护单元”,依托BIM

的可视化、模拟性和模块化优势进行高效、灵活的装配式

建造,提出城市社区医养结合型养老居住设施的优化设计导

则。旨在满足建筑的总体防疫原则和老年人基本生活与照

护服务需求,为今后养老居住设施的建设提供指导。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20

平疫结合视点下城市社区公共

空间调查与设计优化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惠雯萱 2186123789

闫高宁

/2160506124

,           

       艾力

排尔·艾合麦

提

/2186513207

刘怡 讲师 0828

本项目在疫情现实背景下、基于平疫结合的视点,以城市社

区公共空间为研究对象,开展多种方法的调查研究,利用数

据化处理手段,整理完成调查信息的完整记录,建立城市社

区公共空间使用现状和居民行为特征模型。并通过对调研

数据的比对、分析,对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平疫结合能力进

行量化评估,建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体系多层级的整体框架

。同时选择典型案例,结合社区既有条件,探索平疫结合视

点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设计优化策略。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21

室内邻苯二甲酸酯污染人体内

暴露及在器官与组织的分布规

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翱 2174420460

杨浩波

/2184312758

王雨听

/2183211393

,迪丽达尔·

司马义力

/2186522849

,        卢

溜

王新轲 副教授 1004

本项目旨在探究邻苯二甲酸酯与体内的新陈代线过程之间

的关系,揭示人们暴露在室内的邻苯二甲酸酯时邻苯二甲酸

酯在不同器官或组织中积累的机理。基于PBPK模型,我们

还想探究邻苯二甲酸酯的不同摄入途径对人体器官和组织

的不同的影响,从而导致人体不同的健康效果。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22

西咸一体化背景下的职住休空

间格局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苏华 2183622086

李群

/2182310015

,郑皓瑜

/2186113886

,  朱文汇

/2183612088

,王继轩

/2172213510

杨晗孜 讲师 0705

以西咸同城化为例深入分析同城化影响下居民出行特征变

化,结合宏观和微观理解同城化作用下职住空间和居民通勤

的动态变化过程,提出提高同城化区域通勤效率政策建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23

功能化类脑组织模型的体外构

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琦璟 2185312389

张天翊

/2186114138

,张宇博

/2186113710

张博 工程师 0830

体外构建功能化类脑模型对于探索脑的生物学特性和神经

精神障碍发病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拟建立功能化类

脑组织耦合神经元网络的宏/微观结构优化设计方法,研究

多场耦合刺激（电、磁、力学刺激等）调控类脑组织神经

元网络放电模式的动态机制,建立功能调控策略。项目将为

体外构建功能更接近于自然脑组织的类脑模型奠定基础,为

探索脑功能、神经系统疾病机理等提供基础模型。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24

功能化非贵金属Mn（II）配合

物磷光分子设计开发及电致光

性能表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心怡 2186123829

呼延晓菁

/2186124013

,           

     宋美慧

周桂江 教授 0703

本项目基于目前发光材料成本高,不利于电致发光器件大规

模工业化生产的现状,提出开发高效非贵金属配合物磷光发

光材料的设想,将具有电子注入、传输特性的基团引入

Mn(II)配合物磷光分子,实现功能化以优化其电致发光性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25

SARS-Cov-2病毒棘突蛋白特

异性适配体筛选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禹洋 2183610317

朱俊宇

/2186113881

,孟丽丽

/2184120372

郭燕 教授 0710

此研究拟通过生物信息技术分析判断SARS-Cov-2衣壳蛋白

受体结合区中特异性的小肽序列,使用核酸适配体文库进行

大规模筛选,找到可特异性识别SARS-Cov-2病毒的核酸适

配体,可用于快速生产针对SARS-Cov-2病毒的特异性或广

谱性检测试剂盒。新型冠状病毒名为“SARS-Cov-2”现拟

通过生物信息技术分析其衣壳蛋白受体结合区中特异性小

肽序列,使用核酸适配体文库进行筛选,找到可特异性识别

此病毒的核酸适配体,用于快速生产针对此病毒的特异性或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26

微波热消融CBE参量监控成像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昕逸 2176112388

郭超

/2175110611

,赵书源

/2174110119

,   李鹏娜

/2174321766

,高耀安

/2184214371

张思远 副教授 0826

本项目针对微波热消融中B-Mode图像因汽化微泡群难以监

控热凝固过程和损伤边缘的问题,根据消融过程中不同组织

对于超声波反射的能量差异提出一种基于超声波图像CBE

（ChangesInBackscatterEnergy）参量监控成像的方

法,并利用消融过程中产生的气泡进一步扩展到超声B-

Mode图像二次谐波成分的CBE参量监控成像方法的建立与

评价。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27

基于新型冠状病毒S蛋白细胞

表面受体ACE2序列的同源性分

析鉴定潜在宿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昱杰 2184312707

杨明泽

/2186113673

,王炜喆

/2186214316

,马嘉鸿

/2184312722

,陈泰乐

/2185112271

杨铁林 教授 0710

研究表明蝙蝠极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原始宿主,而其中间宿

主尚不明确。

而ACE2作为受体,在其感染人体细胞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在常见的物种中分析ACE2序列同源性,对于寻找新冠病毒

向人类传播中的中间宿主有重要意义。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28

基于肿瘤微环境调控且协同化

学动力增强光动力治疗的金属

有机框架化合物的制备及功能

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应栩 2183410475

王笑晨

/2186123169

,李欣怡

/2186123188

姚翠萍 教授 0826

光动力治疗（PDT）是一种新兴的肿瘤治疗策略,本项目拟

构建一种以四羧基苯基卟啉为配体,掺杂铂纳米颗粒的铁基

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使在高效送光敏剂的同时,多方位调

控肿瘤复杂的微环境,增加ROS的产率,提高PDT的疗效。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29

UCST温度响应型激光免疫纳米

药物抑制肿瘤免疫逃逸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瑾萱 2186422622

王浩

/2186412612

,加粮粮

/2186113864

,   桂斯宁

/2173422077

杨哲 副教授 0826

本项目拟构建一种兼具UCST热敏性及NO供体功能的纳米载

体,并对光热剂IR1061及免疫逃逸抑制剂Azacitidine进

行负载。该纳米药物可利用激光免疫热疗使肿瘤部位温度

升高的特点,控制药物、NO精确释放。同时,由于NO可改善

肿瘤组织血管通透性并增强EPR效应,因此可使纳米药物的

肿瘤聚集效率进一步提高,并在实现光热治疗诱导机体产生

抗肿瘤免疫应答的同时,利用Azacitidine提高肿瘤细胞

MHC-I类分子表达且有效杀伤免疫抑制性细胞,实现激光免

疫治疗效率进一步提高。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30

一种结合功能电刺激的pH敏感

性水凝胶微针贴片在面部神经

性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贝多 2186512474

苗润

/2182112865

,宫健乔

/2186113873

,  毕天龙

/2181211279

李菲 教授 0826

在面部神经性疾病（面瘫等）治疗领域,本课题拟开发一种

pH敏感性功能电刺激微针贴片,此设备具有微针贴片经皮给

药无痛、高效、局部给药副作用小的优点,又具备了pH敏感

材料调控药物释放速率、功能电刺激辅助加速治疗的功能,

提供了一种治疗更高效、副作用更小的治疗方式。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31

基于GelAGE光固化水凝胶的负

载体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洛绮 2186123053

李晓茜

/2186122927

,董滢宇

/2186123018

,刘世睿

/2186113054

付涛 副教授 0826

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的钛植入体仍需进行表面改性。项目以

GelAGE光固化水凝胶为载体,加入含锶羟基磷灰石纳米颗

粒和骨形态发生蛋白,评价负载体系对激光熔覆多孔钛涂层

成骨性能的影响,开发新型骨科药物负载体系。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32

一种集多重防伪方式于一体的

纳米粒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焱 2186510588

严杰

/2182210036

,李思佳

/2160506054

,  李怡霏

/2176122941

吴道澄 教授 0826

由于全球贸易和网上购物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的假冒伪

劣商品,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形成积极的企业竞争造成了恶劣

的影响,这对防伪行业造成了严峻的挑战,每年各国政府预

计花费数百亿美元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传统的防伪方式一

般都比较单一,比较容易被仿造,而具有高防伪性能的防伪

方式往往基于昂贵的检测设备,本项目的集多重防伪方式于

一体的纳米粒子具有极高的防伪性能,同时其检测设备廉价

便携,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33

多智能体博弈系统中的群体智

能涌现及其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陈 2185122315

朱家林

/2186214273

,高煜軒

/2186113795

,李辰瑞

/2186123707

,刘畅

/2183713388

张四平 助教 0826

将机器学习和博弈论相结合研究多智能体在复杂环境下的

集体行为演化及群体智能涌现,提出面向多智能体博弈系统

资源优化配置和分布式控制的有效途径,将为无人集群的控

制提供理论支持,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34

嵌段聚合物与CsPbX3量子点协

同组装及其高稳定发光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藻蓁 2184322760

冯平艺

/2186123816

,陈昱杰

/2184312707

,黎博琛

/2186214292

潘爱钊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拟首先制备得到CsPbX3量子点和嵌段共聚物,然后

利用聚合物和量子点与溶剂间相互作用研究两者间的协同

组装。利用量子点在聚合物胶束中的空间组装分布,有效的

避免光和热引起的量子点间聚集和荧光猝灭,同时具有抗水

和耐紫外光等特性的聚合物在量子点周围形成保护层,双管

齐下,大幅度提高CsPbX3的稳定性。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35

用于连续血压监测的反射式光

电容积波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雷 2161200050

邹海达

/2183612031

,许贝多

/2186512474

李津 副教授 0826

进一步减小反射式血压监测设备的体积,实现真正的可穿戴

式连续监测,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降低环境噪声的影响。

同时,采用光电转换,简化信号处理。实现用于连续血压监

测的反射式光电容积波系统设计。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36

PDMS基刷状聚合物的自组装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平艺 2186123816

赵心怡

/2186123829

,何藻蓁

/2184322760

和玲 教授 0703

近几十年来,聚合物分子刷凭借其独特的分子结构,在生物

医学及纳米材料等领域显示出潜在的应用前景。本项目拟

合成刷状PDMS-PMMA聚合物,通过改变其支链长度、溶剂等

影响因素,对其进行形貌调控和性能研究,以期可以将此刷

状物用于药物运输、文物修复等方面。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37

基于纳米光敏脂质体的皮肤癌

光动力-免疫联合治疗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昕宽 2186412607

张英杰

/2181411923

,包嘉蒙

/2186214250

王斯佳 副教授 0826

本研究拟构建一种基于光敏纳米脂质体的光动力-免疫联合

治疗体系。利用脂质体表面修饰多肽实现靶向作用,同时在

脂质体膜层中加入光敏药物Ce6实现外在光信号对药物释放

进行空间上与时间上的准确控制,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毒副作

用。且用此脂质体同时包裹光敏药物与化疗药物,实现对肿

瘤组织的高效清除。并对其在细胞和动物肿瘤模型上的光

控释放和作用效果进行评估。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38

球形介孔二氧化锡材料的可控

制备及气体传感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亚龙 2184110362

杜飞

/2184110613

,侯凯

/2184110365

,    李赵青

/2181312199

魏晶 教授 0804

本项目拟发展一种金属-多酚-软模板共组装的合成策略,实

现球形介孔二氧化锡的可控制备。通过调控PluronicF127

（或P123）胶束的尺寸及结构,进而调控球形介孔二氧化

锡材料的孔道结构及孔径尺寸。通过研究孔道结构的调控

规律,阐明球形介孔二氧化锡材料形成的分子机制。进一

步,研究球形介孔二氧化锡材料的结构对其气体传感性能的

影响规律。基于介孔氧化物材料制备传感器件,探索其在糖

尿病人呼出气中丙酮含量检测中的应用。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39

基于情感应激生理基础的储池

计算方法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莲池 2185122268

葛凯颖

/2183321132

,高宇麒

/2186112820

,沈伟豪

/2183211386

,蔡正刚

/2183612069

李尤君

助教

（高

校）

0826

储池计算是神经网络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目前已有多方面

的应用,例如天气预测、火灾预测（EdwardOtt及其团队）

。通过大量的数据训练,储池计算模型可以较好地在六个

Lyapunov时间步长内进行预测（JaideepPathak及其团

队）。但储池计算性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情感应激能显

著提升动物规避危险、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故本课题提

出用情感应激机理来优化储层计算,仿照人脑中神经系统的

调节机制,提高对动力系统时空演化特征的识别效果和预测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40

CD44/CAIX双靶向透明质酸纳

米粒子的制备及其在缺氧肿瘤

“光热-热动力协同治疗”中

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浩 2186412612

马瑾萱

/2186422622

,张露

/2182322400

,  张汇钰

/2181312127

高迪
助理研

究员
0826

缺氧的肿瘤微环境对诸多癌症治疗手段产生负面影响,开发

具有非氧依赖性的高效癌症治疗模式也因此受到广泛的关

注。本项目将合成一系列兼具CD44/CAIX双靶向性及热动

力活性的透明质酸衍生物并作为载体材料负载光热转换性

能良好的酞菁锌聚集体,从而制备出一种稳定、安全且高效

的靶向型“光热-热动力协同治疗”纳米制剂,用于克服肿

瘤缺氧对癌症治疗造成的困难,并为新型协同治疗纳米药物

的开发提供一定的理论与研究基础。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41

基于应变图像深度学习的乳腺

疾病早期筛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婧轩 2176122406

王洁

/2175223643

,曹珈铭

/2176112818

,  罗虎

/2176413432

,唐灿芳

/2174520316

张红梅 副教授 0826

乳腺癌是我国城市女性的第一杀手,近些年发病率呈明显上

升和低龄化趋势。有大量的女性都属于乳腺疾病的潜在发

病人群。本项目拟采用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CNN）实现乳腺疾病的

准确分类。本项目以和超声剪切波弹性图像为基础,利用机

器学习对超声乳腺疾病进行准确分类。目的是实现低成本,

高效率的乳腺疾病早期筛查,通过对大量无症状人群的检

测,对乳腺癌实现“早发现,早控制”,从而降低乳腺疾病的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42

阴离子蚀刻银纳米三角的比色

传感阵列用于细菌识别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乃坤 2184111484

袁登兴

/2185312368

,卢佳丽

/2160506029

武亚艳 副教授 0703

细菌感染正在日益严重地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简单快速有效的细菌识别在生物学、临床诊断等领域具

有重要的意义。本课题基于阴离子能够蚀刻银纳米三角以

及细菌和银纳米三角的相互作用阻止蚀刻过程的机理,构建

比色传感阵列,结合模式识别,对细菌进行有效识别。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43

基于金纳米棒的雌二醇、己烯

雌酚检测试剂盒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尹波 2186214307

雷佳璐

/2186522466

,邵海波

/2186210663

,王靖云

/2186522835

李剑君 教授 0826

为解决大众不易检测乳制品中雌激素的含量等问题,本项目

基于金纳米棒快速便捷检测雌二醇与己烯雌酚,利用抗原抗

体结合,影响酶标抗原的含量,加入酶底物通过酶系列反应

产生I2刻蚀金纳米棒从而改变溶液颜色,与比色卡对比即可

得到大致浓度,通过重复实验得出实验试剂最优配比以及相

对标准的比色卡。所制作的试剂盒反应体系更加优化,结果

更易识别,便于普通大众进行个人检测。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44

利用深度学习整合序列和调控

元件特征预测II型糖尿病的发

生风险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骐瑞 2186113661
程肖然

/2184110368
郭燕 副教授 0710

2型糖尿病（T2D）是最常见的糖尿病,每年约有500万人死

于与T2D相关的心血管疾病。如何评估个人目前的患病风险

也成为一个难题。因此,我们拟由易感位点的序列及调控元

件注释情况,建立深度学习模型用于预测个体T2D风险。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45

基于机器视觉的无人机无人车

协同节水灌溉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隆宁 2150506055

房一心

/2186123779
武彤晖 工程师 0820

我们是一个水资源紧缺的国家,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的

三分之一。农业用水占比大,且多使用大水漫灌的方式,水

资源利用率低。本项目提出了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无人机

无人车协同节水灌溉系统,通过无人机和无人车的配合,充

分利用二者优点,实现节水灌溉,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率。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46

CADC微型折叠飞行器项目机械

折叠机架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帅 2183612014

汪子溦

/2186114023
刘振 副教授 0815

此项目拟通过设计一种折叠机架,使相应飞行器在闲置状态

下可以进行折叠,从而节省出许多空间,同时可以将其放置

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使飞行器更加便捷。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47

基于弯扭解耦结构设计的颤振

地面实验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晨曦 2173310696

陆宇浩

/2174111333

,谢远东

/2174213840

,魏嘉瑞

/2176122542

夏巍 副教授 0820

本项目旨在开发一套弯扭解耦的风洞模型支撑系统,通过有

限元分析和CAD机构设计,实现模型支架弯曲和扭转变形的

解耦,进而开展典型结构（如机翼、桥梁悬索等）的气动弹

性风洞试验。该系统可在一定范围内独立调节模型的弯曲

和扭转刚度,且内置加速度和应变传感单元测量模型的振动

响应,结合理论,可对模型的颤振、抖振、涡激振动等试验

信号予以定性判断和定量分析。该实验系统对于结构的抗

风设计和气动弹性风洞试验研究有实用价值。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48

高效节能柔性流体运输管道的

力学设计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毅扬 2174111383

曲印强

/2171411612

,高轩宇

/2150506089

,李英枭

/2174213822

,程奥

/2173510748

辛锋先 副教授 0815

压力管道常常要承受很大程度的弯曲变形,在较大压应力条

件下管道发生屈曲,产生褶皱,阻碍管内流体运动,产生较大

的能量消耗。项目将采用合适的力学设计技术,解决柔性管

道在不同程度的弯曲过程中由于受压产生的褶皱现象,完成

结构的优化设计。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49

CADC微型折叠飞行器项目机械

手的设计与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子溦 2186114023

吴帅

/2183612014
荣海军 副教授 0820

在一个折叠起来径向不超过150mm的飞行器上安装一个机

械手（整体高度不超过500mm）,使其能够装载一枚网球,

在第一人称视角操控下绕过障碍物,控制机械手将网球投入

指定的位置,并正常着陆。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50

风洞流动显示和气动特性分析

模拟综合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亦奇 2176122312

崔菲菲

/2174121004

,程钱

/2174213812

,  孔令遗

/2172311286

,靳洁琼

/2176121241

周律 工程师 0820

本项目旨在制造一款使用成本低、实用价值高,并且可以高

效率进行空气动力学和流体力学实验的小型教学风洞；同

时配备相关实验器材,准备相关的空气动力学的CFD仿真程

序用于辅助教学工作。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51

模型火箭发射初期气动干扰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毕纪元 2183414198

罗兰

/2183220525

,薛划时

/2186114102

周进雄 教授 0815

模型火箭一般为无控制火箭,导致其稳定性只能依靠尾翼来

保持,而发射初期,火箭速度较慢,容易受到风力等气动干

扰,而通过仿真发现发射角度与有效高度、初期振荡、火箭

稳定性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通过研究模型火箭的初期气

动干扰可以实现对模型火箭的稳定性与有效高度的控制与

提高。同时可以指导模型火箭发射时机与发射角度。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52

300MW燃机透平叶片内部冷却

通道传热特性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将 2171411510

苗雨正

/2171310870

,程雨佳

/2173123682

雷蒋 副教授 0820

针对重燃透平静叶真实内部通道的流动和传热特性研究的

空缺,基于真实几何形状的通道放大而做成模型通道,使用

瞬态液晶技术测量通道内表面对流换热系数,使用压力传感

器测量损失系数,分析通道的流动传热特性。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53

基于3D深度摄像头的无人机目

标识别和测量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靖淦 2175111953

黄隆宁

/2150506055

,刘昭宇

/2171311048

,张林玉

/2194224323

,王浩源

/2185112251

武彤晖 工程师 0820

基于3D深度摄像头的无人机目标识别和测量系统是一种面

向无人机平台的识别与测量需求的系统。除了采用传统的

彩色RGB彩色图识别方法,还运用现在先进的3D深度识别技

术与卷积神经网络相结合,提高识别测量的效率和准确性。

同时本系统的目标是融合先进的信息传递技术（如5G）为

无人机平台提供云算力,探索更好的目标识别以及目标测量

的技术,提高无人机的在复杂环境中的工作能力。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54

基于随机共振理论的人脑皮层

神经元网络信息处理优化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蒸 2183622023

李琳瑶

/2182220033

,杨松

/2171411532

,  亢妍

/2176122732

,花文博

/2176112560

吴莹 教授 0801

该项目旨在基于人脑Hodgkin-Huxley模型、经典

FitzHugh-Nagumo模型和随机共振理论,给出用以描述人

脑皮层神经元的FHN神经元模型,并以此为节点建立小世界

神经元网络,研究不同噪声强度下最优化的人脑皮层神经元

网络信息处理机制,从而验证人脑进化过程中形成的高效结

构及机理,并对癫痫等神经性疾病的治疗给出理论指导。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55

一种漂浮式模块化太阳能反应

器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梅炜 2183610859

王强

/2183612084

,唐梓钊

/2186512521

,  王嘉伟

/2186512490

,鱼汪洋

/2186114128

孙杰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805

本项目针对传统污染物降解或制氢反应器中能耗大、结构

复杂、操作要求高的不足,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低成本、模块

化的太阳能反应器,借助太阳能就地进行光催化降解或制氢

反应。反应由太阳能驱动,供液过程由毛细力驱动,无额外

能量输入,可实现运行零能耗、零污染的节能环保要求。该

反应器为低成本、模块化设计,可根据实际使用场合条件灵

活通过二维并联扩展实现规模化提升,使用方便,具有广泛

应用潜力。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56

先进混合型直接碳燃料电池的

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鹏飞 2176413427

史昊

/2173310658

,徐浩天

/2174213753

,  李登辇

/2184111334

郝文斌 讲师 0805

本项目拟从多种碳燃料在DCFC中的性能分析出发,获得其

在特定工况下工作的一般规律,并根据测试结果对DCFC结

构进行优化设计。开展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碳燃料参数变

化对电池性能影响的一般规律,并在能力范围内对电池中其

它结构进行分析,指导实际DCFC的优化设计。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57
静电烟气处理装置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仁杰 2184410870

刘思汝

/2184322793
闫孝红 副教授 0813

目前我国大量化工厂生产过程中通过烟囱向大气排放大量

烟雾,烟雾中含有雾滴,酸性气体和颗粒物会对环境造成污

染,现有技术工艺对烟气净化效果不理想。本项目将设计出

一个轻便低流动阻力静电装置,将其安装在烟囱顶部,使烟

囱排出的水蒸气,酸性气体和颗粒物在装置里和外界环境温

度下空气发生热湿交换,使水蒸气冷凝并和酸性气体和颗粒

物结成小液滴后用静电力将其吸收至装置内,达到回收水,

脱除酸性气体与颗粒物的目标。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58

氨气电化学还原阴极催化剂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文婷 2185021805

麻蓉

/1286124077

,席梦佳

/2183321252

,  万钦

/2183311246

胡超 副教授 0813

本项目拟选用金属氧化物（氧化铁、氧化钼等）为前驱体,

通过原位电化学还原的方式,将金属氧化物部分还原,制造

氧原子缺陷位；通过控制电势高低、电流大小、电解液体

系等反应条件及工艺参数,调控金属氧化物表面氧缺陷的浓

度及金属氧化物价键状态,开发具有高效电催化还原N2的金

属氧化物电催化剂。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59

基于共价有机框架材料的锂硫

电池隔膜改性及电池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兴杰 2174510296

苏官宇

/2171210264

,熊辉

/2173611903

李明涛 副教授 0813

锂硫电池是未来较为理想的能源之一,锂硫电池具备有高达

1672mAh·g-1和2600W·kg-1的材料理论比容量和电池理

论比能量,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二次电池之一。但是其高效

的锂硫电池的技术尚未成熟,因此仍需要不断的进行研究改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60

静电纺丝制备微纳米纤维及其

抗菌性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盼曦 2186123620

骆烨灵

/2186123955
方涛 教授 0813

本项目利用静电纺丝技术将金属离子复合到基体材料中以

制备无机抗菌纤维材料,并对制得的纳米纤维材料进行抗菌

性,生物相容性测试以及形貌、结构的观察,最终确定最佳

的金属离子浓度与制备过程参数。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61

0D/2DCd0.5Zn0.5S/WO3异质

结光催化剂的设计、制备以及

光催化分解水制氢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航 2175210363

海峰

/2176513446

,胡澳归

/2174313629

杨贵东 教授 0813

通过太阳光驱动水分解的“人工光合作用”是实现太阳能

转化生产氢能的理想方法。本项目拟构建基于WO3强化的

Cd0.5Zn0.5S异质结催化剂的开发与应用,通过制备二维纳

米片WO3负载Cd0.5Zn0.5S量子点,构建Z型异质结,强化光

生载流子在空间尺度上的定向分离与传递,实现高效光催化

分解水制氢。通过科学制备、表征、活性评价和理论计算,

揭示异质结间电荷转移机制与半导体能带结构以及组分形

貌结构的影响机理,为开发高效半导体光催化材料提供一种

可行的实用策略。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62
工业黄油高效处理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明铭 2184312776

邱翔

/2185210826

,王璐瑶

/2186123884

,  安培根

/2181411966

,王禹

/2184111553

余云松 副教授 0805

MTO技术的烯烃分离单元的碱洗塔内极易生成黄油,堵塞设

备和管线。本项目希望通过实验,寻找并且设计黄油的高效

溶解剂,使其溶解性增加,粘度降低,以解决黄油堵塞设备和

管线的化学工业实际问题,并且将黄油收集,通过设计装置

将其打入煤粉炉,充分应用其燃烧热,以达到工业生产废物

的有效利用,以此提高级工程师业实际生产效率并且达到工

业黄油的有效使用。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63

太阳能蒸汽发生器装置构建及

性能测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靖森 2185011797

刘俊彦

/2184111564

,范浩天

/2183414214

李娜 教授 0813

本项目旨在研究如何制备出具有规整结构和亲水-疏水结构

的高效的界面光热转化装置。通过材料的设计与改性,制备

出可以同时具有高的水传输通量和良好抵抗盐沉积的亲水-

疏水性复合材料,设计搭建可以在自然太阳光下工作的太阳

能蒸汽发生器装置,对其传热传质进行优化并综合研究材料

亲水、疏水层的物理化学性质、孔结构参数及装置工作环

境对蒸发效率的影响,建立传热模型,评估装置实际处理盐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64

一种圆周射流的新型喷射器开

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迈文 2184312782

李杰

/2183610856

,黄磊

/2184411035

,    周江宇

/2184214488

邓建强 教授 0813

项目设计一种新型主动流沿圆周,引射流沿轴向中心流动的

环形喷射器,使引射流与主动流的流速与压力在喷嘴出口处

更加接近,以减小流动混合损失。项目将加工出实物,开展

测试,并结合数值模拟优化喷射器结构。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65

针对高热流密度电子器件散热

的薄膜蒸发散热技术及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颜逸龙 2183511634

罗博

/2184411054

,王强

/2183612084

魏进

家,杨

小平

教授,

助理教

授

0805

本项目针对军用和民用领域高热流密度电子器件散热问题

设计基于薄膜蒸发技术的散热装置。该装置利用纳米多孔

氧化铝薄膜、气流吹扫和表面微结构对薄液膜蒸发的协同

强化作用,能够实现对高热流密度电子器件的高效散热。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66

基于金属氢化物的便携式空调

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尹燕翔 2176213582

王怡超

/2176112834

,薛琮

/2171411604

,  欧阳文斌

/2151500016

吴震

副教

授,讲

师

0805

本项目

旨在通过集成压缩机、金属氢化物反应器、余热回收装置,

构造新型便携式空调系统,以应用在车载等移动场合。项目

将围绕金属氢化物反应器展开其制冷的动态过程研究,全面

分析金属氢化物制冷过程的工作特性。建立兼顾精度和简

洁的反应动力学复合集总模型,分析其关键影响因素,提出

基于金属氢化物的便携式空调系统的优化策略,实现金属氢

化物制冷技术的高制冷效率（COP）,快速制冷效果,低成

本化,以及节能降耗的目的。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67

基于图像视觉识别的智能分类

垃圾桶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施瑶璐 2173320722

曾家琛

/2176122497

,杜佩珊

/2172321282

,赵彦君

/2181411985

齐宝金 副教授 0808

应用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视觉识别技术设计一款智能

分类垃圾桶,只需将垃圾放入,即可实现自动分类分装,达到

真正的智能化便捷分类。其整体工作流程为树莓派通过视

觉对桶内垃圾进行图像识别分析,获取垃圾可回收还是不可

回收的类别信息,并将此信息发送给Arduino控制器,控制

其外设进行工作,最终实现垃圾正确分类投放。并且由于该

智能垃圾桶所需能耗由太阳能提供,充分契合垃圾桶室外应

用特点,并且不会浪费能源,能长期工作。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68

多巴胺D1受体（DRD1）影响雌

鼠繁殖性状分子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义文 2173412064

刘娜

/2176520089

,旦增米吉

/2175423677

,岳宁宁

/2176520094

,胡惠中

/2176123125

张宝 副教授 1009

对于饲养中存在的DRD1敲除小鼠繁殖力下降的现象,本课

题将通过DRD1卵巢条件性敲除小鼠的行为学、病理生理学

指标、基因水平等进行分析,期望研究DRD1如何影响小鼠

繁殖能力,揭示其分子机理,以期为生殖生理研究提供研究

思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69

山奈酚通过调控组蛋白去乙酰

化酶3对缺血缺氧损伤心肌细

胞起保护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岳泽君 2186113176

葛奕含

/2186122978

,田雅宁

/2186123034

王维蓉 副教授 1001

近年来,随着对中药研究的逐渐深入,已经发现了一些具有

心肌保护作用的中药活性成分,山奈酚是来自三七、箭叶淫

羊藿等传统中草药的一种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抗肿

瘤、抗炎等多种药理学活性,对心血管也具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实验表明,山奈酚对于细胞中HDAC3的表达具有较强抑

制作用,但山奈酚是否可通过影响心肌细胞中HDAC3的表达

从而起到保护心肌组织的作用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因而本

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进一步阐明山奈酚保护心肌组织的作

用机理,探究其是否通过影响HDAC3表达从而起到对心肌的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70

医学研究纵向电子数据采集、

管理与分析云平台的开发与应

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钟灵慧 2174121339

白文雅

/2174520068

,惠静妮

/2176123169

,次仁曲宗

/2185422457

,王杰

/2185210834

米白冰
助理研

究员
1004

本项目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专项《西北区域自

然人群队列研究》（2017YFC0907200）支持,由医学部公

共卫生学院师生自主研制了一款医学研究纵向电子数据采

集、管理与分析云平台,旨在解决临床医生最迫切的科研问

题。使用本平台的用户可实时对研究对象情况进行掌握,在

线进行数据管理,即可对数据进行一键全自动分析,软件给

出的结果和图表均与SCI论文一致,可直接用于发表。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71

不同原发部位大肠癌临床病理

特征及其可能机制的初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怡心 2176122971

王欣宜

/2176122964

,王逸阳

/2174111334

王一理 教授 1001

结直肠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消化道肿瘤之一,通过采用回顾性

研究方法,分析左半结肠癌、右半结肠癌及直肠癌在临床病

理特征、生存预后等方面的差异,进一步对不同MSI、免疫

微环境状态的晚期大肠癌临床病理及分子特征进行分析,找

出影响左半结肠癌、右半结肠癌及直肠癌预后的相关因素,

为指导大肠癌防治的深入研究提供资料。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72

全腹腔器官低温机械灌注保存

多功能实验平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艾克山江·

艾力亚尔
2176510143

吴阳

/2174213808

,冯慧

/2175220349

,    周博文

/2176414122

王善佩
助理研

究员
1002

针对传统器官移植损伤和手术训练方式局限等现状,本课题

在国内外首次提出全腹腔器官低温机械灌注保存方案,将研

制并优化适用于猪腹腔多器官低温灌注的装置,根据灌注后

器官活性评估结果探索低温机械灌注的最佳条件参数。并

在此基础上搭建一个可应用于医学生教学实践、临床外科

医生手术技能训练等多方面的全腹腔器官低温机械灌注保

存多功能实验平台,为器官机械灌注保存和移植技术进行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73

异氟醚对小鼠齿状回不同发育

时期新生神经元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大猛 2181510565

张哲骞

/2186112991

,李定慧

/2185320742

,王涛

/2186113124

肖新莉 副教授 1001

麻醉药物导致的神经行为学改变与海马齿状回新生细胞的

损伤丢失有关。根据不同发育阶段,齿状回新生细胞分别来

源于第二齿状回基质、第三齿状回基质和齿状回颗粒细胞

下区。本项目主要用BrdU单染、BrdU和NeuN双染两种方

法,从增殖和发育两个方面来研究异氟醚对来自第二齿状回

基质、第三齿状回基质和颗粒细胞下区的新生神经元的影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74

趋化因子CXCL5在促进膀胱癌

细胞干性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恒通 2176113092

赵蓝波

/2176123001

,雷诗雨

/2184222804

,董玥

/2184120352

,朱紫妤

/2176123048

范晋海 教授 1002

本课题将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如下后续研究：①膀胱

癌细胞T24-L和T24-P在体外研究其侵袭迁移和细胞干性能

力,并分析可能的作用机制；②CXCL5趋化因子促进细胞侵

袭迁移及细胞干性的作用及其机制；③NF-KB通路在CXCL5

趋化因子的介导下促进膀胱肿瘤细胞增殖,侵袭迁移及细胞

干性的作用及其机制。本课题的完成,最终将整体阐述此作

用体系中的信号通路和作用机制,有助于从分子水平靶向干

预膀胱肿瘤细胞侵袭及迁移打下良好的基础。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75

钙离子通道α 2δ -3的糖基化

对癫痫海马MAPK通路的作用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颜琦湦 2185324567

任蓝栋

/2176123215

,彭思明

/2176123163

吴晓

林,周

劲松

讲师,

教授
1001

项目研究癫痫小鼠钙离子通道α 2δ -3亚基的糖基化水平对

其功能以及海马MAPK通路的影响。我们采用高表达糖基转

移酶（α 2,3-Sialytransferase,ST3GAL）的慢病毒调

节ST3GAL-Ⅳ的表达后,用钙离子通道α 2δ -3的特异阻断

剂普瑞巴林抑制该蛋白的表达,用MAL-Ⅱ组化、免疫印迹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实验观察下游MAPK通路的变化。明确

在癫痫中糖基化对钙离子通道α 2δ -3功能、对海马MAPK

通路的影响,进而说明糖基化在癫痫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76

尸体脏器降解过程中菌群变化

时序性的初步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骁 2183710406

徐秋语

/2186220480

,鞠澍极

/2174420416

,温瑞超

/2186123181

,万沣霆

/2183610304

王振原 教授 1009

本项目以快速法医学应用为目标,运用最为常见可操行性强

的分离纯化优势菌种及革兰氏染色技术检测大鼠死后不同

温度下细菌在不同脏器的到达时间及演替变化,同时应用

VITEK-32型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进行菌种鉴定,分析其菌

群组成,并运用双脱氧法测序（又称Sanger测序）技术分

析,测定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特异性标志物,挖掘不同条件

下腐败过程中微生物种类及丰度差异,分析微生物群落多样

性信息,以期探索死亡时间的新方法,为死亡时间鉴定提供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77

PERK内质网应激通路在原花青

素抵抗阿尔兹海默病神经细胞

损伤中的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子豪 2176112970

钱荣凯

/2150506097

,欧阳凤

/2174520064

,魏诗雨

/2176123237

,宾雅棣

/2176123238

孙钦儒
讲师

(高校)
1009

PERK内质网应激（ERS）通路过度激活是AD神经细胞损伤

的重要特征,原花青素（OPC）具有抗炎及抗凋亡作用,但

其是否通过抑制ERS抵抗AD神经细胞损伤作用尚不清楚。

本研究结合生物信息学技术进行分析,使用OPC干预

APP/PS1基因修饰模型小鼠,通过测定认知功能、神经元凋

亡、线粒体功能状态及PERK、ATF4、CHOP和p-eIF2α 等

蛋白的表达水平,阐明OPC通过PERK通路抑制ERS来抵抗AD

认知功能障碍,为开发OPC用于临床预防和治疗AD提供新的

理论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措施。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78

中国及其他“一带一路”国家

艾滋病暴露前药物预防的成本

效果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迪 2184110373

邢梓轩

/2184214512

,邓斐丹

/2175120211

,李佳隆

/2185110600

张磊 教授 1004

艾滋病作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传统的预防和治疗手段

无法完全遏制它的扩散。艾滋病暴露前药物预防（PrEP）

是HIV预防武器的一个新的和有希望的补充。但PrEP是否

适宜作为一项干预措施在高危人群中推广,必须经过科学的

卫生经济学评价,以避免盲目实施而浪费卫生资源。本项目

以中国及其他“一带一路”国家为研究对象,广泛查阅文

献,进行跨地区、跨文化横向对比,就其成本效果展开分析,

为国家制定PrEP推广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79

不同饮品对食管内纽扣电池异

物损害保护效果的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凤萍 2176223568

徐庶钦

/2174111351

,陈雯雯

/2176123271

,杨程

/2162001034

,宋琦睿

/2176123155

史爱华

助理研

究员   

  (自

然科

学)

1002

本实验将纽扣电池嵌顿在兔子食管上段建立食管内纽扣电

池异物模型,实验组分别给予白开水、6%食醋、果汁、纯牛

奶和5%蜂蜜水,并设立空白对照组。电池在食管内暴露的同

时给予上述饮品,暴露不同时间后获取兔子食管大体标本进

行评估,并通过统计学处理分析评价上述饮品对食管内纽扣

电池异物损害的保护效果,从中探索保护效果最佳的饮品,

为偏远地区儿童食管内纽扣电池异物的院前处理提供新思

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80

新型纳米探针的构筑及其用于

脑部肿瘤治疗的基础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炜琦 2162000010

玛可帕丽·阿

达勒

/2162001059

,        张

超男

/2162001063

,达春旭

/2176223596

,魏婉珍

蔡文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采用发射绿光的油溶性稀土发光纳米颗粒、光敏剂

玫瑰红和双亲性聚合物Alkyl-PEI-PEG一起构筑一种新型

的诊疗一体化纳米探针,并将其用于X-射线诱导的人脑胶质

瘤细胞(U87MG)的光动力治疗。该项目中：(1)稀土发光纳

米颗粒能实现癌细胞的磁共振(MR)和计算机断层扫描(CT)

双模态成像；(2)稀土发光纳米颗粒的发射谱和玫瑰红的吸

收谱的高匹配能实现癌细胞的高效治疗；(3)该探针具有治

疗深部肿瘤的潜力。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81

探究钙调神经磷酸酶活性对神

经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乔一帆 2186123184

张天运

/2186113191

,邱芷若

/2183620337

,周佳璇

/2186220490

,胡玉英

2184120381

许杰

华,张

建水

副教

授,讲

师

1001

本实验主要探究钙调神经磷酸酶的活性变化对于神经细胞

生物学行为的影响,拟在匹鲁卡品（Pilocarpine）建立的

小鼠癫痫模型基础上,使用FK502与环保霉素A抑制钙调神

经磷酸酶的功能,再分别使用以下方法检测神经细胞的不同

生物学行为的变化：运用RT-PCR检测神经细胞是否进入细

胞周期,运用免疫组化法检测细胞是否增殖、凋亡,运用

western-blot检测细胞是否发生自噬。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82

间断性禁食对肥胖小鼠抑郁样

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屈婷婷 2162014006

叶子睿

/2174121350

,杨斯宁

/2150506119

,牛靖灵

/2162005006

胡浩 教授 1001

研究发现,肥胖会显著增加人群患重度抑郁症的风险,而间

断性禁食是一种正常饮食和限制饮食交替进行的方法,可促

进体重下降,对多种动物慢性疾病模型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然而关于间断性禁食对肥胖小鼠抑郁样行为的研究未见

报道。本项目拟对肥胖小鼠模型进行慢性间断性禁食干预,

观察小鼠肥胖程度、抑郁行为学指标、神经营养因子表达

水平以及海马组织病理学变化,并探讨其作用机制,为预防

和治疗肥胖引发的精神疾病提供实验依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83
iBone虚拟运动训练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锁瑞洋 2176210985

李维东

/2174110124

,陈烁炜

/2176113135

,王仟禧

/2186214253

,李汪才

/2181411909

李涛,

杨卫周

副教

授,讲

师

1002

“iBone虚拟运动训练师”是一款为解决患者康复运动以

及大众运动健身时无专业知识、无专人指导的困境的可穿

戴设备。通过传感器皮肤贴片和位置传感器获得用户的生

理状态信息以及位置形态等,经处理后导入程序在VR下用户

虚拟人上显示并与预先设置的数据进行比对,根据比对结果

虚拟训练师对错误予以矫正,以达到预期训练效果。还有沉

浸式虚拟陪伴运动的功能。我们会根据项目的进程对其进

行更代,赋予更多的功能,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84

PON2的非对称精氨酸二甲基化

修饰水平对其抗氧化、抗内质

网应激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怡璇 2176123109

齐天宇

/2176123096

,刘晨越

/2176122956

,周琳

/2176123244

杨旭东 副教授 1001

PON2是一种抗氧化应激、抗内质网应激的保护性分子,IL-

4可引起肺上皮细胞株PON2的甲基化水平升高。用IL-4刺

激人肺上皮细胞株,分析甲基化PON2在细胞内的分布,并确

定发生甲基化修饰的位点,以研究IL-4对PON2的精氨酸甲

基化修饰水平的影响,及PON2甲基化修饰对其抗氧化及抗

内质网应激功能的影响。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85

Lnc-HC在代谢综合征中的作用

及其分子机制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磊 2183410478

李孟达

/2184110358

,许雄

/2184214529

,  张天运

/2186113191

,黄怀原

/2185412441

李冬民 教授 1001

指导教师课题组前期发现一个全新的lncRNA（lnc-HC）在

肝细胞中参与调控胆固醇代谢,但在脂肪组织中参与调控胆

固醇代谢的机制不明。本项目拟先使用HFHC饮食饲养野生

型和lnc-HC-/-SD大鼠,明确lnc-HC所引起的动物表型；

其次通过转录组测序明确lnc-HC所调控的靶基因/通路；

接着通过构建靶基因过表达/敲低的腺相关病毒,转染原代

脂肪细胞,从而确定lnc-HC调控胆固醇代谢的靶基因/通

路,明确lnc-HC的生物学功能,为代谢综合征的防治及治疗

提供坚实理论和实验基础。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86

小鼠执行功能障碍模型的建立

与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文佩 2173620050

马艺田

/2176220986

,王兴林

/2176510134

,张千遥

/2174121388

,郑雯静

/2171520022

魏曙光 副教授 1009

执行功能是一项重要生理功能,执行功能障碍可导致各种精

神类疾病,严重影响个人和家庭生活质量,给社会带来经济

负担。大脑内侧前额叶皮质（mPFC）是高级思维中枢,具

有整合信息形成意识的重要功能,与机体的执行功能密切相

关。本项目通过脑立体定位大脑前额叶皮质并注射腺病毒

（AAV-Elfa-DTA-eGFP）建立小鼠执行功能障碍模型,确

定评价指标,为执行功能障碍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便捷方式,

也为执行功能障碍的临床治疗以及相关药物的研发提供新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87

基于Notch-1介导miR-200家

族调控上皮间质转化对绒癌耐

药机制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心怡 2162012116

程雪

/2162012096

,朱家真

/2162012106

安瑞芳
主任医

师
1002

绒毛膜癌患者因化疗耐药成为临床治疗难点,本研究拟以绒

癌细胞株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Notch-1信号通路活性介导

miR-200调控滋养细胞肿瘤上皮-间质转化（EMT）现象降

低绒癌化疗敏感性的分子机制,为耐药绒癌患者的治疗提供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88

聚丙烯酰胺-海藻酸盐双网络

凝胶用于兔结肠穿孔一期修补

的动物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牟星宜 2176123003

黄一帆

/2176113250

,蓝婷

/2183520757

,  郝旭东

/2186113058

史爱华
助理研

究员
1002

结肠穿孔修补术存在手术时间长,创伤大,并发症风险高等

问题。近年来,水凝胶研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目前尚未

报道应用新型水凝胶进行结肠穿孔一期修补的在体实验研

究。本项目拟以新西兰兔为模型动物,动态比较聚丙烯酰胺

-海藻酸盐双网络凝胶和缝线吻合肠壁切口中的组织学和生

物力学指标,明确水凝胶吻合的可行性,阐明其机制,推动其

临床应用,以期作为一种结肠穿孔手术治疗的新方法,减少

患者痛苦,改善预后,提高生活质量。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89

基于场效应器件的免标记分子

传感器用于生物毒素检测的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宁玉 2176123121

彭菲

/2175120198

,惠慧

/2176123200

吴春生 教授 0701

本项目检测石房蛤毒素STX,拟采用一种多位点（16点）光

寻址电位传感器MLAPS作为换能器,该传感器由Al-p-Si-

SiO2结构和PAH（聚盐酸烯丙胺）的弱聚电解质层修饰而

成,STX的适配体与传感器的耦合,进行传感器的性能测试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90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新发现突

变位点的功能学验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古翔 2176123276

刘婧婷

/2176123231

,任怡钒

/2176122986

,徐建明

/2173610594

,周堃忠

/2175313882

高登峰 教授 1002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主要是由低密度脂蛋白受体(low-

densitylipoproteincholesterolreceptor,LDLR)基因

突变造成的。截至目前,世界范围内已报道了1200多种

LDLR突变。本项目本研究针对2名临床确诊的FH患者及其

一级亲属进行基因检测,发现了3个LDLR杂合位点新突变,

这些新突变位点临床意义未明确。我们分别用细胞转染、

激光共聚焦及流式细胞术对这些突变位点进行分析,初步探

讨其致病机制。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91

索非布韦(SOF)/维帕他韦

(VEL)治疗慢性丙型肝炎基因

1-6型的真实世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培根 2162001119

粟兴洋

/2162001122

,付小岚

/2162001110

,刘欣怡

/2162001112

,赵蕴玉

/2152012140

纪泛朴 副教授 1002

慢性丙型肝炎（CHC）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大约1.7亿人,其

中约9000万人生活在以中国为主的亚太地区。中国慢性丙

型肝炎患者中,其流行病学,自然病史,相关照护,及治疗结

果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及正确评价。通过查阅外国文献,

我们得知在临床试验和现实环境中,SOF/VEL治疗丙型肝炎

病毒(HCV)基因型1-6的患者有很高的持续病毒学应答

(SVR)率,但中国的真实世界数据尚缺乏。我们的目的是研

究中国FDA批准的SOF/VEL在中国西北地区真实世界治疗慢

性丙型肝炎基因1-6型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92

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牙本质脱

敏和树脂粘接的效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昕 2176123127

勾晓颖

/2176123059

,李东宁

/2173724241

,刘茜娅

/2176123262

,姜雪梅

/2176520136

裴丹丹
副研究

员
1003

牙本质敏感是常见口腔疾病,因其高发病率及产生的尖锐疼

痛,给患者的口腔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近年来,

半导体激光凭借其自身优势在治疗牙本质敏感方面被寄予

厚望,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尚缺乏证据支持。本研究通过探

讨半导体激光处理后对牙本质表面的改性作用,对牙髓组织

的安全性及对自酸蚀树脂粘接剂粘接效果的影响,全面评估

半导体激光脱敏的应用效果,指导临床医生的使用操作,为

临床诊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保驾护航。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93

生酮饮食对TBI模型大鼠的抗

神经炎症作用及机制研究：与

内质网应激的关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欧宇航 2185110246

潘咏琪

/2186122959

,李佳硕

/2181310209

,谌双玥

/2184224521

吕海侠 教授 1001

创伤性脑损伤（TBI）具有较高的发生率和致残率,TBI后

的神经炎症可引发更大范围的脑组织内环境稳态破坏,是影

响TBI预后的主要因素,临床上针对TBI的有效干预方案还

缺乏高质量的理论依据。生酮饮食近年来被发现可在TBI治

疗中发挥神经保护作用,但其机制并不完全清楚,本研究拟

通过动物模型,从内质网应激的角度探讨生酮饮食在TBI后

对抗神经炎症的作用及机制。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94

外膜蛋白YiaD在鲍曼不动杆菌

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中的

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奕原 2186123151

姚思雨

/2184120374

,钟书颜

/2186122944

韩蕾 副教授 1001

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是临床常见问题。外膜蛋

白表达降低或缺失是其耐药机制之一。我们前期发

现,YiaD在抗生素刺激下表达下降,提示其促进细菌耐药发

生。本课题拟通过Real-timePCR技术比较临床敏感与耐药

菌株及其在抗生素刺激下不同时间点yiaD基因的表达差

异；利用基因修饰、MIC检测、生存率分析等确定YiaD耐

药作用。这为研究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演化过程、阐明外

膜蛋白在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作用机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95

L-FABP在GLP-1调控脂肪代谢

中的作用和机制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莹 2176123230

徐义文

/2173412064

,王嘉乐

/2162012036

,赵仁洋

/2185312393

,陈湘锭

/2174310168

陈莉娜 教授 1001

本实验探究L-FABP在GLP-1调节肝脏脂肪代谢中的作用及

机制,制备2型糖尿病小鼠模型,给予实验组利拉鲁肽,观察

胰岛素抵抗、糖脂代谢、肝脏形态学变化及组织病理学变

化,并通过研究利拉鲁肽对棕榈酸损伤HepG2细胞的保护作

用探究L-FABP的具体作用机制。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96

基于人体半胸廓径线参数与胸

壁厚度的胸腔磁锚定装置的优

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武佳宜 2176122995

陈雯雯

/2176123271

,程媛

/2176123151

,  任斯宇

/2176123106

,杨程

/2162001034

张勇
副主任

医师
1002

磁锚定技术可用于辅助腔镜手术,磁锚定牵引的效果与磁锚

定装置的设计与内外磁体间的距离密切相关,所以测量人群

半胸廓径线参数与胸壁厚度并进行装置的优化及升级显得

尤为重要。本研究首先通过患者的CT检查测定人体半胸廓

径线参数以及胸壁厚度,再以此为基础确定适合应用于人体

胸腔镜手术的磁锚定装置的磁力系数,进而对现有磁锚定装

置进行优化。提高磁锚定牵拉效果,减少副损伤,推动磁锚

定技术在胸腔镜手术中的进一步应用。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97

炎症微环境中CFL1调控肝细胞

癌侵袭转移的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媛媛 2176120238

魏昕雨

/2186122964

,白怡雪

/2186122946

,刘新毅

/2184214527

刘青光 教授 1002

阐明炎症微环境中CFL1在HCC中异常表达的具体分子机制

和对HCC细胞侵袭转移的影响。拟确定CFL1为抑制HCC侵袭

转移的新生物治疗靶点。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98

不同类型电脉冲对肝癌细胞的

作用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俪泓 2186123068

李卓群

/2162000007

,高一卉

/2186123125

任冯刚
助理研

究员
1002

不可逆电穿孔是目前较为新兴的恶性肿瘤非热消融治疗方

式。本项目通过探究不同类型电脉冲对肝癌细胞的影响,寻

找最理想的治疗参数；探究不同类型高压电脉冲对肝癌细

胞作用的可能机制,发掘其作用机理；结合有限元分析高压

电脉冲作用下组织的电场和热场分布,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499
微型自动定位髁突复位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晓蔚 2176123157

吕励

/2176413400

,蔡佳姝

/2186123755

,  刘韦辰

/2181411989

,李金恒

/2185210275

屠军波
副主任

医师
1003

本项目用于解决现有器械在髁突骨折复位术过程中难以寻

找作用位置、难以正确把持断裂端、难以控制作用力度大

小的问题,为医生提供了一种克服术中难以寻找骨折位置、

无法量化夹持力度等困难的解决方案。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00

化学激活或抑制腹侧海马谷氨

酸能神经元对帕金森病大鼠非

运动症状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笑晨 2186123169

邱子涵

/2183610331

,卢雯

/2176223593

张莉 教授 1001

PD状态下单胺类递质系统异常。vHIPP接受大量单胺类神

经纤维传入,并在情绪和认知行为的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研究以PD模型大鼠为对象,采用化学遗传学、行为学、电

生理学和神经化学方法明确vHIPP在PD非运动症状中的作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01

高校青年“微宣讲”传扬西迁

精神的实践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维国 2183410471

帕孜丽亚·吾

布力阿西木

/2162004010

,  何欣怡

/2186123240

,夏子涵

/2182320027

韩锐 副教授 0305

本项目以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微宣讲团（筑梦社）用“微宣

讲”形式传扬西迁精神的工作为基础,通过研究“微宣讲”

的实践优势、内在逻辑、模式总结与精准化应用,旨在对探

究如何激励青年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02

雷帕霉素改善癫痫小鼠认知障

碍的作用及神经发生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雪灯 2186122965

程嘉慧

/2184224511

,初力强

/2182310722

,王生龙

/2186310199

杨蓬勃 副教授 1001

癫痫患者常伴有注意力分散、学习记忆能力减退等认知功

能受损的表现,认知功能障碍已成为癫痫防治的重点之一。

但雷帕霉素对癫痫模型动物的学习记忆能力是否有改善报

道较少,机制尚不完全明确。本实验采用PTENcKo小鼠作为

癫痫模型小鼠,通过行为学检测及免疫组化等方法,明确雷

帕霉素干预是否对癫痫模型小鼠的学习记忆障碍有改善作

用,并且阐明其神经发生的机制。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03

2-溴棕榈酸(2-BP)通过激活自

噬促进肾癌凋亡及其分子机制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博 2162012015

魏怡

/2162012074

,于璧欣

/2186122986

,  赵子璇

/2181320216

曾津
副研究

员
1002

肾癌是泌尿系统肿瘤中常见的肿瘤之一,因术后复发率高且

对化疗抵抗,导致肾癌临床治疗效果不佳。我们既往研究发

现,2-溴棕榈酸能够促进肾癌凋亡发生发挥抗癌效果。最新

发现2-溴棕榈酸能够上调LC3I/II表达,因此猜想2-溴棕榈

酸能够通过激活自噬促进肾癌凋亡。本项目拟应用

Western-blot、qRT-PCR、流式细胞仪、小鼠皮下成瘤等

技术在体内和体外层面开展实验,以期证实2-溴棕榈酸通过

激活自噬信号通路促进肾癌凋亡,探究2-溴棕榈酸发挥功能

存在的机制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04

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COVID-2019）在

人群中的传播特点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瑜珊 2162012062

彭晓晶

/2162012063

,邓潇源

/2186122958

,闫红岗

/2171310179

米白冰
助理研

究员
1004

自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武汉

爆发以来,在极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到全国及海外地区,目

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进入全球大流行状态。本次实验以

西安市为例,从COVID-19疫情1月23日输入出发,依托12例

确诊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数据,西安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西安市确诊病例结构特征和人群结构特

征及空间分布特征,确诊病例潜伏期范围及潜伏期中位数原

发病例与续发病例之间的传播路径,各流行阶段的特点等。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05

SNS/β AR在慢性应激对荷瘤小

鼠脾脏MDSC免疫功能影响中的

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申宇 2175210348

杨若玉

/2176123093

,杭新月

/2176123050

,常力丹

/2176123223

,李萌茜

/2176123253

李宗芳 教授 1002

本课题拟解决慢性应激通过兴奋SNS激活β -AR影响脾脏

MDSC细胞的功能的相关问题及其机制。主要项目实施方案

有研究SNS在慢性应激对脾脏MDSC细胞功能影响中的作用,

β -AR在慢性应激对脾脏MDSC细胞功能影响中的作用和β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异丙肾上腺素体外刺激实验。通过这

些实验阐明SNS/β -AR在慢性应激时对荷瘤小鼠脾脏MDSC

（CD11b+Ly6G+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以及通过查阅文

献,实验操作等培养同学们的科研和思维能力。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06

pH激活的“纳米炸弹”样纳米

颗粒用于结肠炎的协同治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家茗 2176123273

肉克娅·买买

江

/2176520144

,          

刘叶

/2175323878

张明真 研究员 1001

本项目拟构建基于pH激活的“纳米炸弹”样纳米颗粒共载

黄连素/CD98KO质粒用于UC的联合治疗研究。首先,通过双

微乳液的技术,构建转铁蛋白受体靶向的具有pH激活的“纳

米炸弹”样的纳米颗粒；其次,研究抗炎药物/CD98KO质粒

联合使用的体外评价,明确二者联用的协同关系,进而指导

共载纳米载体的优化；最后,建立小鼠的UC模型,评价共载

纳米颗粒的在体治疗效果和生物安全性。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07

GLI2及BOC基因联合突变导致

非综合征型唇腭裂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艺斐 2185422460

彭蕾元

/2186123040

,任昊喆

/2186113103

赵华翔
助理研

究员
1003

多基因联合突变是非综合征型唇腭裂的潜在病因。前期研

究中我们发现对GLI2及BOC联合突变可能是一个家系唇腭

裂发生的原因。我们拟通过散发病例验证、细胞及分子实

验探究GLI2及BOC联合突变在该家系唇腭裂发生中的作用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08

电针通过调节NDRG2介导的中

枢兴奋-抑制平衡改善ADHD样

症状的作用和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伟旗 2186112942

王菲迪

/2130506005

,袁靖雯

/2186123140

李燕 研究员 1002

我们在本项目前期预实验中发现对ADHD模型大鼠进行百会

等穴位的电针刺激可以显著改善ADHD动物的多动症状,并

且显著提高前额叶皮质、海马、纹状体等和ADHD密切相关

脑区组织中NDRG2分子的表达。NDRG2分子是一种应激反应

基因,是一种内源性脑保护因子。本课题将继续深入研究

NDRG2上调表达的分子机制,为电针治疗ADHD提供更多的理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09

ROS响应型载药系统在伴糖尿

病性牙周炎治疗中的应用基础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娟 2181520171

张阳阳

/2186112921

,陈心怡

/2186123112

,白雨婷

/2186123085

,呼子怡

/2186123120

李昂 教授 1003

本项目致力于针对伴糖尿病牙周炎患者,研发一款ROS响应

型可注射水凝胶,利用B-N配位作用,实现药物二甲双胍与

多西环素的定量负载,使药物通过自由扩散和ROS刺激的双

重作用在牙周袋内缓慢释放,实现抗炎抑菌、控制血糖、促

牙周骨组织修复的三重治疗目标,并进一步验证牙周局部应

用二甲双胍的牙周炎治疗药效学结果,为伴糖尿病牙周炎患

者的治疗提供理论指导。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10

基于时间门控-FRET和RCA放大

荧光分析用于miRNA高灵敏多

重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原梦瑶 2184120355

朱蓉蓉

/2176123065

,王思瑶

/2186122929

,张芷芮

/2185220828

刘翠 副教授 1001

项目拟建立以稀土元素铽（Tb）配合物为供体、多色荧光

量子点为受体的时间门控荧光共振能量转移策略与滚环扩

增技术相结合的用于miRNA的高灵敏多重检测方案。首先

设计并合成所需的锁式DNA探针,将Tb配合物和多色荧光量

子点与对应DNA探针进行偶联、纯化及一系列表征；构建

miRNA高灵敏多重检测方法,对其灵敏度、特异性和抗干扰

能力进行评估；对实际复杂样本（如血液、组织）miRNA

进行多组分同时检测,评价此法在复杂环境中抗干扰能力和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11

荷瘤小鼠脾脏CD11b+Ly6G+细

胞在慢性应激中免疫功能的变

化及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子茜 2176123116

吴雯倩

/2176123147

,席佳蒙

/2176123137

,刘宛榕

/2176123171

,刘婉怡

/2176123057

李宗芳 教授 1002
荷瘤小鼠脾脏CD11b+Ly6G+细胞在慢性应激中免疫功能的

变化及作用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12

GM-CSF通过调控肺泡巨噬细胞

功能参与急性肺损伤的发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苗苗 2186123045

梁俪泓

/2186123068

,孟睿洁

/2186123139

张林 副教授 100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中出现炎症风暴和由呼吸

困难发展为ADRS是导致患者由轻转危的关键步骤。肺泡巨

噬细胞（AM）能调节肺泡免疫炎症反应和肺表面活性蛋白

（SP）代谢影响肺部呼吸,因此我们推测AM可能在COVID-

19发展中起关键作用。GM-CSF作为一种促炎因子能够激活

多种炎症细胞,活化AM引发炎症风暴。因此选用csf2敲除

小鼠ALI模型模拟COVID-19关键病理特征,探究csf2敲除

对AM功能的影响机制,从而探讨其在参与ALI发生的重要作

用,也为COVID-19治疗作出理论参考。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13

用于肺小结节定位的磁流体的

生物安全性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远航 2150506126

张至轩

/2186113051

,周古翔

/2176123276

,刘培楠

/2186113007

张勇
副主任

医师
1002

肺小结节定位是目前胸外科的研究热点。海藻酸钠磁流体

与钙离子接触即形成团状凝胶,在外磁场中靶向可控,可用

于肺小结节定位。前期实验验证了利用磁流体定位肺小结

节技术的可行性。本项目拟通过动物实验研究磁流体在形

成凝胶前,如果意外进入血循环的生物安全性,为磁流体用

于临床提供理论支持,推动本技术从科研向临床转化的过程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14

SIRT3在烟酰胺核糖抵抗颅脑

损伤线粒体功能障碍中的机制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美豫 2174121327

梁喜茹

/2186122924

,魏鸾影

/2186122947

,张雨森

/2184110639

孙钦儒

讲师

（高

校）

1009

线粒体功能障碍是TBI神经细胞损伤的重要特征,而机制尚

不清楚。烟酰胺核糖能够调节SIRT3,保护线粒体功能,此

过程是否参与抵抗TBI还未见报道。本研究采用轻型TBI模

型小鼠,运用行为学、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方法,检测

C57小鼠的认知功能,海马神经细胞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

（NAD）的水平和线粒体功能,海马SIRT3的表达；并使用

烟酰胺核糖进行早期干预,探索烟酰胺核糖介导的SIRT3活

性调节在TBI线粒体功能障碍中的作用及机制。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15

 瘦素对CRS导致青春期情绪

和学习记忆障碍的改善及机制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宾雅棣 2176123238

付佳蕾

/2186123148

,兰楠

/2186123010

,  贾艺玮

/2186122953

陈丽 副教授 0710

本研究以青春期小鼠为研究对象,观察不同慢性束缚方案与

小鼠焦虑、抑郁行为及学习记忆能力的相关性,探讨瘦素

（leptin）对慢性束缚应激

(chronicrestraintstress,CRS)造成的情绪障碍和学习

记忆的影响及相关受体机制,明确CRS对未成年小鼠情绪障

碍和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以及leptin的改善作用,为预防

和早期治疗CRS对青少年行为和脑功能的影响提供可靠的依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16

利培酮对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

ZNF804A条件性敲除实验小鼠

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渝丁 2186420146

王娟

/2181520171

,郭凡顺

/2186112930

,  张靖靖

/2181510170

,张桐

/2181510173

马捷 教授 1001

课题组前期构建完成条件性ZNF804A基因敲除（KO）实验

小鼠,本项目拟在此基础上采用6组实验小鼠,即野生型

（WT）、KO杂合子和KO纯合子各两组,分别使用生理盐水

和抗精神病药物利培酮,于7天后观测小鼠行为学表现；随

后,收集鼠脑组织,提取总RNA和总蛋白,运用分子生物学技

术手段分析ZNF804A相关基因及信号通路成员在mRNA和蛋

白质水平的表达状态,以探究利培酮对基因敲除模型鼠的影

响及其分子机理,为精神分裂症的分子病因学提供新的研究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17

肿瘤微环境响应的纳米探针广

谱成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子明 2184110364

曾舰锐

/2185110609

,张萌

/2186123153

安菲菲 副教授 1002

肿瘤细胞具有Warburg效应,肿瘤组织代谢快,糖酵解迅速,

生成大量的乳酸等酸性物质,所以肿瘤组织PH（pH6.8）比

正常组织的pH（pH7.4）更低。	

因此,可以把肿瘤组织的微酸特性作为诊断的靶点,由此设

计一种针对肿瘤细胞外基质的特异性响应性探针,在其他组

织由于自身淬灭效应不产生荧光,因此起到削弱非目标组织

背景信号的作用,而在肿瘤组织偏酸性条件下会发出较强荧

光,与正常组织产生鲜明对比,以期能准确在肿瘤部位显著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18

以外泌体为载体的KillerRed

杀伤结肠癌细胞的光动力活性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雨萱 2186122952

刘晓欢

/2186122917

,潘珏

/2186122971

,  田雅宁

/2186123034

,张湲

/2186123006

秦棪楠 副教授 0710

直结肠癌是我国第二大恶性肿瘤,传统辅助疗法已无法满足

其日益增长的发病现状和治疗需求,光动力疗法在恶性肿瘤

和皮肤病领域展现出独特优势,但对目标组织的选择性不

足,外泌体可以作为光敏剂的载体提高其对结肠癌细胞的主

动靶向性,同时降低药物毒性,为光动力疗法进一步应用于

结肠癌的临床治疗奠定理论基础。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19

急性应激对小鼠内源性神经干

细胞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池苗苗 2183520750

袁靖雯

/2186123140

,康哲

/2186122908

,  尚玥怡

2186123059,

陈玙璠

/2186113137

葛茜 讲师 1002

本项目通过对小鼠进行束缚使其产生急性应激,进而观察小

鼠脑切片中各种特异性标记物的表达情况来探究急性应激

对内源性神经干细胞增殖、分化、迁移的影响以及通过何

种机制产生这一影响。该项目的实施将推动药物治疗急性

应激相关疾病在临床的应用和开展。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20

糖胶树的化学成分及其抗炎活

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雨 2175124138

马瑞瑞

/2176123189

,苏欣月

/2176123083

,张应栩

/2183410475

,党鑫涛

/2181410084

詹冠群 讲师 1007

本项目拟在活性指导下,利用现代分离方法快速发现糖胶树

中生物碱类成分,并在细胞水平上对其进行抗炎活性评价,

同时在动物水平上研究其抗炎的机制,以阐明糖胶树中生物

碱类成分的物质基础,并找到结构新颖、活性显著且作用机

制独特抗炎先导化合物。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21

基于网络大数据文本分析的

HIV相关行为与风险认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博悦 2186123173

赵博强

/2176112988

,周颖琼

/2173620051

陈方尧 讲师 1004

本研究拟利用HIV相关网络大数据进行文本分析,阐述我国

当前艾滋病相关人群的人群特征、行为特征、认知状况、

情感特征,对比分析不同人群间特征差异及其原因,并结合

HIV不同人群特征随时间变化趋势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22

异甘草素通过HDAC3调控血管

内皮细胞的炎症反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治言 2184110642

袁玥

/2176120046

,马子阳

/2186123115

,  李奕男

/2181510563

,罗媛琳

/2185322381

王维蓉 副教授 1001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尤其是HDAC3与心血管疾病关

系密切,已有大量文献报道抑制HDAC3可减轻炎症反应,对

心血管疾病发挥着重要的保护作用。据报道传统中药甘草

的活性成分异甘草素是有效的HDAC3抑制剂,目前已有研究

证实其有抗炎作用,但异甘草素是否通过影响HDAC3从而起

到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炎症反应的作用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本研究通过细胞和动物实验,阐明异甘草素对血管炎症的调

控作用及机制,为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23

米诺地尔-生物可溶性微针的

制备及其在治疗脱发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巩千汇 2186123166

路翠楠

/2176122991

,刘欣

/2186123104

罗智敏 副教授 1007

项目针对米诺地尔透皮吸收差的问题,拟以米诺地尔为研究

对象,以生物相容性好且可控降解的GelMA为药物载体,采

用模印法制备米诺地尔微针递送系统；考察不同交联度的

GelMA对微针机械强度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其对药物释放

速度的影响；采用动物实验考察不同制备条件下的米诺地

尔微针对小鼠毛发生长速度的影响；优化出米诺地尔微针

递送系统的最佳制备条件；并最终为米诺地尔透皮靶向药

物递送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24

背根神经节和脊髓载脂蛋白E

调控神经病理痛的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舒婷 2186123083

刘思懿

/2162012005
梁玲利 副教授 1001

神经病理痛是临床上最为难治的疼痛疾病之一,尚缺乏有效

治疗药物。载脂蛋白E（APOE）是一种复杂蛋白,参与多种

神经生理过程。已知APOE基因在神经源性疼痛中发挥作

用,且以其多态性影响各种潜在的疼痛调节相关过程,但

APOE在背根神经节和脊髓调控神经病理痛的机制并不清楚

。本研究将应用APOE敲除小鼠建立脊神经结扎的神经病理

痛模型,应用qPCR、Westernblot和痛行为学测试揭示

APOE参与神经病理痛发生的外周和脊髓机制,为临床镇痛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25

后疫情期的水体环境污染物的

生物毒性检测及风险评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文雅 2174520068

刘梦清

/2183720409

,叶玥辰

/2186123135

,丁阳

/2184214536

,刘倩汝

/2186123114

韩蓓 教授 1004

本研究拟对医疗废水、城镇综合污水、地表水等各类水体

进行后疫情期的综合监测,根据检测结果进行早期预警,特

别是在常规监测基础上,增加急性生物毒性、远期遗传毒性

等疫情防控特征指标的监测,并通过各类水体的微生物群落

结构变化特征进行风险因素的识别和评估,保证环境安全和

生物安全。因此必须对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前的污水进行

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进行早期预警,保证环境安全和生物安

全。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26

褪黑素增加海马SIRT1对抗生

命早期应激大鼠酒精偏好的机

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伊霓 2174320166

韩毅敏

/2176410374

,边悦

/2176123172

,  罗思宇

/2176113129

,郭翼贤

/2176123077

贾宁 副教授 1001

生命早期应激（ELS）导致子代产生酒精偏好行为,机制尚

不清楚。本研究采用母婴分离（MS）建立大鼠早期应激模

型,运用行为学、分子生物学方法和免疫组织化学等方法,

检测MS幼年子代大鼠的酒精偏好行为,大鼠海马神经细胞内

反应性氧化产物水平,海马SIRT1的表达和分布及BDNF等分

子的变化；并使用褪黑素进行干预,探索褪黑素增加海马

SIRT1对抗生早期应激大鼠酒精偏好的作用机制,为临床研

发治疗儿童青少年的成瘾行为提供理论基础和实验证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27

黄斑色素密度与老年黄斑变性

的关系及膳食中叶黄素对其影

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南梦娜 2186122962

董嘉琦

/2186123686

,陈晨

/2184110640

,  余森

/2184110635

蔺婧 副教授 1004

本项目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通过检测眼部健康老年人

群和老年黄斑变性患者的黄斑色素密度,分析得出黄斑色素

密度与老年黄斑变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膳食频率调查问卷

收集研究对象的饮食情况,计算出其叶黄素摄入量,进而研

究膳食中叶黄素摄入量对黄斑色素密度存在的影响。最终

通过以上的实验研究结果,为老年黄斑变性的预防、检测、

治疗提供更多的诊治思路和理论依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28

主动靶向肠黏膜巨噬细胞的口

服纳米给药系统构建与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乔 2185120605

龚林雯

/2186120916

,陈嘉凤

/2186120915

,胡大涛

/2176113246

,王丹阳

/2176113265

王珂 副教授 1007

炎症性肠病（IBD）临床治疗较为棘手,且尚缺乏特异性、

针对性的治疗药物,肠道黏膜巨噬细胞既是一种固有免疫细

胞,在维持组织稳态、炎症、炎症缓解中发挥重要作用,又

参与IBD的病理过程。本项目积极探索靶向巨噬细胞治疗

IBD的潜在可能,通过制备大黄素-硼砂水溶胶并用甘露糖

修饰,获得低聚甘露糖醇-EmB复合纳米微粒,达到主动靶向

效果,构建靶向肠黏膜巨噬细胞纳米口服给药系统,通过药

效学评价考察该系统对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效果。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29

陕西地区重要病原传播媒介蜚

蠊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尚卿 2184214510

张新越

/2185320737

,张天毅

/2185312386

,刘世睿

/2186113054

,杨帆

/2181520566

赵亚娥 教授 1001

蜚蠊是霍乱、炭疽和结核等的传播媒介,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对蜚蠊准确快速的鉴定是本项目拟解决的科学问题。快

速发展的分子鉴定技术为物种鉴定提供了技术支撑,但目前

蜚蠊目仍缺乏分子鉴定的通用引物和DNA条形码。本项目拟

通过对我省各县市不同生境的蜚蠊进行抓捕和形态分类,筛

选目的基因进行分子鉴定,旨在确定适合蜚蠊目分子鉴定的

DNA条形码,填补陕西地区蜚蠊流行分布研究的空白,为深

入研究其传病机制和流行防制奠定基础。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30

可调节颌骨囊肿塞治器印模托

盘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铮燕 2176122996

张惟佳

/2176122985

,           

          

玛尔娃·木拉

牛林
主任医

师
1003

本项目旨在对颌骨囊肿治疗过程中使用的塞治器印模工具

进行创新。在临床通用口腔托盘的基础上,针对传统托盘使

用不灵活、取模效率不高等不足之处,使用三维建模技术设

计可根据不同开窗口位置调节的可调节托盘,实现精细化取

模。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31

荧屏光暴露人群膳食脂肪酸摄

入量与血液生物标志物及动脉

弹性的相关关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辰宇 2183710415

乌梦璐

/2176122966

,刘立硕

/2162012072

,张希远

/2176123216

,王琛

/2183720414

马乐 教授 1004

本课题在前研究基础上,探讨荧屏光暴露人群中,机体脂肪

酸摄入量与血脂血液相关指标及动脉弹性的相关关系。通

过测定血液中血脂水平相关血液标志物如HDL-c、LDL-c、

Tc、及动脉弹性相关指标,同时结合SPSS统计学分析方法,

以探究在荧屏光暴露条件下,机体脂肪酸摄入量随膳食频率

的变化,通过数学统计分析,检验机体脂肪酸摄入量与血液

血脂水平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并检验机体脂肪酸摄入量与机

体动脉弹性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并揭示其内在联系。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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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33对LPS诱导的大鼠ARDS

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孟柯 2176113153

禄彦锋

/2176112980

,常力丹

/2176123223

,马智杰

/2176113168

杨旭东 副教授 1001

ARDS已成为影响全球健康的重要问题,是ICU高死亡率的重

要原因,且与COVID-19所致的死亡密切相关。ARDS的发生

发展与炎症反应密切相关。IL-33是一种主要由气道上皮

分泌,在气道炎症及气道重塑中均发挥重要作用的促炎因子

。有研究显示,IL-33与ARDS病理发展有相关性。本项目

中,我们拟研究IL-33对LPS诱导的大鼠ARDS病理进程的影

响,分析其对ENaC等离子通道以及黏蛋白表达的影响,将有

助于理解ARDS引起的肺水肿以及黏液分泌相关机制,为寻

找新的治疗靶点提供新思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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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姜黄素通过调控NLRP3炎症小

体抑制急性脊髓损伤后的炎症

反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国强 2186113025

李江波

/2186112935

,张琼弛

/2162012019

姬文晨
主治医

师
1002

脊髓损伤（spinalcordinjury,SCI）是由于创伤等原因

引起的脊髓横惯性损害,会导致损伤平面以下运动、感觉、

括约肌及自主神经等功能障碍,造成患者中枢神经系统感觉

运动功能不可逆性损伤。有报道称姜黄素可以通过抑制SCI

后的炎症反应,从提高神经功能。本课题主要目的是为了明

确姜黄素在SCI后的抗炎症作用是否与抑制NLRP3的表达有

关,可否通过调控NLRP3的表达进一步抑制SCI后的炎症反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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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上药店经营模式和食品

安全监测预警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政泽 2184110345

张津维

/2181410094

,刘开来

/2183710407

,伍龙成

/2185210831

杨才君 副教授 1007

通过开展基于网络大数据的药品安全监测和预警机制研究,

探究影响网上药店销售量的主要因素,揭示我国网上药店的

经营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网上药店规范化经营标准,

同时针对处方药销售失范问题进行动态监测,充分保障药品

的安全质量安全,保障我国网络消费者的合理用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35

TREM2通过PI3K/Akt信号通路

调控tau蛋白磷酸化及神经元

凋亡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博 2175210352

林承恒

/2175311132

,马睿阳

/2176122994

杨维娜 副教授 1001

本研究通过体内外联合实验明确TREM2通过抑制神经元tau

蛋白的过度磷酸化和凋亡改善AD转基因小鼠的学习记忆力,

进一步明确TREM2通过PI3K/Akt信号通路调控GSK-3β 来

减轻神经元tau蛋白磷酸化及凋亡。该研究为临床治疗AD

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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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PTCH1基因新突变导致唇

腭发病的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淇 2186123070

代潇乐

/2186123065

,黄盈嘉

/2187124716

赵华翔
助理研

究员
1003

人类Patched1（PTCH1）基因是胚胎发育阶段重要信号通

路SonicHedgehog（Shh）信号通路的受体蛋白,PTCH1基

因的突变和很多疾病相关,其中就包括唇腭裂,希望通过本

研究能够对PTCH1最近新鉴定的两个与唇腭裂密切相关的

突变进行体外及体内实验,从而进一步明确突变导致唇腭裂

发生的分子机制,进一步揭示癌症基因在颅颌面发育中的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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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周期蛋白及其依赖性激酶

调控基因差异表达与大骨节病

软骨细胞过度凋亡的关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凯迪日耶·

色提瓦力迪
2186520882

黑赫

2186123162/

,付佳蕾

/2186123148

,  刘俊矣

/2184224523

,沙尼亚

/2186520896

宁玉洁 讲师 1004

大骨节病是一种地方性、变形性骨关节疾病。它多发生于

儿童及青少年,但往往在成人期才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包

括关节疼痛、关节炎等,在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身材矮

小和侏儒症。多项实验表明细胞周期与大骨节病软骨细胞

凋亡坏死密切相关。细胞的凋亡与坏死的这一系列活动均

受制于细胞周期且真核生物的细胞周期进程通过细胞周期

蛋白及其依赖性激酶所调控。本项目研究大骨节病患者软

骨细胞过度凋亡坏死与细胞周期蛋白及其依赖性激酶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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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iF4的牙本质预处理液对牙

本质粘着系统的粘结性能及复

合树脂微渗漏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响 2186220660

南梦娜

/2186122962

,李妍

/2186122948

,  唐羽

/2186123109

高江红
主治医

师
1003

本研究拟通过制作4%的TiF4溶液预处理牙本质+牙本质粘

结系统+复合树脂修复体充填模型,并通过在体外致龋菌形

成的龋挑战微环境及志愿者口内环境下测试4%的TiF4溶液

预处理对粘结系统粘结力及微渗漏的影响,以获得具有抗菌

和增强牙体与牙本质粘结系统间粘结力的双重功能的牙本

质预处理液。有利于促进牙科用于牙本质预处理液的研发,

增强牙本质和粘结剂界面的粘结力和树脂充填后的微渗漏

发生,减少国民医疗成本。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39

动脉粥样硬化中PIAS3对雌激

素受体SUMO化修饰的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亚楠 2186123174

樊怡含

/2186123046

,杨立伟

/2184310849

,陈佩琪

/2186123106

,梁开元

/2186412639

王蓉 副教授 1001

雌激素受体ERα 活化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AS）作用。

SUMO化修饰可调控ERα 功能。PIAS3是SUMO连接酶,我们

发现PIAS3敲除雌性小鼠AS斑块显著多于雄性,故推测

PIAS3促进ERα SUMO化修饰抑制AS形成。课题将借助

ApoE/PIAS3基因双敲除小鼠、过表达和沉默表达用免疫沉

淀、免疫印迹、报告基因等从体内外分析PIAS3对ERα

SUMO化修饰的作用。研究为深入了解AS发生机制提供参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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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状体多巴胺D1受体阳性神经

元在左旋多巴相关异动症产生

中的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琼弛 2162012019

刘婉媛

/2162012024

,周颖琼

/2173620051

王勇 副教授 1001

纹状体多巴胺D1受体通路过度激活可能在帕金森病左旋多

巴治疗后异动症（LID）的产生中发挥关键作用。

本研究拟以LID的普通大鼠模型为对象,观察纹状体内给予

D1受体选择性药物对动物LID样症状的影响,再以LID的D1-

cre大鼠为对象,使用纹状体内AAV-DIO-hM4Di和体循环

clozapine-N-oxide注射的化学遗传学方法选择性抑制D1

受体阳性神经元,观察动物LID症状的变化；同时检测相关

干预后纹状体D1受体通路下游蛋白的表达变化。以期阐明

纹状体D1受体通路在LID产生中的作用。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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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蛋白质组学结合生物信息

学分析探究瘦肉精致损伤新机

制及相关生物标志物寻找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子萱 2176123071

段雯婧

/2176123263

,李昭欣

/2174121405

杨娟 教授 1001

瘦肉精通常是指盐酸克伦特罗,进入牲畜体内后能够改变养

分的代谢途径,促进动物肌肉生长,但是进入人体会对器官

造成毒性。目前的研究对瘦肉精的作用机制仍没有明确结

论,尚缺乏相关的生物标志物。本实验拟通过用不同浓度、

不同诱导时间的瘦肉精构建的大鼠模型,通过蛋白质组学技

术结合生物信息学瘦肉精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并寻

找潜在的血清生物标志物,并应用WesternBlotting或

ELISA的方法进行验证,为进一步研究瘦肉精作用机制及早

期诊断瘦肉精慢性中毒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42

慢性心理应激对大鼠生殖能力

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玉凯 2176113225

姚沛卓

/2186123021

,杨思瑜

/2186123026

,袁朗轩

/2176123025

,张英明

/2184110367

杨娟 教授 1001

长期的心理应激会抑制性腺轴的功能,使精液质量下降,导

致雄性生殖能力受损,但恐惧声音心理应激对于雄鼠生育率

的影响还未见报道。本项目拟用“恐惧声音”所致的心理

应激模型大鼠,从激素、生育率等层面探讨单纯的慢性心理

应激对雄性大鼠生殖能力损伤程度,以期能进一步完善心理

应激对生殖的相关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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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t-/-小鼠精神分裂样表型

筛选及其多巴胺受体的表达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一鸣 2171510023

李绍福

/2162004019

,张欢

/2173610049

,  凯丽比努

尔•阿卜杜外

力

党永辉 教授 0302

系统全面评估HINT1-/-小鼠精神分裂样表型：以各种行为

测试分别表征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临床症状,筛选HINT1-/-

小鼠特异性精神分裂样行为。考察多巴胺能神经系统分子

表达,进一步确证HINT1蛋白在精神分裂样行为中的分子机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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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3对动

脉粥样硬化中EndMT的调控及

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姝璿 2162012097

景旗

/2162012108

,惠文宇

/2162012098

,  李欣月

/2162012099

,高士杰

/2176113259

杨小丰
助理研

究员
1001

目前研究显示,内皮间质转分化（EndMT）与动脉粥样硬化

（AS）发生发展相关,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3介导的翻

译后修饰是调控EndMT新机制。课题组发现：炎症刺激促

进血管内皮细胞EndMT,且EndMT过程中细胞蛋白HDAC3水

平发生变化,但HDAC3是否调控AS斑块中EndMT仍不清楚。

因此假设：HDAC3调控AS斑块中的EndMT。本项目在动物和

细胞水平,研究HDAC3通过调控EndMT参与AS的发生发展。

本研究以HDAC3调控EndMT参与AS发生发展为切入点,为阐

明AS发病机制及防治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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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旁核CTRP4在慢性心衰中的

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维静 2186123138

李雅杰

/2186123161

,吴桐

/2186123089

,  胡霄霏

/2181320214

张燕 助教 1001

长期慢性炎症是慢性心衰的重要发病机制,下丘脑室旁核是

脑内最重要的心血管调节中枢,在心衰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

着重要作用。心衰时室旁核慢性炎症可增强室旁核神经激

素兴奋,能够促进外周交感神经活动增强,可导致新功能进

一步恶化。CTRP4是近年发现的抗炎性细胞因子,但其在心

衰中的作用尚不明确。本项目的研究结果将初步明确室旁

核CTRP4参与心衰发生的机制,并为心衰临床治疗提供新的

治疗靶点和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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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外侧眶皮层AMPA受体调节慢

性痛伴发抑郁症状的分子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泱栋 2186210482

刘玉青

/2186123179

,相锦涛

/2186113157

,李雨凡

/2186122928

,周江霖

/2185010775

霍福权 教授 1001

本课题拟采用坐骨神经损伤(SNI)模型伴发的抑郁模型大

鼠为对象,通过动物行为学、神经药理学、分子生物学等方

法,研究VLO中AMPA受体参与调控慢性神经病理性痛伴发抑

郁症状的分子机制的研究,为治疗慢性痛伴发抑郁提供理论

基础,也可以为开发相关的药物阐明潜在的作用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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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糖微环境中

lncRNAMAPKAPK5-AS1促进肝

细胞癌恶性进展的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鸾影 2186122947

姜怀宇

/2186123004

,张林

/2186123000

涂康生
副研究

员
1002

肝细胞癌是全球第五常见的恶性肿瘤,现有报道显示,肝癌

患者中糖尿病的发病率高达2-3倍,这些患者的预后和生存

率明显下降。本实验将搜集病理学细胞样本,筛选出目的

RNA和蛋白质,在培养细胞的基础上分别验证高糖对目的

ncRNA的表达作用效果、lncRNA对肝癌细胞增殖的影响、

研究lncRNA是否介导高糖对癌症的影响,最终揭示高糖和

lncRNA在肝细胞癌中的关系及其二者在肝细胞癌发病中的

作用机制,为肝癌并糖尿病患者的治疗及预后提供新的靶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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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噬细胞中表达的Ncf1在肾小

管细胞纤维化进展过程中的作

用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文博 2162000039

任晓敏

/2162000014

,徐乐轩

/2162000038

,蓝婷

/2183520757

孟列素 教授 1001

本实验提取野生型及Ncf1*/*小鼠的骨髓源性巨噬细胞进

行诱导活化,并采用Transwell技术,将其与野生型及

Ncf1*/*小鼠的肾小管上皮细胞分别共培养,检测其纤维化

指标与巨噬细胞极化指标,以获得巨噬细胞极化过程中

Ncf1的表达情况,确定Ncf1在巨噬细胞活化中的作用,明晰

巨噬细胞中表达的Ncf1在肾小管细胞纤维过程中的作用,

解释肾小管细胞表达的Ncf1对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从而

阐明在慢性肾脏病中Ncf1对肾脏纤维化的影响作用及其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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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蛋白甲基转移酶SETD2通过

改变SMC表型调控血管损伤修

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奥 2181510564

梁喜茹

/2186122924

,刘星宇

/2186122920

赵四海 副教授 1001

在小鼠中组蛋白甲基转移酶SETD2的缺失会影响血管形成,

导致胚胎在E8.5-E10.5天胎内致死,这表明SETD2在发育

中起到重要作用,表观修饰对血管的发育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血管损伤或血管疾病过程中,已经证实了SMC收缩基因的

表达缺失,以及其启动子的抑制。本课题研究组蛋白甲基转

移酶SETD2通过改变血管平滑肌表型转化影响血管损伤的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50

革兰氏阴性菌的一种新分泌体

系的发现与鉴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艳茹 2176123165

赵萌

/2176123128

,丁瑞珂

/2176123079

,  何亦桐

/2186122933

,贾悦

/2176123257

武一 教授 1001

我们在做大肠杆菌BL21菌株表达外源蛋白CRP时意外发现

错折叠的CRP可以分泌,并且分泌效率依赖于钙。依据孔径

大小我们排除了一些通路,故可能的分泌途径有OMV,后续

进一步通过实验验证通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51

基于PubMed的文献大数据分

析:一种新型研究热度预测模

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堃忠 2175313882

李雨辰

/2176122945

,张博文

/2171411625

张天啸 讲师 1004

本课题选取了艾滋病、白血病、乳腺癌等30种全球范围内

具有代表性的高发疾病,从Healthdata数据库下载疾病发

病率；随后通过下载PubMed数据库的文献发表数据,利用

Perl语言对数据进行处理,运用R语言挖掘标题和摘要中疾

病出现的次数,根据公式计算该疾病当年的热度。回顾其过

去20余年的研究趋势并评估其研究热度,分析疾病研究热度

和全球范围内30种代表性疾病发病情况的潜在关系,并探索

研究热度的预测模型。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52

基于3D生物打印技术体外形成

小鼠帽状期牙胚的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蓉蓉 2176123065

李懿雪

/2176522187
黄辰 教授 1003

该项目是基于3D打印技术,体外处理小鼠帽状期牙胚并对其

进行连续切片染色封存,在显微观察的基础上利用

PannoramicSCAN系统进行电子扫描并通过

PannoramicViewer系统构建小鼠牙胚帽状期模型,继而利

用3D生物打印技术获得帽状期牙胚打印模型,为深入探讨未

来牙胚原基能否发育形成功能化牙齿提供依据以及技术支

持,为恢复牙列正常的生理功能提供新的方向。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53

TEX15基因与特发性男性不育

的相关性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镜颜 2176123143

张静宜

/2176123098

,马欢

/2174121368

,  华明钰

/2176123010

,李恒

/2176314178

周党侠 教授 1001

目前中国不孕不育率逐年上升,且男性不育尤其严重。由于

病因不明,临床预防与治疗十分困难。本课题拟利用

MultiplexSnapshot技术深入研究TEX15基因SNPs及单倍

体型与不同类型特发性男性不育症关系。正常人群和特发

性男性不育者表型数据和TEX15不同表达水平之间的相关

性分析其后应用免疫共沉淀偶联蛋白质谱技术,筛选与

TEX15基因相互作用的分子,初步探讨其作用的分子机制,

为临床应用提供实验依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54
老龙皮化学成分的分离与鉴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磊 2185110604

张津维

/2181410094

,赵锦然

/2183720404

窦建

卫,朱

宇红

副教

授,讲

师

1007

本项目拟对老龙皮所含成分进行提取分离,鉴定所得成分的

结构,并且检测部分化学成分的抗肿瘤活性。通过老龙皮经

过乙醇回流提取后,浓缩提取液,用石油醚、正丁醇、乙酸

乙酯逐次萃取浓缩液,采用常压柱色谱方法对石油醚、正丁

醇、乙酸乙酯萃取物分别进行分离纯化,得到各个极性化合

物。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55

基于多组学数据和机器学习算

法的阿尔兹海默症易感基因定

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时宇 2186113086

方希贤

/2183410476

,文翔

/2181410085

张天啸 讲师 1004

本项目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利用既有的多组学大数据对阿

尔兹海默症的新型易感基因进行预测。在研究过程中,我们

将利用R语言构建支持向量机模型（SVM）,结合GTEx数据

库的阿尔兹海默症易感基因的时空基因表达数据,构建阿尔

兹海默症易感基因的预测模型。以此为据找到新型易感基

因。该研究有助于对阿尔兹海默症基因表达层面上的靶向

治疗,并为其他类似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提供新思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56

cfDNA通过TLR9激活在酒精性

肝病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妍 2183520763

李雨辰

/2186113033

,任昊喆

/2186113103

刘阳 副教授 1002

酒精性肝病(alcoholicliverdisease,ALD)是目前极为

常见的肝脏疾病,可发展为肝硬化和癌症,目前除了戒酒其

他控制ALD发展的机制尚不清楚,目前也没有有效的治疗办

法。我们目前已经发现DNA受体TLR9(TOLL样受体9)是肝脏

和胰腺急性无菌性炎症所必需的因子。有研究表明,肝脏损

伤破裂,肠屏障损伤,肠道细菌源DNA肝内移位聚集导致肝

脏内cfDNA升高。我们将重点研究cfDNA通过TLR9激活在酒

精性肝病中的作用及机制,进一步确定TLR9在ALD发展中的

作用,为ALD的防治提供潜在的治疗靶点。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57
柯因抗类过敏作用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祝钰倩 2183620328

陈柯宇

/2185010779

,程诗淇

/2186123160

,屠后全

/2183411098

,师梦静

/2186123190

王楠 副教授 1007

本课题旨在确证柯因在类过敏反应方面的抑制作用及探究

柯因抗类过敏反应中的机制。利用人肥大细胞LAD2、小鼠

局部及全身过敏模型,多水平考察柯因抗类过敏活性；在已

明确柯因与MRGPRX2有结合作用的基础上,采取分子生物学

手段阐明柯因抑制肥大细胞活化的机制及其与MRGPRX2关

系,初步阐明柯因抗类过敏的机制。本课题研究结果可为进

一步开发柯因的临床应用提供研究基础和理论支持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58

心肌梗死、肠道微生物及短链

脂肪酸关联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鞠澍极 2174420416

徐秋语

/2186220480

,张文佩

/2173620050

,马艺田

/2176220986

王振原 教授 1009

通过运用高效液相色谱技术检测急性心梗死亡小鼠体内短

链脂肪酸,并应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其肠道微生物DNA进行

扩增子测序,分析其肠道菌群组成,寻找心梗标志微生物,以

探索心梗死因鉴定新方法,解决心梗死后鉴定难题。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59

LRRK2通过抑制自噬促进膀胱

癌EMT和侵袭迁移及其分子机

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怡 2162012074

刘博

/2162012015

,于璧欣

/2186122986

,  赵子璇

/2181320216

曾津
副研究

员
1002

膀胱癌是泌尿系统肿瘤中最常见的肿瘤之一,因术后复发率

、致死率高及晚期转移等特点,使膀胱癌临床治疗颇为困难

。LRRK2与多种肿瘤进展密切相关,在前期研究中发现

LRRK2在膀胱癌组织较癌旁组织表达升高并抑制细胞自噬

。故我们猜想LRRK2能够通过抑制自噬调节膀胱癌细胞EMT

和侵袭迁移。本研究采用不同表达LRRK2膀胱癌细胞模型

为研究对象,应用多种分子生物学技术在体内和体外层面开

展实验,分析LRRK2对膀胱癌EMT和侵袭迁移的影响,并探讨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60

Chol-HDO靶向ApoB治疗动脉

粥样硬化的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赵丹 2176123199

李辰

/2176320190

,马香芸

/2176123177

,  张怡惠

/2176123162

,张子韵

/2176123006

高登峰 教授 1002

本项目基于目前国内外研究背景,拟设计胆固醇-杂化双链

寡核苷酸（Chol-HDO）分子药物,构建ApoE-/-动脉粥样

硬化小鼠模型,探究Chol-HDO靶向肝脏ApoBmRNA的基因沉

默效应在改善动脉粥样硬化程度中的作用,旨在为将这种杂

化双链寡核苷酸技术及药物推广应用至治疗动脉粥样硬化

性疾病进入临床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61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价值的实

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舒心 2176122415

孔亦心

/2176122419

,夏月

/2174321760

赵春艳 教授 0201

中国经济已进入转型期,相关数据显示,金融资产已经成为

实体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价值的创造具有重要

影响。本项目选用上市公司数据,以微观企业金融化现象为

切入点,实证检验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

系；以研发投入、资本投资、全要素生产率为中介因子,进

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对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

出现的“脱实入虚”等现象提供具有较强实践意义的政策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62

文创视野下的莆仙戏非遗项目

生产性保护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关心怡 2183520140

余焰琳

/2183520136

,胡月

/2182120705

黎荔 副教授 0503

本项目在文创视野下进行莆仙戏非遗生产性保护研究,结合

生产性保护与文化再生产等相关理论,利用问卷调查法、访

谈法、实地考察法,从戏曲产品、艺术特色、受众角度和传

承人的角度分析莆仙戏的保护与传承现状,并对其生产性保

护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提出建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63

间质性膀胱炎相关危险因素及

治疗方案的临床病例系列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媛 2176123151

武佳宜

/2176122995

,郭映聪

/2176122969

杜岳峰 副教授 1002

间质性膀胱炎患者生活质量较差,然该病具体病因仍不明；

虽治疗方式较为多样,但普遍疗效较差。综合上述情况,对

该病的研究迫切需要研究者们从预防、治疗等诸方面提供

临床调查研究,寻找诱发疾病的可能“危险因素”,同时,比

较、选取高效治疗方案。本项目以电话回访与问卷调查的

方式相结合,探究西部地区主要是西安及其周边地区间质性

膀胱炎的可能危险因素,并比较临床治疗方案的疗效差异,

为该疾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64

人性化的癌症患者精准告知方

案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琳 2183620340

蔡祎璠

/2176123085

,马家莉

/2176123274

,张瑜

/2171520029

,陈嘉华

/2176123316

李小妹 教授 1011

本项目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人性化的癌症患者精准

告知病情方案,在循证研究和现况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影响癌

症告知的因素,并构建癌症患者个性化病情告知方案,以提

高癌症患者病情告知后的生存质量和社会心理状况。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65

调控因子PIAS3对动脉粥样硬

化斑块稳定性影响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佳欣 2186122903

冯玥琦

/2186122907

,梁江盟

/2186113013

,朱森林

/2183610861

,魏莱

/2186113056

王蓉 副教授 1001

动脉粥样硬化易损斑块是急性心血管事件发生的诱因。斑

块内巨噬细胞炎症促进易损斑块产生。已知PIAS3能够抑

制巨噬细胞炎性反应,故推测它在影响斑块稳定性上发挥作

用。课题将借助ApoE/PIAS3基因双敲小鼠用组织学染色、

免疫印迹等分析PIAS3对斑块稳定性的影响；再从巨噬细

胞极化的角度借助STAT3抑制剂、PIAS3过表达和沉默表达

揭示PIAS3影响斑块稳定性的机制。为深入了解易损斑块

发生机制提供参考。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66

慢性压迫背根节神经元钙依赖

氯离子通道蛋白表达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韦茹莲 2174520066

张艳茹

/2176123165

,刘靖

/2176123175

,  丁瑞珂

/2176123079

,赵萌

/2176123128

王玉英 副教授 1001

本研究旨在从整体到细胞水平,研究SD大鼠损伤后DRG神经

元CaCCs的主要蛋白分子TMEM16A及TMEM16B蛋白含量的各

时段变化,通过建立CCD大鼠模型,测定痛行

为,WesternBlotting方法检测TMEM16A及TMEM16B含量,

从而确定慢性压迫背根节神经元CaCCs蛋白表达是否上调

及上调的时间变化规律。为后续进一步深入探讨CaCCs在

神经病理性疼痛中的作用提供佐证,并为神经病理痛的治疗

提供新靶点。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67

转录辅激活子MED1通过PPARγ

-LRP6分子轴调控高胆固醇血

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芳 2176123186

张译丹

/2176123184

,高达天

/2186113163

,王敏

/2186123171

,赵凡茹

/2186123170

白亮 副教授 1001

据已有研究显示LDLr-/-/MED1Δ Liv小鼠出现显著高胆固

醇血症,本课题假设转录辅激活子MED1可能通过PPARγ -

LRP6分子轴调控高胆固醇血症。为阐明MED1致高胆固醇血

症机制,本实验计划从MED1Δ Liv小鼠（MED1fl/fl对照）

、MED1Δ Liv/LDLr-/-小鼠（MED1fl/fl/LDLr-/-对照）

提取原代肝细胞,分别利用Dil-LDL、Ad/MED1和Ad/PPAR

γ 技术处理肝细胞,再用免疫荧光染色、RealTimePCR、

Westernblotting、ChIP、CoIP、双荧光素酶报系统等技

术进行处理,分别研究肝脏MED1缺失或过表达对LDL摄取及

PPARγ -LRP6表达的影响、对PPARγ 调控LRP6的影响等。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68

星形胶质细胞间隙连接在癫痫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严雅琪 2186123105

焦骏

/2181320218

,刘欣悦

/2186123113

许杰

华,张

建水

副教

授,讲

师

1002

癫痫是一种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导致脑部异常放电的慢性疾

病。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星形胶质细胞间隙连接

在癫痫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临床上也将星形胶质细

胞作为癫痫治疗的新靶点。该项目通过综合国内外最新研

究进展,对星形胶质细胞间隙连接Cx43蛋白的功能和间隙

连接信息传递能力对癫痫的影响做了研究,通过实验对其具

体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索和具体阐释,以期对治疗癫痫提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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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

磁压榨技术实现犬颈部食管吻

合的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方舟 2186112984

王子微

/2176120043

,钱荣凯

/2150506097

张谞丰
副主任

医师
1002

食管癌切除后颈部食管吻合术是胸外科的研究热点之一,传

统的手工吻合和器械吻合术后吻合口瘘等并发症发生率较

高。磁压榨技术利用磁体间的相互吸引力对组织产生机械

性压迫作用形成吻合口。本项目拟以Beagle犬为模型动物

探索应用磁压榨技术行颈部食管吻合的可行性,明确吻合口

形成时间及磁环对周围组织器官的影响,动物对磁环的耐受

及进食情况,是否存在异常咳嗽及吞咽困难等异常。该项目

的实施将推动磁压榨技术在颈部食管吻合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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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SF通过EMT影响肠道纤维

化的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安卡尔·阿

地力江
2186512831

吴玉伟

/2186510584

,雷江婕

/2186123131

张林 副教授 1001

IBD是以肠道炎症和组织损伤为特征的慢性炎症,反复发作

时,常引起肠道纤维化。GM-CSF作为一种炎性细胞因子在

IBD中的影响不可忽略,目前已开展的研究都聚焦于GM-CSF

在IBD发病过程中的作用,而对于GM-CSF在IBD中肠纤维化

的发生中所起作用尚不明确,我们推测它可能通过影响肠上

皮间充质转化参与肠道纤维化的发生,使原有的上皮细胞标

志物消失并获得产生大量胶原蛋白和纤维连接蛋白的能力,

最终引起肠道的纤维化。因此本项目拟对其进行开创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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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背景下的土地财政、房价

波动与经济增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瑶影 2176122505

杨春宏

/2175213649

,孙洋

/2171120893

,  潘演演

/2184622218

,艾家玉

/2182212590

邓晓兰 教授 0201

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一直以来都是研究

者关注的焦点。我们观察到在房价高速增长的同时,土地出

让金也同样表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的

行为对于我国近年来房价的不断攀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

此,分析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和行为对于分析房地产至关重

要。项目论文以GDP增速为核心解释变量,搜集2005-2016

年全国市级面板关于房价与金融分权、财政分权等相关数

据以及有关房地产的房价、房地产投资等等变量,拟运用静

态、动态面板数据分析等实证方法,计量核心指标与解释变

量的相对变动程度,研究分权的背景下,土地财政、房价波

动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根据实证结果得出结论并提出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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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视角下地下水资源的空间

断点回归分析与利用效率评价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靖维 2183721112

王雨桉

/2181110984

,秦文硕

/2183713432

,李明冉

/2181112106

,冯潇

/2182112896

王文涛 讲师 0201

本项目基于空间断点回归模型设计,计划从产权角度,针对

陕西省地下水的利用效率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引入经济

效益、地下水位、地下水质等指标,量化分析水权分割与交

易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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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评论现象的网络评论有

用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超 2173410566

周一飞

/2174214110

,陈锦堂

/2176210981

,张志浩

/2176112871

,刘佳宁

/2176123154

王乐 副教授 0201

主要目的在于挖掘无评论的价值,揭示出无评论与商品质量

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填补现有评论体系的空白,一方面帮

助电商平台和商家更好地设计和展示商品评论信息,另一方

面也帮助消费者更加合理化地做出购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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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城镇农民工返

乡创业意愿及动力研究——以

西安市农民工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丹蕾 2176122310

汪舒婷

/2173320682

,唐永琳

/2185120233

李聪 教授 0201

本研究通过对城镇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调研,利用二元

logistic模型研究乡村振兴政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

影响,同时探讨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推拉力问题,得出结论

并对乡村振兴政策激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提出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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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政策的股市波动量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瑞瑶 2182320025

张佳慧

/2181322132

,朱吉羽

/2183210788

,常恩滔

/2186113491

,向微子

/2184224543

张蕾 副教授 0203

随着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其在整体经济中的重要性在逐渐

上升,国家经济、文化等各类政策成为影响股票价格的主要

因素。与此同时,量化技术已被我们逐渐接受并成为经济研

究领域的重要分析工具。本作品聚焦国家公开政策与股票

价格的定量分析,意在帮助政府在出台政策前,预估政策对

股票市场的整体影响,从而有效防范股市过度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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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外部性的研究及激励生育

的养老金制度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金昊 2181120981

潘皓宇

/2183112533

,谢宗霖

/2183713369

,夏天乐

/2183412651

,陈睿琦

/2173220543

陈晓东 讲师 0201

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隐患

。本项目通过理论研究解释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采用社会

化养老后普遍存在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并结合实证结

论,探讨激励生育的养老金制度,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维

持所需的人口红利提供创新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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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视角下线上教学平台易用

性与有用性分析——基于利益

相关者框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政 2184312681

孙炳谦

/2181312201

,徐小茜

/2185021791

赵媛 讲师 0201

在利益相关者框架下,以TAM为主,结合TPB、ECM等模型设

计综合模型。针对西安交大优化量表在金禾中心进行试点

后,在全校进行分层抽样收集教师的接受度和实际感受,分

析其主观感受和客观行为的异质性,为教师提供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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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小微企

业的金融风险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清扬 2181110979

焦玮琳

/2183723443

,陈羽丰

/2183210511

,孙欣贺

/2182222589

,杨潇

/2186123853

李迎雪 讲师 0201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及人民生活等各方面遭

遇冲击,特别是抗风险能力较低的中小微型企业,遭受重创

。因此健全国家对重大社会突发事件防范、救治、维稳体

制机制具有重大意义。本项目旨在横向统计分析国内具有

代表性的中小企业现状,纵向对比非典时期的典型企业,同

时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做出相关的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对

普适的中小微企业应对突发疫情冲击的措施以及危机化解

体制机制的建议,助力国家提高对于疫情等重大社会突发事

件的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最终提升普惠民生供给侧改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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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和人工智能技术

的动态供应链网络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依珂 2183321150

张子诚

/2184214396

,李乔蔚

/2184224391

,吴志超

/2183311147

胡楠 教授 1201

本项目主要研究并建立基于知识图谱的分布在全球范围内

的各个上市公司之间的动态供应链网络关系。利用图论中

的相关网络算法,研究网络中某些节点的变化带来的供应链

的变化,以及对企业经营,股市走向等经济因素的相关影响

。同时,通过该网络结构模型来实证性地研究和分析此次全

球突发重大安全问题所造成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的变化,以及

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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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中小金融机构现状与改

革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旭 2182322398

白梦茹

/2182122888

,高雅婷

/2186123270

,饶丽娜

/2184224535

,李佳隆

/2185110600

赵红 副教授 0203

本课题研究在现存的经济状况下,陕西省中小金融机构的生

存状况,从现存状况中通过数据的对比发现制约陕西省中小

金融机构发展的原因。我们此次研究主要是从政府的政策

扶持、中小金融机构内部治理和后期外部监管三个方面探

索解决目前中小金融机构的现存问题,提升中小金融机构的

市场竞争力,响应国家普惠金融的号召,更好地为中小企业

提供金融服务,同时完善陕西省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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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智能制造战略对公司价值

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姿辰 2186123492

王喆平

/2181120953

,李冰倩

/2160506128

,高晶

/2181421978

,李乔蔚

/2184224391

汪方军 副教授 0201

该项目立足于智能制造战略的广泛应用,着眼于该战略融资

成本高、风险大、回收期长的经济特点和其对公司价值评

估造成的难以量化等难点,通过统计沪深市场上市公司企业

年报中相关词频以代表智能制造战略的实施程度,并选取合

适的变量衡量公司价值,构建该战略对公司价值影响的模

型,从而分析智能制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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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酒店评论情感分析系统

的研究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君义 2186113644

王洁

/2175223643

,张耕源

/2181312186

,  王一凡

/2181411931

,孔令杰

/2183710403

孙少龙 研究员 1201

本项目通过文本挖掘和自然语言处理对携程网旅客评论文

本数据进行情感极性分析,提出一套完备的自然语言处理框

架,用于在线评论文本的完整分析；通过评论文本提取不同

酒店评价维度,构建酒店多维评价体系,为现有酒店评价系

统提出优化建议；对不同类型旅客进行用户画像构建,使得

推荐酒店做到最大化游客支出的效用,帮助其获得更高的用

户体验；向酒店从业者提出酒店类型的明确定位,明确服务

主体,最大化酒店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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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型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

战略信息披露的关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鹏扬 2183211443

李珂

/2186214260

,冯淳仪

/2184420691

,  王雷

/2181312167

,宋志豪

/2181211275

张俊瑞 教授 0201

我们旨在对公司战略信息披露进行合理分类、对战略信息

披露水平进行科学测度的基础上,研究主动型机构投资者对

公司战略信息披露的影响,进而对资本市场参与者及公司利

益相关者的影响,即战略信息披露产生的经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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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高校师生的学术合作信息

平台建设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卓 2184224433

毛弘卿

/2183310802

,邓佳欣

/2184523319

,李琬玉

/2183723398

,谭力嘉

/2184212806

赵玺 教授 1201

本项目旨在解决当下跨学科科研合作困难的问题。计划以

高校教师科研信息数据库为后端,微信小程序为前端,搭建

具有科研信息搜索、推荐、发布功能的个性化科研服务平

台,促进跨学科科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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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中小型企业融资问题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珂 2186214260

张沁迪

/2160506005

,徐博治

/2186113498

,刘雨晴

/2182222574

,臧紫茵

/2184421002

田高良 教授 0201

通过研究国家推出的相关政策,结合相关理论和科学技术,

分析新冠疫情对企业运营的影响,从当下中小型企业融资现

状出发,分析根源,结合政策与时代机会,提出解决中小型企

业融资难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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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业务流程的区块链技术融

入财务共享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伟杰 2186512464

苏瑾

/2183221354

,文琅

/2186114348

,    郑荔静

/2183521595

,薛奕婷

/2186123471

田高良 教授 0201

本项目基于现存的财务共享业务模式和新兴的区块链技术,

对二者的优势进行融合,对现有的财务共享业务模式进行流

程再造,并基于现有的企业实践进行案例研究,探索基于业

务流程的区块链技术融入财务共享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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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依赖对贫困儿童身心发展

影响研究——以云南施甸地区

中学生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格非 2171120927

李晨曦

/2176122744

,杨衣兰

/2176122614

,张佳琪

/2176112892

,廖镇龙

/2185112239

王昕红 教授 0711

在我国大力推进教育公平的政策背景下,贫困地区青少年发

展成为热点议题。为响应十九大“精准扶贫”的号召,本团

队基于在贫困山区的支教经历,以云南省施甸县老麦中学学

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焦点访谈等综合研究方法,

利用SPSS、MATLAB软件,分析手机使用对贫困青少年身心

发展的影响,最后提出针对贫困地区青少年手机使用规范化

的解决方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和学校管理,为公共政策

提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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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8社区健康管理模式应用调

查分析与改进对策研究——以

西安市碑林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瑞岩 2181110961

陈昱含

/2183221392

,徐艺

/2183221364

,  程瑞亮

/2181311716

,徐照轩

/2183211363

封铁英 教授 1204

4CH8社区健康管理模式是针对健康管理重点人群提出的一

种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与基本医疗有机结合的新型管理模

式,以4个健康关爱家园为基础,4个健康管理环节为管理流

程,8个健康管理模块为质控标准。该模式与“六位一体”

的社区治理模式功能性结合,对社区健康管理具有重大意

义,同时,社区健康管理的推行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医疗

系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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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的行为分析以及法律

改进建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康琪明 2160506012

王一帆

/2183112537

,舒可欣

/2185021728

,高丽娜

/2185320561

王昕红 教授 1204

校园欺凌现象的频发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我

国校园欺凌问题研究起步较晚,且至今未有专门的法律条

款,本次项目旨在结合公共管理以及法学的研究手段,对校

园欺凌的不同角色的社会行为分析的基础下对专项法律条

文的改进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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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形势下的实体书店

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更炎 2181211268

程瑞亮

/2181311716

,董亚楠

/2181312192

姚秀颖 讲师 1204

我国实体书店在转型发展的道路上仍然布满荆棘。虽然国

家政府发布了大量有益于实体书店发展的政策,社会也有意

识的为了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举办了一系列阅读活动,但是

仍然有许多实体书店相继关门停业。本研究将深入探讨这

种矛盾的现象,探讨实体书店在运营管理的实际操作中,如

何利用国家给予的大好环境和实体书店无法替代的自身优

势,通过产业转型在提升自身收益和社会收益,推动当前实

体书店不断进行创新。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91

《企业人力资源边际效用评估

模型构建与应用研究——以西

安市旅游企业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雨馨 2186123643

陈昱含

/2183221392

,苟亚楠

/2186123606

,杨安澜

/2186114026

,邓涵

/2185424746

马伟 副教授 1202

本研究计划帮助企业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寻找模型”,提

高其人员招聘数量规划合理性。企业通过“寻找模型”在

输入企业内外有关自变量后得到“最优招聘目标”,即,使

公司某部门理论盈利最大化的招聘人数。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92

对西安市人才引进政策的研究

——基于西安市大学生需求视

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文鹏 2186512506

隋钊辰

/2186512500

,张天悟

/2184513320

,王昊阳

/2186113679

,陆劲风

/2185414749

马伟 副教授 1204

在全国各地展开“抢人大战”背景下，与杭州、成都等对

标城市相比，西安市人才引进数量下滑较快，本研究从大

学毕业生的需求视角出发，通过对西安本地大学生的调查

研究，聚焦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影响因素，为西安在新

一轮的“抢人大战”中取得先机提供有针对性的的政策建

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93

大医精诚—--最美逆行者系列

雕塑创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雯欣 2184120387

杨卓雅

/2185020548

,蔡雪婷

/2185122002

,王思睿

/2186110673

苗祥瑞 副教授 1304

我们创新创业小组的“大医精诚—最美逆行者系列雕塑创

作”项目,在老师的指导下,以当前全国疫情防控的大战役

为背景,以不畏艰难、不惧生死,勇敢逆行的广大医务工作

者为弘扬对象,旨在用造型艺术手法,通过雕塑作品为载体,

将中华民族的大爱精神作为灵魂注入艺术创作中,从而将“

大医精诚”精神具象化、生动化、通俗化、普遍化的目的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94

产教结合——中国书法文化的

融媒体传播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凌希 2186120672

戴雪珩

/2183220183

,吴萱婕

/2183220933

,孙梦真

/2161105038

,李怀志

/2161107008

程健 讲师 1304

通过新媒体的传播和运用,紧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

对传统的书法技艺和审美方式进行教授,帮助群体树立和认

识中国传统美学,建立基本的书法知识体系,为文化传播打

开新窗口。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95

托起生命的方舟-抗疫主题数

字艺术创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景菖皓 2173210953

柴怡暄

/2174320084

,易芳蓉

/2174320078

,王一鸣

/2181320230

,杜嘉伟

/2173210949

陈强 讲师 760

围绕抗议的主题,进行一个新型的数字媒体艺术创作。改变

传统雕塑的观赏和创作模式,将互联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

运用到艺术创作之中。将方舱医院的原型“诺亚方舟”进

行全新的设计和制作,将抗议期间发生的代表性故事放入其

中,运用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性、交互性给人全新的视觉、

触觉、听觉体验,身临其境地体验到疫情期间形势的危机以

及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医护人员舍身忘死在疫情一线“方舱

医院”战斗的情形。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96

探索西安古街道文化渊源及景

观提升规划--以书院门文化街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穆芊润 2174120072

樊荣

/2174320074

,许逸馨

/2174320085

,  耿新

/2173721787

蒋维乐
副系主

任
0504

本次项目迎合国务院《西安城市总体规划》文件,针对书院

门步行街做出景观改造提升。通过可视化的方式,直观地展

现景观设计。形成西安旅游的新名片,打通宣传渠道,塑造

西安的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国际化都市形象。使古街的建筑

和景观设计不再与全国范围内的古镇相雷同,发展西安特色

地域文化,担负起积淀千年历史、传承历史文脉、恢复文化

生态、展现新时代特色的责任。同时为西安其他具有文化

商业旅游价值的古街道提升起到借鉴。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97

面向情感问题的哲学咨询新模

式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博涵 2186123236

李沛泽

/2181420069

,张丹丹

/2186123255

,周紫嫣

/2184121487

,郭婧婉

/2181120960

丁晓

军,赵

靓

副教

授,讲

师

0101

本项目意在设计一款面向情感问题的哲学游戏,立足于西方

哲学关于情感问题的理论研究,综合苏格拉底对话术,通过

半休闲性的对话形式,拟为用户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情感

问题（包括亲情、爱情、友情等等）提供调节思路,促进用

户基于哲学理论与思维对自我、对他者以及对人际关系进

行深入反思,从而对他们的思想、进而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

极影响,增强人们的意义感、幸福感,令他们的生活更加美

好。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98

计划生育背景下“零零后”家

庭子女数对其婚恋观影响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熙名 2186113268

高昕愉

/2186123256

,艾梦婷

/2183622049

,朱怿

/2186210612

,王泊添

/2185112245

郭小

弦,孙

晓冬

副教

授,讲

师

0303

本项目是探究在计划生育背景下成长的零零后对于爱情的

理解以及婚恋观的现状,并分析家庭子女数对零零后形成的

婚恋观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引导零零后形成理性,正确的婚

恋观。以家庭子女数为抓手分析家庭环境对00后的影响,针

对00后当下不合理婚恋观导致的各种问题,结合我国教育的

现状,以此提出相关建议,为改善不合理婚恋观、减少越轨

行为做出贡献。本项目主要目的为探究在计划生育背景下

成长的零零后对于爱情的理解以及婚恋观的现状,并分析家

庭子女数对零零后形成的婚恋观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引导零

零后形成理性,正确的婚恋观。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599

基于“西迁精神”传承的中国

西部科技创新港校园公共艺术

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齐子瑶 2186220670

贾心怡

/2181420062

,易莉

/2184320497

,  高世龙

/2184110386

张伏虎 教授 1305

本项目在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公共艺术实地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分析公共艺术在高校校园环境建设中的作用及高校校

园公共艺术设计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强调公共艺术建设对

于高校整体校园环境建设和校园文化营造的重要性,

探索基于“西迁精神”传承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校园公

共艺术设计创作的策略与方法,并完成设计实践。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00

校园污染物（PM2.5）时空分

布特征与环境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郎子达 2183210537

徐佳怡

/2183220543

,申奥

/2181420063

,  陈可儿

/2183220538

,黄洁玉

2185020547

冯伟 副教授 1305

本项目的总体实施目的是针对城市污染物分布特征进行系

统分析和研究,对不同空间类型的污染物分布特征的客观规

律和主观评价特征进行总结,建立基于校园污染物时空分布

规律的师生校园活动指南和规划设计导则。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01

基于微气候关键要素分析的传

统街区开放空间居民公共行为

适应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凌齐贤 2183420867

肖宇欣

/2186120674

,赵纹君

/2182120717

冯伟 副教授 1305

基于全球气候变化背景,改善修复传统街区开放空间对提高

居民活动舒适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实测、数值模拟

与调查问卷的研究方法,对西安传统社区开放空间进行微气

候实测,利用ENVI-met模型对社区开放空间环境进行数值

模拟,并对社区开放空间的居民行为进行调查问卷。不同的

风环境、热环境会对居民的公共行为产生促进或者抑制作

用,获得适应居民公共行为的微气候数据组合,是促进居民

公共活动、改善修复街区空间的充分必要条件。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02

基于多元需求规划的城市空巢

老人网购服务模式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金宣谕 2160506103

林航达

/2183510141

,王诗玥

/2185120232

,杨子涵

/2186123224

刘婵君 副教授 0503

数据显示,老年群体线上消费水平逐年攀升,但儿女必要指

导的缺失,也使大量空巢老人掉入网络诈骗的陷阱。为了提

升城市空巢老人幸福感,本研究从积极老龄化视角出发,着

眼于满足城市空巢老人对于网络购物的多元需求,通过深度

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在总结其需求模式与使用模式基

础上,对城市空巢老人网购行为进行用户画像,在此基础上

设计出有针对性的优化城市空巢老人网购体验的培训方案,

并通过试点实践来检验、修正与完善。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03

健康传播视阈下中国家庭代际

数字鸿沟分析——以“新型肺

炎疫情”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毅丁 2186310184

刘沣醌

/2182320030

,瞿颖

/2185220291

,  王佳昱

/2182310028

,魏子航

/2186113265

刘婵

君,赫

中华

副教授 0503

针对新冠肺炎期间,国民家庭内部因健康传播方面的知识鸿

沟而引发的矛盾,进行调研,并依据实际情况提出弥合这一

鸿沟,提高国人网络媒介素养的措施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04

全球大数据可视化专家库平台

建设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朔儿 2184420294

凌傲

/2184410699

,罗瑶

/2185123293

,    谢楷璇

/2184421059

,陶恩泽

/2186512476

陈积

银,孙

鹤立

教授,

副教授
0503

世界迈入大数据时代。数据可视化技术可以更快、更直观

地向人们展现海量的高维数据以及不同类型数据的交互。

目前大数据可视化专家系统空缺,世界范围内的专家信息冗

杂紊乱,各个系统之间相互独立,专家数据信息无法共享,造

成专家数据查询效率低下和各个系统之间的资源浪费。本

项目将解决以上难题,建立全球大数据可视化专家库平台,

并以具有创造力的可视化作品进行展示,推动数据可视化的

资源整合与系统发展。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05

非工作时间工作相关微信使用

对公务员幸福感的影响：一个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雅婷 2173621894

罗涵

/2174111483

,孟啸

/2173711793

,    蔡玉妃

/2174520320

,关心怡

/2183520140

陈强 副教授 0503

本研究将考察非工作时间工作相关微信使用对陕西基层公

务员幸福感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具体体现在：一是研究对象

上聚焦公务员群体,具体考察幸福感的三个维度,包括积极

情绪体验、消极情绪体验和心盛状况；二是关注工作-家庭

冲突是否在非工作时间工作相关的微信使用与主观幸福感

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三是工作-家庭中心性对于非工作时间

工作相关的微信使用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06

口述西迁——新时代大学生对

爱国奋斗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纪洁 2171321075

罗启炜

/2171411499

,杨唯一

/2150506010

,阮唯欣

/2177124316

,钟子杰

/2186113231

韩锐 副教授 0305

本项目围绕西迁人的奋斗历程及典型生动事迹,结合当代青

年学习、创业及成长中的困惑,通过访谈对话的方式,一面

采集交大西迁亲历者的鲜活史料,呈现西迁人爱国奋斗精神

的内涵；一面记录当代青年直面西迁人时的所感所思所悟,

进而为新时代大学生传承、弘扬和践行爱国奋斗精神进行

探索。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07

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中的

调解：适用、困境及完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项若雯 2160506030

王鹏起

/2186113235

,陈志康

/2183614600

张生 副教授 0301

调解相比其他争端解决机制有着时间短,费用低,更符合一

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优点。本项目通过实证分析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投资协定,相关国际规则,争端案

例来研究调解的适用,困境和改善可能。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08

国际刑事法院对国际网络犯罪

的管辖权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慧超 2174121479

皮羽宏

/2175021637

,郑宗耀

/2173412150

,张若涵

/2176123337

,师强强

/2176210082

刘东

亮,李

琳

教授,

讲师
0301

本项目旨在通过文献、案例等研究及通过参加国际刑事法

院模拟法庭比赛等方法研究实践中存在的国际网络犯罪扩

张后,若相关国非《罗马规约》缔约国,则国际刑事法院无

法对其管辖,导致行为人得不到国际刑法的审判,该国出于

保护国民的目的又往往助其通过国内司法逃避惩罚,导致犯

罪得不到合理的规制,受害人（国）无法得到救济的实践难

题,以此推动国际刑法的进一步发展。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09

简易AI法律咨询服务模型设计

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龙桢 2186123227

李悦

/2186320185

,刘宇寰

/2186114341

,  王琨

/2183414217

,耿雯佳

/2181322126

苏青 副教授 0301

面向社会各阶层人士,建立人工智能法律咨询平台,该平台

可为民众提供更加便利的法律援助。通过对个体所面临的

法律问题进行分析,不仅可为用户呈现相关法律条文,而且

可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具体的方法路径。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10

数字化转型下能源网络安全保

障立法的挑战与应对——以可

再生能源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曾晨 2183520134

易静

/2173422149

,徐世航

/2186113509

,  郑澳辉

/2171311057

,陈果

/2160400330

王玥 副教授 0301

安全是技术发展道路上的基础和根本保障,能源安全更是能

源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关切。

近年来,能源数字化转型趋势不断加强,信息技术为能源产

业的全方位、全链条升级、业态创新、服务拓展及生态构

建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但随着新型数字技术介入程度不

断加深,能源关键基础设施也面临着更为隐蔽和复杂的网络

安全风险,如何有效发现、防范、隔离与控制能源网络安全

风险已成为能源数字化转型发展道路上的时代难题。

基于该背景,本项目集结法学、化工、电气和计算机的学

生,以建立数字化模型为手段,降低测量网络安全风险的难

度,以完善我国能源网络安全保障立法为落脚点,为能源数

字化转型提供战略支撑和制度保障。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11

“互联网＋”时代下,混合式

教学在国内外大学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津豪 2185011727

李唯一

/2181322003

,聂麒骥

/2186113277

,车伊然

/2181224608

,武琳

/2191421797

张蕾 讲师 0401

混合式教学(Blended Teaching)是近来多为国内外高校

采用的一种“线上”+“线下”新型教学模式,为其良好发

展并映射高校教改,本项目将在比较视域下,通过观察、访

谈、问卷等方式,剖析混合教学应用实效性并提出可行性建

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12

校园深度游线上线下平台的开

发与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一诺 2173721794

王威林

/2171421630

,路一飞

/2173714216

孙莉 讲师 0503

本项目以交大为例,通过融媒体（微博、公众号、短视

频）；智能接待平台（小程序、APP）；人工服务等手段,

实现校园对外宣传和参观者个性化路线定制。深挖高等学

府参观资源,提升学校知名度,建立高等院校线上接待参观

者智能化模型,为高等学府定制个性化、具有文化特色的智

能接待线上平台。结合线下人工服务模式,全面提升参观者

体验感。对全面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有参考价值,也可以为丰

富西安旅游文化的内涵做出贡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13

通信基带处理在FPGA中的设计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一杰 2186412620

吕英灏

/2186113749

,曹静

/2186123669

,  魏泽冰

/2181311669

,林昕怡

/2183521610

张翠翠 工程师 0807

本项目充分利用FPGA的可重构特性和并行流式运算特点,

研究在FPGA中的基带处理,提升整个系统的带宽和时延性

能。研究构建一种实时性好的软件无线电平台,为新一代通

信系统中的新算法提供了验证的平台。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14

基于矩阵分块存储运算的新型

高通量计算架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浩耕 2185112247

王易博

/2186113742

,陈江昊

/2183210784

,李胤祺

/2183511081

,张天雨

/2186113573

任鹏举 副教授 0809

该项目是设计一个新的用于矩阵运算和方程组求解的架构

。该架构的整体设计与开发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硬件设计

和算法设计。而硬件设计主要是在内存、缓存、处理器三

者之间增加合适线路,完成将矩阵区块化的目的,从而降低

缓存的缺失率以及减少数据的传输。算法设计主要包括对

于稀疏矩阵计算的化简（降低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15

基于智能计算的病毒浓度区域

排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德文 2172321315

张泽玉

/2176112769

,王沁晨

/2176112685

柯良军 教授 0808

本项目以典型群体智能算法以及基于气体扩散模型的多机

器人部署算法为基础,针对利用人力进行病毒检测风险大,

消耗资源多这一问题,提出了多台无人机对一定区域的完全

探索,同时进行病毒载体,如空气的覆盖式的取样检测从而

实现无接触病毒检测的方法。降低了医护人员的感染危险,

减少了他们的工作量。获得的监测数据可以作为后续消毒

以及人员排查的依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16

基于网络爬虫的物联网设备安

全检测预警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思雨 2186123935

吕承尚

/2173310627

,郑荔静

/2183521595

马小博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预期以物联网安全为切入点,通过对各类网络安全信

息的收集甄别、各类设备应用漏洞的复现测试、并对测试

结果进行评估预警,构建一个基于网络爬虫的物联网设备安

全检测预警平台,从而实现对内、外网的物联网设备检测预

警,填补目前安全领域上部分空白,以此防范、对抗潜在的

网络威胁,为用户提供更加安全的使用环境与体验。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17
一种室内隐藏电子设备检测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怡欣 2183622068

李艺馨

/2186123800

,王文倩

/2183221382

,马静晗

/2186123841

符均 讲师 0807

针对现有技术缺陷,本项目研究对隐蔽性电子设备检测的方

法及检测设备,能够应用光电探测和识别技术领域的相关知

识,具体涉及基于双光束交替发射的针孔摄像头检测装置,

帮助公民发现存在的非法窃取隐私的电子设备。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18

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算法的人物

图像风格迁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怡雯 2181421884

孙萌辰

/2186123482

,任怡然

/2186123493

赵玺 副教授 0809

纪实风格和立体主义风格都是重要的艺术风格,而立体主义

风格在生活中并不常见。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算法的人物图

像风格迁移对于人们认识和了解立体主义有重要意义,并且

能够给人们带来新奇感和美的享受。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19

面向空中非合作目标的传感器

管理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纪元 2176112318

陈辉

/2173611886

,周彤岳皓

/2176112241

,赵雨欣

/2176122851

,于寅飞

/2171311101

闫涛 讲师 0808

本项目主要研究基于智能感知的无人集群传感器管理技术,

重点讨论基于智能优化的动态自适应微观传感器管理方法,

以及基于多目标威胁估计的宏观传感器管理方法这两个主

要内容。另外还需要对各种算法的具体性能及其评价指标

进行理论分析,并搭建本项目仿真实验所需的可视化演示验

证系统。主要解决问题为建立基于传感器管理的融合系统

闭环控制模型和揭示战术/战略统筹兼顾的微观/宏观传感

器管理的机理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20

基于光束法平差的多目标位姿

跟踪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晓东 2185112343

张立群

/2176112711

,李琛良

/2176112658

,何千越

/2183612026

,单可一

/2184322745

杜少毅 教授 0809

目标位姿跟踪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智能交通、增强现实、

无人驾驶、生物医学、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基于视觉的

位姿跟踪方法具有精度高、自主性强等优势,但现有方法存

在易受复杂背景和光照干扰、对目标特征要求高、难以处

理多目标互相遮挡和目标结构发生变化等问题。本项目皆

在提高目标位姿跟踪算法的稳健性,在多特征融合、误差优

化控制、亚像素检测等方面深入研究,着力解决上述问题,

并提高算法效率,使其便于部署于嵌入式设备。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21

基于多物理层属性和深度神经

网络的设备认证方法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泊良 2176112239

朱自远

/2171311023

,黄雲淞

/2171311113

,陈清芸

/2173520777

高贞贞 副教授 0510

本项目拟通过合理地融合多维物理层属性,发挥各属性的优

点,更好地完成动态时变环境下的设备认证。同时,通过深

度神经网络提取更深层的特征能够进一步提高设备的分辨

率提升整体鉴权的可靠性。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22

基于推荐算法的旅行日志管理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汤凯雯 2186123504

安静怡

/2186123531

,韩意

/2150506017

唐亚哲 副教授 0809

开发一款软件,为用户提供了实用的平台,用于生成可视化

的旅行日志,对不同的旅行目的地进行特征分析,基于自身

推荐算法帮助用户寻找理想的旅行目的地,完善其行程规划

。有较强的使用价值,满足了人们记录旅行足迹、生成独特

而美观的日志这一需求,同时也解决了出行前难以选择目的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23

基于图像分析的水质菌群检测

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柳金珂 2183311235

阙宇韬

/2183511604

,闫晨阳

/2186113519

吴茜媛 讲师 0809

利用图像分析和处理等相关技术、人工智能方法,设计水质

菌群特征快速检测算法,对滤膜法培养基图像和固定酶底物

法的97孔定量检测盘图像上的大肠杆菌菌落进行自动快速

计数,从而有效代替传统的人工菌落计数方法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24

基于室内协同定位技术的场景

化社交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玮辰 2183713355

林鹏云

/2183511067

,李杭委

/2183411089

廖学文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主要针对室内定位技术在社交场景以及智能家居层

面的应用。在WiFi指纹定位技术的基础之上,项目计划利

用协同定位技术提高室内定位精度以满足应用需求。除了

关注室内定位技术的精度外,项目还计划开发一个小程序,

实现用户对于家居的管理和社交功能的使用。在完成小程

序开发后,我们将在学校宣传平台上进行宣传,在吸引用户

体验功能的同时及时根据反馈意见改善和维护项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25

基于微型飞行器的动力测试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子瑜 2177114077

徐宇航

/2171411556

,张智豪

/2173714046

,段东华

/2183612100

王中方
高级工

程师
0807

在现在发展越来越快的航天航空业和小型化机器人行业中,

电机是不可或缺的动力元件。为了处理和研究电机控制的

功率跟踪问题,利用动力测试台给出电机工作时各数值的最

优解,以运用至航天飞行器以及各种动力源,使其良好运作,

提供更安全的动力维持。对于小型电机而言,动力分析也是

及其重要的,考虑到各式各样的机器人所需动力,需要对动

力源了解后才能在合适的地方选择合适的电机。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26

无弦之音----基于多乐器演奏

规则统一化的方法创新及设备

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向前 2173210483

王沁晨

/2176112685

,张泽玉

/2176112769

王霞 教授 0808

音乐是陶冶人们情操的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然而学习多

种乐器的演奏是费时费力的,目前的乐器或电子乐器难以满

足规则简单、功能丰富的需求。 项目致力于设计制作指尖

乐器,能够通过融合多种乐器的演奏规则,形成新的规则,从

而只需要学习一种针对此作品的规则,就可以实现模拟多种

乐器音色的演奏。此外,项目致力于开发体验者之间无线合

作弹奏的功能和开发指尖乐器社区,让大家体验音乐的魅力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27

超高速量子成像散斑场光源的

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修立信 2185112267

周嘉宁

/2185112279

,贺正罡

/2181411916

,胡宇恒

/2183511585

,徐泽锴

/2183311187

陈辉,

陈兵

助理研

究员,

副教授

0807

量子成像作为新型的成像方式,其发展的时间不长,缺乏成

熟的专属器件。比如,有效光源缺失使得量子成像在其早期

的发展过程中难于实现实时成像,极大障碍了量子成像实用

化的发展。本项目针对这一难题,提出了基于电光相位调制

的超高速调制的光场,可实现量子成像的超高速的成像帧频

率,极大的推动量子成像实用化的进程。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28

基于BiLSTM的社交平台虚假账

户识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尚彬 2160506035

万和润

/2160506018

,王宁南

/2160506096

罗敏楠 副教授 0809

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存在着大量机器人账号。这些账号对社

交媒体平台和用户权利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故该项目致力

于建立基于bidirectional LSTM 和word embedding的

虚假账号检测模型。使其具有高识别准确性,同时具有不依

赖于人工特征的特点。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29

基于CNN与LSTM的人体徘徊行

为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宇轩 2183612045

谭维玮

/2184224374
张新曼 教授 0808

项目主题为基于双流卷积神经网络（CNN）和长短期记忆网

络（LSTM）对人体异常行为进行分析建模。借助RGB彩色

背景建模、Meanshift及前景反向投影完成前期分离工作,

最后通过CNN和LSTM进行徘徊现象的建模分析。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30

基于深度学习的视网膜OCT图

像分割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洋 2186113599

李云洋

/2186113687

,肖博文

/2186113794

陈希 副教授 0807

深度学习是一种计算模型,通过多个非线性的处理层进行有

监督或无监督的自动特征学习分层研究能够使得我们更清

楚地去分析视网膜。而将深度学习的方法与OCT图像中视网

膜分割结合,将有助于辅助医师解读活体组织的生理和病理

状态,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做出更加准确而快速的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31

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在线评测

系统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臻 2184513306

陈思雨

/2183521571
唐亚哲 副教授 0809

 该项目旨在研发基于华为ARM鲲鹏CPU和Linux for ARM

操作系统的代码在线评测系统(OJ),利用机器学习实现一

种新型的代码相似度检测机制,对提交的C++源代码进行评

分。且进行Web端开发以及后期的完善处理,做到支持各项

编程语言且提供速高效的评测。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32

基于AR技术的室内空间感知及

理解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杰 2183412660

姜茗洋

/2186114583

,张子衡

/2184411010

,陈子辉

/2186113637

蔡忠闵 教授 0807

室内空间是一种动态环境。除了人员的移动,装修和家具的

重新配置外,室内空间的布局本身也经常进行更改和修改。

因此,现有的平面图和3D室内模型通常已过时,不能代表环

境的现状。为了维持最新的室内空间信息系统,需要一种用

于映射室内环境的高效且灵活的系统。项目旨在利用

HoloLens完成此目标,实现对室内空间的三维建模,并且获

得房屋结构、家具种类、摆放位置关系等等信息,从而更全

面、准确地感知和理解室内环境。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33

面向宠物猫的可穿戴式智能娱

乐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一扬 2186412625

胡龙

/2183610857

,任强玉

/2186412632

,  郭英明

/2183211376

杜小智 讲师 0809

如今,家庭饲养的宠物越来越多,而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宠物

养护问题。本项目基于物联网及大数据分析,利用单片机及

传感器等硬件设备,与线上app进行互联,进而设计出面向

宠物猫的可穿戴智能娱乐设备及其系统。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34
学生学业问题交流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哲正 2173412051

张晓彤

/2173422102

,李澍培

/2176112667

杨勐 副教授 0809

当今的大学教学模式是以线下教学为主,包含了课堂授课、

开放讨论、教师答疑等几个环节。线下的交流虽然比较高

效,但是难以覆盖到所有学生的需求。这个项目旨在为学生

提供一个可以专门进行关于学业的高效交流平台,使得教育

资源能更好地覆盖每一个学生,并且使学生获得更多的与他

人讨论的机会,让老师和同学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弥补线下

教学出现的一些弊端,使得教学资源利用最大化,提高学生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35

基于边缘计算的学习者学情分

析研究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兴凯 2184214430

陈曦

/2186123769

,黄自豪

/2174311743

吴茜媛 讲师 0809

本项目主要建立在边缘计算这一具有重要研究前景的领域,

通过终端层收集学生日志,然后将其传送到本地服务器,对

数据进行预处理,在于学生成绩相关联,得出学生行为与学

生成绩关系,并能够根据学生行为简单预测学生成绩。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36

基于数据挖掘、需求剖析的高

考志愿填报助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家辰 2186214265

张扶摇

/2186113832

,林鑫

/2184214427

王中方
高级工

程师
0809

为解决“高考难,报志愿更难”的问题,本项目拟建立一个

基于数据挖掘、需求剖析的高考志愿填报助手。通过数据

挖掘技术,助手可以把各高校、各专业的数据信息进行抽取

、转换、分析和其它模型化处理。在使用时,学生在输入成

绩或排名后,要根据自己填报志愿的意向,为学科偏好、地

域要求、专业排名等需求赋予不同权值,助手会根据学生的

偏好来推荐合适的院校和专业,并将结果以各类图表可视化

的展现出来。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37

基于爬虫技术获取数据的网络

舆情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朗然 2176112416

闫重基

/2171310858

,杨开发

/2171311046

,穆思远

/2171311127

罗新民 教授 0810

使用Python爬虫获取新型冠状病毒贴吧数据进行舆论分

析,快速获取大量可靠、完整的信息数据,以分析大众心理

健康状况,并据此做出应对策略,以期推动校区大众健康心

理干预的研究和发展。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38
基于Arduino的手势传感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新月 2176122460

白宇翔

/2174111411

,邓睿康

/2173621818

,胡啟镝

/2175210368

,肖扬

/2175213638

朱正东 研究员 0809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朝着丰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而由于新冠肺炎的蔓延,为了避免直接接触物品造成的病毒

传播等不利影响,人类的生活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限制。我

们希望可以通过Arduino开发板和红外手势传感器,将简单

的手部动作信号转化为不同的电信号并予以正确识别,以达

到控制设备或与之交互的功能,一定程度上方便大众生活。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39
空间电磁态势评估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伍虹颖 2175121991

王宇浩

/2176112377

,邹立庄

/2171210268

王志国 副教授 0807

基于电磁环境复杂多变、信号种类繁多的现状,针对电磁信

息难以综合分析、电磁环境趋势难以预测、电磁冲突难以

描述、电磁态势生成困难等问题,开展电磁态势生成关键技

术研究,突破电磁态势展现、分析、评估等技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40

图像过曝光校正的硬件设计与

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川丽 2185220810

黄璟艺

/2183612095

,王延珩

/2183713452

,刘敏

/2186123784

陈伟
高级工

程师
0807

图像过曝光使得图像细节丢失,因此需要对饱和像素进行校

正。基于现有算法的复现工作,做出改进并设计相应的硬件

算法,完成新模型算法。将算法与硬件相结合,设计高速计

算,低延时的过曝光硬件校正。通过调研,当前市场上多采

用软件对图片进行处理,计算表明,FPGA做高速的图像与视

频处理具有可行性与高效性,可以对高清视频进行逐帧处

理,具有广阔的实际应用前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41

基于图像处理的半透明物体尺

寸检测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伟良 2184111543

许烁

/2184111482

,高一凡

/2184111517

,  李佩轩

/2184111507

,闵泽佟

/2185112260

范建存 副教授 0807

为了解决工业生产的产品检测常用人工测量,难以保证精度

这个问题,本项目通过图片获取、图像处理来实现高精度的

尺寸测量,有利于生产线检测的进行,同时将测量结果实时

分析,为判断生产线生产状况提供依据。

项目特色：通过计算机集成处理实现更为直观、精准、高

效的高精度物件尺寸检测,并且在计算机端进行实时操作与

反馈,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更高。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42

多通道高精度实时称重系统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庆彬 2184111499

黄婧

/2183321149

,刘海明

/2183612050

,  崔致远

/2186113608

,宋馥瑶

/2182320721

王中方 工程师 0807

本项目实现高精度、多路实时模拟信号采集,完成多通道高

精度实时称重系统。目前数据采集卡应用广泛,但实现多通

道、高精度的数据采集卡价格昂贵,本项目采用24位高精度

ADC,可实现4通道0.1g-50kg的实时测重,还可用于其他非

电量模拟信号采集。本系统模数转换后的数字信号送入单

片机中存储、处理、显示,在采集过程中对采集数据进行实

时监测,并对数据可以存储记录,不仅可以降低系统的设计

成本,而且在数据采集的质量上有保证。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43
枫叶停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亦乐 2186814247

韩佳伟

/2182312394

,王隆天

/2184111452

,王浩源

/2185112251

安健
高级工

程师
0807

此项目即为解决用户停车难问题,将固定的停车位流动化管

理,即有效提升有限停车位的使用效率,错开停车高峰,将停

车位资源错时共享,即通过共享经济模式充分调动社会资

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创造社会和经济价值。项目主要研

究信息传输、数据分析、人机交互、资源调动、设备维护

和用户管理。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给出对于需停车辆目的

地及其停车预期时长和已知空车位及其可使用时长,在考虑

距离及价格因素下的最佳匹配方案。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44

基于智能算法优化的多纳米机

器人血管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智博 2171411534

赵艳玲

/2176122765

,徐晗驰

/2176122254

,刘斐然

/2173412081

,王伟韬

/2174111268

吴江 副教授 0808

项目简介： 在现有智能算法基础上进行优化,对如今纳米

机器人血管诊疗技术提出改进方案,设计多机器人的信息交

互、自主避障、路径规划方案,从而实现多纳米机器人的血

管区域覆盖与目标识别、清除功能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45

基于多模态人机对话的零代码

编程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乙洋 2182112550

邓可立

/2184411009

,栾搏洋

/2182312403

,段建宇

/2181411921

蔡忠闽 教授 0809

旨在开发一个基于多模态人机对话的零代码编程平台,引导

用户在知晓算法流程的情况下,通过综合利用自然语言问

答,动态菜单选择,图形编程等多通道交互方式,实现零代码

编程,有望降低普通人群使用编程工具处理复杂任务的门槛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46

基于FPGA的容器化异构计算云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家忆 2186123581

程浩轩

/2186214258

,马瑞临

/2186113617

伍卫

国,刘

松

教授,

助理研

究员

0809

在后摩尔定律时代,CPU发展速度减缓。基于现场可编程逻

辑门阵列（FPGA）的定制化加速器因其高性能和低成本受

到了广泛关注。容器技术是云计算的基础组成部分。本项

目开发一种基于FPGA的容器化的异构云计算平台,使得终

端用户可以在容器环境中透明地与FPGA进行通信。本平台

还部署了一种考虑FPGA利用率的作业调度算法。本项目有

利于降低定制化加速器的开发和运行成本。本项目具有一

定的前瞻性和实用性。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47

大规模动态网络可视化交互设

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振东 2184111314

张恙菁

/2184322752

,冯泽旭

/2183713421

,周昱菡

/2184121474

赵玺 教授 1201

大数据可视化主要借助图形化手段,清晰有效地传达与沟通

信息,通过直观地分析关键方面与特征,实现对于相当稀疏

而又复杂的数据集的深入洞察。本项目旨在设计并实现大

数据可视化技术并攻克算力不足的难点,完善其在与用户交

互方面的应用。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48

基于超级电容的双向DC-DC变

换器的电路搭建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毕俊彦 2183713351

赵翔宇

/2183713346

,杨睿煊

/2186113474

,多小川

/2181312164

李高明 讲师 0807

该项目的目的是使用功率半导体器件实现一种基于超级电

容的双向DC-DC变换器,并使得变换器能完成对电容的充放

电操作。探究碳化硅等宽禁带半导体功率器件对DC-DC变

换器性能提升的原理。该项目对于完善超级电容和DC-DC

变换器的串联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49
基于视觉分析的3D换装服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向泳安 2184312734

侯杰议

/2173713950

,张志浩

/2171411618

,朱枫宇

/2183220181

桂小林 教授 0809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现在的电商服装市场具有巨大购

买需求。但是其无法获得实体店相同购物体验的缺陷,是至

今还未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该项目致力于研究和开发一

个基于视觉分析,并使用3D虚拟展示技术,最终实现3D虚拟

试衣的项目,以满足人们日常网上购物中,可以方便比较衣

服是否合身,颜色是否合适等问题,减少人力与资源的浪费,

提高电商与物流业的效率。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50

基于物联网与深度学习的儿童

监护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文韬 2184411046

陶恩泽

/2186512476

,王旭

/2186412635

,  梁宜

/2171411542

安健
高级工

程师
0809

本项目旨在运用物联网与深度学习技术构建一个应用于幼

儿园儿童的监护系统,通过可穿戴设备和监控装置两种手段

相结合,采集儿童的位置、行为、生理体征数据,实时分析

判断儿童的行为信息和心理、生理健康状态,在出现异常时

及时向监护人报警,以防止儿童走失或丢失、打架争执、被

体罚、被虐待等安全事件和儿童退缩行为、暴躁症等心理

问题的发生。解决日趋严重的幼儿园看护不足问题,协助幼

儿园助力儿童健康成长,让家长安心放心。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51

基于机器学习设计光学微腔结

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造宇 2185112280

王龙

/2181312146

,郭筠陶

/2181311665

李峰 教授 0807

申请人将搭建开放式微腔系统并采集实验数据,结合所得数

据利用机器学习优化光学微腔的内部微纳结构；设计、优

化平凹型开放式微腔的光学晶格结构；设计环形腔腔形,使

出现特定模式,并模拟对应模式的光路。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52

基于非易失性存储器的人脑神

经突触模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李博 2171311088

李海波

/2176413417

,贾明龙

/2171411573

,胡晨宇

/2173510812

,杨勇滋

/2176213557

牛刚 研究员 0807

1.研究内容：

（1）研究人脑神经突触模拟实现及方法对器件性能要求,

设计器件结构、材料组成。

（2）开发一种高可靠性、低功耗、CMOS兼容的非易失性

存储器,研究器件的电学特性的影响；结合材料微观表征、

电特性测试以及理论计算,阐述器件调制机制。研究环境温

度、电激励等外部刺激对器件性能的影响。

（3）基于所制备器件实现神经突触模拟,揭示器件的突触

机制,研究器件电性能与人脑神经突触模拟之间的关系,研

究环境温度、电激励等外部刺激对人脑神经突触模拟的影

响。

2.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揭示非易失性存储器件内在调制机制。

（2）揭示非易失性存储器件存储特性与人脑神经突触模拟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53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反作弊系统

设计及其智能计算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维栋 2173713982

梁田田

/2176122842

,夏泽华

/2173611811

,任泽华

/2171411498

,林泽伟

/2173510825

吴江 教授 0808

不论哪种类型的考试,考生利用手机和小抄作弊都是常有的

事。特别是近期新冠肺炎疫情严重,不少考生需要在家中完

成线上考试,作弊的可能性更大。为了协助试务人员管理考

场,我们研发了这套反作弊系统,利用神经网络与计算机视

觉技术进行实时检测,可以轻松在考试过程自动检测作弊行

为,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54

基于红外图像的数据中心热区

判别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程浩 2186114147

郭懿阳

/2186311854

,宋子龙

/2183412654

,王仟禧

/2186214253

,冯泽旭

/2183713421

伍卫

国,刘

松

教授,

助理研

究员

0809

在数据中心中,作业的负载调度会影响服务器的运行状态。

负载过重的服务器会消耗更多的电量,产生更多的热能,不

利于整个系统的负载均衡。红外监控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本项目拟将红外监控技术应用于识别数据

中心热区的分布情况,通过在数据中心设置红外相机,利用

图像处理与图像识别技术对红外图像进行分析,判别数据中

心中服务器运行状态是否负载均衡,从而为数据中心的负载

调度提供指导依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55

基于gem5的对图像识别算法的

计算机系统性能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果然 2175011170

童江磊

/2176512196

,赵云翔

/2173714017

,曹金博

/2171311067

,段美辰

/2176122251

王龙翔 副教授 0809

建立完整的图像数据集,研究适合图像识别的多层卷积神经

网络算法,实现高效率高准确性的图像识别。对其运行结果

进行全面的分析,进一步分析性能瓶颈所在,并且提出优化

方法,重新设计计算机系统结构以改进性能。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56
隐私保护的在线协作文档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镇涛 2183211358

薛祺龙

/2186113920

,李剑峰

/2183412672

,李昱志

/2185011803

单丹枫 讲师 0809

该项目是为了实施支持多人实时协作的云端文档,用户可从

不同的终端访问并且进行编辑,并且在编辑时保护每个不同

用户的隐私,保护文档的安全。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57

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人移动过

程中的目标识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亦铭 2184111478

党思哲

/2186113712

,蒋祎灵

/2185021769

,杨恺

/2184312759

,赵启

/2184111522

韩婷 工程师 0807

机器人制导目标检测是自主机器人的一项重要任务，引起

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然而，机器人运动视角的变化和

现有数据的有限性阻碍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为了解决这些

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机器人视觉系统——模型适应

对象检测系统。我们利用不同的目标检测神经网络根据不

同的情况来指导机器人，利用元神经网络来分配目标检测

神经网络，而不使用单一的神经网络来解决问题。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58
网络安全对抗比赛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宇 2181322154

潘禹昊

/2182212576

,顾宸瑜

/2186123642

,侯千瑞

/2186123520

张莹
讲师

(高校)
0807

 通过学习web安全、软件逆向、二进制溢出漏洞、密码学

、信息隐藏技术、安全编程、信息收集、漏洞利用、

getshell技术、提权与权限维持、内网渗透、口令破解等

内容，设计完成网络信息安全系统。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59
皮影控制机器人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段怡然 2186123931

杨兴境

/2184410999

,于日寰

/2182112892

,唐昌瑚

/2185112356

,王天奕

/2182112861

崔琦,

张铭

工程

师,工

程师

0802

本小组计划设计一款文创类机械产品——皮影控制机器人,

以应用于文化类、教育类行业。该产品现代电子控制技术,

完成复杂的传统皮影表演,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不仅

能够寓教于乐,还能激发创造力,让使用者能够自己编排皮

影戏,仅需输入一行行代码,便能将原本需要多个人操作的

舞台变成全自动化控制的新舞台。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60

室内清洁机器人之复式家庭地

宝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心怡 2173520794

吴启

/2176112678

,王迪

/2176512173

,    张家豪

/2171210255

,李京津

/2176122888

栗茂

林,王

明伟

讲师,

工程师
0802

本项目在现有扫地机器人和空气净化器基础上进行改进和

创新,设计开发一种具备爬梯功能的全自动智能清洁机器人

。具有清扫、吸尘和拖地的三合一功能,能自主定位并自动

规划运动路线,具有全自动爬梯功能,解决复式房屋中清洁

机器人爬梯的问题,同时将清洁工作区域拓展到楼梯梯面。

具有语音控制、按键控制、遥控控制等多元化控制,智能化

方便用户操作。还可实现室内空气监测与预警,实时检测室

内空气的PM2.5指数、温度和湿度等。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61

陪练功能型踢球机器人的设计

与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嘉诚 2184312771

任坤照

/2160506118

,王欣

/2181511065

,  常仕元

/2182310024

,严扬州

/2185112305

杨荣 工程师 0801

面对现实中存在的球类运动陪练人员短缺,尤其足球守门员

陪练人员的短缺的问题,本项目拟研制一款踢球机器人,其

主要功能是担任守门员的陪练。机器人可通过螺旋导管的

传输及挡板的阻挡实现自主放球,并实现基于电机转动带动

腿部高速旋转与球高速碰撞,从而以较高的频率快速射门。

守门员可以使用该机器单独进行守门训练。同时此装置还

可拓展为其它大型球类（篮球,排球等）的辅助练球装置。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62
小型仿生四足机器人快递运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华清 2183713434

姜川

/2182310005

,许海波

/2186214301

,  石笑天

/2181411951

黄宝娟
高级工

程师
0802

本项目拟设计一种四足仿生机器人。机器人可以自主识别

不同颜色的快递,自主规划运送路径,通过循迹并识别途中

的住户标识,将快递快速,安全,准确的运送到对应的住户家

中。同时适应各种不同地形并自主选择合理的越障方式,以

最快的速度跨越途中所设置的台阶,窄桥,斜坡,人工草皮等

不同类型的障碍,完成快递运送任务。本项目涉及机械设计

与制作、目标识别、自主定位、路径规划、快递取放等技

术,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一件作品。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63

i-swim家用蛙泳学习健身机器

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润泽 2186113906

曾兆楷

/2183511628

,张华清

/2183713434

邵敏,

沈瑶
工程师 0802

本项目创新设计出一种操作便捷、安全可靠、可独自使用

的蛙泳训练及健身机器人。该系统主要由机电装置实现,录

入专业蛙泳动作后,机电装置即可；同时机器人另有健身模

式,用户既可进行居家游泳锻炼,又能把它当作蹬腿器和胸

推器,一机多用,数据上传云端,可与友人共同健身。该项目

旨在提供一套基于机电装置和数据共享的家用健身系统,符

合全面健身的发展趋势,用以改善人们的生活健康状态。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64

基于摩擦轮动力的自动化发球

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子玮 2183713370

任坤照

/2160506118

,王佳辉

/2184110622

,茹玮

/2184111540

,王嘉诚

/2184312771

李党超 工程师 0802

本项目以对球类较为普适的摩擦轮作为动力,拟设计一套自

动抓球和可控发球的自动化平台。通过机械结构和软件建

模分析来实现抓取、运送和发射功能。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65

PCI采集卡软件仿真系统的开

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春风 2171510035

蒋祖尧

/2175011199

,彭少赓

/2174213735

王娜,

李铭

高级工

程师
0712

本项目以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为契机,拟开发一款满足教学

需求,面向学生的PCI采集卡仿真软件。基于该软件既可以

了解和使用PCI采集卡的功能,又可以基于这些功能完成试

验项目,还可以借助软件进行自主设计开发硬件系统的部分

软件仿真。不仅解决学生课后实验的不方便,提高教学的质

量。还为学生自主实践提供了模拟的平台。致力于方便学

生的课后实验复习和教师的线上教学工作。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66

SARS-CoV-2受体人源化ACE2

小鼠培育及表型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江旭 2184224515

叶琳樱

/2183520748

,苑昊

/2181310928

白亮 副教授 1001

ACE2被证明是SARS-CoV-2感染宿主细胞的功能性受体。此

外还发现ACE2+II型肺泡细胞表达多个与病毒复制组装相

关的功能基因。本项目拟通过培养人源化ACE2基因纯合小

鼠模型,探究hACE2及病毒复制组装相关基因在人源化ACE2

基因小鼠的不同组织及不同性别和年龄中分布的差异,最终

阐明人源化ACE2基因小鼠的表型特征。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67

肾上腺素能神经支配在结直肠

癌进展中的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雨辰 2186113033

古丽尼尕尔

/2176524151

,           

   郭晨东

/2186110918

,杨妍

/2183520763

,  杨春俊

侯妮

副主

任,副

教授

1001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神经基本上是癌症的被动旁观者。

但在过去五年中,一系列开创性研究初步证明神经在前列腺

癌等癌症发生和发展中具有驱动作用。本项目通过对癌组

织微环境中肾上腺素能神经分布在不同进展阶段（临床病

理特征）结直肠癌患者中的差异和相关性的研究,将有助于

阐明肾上腺素能神经在结直肠癌中的分布生长程度以及其

在癌症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为结直肠癌的诊断、治疗、预后

及癌症疼痛研究提供新视角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668

心理和物理压力应激刺激对小

鼠学习记忆影响的差异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南竹慧 2176123149

张思远

/2176113055

,段雯婧

/2176123263

张智超 讲师 1001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对人类身心健康

造成伤害尤其是本次新冠疫情防控所引起隔离人群的心理

应激,导致各种生理不适症状。应激压力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压力应激分为心理和物理两个层面,但比较它们对行为和

蛋白表达及分布的研究甚少。本研究拟通过制作单纯心理

和物理应激小鼠模型。应用行为学研究手段,评价、比较不

同应激对小鼠焦虑程度的影响,应用ELLSA等方法检测脑区

神经递质、细胞因子、各类型神经元数量的变化等指标。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48S
江苏蓝鲸新材料有限公司 创业实践项目 否 熊妮娜 2176223617

李佳夷

/2196124107

，田鹏

/2196113606

，柴云芸

/2176122270

徐卓 教授 0807

项目曾获得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

国金奖，并注册江苏蓝鲸新材料有限公司。团队并于 

2019年4月在《Science》正刊发表了目前世界最高性能的

材料体系。项目产品为高性能压电单晶，是新一代医用超

声、工业超声等国家与国防重大需求中的核心关键材料，

应用这种材料，可以全面提升我国医用超声、工业超声等

领域产业化水平与国际竞争力。2020年1月在《Nature》

发表了变革性的透明声光材料，材料性能是之前普通材料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49S

智器科技——智慧能源技术的

领跑者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宋自远 2191211640

孟洪利

/2194111767

,魏雨凡

/2196322408

，苏振峰

/2193510874

曾敏 教授 0805

针对换热器行业现状，该项目依托西安交通大学十余年的

技术积累转化，专注先进高效节能能源利用技术，以连续

螺旋推流管式换热器和印刷电路板式换热器为主要产品，

开发3D打印、机器学习与工业物联网技术等先进工艺与技

术，为客户提供换热设备单元性能强化、系统能量网络优

化方案；打造智慧型能源利用技术，从研发设计、加工制

造到市场一体化的产业链条。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50X

金镶钻——高功率芯片热沉材

料领跑者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邓敏航 2176123330

潘远志

/2160506142

,陈梁葳

/2183221369

，王志博

/2160506072

宋忠孝 教授 0804

纽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医疗器械领域的开拓者和领跑

者，多年来专注于新材料医疗器械及其配件的技术开发、

生产及销售，掌握多种高效能抗菌涂层的制备方法，自主

研发自动化仪器设备并投入日常生产中，具有完整的产业

链和系统的销售渠道。公司主营的抗菌不锈钢外科手术器

械，突破了目前医疗器械领域的应用范围，填补了目前医

疗器械领域的诸多空白，具备优越的性能和极高的应用价

值，发展前景广阔。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51X

纽康科技医疗——基于新型材

料科技医疗集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陈梁葳 2183221369

李颖婷

/2184520122

,李雪原

/2175021183

,马慧

/2176423440

宋忠孝 教授 0802

纽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医疗器械领域的开拓者和领跑

者，多年来专注于新材料医疗器械及其配件的技术开发、

生产及销售，掌握多种高效能抗菌涂层的制备方法，自主

研发自动化仪器设备并投入日常生产中，具有完整的产业

链和系统的销售渠道。公司主营的抗菌不锈钢外科手术器

械，突破了目前医疗器械领域的应用范围，填补了目前医

疗器械领域的诸多空白，具备优越的性能和极高的应用价

值，发展前景广阔。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52X
移动安监巡检机器人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钟应尚 2174410454

高心如

/2183723448

,曹俊帆

/2186512496

,王明

/2182212584

,鹿柯楠  

/2191312181

董南雁 副教授 0809

陕西陆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移动安监巡检机器人、

深度学习算法与物联网技术，提供AI+IoT全产业链的技术

和软硬件产品解决方案。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从端到端、软

硬件到算法的全系列自主研发产品体系搭建，致力于推动

安监领域的自动化、系统化与高效化。目前在自研技术和

全系列软硬件产品基础上，针对安监巡检领域的不同情况

推出差异化的解决方案，并在部分城市开始落地，形成商

业化闭环。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53X

雷特科技——先进管道输电技

术领跑者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谢宇峰 2173310738

赵宇航

/2174111420

,刘逸宇

/2171110916

,余建坤

/2174111359

,郑姿盈

/2150506048

彭宗

仁,刘

鹏

教授,

副教授
0806

项目以GIL设计咨询为业务主线，为GIL设备制造厂家提供

设计、优化、生产、运维等全生命周期设计管理方案。目

前，我团队设计方案已被国内外多家生产厂商采纳，形成

实际产品，通过了型式试验，成功应用于苏通GIL综合管廊

示范工程。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性能可靠、成本低廉的

GIL设计方案及优化方法专利将在产品竞争中具有显著优势

。同时针对GIL我们还提出了GIL安装配置方案和半导电涂

敷材料两项技术。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54X
沃埃鉧增材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杜昉宇 2193211104

蒙祎昊

/2191411849

，张杰彦

/2193311492

方学伟
助理教

授
0804

该项目以电弧增材制造技术体系为依托，针对传统切削加

工航空航天行业大型构件所存在的工序复杂、周期长、成

本高和效率低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成形解决方案。可以在

实现快速一体化成形的基础上，保证成形件的质量和精度

。该项目技术除了具备沉积速率高、原材料成本低以外，

还可以成形大型结构件，在重视研发周期和成本的航空航

天行业具有别的成形工艺不可比拟的优势。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55X

Rockers---生物反馈技术下

手部康复解决方案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武德生 2176213588

毕展语

/2174111267

,张瑞 

/2161200024

,凌钰淇

2150506115,

薛璇

/2196123800

,王雷

/2181312167

王刚 教授 0830

该项目立足于全球数千万脑神经损伤患者和老龄化形势日

益严峻，手部康复训练需求逐渐增大的社会背景，并结合

残疾人的生活现状与需求，从关爱和实质帮助的角度出

发，制作了肌肉电控制的手部外骨骼。同时添加ios和

android手机app客户端并写入5种常用动作实现多重控

制，通过3D打印的方式进行制作，为患者提供低成本、便

携、操作方便的手部动作康复解决方案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56X

Clousis+MHT源析智设国产

CAE领军品牌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瀚文 2183723460

郑俊娴

/2183321200

，吴桐

/2186123089

，陈梁葳

/2183221369

，白淞淞

/2176113350

陈磊
高级工

程师
0809

源析智设创业致力于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方式打造一整套智

能设计CAE（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项目的核心技术来自

于国际著名数值传热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陶文铨所带

领的NHT-CFD-EHT研究小组。项目研发了一款通用CAE研发

框架MHT，以及在此基础上研发了两款专用CAE软件。源析

智设提供完整的工业设计的软件，并在各款软件之间加入

人工智能来优化设计过程，修改设计参数，使设计变得智

能且快捷。clousis+MHT平台——源析智设致力于带领中

国高端制造业设计进入智能时代。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57X

基于脉冲电场和低温等离子体

的非热杀菌技术
创业训练项目 是 何欣然 2173422058

樊文硕

/3119304367

，杨沛森

/3119108054

，王依琳

/3119309115

常正实 副教授 0806

为避免传统热杀菌带来的营养损失以及质量下降，本项目

设计有基于脉冲电场和低温等离子体的流体食品杀菌保鲜

装置，杀菌效率更高、营养损失更小、感官评价更佳，另

一方面，本项目设计有等离子体高效灭菌箱，可以用于对

食品进行杀菌保鲜处理，及对医疗手术器械进行灭菌处理

。为相应国家号召，承担社会责任，本项目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COVID-2019应急专项研发项目中，研发出

XJTU-Plasma G-I低温等离子空气消毒机，并达到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58X

让屋里有座大森林——森菲绿

赫室内空气净化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葛千娇 2173220487

孙宇豪

/2140506122

，郭泓霖

/2160400276

张冠军 教授 0807 ###############################################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59X

北海瑞清科技——基于电极涂

层设计的消毒专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吕泓尧 2171310880

刘一菲

/2176122546

，郑沐林

/2174410441

，赵圆圆

/217421600

，曹春朴

/2186113515

魏泽龙 教授 0804

本项目依托于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专家团队

的发明专利技术，利用新型的涂层制备工艺结合较为理想

的混合涂层配方，实现酸性氧化电位水生成器专用电极的

自主研发和产业化。核心技术钛基钛锡钌电极的研发使得

电解效率更高，能耗比更低，生产成本更低。旨在为家用

消毒市场提供高灭菌率、安全、环保、便捷的解决方案。

产品定位为“生活中的消毒专家”，以具有较高需求的妇

婴服务会所为切入点进行推广，逐步实现家用消毒市场的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60X
多参数脑功能监护仪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李雨辰 2186113033

罗思源

2196113342,

刘书宁

/2171421597

,韦思宇

/2184523314

,王昊男

/2181421927

闫相国 教授 0807

本项目主要包括近红外采集、EEG采集和监护界面三部分。

近红外采集部分采用NIRS、加速度传感器技术获取脑血氧

、脉率、体动等生理信息，对rSO2连续监测可对大脑代谢

活动以及脑氧供需平衡做出实时评价；EEG采集部分对患者

脑电进行监测，连续EEG监测可辅助脑疾病定位；监护界面

可显示心率、rSO2、EEG与aEEG信号等生理信息，还可进

行时频分析。采集的生理信号可存储至SD卡，同时可上传

至云端，使用大数据对其进一步分析并给出适当预警。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61X
八音--专注少儿艺术成长APP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惠锦洁 2186123630

陈海旭

/2173711666

,王继航

/2174420412

,梁力文

/2184513310

王冲猴 无 0807

“八音APP”是一款集多个艺术领域的自主学习、教育培训

、社群交流、个性化服务定制及乐器购买为一体的艺术学

习共享平台。旨在打通上游供应商、中游艺术培训机构、

下游艺术教育从业者和学习者的信息渠道，打造覆盖艺术

学习全生命周期的生态链闭环。 

八音的产品核心为通过建立教师、学生档案库，实现师生

智能匹配；通过AI+大数据艺术测评系统，精准匹配学生的

兴趣；与西安TOP 5音乐类高校战略合作，建立基于艺术

教育新零售的线下社区店。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62X

晨飞光电——新一代可穿戴设

备的拓荒者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吴逸之 2183414199

郑雅卓

/2183420467
董化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以柔性可穿戴的高效薄膜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模组的

量产技术为目标。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指可以弯曲，折

叠的薄膜太阳能电池，质量轻、厚度薄、携带方便，甚至

能够任意弯曲，并附着在任何物体的表面。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63X
钢珠轴承在线检测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涵 2181322133

潘月明

/2186123771

,孙伟哲

/2193712588

,姜盛誉

/2193712625

,石宜涛

/2183412661

罗文成 讲师 0802

项目采用环形件视觉检测系统，通过图像视觉对轴承钢球

进行内外缺陷检测，利用超声波进行辅助探伤，可连续性

检测且数字化信息采集，检测结果直观。 应用到轴承钢球

检测领域，主要是指对钢球外圆 360 度及外观缺陷进行

检测，并对 NG 品进行自动分拣。检测速率达到了 8000 

粒/小时，漏检率为 0.007%，在同业竞争中优势非常明显

。该设备采用自有专利技术，可对轴承钢球进行稳定可靠

的视觉分拣。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64X

基于光动力学与MWCNTs复合载

体的肿瘤热物理治疗平台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周源坤 2183612051

莫钰姿

/2184523325

,贺芳兵

/2184121552

易文辉 副教授 0807 ###############################################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65X

基于水晶天线的多功能无线视

频监控通信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钟沐宸 2196123273

卢泽龙

/2185110237

，张智一

/2185120236

，苏政

/2184312681

，张思畅

/2171321027

刘海文 教授 0807

聚波通信科技团队致力于解决传统无线视频监控系统中视

频清晰度低，占用带宽宽，隐蔽性差，以及天线结构单一

、缺乏美感、增益低的问题，通过核心技术创新和通信领

域前沿科技的运用，设计出一种基于激光雕刻和超材料水

晶天线的无线高清视频监控系统。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66X

基于CNN-LSTM及仿真模型的

SOC预测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宇琛 2181411919

梁思远

/2186113488

，孙培元

/2186113472

陈欣 副教授 0807 ###############################################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67X

星尘电气——电气优化技术领

跑者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安琪 2186124146

王绪杰

/2183511615

,孙靖维

/2183721112

,孙玟玟

/2186123809

,饶丽娜

/2184224535

姚公安 副教授 0806

项目旨在通过优化电气柜的技术，提高电气柜的性能，以

达到帮助厂商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能源使用率、节约能源

使用的目的，主要研究电气柜除尘、散热、除湿等性能的

优化问题，拟解决电气柜散热和除尘的矛盾问题、使用环

境的限制问题等等，针对电气柜进行研究，运用电气自动

化相关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结合企业发现实况，对电气柜

进行改良。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68X

帮医研科研平台一体化服务项

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郭菁哲 2174121375

肖继真

/2173620056

，黄强

/2162013023

，江浩

/2162013024

米白冰
助理研

究员
1004

在传统临床科研大环境下，造成临床实践中有大量有价值

的数据与案例没能转化为科学成果这一重大浪费的主要原

因是临床医生用于科研的精力有限。为改进现有的临床研

究辅助平台数据采集耗时耗力产出有限的问题。本团队以

减少数据处理中间步骤，高效完成科研任务为导向，建立

帮医研临床科研平台（https://www.wcrcnet.cn）。本

平台实现了在收集数据的同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导出

结果的功能。本系统的创新性、实用性、发展性都是当前

医疗卫生行业所亟需。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69X
智能牙菌斑检测仪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李卓群 2162000007

梁洛绮

/2186123053

，段桂香

/2184320842

邹蕊
主任医

师
1003

牙周炎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牙周支持组织的慢性感染性疾

病，是引起成年人牙齿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牙菌斑生物

膜是引起牙周炎的主要致病因素。智能牙菌斑检测仪将定

量光诱导荧光技术（QLF）和电动牙刷结合，使用405nm波

长蓝光精准投照检测口内成熟牙菌斑，及时评估操作者口

腔健康状况。采用特殊形状外壳降低短波蓝光对口腔软组

织的潜在损伤。当牙刷与手机端应用程序连接后，可显示

操作者的各项刷牙指标，以评估操作者的刷牙效率。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70X
擎帆能源——智能电机热管理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吴兰玲 2173220497

胡宇

/2174311702

，张怡琳

/2184121555

，方龙辉

/2175010223

，曹辰宇

/2174121436

刘向阳 副教授 0805

本公司的服务内容为向电机企业、自动化企业等相关产业

提供基于有限容积法或等效热阻法的冷却效果模拟，并提

供电机冷却优化解决方案。其中，可以提供基于等效热阻

法的配套程序。

对于冷却效果可以提供生产前模拟、技术方案支持及优化

设计，目前主要为相变换热式冷却、相变储热式冷却、风

路与风扇模拟及优化。

同时提供对于电机热损耗、能量损耗、功率等参数大数据

算法平台，协助相关企业对其进行优化。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71X

基于放电等离子体的有机废气

降解利用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皓玺 2173220487

郭泓霖

/2160400276

，孙宇豪

/2140506122

，苏鑫

/2160400139

，付强

/2160400039

常正实 副教授 0703 ###############################################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72X

触觉-视觉相结合虚拟手术系

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苏预达 2183414177

郭秉瑞

/2186123497

，张恒

/2176113203

,郭蓓然

/2181320224

,郑雅娣

/2183420434

高山行 教授 0802

针对虚拟手术领域缺乏触觉力反馈系统应用的现状，本项

目推出视觉、触觉相结合的虚拟手术仿真系统。该系统使

用的仪器包含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和内置式多指力反

馈手套。在人机交互过程中，VR头显模拟出逼真的手术环

境，同时，计算机对操作者的行为做出反应，将操作者的

行为(包括位置、动作和速度等)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把

数据输进计算机，再将虚拟环境生成的力感反馈给操作

者，使操作者获得和触摸真实物体相同的力感。视觉与触

觉相结合的虚拟手术模式，打破了仅通过VR观察辅助手术

的传统模式，使手术环境的沉浸式体验更佳。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73X
先进阵列化高温环境加热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辉 2175311156

黄隆宁

/2150506055

，周靖淦

/2175111953

，张雯

/2150506120

，彭少赓

/2171411564

范学领 教授 0460

团队通过设计石英灯单体，突破了极端环境下加热电极冷

却及石英灯管极限温度的瓶颈，通过模拟瞬态、快速温变

环境的智能控制算法和程序，实现复杂环境因素干扰下温

度的自动化、高精度、高稳定性快速变温的精确模拟，利

用自主设计的极端服役环境模拟试验的系列配套方案，解

决极端环境下测温点布置、耐高温陶瓷夹具设计、烧蚀烟

雾吸除等配套性关键问题，利用上述等关键技术，研制模

块化石英灯辐射加热成套装备，并根据实际需要建立了系

列化、模块化、通用化的具有主动冷却能力的超高温石英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74X
西安交通大学无止桥团队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高至言 2183720050

高溯景

/2183321245

，莫若琦

/2184520125

，凌梓涵

/2184312773

杨路 讲师 0703

西安无止桥公益团体成立于2005年，以2005年7月首座无

止桥的建设为契机，我校的建筑系的十几名师生奔赴甘肃

毛寺村，与60多位香港各界的义工一道，历经5天的劳作，

建设了毛寺村无止桥。成立以来，主建无止桥项目已有七

项，旨在改善贫困山区条件，结合专业知识为需要的地方

搭建步行桥、开展民生活动的长期活动，发掘和改良民间

智慧，并利用环保的建筑概念。无止桥为学生提供踏足偏

远乡村的机会，更好的了解和欣赏农村文化与生活，并为

有需要的村民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75X
智慧农作物病虫害检测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张浩 2171310869

陈治佟

/2175014170

，贺未雨

/2176122559

，李玥

/2176122622

，赵玲燕

/2181321723

范学领 教授 0590

智慧农作物病害检测系统采用独创的FPGA为核心的UAV探

测器进行农作物叶部扫描，并搭载圆球摄像头获取高清图

像，通过WIFI模块传输到终端，各UAV之间搭载了太阳能

电池板以提高续航能力，同时利用射频模块进行通信，并

在产品投入之前，输入定点充电站位置，可在UAV检测到电

量不足时，可规划UAV和充电站网格间的最短路径。采集的

数据利用嵌入式UAV终端进行判读，并将检测的数据通过网

络传输到云端，通过与数据库对比，判断农作物病虫害情

况，解放大量不必要的劳动力，同时可以提高检测效率，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76X
“爱与思”教育咨询诊断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程广浩 2162012031

刘博豪

/2162012034

,陈雨青

/2162012077

,宋润东

/2162012035

,赵荣辉

/2162012038

张广健 教授 1002

本项目意在从教育心理学,学习心理学中的理论出发,从学

习动机,学习策略,学习内容,学习风格,学习环境五个维度

来分析中学生的学习情况,对中学生提供系统科学的学习问

题诊断,并结合诊断结果为中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方案,

同时对接西安各高校优质的师范生或家教服务系统,使教育

系统更加合理化，弥补当下教育系统的不足，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77X
鱼创教育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邱举营 2173713996

符泽

/2174111328

,唐琦遥/ 

2171421526,

李健雄

/2171411588

,李俊

/2175010224

张育林
高级工

程师
0807

“鱼创教育”以提升新一代青少年的工程素养、和创新能

力为目标，努力开创规范化的机器人教育体系，打造国内

最专业的K12科技教育服务公司。目前，“鱼创教育”以能

适应青少年认知水平、培养创新思维能力的德国

Fischertechnik创意组合模型为基础，在调研青少年学生

的认知水平以及现有机器人培训机构办学情况后，设计了

本项目的核心内容为讲师培训方案及教案、“鱼创”K12机

器人教育培训链、同时大力发展加盟生态链并打造“鱼创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78X
导电碳基材料的合成与应用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姜凌奇 2183713449

邓坤瑜

/2186114097

，刘桀仑

/2182112884

，王文彬

/2184111563

，余超

/2160100172

李智辉 工程师 0460

本产品是一种开发成功的导电碳基材料多壁碳纳米管，具

有优异的具有许多异常的力学、电学和化学性能，应用范

围广，在工业应用与科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

项目基于实验室成熟的制备工艺与高品质的碳纳米管，采

用公司化的运作方式，将碳纳米管技术进行应用推广，发

挥其作用并实现效益。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79X

西安仁康医院管理咨询责任有

限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黄梦瑶 2183723397

张崇先

/2176112540

，陈煜峥

/2176112482

，米玛卓嘎

/2175423661

胡书孝 副教授 1204

西安仁康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是由西安交通大学在读硕

士生和本科生计划成立的，以医院绩效考核为核心业务，

在医院绩效考核的设计与推进中拓展医院学科发展、战略

规划、文化建设等业务，将医院绩效考核的结果应用于医

院科室的二次薪酬分配、人事调动和人力资源培训等业务

的管理咨询公司。仁康咨询致力于为全国各级各类型的医

院提供管理难题的解决方案，以促进医院自身的全面健康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80X

基于SoC和深度学习的智能低

功耗心电调控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畅 2172320217

吕艺超

/2173713986
翁明 副教授 0807 ###############################################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81X

GO-IWPT智能移动式无线充电

系统领导者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赵玲燕 2181321723

李函

/2181321695

；王博

/2182212570

；张朝阳

/2186512470

；徐毅明

/2182312399

王茂杰 讲师 0807

本产品基于原边逆变器定频移相，副边有源整流控制，设

计的一套 500W 无线电能全向移动式智能传输平台，实现

了负载恒压恒流输出，同时控制系统传输效率最优化。通

过全向移动充电桩，控制耦合系数为 0.15，传输功率为 

0.5Pmax时，最优效率为 90 %以上。实现了能量从直流电

源到负载侧能量的高效传输，验证了本作品提出的控制策

略也与电路设计的合理性。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82X
科瑞云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梓茗 2176122582

郭志轩

/2160508297
宋丽颖 教授 0809

本项目主要研究智能板卡，响应国家提出的泛在电力物联

网的需求，集成各种形式的通信方式，以达到收取各种不

同类型的传感器数据的目的。将收集到的数据通过云平台

进行数据处理等人工智能方法，识别电网中出现的问题，

及时做出应答；预测电网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做好准备

。此产品主要针对传统传感器不够智能，智能传感器费用

高的解决方案，既减少更换智能传感器的费用也使得检测

线路更加方便智能。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83X

基于大数据的无线通信基站侧

智能存储技术与策略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赵宇杰 2182212586

牛万灏

/2186214269

，范国藩

/2185310553

，石朋昊

/2182210039

，吴琦

/2184214498

赵小艳 教授 0809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用本项目旨在通过对用户群的区域化划

分，利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对指定区域内的用户需求

信息进行统计和处理，挑选出需求量高的信息，并预测客

户需求，将可能被大量重复需求的信息提前保存至基站，

便于客户端直接下载，从而减轻基站与云端之间的压力，

并提高传输效率。户群的区域化划分，利用大数据及人工

智能技术对指定区域内的用户需求信息进行统计和处理，

挑选出需求量高的信息，并预测客户需求，将可能被大量

重复需求的信息提前保存至基站，便于客户端直接下载，

从而减轻基站与云端之间的压力，并提高传输效率。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84X

基于自动化存取系统的智能快

递终端的搭建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肖旭彤 2172321316

梁正

/2173714075

,杨春风

/2171510035

,丁紫凡

/2173724023

, 刁博

/2171411533

张育林
高级工

程师
0803

本项目开发的智能快递存取系统，可实现货物的自动扫码

存货、通知用户、自动取货等一系列功能，旨在降低快递

团队人力成本以及快递员的劳动强度，取代传统自提柜，

提升用户体验，为解决物流“最后一公里”提供有效方案

。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85X

基于WiFi的室内定位导航研究

与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苑德财 2182112862

叶文卓

/2183511600

，李宇轩

/2183311189

，卢雨轩

/2184411016

，张景博

/2186412261

范建存 副教授 0807

本课题针对目前室内导航导购应用的空白，打算实现一个

基于Wi-Fi无线定位技术的室内导航系统，它融合了室内

定位与导航服务。构造一个基于手机的移动终端应用，实

现基于Wi-Fi的位置指纹定位算法，建立关于地图的数据

库，并实现一种基于广度搜索的算法，来实现导航。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86X

讯询科技生涯辅助规划决策系

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喻涵 2186124127

贺启元

/2196114175

，张璇

/2186113024

,杨鸿谦

/2192311625

,吴博成

/2193211113

杨少华 副教授
0809

“讯询科技”是一款服务于高校学生升学与求职的智能辅

助决策系统。通过基于 Python 的网络爬虫程序进行特征

信息抓取、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信息的清洗与归整、基于

人口统计学和协同过滤等推荐算法进行升学与求职意向的

有效推荐、通过Web技术和数据库技术对系统进行实现。有

效地辅助学生升学就业，方便企业进行人才招聘，提高高

校毕业生去向的指导、管理和服务质量。同时也能为学校

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等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87X
纳米环保材料科技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尹能中 2184214485

叶鸿源

/2183511083

，冀泓江

/2186214296

，郁一帆

/2186113851

，树旭辉

/2160100106

李俊 工程师 0460

本项目推广的技术与产品是室内装修涂料添加剂，涂料采

用该添加剂后，可以克服传统墙面涂料存在的交联不能成

膜，成膜不能交联的问题，因而有很强的耐磨性，能很好

解决例如墙面开裂，起泡剥落，不易擦洗等墙面问题。目

前人们越来越重视节能环保，提高涂料的使用时间将成为

趋势，我们生产的环保产品刚好符合这样的市场需求，我

们的环保产品力争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涉足装修涂

料、办公用品等领域，创立以室内装修涂料添加剂为核心

的多元化经营公司。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88X
视觉自主决策摄像头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姜茗洋 2186114583

曾晨

/2183520134
兰旭光 教授 0809

本项目提出云台+主动式摄像机的方案，依靠主动感知策

略，调整观测高度和角度实现对空间内物体的模板匹配、

物体摆放位置关系的建模，这些信息会更全面的表现环境

的现状，并且为机器人实时避障、环境的再改造提供参考

依据，以解决传统摄像头的弊端。使用云台实现对视野和

视角的扩展；通过机器视觉、人工智能算法和硬件联动，

实现对给定特征的目标进行实时和自动的识别、检测、对

焦和跟踪，实现软硬件资源的高效利用，降低人工干预的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89X

Multiergent—多源联合智能

供能平台领航者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景尧 2186123640

宋雪莲

/2184224387

,张志浩

/2171411618

，李晓煜

/2176122749

，崔翔明

/2186114008

陈磊
高级工

程师
0807

项目致力于高端技术商业化道路，追求产学研一体化。项

目技术依托热流科学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热科学与

工程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拥有持续技术和市场推广支持

。多源联智供能平台基于操作平台、无线充电模块、电池

管理模块和软控模块，充分吸收绿色能源先进技术，集改

装简捷、结构稳定、耐用环保于一体，在无人机续航、通

信基站、 物流中心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场景。

Multiergent 领航者致力打造绿色能源、低碳智慧工程，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90X

未然科技——基于新材料的针

灸综合解决方法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昱翰 2160506046

张超

/3119105044

，刘鑫

/2183611837

，彭琛

/2174223739

张兰 教授 0804 ###############################################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91X
迈希智能测量技术有限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严晨毅 2193610407

王紫嫣

/2193622783

,林超强

/2193612804

，杨昊

/2186113517

丁卫东 教授 0806 ###############################################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92X

西安万衍生文化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谢昊彤 2178114319

苏潼

/2161100034

,施云芳/ 

2184120266,

杜婷/ 

2173220952,

韩亚楼/ 

2171311080

王冲猴 无 1305

西安万衍生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9年12月10

日。公司服务宗旨是设计为人民服务，公司定位：为其他

创业者提供完整品牌形象的创业者。公司文化：舒服。解

读：给员工营造舒适且自由的工作环境，给员工安全感，

最大程度激发创作的热情和设计的灵感。公司核心竞争

力：为客户提供完整的企业品牌设计和推广，包括各个识

别板块的完整性一体化、从构思策划直到落地和推出全流

程的服务。公司技术竞争力：设计师有经验，专业性强，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93X

基于视觉识别的全自主物流无

人机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卢佳薇 2187124725

蒋沛君

/2191111186

,姜晖

/2195112281

张留洋 教授 0807

本项目依托于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研发出第一代

基于视觉识别的全自主物流无人机系统，在技术领域与资

本领域，多轴旋翼无人机对于提高电子商务物流运输行业

的运输能力、运载任务可靠性被普遍认为具有重要意义。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94X

Agrcooper—新型农业合作社

的探索者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卢泽龙 2185110237

张智一

/2185120236

,苏政

/2184312681

,梁晓刚

/3119108030

,杨明洋

/2183410469

燕连福 教授 0823

西安交通大学普安智合团队利用团队成员来自多学院学科

的优势，同时与四川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诸多研发团队深度合作，立足于公益的出发点，为解决农

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创新农业合作社发展模

式建言献策。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95X
纳米环境净化剂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周靖渊 2185112329

郝鹏飞

/2184411037

，薛祺龙

/2186113930

，屈首超

/2186113839

，刘宇

/2160100161

秦元斌 工程师 0460

本项目推广的是一种全新的纳米环境净化催化剂，可以在

光照下把有机污染物分解成无污染的水（H2O）和二氧化碳

（CO2），因而具有极强的杀菌、除臭、防霉、防污自洁、

净化空气功能。而且净化的效率非常高，并且没有污染物

残留和二次污染，是一种功能极佳的光催化剂。目前制备

工艺已经研制成熟, 目前，实验室的产品在同等实验条件

下降解有机物甲基橙速率明显高于商品化的进口德国产品

P25。开拓纳米介孔光催化剂的市场，在合理的时间内尽量

缩短投资回收期，通过催化剂的应用给化工行业等广大客

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96X

基于μ Python的STEAM教育行

业机器人产品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段宇恒 2176112298

朱羽茜

/2176122269

,刘婷

/2175021203

,张浩

/2171310869

范世全 教授 0809

本团队致力于在强大的μ Python 沟通桥梁之上，为用户

搭建良好的交互平台，降低编程门槛。用最便捷的方法实

现用户心中最奇妙的创意，从而实现对青少年等新兴目标

群体的吸引。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97X
RGB 3D打印机体系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朱坤森 2186110914

马立程/ 

2196410182,

赵欣悦/ 

2183723417,

杨一鸣/ 

2186124353

张留洋 教授 0802

RGB3D打印机是一种基于PLA材料，利用红，蓝，绿，白，

黑五种颜色原料通过颜色管理系统控制混合搭配出其他颜

色，基于熔丝沉积制造（FDM）快速成型技术的彩色3D打

印机。RGB3D打印机将采用五进一出的喷头，利用新结构

实现不同颜色的快速均匀混合，同时利用自创的颜色管理

系统精准控制可以使得打印机可以搭配出更多颜色，补充

3D打印机颜色单一的不足，使3D打印作品丰富多彩。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98X

基于模块化设计和多模式交互

的智能手术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臧淇娟 2175321153

吴少波

/2186113123

,丁洁

/2176123193

,魏昕雨

/2186122964

连芩 副教授 0807

项目至旨在设计一款低成本、多功能、智能化的动物手术

系统。有利于教育资源的普及，提高实验效率，规范手术

操作，辅助完成高水平的教学及科研任务。同时结合“互

联网+”理念，开发互联网Web端以及移动端APP端产品，

利用互联网资源及产品推广，实现动物资源以及手术相关

信息共享，有助于提高动物资源的合理应用，促进教育及

科研信息交流。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799X
联动高校与城市的特色文创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颜雨晴 2184320508

马楠

/2186120676

，张倍笙

/2186113689

，文琅

/2186114348

，包立

/2193311545

牛琛富

茜
讲师 1305

团队目前筹划以现有工作室为基础成立文化创新创业公

司，进行微创业实践。公司计划的核心模式为“企业+工作

室”模式，主体文创内容为联动高校与城市的特色文创，

将交点文创工作室已有的20余件产品的设计风格及理念结

合城市文创方面拓展。同时，由公司根据交点文创工作室

校园文创经验为基础，结合城市文化特色以及风土人情联

动出品。

√ √

2020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S202010698

800X
睿博云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晓彤 2176122253

唐璐斐

/2174321681

，陈玉林

/2176413415

桂小林 教授 0505

本项目为专门面向机器人的物联网云平台系统。通过已有

的机器人，开发通用的机器人云平台系统，从而协助多类

型机器人均可在平台上实现传感器数据可视化呈现、视频

录像传输呈现、数据存储，以一套通用云平台方案减少目

前机器人云端系统重复开发的情况，加速机器人更快走进

各行各业，降低社会成本，带来丰富的经济价值。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1
框肋类零件外形柔性检测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兵 2018300129

张力升

/2018300130

,牛建文

/2018300078

,罗青伶

/2018300125

,黄贤纯

/2019300086

刘闯 副教授 0820

飞机的框肋类零件常常用作翼肋、机身框架或其他骨架零

件,通常可以占到飞机钣金件数量20%以上，同时，框肋类

零件具有尺寸各异、形状复杂的特点，当前对外形和弯边

角度的检测中主要采用外形样板和通用量具相结合的方

式，效率不高、专用工装增加了制造成本。本项目旨在设

计一种框肋类零件的柔性检测装置，能够根据框肋类零件

形状和尺寸进行快速调整，对零件外形误差进行可靠检

测，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保证产品质量。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2

轮式足球机器人多维视觉与信

息融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申海洋 2018302437

朱娟娟

/2018303118

,卢军汀

/2019302791

,茅清邵

/2018301185

于会 副教授 0809

轮式足球机器人是一款竞技性的移动机器人：在规范的环

境与规则下,机器人全自主通过环境感知、多机协作、决策

部署等环节,以实现进球得分的最终目的。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3

氮化硼的液晶改性及其在环氧

树脂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蓓 2018302680

李昀格

/2017303590

,柳宇轩

/2017303583

顾军渭 教授 0804

本项目尝试以球形氮化硼为导热填料,并采用溶液法对其进

行液晶环氧接枝,制备液晶环氧改性的氮化硼导热填料

（LCE-g-BN）,再将LCE-g-BN导热填料按比例加入到环氧

树脂中,制备LCE-g-BN/环氧树脂导热复合材料,研究LCE-

g-BN导热填料对复合材料的导热性能及其它性能的影响。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4

多无人机协作场景构图技术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虹方 2018301952

陶帅文

/2018303269

,陆平

/2018303298

唐成

凯,张

玲玲

副研究

员,助

理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07

本项目将使用四旋翼无人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未知环境

下多架无人机视觉SLAM,技术研究，以多无人机协作为背

景，开展在未知环境下运用视觉SLAM技术实现无人机场景

构图，在此基础上考虑点云地图融合的特性，改进原有的

融合算法，尽可能解决单机在构图时间和精度上的缺陷，

将多架无人机构建的局部地图进行拼接从而得到范围更广

的全景图，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5

基于北斗导航星座的语音通信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雨婷 2017301881

王顺

/2017303035

,马鹏

/2017303010

,张子瑶

/2017301223

何贵青 副教授 0807

较之北斗一号向中国及周边区域提供的短报文长度，北斗

三号提升了10倍同时向全球范围提供短报文试用，长度80

字节。传统靠打字输入文字显示阅读的短报文交互方式限

制了北斗短报文功能的目标用户市场。基于前期研发的北

斗一号声码器，研发了适配北斗三号的声码器，改善了语

音质量，将单次语音时间从2秒提升到了25秒，完全具有了

全球范围内语音对讲、文字聊天的商用价值。（项目已经

通过了海军科研项目验收，正在进行产品化）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6

光致一氧化碳释放纳米凝胶的

制备及抗生物被膜相关感染性

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卓雅 2019303823

董思翰

/2019303870

,杨振海

/2018303369

,康哲诚

/2019303832

李鹏,

王腾蛟

教授,

副教授
0804

生物被膜相关感染正危害着人们的健康，而常规抗生素疗

法对其的疗效却不尽如人意。为解决这类问题，本项目基

于气体信号分子CO近年来在抗生物被膜感染方面的研究，

拟开发一种生物被膜微环境响应光致CO释放纳米凝胶。该

纳米凝胶能响应生物被膜内的酸性环境和高表达酯酶，同

时能够利用外源性可见光刺激调控CO的释放。项目拟探究

CO与生物被膜之间的相互作用，希望为对抗生物被膜相关

感染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7

基于氧化石墨烯@纳米银复合

颗粒的聚乳酸静电纺丝多孔纤

维及其抗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锦阳 2018303654

李洪宇

/2018303625

,施晶怡

/2018303669

,孙致远

/2017303644

史学涛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以“聚乳酸静电纺丝多级结构构筑——

PLAPDAGO@AgNP抗菌薄膜制备——聚乳酸基复合抗菌敷料

性能研究”为主线，通过静电纺丝工艺和非溶剂致相分离

法，结合GO@AgNP抗菌复合体系，以聚多巴胺为“桥梁

”，构筑具有多层级结构的聚乳酸多孔纤维抗菌材料。以

提高聚乳酸纤维孔隙率和抗菌性能为主导思路，系统开展

多孔材料结构调控和PLA负载GO@AgNP抗菌体系工艺机理的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8

微小型侦查无人机波束扫描天

线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智中 2018301737

于小洋

/2018301856

,徐爱玲

/2018301928

冀璐

阳,张

顺

讲师

(高

校),讲

师(高

校)

0807

微小型侦察无人机是一种可携带的战场侦察设备，可以广

泛应用在空中监视、生物战剂探测、目标识别、通信中继

等场景。波束扫描是侦察无人机的一项重要功能，指辐射

波束可以根据目标方向进行快速动态扫描。通常无人机采

用阵列天线实现波束扫描，但阵列天线馈电复杂、体积大

、成本高。本项目将提出一种新型的轻质量可重构天线结

构用于实现微小型侦查无人机的波束扫描功能。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9

多物理场耦合作用下液滴的凝

并与混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源 2018302606

屈冰倩

/2018302598

,杨淼

/2018302626

,李晗阳

/2019303122

,朱仕成

/2018301655

臧渡洋 教授 0702

声悬浮技术控制液滴、药液等溶液进行无接触的凝并混

合，在生命科学、新药物研制和新材料开发等领域发挥重

要作用。而通过研究声场-电场多物理场耦合作用下液滴的

凝并混合，这会是诱发化学反应的一种新方式。施加电场

于声悬浮条件下的液滴，观察液滴凝并的动态过程，确定

电场条件下诱导液滴凝并的临界电压。观察不同种类、不

同尺寸液滴凝并的动态过程，分析临界电压与液滴性质的

关系，揭示诱发液滴凝并转变的影响规律和物理机制。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0

液相环境中的声场优化与超声

悬浮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年福 2018300708

樊瑞涛

/2018300349

,周钊

/2018300704

,李小北

/2018300724

,余泓君

/2019302402

臧渡洋 教授 0803

液相环境中的声场优化与超声悬浮研究的声悬浮装置，是

一款应用超声驻波原理，实现在液相环境中对于不溶液体

和固体较为稳定的悬浮，以及通过改变超声发射端和反射

端的距离实现对于悬浮物的操控，具有拓展声悬浮技术在

液相环境中应用的创新性，和在柔体材料研究制备、生物

细胞组织培养、环境工程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的实

用性。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1

视觉信息slam优化算法的实物

运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志澎 2018300638

熊晓辰

/2018301993

,李喆元

/2019302788

霍超,

刘佩进

副教

授,教

授

0807

视觉同步定位以及地图构

建,(Simultaneous,localization,and,mapping,SLAM)

技术应用于轮式移动机器人上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2

基于AGV磁导循迹避障的导盲

智能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冉卓然 2018302023

武嘉启

/2018302021

,张希煜

/2018302050

,郑乐伟

/2018302047

,余国清

/2018302025

曲仕茹 教授 0808

考虑到盲人的出行距离不会过长,出行区域不会过大,我们

小组研究的智能导盲车将致力盲人在相对简单的环境下

（如小区、公园）安全行走。经过对比上述循迹导航方式

及现实环境要求,我们小组决定结合磁导探测、红外传感、

超声测距、语音识别等技术,打造一种低成本非工业的AGV

室外磁导循迹小车,满足盲人在特定生活区域的基本出行需

求。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3

应用于机场航站楼的自动跟随

全向行李箱底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伯昊 2018303263

郝毅仁

/2018301194

,孙鹏超

/2018303512

,梁宇峰

/2018301529

,董泽煊

/2019301424

罗俊,

黄晓秋

副教

授,三

级实习

指导教

师

0808

以全向移动底盘为基础，组合上方可固定行李支架与后方

行李拖钩，实现行李搬运以及灵活移动，同时以视觉识别

及蓝牙为基础的自动跟随，友好的移动端app为该项目加入

更多创新点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4

实时红外图像的电塔过载监测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青松 2019300602

文熙雅

/2017302033

,石正海

/2019302069

,江汇洋

/2019301101

王震 教授 0808

压铸件行业普遍存在合模处有形状不规则毛刺的现象，毛

刺点的定位和毛刺轮廓尺寸识别成为了自动化去毛刺的难

点。目前，业界多采用手工或半自动化的方法去毛刺，存

在加工效率低、精度差、厂房粉尘大和工作环境恶劣等缺

点。

而我们的基于视觉的六轴工业机器人去毛刺工作站改变传

统的工业机器人示教再现编程方式，将图像轮廓信息转换

成当前工作空间的加工路径，运动控制系统在优化路径的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5

基于深度学习的飞机起落架缓

冲性能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潇元 2017302546

张二超

/2017302554

,肖阳

/2018303471

,欧阳冠宇

/2018303559

,李思健

/2017300314

徐勇,

焦哲

教授,

助教

(高校)

0701

本项目主要以飞机起落架为研究对象，以传统的飞机起落

架模型为研究基础，从起落架落震实验数据出发，采用人

工智能-机器学习方法，实现对起落架参数精确辨识，进而

尝试以数据为驱动，进行起落架动力学建模；同时，利用

深度学习方法根据数据的标签对研究数据进行预测，建立

起落架缓冲性能高精度人工智能预测模型，减少落震试验

的周期，提高预测精度。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6

多种材料复合的蜂窝夹层板结

构设计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严国乘 2018300223

朱奕潼

/2018300668

,郭佳澍

/2019300212

,赵志强

/2019300915

郭英男
副研究

员
0820

本项目旨在将蜂窝夹层板结构应用到机翼梁上，通过上下

非对称的结构，使用抗压性能好的材料作为上板面，使用

抗拉性能好的材料作为下板面，使用树脂和新型塑料泡沫

作为夹芯材料，以此适应飞行过程中无人机机翼梁比较特

殊的受力情况，以达到保证强度的同时减轻机翼梁的重

量，减轻飞机自重，提高经济性。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7

一种小型低速风洞试验段附面

层分离设备设计与制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鼎 2018301262

杨谨宇

/2018301259

,王康宁

/2018301234

,胡力川

/2018301255

,王雪寒

/2019301368

苑伟

政,何

洋

教授,

教授
0802

在使用微型试样气动减阻直流式低速风洞进行贴壁平板和

中心区二元翼型实验时,来流不可避免的在试验段前产生附

面层,当测量试样对精度要求较高时,附面层会造成明显的

误差,本装置旨在吸出附面层,并减少对附面层外流场的干

扰。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8

TiAl基合金扩散连接中间层设

计与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邵启航 2018300941

纵榜倓

/2018300942

,丁靖海

/2018300943

,曹凱

/2018300944

唐斌 副教授 0804

本课题选择Ti-43Al-4Nb-1Mo-0.1B合金与Ti-22Al-25Nb

合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扩散偶技术，并结合“高空

间分辨率”分析手段，研究扩散连接-热处理工艺下的扩散

连接界面演化规律与元素扩散路径，分析相变动力学机

理，探索界面组织调控机制；基于界面组织分析结果，通

过元素和组织类型匹配，设计中间层材料，并评价整个连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9

基于定向进化对PET塑料降解

酶LCC的改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凡 2018302822

罗志轩

/2018303477

,张宇

/2019303542

,张卓玉

/2019303547

牛卫宁 教授 0830

目前，塑料的年产量达3.6亿吨，其回收率却不足9%，“

白色污染”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传统的塑料处理方式会给

环境带来沉重的负担，而生物降解法则绿色环保，符合当

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但目前已发现的PET塑料降解酶

存在活性低、产量小等问题，难以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

我们团队计划通过定向进化和发酵技术对PET塑料降解酶

LCC进行改造，提高其活性并进行大量生产，使它可以更好

地应用于PET塑料的生物降解中。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0
“灵犀”手机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坤 2017300730

林宇轩

/2018302498

,吴宇航

/2019302270

,张中浩

/2018300907

,王子恺

/2019302266

刘建国 副教授 0807

我们赋予手机以“肢体”，让手机从原来被动的通讯娱乐

工具“活”起来。同时我们还为手机开发出智慧程序，赋

予其“思想”，使他能帮主人跑跑腿、陪伴老人、看护儿

童、保护家庭，监护健康等。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1

表面修饰铜涂层石墨烯与钛的

界面反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品蹊 2018303474

季博渊

/2018300937

,王子君

/2018300938

,周亦奇

/2018300934

,吴越

/2018300936

陈彪 教授 0804

项目拟以表面修饰铜涂层石墨烯增强的钛基复合材料为研

究对象，通过化学镀方法在石墨烯表面沉积纳米铜涂层

(Cu@Gr)，研究石墨烯/钛复合材料（Gr/Ti）界面反应和

拉伸、压缩、断裂韧性、冲击韧性等力学性质，并确定良

好成型Gr/Ti复合材料的工艺参数范围。在此基础上，探

索铜修饰的Gr/Ti复合材料界面模型，结合动力学计算分

析铜的扩散行为，探讨Gr-Cu-Ti界面的微观可控性。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2

高性能白光d-f混金属聚合物

薄膜材料的开发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辉泽 2018303676

何一凡

/2018303685

,王果

/2018303682

,袁帅

/2019303721

冯维旭 副教授 0804

稀土配合物具有光吸收能力强，能量转换率高以及优异的

光致发光能力，在高性能白光材料中具有潜在应用前景。

然而，目前白光稀土配合物蓝光部分主要由配体残余荧光

或有机蓝色荧光材料提供，导致白光量子产率偏低，此

外，掺杂类稀土白光材料也存在相分离与局部浓度淬灭等

问题。因此，本项目拟以蓝色磷光铱配合物与稀土配合物

共聚合而制备高性能全磷光单组份白光材料，以望获得高

性能白光材料的突破，并最终将其应用于WLEDs。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3

智慧党建之“三会一课”智能

会议支撑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璇 2017303079

夏壮飞

/2017303080

,段鹤

/2018303042

,郝志伟

/2017303012

陆伟,

杨帆

副教

授,王

春杰

0809

响应党中央关于“创新信息化党建工作”的号召，关注基

层支部党员减负、流程优化、党务增效，针对党章中对于

支部召开“三会一课”的规范要求，采用视频远程分发、

人脸生物识别、语音识别转写、声纹智能鉴别等高新技术

手段，丰富会议过程交互方式，支持多会议室、多人远程

同步参会，打造一套“三会一课”智能会议支撑系统。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4

磁场智能驱控多稳态结构器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冬月 2018301330

李凌峰

/2018301362

,李志奇

/2017301376

,习昊天

/2017301338

,张旭

/2017301359

张峰 副教授 0801

本项目基于多稳态结构和磁场驱动方式，通过理论分析、

数值模拟和实验测试的手段，进行多稳态结构设计、非接

触式磁场驱动的可变形结构性设计和太阳能电池板总体结

构设计与变形机理分析，提出一种新型磁场智能驱动多稳

态太阳能电池板结构，分析其驱动方式和主要因素影响规

律，建立描述结构功能实现的理论和有限元模型，进而实

现对多稳态结构变形的主动控制。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5

基于多源生物电信号经模糊算

法融合的军用飞行员疲劳检测

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容霁 2018300269

高睿鑫

/2018300268

,胡康

/2018300266

,张子辰

/2018300552

,张培铖

/2018300556

李志宇 副教授 0820

本项目设计了融合肌电信号（sEMG）与心电信号的多源信

息融合疲劳检测设备应用方案。心电信号中的瞬时频率和

心率变异性、表面肌电信号中相对积分值都是判断疲劳的

指标。由于上述指标对疲劳判断具有模糊性，因此本项目

采用模糊算法融合三类信息，对疲劳状况做出了综合判断

。相对于单一数据而言，信息融合提高了疲劳判断的准确

性。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6
智能空战电子演练沙盘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鼎涵 2018301718

刘琦

/2018301739

,雷祥飞

/2018301732

,宋瑞麒

/2018302194

马云红 副教授 0807

无人机将成为未来空战的主体，为了提升无人机作战效

能，研究并提升无人机应对作战环境的自主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人“阿尔法狗”能多次战胜围

棋大师，佐证了为机器加载算法可以使其具有人工智能决

策能力。项目旨在研究设计无人机自主空战决策系统，为

无人机加载自主空战决策算法，提升无人机自主应对复杂

空战的能力。项目拟开发设计仿真软件，用于配置不同的

空战场景，进行自主决策算法的有效性验证。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7
通天塔--结构化整合教育资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豪杰 2017301169

杨晓旭

/2017301173

,李景轩

/2017301181

高逦 副教授 0809

通天塔的存在是为了解决学习者一些常见的问题。学习者

会发现学习过程的低效性,学习者需要熟练的运用搜索引擎

去不断地解决你的问题。学习者常常有这样的担忧,我学的

材料是否是最新的,是否有问题,是否足够好,我的学习流程

是否合理等等。通天塔就是为此设计,通天塔希望知识能在

此积累迭代,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让后来者能在此基础上

继续深耕,增加迭代速度。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8

多信息融合的自主导航消毒机

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作栋 2018300982

邵致远

/2018300081

,李一平

/2019301524

,袁曦

/2019301313

,冀晨宇

/2017302940

袁媛 教授 0809

借助SLAM与视觉识别等技术实现多信息融合，设计并制作

具有自主导航功能的智能消毒机器人，希望借此解决疫情

爆发时抗疫前线缺乏人力物力资源而造成的窘境，高效节

能的实现更大面积的杀菌消毒工作。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9

自主式多自由度旋翼推进式水

下航行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文博 2018302066

沈岭南

/2017300781

,王世伟

/2019302794

胡高歌
副研究

员
0807

本航行器采用了多自由度旋翼推进的技术,使航行器能更加

灵活的运动。并满足大量复杂动作的实现。在软件方面设

计水下航行器视觉系统平台和上位机控制界面,并进行相应

的水下视频图像采集与实验验证。使用视觉结合惯性测量

的方式进行水下定位。其主要传感器有基于三轴加加速度

计和三轴陀螺仪的惯性测量单元、磁力计、深度计和相机

。最终利用卡尔曼滤波进行姿态解算。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30

高密度qy-HMX基推进剂的热分

解与燃烧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洁雯 2017300569

柏新

/2017300575

,朱灵羽

/2017300570

,刘昱涵

/2017300564

,王子康平

/2017300565

严启龙 教授 0820

本项目将围绕qy-HMX在四组元复合固体推进剂中的应用这

一主题展开研究。通过催化剂体系筛选并开展qy-HMX推进

剂主要配方能量优化设计，对优选配方进行制备和性能评

估，得到其反应释能规律。并利用热分析获得推进剂体系

的分解放热过程，并以此来揭示qy-HMX推进剂的热分解和

燃烧机理。为该新型高能物质qy-HMX在高能推进剂中的应

用提供一定的实验数据支持，同时为高能量密度低燃速推

进剂的开发奠定基础。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31

Co3O4多孔结构与形貌控制及

其在苯类VOC检测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雨民 2017303466

于欣雨

/2017303524

,毛艺瑾

/2017303525

耿旺昌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以检测苯类有机废气污染物为应用切入点，通过模

板法及溶剂热法对Co3O4多孔结构及形貌进行调控，并探

索外部条件对多孔结构及形貌、尺寸、取向的影响规律和

机制，最终实现Co3O4多孔结构的精确调控；研究Co3O4多

孔结构和形貌演变等对苯类有机污染气体的气敏性能的影

响，如反应灵敏度、反应响应/恢复时间等，并分析气敏性

能机制及传感的影响因素，最终实现苯类有机气体的高性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32
基于图像识别的虚拟键盘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群 2018303023

周轶恺

/2018301203

,吕嘉诚

/2019302545

,张家乐

/2019300397

,陈松玲

/2019303353

黄国胜 教授 0809

本项目旨在开发一个应用非接触式体感交互技术实现的轻

量级、低成本、重体验的虚拟键盘输入软件产品。该软件

依靠手机自带的前置摄像头实现数据的获取，应用计算机

视觉、模式识别和智能建图等技术，识别敲击动作，并根

据手指位置和适应位点智能建立虚拟键盘模型，然后识别

手指敲击位置并确定对应按键，最后根据上下文词句关系

修正实际期望敲击按键并反馈到键盘模型进行实时模型优

化。通过以上的功能，实现全虚拟键盘输入方式。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33

基于优化算法的人形步态机器

人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鹏宇 2018301898

陈屹晖

/2017301749

,江峰

/2017300816

,马文杰

/2019302546

,张博文

/2018302202

潘炜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以本团队自主研发的浩劫人形格斗机器人为基础，

从硬件控制，通信优化，到机械结构，对机器人平台进行

完全重制。利用粒子群优化算法，研究人形机器人的步态

规划问题，并将研究成果部署在重制的浩劫机器人上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34

轮式足球机器人策略优化及仿

真与实物测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褚原 2018303016

孔垂旭

/2019301508

,董鑫

/2018302185

,王天倚

/2019302443

,王雨婷

/2018303017

符宁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针对中型组足球机器人,以需要复杂策略和团队协作

的足球运动为切入点,设计一套能够实现在复杂的动态环境

情况下多个机器人通过准确和高协同性的通信和信息共享,

完成足球比赛任务的策略系统,并且基于ROS和Gazebo仿真

平台对轮式机器人和3v3对抗赛进行建模仿真,经过调整与

优化后应用于自主设计的实物轮式机器人进行测试。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35

设计和制造口服型胰岛素用于

糖尿病治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旭华 2018303377

刘军

/2018303375

,杨清宇

/2019303565

孙乐明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拟开创性地设计和制备一系列具有高安全性、高稳

定性、能免受胃肠消化酶破坏的口服型胰岛素纳米药物。,

本研究对评估糖尿病病理学进程具有重大意义。该项目的

开展有助于推动我国糖尿病的治疗方式和治疗药物的升级

换代，降低我国广大糖尿病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36

基于小样本深度学习的图像目

标识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曾庆捷 2018300162

陈培坤

/2018300189

,陈先

/2018300177

,徐智鸿

/2019302271

,宫敬周

/2019302286

耿杰 副教授 0807

目标识别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视频监控

、自主驾驶、人机交互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应用

价值。本项目以Faster-RCNN作为主体网络框架，采用高

度多样化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数据集FSOD，通过基于注意力

机制的区域生成网络，获取更小、更精确的候选方案，其

中包含高潜力的目标对象，最终通过多关系检测器以及双

向对比策略实现小样本目标检测。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37

高限域空间内非血红素高价铁

配合物性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温煦 2019301284

温纪元

/2019303806

,余嘉特

/2019301287

,崔文瑞

/2019301271

陈娟,

陈凯杰

副教

授,教

授

0703

发展高效绿色的催化体系是实现能源高效绿色利用的直接

途径。高价铁配合物以其高活性和高选择性成为廉价催化

剂长期研究的热点。但在目前的催化体系中,因单核高价铁

配合物在溶液中对底物的活化可控性低,稳定性低,且极易

发生聚合形成氧桥连接的双核铁配合物,导致反应中止,因

此本研究从该问题着手,探索新的反应环境,即高限域空间

内高价铁配合物的性质研究,以期从“物理隔离”的角度提

高该类配合物的反应活性和稳定性。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38
一种太阳能无线电充电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鹏程 2018301094

刘铭浩

/2018301090

,袁浩

/2018301205

,曹思睿

/2018301109

,李劲楠

/2018302381

李发

元,罗

俊

技师,

副教授
0808

太阳能无线电充电系统由太阳能可无线充电智能车和可无

线电充电无人机两部分组成。太阳能可无线充电小车由太

阳能充电系统，无线电充电系统和驱动系统三部分构成。

可无线电充电无人机由可无线充电系统，散热系统和驱动

系统所构成。太阳能无线电充电系统从用ROS通信系统可实

现空天一体相结合高效率的远距离侦察检测，同时利用太

阳能和无线电充电系统有利解决了无人机航性能不足的问

题，实现了长时间规律性勘察工作。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39

静默坑道——设计与仿真试验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孟辉 2017300667

阳磊

/2017300678

,林乔郁

/2017300680

,潘益民

/2017300663

,胡小玉

/2019300968

闫靓 副教授 0825

本项目针对大型空压机进气噪声，开展以消除气流噪声为

主要目的“静默坑道”设计与仿真试验验证研究。研究聚

焦“静默坑道”设计关键环节，确定设计要素，形成设计

规范。希望通过项目达到:(1)设计的“静默坑道”压力损

失小,气流脉动衰减率高，成本低、易维修，能够显著降低

空压机吸气噪声,达到噪声排放标准(2)形成有实践指导意

义的“静默坑道”通用设计指南，为相关企业同类型设备

的噪声问题提供最佳经济型治理方案。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40

基于游标效应增敏的纤上马赫

-曾德尔干涉仪传感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雨欣 2018302643

皎文毓

/2018302644

,肖玉阳

/2018302651

杨德兴 教授 0702

本项目利用基于游标效应的增敏技术制作出灵敏度高、体

积小、成本低的光纤传感器，实现对温度、压强及多个变

量同时测量。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41

“Joyin”高校课外管理服务

平台的开发与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欣杭 2018301626

董韫慧

/2018301617

,孟庆海

/2017303045

,王斯睿

/2019301589

,王炳楠

/2018303112

高文君 副教授 0809

随着教育的推进，高校在注重专业知识传授的同时，学生

的课外生活也日益丰富。本项目旨在开发一个管理学生课

外活动的小程序，从学生,社团,老师三方面入手，实现发

布,报名,管理等功能，为高校各方提供一站式服务，使得

社团创建和管理活动可以更加方便清晰，学生可以更便捷

地收到活动与竞赛信息,报名参与,关注部分社团信息，老

师可以更直观地获取活动情况和学生参与情况。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42

铁矿尾矿作为道路基层材料的

探索性试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可心 2018301416

杨丽

/2018301418

,桑瑞涓

/2018301374

李世洋 副教授 0810

目前铁矿尾矿因回收技术的限制而直接堆弃处置不仅占用

大量土地，还对当地环境和人造成健康威胁且需要大量资

金对尾矿库进行监管与维护。铁矿尾矿的化学成分中含有

SiO2、Fe2O3、Al2O3使其有望成为胶结材料从而实现资源

化利用。本项目拟以陕煤集团的铁矿尾矿为研究对象，通

过试验方法确定其作为固化剂固化陕西黄土用作道路基层

填料的可行性以实现铁矿尾矿资源化利用。研究结果具有

巨大经济价值、环保价值和社会意义。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43

过冷多主元合金的非平衡凝固

动力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钱天川 2019301130

白立臣

/2019301221

,屈佳润

/2019300995

,文长风

/2019301133

,崔雅斐

/2018303501

王海丰 教授 0804

（1）多主元合金非平衡凝固生长动力学研究。（2）多主

元合金非平衡凝固组织形貌研究。（3）多主元合金非平衡

凝固的偏析行为研究。（4）多主元合金非平衡凝固力学性

能研究。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44

垂直起降固定翼运载无人机的

设计与控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述蕾 2018301568

王猛

/2018302152

,雷畅

/2018300313

,杨子涵

/2019303737

,李凡

/2018302146

袁昌盛 副教授 0820

本项目旨在设计一种具有较高运载能力、较小能耗的小型

10kg级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从电推进系统设计、总

体气动布局、结构设计、过渡过程控制等方面进行研究，

以尽可能降低能耗、提高载运量为目标。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45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端对端无

人驾驶车辆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志康 2018301945

许程远

/2017302430

,李汪昌

/2019302063

周巍 教授 0807

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计算机视觉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在进行无人驾驶的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

由于出现的时间不长以及技术水平的限制，无人驾驶的安

全性还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而且法律对于无人驾驶也没

有完善。所以目前大部分研究是在实验室的条件下进行的

。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算法与实验小车进行端对端

的神经网络架构将摄像头中得到的图像进行特征提取从而

进行反馈、纠错，最终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情况。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46

小型无人机发动机重油雾化器

设计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聂晓乐 2018301083

周赜远

/2017301062

,时新昊

/2017301099

,郝文硕

/2018301007

,杨浩男

/2018301082

司朝

润,李

玉军

讲师

(高

校),讲

师(高

校)

0802

在国外提高重油雾化性能的研究中,大多通过调整油气混合

方式和气场流动来促进油气混合,鲜有改善气道结构的解决

方案,其雾化器在重量等参数上无法满足无人机的需求；国

内的研究多为现有气道结构的仿真和实验,针对应用于无人

机的雾化器更是寥寥无几。本项目正式从改善气道结构出

发,用现有的Hartman超声雾化器和Laval喷嘴进行复合,使

气流加速到超音速,油滴被雾化的更细小,从而与空气混合

更均匀,提升燃烧效率。相较于原有的雾化设备,此种雾化

器重量轻、雾化性能好,具有通用性,是针对小型无人机发

动机的一次技术攻关。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47

液晶氮化硼纳米片/室温硫化

硅橡胶导热胶粘剂的制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思捷 2018303672

刘溪瑞

/2017303586

,茹一凡

/2019303815

顾军渭 教授 0804

本项目拟采用BNNS为导热填料，并用ECFB对BNNS进行功能

化改性，制备LC-BNNS；采用RTV为基体，并在其中加入

MTES作为固化剂与DY-12作为催化剂；材料混合均匀后施

加外加电场诱导LC-BNNS取向，制备LC-BNNS/RTV导热胶

粘剂, 分析研究导热填料用量、外加电场强度等因素对胶

粘剂导热性能、粘结性能、绝缘性能的影响。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48

基于LORA的低成本分布式山火

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伟明 2018302248

杨欣怡

/2019302230

,刘崇基

/2019300058

,于目航

/2018302247

,程泽堃

/2017302624

于会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拟研发一款基于LORA（一种基于扩频技术的远距离

无线传输技术）的低成本分布式山火检测系统,实现一套系

统对一个县的小山林进行山火监测。设备组由县森林消防

机构的主站上位机、位于山林的主机和从机组成。系统可

以以低成本实现广范围、高精度的山火监测功能,可以有效

解决小山林山火问题,节约我国在小山林投入的护林人力资

源,具有较大现实意义。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49

基于自然语言情感分析的微博

舆论跟踪监测系统——以微博

中的谣言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笑宇 2018302824

翟哲

/2018302768

,杨雨豪

/2018302343

王娟茹 教授 0303

本项目主要想要以微博中的谣言为例，通过研究谣言在微

博中的传播和SIR模型等，利用自然语言情感分析，设计微

博舆情监测系统来筛选出某一热门话题中群众在微博上传

播最为广泛的信息，并提取关于该信息、群众发表最多的

言论或表达的情绪、态度等，来展示人们目前对该信息持

有的态度，为相关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50
复杂地形智能救援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子腾 2018300570

郝彦琦

/2018303156

,黄岳

/2017300474

,邢丽寅

/2017302004

,陆畅

/2019302808

吕梅

柏,韩

治国

副教

授,助

理研究

员

0802

本作品是为在地震、火灾、核辐射、人为恐怖活动等灾难

环境中实施救援而设计研发的机器人。本作品应具备穿越

复杂地形能力的机械结构。复杂动态环境中机器人的自主

搜寻与建图能力，基于深度学习的危险品标志识别能力等

。希望通过本作品一方面能辅助救援人员在灾后更高效地

开展救援工作，在有限的时间内救助更多的受困者，另一

方面能替代救援人员深入到危险的环境中，减少在救援过

程中人员的二次伤亡。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51

概率统计理论在R语言中的可

视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雄榜 2017302565

张子璇

/2017302556

,安康宁

/2017302559

,邱天瑞

/2017302541

王亮 副教授 0712

本项目基于R语言，针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的一些概念、

方法及定理，进行理论的可视化研究，将理论方法放到实

践中，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

时，可视化的研究将来不仅可以运用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教学上，还可以运用在很多学科和专业，大数据环境下的

数据可视化具有非常大的前景和意义。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52
四旋翼飞行器稳定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龙国黔 2018301917

张诺贝

/2018301811

,孙近尧

/2018301829

,王睿泽

/2018301868

,付好宇

/2019301906

王大伟 副教授 0807

利用STM32单片机设计制作一种四旋翼无人机，提高四旋

翼续航能力，增强四旋翼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鉴于目前

四旋翼桨叶损坏无法安全返航、阵风条件下侧翻无法回正

导致坠机等问题，提高机器工作适应性，加强姿态稳定控

制，实现损坏一只桨叶情况下保持平稳飞行，实现20米高

度以上四旋翼空中侧翻及时稳定回正。完成以上所述技术

要求可增强现有技术下四旋翼的使用耐久性、应对恶略环

境的适应性以及故障发生后机器可回收性。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53

现场作业安全防护及远程支援

智能穿戴产品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楷迪 2018300768

张璇烨

/2018300760

,姜浩男

/2018300422

,常智炜

/2018300435

,张涛

/2019300888

杨占

龙,李

道江

副研究

员,副

研究员

0819

在工地作业中，常常发生工人触电的事故。为此，本项目

拟设计一个系统。由头盔检测到强电之后，通过手机将信

号传给后台的控制端，后台控制人员与工人进行视频通

话，制导他们进行故障排查。确保工人的人身安全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54

基于深度学习网络的典型心脏

病AI诊断模型的研究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奇松 2019302729

花旭

/2019302726

,刘宇阳

/2019302728

,任溢华

/2019302704

,于锦阳

/2019302740

聂烜,

魏倩茹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0809
本项目将 CT 图像三维模型重建方法、深度学习、大数

据挖掘与分析技术应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55

一种自剥离型抗菌水凝胶敷料

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冠迪 2018303547

余星辰

/2018303506

,万佳莉

/2018303497

,刘媛媛

/2019303568

,肖黎爽

/2019303881

陈强,

牛银波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4

创可贴使用方便，用量极大，仅中国年产量就高达百亿片

。针对传统创可贴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本项目将研发一

种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良好的抗感染能力、易去除，避

免破坏新生组织的新型创伤敷料。本研究以水凝胶为基

体，利用温度敏感型材料的 “开关”效应来控制水凝胶的

溶胀行为，实现水凝胶的自剥离特性。同时将载药纳米微

球作为抗菌药物递送载体复合于水凝胶敷料中，实现抗菌

剂的高含量负载和缓慢释放从而达到长时杀菌抑菌效果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56

脉冲激光辅助石墨烯共价锚定

超细氧化物颗粒与储锂性能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虞李泽 2018303667

于浩奇

/2017300966

,田丽君

/2018301352

,王欣雨

/2018301455

徐飞,

王洪强

副教

授,教

授

0804

本项目提出一种新颖的脉冲激光辅助石墨烯共价锚定超细

氧化物颗粒的策略。利用液相脉冲激光辐照技术在构筑亚

稳态超纳粒子方面独特的优势，实现超高负载SnO2超纳粒

子在石墨烯片层墙上共价键合的均匀紧密锚定，弥补传统

方法的缺陷。独特的结构设计也有望为储锂过程提供丰富

的活性位点，使锂离子电池的电化

学性能得到显著改善。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57

基于语音识别和文本情感分析

的多功能情感陪护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涛 2018302339

王力捷

/2017300109

,张露凝

/2017301241

,赵洪民

/2019300739

,刘国梁

/2019302464

王鹏 教授 0808

本项目计划拟设计一款基于语音识别和文本情感分析的多

功能情感陪护机器人,改机器人通过语音识别记录使用着在

与他人或机器人交谈时的话语,基于LSTM模型训练深度学

习网络分析使用者的情绪,并通过采取一些相对应的措施来

及时帮助使用者调整心情,此外,计划增加完善的人机交互

系统和基于seq2seq模型的自动回复功能,且采用全声控方

式进行控制。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58

骨微环境仿生模拟与细胞代谢

实时监测的骨组织芯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国馨 2018303360

卢玉惠

/2018303362

,吴国冰

/2019303538

杨慧,

任丽

教授,

副教授
0710

本研究拟利用微流控技术构建一种骨组织芯片，实现骨组

织中缺氧和间质流体微环境的仿生模拟，并集成可实时监

测细胞功能的生物传感器。该骨组织芯片有望用于体外成

骨细胞分化研究，以及构建骨质疏松芯片和乳腺癌骨转移

芯片，实现体外疾病过程监测和药物筛选研究。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59
难熔高熵无序合金的力学性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邢光辉 2017301405

张书铖

/2017301399

,马明昊

/2017301397

,郭瑶瑶

/2017301391

乔吉

超,侯

兵

教授,

副教授
0801

本项目以Hf25Nb25Ti25Zr25难熔高熵合金体系为研究载

体，采用霍普金斯冲击实验，研究模型体系在高速冲击作

用下的变形机制。通过与静态力学性能的对比分析，探索

难熔高熵合金体系在宽应变速率范围内的变形机制。结合

高熵合金的独特性能，建立描述其不同应变速率的本构模

型。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60

核壳结构二硫化钼/碳的可控

制备及其储钠性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佳辰 2018300069

宋强

/2018300068

,谢雯

/2018300061

,王仪卓

/2018300071

,聂羽浛

/2019300052

王建淦 教授 0804

钠离子电池由于其低价格、高环保的特性被认为是锂离子

电池的储能替代品。二硫化钼被视为是钠离子电池最具应

用前景的负极材料，但现如今其仍存在着低可逆容量，较

大的体积膨胀等问题。本项目旨在通过设计核壳结构的二

硫化钼/碳来提高二硫化钼的储钠性能并缓冲二硫化钼在充

放电过程中发生的体积变化，获得比容量高、循环稳定性

好的二硫化钼负极材料，并揭示其相关的储钠反应机理，

为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结构设计提供新的思路。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61

基于FSAE赛车用失速现象以及

涡流发生器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博涵 2018301638

杨祖义

/2018302614

,郝岩松

/2019301173

,史衍钊

/2019300831

梁育

科,张

松涛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技

师

0802

本项目旨在自主设计并制造一套可用于小排量赛车的拥有

涡流发生器以及失速负升力翼片的空气动力学套件，以在

特定工况下提高或减小负升力或空气阻力；并将本项目所

得结果进行民用技术偏移，以提高汽车高速行驶行驶稳定

性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62

半镶嵌结构炭载金属催化剂的

可控合成及其加氢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一涵 2018302664

孔令怡

/2019301218

,尹志颖

/2019301268

曹月

领,张

和鹏

讲师

(高

校),教

授

0703

炭载体惰性高,与金属颗粒作用力弱,致使炭基催化剂稳定

性差,合成兼具高活性和高稳定性炭载金属催化剂是富有挑

战的课题。构筑半镶嵌结构炭载金属催化剂是解决上述问

题的有效方法,但传统硬模板法使用HF或NaOH,且镶嵌度不

可控。本项目拟以氮化碳为自牺牲模板构筑半镶嵌结构炭

载金属催化剂,揭示影响金属颗粒镶嵌度的关键因素；以芳

香硝基化合物选择性加氢为模型反应,构建金属颗粒镶嵌度

与催化活性、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63

面向民用无人机的低能耗数控

发动机总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明轩 2018300233

冯少东

/2018300232

,吴凯

/2018301678

,林海粟

/2018300338

戴维,

连业达

工程

师,副

教授

0820

目前，民用无人机领域使用的发动机大多通过化油器雾化

供油。针对此种供油方式存在的供油不精确、燃烧效率低

、油耗高等问题，本项目计划设计EFI电喷系统，来实现发

动机对燃油控制的实时调控，通过“设计传感器获取发动

机工况、建立模型计算MAP点火控制曲线以确定基础喷油脉

宽、设计喷油脉宽的修正策略并最终控制喷油”的技术路

线实现发动机的低功耗、低燃耗、高寿命使用及优化。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64

基于超材料传感器的复合材料

无损检测技术研究和测试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郝静怡 2018300454

李若笛

/2018301740

,熊丁益

/2018301749

,王熙泽

/2018301539

李长侑 副教授 0807

本课题将基于超材料谐振传感器和高级电磁学理论，设计

制备一种结构紧凑、制造简单，成本低廉的基于分布式互

补对称分裂环形谐振器的超材料传感器，对不同类型的复

合材料进行仿真计算和实验测量，构建谐振频率与材料类

型的匹配分析模型，实现不同材料的实时损伤检测和类型

分析。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65

宠物之家-基于宠物寄养的共

享智能宠物笼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修博 2018301241

张紫莹

/2018302161

,刘毅勇

/2019301381

,王贺

/2019302842

,赵刘嘉毅

/2019302202

刘平 副教授 0808

本作品意在为人们解决宠物寄养收容管理流浪宠物问题而

生。宠物店因为空间,人力成本的原因,价格比较高昂。虽

然市场上也有一些关于智能宠物管理的产品,但都不太成

熟,仍处于发展阶段,其功能一般只能针对特定的用途,如宠

物的排泄,喂食等。因此,基于宠物寄养的智能宠物笼——

宠物之家应运而生。在物联网技术与智能宠物管理研究分

析的基础上,实现了更科学更合理更智能的宠物管理。通过

本作品,主人可以在不在宠物的身边的情况下,通过智能手

机,电脑等终端与宠物互动,也能通过智能宠物笼传回的各

项数据,了解的宠物的各项健康情况,进而更科学合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66

3D打印氧化铝陶瓷材料的制备

及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宇翔 2018303596

马一然

/2018303668

,王珺怡

/2018303611

孔杰 教授 0804

本项目旨在运用DLP3D打印技术打破传统陶瓷材料加工工

艺的限制，同时在3D打印技术的基础上（以陶瓷粉体混合

光固化树脂体系为原料），对工艺做出一系列改进，制造

出致密度高、精度高、成型表面质量好、结构复杂的氧化

铝陶瓷实体构件。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67
二维集成的石墨烯热辐射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辰宇 2018302597

张敏

/2019303124

,张文清

/2019303143

甘雪涛 教授 0702

本项目通过研究一种集成于二维光波导上的石墨烯热辐射

光源，通过高频电调制,实现大带宽信号的加载。同时该器

件可以与多种光波导耦合，从而在不同的情境下提,供一种

可集成在二维表面的光信号产生装置。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68

面向核电服役环境的金属基材

料表面强化及其自润滑性能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韵桀 2019301111

宋嘉龙

/2019301106

,杨波

/2019301112

,郑皓

/2019301113

,周畅

/2019301114

吴红星 副教授 0804

全球核电站大部分停堆事故都与燃料棒与夹持结构间的微

动磨损有关。锆合金是当前核反应堆中重要的耐腐蚀和结

构材料，但是其硬度低、耐磨性差，已成为制约核反应堆

服役可靠性的关键。本项目拟以压水堆棒束型燃料组件微

动磨蚀基础研究为背景，开展锆合金表面渗硼强化及其自

润滑性能研究，提高锆合金的表面硬度以及耐磨性能，降

低锆合金包壳的磨损，建立对应的渗硼工艺。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69

暗硅芯片功耗预算优化估计与

分配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晓菲 2018303222

陈业航

/2018302355

,唐浩然

/2018303061

,吴瑞祺

/2018300114

,王荣耀

/2018303239

李鑫 副教授 0807

随着暗硅芯片核心数量的急剧增加，导致多核系统中存在

着大量潜在的开启核心分布组合，使得功耗预算估计与分

配近似为一个非确定性多项式（Non-

deterministic,Polynomial,NP）困难问题。如何构建

针对瞬态情况的功耗预算估计模型，并提出一种兼顾性能

和可靠性的快速功耗预算估计与分配方法，是本项目的主

要研究内容。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70
基于空泡的无针注射器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帆 2018300730

郝欣恺

/2017300661

,刘昕禹

/2018300816

,田家兴

/201830841

郑美

云,黄

潇

高级工

程师,

副教授

0819

本项目在传统针头注射的基础上，利用微尺度小孔附近空

泡溃灭后产生的高速射流直接注入人体实现“无针注射

”，本项研究将要在关于无针注射的现有研究基础上，着

眼于流体力学方面，研究空泡-射流这个系统的一些行为，

对“无针注射”技术进行提高。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71

高温等离子体切割用钝感金属

基燃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文潮 2017303233

熊坤宇

/2017300576

,杨丹锋

/2018300695

,许严文

/2019300130

,杨书恒

/2019300132

严启龙 教授 0820

本大学生创新项目将设计一种安全高效的新型烟火剂配

方，通过研究配方的种类、比例及物理化学性质对切割性

能的影响，对两种新型MIC切割剂配方进行优化，并研究配

方组成对点火和燃烧特性的影响规律，研发获得安全可靠

、燃烧温度高、产气量大、能量密度高、低成本的MIC切割

剂组成及制备工艺。并在切割装置中开展应用研究，实现

高温高压下对深井管道等离子体切割。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72

基于新型燃料电池的智能可移

动充电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大添 2017302159

席昊

/2019302417

,徐俊哲

/2019302418

,张俊峰

/2019302420

马睿 副教授 0806

随着环保理念的推进和电动汽车的普及,充电桩也逐渐进入

大众视野。在不久后的未来,电能势必会成为主流能源,而

充电桩也必定会变成人们的日常所需。现有固定式充电桩

依赖电网电能,蓄电池式移动式充电桩充能速度低,能量密

度低。我们打算设计一种智能可移动式充电桩,以燃料电池

为电源,解决上述两种充电桩不方便,效率低的问题。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73

灵犀测量——基于毫米波雷达

的生命信号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远亮 2018301728

文超

/2018301798

,黄锐

/2018301719

,李胜鹏

/2018301753

,黄嘉骏

/2018301791

梁军利 教授 0807

心率、呼吸频率是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现有的接触

式测量缺点众多，如在疫情期间及平时易传染或交叉感

染，且检测高危病人难度大；而已有的基于图像识别等的

非接触式测量实用性较低。本项目围绕毫米波雷达平台、

发展高级信号处理算法，实现心率、呼吸频率非接触检

测，具有环境要求低，抗干扰能力强，体积小，易携带，

精度高的优势。拟制成的样机便携性强，并具有联网的潜

力，特别是在疫情时使用可避免交叉传染，应用价值显著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74

基于抗震超构材料的波吸收与

调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江 2017301395

刘振威

/2017301379

,彭仁鑫

/2017301394

,封陆洋

/2019300627

张凯 副教授 0810

具有人造复合结构的超材料近年来发展迅速，为抗震设计

提供了新的思路。本项目基于地震超材料的设计原理，利

用CAD和COMSOL软件进行建模，最后进行低频振动实验，

设计出一种能够在较宽范围地震波作用下具有良好滤波效

果地震超材料，能够有效减小结构的振动和位移。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75

MOFs基多级纳米阵列结构设计

及其超级电容器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嘉琪 2018303642

范紫怡

/2019301216

,杨霁野

/2017303668

,赵崇凯

/2017303678

,史博宁

/2017303647

王腾,

陈凯杰

副教

授,教

授

0804

本项目利用简便可行的方法构筑具有多级纳米阵列结构的

过渡金属氧化物电极活性材料。通过对初始反应物的调整

、MOF中间体的选择、反应温度、时间等条件的控制，掌握

最终获得产物纳米形貌的变化规律，并且通过物相表征、

性能测试等手段进一步优化试验条件，阐明材料生长机理

和电化学储能机理，以期获得具有高度稳定性、高比表面

积、多孔道、大容量、高倍率性能的纳米阵列电极材料，

并制备固态超级电容器完整器件加以表征。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76

基于Sarsa及小脑模型的机器

人策略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家润 2018303050

尹望嵩

/2018303115

,范伟豪

/2019302432

,井文淳

/2019302727

褚伟波 副教授 0809

中型组仿真研究涉及机器学习,多智能体协作等诸多研究领

域，可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并且仿真策略可为实物中型

组足球机器人提供理论决策支持，对多机器人团队协作控

制、编队的运用有着深远的意义。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77

一种多功能全天候复合材料植

保无人机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云龙 2018300293

徐曾婷

/2018300341

,杨亦扬

/2019301158

,王蕊华

/2019300426

,吴世城

/2019300757

万方义 副教授 0820

“一种多功能全天候复合材料植保无人机设计“：是一种

针对国内华东、华南、华北地区中小型农业生产植保需求

的飞行器设计，具有全天候、高载重、大工作半径、高稳

定性、自动巡航、复材程度高的特点，可以充分提高我国

农业生产的科技化水平，缓解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78

旋转磁场抑制三阴性乳腺癌发

生的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世龙 2018303391

盖逸萱

/2018303344

,韩博雨

/2019303573

张辰艳 副教授 0826

本项目拟寻找旋转磁场抑制三阴性乳腺癌的规律，得到其

抑制三阴性乳腺癌生长的最佳磁场参数，并揭示旋转磁场

通过下调COL11A1的表达抑制三阴性乳腺癌的机理。该项

目的完成不仅能阐明旋转磁场抑制三阴性乳腺癌发生和发

展的机理，也为拓展三阴性乳腺癌的治疗提供重要的数据

支撑，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79

基于应力信息可视化增强的飞

机装配过程引导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旭 2018301074

曾照龙

/2018301084

,杨涵

/2018301078

,刘子钵

/2018301075

,蒋璇博

/2018301086

常正

平,王

仲奇

助理研

究员,

教授

0820

本文提出了一种将基于实测数据的三维模型重构、力传感

器测量、有限元仿真和科学可视化相结合的集成变形分析

系统。集成系统能够直接从真实环境中获取零件装配前实

际状态及装配过程中载荷数据,对结构的变形进行实时计

算,并将有限元分析结果投影叠加在装配现场对应实物上,

选取典型的飞机的装配过程为实例验证对象,利用该集成变

形仿真计算方法对装配过程中的零件变形进行仿真计算,验

证所提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80

教育领域中图文混合跨模态问

题答案生成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颖 2019302584

闫梦琪

/2019302610

,管伊珊

/2019302302

宋凌

云,尚

学群

副教

授,教

授

0809

近年来,图像与文本理解已取得长足进展。但现有的视觉问

答模型大多数并不能在多语义维度下提供准确可靠的解答

。本项目拟以教育领域内图文混合跨模态问题为研究对象,

基于现有开放知识库,将深度神经网络和跨模态数据分析技

术相结合。通过对跨模态问题的知识点挖掘,以及基于细粒

度知识注意力的答案生成两方面的研究,预计将对教育领域

内图文跨模态混合问题提供更加准确、可靠的参考指导,并

为答案生成提供理论与方法的支撑。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81

结合深度学习与机器视觉的智

慧图书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玉龙 2018302476

刘渤

/2018302495

,张晓伟

/2018300192

,黄文亭

/2018302503

延伟东 副教授 0701

本项目旨在构建一套完整的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智慧图书馆

系统，通过图书馆座位状态检测，夜间馆内状况检测等核

心功能的开发，完善当前图书馆的服务系统，在一定程度

上完成未来智慧图书馆的实践雏形。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82

基于强化学习的无人机机动控

制决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思凡 2018301683

袁起龙

/2018303030

,学喆

/2018301682

,刘慧宁

/2018301685

,李曾琳

/2018301681

史国庆 副教授 0807

设计基于强化学习算法的无人机控制决策模型，能够让无

人机在1v1空战中自主学习空战机动规律，战胜具有其他机

动策略（算法控制或者人员操控）的目标飞机。将强化学

习技术应用于无人机的机动决策研究中，能够充分发挥强

化学习在无样本学习中的优势，其强大的学习能力能够极

大地加强无人机的鲁棒性及对动态环境的适应能力，对提

升无人机自主作战效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83

大面积二维BiOBr的制备及其

范德华外延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扬 2018300926

谢金明

/2018300923

,王嘉航

/2018300924

,耿海洋

/2018300910

,李跃辉

/2018300899

冯丽萍 教授 0804

本课题采用化学气相沉积（CVD）方法在云母衬底上范德华

外延二维BiOBr进而制备大面积薄膜，并研究大面积二维

BiOBr的制备过程中其范德华外延机制。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84
基于空气倍增机的气垫巡逻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游瑞 2018301530

李乐

/2018301528

,鲁一丹

/2019302671

,阳芳

/2017301669

王灵

利,黄

晓秋

技师,

三级实

习指导

教师

0805

本项目在侧壁式气垫船的基础上研究一套新的基于空气倍

增机的动力系统，在原有空气压缩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一

级基于空气倍增机的推进系统以取代原有的风扇推进动力

系统，将原有的空气压缩机和发动机两套系统合二为一，

减少了零部件的数量，取消大量的运动构件，降低维护难

度，提高动力系统的使用寿命。同时搭配上摄像头、GPS等

设备采用多总线通信方式可以实现对河道的巡逻与监视、

并具有一定的河道救援功能。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85

杂化聚合物刷纳米粒子的形状

对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的力学性

能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景雪晨 2018302695

赵海宇

/2019301121

,冯瑞轩

/2019301223

姚东东 副教授 0703

利用可凝胶化嵌段共聚物本体自组装技术制备得到形状可

控、尺寸均匀且分散性良好的片状、棒状和球状的核/壳结

构杂化聚合物刷纳米粒子,分别以这些杂化纳米粒子作为填

料制备得到环氧树脂基纳米复合材料,系统研究纳米填料的

形状和结构对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关系。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86

微小型软体仿蝠鲼机器鱼胸鳍

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泽龙 2018300094

侯佳润

/2018300093

,唐子杰

/2018300091

,黄振汉

/2019303745

,徐莘恺

/2019300065

潘光,

曹勇

教授,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0819

软体机器人是目前机器人领域的前沿热门方向，研制软体

机器鱼可获得更优越的推进性能与静音隐蔽效果。针对本

大创项目，主要开展微小型仿蝠鲼机器鱼软体仿生结构研

究，通过介电弹性体（DE）、离子聚合物金属复合材料

（IPMC）、形状记忆合金（SMA）、形状记忆聚合物

（SMP）、气动/液动人工肌肉、折纸机构等新型软体驱动

方式或结构，实现机器鱼滑扑运动，并结合大创项目开展

商业应用新概念探索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87

面向智慧城市的四旋翼自主违

停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旭佳 2018300799

高仲权

/2018300802

,李文洁

/2018300739

,郭红梅

/2018300793

,郭雅男

/2018300720

张飞虎 副教授 0808

通过将传统控制算法及避障算法与深度学习下的多目标跟

踪、OCR车牌号识别结合，设计一种面向智慧城市的四旋翼

自主违停检测系统。该系统具有自动化、便捷化、模块化

特点，可完成自主巡航与抄牌取证，缓解现阶段交通压

力，减小交警等岗位的工作量。同时该系统也可根据实际

需求移植到其他领域，如公共场合的人流密度估计、高速

路的车辆应急车道违规占道检测、行人异常行为检测等，

从而达到便携化、模块化的设计要求。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88

聚苯并三氮唑类离子液体刷型

表面的制备及其防污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宜轩 2018303462

粟毅

/2018303472

,李至通

/2018303488

叶谦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利用邻苯二酚基元在工程材料表面形成化学键合含

降冰片烯的引发剂，通过表面引发开环易位聚合接枝高密

度的两类苯并三氮唑-离子液体复合刷，研究其对离子、接

枝密度和厚度对其防腐、抗蛋白、防生物粘附性能的影

响；研究苯并三氮唑单元与离子液体单元二元组分协同作

用下的防腐蚀、抗蛋白、防生物粘附性能，优选出最佳组

合及聚合物刷的接枝条件。为发展低毒环保型多元复合聚

合物刷抗生物粘附界面材料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89

基于区块链的物联网信息安全

防护策略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钱海涛 2018301795

赵飞宇

/2017301918

,徐健凯

/2019301941

,赵阳光

/2018301939

,梁晨凯

/2018301796

唐晓 副教授 0807

信息安全是物联网高效运行的基础和关键。然而，物联网

节点一般计算能力，存储空间和能量储备都比较弱，抵御

安全风险的能力较低，信息安全防护面临严峻挑战。近年

来快速发展的区块链技术为物联网信息安全技术提供了新

的视角。本项目旨在设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物联网安全防

护策略，建立双层的结构，形成面向内部的私有链和外部

的公链，以轻量化的结构，匹配算力较弱的物联网节点，

形成对隐私和安全的稳健保护。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90
电源系统故障诊断和健康管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智远 2018302173

李昊洵

/2018302178

,吴奕凡

/2018302018

,罗韬杰

/2018302174

,朱永茂

/2018302168

倪骏康 副教授 0806

本项目将以典型二次电源系统DC-DC变换器为例,通过研究

故障检测器和检测逻辑的设计、DC-DC变换器健康状况评

估模型和算法设计、DC-DC变换器故障预测算法研究三大

关键问题,来研究其故障诊断、健康状况评估和寿命预测问

题。致力于提高我国民用飞机二次电源系统保障和维护技

术水平,为保障民用飞机的飞行安全提供高效、经济的手段

和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91

基于液压双调系统的1:10变推

力常温液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梦帆 2018300614

孟彤

/2017300549

,徐震

/2017300553

,张峻铭

/2017300547

,胡一凡

/2017300561

朱韶华
助理研

究员
0820

针对现有运载火箭对常温无毒、深度变推火箭动力的迫切

需求。通过开展气氧/煤油变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方案设计

、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工作，获得煤油流量大范围可调的

变流量供给系统；形成针栓/直流喷注器设计方法；文氏管

中针栓位置与喷注器针栓位置应为线性关系，因此本方案

采用活塞式调节方法来设计流量调节系统，同时控制文氏

管和针栓喷注器；获得燃烧流场数值模拟结果，揭示气液

两相流动与燃烧规律。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92

微小型涵道风扇飞行器复杂环

境自主避障飞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陶振宇 2018301601

王艺卓

/2018301606

,李祎璇

/2018301593

,李乐昊

/2018301595

,罗潇

/2018301592

王昊
讲师

(高校)
0820

微小型涵道风扇飞行器因其优越的气动布局成为研究热

点，为了使微小型涵道风扇飞行器实现复杂环境中的自主

避障飞行，为其加装基于红外线传感器的距离感知模块，

建立一套自主检测规避系统，并配备高清摄像头，使其在

飞行过程中根据障碍物变化接收不同偏移值的反射红外

线，实现自主规避路线的预设。从而提高其飞行稳定性与

智能性，扩大该类飞行器的应用范围。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93

激光3D打印工艺对金属疲劳性

能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昊轩 2018301347

谭凌峰

/2018301349

,金豪

/2018301350

,刘天宇

/2018301339

杨未柱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01

金属3D打印是一种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

属，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快速成型技术。目

前对于复杂环境下3D打印成型金属的疲劳、蠕变等力学性

能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不能满足航空航天领域更广泛的

工况应用场景。本项目研究金属材料如镍基高温合金的工

艺探索，研究不同工艺对于其强度、成型后表面状态的影

响规律，研究不同工艺对于成型后金属的常温、高温疲劳

性能的影响和破坏机理并优化成型工艺。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94
多层介质薄膜光学调控与器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武芮彤 2018302625

宣霄

/2018302638

,范业琪

/2018302642

,郭柯

/2019303128

,覃叶超

/2019301538

陆华 副教授 0702

通过研究多层介质薄膜的光学响应，建立多层薄膜塔姆等

离激元耦合共振模型，揭示塔姆等离激元类电磁诱导透明

的物理机制，为多通道窄带滤波器件的实现提供新的方案

。主要包括：1）通过研究多层介质薄膜的光学传输特性，

探索实现光干涉调控的方法；2）阐明特殊多层薄膜结构中

新颖光学效应-类电磁诱导透明的产生机制；3）利用光学

类电磁诱导透明效应，实现多通道窄带滤波，为光滤波器

的实现开辟新途径。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95

互联网+驱动的生生共建口语

交互训练模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轩旭 2018300731

魏梓忻

/2018303452

,赵焕宇

/2018303455

,陆铂鑫

/2018303405

周爽 副教授 0502

本项目旨在“互联网+”的大环境里，充分发挥学生的合作

与创新意识，共同构建信息技术支撑的口语交互训练模

式，让口语练习突破环境与时间的条件限制，学生在互帮

互助的氛围里共同提高口语水平。主要利用互联网平台，

通过“线上口语练习”和“线下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

口语知识输入和口语输出，调动同学们学习口语的积极

性，增加相关口语知识的储备量，提高同学们的口语水

平，探索高效英语口语学习模式。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96

聚苯胺基低孔隙/低缺陷炭材

料的调控、构筑与储钠性能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郜一帆 2018303460

陈一鸣

/2017300946

,孔德春

/2018302797

,张家想

/2018301019

王洪

强,徐

飞

教授,

副教授
0804

材料的比表面积与孔结构对于二次电池负极材料的电化学

储能性能具有较大影响，较高的比表面积往往导致不可逆

反应增加，导致首次库伦效率降低且循环稳定性较差。因

此，本项目拟围绕聚苯胺基低孔隙炭材料的创新构筑与精

确分子调控来展开，揭示聚乙烯醇对共聚物网络结构的调

控机理，降低炭材料比表面积，减少不可逆反应，提高钠

离子电池首次库伦效率。该研究对于二次电池负极材料的

发展具有极高的实用意义与研究价值。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97

基于嵌入式系统的小型无人机

航线校准与空投辅助模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兆昕 2018300423

王鑫

/2017300290

,沈昊

/2018300596

,张思佳

/2019300965

,张新宇

/2019300519

万方义 副教授 0820

本项目诣在基于嵌入式系统开发一种适用于小型无人机的

航线辅助及空投辅助模块。该模块面向的无人机大多重量

在1kg以下。要求此模块能够给飞手飞行与投弹建议或自动

投弹。该模块重量需控制在100g以内。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98

基于深度模型的微表情检测方

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智星 2018301735

戴俊逸

/2018301738

,赵龙

/2018301775

,刘仲昊

/2018301910

,张雨姗

/2019302005

夏召强 副教授 0807

微表情是心理应激微反应的一部分，可被广泛应用于安全

检测、人机交互等领域。本项目拟研究基于卷积神经网络

等深度模型的微表情检测方法。该方法拟包括预处理、特

征提取、微表情检测三部分。预处理部分对人脸图像进行

人脸检测、对齐；特征提取部分包括对经过预处理的微表

情序列提取光流特征；最后利用深度模型识别微表帧，并

将多幅视频帧连接为微表情子序列。该项目将为微表情的

检测提供新思路，有助于面部微表情的进一步分析。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99

基于熵复杂度表征的旋转机械

故障诊断软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宫晴阳 2017301204

任煜

/2016301232

,刘政东

/2017301199

,陈益江

/2017300689

李永波 副教授 0801

本项目旨在开发一个基于熵复杂度表征的旋转机械故障诊

断软件,用户可以利用软件来诊断旋转机械故障：通过输入

待诊断轴承的振动信号,计算信号的熵值特征。软件通过已

有的实验室数据建立机器学习模型,自动判别轴承的故障类

型。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00

水溶性金纳米团簇荧光开关的

构筑及在活细胞成像的应用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敬涵 2018303509

康博淳

/2017303494

,陈昊洋

/2017303482

,杨怡清

/2017303611

,何怡湾

/2018303514

尚利 教授 0804

本项目将基于蛋白质为模板合成的水溶性荧光金纳米团

簇，通过成熟的化学修饰手段，与水溶性较差的光致异构

分子螺吡喃共价结合。作为光致异构分子，螺吡喃呈现光

刺激下构型改变并反映于其吸收光谱的变化。利用这一特

性与荧光能量共振转移效应，以螺吡喃分子的开关性能调

节金纳米簇的荧光开与关状态的切换。通过复合二者功

能，实现稳定的水溶性的荧光开关式新型细胞成像探针，

并将其用于活细胞行为与功能的研究。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01
weTeam校园活动竞赛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宽 2017303083

刘思聪

/2017303082

,刘亦晴

/2017303545

,袁野

/2017303078

,李思哲

/2017303081

罗建超
讲师

(高校)
0809

weTeam校园活动竞赛管理系统基于微信小程序开发，针对

校园内活动/竞赛“查找难、组队难、发布难”等痛点分

析，为学生提供活动/竞赛查找、组队、报名、智能推荐、

经验交流分享等服务以解决相应问题，为管理者提供发布

活动/竞赛、导出参赛数据等数据可视化分析，方便学生及

时获取校园内的竞赛及活动信息并更好的参与其中，也为

活动/竞赛组织方更好的宣传、管理。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02
无鳍舵式新型水下航行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钰麟 2018300702

赵森

/2017300832

,贾吾山

/2017300536

,余佳洁

/2017300538

,王白岩

/2017300836

胡海豹 教授 0802

款新概念无鳍舵水下航行器，是一款由单个固定泵喷式推

进器提供动力，以丁字形滑轨改变主体重心为姿态控制主

要手段，同时拥有水下检测、避障识别、分离逃逸舱等特

色功能的新概念水下航行器。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03

轻量化的自然场景文本检测识

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昕 2018300354

黄仲臻

/2018303080

,张如娇

/2018300426

王鹏 教授 0809

本项目针对自然场景下的文本检测与识别任务,对于自然文

本具有多角度,低质量,透视形变以及大小比例失调等情况,

使用了SBD模型,大大改进文本位置检测的精度与模型性能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不规则文本的识别模型,通过一

种二维注意力机制,能够在降低训练成本的情况下提高了复

杂文本的识别率。最后我们对此模型进行了模型量化,在几

乎不降低模型推理精度的情况下,使得模型能够更被广泛运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04

一种可降解、调控免疫、荧光

成像的多功能Eu-MBG@PDA纳

米胶水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然 2018303348

齐昊宇

/2018300359

,霍高航

/2018300082

杨慧,

崔宁

教授,

讲师

(高校)

0710

从自然界中的粘附现象出发并从中获取灵感以设计新型仿

生医用粘合剂是一种有效的解决路径。项目负责人陈然及

团队成员基于贻贝仿生的原理，在介孔生物玻璃（MBG）表

面涂覆聚多巴胺涂层，赋予纳米胶水高效的组织粘合性能

。同时拟将具有荧光成像功能和免疫调控功能的镧系金属

元素铕元素装载入MBG骨架结构中，以赋予其可荧光成像、

调控免疫等功能。本研究将为优化临床上创面伤口的闭合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05

城市低空飞行目标分布式光学

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仇茂盛 2019300006

熊杰轩

/2019300101

,傅祺伟

/2019300084

,熊奥

/2019300100

,刘明清

/2019300017

王靖宇 副教授 0807

为了解决针对城市低空目标的探测问题，本项目拟针对分

布式光学探测系统进行研究，利用小型化、低成本全景相

机搭建分布式光学观测网，研究全景图像的预处理技术，

设计基于全景序列图像的运动目标检测方法，实现对无人

机等典型低空飞行目标的分布式光学探测。主要研究内

容：1）分布式全景光学探测平台设计；2）全景图像预处

理方法研究；3）基于全景序列图像的飞行目标检测算法研

究。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06
水陆空三栖全方位移动探测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宇岐 2018300311

白杨

/2018300310

,刘学义

/2019302362

,张佃元

/2018300301

,朱幸一

/2019303436

金凯

乐,罗

俊

技师,

副教授
0820

该探测器采用旋翼与螺旋桨一体化设计，在空中为四旋翼

无人机布局，起飞入水后四旋翼变成螺旋桨，帮助探测器

在水下转弯。此探测器也可以通过机械固定的方式固定在

平板车平台上，从而实现在陆地上执行任务。探测器由摄

像头传回图像，经过计算与芯片控制锁定目标，在救援、

探测等方面提供帮助。该探测器具有三栖配合作业、便携

易操作、具有隐蔽性等突出优势，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

应用前景。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07

有机-无机杂化涂层改性PBO纤

维/氰酸树脂层压复合材料的

制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春良 2018302688

林予涵

/2017302706

,陈雨箬

/2019303783

唐玉生
副研究

员
0804

本项目拟以无机UV吸收剂（Ce0.8Ca0.2O1.8）和侧链含

有苯并环丁烯的无规共聚物为原料,通过简单的热交联构建

有机-无机杂化体系,并对PBO纤维进行表面涂覆改性,增加

纤维表面的活性和耐紫外性能。然后以f-PBO纤维为增强

纤维,双酚A型氰酸酯树脂（BADCy）为树脂基体,通过“浸

胶-缠绕-铺层-模压”制备f-PBO纤维/BADCy层压复合材料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08

基于多源图像融合的森林火灾

识别与定位系统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章智诚 2018301938

张玉汀

/2017303390

,王宁

/2018300250

,郭伟

/2018301585

,张诗晨

/2018302700

李彬 副教授 0807

森林火灾破坏性大且监测非常困难，但若做到早发现早扑

救，可以极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基于此，本项目

拟利用多源图像融合、三角定位、目标检测等技术，以光

电监视转塔为硬件平台，GIS为软件平台，设计一款可以全

天候运作的森林火灾识别与定位系统，同时通过微信小程

序实现为森林管理者提供实时的火情大小与位置警报。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09

低层错能高熵合金的形状记忆

效应探索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一君 2018301067

谢偲偲

/2018300913

,秦维佳

/2018301058

,张扬

/2018300964

,倪书翰

/2018300981

赖敏杰 教授 0804

本项目选取低层错能高熵合金为研究对象，基于低层错能

可产生应力诱发fcc-hcp马氏体相变这一特征来探索低层

错能高熵合金的形状记忆效应，并针对应力诱发fcc-hcp

马氏体转变及其逆转变的特征进行深入研究。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10

基于深度学习的航空器位置与

轨迹安全的测试与验证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正浩 2018303242

袁坤焱

/2017302211

,高丽

/2017302207

,刘谦

/2018302741

刘航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拟整合并模拟已经存在的ADS-B攻击方法，包括消

息注入、消息删除、消息修改、干扰、窃听等，采用多层

感知机、LSTM长短期记忆网络模型对ADS-B报文数据进行

训练并检测异常，最终建立一个面向空中管制系统进行模

拟攻击与入侵检测的实时监控平台，既可以模拟各种攻击

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又可以在真正的攻击到来时给予快速

反应，减少系统损失。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11

双模探测用CLLB晶体相图测定

及生长表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卓辰 2018303583

李考祺

/2018303457

,高坤

/2018303459

,张英泽

/2018303467

王涛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致力于测绘相图以改进垂直布里奇曼（VB）法生长

中子/γ 双模探测用CLLB晶体的情况，对CLLB进行热力学

模拟计算，初步获得相平衡条件；通过热分析、晶相分析

确定相图；并探索VB法各生长参数对结晶质量、闪烁性能

的影响。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12

基于语音识别的智能取物机器

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焦天才 2018303003

王靖元

/2018303005

,字国浩

/2018300103

,胡旭睿

/2018300491

曲仕茹 教授 0808

该项目是通过语音识别模块获取到用户的命令,然后利用摄

像头、超声波模块等传感器,以及万向轮和差速轮来完成运

动,直至找到用户所要找的物品并交给用户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13

基于CNN-GAN的多孔介质特征

识别与几何重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一愉 2018302541

朱永耀

/2018303356

,郭炫斌

/2018301827

杨自豪 副教授 0701

本项目主要通过卷积神经网络（CNN）对多孔材料截面的二

维结构进行特征提取与图像重构，以获得特征吻合度高、

分辨率高的材料截面图，为多孔介质研究提供样本。在重

构方面我们以生成对抗神经网络(GAN)进行辅助。在上述

技术较为成熟完备之后，我们将尝试从两个方面进行拓展

。在生成模型的维度方面，用GAN重构生成三维多孔介质模

型。在选取的材料方面，我们将试图对一些更前沿的多孔

材料进行识别与分析，如气凝胶等。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14

基于压缩空气驱动的小型飞行

器冷发射装置设计与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超然 2019300118

杨宇轩

/2019300420

,李逸飞

/2019300458

,冯杰

/2019300432

,袁宇成

/2019301064

李伟,

韩治国

副研究

员,助

理研究

员

0820

冷发射是一种借助辅助动力把飞行器弹射出去，在飞行器

到达一定高度时再点燃主发动机的发射方式。本项目目的

为研制一种可为小型弹道飞行器或巡航飞行器提供一定初

速度的压缩空气驱动的冷发射装置，实现小型飞行器的安

全、快速放飞。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15

“小瓜师兄”—面向高校招生

的智能问答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子杰 2018302798

于晶鑫

/2017302401

,马杰

/2017302398

,杨镒谦

/2018300872

汤小春 副教授 0809

本系统的目的是利用本体技术构建一个面向西北工业大学

招生咨询领域的本体知识库，然后将其作为问答系统的知

识来源，设计并实现一个领域问答系统，该问答系统可以

回答报考西北工业大学的考生们各种关于工大招生专业相

关的咨询问题，也可以辅助回答学生及家长们关于工大一

些职能部门的重要属性信息。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16

基于环氧树脂粘合体系的高刚

/强度轻质碳纤维复合材料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锦龙 2018300220

曹博然

/2019300745

,饶寒月

/2018300221

,葛宗尧

/2018301035

,王睿之

/2019300466

郭庆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对正在应用中的碳纤维-PMI复合材料梁结构做出改

进，旨在保证强度下对刚度和轻量化和提升抗扭迈进，并

探索接合部位的模块化设计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17

多导航干扰源快速检测与定位

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均午 2017301889

刘泽

/2017301900

,龙吉晖

/2017301902

,余勇

/2017301899

,张巍

/2017301888

谢坚
讲师

(高校)
0807

复杂电磁环境的影响一直伴随着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部署

和运行。北斗一号、二号的地面运控系统的各链路、各类

监测终端在实际工作中均发现存在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型的

干扰，系统性能受到其影响，在干扰严重情况下甚至不能

正常工作。本项目拟从卫星导航干扰源特征识别、检测定

位、威胁评估及对策等方面开展研究，提高导航接收机在

复杂电磁环境下的稳健性和安全性，对我国新一代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应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18

基于深度相机的大型零部件孔

轴自动装配对中测量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浩民 2018301140

魏祎珩

/2018301141

,何之源

/2018301129

,薛潮君

/2018301138

程云

勇,王

展

副教

授,助

理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02

随着航空、航天、核电等技术的发展,许多产品及零部件的

尺寸越来越大且装配精度要求越来越高。如航空发动机主

单元体装配、火箭筒体装配及核电设备装配等很多领域都

运用到了大型零部件孔轴高精度技术,该技术是飞机、火箭

等大型产品装配过程中的工艺难点,将直接影响到航空发动

机、火箭等产品的性能及可靠性。针对该技术难题,本项目

设计了一套基于深度相机的大型零部件孔轴自动装配对中

测量系统,该系统在大型零部件孔轴自动装配对中过程中通

过工业相机获取两装配体孔和轴的深度图像,再对获取的深

度图像进行图像处理及数据分析从而获取到两装配体孔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19

基于动态视觉传感器应用于无

人机的高速飞行物体的规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文凯 2018300847

王心意

/2018302163

,强靖雲

/2018300743

,李增埔

/2018300842

,司晨阳

/2019302815

张飞虎 副教授 0809

无人机的动态捕捉图像规避。将Event,Camera动态视觉传

感器搭载在现在的无人机上，在飞行过程中通过深度学习

算法将每一个物体识别出。通过状态的评估让无人机与周

围环境做出交互决策，可以有效的减少碰撞的几率。极大

提高无人机的智能化，自动化。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20

界面能各向异性与表面扩散对

二维MoS2材料生长螺旋生长的

影响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易龙 2018302593

段敬祥

/2018302592

,高康

/2018302595

,黎思佳

/2019303111

邢辉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以理论研究为主，以数值模拟为基本方法，以描述

晶体位错生长解析理论的尖锐界面模型为基础，构建相场

模型，利用相场模拟方法探究界面能各向异性与表面扩散

对MoS2螺旋生长的影响机理。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21
画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玉博 2019302830

张原溥

/2019302824

,张麒麟

/2019302849

,黄宣程

/2019302861

郑炜 副教授 0809

画动是通过将传统中国画即刻生成三维动画的研究项目。

以经典名画，传统画作为基础，通过机器学习，人脸识

别，AR等技术将二维画作变化到三维真实空间，让画面动

起来。该项目的创作场景覆盖iOS端，应用场景广泛。“画

动”能加深用户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使用户能够在分享视

频的过程中实现传统文化创新，进而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22

超疏水/超滑涂层电化学腐蚀

行为和耐腐蚀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倩 2017301014

曾毅心

/2017301013

,张以瑄

/2017301012

,史东来

/2017301019

,付芸迪

/2017300984

王显

宗,郭

瑞生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4

本研究拟通过喷涂法制备不同尺度的三维微米级结构和三

维微、纳米级结构得到超疏水表面，在此基础上填充合适

的润滑油，得到超滑表面。然后将涂层喷涂到不锈钢钢板

表面，考察两种类型涂层的耐腐蚀性能，总结多孔结构对

耐腐蚀性能的影响规律；最后，设计大尺度模型，考察超

滑表面液膜形态对耐腐蚀性能的影响。为研发耐海水腐蚀

的超疏水、超滑涂层奠定基础。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23

理论预测CuBiI4晶体结构和性

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包奕江 2018303553

龚元昊

/2017303473

,郑植

/2018303541

,汪士超

/2018303536

,王凤朝

/2018303475

范晓丽 教授 0804

在无铅钙钛矿光伏领域，铋基材料作为一种有效的无毒吸

收剂受到广泛关注。本项目研究一种新型钙钛矿铋基材料

—碘化铜铋(CuBiI4)，致力于提高CuBiI4的光电性能，为

新一代无铅钙钛矿领域开辟新材料。由于传统的新材料开

发采用试错法，开发周期长。本项目创新地运用机器学习

的方法预测CuBiI4晶体结构，采用第一性原理方法研究

CuBiI4的光电性质，确定结构最稳定，光电转化效率最高

的晶体结构并制备。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24
校园活动个性推荐微信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慧 2018302487

曹冰洁

/2018302407

,王静微

/2018302356

,董冠男

/2018302470

王雪
助理研

究员
0809

本项目旨在制作一个方便学生获取校园各种活动消息的微

信小程序,目标是在一个小程序中能获得所有资讯,使校园

的所有活动以最真实、最具体的情况展示在同学面前；个

性化推荐最感兴趣的校园活动；同时指路校园各大社团公

众号,为社团起到宣传作用；创建学生的个人校园生活规划

也是一大特色,同学们可以将各种活动添加在自己的活动规

划日程中,方便自我时间安排与生活调节。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25

弱光源下医学电子内窥镜图像

处理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蒋一叶 2017301794

刘子威

/2017301799

,耿铭泽

/2017301924

李京华 教授 0807

内窥镜采集到的图像存在亮度很高的白色光斑区域，图像

颜色存在差异，甚至偏离了真实的色彩。在实际使用过程

中,存在许多原因可能造成图像降质和失真内窥镜图像亮度

低且存在较严重的光学畸变。为解决上述电子内窥镜系统

采集图像的质量问题，开展以提高内窥镜图像质量的图像

处理算法研究。给出各种针对性的图像处理算法来解决图

像模糊，光斑，光学畸变等问题。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26

基于骨免疫的抗骨质疏松天然

活性产物的筛选及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天一 2019303541

丁任

/2019303548

,吴珺翔

/2019303469

,谢媛媛

/2018303363

张文娟
讲师

(高校)
0826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全身性骨骼疾病，严重影响人体健康，

也与免疫系统关系密切，中医药因其疗效显著副作用小而

广泛应用于其治疗。研究团队研究了免疫系统对骨质疏松

症的影响机制，对骨免疫相关基因进行筛选，然后利用中

药系统药理学方法对天然活性产物进行筛选，以获取具有

抗骨质疏松潜力的天然活性产物，并对其功能进行研究。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27

公共卫生安全下住区空间优化

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珊 2017301452

宋郭睿

/2017301472

,韦海璐

/2017301471

,孙域杰

/2017301483

,杨之正

/2017301458

杨卫丽 副教授 0828

本研究旨在从不同的角度深入研究公共安全环境下住区空

间优化的相关理论，从社区公共卫生安全改善设计，住区

空间的配套设施改善设计、未来住区空间的智慧社区信息

化设计三大方面入手，探讨在应对疫情或其他公共安全问

题下的创新住区规划策略，尝试提出未来社区规划的创新

性发展建设模式。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28

适用于RTM成型工艺的热固性

聚酰亚胺预聚体的分子结构设

计与精准合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汝辉 2018302709

牛毅豪

/2019301241

,考希睿

/2019301249

,李佶骏

/2019301251

雷星

锋,王

汝敏

讲师

(高

校),教

授

0703

本项目通过设计合成新型耐高温PI树脂,从根本上解决传统

PI树脂耐温等级低、成型工艺性差、成型效率低等问题。

以商业二酐、二胺为原料,将其在适当溶剂中进行封端反应

制备出双氨基双酰亚胺（BIDA）单体,经苯乙炔苯酐封端

后获得聚合度严格为1的PI预聚体。BIDA单体可设计性强,

可实现对PI预聚体分子结构的灵活调控。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29

基于ROS的多功能医疗配送物

流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严驰 2018302257

焦佳富

/2018300637

,范文鸿

/2019301399

,尹静

/2019301312

,祖思亮

/2019300134

程毅,

尤涛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副教授

0808

该多功能医疗配送物流机器人集自主开门、坐电梯，完成

药品食品配送，自我消毒，并且完成患者体温检测于一

体，真正地实现了在医务工作配送中的智能化，而且大大

提高了医务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充分保障了医务人员以及

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此外，除了应用于医院之外，在写

字楼、学校、大型工厂物流等方面，这款机器人也同样可

以发挥智能配送的功能，将大大地减少人力、物力和财

力，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30

高熵合金中双超点阵强化相的

相选择规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健麟 2018300076

马浩然

/2018300077

,刘朋坤

/2018300074

,曹榕天

/2019303688

,朱芳岩

/2018300070

王锦程 教授 0804

本项目旨在揭示高熵合金双超点阵强化相的相选择规律。

研究不同元素对析出相晶体结构的影响；不同元素的含量

以及其交互作用对超点阵强化相的晶体结构和热稳定性的

影响规律及机制；促进超点阵相析出的主要元素决定析出

相在单相FCC高熵合金中的极限体积分数规律；多相之间的

成分配分通过合金成分调控超点阵相相对体积分数的规律

。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31

高鲁棒性电动汽车用双向

DC/DC变换器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郝肇铁 2018302012

宋剑

/2017302201

,周宇航

/2017302160

,费玉清

/2017301030

梁波
副研究

员
0806

21世纪以来,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采用蓄电

池作为动力源的纯电动汽车以其工作效率高、无污染等优

点已经成为汽车行业新的发展方向。能量的充放和管理是

攻克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关键技术之一,其中双向DC/DC变换

器能有效提高电动汽车工作性能。本项目对双向DC/DC变

换器拓扑结构进行优化设计,并使用滑模变结构控制的控制

策略以提升控制速度与精度,达到对变换器电源品质、变换

器效率、体积重量的优化提升。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32

基于三体船型的小型探空火箭

发射与回收平台设计及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世龙 2018301125

雷雨

/2018301214

,张彤

/2018300640

,李世祥

/2019301427

,张天辰

/2019300399

李易 副教授 0820

该设计研究了三体船型的小型探空火箭发射与回收平台，

本项目将为火箭团队在小型探空火箭发射地点的选择方面

提供湖基甚至海基选择，使火箭发射地点最大程度上远离

人类学习生活区域，平台装配的定位回收系统亦可将火箭

残骸回收，防止其污染落点水域。另外船体包括动力系统

、回收系统、定位系统、发射系统、压载系统及图传系统

。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33

基于图像识别的小型自主空投

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瑞琦 2018300290

张启弘

/2018302658

,肖明朗

/2018302497

,符一

/2019300136

,史宇轩

/2019303133

袁昌盛 副教授 0820

该项目以小型航模飞机为平台，利用开源飞控实现一定的

自主飞行。通过编程对其上搭载的图传设备回传的图像进

行处理，实现对特定目标的识别。在单片机和各种传感器

的基础上，进行编程，实现自主空投。并且将图像识别和

自主空投相结合，实现对特定目标识别+空投，可以应用于

小型货运，农用，军用等领域，使用范围很广。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34

中空双壳结构CuS@CoS2立方体

的制备及吸波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彦亭 2018303670

马天舒

/2017303607

,赵李群

/2018300185

刘攀博 副教授 0804

电磁波吸收材料（MAMs）可将入射到材料内部的电磁波转

化为热或其他类型的能量耗散掉。因此，研究高效的MAMs

对于提高国家军事武器装备的性能和解决日常生活中电磁

波辐射的污染都有着迫切的实际需要。本项目基于对碳材

料吸收剂的缺陷分析，选择制备中空双壳立方体结构这一

高效的吸波结构。探索制备出这一结构后，同时对异质界

面和中空结构对材料阻抗匹配和吸波性能进行研究。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35

噪声标注下基于深度学习的图

像分类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蒋楠 2019301778

王隽程

/2018302079

,何健南

/2019301777

,廖朋

/2019301779

,刘政良

/2019301780

邓鑫洋 副教授 0807

对于海战场等强对抗环境下，获取的多模态数据由于数据

本身的干扰而普遍存在较多的噪声标签，限制深度学习网

络的训练效果和泛化能力。针对海战场环境下决策图像数

据的噪声标签问题，研究噪声标签处理技术显得尤为重要

。本项目针对弱标注数据标签存在的噪声问题，提出了一

种基于混合高斯标签重构模型的标签噪声处理技术，达到

在含噪声标签数据集中学习正确的数据信息的作用。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36

基于柔性热膜剪应力传感器及

柔性压力条带的飞行状态检测

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齐朝辉 2017301109

马永恒

/2017301108

,贾方超

/2017301111

,梁必晨

/2017301102

,李宣慧

/2019301333

罗剑
讲师

(高校)
0802

本项目是开展基于柔性热膜剪应力传感器和柔性压力传感

器条带的航模飞行测试,获取机翼、机身的部位的壁面剪应

力及压力分布情况。探索和验证实际飞行中,起飞、降落、

巡航、过载、大迎角、失速等飞行状态下,壁面剪应力和压

力变化情况,并建立与滚转、偏航、俯仰角等姿态的变化关

系。积累两传感器在实际飞行中的应用经验,得出两传感器

在飞行测试中的功能效用,优化数据处理过程,为传感器在

大型航空器上的实际测试建立前期基础。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37

基于强磁场处理技术的Co基合

金熔体处理及性能调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启亮 2019301076

边张驰

/2019301122

,黑博

/2019301051

,王浩

/2019301132

,姜逸然

/2019301020

贺一

轩,王

海丰

副教

授,教

授

0804

本项目将强磁场技术引入Co基合金材料的熔体处理过程，

通过磁化强度原位测量实现熔体结构转变过程的精确表

征，研究不同磁场强度、不同过热处理温度下合金熔体结

构的演化规律和强磁场下高温熔体结构调控对凝固过程的

影响规律；研究合金在强磁场处理后的力学性能并探讨其

与熔体结构状态和凝固组织类型的关系，获得强磁场熔体

处理-组织-性能的关系规律，获得通过强磁场调控Co基合

金组织和性能的新方法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38

仿生海豚捕食柔性气动执行器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宜鑫 2017300794

刘振鹏

/2017300801

,任月茹

/2017300703

,伍冬阳

/2017300705

董华

超,王

鹏

副教

授,教

授

0707

软体机器人由软材料加工而成，具有无限自由度和分布式

连续变形能力，近年来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通过模拟

生物的形态结构，能够爬行、扭动、蠕动穿过狭小的空间

和实现抓取等操作，在非结构化环境中应用前景广泛。本

课题的目标是设计与优化一种仿海豚柔性咬合器，具体

地，制作出一个气动（液压）驱动的柔性执行器，该执行

器形状类似宽吻海豚嘴部，采用柔性材料受内压变形弯曲

的原理实现咬合的功能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39

基于稀疏回归的COVID-19数据

驱动建模和预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蒋雨馨 2018302488

何玖妹

/2018300183

,李加淳

/2018302520

,王嘉祥

/2018301269

,袁昊

/2018302518

都琳,

张硕

教授,

副教授
0701

本项目基于新冠病毒确诊人数等数据，利用稀疏回归的思

想提出一种数据驱动建模及预测的方法。该方法对传染病

传播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解决了传统SEIR模型及机器

学习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产生的问题和缺陷，得到一种可以

平衡可解释性和准确性的新冠模型。项目通过对中国本土

疫情的复盘，探索出一套适用性较强的预测体系，可对疫

情中重要的数据特征如累积确诊人数等进行预测，希望为

世界疫情发展及防疫工作开展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40

基于特征融合与残差分析的旅

游客流预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家龙 2018303044

肖红丽

/2018303043

,王欢

/2018303062

,刘子渝

/2018303056

殷茗 副教授 0809

针对含有多特征的景区日客流量预测问题，本课题提出一

种基于残差分析方法的组合模型，首先抽出历史客流特

征，对剩余的特征进行融合构建SVR预测模型，然后结合历

史客流使用获得的残差构建LSTM时间序列预测模型，最终

得到基于多特征融合与SVR残差分析的LSTM模型预测景区

日客流量的方法。分析客流规律，预测发展趋势，及时准

确的制定公共政策，避免造成因旺季、节假日游客过多而

引起等待、拥堵和踩踏等事故的发生。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41

基于纤维素纳米晶的高导热柔

性薄膜制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鲁楚瑶 2018303612

张海天

/2017302702

,何沐锟

/2017303587

顾军渭 教授 0804

本项目拟以氢键功能化的BNNS（OH-BNNS）和CNCs共同构

成的层级“线-面”结构杂化材料为导热填料，以聚乙烯醇

（PVA）为基体，采用旋转刮涂的方法制备柔性高导热复合

薄膜。利用CNCs、OH-BNNS和PVA之间的多重氢键作用，增

强复合材料体系内部的界面作用并构筑由氢键加强的导热

通路和网路，进一步提高导热性能。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42

基于EEG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

手势识别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卞思祺 2018301882

王艺璇

/2018301883

,陈奕秀

/2018301884

,王虎

/2018301886

,王浩

/2018301891

谢松

云,谢

辛舟

教授,

副教授
0807

针对目前手势识别系统中的误判问题，本项目提出一种基

于EEG的有意识和无意识手势识别新方法，即通过提取脑电

信号来识别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手部动作并加以区分，以提

高手部运动识别系统判别准确率。项目主要分为实验范式

设计、脑电信号的采集、特征提取和分类和人机交互系统

的搭建四个部分。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43

一种车载多功能聚光光伏发电

玻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斯琪 2018301544

乔格

/2018301616

,王一凡

/2019301647

,张鹏

/2019301593

,杜金波

/2019303649

孟宪龙
讲师

(高校)
0805

新型聚光光伏系统（CPV）相比于传统电池阵能够在保持效

率相同的情况下降低成本且适应性强。本项目设计一种新

型车用聚光光伏产品—多功能可伸缩太阳能玻璃。它没有

漆黑的表面，却有着太阳能电池发电的特性。它可以完美

融合三种功能于一身—发电,照明,隔热。在此基础之上，

还可以对CPV模块的背板进行冷却流道设计，利用空气,水

等工质对光伏电池进行冷却，形成聚光太阳能热电联合利

用(CPVT)系统。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44
声涡旋清洗机设计与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仔欣 2018302577

董佳欣

/2019303104

,李润稷

/2019303112

,权佳蕊

/2019303105

,贾飞

/2019303110

洪振

宇,闫

娜

教授,

教授
0804

本项目拟首先利用数值模拟手段进行容器内的涡旋声场计

算，系统揭示声涡旋清洗,机的声场分布特征，并据此进行

声涡旋清洗机的结构设计，其次搭建声涡旋清洗机实验,装

置，测试清洗效能，探索涡旋超声清洗机在实际应用中的

清洗效果，最后对声涡旋清,洗机的特征参数进行优化设

计，制作原理样机。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45

软体驱动器的轻量化变刚度实

现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磊 2018301343

张双军

/2018301344

,余时泷

/2018301338

,张宇鹄

/2018301345

,漆昕

/2018301336

邹海林 副教授 0801

本项目在软体机器人这一大背景下，针对软体机器人负载

能力较弱，以及抵抗环境障碍能力不足等问题进行研究。

主要针对软体驱动器，通过颗粒阻塞实现对其刚度调节，

在保持轻质的同时提高其负载能力。具体包括:应用3D打印

等技术进行颗粒制备，对其变刚度机理进行分析；探索不

同颗粒对软体驱动器的影响并最终获取效果最佳的轻质颗

粒；最后将结果应用到软体抓手与软体机械臂，使其同时

满足变刚度和轻量化的特性。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46

冷喷涂固态增材制造AlSi10Mg

合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相 2017300955

刘禹玺

/2017300965

,王鹏程

/2017300953

李文亚 教授 0804

冷喷涂是一种高速粒子碰撞的涂层制备技术，喷涂颗粒经

喷嘴加速后以很高的速度撞击基体，产生塑性变形而沉积

于基体表面，具有独特的冶金优势。铝合金具有密度小、

比强度高、流动性好及易成型等优点，广泛应用于航空航

天、汽车、机械等领域。本项目拟开展AlSi10Mg,冷喷涂

固态增材制造工艺的创新研究，优化冷喷涂固态增材制造

制备的AlSi10Mg,的组织和性能，为日后的应用奠定良好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47

基于无人机的太阳能板缺陷检

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江东 2018301943

崔力

/2018302366

,尹逸晨

/2018301933

,朱新发

/2018302421

周果清 副教授 0809

太阳能发电过程中,环境恶劣、产品缺陷等因素可能导致光

伏组件产生如裂缝和热点等缺陷,进而导致发电量下降,发

电功率不稳定等不利后果。我们拟开发一种基于无人机摄

影技术和计算机视觉理论的检测系统,该系统有着快速,准

确,自动,成本较低等优点,从而对有缺陷的太阳能面板进行

高效,精准的检测,提升对有太阳能面板缺陷的检测效率,从

而高效利用太阳能,降低太阳能发电的成本。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48

新冠病毒双靶向纳米药物制备

及其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谷陟溪 2018303354

李驰

/2019303575

,安家琦

/2019300355

,陈果

/2019301197

邵东燕 副教授 0710

利用PEG-PTMC共聚物同时将IL-15和ACE2蛋白分子负载，

然后通过自组装制备出双靶向纳米药物（AP-NK），通过

同时靶向NK细胞以及COVID-19病毒感染细胞，实现NK细胞

对新冠病毒感染细胞的有效甄别及高效清除，同时也为抗

病毒类广谱药物的研制提供新的设计角度。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49

基于PX4飞控固件和嵌入式系

统的无人机可视化辅助精确空

投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志远 2018302252

李佳敏

/2018301684

,张力源

/2019302049

,李超越

/2018300520

,师宇

/2019300460

李陶 副教授 0820

本项目立足快递业、农业等民用相关领域，以及航空科研

竞赛中面临的精确空投问题，把握目前相关领域一定程度

上的技术应用空缺，项目主要基于PX4飞控固件和嵌入式系

统的设计开发，将通过研究解决PX4原生固件二次开发、飞

控Mavlink通讯协议解析、嵌入式系统的开发设计、精确

空投模型的建立等关键问题，设计并搭建一套精确性高、

可靠性强、自动化程度高、交互性适用性优异的无人机可

视化辅助精确空投系统。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50

空间柔性捕获的收放线机构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佳豪 2018300106

张卓立

/2018300025

,殷雅萱

/2018300112

,李子琪

/2018300088

,刘津宇

/2018301525

李伟,

许锦

副研究

员,助

理研究

员

0820

设计一款针对空间柔性捕获的收放线机构，使其在已知目

标物与该机构相距距离的情况下，能够实现短距离内的绳

长控制与张力控制，从而使系绳在释放过程中保持紧张状

态，并使系绳前端顺利达到目标物所处位置，避免在系绳

发射后出现由于发射长度过短导致无法触及目标物以及由

于发射长度过长导致的空间摆动和系绳缠绕等问题。并且

在系绳前端到达目标物附近后，能够顺利收回系绳。是空

间捕获项目中重要的机构之一。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51
水下强声信标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乐 2018301307

周泽宸

/2018300783

,刘彦

/2018300722

,张培森

/2018300779

张群

飞,张

玲玲

教授,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0807

本项目将尝试研制一种体积较小的便携式长时待机可编程

强声信标，通过设计水下强声源低功耗电控制电路以及

10kV量级高压触发电路，以满足强声信标可靠长时工作的

使用需求，且能够应用于实验仪器定向、定位，甚至能够

在关键时候发送一些具有一定加密性的信息。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52

基于自研芯片的面向5G通信带

内全双工通信电路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雨欣 2018303251

李科穆

/2018303260

,陶俊尧

/2018303261

杜永乾 副教授 0807

双工技术是通讯节点实现双向通讯的关键之一，传统TDD与

FDD模式都会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而同时同频全双工技术

能够通过直接消除干扰的方式区分开上行信道与下行信道

信号，将无线资源的使用效率提升近一倍，从而显著提高

系统吞吐量和容量，但全双工技术对自干扰消除能力提出

了极高要求，本次创新训练项目将基于自研芯片、应用自

干扰抑制方案，实现自研面向5G通信带内全双工通信软件

硬件的设计，从而实现全双工通信功能。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53

基于智能汽车的无人物流运输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旭凯 2018302212

陈改改

/2018302017

,石钰莹

/2019302183

,王静怡

/2018301991

,盛泽宇

/2018302211

曲仕茹 教授 0808

我们所提出的智能无人运输系统,在智能双车的技术基础

上,主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无需停车实现交换货物。依靠

主车与从车行驶途中的对接来装卸货物,实现货运过程中时

间的无缝衔接,最大程度上提高快递途中的运输效率。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54

基于深度人脸微表情学习的学

生上课专注度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计瑾 2018301951

王乐豪

/2018303303

,周文静

/2018301301

,许迎龙

/2018303125

郭哲 副教授 0807

针对学生课堂学习专注度的实时分析问题，基于深度人脸

微表情学习，对实时采集的学生课堂学习中的人脸表情数

据进行表情知识的学习与分析，通过构建专注度评判标

准，对学生课堂学习的专注度进行打分，实时检测学生课

堂学习状况，并反馈给教师，有效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55

自然能量发电薄膜的模块化设

计与集成式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濛濛 2018301285

聂德志

/2018301264

,曾孝诚

/2018301348

,范景辉

/2018301959

,李欣怡

/2019300473

陶凯 副教授 0805

将开发一套模块化自然能量收集系统,主要由收集不同种类

能量的发电薄膜组成,配备相应的电源管理模块与应用模

块,可根据具体的能量收集需求,同时收集自然界的多种能

量。研究成果将进行产品化,并尝试应用在面向中小型无人

机智能发电蒙皮的研制。本项目意图与当下传统的化学电

池、电磁式发电模块等供能方式形成互补,改善能源结构,

同时为物联网时代提供绿色的能源解决方案。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56
柔性电致变色蒙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颖超 2017300090

何心源

/2017300120

,宋佳芬

/2017300184

虞益挺 教授 0804

本项目以大面积、高性能的柔性电致变色蒙皮为研究对

象，以服务于智能穿戴设备、柔性电子显示器等多个应用

领域为目标，创造性地提出柔性电致变色的新方法、揭示

结构参数化性能影响规律，确立柔性电致变色蒙皮的变色

性能及物理影响机制，掌握变色响应速度快、光学效率高

、调制范围广、循环稳定性好、柔韧度高的结构设计规

则，形成大面积、批量化、均匀性好的高保真制备工艺。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57

一种多功能智能伞筒的设计与

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贵晨 2018300334

周阳

/2018300331

,王正虎

/2017300326

,张静怡

/2018302120

,郑泽森

/2017300324

郝思

思,胡

深奇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助理工

程师

0807

为了克服现有伞具收纳装置的各项不足，我们团队提供一

种多功能智能伞筒，以步进电机、二维码扫描检测、智能

温度调控、智能管家系统的作用实现智能伞具存取、伞具

快速干燥、智能天气播报和外出提醒带伞等的功能，极大

的提高了伞具存取的安全性和便捷性，极大的满足了用户

的需求，同时以智能化模块更好地满足居家及公共场合的

使用需要。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58

碗状过渡金属/碳纳米材料的

电催化分解水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茗悦 2018302696

白荣坤

/2018302706

,卢涛

/2018302707

梁瑾 副教授 0703

锌空气电池安全性能好、成本低,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目前,锌空气电池商业化瓶颈是其循环效率和极为有限的使

用寿命。造成问题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动力学缓慢的氧气还

原反应降低效率,空气电极上发生OER与ORR这两个主要反

应要克服较高电位。目前对于OER催化剂研究较多,对ORR

催化性能研究尚不深入。因此,探究ORR反应机理,提高催

化效率,开发用于空气电极的催化剂对于锌空气电池技术的

发展应用具有重大意义。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59

近红外光调控水下智能粘附摩

擦界面构筑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伊宁 2018303461

陈宇昂

/2018303543

,葛宇翀

/2018303542

刘国强 教授 0804

本项目设计了一类基于贻贝黏附蛋白和热响应性亲水聚合

物的共聚物，拟作为一种水下界面胶粘剂。相应地，为其

设计了一种掺有碳基纳米颗粒的热响应性基底。通过将胶

粘剂涂覆于基底，可借助碳基纳米颗粒的光热效应，通过

近红外光的照射，实现远程界面摩擦黏附的调控。该材料

在水下机器人、移动装置、智能表面等领域有广泛的潜在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60

强磁场诱导CoCrFeNi基高熵合

金组织取向与定向排列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金雨杰 2018300902

陈垚轩

/2018303522

,夏智雨

/2018303481

,苏兴航

/2018300918

,兰自阳

/2018303531

王军 教授 0804

本项目旨在通过强磁场的作用处理，使得CoCrFeNi基高熵

合金的微观组织取向与定向排列发生改变，进一步调控其

力学性能和磁性能，从而为其组织性能优化以及应用潜能

的开发提供基础。研究结果可申请发明专利并发表学术论

文。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61

基于lora的仿蚁群团队通信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尚润泽 2017301934

邓雨轩

/2018303274

,申淑雯

/2018303218

何贵青 副教授 0807

《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中指出，

强化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应急队伍配备小型便捷应急通信

终端。本项目针对该技术市场需求，采用低成本物联网传

输技术，研发了户外定位与通信的便携式个人通信终端—

—“小蚁”。户外团队成员在没有手机信号和互联网接入

的情况下，能通过“小蚁”进行团队内部通信，通过蓝牙

连接配套的智能APP，实现团队成员的定位位置报告、文字

信息聊天、危险地图标定等实时态势感知功能。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62

软岩质边坡高填方路基的强夯

加固效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翔 2018301388

荆海滔

/2018301385

,程志伟

/2018301391

李世洋 副教授 0810

强夯法在加固山区高填方工程时采用的逐层强夯处理方法

忽视了高填方下层土体实际受到上层土体自重荷载作用不

用强夯即可被压密，故浪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本项目依

托我国中部某在建公路的高填方路基工程，拟采用试验测

试和有限元模拟的方法，对实际所需要强夯处理的路堤填

土深度以及边坡岩体力学参数、边坡倾角、填土性质的影

响开展研究。研究结果可为后续山区高填方强夯加固工程

提供有效参考和指导，具有巨大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63

金属基表面活性剂合成及在金

属防腐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一冉 2018303575

董梓凝

/2018303673

,毕然

/2018303680

,姚力筝

/2018303653

,王思清

/2018303589

张军

平,闫

毅

副教

授,教

授

0804

金属腐蚀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缓蚀作用的表

面活性剂可凭借其两亲性质，在金属表面发生吸附，减缓

金属腐蚀速度，其缓蚀效率随其浓度的增大而增大，对于

某些表面活性剂来说，浓度达到cmc附近时，缓蚀效率达到

最大，但浓度过高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故需降低表面

活性剂的cmc。本项目的研究目的是探究引入柱五芳烃能否

降低cmc并对新型表面活性剂的缓蚀性能进行表征分析，通

过四苯乙烯AIE效应探究其缓蚀机理。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64

基于自然语言分析的类图的自

动化构造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思玄 2018303168

刘广厚

/2017303199

,余一凡

/2017303200

,吴宇畅

/2017303198

,张润鑫

/2017303203

马春

燕,许

军毅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0809

本项目使用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法，对规范化的需求文本进

行自动处理，智能识别类名、类与类之间的关系以及类的

属性和方法，形成初步的面向对象模型，再根据项目实际

情况进行人工调整，最终实现需求到类图的自动化构造，

显著提高了需求分析的效率。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65

小型高转速甲醇燃料发动机高

效燃油配比及其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葛宇辰 2018300314

孔维瀚

/2018301621

,王一丁

/2019300681

,郭瑾

/2019301503

,王丹迪

/2019300328

郭庆 副教授 0805

小型二冲程甲醇发动机因其强劲的动力和良好的续航能

力，备受领域内的青睐。燃油成分的配比是影响发动机性

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本创新项目旨在利用学到的各

种专业知识与实验技能研究不同成分（甲醇、蓖麻油、硝

基甲烷）对动力性能的影响，筛选合适的燃油配比，并利

用得出的研究数据进行数学建模，建立完整的、具有普适

性的评价系统，进行校正修改，将一些细节进行优化设

计，达到速度与稳定兼顾，实现发动机动力性能的提升。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66

基于六轮结构的测温、消杀一

体化防疫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梅高岩 2018300848

杨益滔

/2019303078

,赵嘉墀

/2017300779

,徐超博

/2018301901

,梁思杨

/2018302246

姚如贵 教授 0802

新冠病毒爆发以来，防疫工作成为全社会的重要关注点。

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如何做到快速检测人体温度，迅速定

位报警成为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到了清洁时间，如何做

到有效的清洁消毒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67

基于协同传感器的可穿戴式呼

吸监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佳昊 2018301766

张佳敏

/2018301767

,郑皓楠

/2018301918

,邹蕤璟

/2018301788

,曾作鑫

/2018300154

尹熙鹏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将对,EIT,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包

括,EIT,技术的基本原理、生物组织的电阻抗模型、硬件

系统方案可行性以及图像重建的仿真。提出了一套用于模

拟肺部阻抗变化特性的,EIT,成像系统方案，分析,EIT,系

统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完成相关硬

件系统的设计和搭建，包括物理模型、电极阵列、激励与

测量通道和控制系统。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68

可调控ROS的CeO2纳米酶基组

织粘合胶水的构建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茁芊 2018303381

曾钧天

/2018303384

,王子轩

/2018303388

崔宁
讲师

(高校)
0826

本项目的灵感来源于CeO2纳米酶所具有的良好ROS调控功

能，以及酪胺对皮肤组织具有良好的粘合性能。项目负责

人陈茁芊及团队成员根据目前纳米胶水的研究动态，提出

CeO2纳米酶直接作为纳米胶水的可行性，并进行了部分预

实验研究。本项目拟利用共沉淀法制备不同粒径的CeO2纳

米晶，通过表面功能化修饰接枝酪胺，构建一种具有ROS调

控功能、实现高强度粘合的纳米胶水，为临床上伤口闭合

方案的优化提供参考。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69
世外萄源农产品运营服务团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馨雨 2019303359

李宇婷

/2019301977

,刘蕴怡

/2019301096

,顾睿文

/2019302051

,吕之珂

/2019302016

王克勤 副教授 0823

收集长安区葡萄废弃枝条制作“葡萄枝条碎屑菌包”，进

行了平菇培育实验，实现了葡萄枝条的“0”污染回收再利

用，运用电商平台解决葡萄销售问题，利用勘测设备对葡

萄进行实时监测，最终实现“节能环保，增收减贫”的最

终目的。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70

基于文字图像识别的垃圾分类

检索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嘉艺 2018302334

胡华文

/2018302337

,周钦浩

/2018302439

,武远淏

/2018302438

郭斌 教授 0809

“基于文字图像识别的垃圾分类检索系统”以“微信小程

序”为具体实现形式。人们可以通过输入文字、拍照或导

入图片,查询某种生活垃圾的所属类别。该小程序旨在快速

准确地对垃圾进行分类,解决人们在垃圾分类时不知如何下

手的问题。此外,还支持在校内查询“附近的垃圾桶”。同

时,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和能力。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71

高效宽带非色散手性超材料的

设计与电磁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贵熙 2019303147

陈钰名

/2018300073

,夏合娜孜·

开赛尔

/2019301525

,马湉茜

/2019303141

宋坤 副教授 0702

操控电磁波的极化状态在通信、化学分析、光电子学、生

命科学等众多领域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本项目通过理论分

析、数值模拟与实验验证相结合的方式，探索新型非色散

手性超材料的设计方法，研究非色散手性超材料的电磁特

性，揭示其电磁行为的物理机制，探寻控制色散效应的方

法，最终制备出可实现高效的宽带非色散透射与旋光性能

的手性超材料。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72

基于树莓派和神经计算棒的家

庭管家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婷 2018301142

陈志炜

/2017302297

,李佩婷

/2017301968

,高云鹏

/2019302859

,史雨琪

/2019301397

刘平 副教授 0808

这是一款面向家庭,结构创新,寓教于乐的家庭管家机器人

。它可进行语音交互、可通过视觉识别区分垃圾类型、可

红外遥控电器以及可进行自主移动并完成一定舞蹈动作,从

而达到提高人类生活智能化水平及提高生活趣味性,增强使

用者生活幸福感的目的。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73

噪声扰动下磁悬浮列车动力学

及控制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永晖 2017302573

薛行健

/2017302566

,张梓昕

/2018302548

,徐欧

/2018302543

,康诗帆

/2018302601

贾万涛 副教授 0712

本项目针对目前在磁悬浮列车领域的噪声扰动问题、随机

动力学控制与分析问题，提升列车的运行平稳性、可靠性

以及实现扰动下列车最优控制，依托西北工业大学数学与

统计学院复杂性与统计科学国际联合实验室，整合内外部

专家资源，综合基于传统概率统计的模型预测、机器学习

和随机动力学等研究方法，计划利用一年的时间，进行系

统性研究，提高磁浮列车旅客运输的安全性、舒适性，减

少维护成本，提高运行时对磁悬浮列车的控制效果。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74
基于MOFs填充的新型口罩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艺龙 2018300363

黄琛

/2018300361

,杨梦冰

/2018300358

,沈奥

/2018300351

,秦泽鹏

/2018300355

王煜,

汪辉

讲师

(高

校),讲

师(高

校)

0825

口罩是隔离病毒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普通口罩对病

毒颗粒不能完全隔离，且对空气中的污染气体完全不具有

过滤效应。针对上述缺陷，提出在现有的口罩夹层内填充

含有金属有机骨架材料（MOFs）,柔性多孔装置，其利用

MOFs材料具有丰富的微孔结构、大的比表面积等优势对病

毒颗粒具有完全过滤效应，同时兼顾对空气中的低浓度的

有害气体具有很强的吸附效应，使得通过新型口罩的气体

得到净化。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75
机载无人机弹网捕获装置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璇 2018302142

杜朔

/2018302193

,李欣玉

/2018302164

,耿瑞雪

/2018302162

,纵光

/2018302192

韩渭辛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通过对“黑飞”无人机的危害分析,研究设计了无人

机弹网捕获系统,通过气动网枪所喷出的网对目标无人机进

行捕获,最终将其带回驻地。弹网捕获装置通过无人机机载

舵机的驱动,可以进行弹射角度的调整,扩大了无人机的捕

获范围,提高了无人机弹网捕获成功率,实现了无人机高可

靠弹网捕获装置的设计。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76

基于聚合物转化陶瓷的高温传

感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雨然 2018302823

高术依

/2018302788

,孙正义

/2018303379

,黄玮宁

/2018302848

,唐骞

/2018302693

曹晔

洁,袁

小庆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4

本项目提出以航空发动机实验测试工程技术为背景，以聚

合物转化陶瓷为基础，通过调控前驱体分子结构，合成具

有高温非晶半导体性能的陶瓷传感器材料。利用该材料制

备新型高温传感器，从而最终实现对高温环境下温度的探

测。该项目适应了我国当下发动机研究与发展的需要，新

材料、新技术的开发，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价值。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77

一类新型二酰亚胺的设计合成

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晓玥 2018303610

陈泽宇

/2018303528

,徐琳

/2018301199

,鞠晓雨

/2019303785

,张雪辰

/2019303787

李学香 副教授 0703

近年来，伴随有机电子学的蓬勃发展，无机材料的发展遇

到了瓶颈，因此有机半导体材料的研究逐渐成为了科研领

域的热点之一，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有机光

电子器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本项目基于以往的研究，设

计和合成一种光学、电学和热稳定性较好的新型二酰亚

胺，为其应用于有机场效应晶体管中打下基础。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78

柔性应变传感器的可拉伸结构

创新与快速打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阿凘荣 2018300015

王慕尧

/2018300010

,胡志杰

/2018300048

,曹馨月

/2019300050

吉博文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主要目标是探索柔性应变传感器全新结构设计与快

速加工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人体活动监测和无人车集群控

制。项目主要创新点是结合宏观剪纸结构和微观三维吸盘

结构等，使器件具有良好的抗变形能力，灵敏度和疲劳稳

定性。项目实现方面：通过微电子打印机，实现器件的便

捷、低成本加工；基于微型原位力学试验系统和台式万用

表，对器件进行力学、电学测试，并与仿真结果进行对比

验证；最后通过多样应用场景证明器件功能和潜力。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79

多孔中空碳气凝胶在锂硫电池

中的应用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奕卿 2017302725

邱文

/2017302724

,刘佳豪

/2017302723

,崔凯

/2018302673

,王韵浩

/2018302674

刘攀博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从碳材料结构的,锂锂电池的界面角度出发,设计一

类新型的多孔中空碳气凝胶,旨在抑制多硫化锂的穿梭,提

高硫正极的硫面载,对应的循环稳定性,倍率性能。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80

基于脑电波控制的可快换拆爆

执行器的机电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沛航 2019303759

栾昱霖

/2019303752

,刘子扬

/2019303751

,矫文景

/2019303748

,杨帆

/2019303758

金凯

乐,齐

乐华

技师,

教授
0808

该项目的主题研发第一人称操控的排爆机器人。该机器人

由脑波控制装置和搭载机械臂的全方位移动的轮式机器人

两大模块组成。脑波控制装置应用红外传感以及VR图传一

体化技术，机器人主体则可打探、适应复杂地形，搜集易

爆物周边环境状况信息，配备的快换机械臂可切除炸弹引

线。以第一人称对机器人进行操控能使排爆者对易爆物的

状况及周围环境的了解更加直观，更易达到快速排爆，降

低风险的目标。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81

关中地区农村老年人居住热环

境评价与改善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九阳 2018301447

喻涛

/2018301445

,王卓雅

/2018301438

,钱诗雨

/2018301453

,吕志恒

/2018301469

郑武幸
讲师

(高校)
0828

为保障农村老年人享有同城市老人一样的舒适健康的居住

生活环境，项目采取实地调研的方式，获取农村地区建筑

及用能特点和室内热环境随季节动态变化规律，掌握农村

老年人群的适应性热舒适规律，建立随气候动态变化的人

体热舒适评价模型，以此为基础提出适宜老年人居住热环

境的改善策略。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82

基于STM32和Raspberry Pi的

可变形智能机器人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宇婷 2019301977

金锐

/2017301185

,丁舒昱

/2017300430

,李俊萱

/2018301448

周巍 教授 0802

项目围绕变形机器人展开，设计其两种状态下的外观，同

时，通过树莓派等各种硬件，实现其智能化，如语音识

别，图像识别，还有自主切换形态。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83

基于SAW结构的水下正弦波推

进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忠宇 2018300654

张超越

/2019300990

,卞楚菡

/2019300967

,王瑞宝

/2019300988

,王灏东

/2019300064

潘光,

曹勇

教授,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0819

本项目为借助仿生技术，通过仿生蠕虫的推进方式，制造

出的正弦波推进机器人。该机器人具有水陆两栖的功能，

在陆地上，通过与地面摩擦实现平面推进、爬坡及翻越障

碍。同时，在水中，对表面蒙皮后，该机器人可以完成像

水蛇一样的运动。与传统电机推进相比，该机器人具有运

动噪音小、隐蔽性好、机动性高等优点。且可通过搭载不

同传感器，实现水中温盐、水氧浓度检测作用。在原位监

测、水产养殖、娱乐项目等民用方面有较大应用前景。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84

便携式快速制冷箱结构设计与

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张蕊 2018300336

陈心璇

/2018300343

,尤东垚

/2018300429

,邢铨

/2018300432

,何婷婷

/2018300339

汪辉,

王煜

讲师

(高

校),讲

师(高

校)

0805

本项目创新性地提出并设计一种便携式制冷箱，利用材料

脱附气体吸热实现长时效下快速制冷。项目利用金属骨架

有机材料脱附CO2过程中吸收大量热量并能循环再利用的优

势，拟采用实验和模拟相结合，建立吸附材料快速筛选微

观模型及跨尺度耦合的脱附传热传质模型。基于上述模

型，实现最优吸附材料在最优工况及结构下对箱内饮料快

速降温的目的，制作可在长时间内随时降温获得冰饮并重

复再利用的制冷箱，满足随时随地获得最优制冷效果。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85

高强度多孔氧化物共晶陶瓷的

快速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佟妍琳 2017300929

黄卓斌

/2017300958

,李画芃

/2017300910

,雷新英

/2017300849

,姚凌波

/2017300076

苏海军 教授 0804

本项目拟利用激光悬浮区熔高梯度定向凝固技术在空气环

境中的孔隙形成机制来制备多孔氧化物陶瓷，凭借其极高

的温度梯度来细化多孔骨架的组织尺度，利用没有坩埚污

染的特点来提高材料纯度，减少夹杂缺陷。探索出一种快

速制备高强度多孔氧化物共晶陶瓷材料的新方法，丰富多

孔陶瓷在现有应用领域的应用，开拓其在结构材料领域的

应用潜力，最大限度的发挥其轻量化优势。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86

改性石墨烯/硅酮电磁屏蔽胶

黏剂的制备和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游 2018303630

张予凝

/2017303588

,孟维岩

/2019303755

邱华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04

本研究拟以石墨烯为导电填料，硅酮胶黏剂为基体制备可

应用于柔性基材的电磁屏蔽胶黏剂。同时通过氨基改性石

墨烯来提高填料和基体的界面结合力，以同步实现胶黏剂

的高电磁屏蔽性和粘结性。分析研究改性石墨烯用量对材

料电磁屏蔽性能、导电性能、力学性能和粘结性能的影

响，优化确定最佳实验配方，探索其微观结构和宏观性能

的关系。为提高硅酮胶黏剂的电磁屏蔽性能提供技术基

础，进一步促进该类胶黏剂在电磁屏蔽领域的应用。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87

学生学习全周期动态监控和精

细化服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重阳 2017303105

刘威

/2017303107

,黄智洋

/2017302682

,杜禹明

/2017303279

,候若楠

/2017303239

王犇
助理研

究员
0809

在本项目中，系统开发人员会收集、整理已毕业学生的学

习轨迹信息，例如，已毕业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信息

、参与竞赛数量和等级信息、校园事务经历信息以及出国

留学信息等信息，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以报告形式反馈

给用户就业去向和学习轨迹之间的整体规律和趋势，筛选

出优秀个人案例建立经典案例库，从而为大学生提供更优

质更精准的就业-学习规律分析，指导大学生更好的学习。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88
智能婴儿床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一凡 2018301290

黄哲

/2017301283

,王斌

/2018300272

,梁嘉琪

/2018301320

,郝肇铁

/2018302012

何洋,

赵妮

教授,

讲师

(高校)

0802

该智能婴儿床的特点是安全,智能,美观。安全上有仿生结

构,抗压结构,减震结构等；智能上融合了更多功能。比如,

空气质量监测,自动摇床等功能等。且和小程序联通,能将

数据提供给父母,允许调节。还有其模块化的组合,自由度

高,持久性强。以及床车一体化的设计节约了生活空间,给

监护人的生活带来便捷；美观上可爱温馨,不仅是智能家

居,也是家里的装饰品和特殊的纪念。为了更好照顾到婴

儿,缓解新手父母的劳累和压力,提高生活质量,智能婴儿床

的研究需求显得尤为重要,紧迫。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89
基于3D视觉的带臂无人机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俊卓 2018301736

任旭阳

/2018301623

,孙世彬

/2018302090

,莫非

/2019301990

黄国胜 教授 0808

该项目拟研究一型基于3D视觉的带臂无人机，通过设计飞

行控制系统，反馈控制系统保证飞行性能，利用3D视觉和

手眼协同来保证任务执行。使无人机可以直接在空中对外

界进行操作。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90

基于碳丝材料的释热发声装置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焱烽 2018300755

邓智仁

/2018300612

,齐颢博

/2018300611

,马驰

/2018300609

金秉

宁,刘

佩进

助理研

究员,

教授

0820

本项目分别从碳丝材料的释热频响特性、声腔构型对热声

的响应特性以及碳丝材料在不同声腔横截面的缠绕方式等

方面开展研究工作，从而建立一种基于碳丝材料的可高效

、持续稳定、幅值可控的发声装置。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91

基于黄蜂群算法改进的多机器

人区域覆盖问题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修平 2017302797

程宇昕

/2017302367

,欧阳苏媛

/2017302032

屈耀红 副教授 0808

对于覆盖大场景地图单个机器人覆盖效率低的问题,尤其引

入多机器人协作进行地图区域覆盖的思想,但传统的集中式

控制在机器人数量较多时存在通信难度大、通信效率低、

在分配任务时算法的时间复杂度高等问题。由此提出自助

机器人的思想,每个机器人独立的按照自己的规则对周围进

行检测、移动和探索。在每个机器人算法时间复杂度较低

的情况下有较好的覆盖结果。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92

基于文本分类和情感识别的智

能朗读配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翊堃 2018302405

彭冠文

/2018302271

,宋英杰

/2017301843

,陈凯

/2019302748

赵晓南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旨在设计出一个可以针对指定用户指定文学作品进

行语义识别和意境联想最终实现智能配乐的软件。就目前

项目本身来看,我们的软件能够减少用户在挑选配乐上的时

间和精力成本,降低配乐的技术门槛,并能在朗读过程营造

出更好的艺术气氛,呈现最佳的舞台效果。从长远角度来

看,随着这项技术的不断完善,我们还可以将其推广到网站,

视频等等的配乐。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93

生物催化合成手性邻位卤代-

α -苯乙醇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尹东明 2018303366

林清仙

/2019303555

,张烜槊

/2019303566

张连

兵,李

爱朋

教授,

讲师

(高校)

0830

针对手性邻位卤代-α -苯乙醇产业化合成存在的短板，拟

开发高效、高立体选择性手性邻位卤代-α -苯乙醇生物催

化合成技术。项目将通过底物为指导的新型生物催化剂的

数据库挖掘获得具有特异性催化活性的羰基还原酶；然

后，以酶-底物结合构象为基础，通过理性设计获得具有工

业属性的手性醇合成用酶；最后，根据生物催化体系性质

和反应动力学模型，建立环境友好、时空产率高的手性邻

位卤代-α -苯乙醇绿色合成技术。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94

多语言协同创新服务中心线上

预约系统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王柔 2018303406

黄芷郁

/2018303410

,何依潞

/2018303409

,温炎敏

/2018303404

孙静 副教授 0502

为满足我校师生在工作和学习中对外语方面的需求，解决

外语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大学英语部拟成立多语种创新协

同语言服务中心。本项目旨在配合语言服务中心的语言学

习诊疗、应用文书修订、外语学习同步辅导、口语对练等

相关功能开发线上预约系统，以实现该服务中心提供便捷

、高效、针对性强的服务。同时，该项目将做到预约系统

与西北工业大学翱翔门户教务系统对接并在全校范围内推

广，从而便于我校师生直接方便地进行预约。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95

基于能耗和采光的西部地区城

市住宅优化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艺洋 2017301473

王晓艳

/2017301454

,朱宇昂

/2017301459

,尚阳

/2017301476

王晋,

邵腾

讲师

(高

校),讲

师(高

校)

0828

本研究通过对西部地区住宅能耗和室内光环境质量的调研

工作，发现目前住宅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对西部地区住宅

建筑基本参数的模拟分析，得出住宅建筑节能优化参量的

合理值域范围，建立住宅建筑相关设计参数与住宅能耗、

室内采光的参数化模型。制定适合西部地区的节能与采光

多目标优化系统，为城市住宅建筑的优化设计提供依据，

同时进一步促进我国建筑产业与能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96

面向地下空间的新型多功能照

明—防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邢小龙 2018301547

潘萌霓

/2018301543

,乔铭

/2018301521

,樊洁平

/2018301089

白晓辉 副教授 0805

为解决当今地下公共场所照明高能耗,阴暗潮湿易滋生细菌

的问题，本团队自主设计了面向地下空间的新型多功能照

明—防疫系统。一方面，照明系统运用太阳能,风能发电，

可以直接降低电能的消耗，外加红外探测装置控制照明自

动开关，只有地下场所有人时才照明，更加节约电能。另

一方面，防控疫情需要做到经常灭菌消毒，而紫外线的杀

菌灭毒效果可圈可点：紫外线能够破坏细菌病毒中的DNA或

RNA的分子结构，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97

自旋解耦合的宽带波前调控超

表面器件的设计与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双丹阳 2018302555

任龙

/2018302866

,王哲

/2018302568

,李沅鸿

/2018302562

,曹昱

/2018302566

冀若楠
助教

(高校)
0702

针对目前圆偏振波前调控超表面存在的左旋和右旋圆极化

相位耦合，难以独立调控的问题,本项目拟提出了一种自旋

解耦合相位调控新机制，通过设计对左旋和右旋圆极化入

射波具有不同响应的非共振手性单元结构，在保证宽带工

作波段的基础上，实现两种圆极化（光子自旋）相位调控

解耦合的波前调控超表面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结合

PB几何相位，进一步探索基于该非共振手性单元结构对线

偏振波束的偏振特性及波前实现宽带调控的可能性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98

基于生成对抗学习的网络社会

实体安全防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江浩 2018303386

邓号

/2018301824

,方耀达

/2018302150

,张晓

/2018303287

耿杰 副教授 0807

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空间中存在的网络攻击模

式也在不断变化，网络社会实体的安全防御面临着诸多挑

战，保护社会实体安全成为国家网络安全与网络国防的必

然要求。近年来，受到二人零和博弈论的启发，对抗网络

快速发展，成为近几年在深度学习领域最热门的网络模型

之一。通过对真实样本数据的模仿，生成对抗网络可以生

成伪造样本来保护社会实体的真实信息、行为意图等不易

被攻击者发现，达到对网络社会实体的安全防御。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199

PBI 阴离子交换膜的制备、掺

杂及电池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晨熹 2018303539

熊志辉

/2018303591

,吴天慈

/2018303537

,尹诗雅

/2018302846

,郭姝潼

/2018302604

陈福义 教授 0804

目前商业化燃料电池放电性能普遍不佳，其中阴离子交换

膜的低效率是很大的影响因素。本项目拟通过研究制备多

孔PBI薄膜，并进一步掺杂镁铝LDH制备PBI-LDH薄膜，提

高膜的离子电导率、化学及尺寸稳定性，从而提高电池的

放电性能。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00

水下爆破目标的视觉识别与定

位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辰 2018300751

赵海涛

/2018300750

,井新康

/2018300749

,王鹤蓉

/2019300842

李乐
讲师

(高校)
0819

当前，水下爆破作业通常是由人工下潜至作业位置，手动

安装炸药，最后定时延迟引爆来完成。这种人工爆破作业

方式，一方面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受限于人

工可下潜深度，其作业范围也有限。随着近年来遥控水下

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和水下作业能力大幅提升，已具备

完成水下爆破作业的基础。因此，本项目提出利用遥控水

下机器人实施水下爆破作业，并重点进行面向水下爆破作

业需求的水下目标视觉识别与定位方法研究。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01

科学研究中研究热点的预测-

以计算机视觉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煜皓 2018300058

杨博

/2018303063

,孙立恒

/2018300155

,吴涛

/2019302200

,贺梓航

/2018301894

何明一 教授 0807

本项目计划以机器学习的方法研究科学研究中热点的变

化，并进行预测分析。通过文本、图像等处理以及相关国

际会议、期刊主题的变化等，挖掘其中的规律。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02

基于远程数据传输的火箭发射

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煜海 2018300054

万洋铭

/2018303323

,王烁宇

/2018303330

,吴志林

/2019302098

金凯

乐,尤

涛

技师,

副教授
0820

该项目的主题研发可控的智能火箭发射小车。火箭发射车

配备动力系统，履带传输系统，蓝牙传输系统，机械升降

装置，角度控制装置。火箭发射车能实现远程操控，将火

箭送到预定发射地点，抬升火箭发射高度，调整发射角

度，实现远程发射的目标。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03

交联网络结构对环氧树脂性能

影响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曌凡 2018302679

孙靖鸿

/2018302677

,朱宏博

/2018301847

,侯昊晨

/2018300390

田楠 副教授 0804

该项目从环氧树脂交联反应路径入手,通过控制反应条件,

对不同阶段的预聚物分子或交联网络结构进行分析。最终

以这些结构信息为基础,解释对应的力学性能变化,分析其

可能的物理机制。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04

N-P共掺杂碳纳米片的可控制

备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鑫源 2018302665

刘泽昊

/2018302870

,王浩然

/2018301559

,王威

/2018302757

王建淦 教授 0804

本课题研究N/P共掺杂碳纳米片的结构设计﹑制备﹑表征﹑

机理﹑电化学性能及其相互关系，开展以盐模板法制备N/P

共掺杂碳纳米片材料的技术策略，该材料的电化学行为、

比电容、倍率性能和循环稳定性的研究，并揭示掺杂元素N

、P对电化学性能的影响规律，目的是开发该材料的制备技

术，阐明掺杂N、P元素对电化学性能的影响规律，揭示N、

P元素的作用机制，为日后高效地制备出高性能超级电容器

电极材料提供科学支撑。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05

基于机器学习的COVID-19仓室

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嘉豪 2018300383

李泽仑

/2018302501

,杨英华

/2018302525

,周江文

/2018301816

雷佑铭 教授 0701

针对本次疫情，本项目准备分别建立国内及世界范围的

COVID-19的传染病模型，综合考虑各国的隔离情况，针对

疫情的防护措施，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来解析出模型的参

数，从而建立数学模型。同时通过复盘世界范围疫情的发

展来评估各国政策；对未来疫情的发展进行预测，为我国

接下来的政策实施提供建议及部分理论支撑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06

基于氰基丙烯酸乙酯的巴尔沙

木-碳纤维轻质复材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浩 2018300347

吴笑坤

/2018300595

,李响

/2018300056

,宋明宇

/2019302041

,吴心语

/2019300769

郭英男
副研究

员
0820

该项目拟采用一种夹芯与表层材料结合的方式研制一种复

合材料梁，并将目标梁应用于小型固定翼无人机的机翼，

机身以及尾翼的制作工艺中，在保证无人机整体的结构性

能优异的前提下，优化目标梁的制作工艺，同时减轻无人

机的整体重量，为应用目标梁的无人机争取更多的市场空

间。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07

广域眼底相机图像对齐和融合

算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重阳 2018301852

李家明

/2018303290

,令狐克睿

/2018301853

,屈佳奇

/2018301842

吴俊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拟改善广域眼底相机拍摄图像质量、将两次拍摄的

图像进行图像融合。由于广域眼底相机普遍存在由于相机

照明不均匀形成的图像雾化现象，需要研究相应的图像去

雾算法和图像增强算法以改善图像质量。而广域眼底相机

两次拍摄的图像还需要研究图像对齐算法，从而提高融合

质量、减少像素误差。最后，还需要结合专业领域知识对

于两幅图像质量较好的区域进行更高效融合和算法优化。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08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野外拍摄机

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沛哲 2018301246

陈德祥

/2017303149

,施子杰

/2016303449

,冯雪扬

/2019302644

,柴世杰

/2018301245

王淑侠 教授 0802

目前,随着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

的野生动物学家及相关爱好者和媒体正致力于跟踪拍摄野

生动物,以了解他们的栖息环境,研究他们的个体与种群行

为。我们希望设计一种新型野外拍摄机器人,其具有多地形

移动底盘,可以深入人类及无人机设备难以进入的区域,如

植被茂密,地势较为险峻的山地、丘陵,以实现对野生动物

进行跟拍；同时可通过传感器设备实现对环境数据的采集,

可以更好地监测野生动物栖息地环境变化。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09

基于rest服务的学生会管理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煜杰 2018303188

张一夫

/2018303229

,李越

/2018303004

,周亚旗

/2018303181

,狄宇彤

/2019302642

李勇,

王丽

高级工

程师,

讲师

(高校)

0809

本项目旨在开发一款学生会（或社团等组织）管理系统。

学生成员均可通过系统进行任务资料查询、工作总结、报

账申请、意见反馈等操作；学生会部长主席团、学院团委

老师等管理员还可进行活动和公告发布、场地申请、重点

工作记录等功能。使用图形化方式对活动情况、成员工作

、财务报账等进行展示。并统一存储管理学生会工作文件

。该管理系统有助于各种学生组织负责人和指导老师更好

的了解学生会状况、查询资料，提高组织运行效率。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10

超声强化微流道化学反应系统

的设计及其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瀚升 2018303686

李昀臻

/2019301192

,于子淼

/2019301211

,肖卫榕

/2019303797

陈芳 副教授 0804

通过围绕声场与微流道的高效耦合，声场调控下微流道内

空化效应调控规律两个关键科学问题展开，构建可用于实

现结构可控表面接枝聚合物SiO2的超声强化微流道反应系

统，为拓宽声化学微反应器在表面功能化纳米材料方面的

应用奠定一定理论依据与实验基础。探索超声场与微通道

高效耦合的方式，实现超声微通道反应系统内传质对流强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11

基于柔性传感器的颈椎应力检

测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世阳 2018300669

郑碧玉

/2018300566

,吴典乘

/2018300627

,刘祐琦

/2018300672

,田照阳

/2018300619

吕翔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旨在设计一款微型便携的颈椎应力状态检测设备及

配套软体设施，为颈椎亚健康群体提供一种简单的颈椎状

态监测方法。考虑到此设备的实际应用价值，本项目的数

据处理环节将结合医学理论知识对计算方法进行优化。本

项目开发的设备可提升人们的颈椎健康意识，配合对颈椎

不良姿势或使用习惯的及时纠正，可有效改善使用者颈部

亚健康状态，减缓颈椎病发病率升高、发病人群低龄化的

趋势，将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12

基于电磁循迹与深度学习的物

资配送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宇航 2018300600

黄睿麟

/2018300009

,任辽

/2018300008

,宋文博

/2018300161

曲仕

茹,胡

深奇

教授,

助理工

程师

0808

基于电磁循迹与机器学习的物资配送机器人,主要应用于单

层酒店物资配送,以在特殊时期减少人员间的直接接触,响

应国家隔离政策,降低病毒在物资配送中的传染风险,为国

家的疫情防控做出贡献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13

亚稳β 钛合金初生α 相的形成

及其对力学行为的影响规律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童阳 2018300951

欧晨阳

/2018300911

,杨秀静

/2018300966

,孙懋恒

/2018300903

,章嘉敏

/2018300912

赖敏杰 教授 0804

本项目以亚稳β 钛合金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亚稳β 钛合

金中初生α 相对合金力学行为的影响，对亚稳β 钛合金的

变形机制有更深入的研究，为亚稳β 的力学性能改善提供

实验研究基础，从而设计出更高性能的亚稳β 钛合金，具

有非常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参考意义。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14

基于图像技术预测非均质材料

宏观力学行为的等几何分析方

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耀戈 2019300663

张昊天

/2019300662

,王新志

/2019300659

,张家睿

/2019300302

,申世东

/2019300656

贾悦,

李春

讲师

(高

校),教

授

0801

由于材料内微结构的非均质性影响材料的宏观力学性质，

因此确定体系内微结构的组分及其相互作用成为预测非均

质材料宏观力学行为的关键。本项目拟研究一种基于图像

技术预测材料形变状态的计算方法，从而建立微观结构演

变和宏观材料力学性能间的定量关系。该算法结合图像技

术和等几何分析法，将计算可行性，数学模型简化及丰富

的微观演化数据达到理想的平衡。通过本项目的研究，为

设计非均质材料提供理论支撑和数值分析手段。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15
智能电子听诊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格菲 2018300806

胡侯锟

/2018300808

,杨玺弘

/2018300804

,蒋玙欣

/2018300794

,李晶

/2019300878

汪勇,

王宏磊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0807

该项目源于现实生活中医院对于用于心肺疾病诊断的高精

确度性能听诊器的需求和人们足不出户实现自身心肺功能

的初步检测和判断的需求，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实现正常心

音与异常心音的自动识别，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集成创新，

研制一款智能电子听诊器，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实用价值

。项目研究内容充实，技术路线可行，经费预算合理。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16

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工业

视觉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熊志豪 2018301863

王勇泽

/2018301779

,杨炳南

/2018301785

,张涛

/2018300529

,许梦辰

/2018301776

张冠

文,周

巍

讲师

(高

校),教

授

0807

聚焦基于深度神经卷积网络的工业视觉检测这一工业难

题，开展包括基于CNN的图像切割，UNet网络和高校大图

分割等关键问题的技术实现，以期实现工业上对各类零件

尺寸的检测、自动装配的完整性检查、加工精度等技术难

题，以高自动化、高精度、高效率的工业视觉检测代替一

些传统的人工检测，提高工业流程的准确性，灵敏性。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17

基于数据挖掘和蛋白口袋配体

残基的生物电子等排体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琪 2017302390

骆艺轩

/2017302385

,张洪瑞

/2017301967

,代龙刚

/2017302346

,刘旭昊

/2017302386

张悦周 副教授 0809

在生物电子等排体替换配体后进行蛋白质—配体对接时,由

于蛋白质具有柔性,替换前后会有部分原子发生位移,分子

间作用力也会发生变化,但若有大量生物电子等排体需要替

换,通过手工比对计算相应原子位移则过于繁琐,因此通过

理论知识和经验利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计算的方法应运而生

。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18

MEG3通过靶向miR-194/MEF2C

信号轴抑制失重性肌肉萎缩发

生的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力恒 2018303392

何金亮

/2019303567

,李欣毅

/2018303382

张辰艳 副教授 0826

载人航天是开发和利用太空资源的重要环节，对国家政治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项目拟

开展如下工作：①,以模拟失重环境影响MEG3及miR-

194/MEF2C信号轴的表达变化入手，探究失重性肌肉萎缩

发生的细胞层面机理；②,研究通过局部缓释MEG3修复失

重性肌肉萎缩的效果。本研究的完成不仅为航天员肌肉萎

缩的治疗提供参考，同时也为解决地面人群的肌肉萎缩问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19

基于行星减速的小型模块化活

塞发动机启动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浩嘉 2018300312

张悦文

/2018300372

,黄祚华

/2018300050

,李冠廷

/2019301339

,杨博涛

/2019301291

郭庆 副教授 0802

小型活塞发动机因为重量轻、结构简单、推重比高等优

点，被广泛用于小型无人机的动力来源。正如所有的燃料

发动机，小型活塞发动机在启动时需要外部对曲轴施加一

个启动转矩使发动机完成点火冲程。而行星减速在保证承

载能力高的情况下同时具有紧凑，寿命长，运转平稳，噪

音小等优点。因此我们决定选择行星减速作为减速机构，

并围绕其设计一套由电机驱动的小型活塞发动机自动启动

系统。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20

POSS超支化聚合物的设计合成

与其全固态电解质的性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培燃 2018303674

陈一博

/2018303582

,涂婧雯

/2018303578

,黄浚灵

/2018303592

马晓燕 教授 0703

为提升锂离子储能电池的使用安全性，本项目旨在获得一

种安全可靠、性能良好的固态聚合物电解质。本项目以聚

乙二醇单甲醚甲基丙烯酸甲酯、多面体低聚倍半硅氧烷、

甲基丙烯酸甲酯三种材料作为结构单元，通过对聚合物结

构和聚合过程的设计与控制，首先得到自由体积大的星型

高分子。在对该聚合物进行性能分析后，制备电导率高、

成膜性好、具有一定耐温和阻燃效果的聚合物电解质，为

安全的锂离子储能电池的应用奠定基础。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21

尺寸效应对二硫化钼压电式纳

米发电机输出特性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晓赫 2018302837

冯康杰

/2018302561

,李昱昆

/2018302565

冀若楠
助教

(高校)
0702

本项目采用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实验论证等手段，研究

尺寸效应对单原子层二硫化钼压电纳米发电机输出特性的

影响规律及内在机理，开发相应的具有较高机械能转换效

率的单原子层压电纳米发电机器件。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22

基于新型恒星敏感器的飞行器

姿态确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元淳 2019300099

王磊

/2018300175

,舒涵

/2019300096

,王涵

/2019300097

,王业良

/2019300098

何明一 教授 0807

恒星敏感器是一种以恒星为测量对象的高精度空间姿态测

量装置，通过探测天球上不同位置的恒星并进行解算，为

深空探测、卫星、弹道导弹、飞机、宇航飞船、高速飞行

器等航空航天飞行器提供准确的空间方位和基准，具有重

要的应用价值。随着我国航空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如今

高动态载体对星敏感器的动态性能、高精度、低功耗等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提升星敏感器的动态性能已经

成为我国航空航天领域中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23

基于适应复杂地形的变形四旋

翼无人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卞英豪 2018301751

刘卓奇

/2017301511

,陈小陶

/2017301990

,巫浩然

/2018301444

,李彤

/2018301679

吕冰,

王均松

三级实

习指导

教师,

副教授

0820

研究一款自适应地形的无人机，其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及

障碍物智能调节它的旋翼分布形状，同时保障飞行器在该

形态下有良好的机动性能和续航能力。旋翼分布调节主要

依赖于其机械结构设计及其相应的控制算法设计，无人机

有四个独立旋转的机臂围绕中心板，能够根据环境改变机

臂形态，并通过读取四旋翼飞行器当前飞行形态并能保证

其在任何时候都能稳定飞行的。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24

长荧光寿命超支化聚磷酸酯的

设计与合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旺 2018302691

朱城运

/2017302675

,夏澍涵

/2018302698

,季子莫

/2019303746

颜红侠 教授 0804

本项目通过分子设计,将杂原子磷引入到超支化聚合物,拟

设计并合成一类新型的超支化聚磷酸酯,以提高非芳香族荧

光聚合物的荧光寿命,并研究分子结构与其发光性能的关

系,揭示其发光机理,为解决非芳香族聚合物荧光寿命短的

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25

基于WiFi感知的商场用户行为

识别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明星 2019301822

刘晓锐

/2019301820

,朱若澜

/2019301876

,朱磊

/2019300158

,周越

/2018302377

程伟 副教授 0807

近年来，Channel,State,Information(CSI)作为一种细

粒度的WiFi信道状态信息，已被应用于高精度室内定位、

人类活动识别和人群数量统计等领域。本项目拟提出了一

种基于无线感知的商场用户行为识别与分析方法，面向商

场应用场景，使用商用WiFi设备收集CSI数据，提取特征

对目标动作进行刻画，识别用户行为。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26

基于视觉传感的分拣机器人技

术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敬业 2018301133

王梦琦

/2018301132

,赫明

/2018301771

刘平 副教授 0808

基于视觉传感的分拣机器人的研究项目。项目基于视觉传

感,以图像处理、路径规划、机器人编程和机械装配作为技

术支撑,旨在研究出分拣机器人技术,实现不同物件的分拣

工作,是一项具有创新性的项目。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27

航空发动机用SiC/SiC复合材

料结构单元的表征与智能识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天昊 2019301177

禚烨淇

/2019301170

,黄赛今

/2019301176

,贾宇飞

/2019301178

,姜晨晖

/2019301179

张毅
助理研

究员
0804

针对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用SiC/SiC复合材料的损伤演化

机理不清楚的问题，开展基于X射线微/纳CT扫描的单向

SiC/SiC纤维束复合材料轴向拉伸原位试验，对CT成像数

据进行图像处理，识别纤维、基体、界面和涂层微观结构

表征；利用前沿机器学习和图像分割技术精细分析加载过

程损伤萌生和演化的定量发展规律，建立相关的映射关系

数学模型。研究成果将为改进陶瓷基复合材料制备工艺、

提高材料性能表征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28

基于带带隧穿的新结构低功耗

晶体管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煜美 2018303282

唐嘉霓

/2018303217

,靳紫懿

/2018303223

,唐天乐

/2018303302

,张晋维

/2017303260

李伟 副教授 0807

传统MOSFET随着栅长的减小功耗增加，不利于低功耗集成

电路的应用。隧穿晶体管带带隧穿的工作机理可以使器件

亚阈值摆幅低于60mV/dec，有助于功耗降低。项目主要分

析隧穿晶体管的带带隧穿机理，设计一种新结构隧穿晶体

管，并解决解决隧穿晶体管Miller电容大的问题，利用异

质结工程解决隧穿晶体管开态电流低的问题。该结构可以

应用在数字集成电路中降低延迟和功耗，应用在模拟集成

电路中提高频率。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29
内网用户行为监控与审计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廖凯华 2017302219

刘天珞

/2018302205

,翟元洁

/2018302186

张慧翔 副教授 0809

针对日益严重的内网威胁现状，项目组设计的监控系统添

加U-Key作为用户身份凭证，提高身份可信度；设计事件

触发型截图模块，对具体操作进行详细的记录；将文件资

产放在首位，通过OCR深入挖掘操作内容，并构建搜索引擎

提供快速检索功能；提供页面过滤和上传过滤两种方式，

减小管理成本，构建更为完善的监控框架。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30

飞机调整件智能管理与工艺优

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耀鸿 2017302557

李子尚

/2017302516

,沈广元

/2017300421

,周易知

/2018302684

周旷,

许勇

讲师

(高

校),教

授

0712

本项目面向飞机调整件实际数据管理需求，拟通过挖掘历

史装配数据，建立调整件分类管理模型，实现对不同类型

零组件用量的智能预测，解决单纯依靠人力进行调整件分

类管理效率低的问题，实现库存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通过对各类维修事件中不同调整件装配尺寸的相关性分

析，估计不同类型故障调整部位尺寸最优参数区间，解决

传统维修装配过程中根据经验进行调整的不足，实现面向

维修装配过程的工艺流程优化。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31

金属铁催化的芳基酰胺对位碳

-氢键高选择性硅基化反应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郝博新 2018303603

李盼悦

/2019301191

,李根

/2019303854

,尹皓天

/2019303860

,王洛宁

/2018303593

刘佩
讲师

(高校)
0703

拟设计通过以酰胺为导向基团，廉价金属铁为催化剂，实

现芳基酰胺对位高选择性碳-氢键功能化反应，重点研究芳

基酰胺对位碳-氢键硅基化反应；建立一条经济、环保、高

效、高区域选择性的反应路径，实现芳基酰胺对位碳-氢键

高选择性硅基化的一步转化；通过理论计算研究反应的可

能路径和具体机理，以指导实验方案的改进与修正，实现

理论计算与实验探索的相互补充与相互支持。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32

基于装配式钢结构近零能耗住

宅的外围护构造热桥效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孟卓 2018301454

陈文静

/2018301437

,曹瑞

/2018301456

,李晓萱

/2018301439

宋戈,

张芮

讲师

(高

校),副

教授

0828

为解决装配式近零能耗建筑的热桥问题，本研究对国内较

为先进的EPS模块加装配式钢结构住宅体系中的热桥部位进

行温度效应研究分析，探究EPS模块钢结构部件的位置、形

状、尺寸对热桥形成的影响，总结易发生热桥现象的位置

和构件形状，进行局部结构及构造部件的优化和位置调

整，促进EPS模块和装配式钢结构体系更好的结合，改善

EPS模块与装配式钢结构住宅体系的结合，进而促进EPS加

装配式钢结构体系的完善与推广。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33

“互联网+”环境下“小店经

济”政策受益及推广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凌霄 2017302761

陈馨怡

/2017302798

,郑东亦

/2018303389

,王雅楠

/2019303362

,习嘉琪

/2019302427

王克勤 副教授 0204

本项目拟通过小店经济政策受益及推广分析，旨在探究如

何在“互联网+”环境下，依托政府的大力支持、网络平台

的积极帮助，通过与时俱进创新数字化运营方式，调动消

费者积极性，为小店经营者实际决策提供模型参考及数据

支持，催动小店经济之花的灿烂绽放。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34

基于混合范数稀疏化分解的旋

转机械故障诊断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赛 2018300342

王浩洋

/2019300732

,董雯静

/2018300366

刘涛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以旋转机械关键零部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单/双通道

振动信号采集，开展基于混合范数稀疏化分解的故障特征

提取方法的研究，以提高信号的信噪比，有效提取表征故

障信息的特征成分，为发展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技术

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案。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35

基于无人机的足球训练辅助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磊 2018302214

邹荧双

/2018303252

,吴沛恒

/2019301836

,罗心雨

/2019302746

,薛轲翰

/2017303171

符宁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立足于构建一套完整的多无人机足球训练辅助系统

。这个系统的主要功能为：通过高速摄像头捕捉足球并预

测足球的动向，通过智能算法派遣多个无人机协同完成对

训练场上多角度画面的拍摄，同时识别训练赛中的球员队

型和动向并且自动裁定越位等犯规。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36
两轮小型全地形无人侦查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英鹏 2019302214

陈通文

/2019302208

,王欣媛

/2019302105

,宋晨琛

/2018301632

,石倍

/2019302216

程塨 研究员 0808

本团队设计了以小巧便捷为追求的遥控两轮侦察小车,在人

类难以触及的狭小空间或是比较危险的地方执行勘测、信

息收集和实时传递等任务；并可灵活地安装组件应对不同

的功能需求,所需要的驱动功率小,续航时间长。希望能够

在工业生产、军事技术、生活服务、救援勘测等领域广泛

应用。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37

低成本高精度单波束声纳测深

方法与原理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蓝舒蕾 2017300724

强帅

/2017300729

,刘英健

/2017300733

,李炎桦

/2017300722

刘雄厚 副教授 0819

传统单波束测深仪的深度测量精度受系统瞬时带宽的约

束，且在测深过程中需要对水下声速进行精确测量，而精

确的声速测量结果较难获得，导致深度测量结果存在误差

。本项目针对有限系统瞬时带宽和水下声速难以精确测量

的条件，提出基于距离维波束形成高精度测深的方法，并

研制相应的低成本原理验证系统，该项目可以使用低成本

小带宽系统获得与高成本大带宽系统类似的测深精度，为

研发便携式、低成本、高精度单波束测深仪奠定技术基础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38

新型合金燃料在固体火箭发动

机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哲源 2017300629

谈人玮

/2017300571

,杨韩

/2018300635

,储若平

/2018300633

敖文 副教授 0820

针对未来高效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需求，围绕新型复

合金属在推进剂中的应用开展精细化的基础研究。系统探

索复合金属对推进剂团聚抑制效果，揭示复合金属对推进

剂燃烧影响机理，为解决当前固体火箭发动机燃料领域所

面临的新型金属燃料的开发和实验问题提供支撑，同时为

未来新型高能推进剂及高效能固体发动机研制提供基础，

促进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39

面向听障人群的多模态语言康

复人机交互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一霏 2018302603

周祎欢

/2018302428

,陈一鸣

/2018302415

,蒙昊天

/2018301244

,倪航

/2019300019

李立欣 副教授 0807

由语言恢复系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大多是基于患者

有一定听觉能力，而不足以指导完全失去听觉能力或只有

极弱听力的听障人群。本项目研究的主要是通过便携式多

种传感器、麦克风以及深度摄像头采集发声特征信息，经

过多模态融合算法进行效能分析，判断并反馈给学习者发

音过程中有误之处，以达到使患者自主学习的目的。同时

配套开发学习应用程序，记录学习者学习进度，打造供交

流的社区平台，为听障学习者创造良好学习氛围。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40
工业级多功能机械臂加工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邹艾君 2018300239

沈朕

/2019301366

,王佑洋

/2018301429

,蒲秋林

/2017301450

,康永翔

/2019301854

宋群 研究员 0808

压铸件行业普遍存在合模处有形状不规则毛刺的现象，毛

刺点的定位和毛刺轮廓尺寸识别成为了自动化去毛刺的难

点。目前，业界多采用手工或半自动化的方法去毛刺，存

在加工效率低、精度差、厂房粉尘大和工作环境恶劣等缺

点。

而我们的基于视觉的六轴工业机器人去毛刺工作站改变传

统的工业机器人示教再现编程方式，将图像轮廓信息转换

成当前工作空间的加工路径，运动控制系统在优化路径的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41

基于数据挖掘的智能家电控制

的微信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子翼 2018301941

翟玉媛

/2017301861

,赵文勋

/2018303241

,白双霞

/2017301860

周果清 副教授 0809

目前,家电智能化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技术不成熟、用

户体验差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根据用户反映,大量智能的

App控制功能仅将家电和手机使用组合在一起,离真正的智

能化相去甚远。我们旨在开发一个面向用户的智能家电控

制的微信小程序,分模块设计以统合各类智能家电App,同

时设计出低能耗模式和用户偏好模式,根据使用场景进行远

程控制,从而达到节能环保以及用户体验友好的目的,使得

智能家电更加个性化。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42

Fe1/N-C单原子类酶催化剂的

构筑及其模拟过氧化物酶催化

反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武心怡 2019303545

姜一鸣

/2019303550

,尚金龙

/2019303560

任煜京 副教授 0826

本项目将围绕Fe1/N-C单原子类酶催化剂的制备、表征及

其模拟过氧化物酶催化反应构效关系的建立所展开。在解

析活性中心配位环境的基础上，研究其催化反应过程、反

应中间体及H2O2在Fe1/N-C单原子类酶催化剂上的吸附行

为，理解Fe1/N-C单原子类酶催化剂的催化本质，并在此

基础上揭示影响纳米酶材料中活性位结构与类酶催化反应

性能之间构效关系的关键因素，最终为开发高效的纳米酶

催化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43

非晶合金/石墨烯多层膜的制

备、力学及摩擦学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邹期光 2019301115

李昊东

/2019303091

,周小元

/2019303009

,刘世豪

/2019300955

,马彪

/2019301103

周青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拟以Zr基金属玻璃薄膜为研究对象，通过插入石墨

烯层形成多膜结构来改善其力学和摩擦性能。利用磁控溅

射和化学气相沉积制备不同非晶层厚度的非晶/石墨烯多层

膜，采用纳米压痕、微柱压缩和纳米划痕实验测定表征多

层膜硬度/强度、应力应变曲线、摩擦系数及磨损量等性能

指标，系统研究不同特征尺寸、界面密度和石墨烯层数下

纳米多层膜的变形方式及摩擦磨损机理，建立多层膜尺寸-

结构-服役性能间的关系。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44

柔性电子用高阻隔吸氧型PET

薄膜的制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靳轶杨 2018303499

李子睿

/2017303624

,杨哲

/2018303681

,李天乙

/2018303579

,吴亚

/2019301243

郑水蓉 副教授 0703

柔性电子用高阻隔吸氧型PET薄膜的制备研究是为了得到柔

性电子器件封装基底材料用高阻氧聚合物薄膜而进行的创

新实验，本项目拟采用共聚法制备得到PETN共聚物，然

后，通过反应挤出法，将合适比例的吸氧剂接枝PETN上，

再通过挤出流延机，制得具备优异阻隔性能吸氧型PET薄膜

。通过本项目的研究与实施，可保证柔性电子设备工作的

稳定性和安全性，延长使用寿命。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45

基于弱监督学习的图像目标识

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祥 2017301697

苏郁茹

/2017301735

,杨家成

/2019301942

蒋雯 教授 0807

以深度学习为主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成功，

深度神经网络具有从大量数据提取有效特征的能力。深度

学习网络需要大量的标注数据进行训练，然而实际应用的

数据存在标注不确切、不完整的问题。针对样本数据存在

不确切、不完整标注的问题，研究基于弱监督学习的图像

目标识别，突破数据样本标注不完善下的目标识别关键技

术，保证深度学习方法在边界条件内的普适性与有效性。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46

一种环境实时探测的智能机器

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纪龙 2018301187

安金东

/2018301073

,杨轶帆

/2019301415

,周悦

/2019301292

,段志毅

/2019302780

王海伟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旨在研发一种可以自主移动、避障、探测空间的机

器人。以狗作为外形,针对复杂空间探索、消防救灾和野外

跟踪拍摄与侦察的应用需求,开展具有小型化、长续航、低

成本、低噪音特点的机械狗研究,重点突破复杂空间识别与

自主避障、路径规划等关键技术。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47

旋转式偏振滤波机构设计及其

成像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豪 2017300123

赵晨龙

/2017300412

,王强政

/2017300084

虞益挺 教授 0802

本项目针对旋转扫描偏振滤波芯片的旋转驱动机构进行优

化设计，采用微纳加工和精细加工相结合方式制备大孔径

、轻薄型、集成化的旋转驱动机构，优化工艺流程和设计

参数；进行旋转驱动性能测试；通过搭建实验光路和不同

目标场景，开展旋转扫描偏振滤波芯片原理性演示实验研

究。项目的核心是研制轻薄型、大孔径的旋转超声马达驱

动机构，具体为超声旋转机构定子、金属弹性体、压电陶

瓷和转子等结构的设计优化和加工制备。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48

基于小型方程式赛车的地面效

应应用及失效应对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翁琦 2019301737

白云飞

/2019301723

,朱华培

/2019303140

,王立臣

/2019302280

杜泽

明,付

广磊

技师,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0802

为了使车体产生更大的下压力，应当充分利用车底这一巨

大的表面，因而利用地面效应设计以产生低压区从而增大

下压力，是在增加有限阻力情况下提升下压力的相对合理

的选择。然而这种设计并不是没有弊端，如果气流堵塞，

就会发生失速现象基于CFD仿真结果，可以以FSAE赛车为

平台来验证各种地面效应设计方案的效率和可靠性，以及

模拟地面效应失效的应对方案。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49

面向智慧精准睡眠监测的柔性

电子力学传感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佳泽 2019301250

牛智龙

/2019302657

,何振华

/2019303711

,白乐珂娅

/2019303034

,郝骏连

/2019300376

王学文 教授 0804

本项目所合成的材料具有比于传统力学敏感材料更高的准

确性和智慧性,将柔性电子材料融入其中,以获得更优越的

材料性能。基于优越的材料性能,并且经过科学的设计制做

成的力学传感器。最终设计出具有使用价值的系统,对于处

于特殊环境下具有独有的应用价值,处在ICU的重症患者能

够更精准的测得呼吸,肢体运动,肌肉震颤等生理指标。部

分替代传统的非智能化的用品,实现对人体健康的智能化监

测。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50
智能宿舍在社会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肖 2018300814

胡皓文

/2018301258

,么适天

/2018301271

,曾佳怡

/2018300835

,王浩哲

/2019300856

张飞虎 副教授 0808

智能宿舍系统旨在帮助同学们改善宿舍环境，让同学们有

一个规则的作息时间和更好的睡眠质量，培养学生良好的

生活习惯和自理能力，同时让学生家长能够及时通过APP了

解学生在学校的生活情况，实现家长，同时致力于解决下

雨前及时收衣服的问题，为学生提供强有力的帮助，并且

引入声控电器，人机交互，人脸识别开门等现有板块，建

立起一体化服务类系统，让同学们生活在一个环境舒适便

捷，又“充满科技感”的宿舍！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51

光学压力敏感涂料静/动态校

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豫泽 2018301490

彭辰旭

/2018301481

,张佳博

/2018301492

,魏沛羽

/2018301491

高丽敏 教授 0805

动态压力是空气动力学中重要气动参数，光学压力敏感涂

料测压技术相比传统测压方式有独特优势，但无法明确其

优劣特性。本项目需根据涂料工作环境提出一套特性参数

进行涂料评价。基于光学,高分子化学,声学,气体动力学,

计算机视觉与机器认知原理，经过数值验证，光路模拟，

系统搭建，软件编译等工作后，最终需利用设计并搭建的

校准系统获得涂料特性参数，明确涂料优劣特性，并将校

准合格的涂料用于压气机等气动部件表面压力测量。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52

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叶冠振动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麻海涛 2019300652

郭天慧

/2019300643

,迟归顺

/2019300646

王元生
助理研

究员
0801

本项目通过对带冠涡轮叶片进行建模、数值模拟和实验验

证，研究带冠叶片的动力学和相关非线性特性。分析叶冠

参数对叶片频率、阻尼及叶片振型等方面的影响，为叶片

的减振设计等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53

铝锂合金激光焊接接头纳米粒

子均匀化调控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雁飞 2019303134

张觐韬

/2019303138

,史李格

/2019303123

,朱雨婧

/2019303162

雷晓

维,王

楠

讲师

(高

校),教

授

0804

本项目基于进一步减轻航空器重量所面临的优化铝锂合金

激光焊接接头性能的问题，提出了采用纳米粒子均匀化调

控铝锂合金激光熔凝组织的研究方案，旨在研究纳米粒子

对铝锂合金激光熔凝组织晶粒形态分布和晶界Cu的偏析影

响机制，同时阐述纳米粒子对铝锂合金焊接接头性能的影

响，其结果能够为铝锂合金激光焊接结构在飞机上的应用

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54
旋翼无人机自主飞行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芷雁 2018300585

王欣兴

/2018300586

,周彤

/2018300587

,杨近原

/2018300603

张通,

闫斌斌

副研究

员,副

教授

0820

此项目旨在开发一种新的导航、规划和控制算法，并将该

算法应用于多旋翼无人机，可使无人机在未知的室内/室外

环境中自主定位和飞行。项目开发的先进算法可以使无人

机绘制三维地图并记忆环境，该功能使得无人机可以在没

有任何通信GPS等外界支撑的情况下自主执行并完成任务，

并能自主回到出发点以供人员下载信息。研究内容分为三

个部分：局部动静态障碍物检测、无人机避障实时航迹规

划以及多源传感器无缝定位导航。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55

基于深度学习的安全帽检测系

统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思玥 2018302806

周长颖

/2017302400

,韦旭

/2017300670

,田煜辉

/2017302250

蔡晓

妍,杨

黎斌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9

本项目主要是设计并实现一个智能视频监控下的安全帽佩

戴检测系统,系统主要分为实时图像获取模块、安全帽佩戴

检测模块、人员跟踪模块和报警模块。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56

多媒体远程控制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狄玉洁 2018302744

张亚伦

/2018303249

,李烁桢

/2018302728

,徐欣冉

/2018303248

张怡,

张玲玲

教授,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0807

本项目针对当前市场众多空中鼠标产品功能重复、与传统

鼠标融合度差以及甚至需要其他设备的不足，立足于课堂

教学实际情况，在不增加现有硬件更换成本的前提下，通

过对常用控制方式进行模块化集成，在不影响现有多媒体

硬件的情况下实现多媒体设备及室内电器的智能控制改

造，实现中短距离无线控制教室多媒体设备的功能，扩大

教师上课时的活动范围，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加生动的课堂

教学环境，提高课堂效率。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57

互联网+在线商场智能化虚拟

试衣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能炉 2019302730

仵一飞

/2019302736

,魏天昊

/2019302733

,吴亚辉

/2019302735

,王民炫

/2019302732

聂烜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拟利用VR设备和体感设备来模拟人们购物时的试衣

环境，制作一个虚拟试衣间。如今网络购物盛行，但是人

们却处在一个网购难以判断衣服是否合适的尴尬局面，以

致“买家秀”与“卖家秀”差距巨大。我们拟以此来让人

们在购买衣服之前就能对服装整体有清楚的了解；项目利

用体感设备对人体进行扫描，OpenNI编写程序把体感数据

转化为3D模型以及深度研究服装图像算法，以此来匹配人

体和衣服模型。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58

具有静电屏蔽功能的硅硼酚醛

树脂中空微球的制备及其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张良 2018303637

孟令挥

/2018303574

,张新硕

/2018303558

,向昕

/2018303636

陈立新 教授 0804

制备一种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硅硼酚醛树脂中空微球，并

将其添加到涂料中获得具有电磁屏蔽功能的耐烧蚀涂层，

揭示其电磁屏蔽机理和强化机制，为功能化耐烧蚀涂料的

设计和开发提供一种新方法和奠定理论基础，项目选题是

本领域的研究热点，前期的探索实验表明技术路线的可行

性，研究方案具体，可实现预期目标。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59

高导热铝基复合材料的设计与

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振鹏 2018300973

罗际韬

/2018301010

,李龙嘉

/2018300999

,袁天经

/2019310090

寇宏超 教授 0804

在调研高导热铝基复合材料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基体/

增强体

优选及预处理方案和复合材料制备方法，探讨制备工艺对

界面特征及其力学/导热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可申请发明

专利并发表学术论文。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60

前/后缘锯齿对仿鸟扑翼飞行

器抗风性能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广伟 2018300508

李函颖

/2018300503

,冯立基

/2017301919

王跃 副教授 0820

扑翼飞行器源于仿生设计，使得其具有更高的隐蔽性以及

更优美的外观，无论军事还是民用方面都有很好的前景。

对扑翼飞行器的机翼周围气流进行仿真模拟可得出抗风稳

定性与气动噪声随翼型变化的影响，并得出针对性的翼型

优化建议，可大大减少实验成本。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61

面向飞机连接孔孔径的小型手

持检测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朕祺 2017301060

赵嘉栋

/2017301048

,张天阳

/2017301049

程晖 副教授 0820

本项目将设计制造一个面向飞机连接孔孔径的小型手持检

测设备,运用相机、导轨滑块、小型处理器、光源来进行连

接孔的拍摄,并识别出连接孔的尺寸参数。本项目利用

Tenengrad梯度函数实现相机的自动对焦功能,利用

Zernike矩进行图像亚像素级的边缘检测,利用不变矩进行

椭圆的识别,能够实现精度较高的连接孔孔径检测。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62

基于激光雷达的地下管廊智能

巡检机器人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鄂超然 2018301689

水孟阳

/2018301762

,苏明泺

/2018301743

,孟熙航

/2018301825

高昂 副教授 0807

针对地下管廊的环境特点，高效准确的泄露信号识别和漏

源定位为目标,管理巡检机器人的定位和路径规划，构建基

于智能巡检机器人检测平台。①通过SLAM和IMU传感器数

据融合的导航定位技术对地下管廊环高精度定位。②采用

无线自组织网络与蜂窝通信相结合，将数据传输到云端平

台。③采用BIM和GIS相结合实现机器人和管道状态信息的

数据显示，分析异常预防故障。④构建基于智能巡检机器

人“云管端”式综合管廊检测平台。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63

鸢尾素重组表达及结晶法分离

纯化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丽 2019303569

柴子涵

/2019303544

,周浩天

/2019303543

尹大川 教授 0710

鸢尾素是一种既具有科学意义，又具备实际应用价值的蛋

白质。未来鸢尾素走向应用，必然面临如何实现规模制备

的问题。本项目提前布局，采用所在实验室具备独特优势

的结晶技术，实现高活性、高纯度鸢尾素的制备，有望为

未来鸢尾素的实际应用提供生产制备的技术储备。申请者

对鸢尾素进行调研和学习，已对该蛋白较为了解。所在实

验室具备的实验条件可以支持申请者开展相关的研究工

作，并有望取得突出的创新性成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64

基于视觉情感识别与生态瞬时

评估法相结合的医患云端交互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登 2018302446

苏浩南

/2018302457

,杨俊琨

/2018302445

,郭腾阳

/2018302459

,周嘉隆

/2018302465

蒋冬梅 教授 0809

本项目是一个基于视觉情感识别与生态瞬时评估法相结合

的医患云端交互平台。其旨在解决抑郁症患者问诊途径

少；医生不能长时间跟踪观察、判断患者或潜在患者的抑

郁程度,也不能及时监督其自治；疑似患者不能及时自检、

得到建议指导等问题。平台实现了问卷反馈、生成电子病

历日志、针对用户的视觉情感识别等功能。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65

大数据与智能化视角下面向大

类培养的学生成绩统计分析及

预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伟力 2017302527

孙宇成

/2018302509

,何林丰

/2017302530

,杨梦笔

/2019301348

,杨辰弋

/2017302183

谢文

贤,都

琳

副教

授,教

授

0701

本项目基于我校学生注册中心学生学业数据，结合问卷调

查，对19级大类培养模式下学生的学习成绩及学业进行统

计分析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对学习

成效进行预测，提出学业预警机制及干预办法。相关成果

有望对我校教育教学和管理模式提供指导。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66

环“静”若水，随风远行——

多功能通风降噪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怡璠 2018300718

刘允龙

/2018300747

,徐佳丽

/2018300717

,吕雨贞

/2018300719

侯宏,

高南沙

教授,

副教授
0825

我们要应用亚波长晶胞结构的材料，基于fano干涉原理构

建大面积开放区域的消声结构模型，用格林函数法求解，

来设计一个消声器，既能阻碍声波传输，让声音大幅度衰

减，也能保证空气流通，保持大面积通风。即保证在保持

通风的同时，对声音做到有效的衰减，隔离噪声。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67

镁铝复合壳体构件连续一体化

成形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洁如 2018303478

辜盛业

/2018303510

,刘昱来

/2018303513

,何林云

/2018303521

,邹伟恒

/2018301612

郑泽邦 教授 0804

Mg/Al复合板在航空航天和汽车工业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但目前成形过程中在复合界面易出现集中褶皱等

缺陷，限制合金的使用。因此，本项目拟通过研究镁铝合

金复合板的微观与宏观性能，完善镁铝合金复合壳体构件

连续一体化理论体系，从而得出镁铝复合壳体构件连续一

体化成形方法，为制备高质量镁铝复合板提供理论基础。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68

基于《绿色校园评价标准》的

寒冷地区高校建筑设计策略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吉森 2017301477

王泽涛

/2017301480

,李少轩

/2017301474

,霍佳

/2017301461

,袁家硕

/2018301458

邵腾,

黄姗

讲师

(高

校),讲

师(高

校)

0828

本项目基于《绿色校园评价标准（GB/T,51356）》中对建

筑性能的相关要求，以低能耗和高舒适为出发点，通过大

量的现场调研与数据收集分析，建立可视化模型，采用数

值模拟的方法定量探索寒冷地区高校建筑的设计策略，以

降低校园建筑采暖、空调及照明能耗，并有利于改善建筑

室内物理环境，提升师生的室内环境舒适度，为寒冷地区

高校建筑性能优化设计提供依据。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69

超高温度服役条件下铸造钛铝

合金的组织稳定性及失效机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庭盛 2017300942

王轶博

/2017300933

,张全超

/2017300938

,佘文潭

/2017300927

,吴轶城

/2017300934

寇宏超 教授 0804

研究铸造高温钛铝合金在750~1050℃区间组织稳定性、力

学性能

与初始组织的关系，提出高温、大应力服役条件下铸造钛

铝合金的组织特征及调控策略。研究结果可申请发明专利

并发表学术论文。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70
高比能可穿戴电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洪康 2018300080

吴楠

/2018300059

,蒙治衡

/2019301183

谢科予 教授 0804

本项目拟研究开发具有高能量密度的柔性电池，通过对电

池关键部件（正极、负极、封装材料）的设计、关键参数

（电解液量）的控制，并掌握器件的组装方法，获得具有

高比能量的可穿戴电池，并研制相应柔性的表征测试设

备，推动高比能可穿戴电池的产业化进程。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71

高性能可生物降解PLA基复合

薄膜的制备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星宇 2018302683

马健行

/2017302722

,彭翊雯

/2017302716

,童晓忠

/2017302703

,杜传海

/2018302686

郑水蓉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选取聚乳酸（PLA）和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酯

（PBAT）两种全生物降解材料为基材, 在PLA/PBAT的共混

改性中加入增容剂作为助剂,运用新型酯交换技术,实现

PLA与PBAT两个酯类聚合物更好的反应形成嵌段共聚物,提

高二者相容性,进而改进聚乳酸本身部分缺陷。二者形成的

嵌段共聚物能进一步分解为小分子,具有较好降解效果,对

环境友好。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72

一种口罩智能识别系统的研究

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梅文浩 2018302774

林丛辰

/2017302758

,刘昊旻

/2017302832

,雷浩文

/2017302808

郝思

思,胡

深奇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助理工

程师

0809

自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疫

情防护，戴口罩成为重要的疫情防控手段，为了降低人工

投入、提高识别精度，本团队基于视觉处理库OpenCV和

PIL以及树莓派单片机设计了口罩智能识别系统，该系统实

现自动识别、体温检测、人员识别，使符合标准的人才能

顺利通过，大大减少了人员的配置，提高了检测的准确度

与速度，也让疫情防护的效率大大提升。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73

基于Kinect的人机交互式手语

识别翻译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浩辉 2018301715

陈安祺

/2018301704

,何平宽

/2018301716

,张元

/2018301817

,范淼

/2018301702

李波 副教授 0807

WHO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约4.66亿人患有残疾性听

力损失。为帮助听障人士与常人进行日常交流，本项目通

过Kinect传感器对双手进行位姿解算，定位双手的特定位

置，提取手语手势关键帧，并引入深度学习，利用手势定

位算法和机器识别方法进行关键帧识别，将其转化为关键

词，进而组成完整句子，并且支持多语言转换。本项目还

可以应用于听障人士的教育教学及听障人士跨国交流等领

域。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74

基于激光雷达与双目视觉的无

人车行人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卓恒 2018302038

许婉晴

/2018301809

,何群铱

/2018300721

,苏思嘉

/2018300740

,杜小冰

/2019302352

侯晓

磊,兰

华

讲师

(高

校),副

教授

0808

作品采用16线三维机械扫描激光雷达与ZED深度双目相机

作为硬件平台,通过将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识别算法与

SLAM算法相结合,提高自动驾驶系统对行人目标检测的准

确性和稳定性,并实现对行人运动状态的可靠估计,最终实

现无人车对路边行人的检测、运动估计预测以及威胁评估,

从而为无人车在自动驾驶过程中对行人的规避提供保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75

可适应复杂地形的多功能智能

轮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飞羽 2018300681

吴思辰

/2018300688

,马嘉豪

/2017300024

,胡苏阳

/2017300626

岳晓

奎,汪

雪川

教授,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02

本项目对传统电动轮椅进行改进，研制使用范围更广的智

能轮椅，以提升行动不便人士生活的便捷性，从而使他们

生活更加便利。

设计的轮椅增加履带运动模式，使其可用于楼梯等复杂地

形采用减震履带的设计方案，不仅可以上下不同的楼梯，

还可在颠簸的路面平稳行驶。采用机械自锁系统，当驱动

系统发生异常时，自锁系统自启动锁死驱动系统，保证人

身安全。座椅采用可调靠背，可主动调整人身体受力点，

增加舒适度。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76

基于半桥电路能量回收的足球

机器人电磁弹射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斌 2018300272

王迪

/2018300647

,王振威

/2018300274

李勇军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以西北工业大学全自主中型足球机器人为研究平

台，提出应用半桥电路实现能量回收的击球电磁铁控制方

法，致力于设计制作能够平射、挑射的电磁弹射系统，此

项目对提高足球机器人竞争力，对足球机器人电磁弹射控

制电路设计和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77
光学超表面的三维显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诗雨 2018302599

曹新宇

/2018302605

,张凯琦

/2018302627

,吕瑞龙

/2018302633

李鹏 副教授 0702

利用光学超表面灵活的结构特点和多参量调控优势，实现

光场的振幅和相位的同时调控，通过设计对应的复振幅全

息图，实现三维物体的精准再现。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78

社交网络中敏感用户参与危害

公共安全事件预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同昊 2018303079

解雨辰

/2018303076

,符育玮

/2018303086

,梁天宇

/2018303073

,刘烁

/2018303083

殷茗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致力于研究在线社交网络中的参与者和社交事件间

的关系，通过具体分析敏感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和其参与

的相关危害公共安全事件，搭建敏感用户动态社交模型以

及评估方法，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害公共安全事件及其参

与者进行预测。可将对于社交网络中参与者与社交事件关

系的研究成果提交给相关软件用户和部门，对相关研究者

的进一步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79

基于光热效应的自修复PVA水

凝胶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寇浩 2018303644

李汶俊

/2018303635

,王圣涵

/2018303640

,邢思成

/2018303638

田楠 副教授 0804

项目计划在 PVA 凝胶中引入普鲁士蓝纳米粒子，利用其

光热效应对损伤的部分 进行局部加热和修复，从而实现兼

顾力学性能和自修复能力的复合水凝胶的制备。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80

激光选区熔化Ni-Ti记忆合金

的组织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睿博 2018301000

蒋益雪

/2018300986

,马飞豪

/2018301008

,詹章瑜

/2018301001

,郑睿恒

/2018300995

林鑫,

康楠

教授,

副教授
0804

激光选区熔化(SLM)是一种金属增材制造技术,它利用高能

束激光逐点、逐层熔化微细金属粉末来成形复杂形貌构件

。本项目研究主要采用SLM成形技术,以Ni-Ti形状记忆合

金作为研究对象,优化工艺参数,分析加工工艺并对致密度

、宏微观组织、力学性能和形状记忆性能的影响规律。最

终，获得具有优异综合性能Ni-Ti合金零构件。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81

一种基于ROS的六自由度轻型

自主机械臂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世龙 2018301202

吴永豪

/2018303154

,叶才华

/2017302120

,吴影

/2017300693

,李炜胜

/2019301007

张西金 副教授 0802

此项目我们拟基于ros来研究一种拥有六自由度的机械臂,

同时通过搭载深度摄像头等传感器来使机械臂实现自主抓

取与避障的目的。我们的六自由度机械臂可以结合现有的

机器人平台,用于危险环境的远程探索以及危险爆炸物的探

寻,增强机器人功能的多样性；可以用于城镇小型的生产

线,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也可用于科技教育,鼓励

通过二次开发来实现更多功能。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82

咳嗽体温远距离智能监控识别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鹏飞 2018300845

黄子峻

/2018300803

,梅忆寒

/2019300779

,何宇峰

/2019300821

,戴唯拉

/2019300820

王宏

磊,汪

勇

讲师

(高

校),副

教授

0807

本项目结合了声源定位，特征提取，红外测温，图像合成

技术，结合新冠肺炎疫情背景，建立咳嗽体温远距离智能

监控识别系统，目的是做到快速检测出人群中潜在的感染

者，及时地采取防控措施，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

。降低人工一对一测温排查的成本，实现规模化群体的快

速监测和多维数据（体温和咳嗽）的无接触获取，提高了

疾病预防检测的效率和准确率，减少人群受病毒感染的风

险。减少损失，推动抗击疫情的总进程。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83

“追随者”多机协同跟踪系统

设计与仿真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健 2018301711

吴远梁

/2018301706

,刘宇飞

/2018301713

,后先鸣

/2018301714

,侯卓君

/2018301701

马云红 副教授 0807

随着航空科技的进步和军事斗争需求，多目标攻击能力已

经成为现代机载武器系统的研究方向和衡量现代战斗机作

战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项目根据“石头汤”

(Stone,Soup)目标跟踪算法开源软件框架，研究多机协同

空战中的目标跟踪算法，使算法、控制器方式和手机模拟

器等编码部件构成控制模块，仿真研究多机空战决策与威

胁评估，在算法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基于开源Censium的三

维视景跟踪系统。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84

镍基高温合金3D打印组织调控

技术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曦尧 2018301361

刘家豪

/2018301360

,李美林

/2018301417

,马晨

/2018301359

,赵文皓

/2018301410

巫荣海 副教授 0801

本项目旨在通过金属3D打印技术更高效快速地打印出能够

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力学性能较好的镍基高温合金零件

。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由四名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本科

生开展镍基高温合金3D打印组织调控的技术探索，为航空

航天零部件的3D打印制造提供技术支撑。预期将给出最终

设计的方案以及实验做出的实物成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85

一种可穿戴式健康感知设备与

计算平台的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芳 2019303570

彭昱萌

/2018300344

,孙佳旭

/2018300419

,何澎森

/2019301486

杨慧,

张羽

教授,

王春杰
0710

目前随着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基因测序等技术的普及,

以及移动终端数据处理能力和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快速发展,

使得人体一些健康状态的监测可在移动终端上得以实现。

但同时也对移动健康感知设备的数据获取和分析技术及相

应的平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项目旨在开发一种可

穿戴式健康感知设备和计算平台使对人体的监测更加方便

可行，同时计算平台的开发也将使大数据的分析更加准确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86

基于视觉SLAM的达尔文OP机器

人投篮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长霖 2018301443

曾雅

/2019302636

,王相宇

/2019302897

,张舵

/2017303074

,刘俊佚

/2018301464

褚伟波 副教授 0809

HuroCup技术挑战赛的投篮项目旨在让机器人在既定的起

点出发,自主完成取球,调整位置,投篮等一系列动作。对机

器人对环境目标的识别能力、对空间信息的感知能力,以及

对自身运动协调控制的精准性有着较高的要求。本项目将

以为机器人部署SLAM系统为核心,从视觉、动作设计、系

统优化等多方面进行投篮项目的策略研究。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87

基于非晶碳纳米管/NiCo2S4复

合材料的结构设计及其电催化

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蒋沛仪 2018303518

张誉

/2018303527

,邓德辰

/2018303520

,王玥莹

/2018303498

赵廷凯 教授 0804

本项目基于对非晶碳纳米管/NiCo2S4复合材料的结构设

计，制备高效双功能稳定催化剂，提高对锌空气电池ORR和

OER的催化活性。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88

基于图像匹配的公共场所空间

资源利用情况显示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佳臻 2019301856

柳煜翔

/2019301860

,赵帆舟

/2019301868

,李佳瑞

/2019301857

何建华 副教授 0807

资源的高效利用，一直是人们生产生活中关心的话题，有

节省人力成本、时间，资金成本等多种作用。本项目则以

涉及图像视频采集，前期图像处理和图像匹配相关内容对

空间资源的数据采集统一反馈为目标。项目基于

SQLServer数据库，图像灰度化、增加化、滤波等处理、

再进行实时匹配，对多个场景下空间资源的利用进行监控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89

基于Android平台的工程材料

本构模型参数检索APP应用程

序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志鹏 2018300451

王潇宇

/2018300439

,王田域

/2018300447

,陈书宝

/2018300452

,王泽宇

/2018300448

刘军 副教授 0801

本项目开发的APP软件，旨在将各个研究团体和个人在材料

力学性能基础研究中得到的材料力学性能数据公开发表的

文献进行整理和归总，从而实现数据共享，可以使仿真工

程师在进行结构数值仿真时很方便的在手机上检索到相应

的本构模型参数。这不单单能提高科研效率，而且还能在

教学等其他领域发挥作用，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90

基于机器学习和多尺度均匀化

理论的航空轮胎力学性能预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笼 2018302534

范庆坤

/2017302534

,马罗珂

/2018302484

,王子睿

/2018302492

，方聪卓

/2017302504

杨自豪 副教授 0701

本项目以橡胶复合材料为研究对象，以航空轮胎的宏观力

学性能预测与结构优化为研究目标，将机器学习、数据科

学与计算数学、计算力学相结合，对航空轮胎的微结构进

行数学表征，实现帘线和复合橡胶几何结构的计算机建

模；基于多尺度理论和均匀化方法，建立橡胶复合材料微

细观结构与宏观力学性能之间的定量关系；将深度学习理

论与多尺度分析相结合，建立从航空轮胎微观结构到宏观

力学性能的多层神经网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91

基于无线充电技术的无人值守

无人机充电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永杰 2018302153

陈三林

/2018302144

,焦若漪

/2018301992

,师行健

/2018302158

,苟思佳

/2018302140

焦宁飞
副研究

员
0806

项目设计了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无人机充电站,应用于边防

巡逻、输电线路巡线、地质勘探、地形测绘等领域,可有效

提高无人机续航里程。充电站采用太阳能光伏发电,设计了

电能储存管理系统,对无人机进行无线充电。项目还设计了

一种无人机降落位置校准模块,将无人机降落位置精度缩减

至1cm。通过将光伏发电、电能储存管理、无线充电、位置

校准模块的有机结合,实现充电站的全自主运行,极大地减

轻边防巡逻等的工作量。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92
智能投顾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䶮轩 2018302777

程天聪

/2018300174

,夏瑶瑶

/2018302727

陈琳 教授 0201

该项目旨在为需要投顾服务，但又不具备聘请私人投资顾

问的社会人群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投资服务，对其资产配

置给出自动再平衡建议，并为普通投资者提供投资理论学

习。根据投资者不同的投资偏好，本项目提供不同的投资

组合，以实现在某种特定风险下的最高收益，使得资产配

置更精准，投资决策更理性，更准确的控制风险，剥离人

的情绪化波动对于投资结果的影响。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93

空间模块化自变形机器人智能

运动规划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苏毅 2018301404

邹昱

/2018300645

,陈昌宜

/2019301098

党朝晖 副教授 0820

本项目旨在通过借鉴大规模生物集群寄生现象背后的群体

智能原理，建立一种基于空间模块化自重构微型机器人集

群通过蜂拥附着与寄生接管实现非合作目标抓捕的新方法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94

原位自生TiB增强蓝宝石与钛

合金钎焊接头组织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浩文 2018301014

陈初阳

/2018301013

,王天驰

/2018300997

李宏
副研究

员
0804

本课题拟采用CuTi系钎料钎焊蓝宝石与钛合金，通过对不

同钎料成分、钎焊温度和保温时间的蓝宝石/钛合金钎焊接

头组织的定性定量表征，揭示其组织演变规律，并结合剪

切试验以及断裂机制，综合分析得出钎焊接头中各物相对

其强度的影响，揭示TiB晶须对接头的强化机制，从而为航

空航天装备用陶瓷与金属复合构件的研制奠定理论基础。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95

新型纳米流体燃料点火燃烧特

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宸 2018300028

张兆康

/2018300029

,王怡豪

/2017300042

,王陈

/2018300027

,崔岳帅

/2018300023

敖文 副教授 0820

本项目主要研究新型纳米流体燃料热反应与能量特性、新

型氟聚物改性与Si基纳米流体燃料稳定性与流变特性、新

型纳米流体燃料单液滴点火燃烧特性以及环境因素对新型

纳米流体燃料液滴燃烧影响。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96

多功能柔性机械爪的多自由度

机械臂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伍宸豪 2018301136

姜明泽

/2019300952

,钱凌霄

/2019302320

,马庭祥

/2019302792

,李昊

/2018301137

程毅,

齐乐华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教授

0802

针对市面上现有抓取机械臂的诸多不足，我团队计划设计

一款吸收柔性机械爪优点的多功能机械爪，配合由我团队

自行设计的轻型五轴机械臂，形成一款能够执行多种抓取

任务的多功能机械臂成品。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97

系列高纯度二茂铁衍生物催化

剂主成分及杂质含量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靖 2018302675

陈浩楠

/2017302689

,晁世豪

/2018302667

,冯颖喆

/2018302668

马晓燕 教授 0703

双核二茂铁衍生物作为固体推进剂中的燃速催化剂有着很

多优点,但其使用也存在许多问题。现唯一大量商业化生产

的双核二茂铁衍生物——卡托辛的组成难以精确测定,在使

用时可能会带来危险。本项目基于国内各机构的研究,依托

于马晓燕教授课题组,提出了全新方法对高纯度双核二茂铁

衍生物进行定值以期解决在使用过程中因成分不清含量不

明而引起事故。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98

仿生蠕动爬行两栖航行器设计

与模型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申浚泉 2018300752

李睿哲

/2018300759

,龙彦天

/2018300765

,吴三瑞

/2019300858

刘卫东 教授 0819

本研究项目填补了在水陆两栖航行器方面的空缺，也是对

水下航行器新型运动方式的一次大胆的尝试。能够更好地

实现航行器的隐蔽性、小型化、智能化。由于体积小，可

进入传统水下航行器不能进入的非常狭小的海底缝隙、水

下管道及各种水底地形。同时，通过在航行器上安装定位

仪、微传感器、机械手及CCD摄像头，可完成水底地形探测

、军事探测等活动，可广泛应用于国防、工程中。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299

基于Delaunay三角网的足球机

器人阵型设计与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攀 2018303305

彭玺东

/2017302324

,陈雅宣

/2019302504

,朱紫文

/2019300789

黄国胜 教授 0809

本项目着重研究RoboCup3D平台下的足球机器人阵型设计

与优化，根据以往的比赛经验和人类足球比赛的经验选择

关键点，使用Delaunay三角剖分算法对球场进行分割，并

使用线性插值法计算当足球在三角形内部时机器人的策略

站位点。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00

液态金属掺杂热塑性介电弹性

体制备纤维状人造肌肉及其电

激发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翔宇 2018303590

赵汝涵

/2018303525

,王路姚

/2019303765

,韩思睿

/2019303764

，陈蓓曦

/2019303763

赵永生
讲师

(高校)
0804

本项目瞄准软体机器人市场所需的上游智能高分子材料，

基于热塑性介电弹性体开发易成型加工的新型可编织纤维

状人工肌肉。项目以液态金属和结晶性热塑性弹性体复合

材料作为切入点，明确复合材料组成、相结构对电机械性

能影响，建立复合弹性体配方和纤维制备的优化工艺，以

期未来在纤维状电容器低成本制备上取得进展。因此，本

项目为软体机器人开发和特殊工况应用提供备选材料，助

力柔性机器人产业链健全发展，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01
桌下自定位移动无线充电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世贤 2017300119

倪淑卿

/2017302688

,杨松

/2017300961

,徐钏杰

/2017300094

张莹,

朱文金

副研究

员,讲

师(高

校)

0807

本研究项目为一款基于电磁感应式Qi标准无线充电及单片

机控制技术的桌下自定位移动无线充电平台。研究项目的

实体产品旨在实现手机等移动设备更加便捷的智能方式,在

协调工作的多个传感器模块对桌面上的充电设备进行位置

捕捉后,控制模块带动机械模块移动线圈到手机下方进行无

线充电。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02

面向信息非均衡遥感影像变化

检测的深度学习模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思扬 2018301903

蒋硕

/2018301909

,杨楠

/2018301908

,王楠欣

/2018301905

,时含章

/2018301902

侍佼,

雷雨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7

针对海量、非结构化、多源异质遥感图像解译中存在的信

息非均衡问题和多分类问题，综合考虑多种传感器的成像

特性，借鉴模糊理论模拟人脑思维方式的特点，利用深度

神经网络逐层特征抽象表示与自主学习的能力，通过直接

获取原始遥感图像序列间差异信息的有效表示方法，排除

信息非均衡问题带来的干扰，提出鲁棒而有效的基于深度

神经网络的遥感图像序列差异分析方法。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03

基于桨扇发动机节能原理的水

下推进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乔亚斐 2019301659

龚翔宇

/2019301579

,王嘉熠

/2019301571

,郝钰

/2019301629

高文君 副教授 0805

参考航空发动机的内外涵道比设计和对船舶螺旋桨的尾流

场的相关研究，针对如何利用尾流能量设计出一种主,被动

双螺桨水下推进装置。该设计使得尾流垂直于轴向方向上

的能量加以再次利用，进而提高能量利用率。本设计的关

键技术在于：一是采用一定范围内增大涡轮发动机的涵道

比来降低发动机耗油率的思想，增加外涵道的设计从而减

少能量的消耗；二是采用自主设计的新型可活动式定子对

尾流在垂直于轴向方向上的能量加以利用。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04

圆偏振光对氧化物二维电子自

旋极化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永波 2018302620

肖添宁

/2018302609

,张骋昊

/2018302607

,李洪

/2018302619

,柳迪

/2018302616

王拴虎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通过斜入射的圆偏振光致电流效应（CPGE）来引起

二维电子气的自旋极化，并通过逆Rashba效应来实现自旋

流和电荷流的转换，从而研究氧化物二维电子气轨道和自

旋的相互作用，测定二维电子气的自旋属性参数。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05

基于VR技术的世界文学经典作

品改编舞台情景多模态设计虚

拟仿真实验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芙宁 2019303508

周凌枫

/2018201872

,王润

/2019301497

,许方舟

/2019303316

李利敏 副教授 1305

数字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其互动性、虚拟性、经济型

等优点，使其在舞台美术设计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

用，使舞台美术设计更加艺术性。将数字媒体舞台设计与

教学过程中舞台剧编排相结合，既能运用数字媒体优化舞

台效果，又能借舞台表演的机会应用数字媒体舞台设计。

本项目将虚拟现实运用到舞台美术设计上，为大学生经典

作品改编表演提供更加丰富、经济的声光效果。实践成果

将直接运用到西北工业大学世界文学经典作品选读、改编

与表演课程学生作品中，主要配合教学内容进行舞台美术

设计以及虚拟现实舞台情景实验。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06

不同加固方法处理强风化岩质

高边坡的稳定性分析和动态设

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源 2018303070

魏晓阳

/2018301434

,宋亮

/2018301432

李世洋 副教授 0810

目前强风化岩质高边坡处理和设计主要采用的静态设计方

法因无法体现边坡在施工过程中动态变化规律和特征，常

导致边坡加固工程的稳定性不足或材料浪费。本项目依托

某在建公路的强风化岩质高边坡工程，拟采用试验测试和

有限元模拟的方法，对削坡方法、预应力锚索框架、抗滑

桩三种典型方法处理边坡的稳定性分析和动态设计开展研

究。研究结果可对后续强风化岩质高边坡的处理和动态设

计提供参考和指导，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07

Zr-4锆合金疲劳裂纹扩展微观

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博雅 2018301056

王佳妮

/2018300931

,夏仕霓

/2018301055

,刘自力

/2018301049

,武云笑

/2018300917

郑泽邦 教授 0804

本项目针对反应堆燃料元件的燃料包壳管、支撑管、压力

管、格架环管及端塞棒等构件的微观失效机理，以Zr-4锆

合金为研究对象，利用金相试样制备和光学显微镜初步观

察合金的微观组织；通过预制裂纹后进行疲劳测试并对裂

纹的扩展机理进行研究，揭示微观组织结构对锆合金微裂

纹扩展的影响规律。为相关材料服役性能评估提供理论依

据。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08
基于神经网络的宠物情绪识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艾先泽 2018302348

王旻芮

/2019302852

,毛誉翔

/2019302415

,谢其骏

/2017302744

,闫晓鹏

/2017300180

潘炜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旨在构建一个记录宠物心情,及时反馈宠物情绪的

app。这个软件的主要功能为,通过分析宠物叫声来识别宠

物情绪,根据分析结果为宠物匹配与心情相关的文本信息和

图片,以此来展现宠物当前的心情状态；app也支持用户记

录自己当时的心情。主要通过神经网络来情绪的识别和分

析。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09

人类嗅觉敏感性的分子机制探

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恬玥 2018303343

王鹏越

/2019303536

,文希

/2019303562

卢慧甍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旨在利用生物信息学技术，经过基因组数据分析、

蛋白质结构建模、相关性分析、行为学实验验证等步骤，

预期发现与嗅觉敏感性相关的关键性嗅觉受体，并进一步

阐释人类气味敏感性的分子机理，揭示嗅觉受体蛋白识别

的结构与功能基础，为解释其背后识别机制及气味偏好倾

向打下基础。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10

基于机器视觉的串联机械臂跟

踪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崇渊 2018301695

吴江希

/2018301694

,姚凯

/2018301696

,韩青岑

/2018301697

史国庆 副教授 0807

现阶段，串联机械臂技术应用在生产的方方面面，目前工

业界多采用对串联机械臂进行示教编程，这只能让串联机

械臂执行反复操作，缺乏与环境的交互。近年来，随着软

硬件的发展，机器视觉技术被应用于机器人领域，使串联

机械臂拥有感知周围环境的能力，对动态目标进行跟踪检

测，在加工生产线上动态目标的抓取装配、深海探测的标

本采样、太空垃圾的抓取回收等领域均有广泛应用前景。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11

基于最大功率追踪算法的太阳

能无人机模块化自适应动力系

统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高照 2018300458

王振宇

/2018300445

,史帅

/2018300450

,刘铉正

/2019300288

李陶 副教授 0820

本项目旨在设计一套高效的实际功率侦测与控制系统，实

现实时侦测太阳能板的电压、电流值，并追踪最高功率值

(P)，使系统以最大功率输出对电机做功，以此解决无储能

太阳能飞机输出功率不稳定的缺点，使得无储能装置的太

阳能飞机能够更好的适应各种变化的工作环境。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12

力致微裂纹催化体系的构筑及

催化性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昕昱 2018303650

关志鹏

/2018303482

,和舒越

/2019303690

,白鲲

/2018303463

,张家宁

/2018300173

庄强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拟采用柔性的聚合物作为力致载体，基于催化剂界

面分子层设计，提出一种可拉伸的微裂纹结构，用于调控

催化体的催化活性。通过调控拉伸应变，实现对催化反应

的动力学的精确调控和对特定分子的选择性催化。力致催

化体系具有较好的实时性和普适性，为构筑新型、高效、

可实时调控的工业催化体系提供新的思路。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13

聚合物堆积行为与有机场效应

晶体管载流子迁移率间关系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运国 2017303253

董祥麒

/2017303246

,林通

/2017303255

刘剑刚 教授 0807

降低共轭聚合物π -π 堆积间距，提高分子间耦合程度，是

提高载流子迁移率的重要手段。然而，在溶液加工过程

中，分子倾向于被“冻结”在亚稳态，π -π 堆积间距通常

较大。本项目将研究溶剂环境和成膜工艺对聚合物分子结

晶过程的影响，通过溶剂工程实现对分子成膜过程中链间

缠结程度及分子线-棒构象转变的精确控制，促进分子从亚

稳态向热力学稳定态过渡，降低π -π 堆积间距，并系统构

建堆积间距-载流子迁移率间的关系。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14
多功能自主防疫消毒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奕睿 2018300764

张浩嘉

/2018303092

,廖竟吕

/2017303095

,王程瑞

/2017301833

,张路通

/2019301139

叶鹏程
助理研

究员
0802

本作品是为在出现疫情时对疫情感染的高危区域进行防疫

消毒而设计研发的机器人。通过本作品可实现对突发疫情

区域进行消毒，信息交互及生活物资的传递以及对小区内

居民进行体温监测，从而达到帮助人们及时控制疫情，减

小一线工作者的工作强度的目的。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15

可示警型直流固态断路器的拓

展与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峰晨 2018300200

濮凡

/2018300153

,吕乐川

/2019302118

,张妍

/2019302031

,刘硕

/2019301203

李伟林 教授 0806

断路器是能在规定时间内断开异常回路状态下电流的开关

装置。断路器分断不成功,将会让线路产生安全隐患。本项

目主要研究目的是提高断路器检测异常回路的精准性,使其

对存在隐患的电力装置进行显示报警,满足电力系统保护发

展的需要。将对一种新型直流固态断路器做拓展与优化,使

其能够精准快速地对电路故障报警,便于检修人员快速找出

故障位置进行故障排除,在最短的时间内保证直流微网系统

恢复正常的工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16

基于动态视觉相机的无人机高

速避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乔诗展 2018300555

张博强

/2018300784

,朱逸海

/2018302858

,赵玮晴

/2019301850

高山
讲师

(高校)
0809

当今自主无人机具有数十毫秒的响应时间，不足以在复杂

的动态环境中快速导航。为实现高速避障的目标，无人机

需配备低延迟的算法，采用动态视觉相机作为解决方案，

响应速度可达微秒级。通过动态视觉相机产生的事件信息

区分静态和动态对象，采用传统图像算法达到低延迟避障

的目标。算法总延迟仅为3.5毫秒，可检测并避免快速移动

的障碍物。通过组装无人机平台实现实时避障的检测。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17

面向航空装配的助力型上肢外

骨骼机器人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玉鹏 2017301171

吴涛

/2017301161

,樊少华

/2018300335

,于昊亮

/2018300231

,施颖

/2018301219

王文东 副教授 0802

铆接是飞机装配中重要的连接形式,国内仍以大量的手工铆

接装配为主。该项目旨在研发出能能够适用于飞机装配领

域、可以减轻工人肌肉骨骼累计损伤,提高工人工作效率的

上肢助力型外骨骼机器人,该外骨骼能满足承载重工具、助

力、减振、适配性、舒适性和灵活性等要求,可为铆接工人

提供长时间的静态支撑以及一定的力量辅助,且具有高便携

性和高人机交互性,适用于不同体型的工人,也可以为航空

制造的其他环节做出贡献。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18

机载多通道圆轨迹条带SAR地

面运动目标运动参数估计方法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贝聿 2018301873

鄢力旗

/2018301801

,韩滨酝

/2018301792

,郑润泽

/2018300096

,赵吉缘

/2018300176

李永康
讲师

(高校)
0807

机载圆轨迹条带合成孔径雷达（SAR）具有周期性重访、覆

盖范围广等特点，适合用来执行地面运动目标指示任务。

本项目拟通过理论分析、数值仿真、数据处理等手段，开

展机载多通道圆轨迹条带SAR下地面运动目标的信号建模和

运动参数估计的研究。拟①深入分析目标的信号特性，建

立精确、简洁的目标信号模型；②深入分析目标距离徙动

和方位相位历程，探明目标位置、速度和加速度之间的耦

合关系，提出精确的运动参数估计方法。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19

全向轮智能车动态覆盖控制研

究及试验验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崇 2018300160

刘坷卉

/2019300059

,潘旭东

/2018300034

,张成林

/2018300164

,缪雨辰

/2019300092

于登

秀,陈

俊龙

副教

授,教

授

0808

群体覆盖控制是通过合理的位置部署，使得待覆盖区域的

信息得到最大限度的获取。而传统覆盖存在以下弊端，例

如不能处理带有凹边界的待覆盖区域，且对于敏感度函数

过于依赖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本项目设计出一种基于k-

means的群体动态覆盖控制策略，在待覆盖区域变化较快

时能快速生成簇心，同时可以解决高维待覆盖领域、凹区

域及不连续区域的覆盖问题。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20

基于碰撞电化学方法研究锂离

子电极材料的快速充放电性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坤杰 2018302722

何俊辉

/2018302723

,岳云沛

/2018302717

,米娜瓦尔·

热合麦提多拉

/2018302711

,姑拉依姆·

艾纳瓦尔

/2018302710

孟遥 副教授 0703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开发是当今清洁能源研究的

热点之一,构建纽扣电池并进行充放电测试是电极材料性能

的常见评估方法,然而该方法不仅成本较高,操作复杂,而且

耗时过长,导致新材料的开发成本增加与周期变长。近期,

新型的电分析方法——碰撞电化学被提出,并可用于单颗粒

电化学行为的研究,我们计划采用碰撞电化学方法研究

LiMn2O4颗粒,通过碰撞信号响应特征揭示电极材料的充放

电性能。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21
智能居家机器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哲远 2018303057

张弛

/2018303054

,郝靖东

/2019302647

,黄俊威

/2019302648

,文天箫

/2019302199

金凯

乐,齐

乐华

技师,

教授
0808

一种基于九轴加速度计陀螺仪的仿生四足智能狗。该机器

人采用四足设计，共12个舵机来完成仿生设计。并安装九

轴加速度计陀螺仪，来保证机器狗的平稳运行。同时安装

有语音识别模块、语音播放模块和蓝牙模块，用于人机交

互设计。该机器狗具有高智能、易操作、运行平稳等突出

优势，在居家环境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应用前景。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22

梯度多孔填充壳变形耦合机理

及吸能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思远 2018301415

宁晰琳

/2018301334

,李湛博

/2018301403

杨未柱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01

多孔填充壳结构因为其优良的吸能性能，在航空航天、日

常防护等领域被广泛应用。该结构在受压缩载荷时，通过

多孔材料和壳的耦合作用，提升了其吸能能力。为充分利

用耦合作用，本项目设计出了梯度多孔填充壳结构，利用

其独有的双重耦合作用，可进一步提高吸能效率。本项目

以梯度多孔填充壳结构为研究对象，通过有限元仿真模拟

、试验研究等方法，研究该结构力学行为及吸能机理，可

为未来吸能结构设计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23
复合材料构件的智能无损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泽佳 2018303059

宋盈莹

/2018303313

,杨奕凡

/2018303064

,钟霖涛

/2018303060

,庄之琪

/2018303117

张涛 副教授 0809

面向复合材料构件无损检测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重大需求，

本次研究主要目标是实现对复合材料构件内部损伤的发现-

诊断-评估决策的智能损伤评判流程，降低诊断结果对人员

素质的依赖度，缩短对复合材料构件内部损伤缺陷的评估

周期，提高缺陷检测灵敏度和可靠性，设计并研制复合材

料构件无损智能评判软件原型系统。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24

聚磷腈修饰磁性石墨烯甲醛吸

附剂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书溢 2018303609

强晟

/2017303558

,冯薪亦

/2018303613

,肖湘

/2018303621

冯维旭 副教授 0804

甲醛是一种高毒性的物质，对人体健康和水中微生物群落

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本项目通过聚磷腈修饰磁性石

墨烯得到一种新型高效甲醛吸附剂。并研究其对甲醛的吸

附性能，以此实现对甲醛的高效吸附及回收。有望解决常

规甲醛处理方法存在周期长、成本高、易造成二次污染等

问题。在为防治甲醛污染提供创新性技术的同时，也为今

后聚磷腈吸附气相污染物的性能研究提供了基础。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25

纯钛3D梯度复合隐形外支撑构

件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昊松 2018300953

鲍缘业

/2018300948

,孙爽

/2018300949

,梁天赐

/2018300962

,朱春拨

/2018300904

李付

国,李

庆华

教授,

副教授
0804

针对纯钛隐形外支撑构件开展制备工艺研究：纯钛3D梯度

复合制备工艺设计；纯钛3D梯度复合制备工艺模拟分析；

纯钛3D梯度复合外支撑构件试验制备。要求取得申报专利

、发表论文、制备样件中的两项成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26

微梁器件结构动力学与疲劳寿

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胤宏 2018301462

胡丞铭

/2018302519

,杜雨欣

/2018302502

,唐业儒

/2018302553

,陆旭

/2019303003

张硕 副教授 0701

微机电系统是当前科学发展的前沿方向。微梁器件是微机

电器件中最典型的结构，也是机电耦合的关键元件。微梁

器件存在的裂纹、吸合效应、变质量等微观现象均会对器

件的结构造成影响，进而加重器件材料的疲劳程度，减少

器件的使用寿命。因此，分析裂纹、吸合效应、变质量等

微观现象对微梁器件结构动力学的影响机理，探究微梁器

件疲劳寿命的作用规律，能够为微梁器件的使用寿命和设

计标准提供理论依据和应用参考。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27

基于单目相机和激光雷达信息

融合的SLAM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仪 2018301907

高婷

/2018301906

,刘玉龙

/2018301921

,谭佳宜

/2018301930

,王华

/2018301913

梁军利 教授 0807

现今无人机应用领域正在扩大，工作环境更加复杂且可能

在未知环境作业。在缺乏环境的先验知识的场合下，同时

定位与地图创建（SLAM）是实现无人机导航与自治的有效

手段。为了弥补单目相机深度估计精度较差和激光雷达测

距采样稀疏的不足，本项目提出建立基于单目相机和激光

雷达信息融合的SLAM系统。这个系统能实现两种信息的互

补，提高地图精确性，保证地图信息的完整性和无人机导

航的实时性。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28

一种可用于高速飞行器防热与

承载多功能点阵超结构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叶成霖 2019300152

刘子昊

/2019300147

,张治倬

/2019300154

,丛俊皓

/2019300139

,任晓洋

/2019300148

黄河源
助理研

究员
0820

通过建立多级钛合金点阵结构热力耦合分析模型，揭示高

温环境下多级钛合金点阵结构失效机理，进而通过其构型

参数分析构型对失效机理的调控。通过以上结果，提出对

结构的升级优化方案，能提高其承载力与防热性能。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29

不同形貌复合结构材料润湿性

及其转变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宇伟 2018302587

张明敏

/2018302589

,魏宇翔

/2018302590

,李泊桥

/2018302584

段利兵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利用水热法，结合光刻技术，在溶胶-凝胶法或原子

层沉积法生成的ZnO薄膜上制备出不同形貌复合结构材料，

揭示出不同形貌样品的初始润湿状态。同时,研究样品在紫

外辐射和热处理下润湿性状态的转变机理，探索出调控材

料润湿性状态的简便途径。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30

无人平台的仿蝙蝠超声探测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琦 2018300761

魏建川

/2018300800

,宋光磊

/2018300826

,雷鸿伟

/2018300725

,高彤

/2019300800

杨长生 副教授 0807

无人仿生平台是当今技术引领方向，各大仿生机器人层出

不穷。例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德国均发布过仿生狐蝠机

器人。这两型仿生机器人虽然能实现模仿动物形态飞行，

但没有自主探测和控制系统。该项目通过对蝙蝠耳部反向

建模并进行声场分析，旨在探明蝙蝠耳部外形特别是鼻叶

和耳廓对声场的影响，再利用压电薄膜的良好特性，制作

出能够发射宽频的声呐发射装置从而得到具有良好特性的

且体量轻的声呐系统。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31

In-walk kick在双足机器人

足球比赛中的应用与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清月 2018302359

陈伊凡

/2019300950

,黄靖雅

/2018302333

,肖朝民

/2018302181

姚如贵 教授 0809

在竞技类机器人足球比赛中,机器人如何有效地完成踢球并

进球关系到比赛的最终结果,且反映了足球赛事中机器人表

现的类人化程度。该项目通过实现行走引擎和踢球引擎的

结合,从踢球腿运动轨迹规划和时间规划两方面对双足机器

人行进间踢球做出约束,能大量节省机器人踢球时间,将视

觉模块和策略模块有效付诸实际,从而掌握比赛节奏。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32

可注射载胡椒碱水凝胶治疗类

风湿性关节炎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玉瑾 2018303345

李岳凌

/2018303353

,侯炳辰

/2018303340

,杨建成

/2019303539

,艾柯代·安

尼瓦尔

/2018303347

李晨睿 副教授 0826

本项目拟利用胡椒碱作为天然抗炎药物成分，制备缓控释

胡椒碱脂质体，使其在给药部位缓慢释放，以减少给药次

数。同时，利用功能化明胶作为模拟ECM的基质材料，通过

调节交联剂PEGdA进行其机械强度的调控，构建载胡椒碱

脂质体的复合水凝胶体系。进一步利用RAW264.7细胞及类

风湿性关节炎大鼠模型，在体外和体内水平评价和研究载

有胡椒碱脂质体的复合水凝胶体系对细胞功能的影响及对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效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33

长余辉AIE聚合物的构筑及其

在新冠病毒抗体IgM和IgG快速

检测试剂盒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齐翊博 2018303664

白晗雪

/2018301931

,刘田田

/2018302261

,张榕

/2019303666

,张茂萱

/2018303649

赵艳
讲师

(高校)
0703

针对有机长余辉材料易发生聚集诱导猝灭、发光颜色单一

的问题，本项目设计合成具有聚集诱导发光（AIE）效应的

、高量子产率的、多色的空间共轭型超支化聚硅氧烷

（HBPSi）作为构筑基元，以此为电子供体，共价偶联强

吸电子能力的电子受体——邻苯二甲腈，构建分子内D-A型

长余辉HBPSi，作为信号元件，结合免疫层析技术发展简

单、快速、高灵敏、高选择性检测新冠病毒特异性抗体IgM

和IgG检测试剂盒。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34

6kN针栓式低成本液体火箭发

动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力豪 2018300630

何鉴益

/2018300632

,韦初晴

/2018300626

,李嘉城

/2018300621

,李春云

/2018300316

朱国强 副教授 0820

项目以低成本探空火箭和微纳卫星低成本运载方案为应用

背景，开展针栓式低成本液体火箭发动机总体方案研究。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6000N针栓式变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的

总体方案设计、无毒推进剂选型、设计计算、推力室（包

括喷注器、燃烧室、喷管）详细设计、针栓喷注器头部流

场仿真和针栓喷注器样件加工。通过项目的开展培养小组

成员对所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从事科

学研究的能力。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35

基于YOLOv4和OCR的家庭教育

技术开发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皓 2018302762

陈梓杨

/2017303318

,赵玲君

/2017302290

,路奕

/2019303229

,于镇源

/2019300322

潘泉 教授 0808

当前,随着社会节奏加快与“二孩政策”实施,越来越多的

家庭出现孩子无人照看、亲子时光短缺、孩子教育缺失等

问题。而儿童是人生智力发展的关键期。然而当前市场上

智能早教机器人内容交互差、功能匮乏、高端早教机器人

市场缺口巨大,拥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针对此情况,

我们团队打算研发一款兼具外观和交互性的高端智能化早

教机器人,基于YOLOv4和ORC等技术,实现多种智能化功能,

帮助其在家庭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36

氮化硅纳米线预制体的构建及

其增强磷酸钙-热解碳复合材

料的微结构调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智杰 2018300939

郝仁龙

/2018300959

,吴来福

/2018303368

,许世聪

/2018302849

,李昕祺

/2018300940

张磊磊 副教授 0804

针对人体骨植入对PyC基复合材料的迫切需求，采用前驱体

热解工艺构建氮化硅纳米线预制体，借助超声波辅助电沉

积及化学气相渗透工艺在预制体内部生成CaP-PyC，从而

制备氮化硅纳米线增强CaP-PyC复合材料。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37

基于一种全新的语音控制智能

家居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书陟 2018301805

黄建松

/2018301806

,于宏嘉

/2018301752

唐成

凯,张

玲玲

副研究

员,助

理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07

本项目研究设计一种全新的语音控制智能家居系统，该系

统针对现有智能家居系统存在的弊端，解决现有系统布线

繁琐，成本较高，推广较难的问题。系统以家居电器及家

电设备为主要控制对象，利用网络通信技术、安全防范技

术、自动控制技术、语音识别技术将家居生活有关的设施

进行高效集成，并且结合手机等移动控制端，构建高效的

住宅设施与家庭日程事物的控制管理系统，从而促进智能

家居的市场推广及产业发展。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38

我享”—基于地域集中和身份

认证的闲置物品共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章静楠 2018301289

陈心琢

/2018303015

,邵晶晶

/2018302748

,韩金库

/2018302349

,马翔

/2018302326

陆继

翔,王

莉芳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教授

0809

因目前线下+线上模式的闲置共享和交易市场仍存在较大空

白有待开发,项目将基于微信小程序和混合多种推荐算法的

推荐系统搭建一个以身份认证和地域集中为特征,以促成闲

置共享和交易为目的的信息平台。希望能缓解消费矛盾,通

过促进闲置品的活用,倡导环保、简单、互助的生活方式,

并实现兴趣交友。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39

非晶合金的微观结构非均匀性

与力学性能之间的关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奕新 2019300580

伊琳

/2019300573

,刘秀颖

/2019300621

,刘盛昌

/2019300585

,刘俊祺

/2019300583

乔吉超 教授 0801

本项目将基于不同时间尺度的动力学激励，深入探索非晶

合金微观结构非均匀性特征与演化规律。拟选取典型非晶

合金体系作为研究载体，采用实验和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

案，系统深入地从原子扩散及宏观力学响应等方面研究非

晶合金微观结构非均匀性与动力学非均匀性之间的关联。

以期得到非晶合金微观结构非均匀性与原子扩散、弛豫机

制及变形载体之间的联系。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40

环交联型聚磷腈共价负载钒多

酸用于油品深度脱硫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屹 2018302689

别梦绮

/2018302662

,高妍

/2017302673

,王霈泽

/2018302682

闫毅 教授 0703

本项目采取先合成含钒共价修饰多酸,再通过有机修饰的方

法将多酸共价连接到环交联聚膦腈有机骨架上制备目标产

物。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41

基于关键点检测的猫脸识别智

能喂食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云鹏 2019302835

张建承

/2018302005

,刘嘉伟

/2018303127

,谢文政

/2019301306

,王锦策

/2018300521

金凯

乐,齐

乐华

技师,

教授
0809

为了解决社区无人时如何喂流浪猫的问题，方便相关公益

组织统计某区域内流浪猫数量及出没情况，设计这款可面

部识别的智能喂猫器。利用太阳能面板发电，提供装置运

行所需的电能。设计红外线靠近检测电路，以此来检测是

否有猫靠近。利用关键点检测相关算法设计，建立猫的脸

部模型，并且利用脸部模型设计猫的自动识别系统，检测

到猫则开启喂猫器，防止猫粮被老鼠或其他动物吃掉。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42

基于偏振图像的水面目标探测

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裕琪 2019300003

战硕

/2019302606

,钱甜奕

/2019300027

,史天宜

/2018300157

,姜月鹏

/2019300089

王靖宇 副教授 0809

偏振成像易受不利成像条件的影响，并且在复杂气象环境

下的成像探测效果也会严重降低。针对该问题，本项目拟

研究多态偏振成像信息的解析方法，通过利用偏振相机获

取目标的偏振信息，研究多态偏振图像的预处理方法，设

计基于偏振图像的小样本学习水面目标探测方法，实现复

杂环境下的精准成像探测。主要研究内容：1）偏振成像多

态信息参数敏感性分析；2）多态偏振图像的预处理方法；

3）基于多态偏振图像的水面目标探测方法。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43
智能化测试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祺昌 2018303105

刘铭帅

/2018303104

,卫俊杰

/2018303103

,李函昭

/2018303102

,谢宇轩

/2018303099

张涛 副教授 0809

针对移动应用的快速增长，传统人工测试方法因其过程复

杂、成本高等因素已无法满足移动应用迫切的快速测试需

求，导致当前大量移动应用质量无法保证。本项目则面向

当前移动应用市场的这一痛点问题，设计提出一种智能化

测试机器人，融合软件测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实

现对移动应用的快速有效测试。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44

含氟/金刚烷PBO前驱体的合成

及其改性氰酸酯树脂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建波 2018303679

王洳铤

/2017303591

,孟繁泽

/2019303754

张军亮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以含氟/金刚烷环氧端基PBO前驱体改性BADCy树脂

为主导，以期得到具有优异介电性能和力学性能，以及与

PBO纤维具有优异界面相容性和黏结性能的m-BADCy树脂，

并制备得到PBO纤维/m-BADCy树脂层压复合材料，进一步

分析探讨BADCy树脂改性机理和层压透波复合材料的制备

技术以及透波机理。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45

多节串联锂电池组主动均衡系

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骧 2018301724

杨子通

/2017301805

,李圣涛

/2018301727

,张志鸿

/2018301730

刘雨

鑫,曾

丽娜

助理研

究员,

助理研

究员

0807

由于锂电池安全性，每节锂电池都必须配备保护电路对其

最高充电电压和最低放电电压，以及充放电电流进行实时

监测，一旦异常就会切断充放电通路保护电池的安全。由

于每节电池单体之间的容量等特性都会存在差异，随着使

用时间加长会造成电池电压的不均衡，引起木桶效应，大

大缩小串联锂电池组可用容量。研究主动均衡锂电池保护

系统，采用能量转移的方法均衡电池容量，均衡效率高。

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46

基于柔性传感器的生物应变检

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曾浩哲 2018300323

伍环

/2018300203

,王依

/2018300396

,孙涛

/2018301875

,康姜鹏辰

/2018303110

陶凯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将融合柔性传感器、通信及软件三大方面，设计一

款柔性应变测试系统。该系统运用以水凝胶为基底的驻极

体发电装置收集由形变而产生的电信号，利用无线信号传

输技术将信号传输至终端进行处理，并实现数据的可视化

。该系统具有良好柔性和生物相容性，且电路设计简单，

能够解决传统技术生物不相容、电路设计调试复杂等问

题，应用到生物运动监测、手势感知、姿势纠正等诸多场

景，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47
低能耗蓝牙贴纸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松杨 2018300824

匡城荣

/2018302815

,吴松

/2018302817

,林冰

/2018300817

叶鹏

程,潘

光

助理研

究员,

教授

0807

蓝牙贴纸可通过粘贴到贵重的物品、或是的身上，并在一

定的距离范围内发出低能量的蓝牙信号。用户只需将带蓝

牙功能的贴纸粘贴在一些贵重物品上，然后就可以通过应

用定位这些贵重物品的距离，让用户远离找不到东西的烦

恼。一个蓝牙贴片采用的跟手机应用结合在一起，通过类

似雷达的原理实现这一功能。很方便用户找到自己的东西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48

三维有序大孔氮化钴/炭的设

计与钠负极保护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浩航 2018303661

徐臻奕

/2018301016

,毕经青

/2018301024

刘淑

娟,徐

飞

研究

员,副

教授

0804

通过模板-界面原位自组装条件和氮化条件在构筑三维有序

大孔氮化钴/炭纳米骨架，拟结合三维炭骨架的优异导电性

和空间结构的优势与过渡金属氮化物的钠亲和特性，实现

钠负极保护，抑制钠枝晶生成。将该材料应用为钠金属电

池的负极载体材料，以获得无枝晶的钠金属负极载体，通

过半电池、对称电池、全电池等系列电化学性能测试阐明

氮化钴物化特性以及该复合结构对钠枝晶的抑制机理，以

获得最佳成分、空间构型的负极保护材料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49

多孔钛表面双功能涂层调控

BMSCs成骨分化的作用机制及

抗菌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梦然 2018303367

赵鹏举

/2017303326

,邱泉润

/2019303696

张妍妮
讲师

(高校)
0826

针对术后感染频发及致密钛与骨组织弹性模量不匹配的问

题，立足于协调TiO2纳米管对抗菌剂的释放及抗菌与细胞

成骨表达的矛盾，本项目通过氟离子沉降的阳极氧化法在

多孔钛表面构建双管径TiO2纳米管层，借助聚多巴胺，负

载双组份抗菌剂（抗菌肽LL37、Zn2+），研究双管径纳米

管“按需”释药的双药联合抗菌机制，揭示双药调控细胞

成骨表达的作用机制，为构建兼顾抗菌与骨整合的多孔钛

植入体涂层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50

基于深度学习的内部威胁检测

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梦莹 2017302209

高亦菲

/2017302208

,焦晨阳

/2017303193

张慧翔 副教授 0809

目前，内部威胁正在对全球的组织机构造成破坏性的影

响，内部人员攻击已成为重大信息安全事件的主要原因，

然而现有数据集存在一定局限性；并且现有检测算法多利

用统计和无监督的方法。因此本项目计划设计典型内部威

胁场景进行测试，获取新的数据集；并且设计一种以用户

为中心的内部威胁检测系统，通过无监督的方法，建立用

户长期行为模型，在提高内部威胁检测的准确率的同时，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51

基于空化理论的超声传输平台

的优化设计和应用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奕扬 2019303120

张正达

/2019303121

,王佳杰

/2019303117

,刘雪松

/2019303114

,张贺

/2019303080

闫娜 教授 0702

本项目期望通过探索超声场与物体作用的内在物理机制，

进一步揭示超声振动作用下介质液体物理性质的变化规

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超声空化现象的超声传输新

技术,推动超声波在无接触传输与操控领域的应用、增强超

声波传输物体的效率。搭建具有更大操控能力和传输效率

的超声传输平台，为超声无接触传输技术在精密工程、生

物医药和材料科学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提供实验参考和科学

依据。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52

基于深度学习的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有效小分子药物结构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宁子谦 2018300410

杜毓淼

/2018302331

,卞浩羽

/2018302372

陈伯林 副教授 0809

新冠疫情持续蔓延,我们希望通过深度学习研究小分子药物

结构,找出几种可能的抑制剂。新冠病毒的主要蛋白酶结构

已经被测出。同时目前有数个药物数据库供使用。数据库

中使用SMILES(简化分子线性输入规范,是一种用ASCII字

符串明确描述分子结构的规范。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53

星载合成孔径雷达(SAR)海面

风场反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子帅 2018302239

杨澜

/2018302228

,刘新宇

/2018302240

,李晟

/2018302241

郭睿 副教授 0707

本项目旨在完成对SAR(合成孔径雷达)海面图像的预处理

、风条纹分析,并利用图谱分析、C-2PO模型(C波段交叉极

化海洋后向散射模型)等方法完成海洋矢量风模型的建立,

包括海面风向和海面风速。项目基于C波段多极化SAR提供

的海面风场信息,建立近海风场矢量模型,完成对海洋风的

矢量测定以及风场信息的预测。为航海安全、海洋救援、

渔业布置等国计民生行业提供信息支持和保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54

公共资源使用者的机会主义行

为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彦嘉 2019303000

潘昊阳

/2019303004

,李昊翕

/2019302998

,赵舒雅

/2019302992

,程泓森

/2019302993

孙浩 教授 0701

本项目以复杂网络理论和博弈论为理论框架，通过分析有

限公共资源以及机会主义者的特征，抽象出复杂网络模

型，对于机会主义者和其余使用者之间的利益纠缠现象，

建立合适的博弈模型进行描述，最后利用计算机对建立起

的模型进行仿真，通过计算机得到参数变化对演化稳定状

态下合作水平所造成的影响，进而得出结论。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55
智能立体种植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子杨 2019303692

段宪晨

/2019303269

,张胤严

/2019302474

,李洵昊

/2019303833

,张在行

/2019303421

王颖晖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经过多次调研得出可靠数

据，确定方向。我们根据当代社会家庭在种植盆栽方面存

在困难的具体实际，从花盆外观、住房碎片化空间利用、

智能技术、绿植智能管理等方面进行创新，以解决家庭种

植问题，为居民家中增添一抹绿色。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56

基于深度学习的发动机羽流凝

相产物颗粒的4D诊断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宏博 2018300607

丁雅欣

/2018300604

,雷笑语

/2018300605

,杨思颖

/2018300606

金秉

宁,孙

林

助理研

究员,

助理研

究员

0820

本项目通过采用激光同轴数字全息技术，对固体火箭发动

机喷管不同截面位置的凝相燃烧产物羽流特性进行诊断测

量，获得海量的全息图像。而后，引入深度学习技术，建

立一种可自主识别全息图像中复杂背景下的凝相颗粒图像

识别算法和程序，对模型训练，并由计算完成海量图像的

鉴定与识别，提升图像分析速度并降低主观偏差。最后，

基于图像识别结果，获得不同喷管截面处的凝相颗粒三维

空间分布和粒度分布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57

应用于航空发动机专业的涡扇

发动机实体仿真教学模型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承熙 2018300885

陈佳窈

/2018301567

,袁菁涛

/2018301471

,付爽

/2018301470

,田恩宇

/2019301614

刘振侠 教授 0805

应用于航空发动机专业的涡扇发动机实体仿真教学模型，

在精度足以满足《航空发动机结构》教学需要的同时要具

有合理的成本和可靠的结构。也更能够保证教学活动的安

全性与高效性。相较于一般图文形式以及发动机实物直观

可视，操作性强，教学功能集成化，激发学生兴趣，便于

携带，成本相对低廉的特点使其在教学活动中能够承担更

多的功能，让教学活动更加生动，便于教师展示，学生学

习。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58

基于人工智能的对海弱小目标

探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佳旺 2018301774

郝扬舸

/2017301792

,方缤猗

/2018303310

,朱金涛

/2018301962

粟嘉,

范一飞

讲师

(高

校),助

理研究

员

0807

聚焦雷达对海目标探测智能化生成的需求，开展基于人工

智能的对海弱小目标探测技术研究，重点开展海杂波特征

分析、智能杂波抑制、智能目标探测等内容的研究，突破

强海杂波背景下低、小、慢目标的探测技术，为武器装备

智能化能力的生成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撑。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59

高效乙烯分离多孔材料的定向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煜铭 2018303629

邢瀚方

/2018303632

,刘泽坤

/2018303633

,冯翯

/2018303634

陈凯

杰,王

腾

教授,

副教授
0804

在所有工艺流程中，乙烯的分离过程是能源消耗最大的流

程之一，在当前全球能源危机面前，对传统分离工艺的节

能降耗研究刻不容缓。本项目通过对多孔材料结构的定向

设计，有望实现在单一多孔材料内实现乙炔和乙烷的同时

去除，从而将乙烯的分离制备流程简化为一步（即在三种

C2气体接触多孔材料时，能够同时吸附并捕获混合气体中

的乙炔和乙烷，从而一步制备乙烯），大大减少乙烯提纯

制备所需要的能耗。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60
零度轻松饮杯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国永 2017301179

尹旭

/2017301282

,高原

/2018301288

,孙天娇

/2018301217

,杨晓晴

/2018301256

张瑞荣 副教授 1305

我们的零度轻松饮杯垫是一款以传感器监测控制技术为核

心,集成机械设计技术,蓝牙通信技术,APP开发、数据管理

及交互技术的产品。根据对水温、环境温湿度和杯内水量

的实时监测,再将监测数据实时发送到手机APP,从而为用

户制定一个健康合理的喝水方案。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61

变体机翼柔性智能蒙皮的力学

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煜棠 2017301354

王振洋

/2017301367

,吴文斌

/2017301337

王博 副教授 0801

随着飞行任务的多样化，能够自由变形、根据不同飞行状

态调整机翼形状的变体飞行器正在逐步代替固定翼飞行器

。本项目基于可延展柔性电子技术，设计了弯曲自相似结

构的智能蒙皮可延展结构，并进一步研究了智能蒙皮与机

翼表面的二维界面接触行为。对智能蒙皮可延展结构的屈

曲和后屈曲行为进行分析，能够对智能蒙皮的制备与使用

提供理论参考，优化变体飞行器柔性智能蒙皮的力学性

能，进一步提高变体飞行器飞行性能。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62

多核壳双磷化物的可控制备及

其光催化产氢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金玮 2018300897

李奕扬

/2018303493

,潘帅文

/2018303495

,力译凡

/2018303485

李炫华 教授 0804

本项目涉及氢绿色能源材料前沿话题。针对传统磷化物光

催化产氢效率较低的问题，项目拟通过多核壳设计提高光

催化剂的比表面积；通过双磷化物来解决单磷化物复合严

重的瓶颈，项目的关键是如何同时实现多核壳和双磷化物

。本项目的开展将锻炼学生制备纳米材料的能力，并掌握

光催化的基本知识，为后续光催化材料研究奠定基础。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63

基于亥姆霍兹共振原理的新概

念水下航行器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曾谭 2019300973

白干鹏

/2019300871

,林茂东

/2019300982

,靳庆勖

/2019300981

,张侃毓

/2019300991

陈效鹏 教授 0819

现如今的水下仿生航行器的运动模式多采用MPF模式和BCF

模式。通过模仿乌贼在水中的喷射运动模式，我们通过亥

姆霍兹共振原理制作了一款新概念水下航行器，可以有效

的避免由于海洋生物的游动产生的水流水波，实现能源的

最大化利用，且其机动性强，可在一些狭窄的海底环境下

实现自由的转换方向。该航行器利用一个声波发射器引起

共振腔中的水共振，水在尾部产生涡流，推动航行器前进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64

基于CFJ的飞机垂直尾翼气动

增效数值模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智胜 2018300276

史子颉

/2018300273

,姜承尚

/2018300261

,郭润杰

/2018300256

许和勇 教授 0820

为了提供足够的控制力并保证飞机的起降时的偏航稳定

性，民航客机一般需要采用较大的的垂直尾翼，燃油消耗

与材料消耗较高。如果能在达到同等气动性能的情况下缩

小垂直尾翼的尺寸，对力求轻量化与安全性的民航客机来

说，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飞机垂尾施以主动流动控

制无疑是达到以上要求的不二法门。CFJ流动控制可显著改

善飞机操纵面气动性能。因此，要解决如何缩小飞机垂尾

尺寸的问题，利用CFJ流动控制无疑是有效且可行的方法。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65

室内复杂环境下的无人机全方

位防撞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金涛 2018301729

刘崇辉

/2018301725

,蒋烁

/2018301726

,龙云翔

/2018300726

,岳亦俊

/2018301692

何建华 副教授 0807

项目研究无人机在室内复杂环境下的全方位防撞系统的设

计。项目组通过查阅资料，在无人机控制模块、避障算法

模块、传感器系统设计模块以及无人机调试等方面已有一

定基础，此外也已有无人机可用于实验测试。此项目日后

可应用于反恐，消防救援，快递派送，医疗补给品配送等

场景，节约人力物力，保障人员安全。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66

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就业推荐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嘉毅 2017303182

田皓哲

/2017303097

,方亚群

/2017303189

,徐平良

/2017303181

王犇
助理研

究员
0809

项目希望设计一种组织结构感知的卷积神经网络来层级地

抽取组织环境特征，以替代传统工作中手动设计指标来对

组织进行画像的过程。进一步地，为了捕捉人-组织匹配的

动态特性，我们设计了一种带有注意力机制的循环神经网

络来建模时序的人-组织匹配信息。最后，我们在实际人才

数据上将我们的模型与一系列基线模型相比较，证明我们

的模型在离职预测和绩效预测上的有效性，从而建立一套

完整的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就业推荐系统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67
细胞膜伪装快速止血材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子浩 2018303580

权燕潇

/2019303521

,程浩秋

/2019303526

卢婷利 教授 0826

本项目将会获得具有细胞膜伪装复合止血材料，通过启动

自体凝血系统、物理封堵、化学抗炎等三重作用，实现快

速止血的同时，避免伤口感染，维护伤口微环境的清洁稳

定。其意义在于可为急救止血提供一种清洁的快速止血材

料，解决现有止血材料现场急救中常出现的伤口感染问题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68

柔性多孔材料的制备及其甲烷

储存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诗胤 2019301201

胡淇栋

/2019301124

,谭钧升

/2019301107

,吴一农

/2019301110

,王越

/2019301108

陈凯

杰,陈

娟

教授,

副教授
0703

（1）柔性多孔材料的前期构筑（2）构效关系研究（3）甲

烷吸脱附曲线的本源结构控制（4）材料相变与热补偿方面

的研究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69

面向狙击手定位的MEMS分布式

光纤传感检测系统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泽春 2017300114

黄昊

/2017300110

,张佳伟

/2017302659

,瞿俊昊

/2017300122

虞益挺 教授 0803

战场上狙击步枪在射击时会产生两种脉冲声源：膛口波和

激波，包含了狙击手位置，射击方位角等诸多信息。光纤

珐珀传感器对声学信号具有良好的探测性能，且抗电磁干

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本项目面向战场狙击手的定位需

求，结合我校军工特色，利用MEMS技术优化制造光纤珐珀

传感器，设计与之相适应的定位算法，研制一套面向战场

狙击手的分布式光纤声源定位系统。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70

无人驾驶系统的制动踏板结构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瑞祥 2018302243

赵崇祥

/2017301660

,张科创

/2019301499

,王卓

/2017301544

,唐颖

/2019300997

田卫

军,寇

凡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技

师

0802

无人驾驶汽车重要指标之一是安全，而制动踏板机构是最

主要的主动安全机构。然而自动驾驶汽车制动结构的电机

及控制系统一旦出现故障会导致刹车失灵，同样有可能引

发严重的事故，带来不可估计的生命财产损失。本项目意

在设计一种简单的无人驾驶系统制动踏板结构，优化不同

制动状态下的电路信号识别，故障状态下及时监测并与人

工制动联动，实现无人车制动系统的精准化和高效性，提

高自动驾驶技术的安全性。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71

非晶合金基复合材料的内耗机

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海洋 2017301323

李鑫

/2017301331

,郭栋

/2017301343

,陈林

/2017301401

乔吉超 教授 0801

本项目以微观多尺度的非晶复合材料为研究对象，尝试建

立非晶合金基复合材料内禀特性与内耗机制的对应关系，

阐明在原位生成非晶合金基复合材料内部不同尺度的微观

组织对材料内耗行为的影响，对指导新材料的成分设计和

定义材料的工程适用条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72
全自主足球轮式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邹卓呈 2018301949

乔峰

/2018301940

,魏梓晗

/2018301954

,郭思旰

/2018301955

,荐保龙

/2018301942

李勇军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运用上位机分析摄像头等多种传感器所得数据并做

出决策，后通过CAN总线完成对机器人各部位的控制，旨在

制作一款具备多功能的高协作能力的全自主足球机器人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73
智能雨伞收纳器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凯璐 2018301092

张睿韬

/2018301101

,朱柯馨

/2018300515

,方华龙

/2017302028

王文东 副教授 0802

设计出一款智能雨伞收纳器,来解决,1.雨伞使用后带回室

内弄湿地板,造成安全隐患,2.撑开伞干燥,占用空间大,3.

出行人员忘记带伞,的问题,方便人们的居家生活。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74

制造工艺参数对立体光固化氧

化锆个性化牙冠性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大钊 2018301069

赵恒瑞

/2018301068

,蒋成城

/2018301063

,梁正霏

/2018301034

,郑旭

/2018301047

刘永胜 教授 0804

针对立体光固化技术，研究不同的制造工艺参数对氧化锆

个性化牙冠性能的影响，从而得到最适合用于立体光固化

制造氧化锆牙冠的制造工艺参数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75
模块化分布式全景相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如玢 2018301313

范雪

/2018301316

,宋天乐

/2017301216

,屈子琛

/2018301328

,严杰

/2019302345

杨峰 副教授 0808

模块化分布式全景相机通过多个模块化相机网络化组合,对

周围环境进行多方位多角度采集,实时记录监测环境的动态

变化,通过滑动切换视角以实现全景图像感知。可用于自动

驾驶,无人系统,环境感知等领域。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76
多自由度水下仿生蛇形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喻世霖 2018300631

刘婧雯

/2019302228

,范芮滔

/2019302234

,思敏康

/2018300629

霍超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设计了一种小型封闭式具有三维运动能力的蛇形机

器人。应用蛇形曲线使其产生蜿蜒运动。并由正交连接各

个关节，由头端控制方向，可实现水中三维空间的上浮、

下潜等运动，结合水下定位技术、水下摄像机以及水下照

明设备实现水下复杂环境的观察和定位，从而保证水下多

功能平台的运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77

可相变液体浸润多孔表面仿生

结构防冰涂层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德一 2018303600

李逸辰

/2018303618

,何远炘

/2018303616

,马含笑

/2018303605

,李天宇

/2018303627

郑亚萍 教授 0804

本项目（1）采用模板牺牲法制备出多孔PDMS基底（2）将

相转变润滑剂引入多孔结构中，制备出相转变液体注入多

孔表面，在除冰之前润滑剂发生液-固相转变，防止润滑剂

的流失。（3）探究同一体系不同分子量石蜡对材料疏冰性

能的影响，为可相变液体注入多孔表面在疏冰领域的应用

提供指导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78

新冠病毒（SARS-CoV-2）假

病毒颗粒的构建、制备及鉴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宇航 2019303529

文琪翔

/2017303315

,段苏扬

/2019303571

,牛君婷

/2019302157

黄庆生 副教授 0710

以慢病毒包装系统为基础，以新冠病毒S蛋白替代VSV-G载

体，构建并包装出具有特异识别ACE2受体的新冠病毒假病

毒颗粒。该假病毒颗粒具有感染细胞的能力，但无复制能

力，即该假病毒颗粒可以侵染细胞，却无法通过自我复制

产生传播，是一种安全、无传染性、无致病性的烈性病毒

替代模型。研究提出的新冠病毒假病毒颗粒设想具有现实

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79
基于深度学习的心电诊断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子澍 2018302390

王瑞

/2018302389

,王炳杰

/2018302399

,郭玉龙

/2018302384

,张少腾

/2018302400

张秀伟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旨在通过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及人工智能,设计一个

能分析检测心电图,确定心血管疾病类型,并根据可穿戴设

备实时监控使用者身体状况,记录心脏异常数据,做到心脏

异常情况实时汇报的心电诊断系统。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80

多节化高机动的管道检测维修

HROV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文渤 2019301202

陶志坤

/2019300220

,马瑞阳

/2019302673

,成婕妍

/2019300791

,王琪源

/2019301914

叶鹏程
助理研

究员
0802

用于海底环境监测和管道检查的多节化高机动的水下无人

潜航器，特点在于高灵活性，多运动状态，适应不同的监

测要求，作为未来海底监测网的组成部分，未来发展课配

合海底空间站进行无线充电，及任务更新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81

拓扑绝缘体等离激元共振特性

与器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佳灯 2018302640

毕辛仪

/2018302623

,王佳怡

/2018302624

,张远航

/2019303139

,刘耀靖

/2019303095

陆华 副教授 0702

通过研究碲化锑拓扑绝缘体微结构表面等离激元共振特

性，建立拓扑绝缘体微结构共振理论方程，揭示拓扑绝缘

体微结构表面等离激元共振机理，为实现拓扑绝缘体微结

构光吸收器奠定理论与实验。主要研究碲化锑拓扑绝缘体

微结构表面等离激元的产生与调控和碲化锑拓扑绝缘体微

结构表面等离激元增强光吸收。相关成果将有助于揭示光

与拓扑绝缘体相互作用新机制，为发展高性能光子器件开

辟新途径。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82

基于波状前缘技术的直升机旋

翼动态失速控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默潜 2018300497

陈灏

/2018300498

,缪治坤

/2018300204

,潘泳舟

/2018300206

,赛炅辰

/2018300247

许和勇 教授 0820

关于波状前缘的流动控制机理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波状前

缘类似于涡发生器，其产生的流向涡能够增加边界量从而

延缓失速，增加大攻角下的升力。此外，波状前缘还能够

消弱展向流动和梢涡，从而增加升力。并且，国内外对于

大雷诺数条件下的波状前缘机翼动态失速研究还处于起步

阶段，本项目具有前瞻性。综上，目前对于波状前缘翼型

的流动控制机理解释仍然不统一。仍然需要更进一步的研

究来揭示波状前缘的流动控制机理。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83

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的无人机

SLAM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阎少平 2018301819

许越

/2019301788

,马洋

/2018301963

,康家宁

/2018301961

唐成

凯,张

云燕

副研究

员,助

理研究

员

0807

本项目研究一种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的无人机SLAM技术方

案，其能够通过多种传感器的输入数据进行融合优化，并

在无人机平台上自主完成运动位姿估计和地图构建。基于

多源信息融合的SLAM可以从硬件结构上充分利用各种传感

器的优势，弥补了使用单一传感器提供的信息的不足，进

一步提高了无人机SLAM自主导航的定位导航精度以及鲁棒

性，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在军事和民用领域有广泛的应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84
MOOC数据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秦欢 2018302523

张悦阳

/2018302504

,王庆华

/2018302537

,叶子傲

/2018302550

,白挺

/2018302552

张莹 副教授 0701

本项目以中国大学慕课网络课程平台的学生参与数据为研

究对象，对其反映的当下使用慕课平台的学生的学习模式

进行深入地研究，研究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

Logistic等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构建学习数

据与学习模式的相关性数学模型，对比已有的传统教学模

式的模型进行比较，合理评价模型；另一方面对分析得到

的几种数学模型对应的学习模式进行学生画像，有针对地

运用数据进行网络平台学习方式的优化与改进。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85

钛合金薄壁变厚度曲面构件超

塑性拉深-锻造复合成形规律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芦方圆 2017300904

姜凯文

/2017300894

,窦泽昊

/2017300901

,岳文溪

/2017300896

樊晓光 教授 0804

使用钛合金对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边缘进行包覆边，是提

高叶片的强度和可靠性的有效方法。针对包覆边作为薄壁

变厚度曲面构件的特征，利用钛合金超塑性特性进行拉深-

锻造成形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思路。本项目针对上述工

艺，建立有限元模型，分析成形中的不均匀变形、成形载

荷及典型缺陷等的演化规律和形成机制，分析各项参数对

成形质量的影响规律。对坯料、工艺参数和模具进行优化

设计，开展特征结构成形验证试验研究和分析。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86

公共安全视角下社交网络核心

敏感用户情绪动态性传播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金恒 2018303088

张煜辉

/2018303089

,帅洋

/2018303087

,李晨筱

/2018303067

,杜书捷

/2018303058

殷茗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利用了Russell的情感模型、马尔可夫模型之一马

尔科夫链两个模型分析并得出了核心敏感用户情绪动态性

、核心敏感用户对周边人体情绪的影响。最后结合数据分

析得出情绪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通过将核心敏感人的聊

天记录进行建模分析，从而能够准确辨认周围敏感人群，

保护其他网络用户不受敏感用户的影响，从而维护网络安

全，维护社会治安。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87

稀土锆酸盐多孔高熵陶瓷的制

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睿宣 2018303568

孟勃呈

/2018303563

,张子龙

/2018303566

,蒋良航

/2018303567

,李嘉辉

/2018303570

许杰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采用叔丁醇基凝胶注模法制备稀土锆酸盐多孔高熵

陶瓷，通过选取不同的稀土氧化物，实现稀土锆酸盐多孔

高熵陶瓷的组分设计，研究稀土锆酸盐高熵陶瓷本征热导

率的调控机制并优化陶瓷组分，阐明稀土锆酸盐多孔高熵

陶瓷孔结构与力学性能及热导率的内在关系，优化设计多

孔陶瓷的孔结构，获得耐高温、高强度、低热导率的稀土

锆酸盐多孔高熵陶瓷，为高超声速飞行器实现大面积热防

护提供新的候选材料。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88
瞬态热弹断裂力学初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曾学奇 2017301411

何舒畅

/2017301330

,伊鹏云

/2018301341

尉亚军 副教授 0801

防止断裂是固体力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早年常用经典理论

进行强度设计时，但因该理论中连续性假设与实际不符，

材料中微观缺陷在某些情况下会使构件在未达极限强度时

脆性断裂，带来严重后果。现阶段断裂力学中，构件在静

力荷载或常温条件下研究较多，但在极端情况或冲击荷载

作用下的研究较少。但在航空领域如航空发动机中材料又

不可避免要承受冲击荷载和高温，在这种动力荷载和热力

耦合作用下的断裂力学研究既是必要也是实用的。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89

主被动结合的上肢外骨骼助力

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雅晴 2018300090

沈金昊

/2018300097

,吴昌元

/2018300108

,马恩淳

/2018300104

,贾春晖

/2018300126

袁小庆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拟设计一款主被动结合的新型上肢外骨骼助力机器

人，采用电机作为主驱动方式，利用弹簧和柔性传动配合

电机完成。机器人满足肩部关节具有5个自由度，肘部1个

屈伸自由度，共6个自由度，能够满足舒适度、可调节性、

安全性、柔顺性、轻量化、结构强度等要求，辅助穿戴者

进行搬运和托举的动作，穿戴者运动和运动范围不受限制

。外骨骼最大负重达15Kg，效应速度较快，在人进行搬运

托举中可大大降低其体能消耗。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90
一种精确射击式灭火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佳朋 2019301509

伍文昊

/2017301254

,温家豪

/2017300380

,王晓哲

/2017301785

,潘锦涛

/2017301285

梁晓

雅,王

均松

技师,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涉及无人机消防领域，旨在设计一种全自动灭火四

轴无人机。本项目利用无人机的高机动性与灵巧性，携带

干粉灭火弹并进行自动识别，来达到精准灭火的目的。在

工作过程中，它通过持续进行巡航，进行空中航拍回传图

片，帮助地面人员了解火情和火势，准确判断火势走向，

制定灭火计划。同时自身使用多目相机等设备进行识别跟

踪，发射干粉灭火弹精确灭火，可以在火势复杂不明确且

灭火难度高的情况下使用。例如森林火灾，高楼火灾等。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91

以农业废弃物为碳源的荧光碳

点绿色合成及其在重金属离子

检测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宇 2017302748

解昕睿

/2017302730

,杨纪

/2017302739

,苏文丽

/2017302731

刘根起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拟以农业废弃物（如香蕉皮、花生壳）为碳源,采用

绿色合成方法即微波法制备量子产率高、发光强度好、性

能稳定的新型碳点,以其为荧光探针,用于环境中痕量重金

属离子的快速、灵敏检测,研究检测机理。并将碳点包结在

水凝胶中,制成的碳点/水凝胶荧光传感器,具有可再生、重

复使用的特点,克服了现有的量子点水溶液测定金属离子后

造成的成本浪费和对环境的二次污染,在环境监测、有毒物

质分析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92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无人机集

群协同打击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畅 2018301720

丁美艳

/2018301721

,霍怡然

/2018302746

,郭姝阳

/2018302992

张耀中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以携带不同任务载荷的小型异构无人机的集群化协

同作战应用为背景展开，目的是将深度强化学习中的DDPG

算法与无人机集群协同作战应用相结合。主要研究：1)不

同类型禁飞区环境下无人机集群对敌方固定目标的自主协

同打击策略；2)无人机集群针对敌方机动目标的自主协同

拦截与打击策略。采用深度强化学习技术来研究无人机集

群的自主协同行为，能够有效提升和促进无人机集群系统

的自主控制能力和分布式任务协同控制能力。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93

基于多层蜂窝状驻极体发电下

的可变形机翼发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凯凯 2018301265

杨善清

/2018301272

,陈朝

/2017301288

,袁仕俊

/2018301267

,陈明麟

/2018301275

陶凯 副教授 0805

变形无人机的关键挑战之一是体积小、重量轻的机身限制

了电池的尺寸和容量,限制了无人机的飞行时间和范围。一

个很有前途的想法是在飞行过程中从飞机上获取能量并将

其转化为电能,而机翼振动产生的动能将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与此同时,蜂窝状的结构由于其良好的能量吸收性能和较

高的重量与强度比,在这些无人机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轻

量化和紧凑的纳米银线-驻极体膜压缩成型至蜂窝状,并安

装到变形翅膀中,以取代蜂窝细观结构,将动能转换为电能

。这项工作是第一次将驻极体发电装置集成到变形无人机

中的研究。既减缓了能源紧缺,又可以实时监测机翼数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94

面向智慧穿戴设备的多模无线

能量收集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琪昊 2018303271

孙睿哲

/2018303270

,万玺

/2018303262

,王璧妍

/2018303250

杜永乾 副教授 0807

利用无线能量收集技术能将环境中的电磁能量收集后回收

利用，相较于传统电池供能方式具有可持续、绿色无环境

污染、无需人工更换等优点。同时，智慧穿戴设备凭借使

用灵活、适用度高，可持续运作的优势成为产业热点。本

项目拟从系统射频前端和最大功率点跟踪两方面出发，能

够实现射频前端多频段、多模式覆盖的需求，有效提高负

载的可用功率，能有效解决无线能量收集系统走向实际工

程应用的瓶颈问题，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和可行性。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95
机器学习在地震预测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悦琛 2018301986

郭子璇

/2018302141

,姬家欢

/2018301979

,唐杰

/2018301983

,周子鹏

/2018302255

贾科
助教

(高校)
0808

本项目拟通过大量地震台阵的观测数据,获取精细的震源数

值模型,开展理论地震活动性模拟的研究,基于机器学习的

方法,探讨区域应力时空演化特征,深化强震生成机理及迁

移图像的认识,建立有物理基础的强震危险性概率预测模

型,既是一项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探索性创新项目,也可能

为地震危险性分析及强震危险性预测探索一条新的解决途

径。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96

跨介质飞行器水下航行发动机

内金属燃料燃烧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天宇 2018301209

陆天航

/2018300608

,孙佳鹏

/2018300620

,高斯

/2018300616

,张博涵

/2018300615

金秉

宁,石

磊

助理研

究员,

副教授

0820

本项目重点研究水冲压模态时发动机内镁基金属燃料的燃

烧特性，尤其关注推进剂燃烧过程中表面镁颗粒的团聚特

性及燃烧产物特性，着力研究清楚其机理和优化方法，为

未来进行研制提供思路。导弹采用海平面低空超声速巡航

与末段入海高速突防的跨介质飞行方案，创新地采用空气

引射增益火箭模态与水冲压模态的双模态组合动力系统，

能够有效增加导弹射程与反应速度；末段时在水下导弹应

用超空泡原理航行，航速高，突防能力强，毁伤效果好。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97

弛豫铁电单晶凹桶型弯张换能

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师云龙 2017300646

王成帅

/2017300641

,王雨诗

/2017300637

,刘雨涛

/2017300644

,丁新宇

/2017300653

何正耀 教授 0819

弛豫铁电单晶相对于锆钛酸铅（PZT-4）压电陶瓷，杨氏

模量小、具有较高的介电常数、压电常数和机电耦合系

数，十分有利于降低换能器的尺寸重量和谐振频率、增大

发射电压响应、声源级和带宽。此外，凹桶型弯张换能器

本身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谐振频率低、发射声功率大的

特点，用新型材料弛豫铁电单晶制作的凹桶型弯张换能

器，会比压电陶瓷换能器尺寸更小、谐振频率更低、发射

电压响应更高，工作频带更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98

7085铝合金深冷大塑性变形对

时效行为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雨时 2018303530

夏云昊

/2018303508

,李政辰

/2018303532

,樊一丁

/2018303571

罗贤 副教授 0804

选用7085铝合金为模型材料，对其进行预处理并进行双级

均匀化处理和固溶处理，获得样品后分别进行深冷轧制和

室温轧制，并对时效前后的微观组织结构和力学性能进行

研究，将两种处理方式获得的结果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

探寻深冷加工对铝合金微观组织结构的影响规律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399

基于机器视觉的飞行员疲劳检

测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雨潭 2018300487

徐佳

/2018300481

,王芊

/2018300774

,朱政

/2018300509

,龚颖

/2018303139

汤志荔 副教授 0820

本项目提出一款可以识别或预测飞行员是否处于飞行疲劳

状态的系统，进而可以对飞行员由于疲劳状态可能产生的

危险行为进行预警，从而达到保障飞行安全的目的。该项

目突破了原有检测手段的局限性，利用摄像头进行信息采

集，利用机器视觉来识别飞行员动作、表情，利用深度学

习技术进行疲劳预测。该系统可以很好的契合航空飞行环

境条件，避免由于飞行员过度疲劳所引起的飞行事故，为

飞行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00

多天线无人机非理想气动条件

下测控链路性能评价及补偿方

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俊杰 2019301944

刘佳怡

/2019302030

,赵悦

/2019302108

,顾睿文

/2019302051

左晓亚 副教授 0807

无人机机载天线作为通信系统的前端，其性能的优劣决定

着整个通信系统的优劣。影响天线性能的因素有很多，除

了天线单元本身因素，还有天线形状和排列方式以及其外

在环境因素，如强度、过载、气动、冲击、高温、低温、

静电、雷击等。对于机载共形阵列天线，由气流影响等因

素带来少量的阵列天线形变，也会引起阵列天线系统性能

的影响。本项目针对无人机测控通信，研究气流影响形变

条件下阵列天线通信的性能，并考虑相应补偿方法。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01

基于微滴数字PCR技术的新型

冠状病毒绝对定量检测试剂体

系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晓杰 2018303359

钱龙

/2018303358

,董乐凡

/2019301974

,辛供轩

/2019303584

呼延霆
讲师

(高校)
071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成为严重国际公共卫生事件，数字PCR

技术是新一代核酸定量方法，可实现对病毒核酸载量绝对

定量检测，不易受标本抑制物干扰，不依赖于标准曲线及

循环阈值，准确度和灵敏度更高，可有效避免假阴性及漏

诊。本项目拟以微滴数字PCR仪器平台为基础，针对新冠病

毒设计优化检测试剂体系，以期未来实现对新冠及其它病

毒感染的快速早筛早诊以及患者治疗过程中病毒载量检

测，为后期疾病诊断和进程监测奠定基础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02

基于深度学习的街景图像目标

检测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锦灿 2018302281

赵家誉

/2018302309

,田凯轩

/2018302424

,江辉苹

/2018302308

李映 教授 0809

目标检测是在计算机视觉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目的是从

不同复杂程度的背景的图像中定位到目标,将目标类别判断

出来从而完成跟踪等后续任务。而深度学习方法被引入图

像处理领域,在语音、目标、图像、视频等诸多方面相较于

传统方法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和突破。本课题结合传统卷积

神经网络提出了基于深度学习的街景图像目标检测方法,从

而能够在交通管理、路径规划、自动驾驶等领域发挥种更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03

GH4169镍基高温合金微观组织

与疲劳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旷野 2018301041

叶文彬

/2018300958

,胡明川

/2018301037

,刘芮君

/2018301057

,禹俊辰

/2018301066

郑泽邦 教授 0802

本项目以航空发动机金属封严环用GH4169镍基高温合金为

研究对象，从微观组织形貌表征和宏观疲劳性能分析两个

方面，探究镍基高温合金的宏微观塑性变形机理，为金属

封严环的高性能制造奠定理论基础。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04

聚合物共晶体系相变动力学机

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行 2019303167

杨欣蕾

/2019303142

,徐一豪

/2019303176

,阮博

/2019303150

王楠 教授 0702

非规则共晶是一种常见且极具工业价值的合金，对其凝固

过程的动态演化及生长机理方面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

因为非规则共晶体系的界面的形貌往往具有非规则性和非

等温性，这使得界面温度和层片间距的测量很困难，从而

导致生长速度与层片间距和过冷度之间的关系较难给出。

该项目通过分析高聚物共晶界面稳态生长时的过冷度、层

片间距与生长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结合共晶生长理论，

推导该体系的生长动力学机制。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05

基于语料库的德国童话动植物

隐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慧娟 2018303449

王青

/2018303436

,张祺然

/2018303451

,谢婧滢

/2018303453

,井欣宇

/2018303445

麻蕾
讲师

(高校)
0502

隐喻作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思维方式，是连接概念化和语

言的高效的思维桥梁。而童话作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读物，

同样也是将思维与语言结合的实体文本。本课题以此为出

发点，自行设计建立德国童话小型语料库，采用文献研究

、个案研究等方式对德国童话中的动植物隐喻规律进行研

究。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这种基于语料库规模化数

据的研究，为研究德国语言文学提供了平台及语料参考，

同时也是关于德国文学研究方法的有益尝试。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06

基于无人系统的未来建筑系统

更新设计和开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志鹏 2018301459

马明睿

/2019300653

,马云天

/2019303629

,杨炎坤

/2019301839

,刘晓霖

/2019303627

张芮,

宋戈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0828

本项目基于寒冷沙漠化地区（以榆林靖边为例）高科技未

来社区为例拟建具有无人技术应用场景的高科技研发人员

工作生活基地、兼具未来技术科普及观摩+体验旅游功能。

基于此背景，我们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建筑表皮构造方面，

从建筑智能化表皮与无人系统的结合出发思考，期望打破

传统建筑表皮构造的功能限制，令表皮构造可达到能源接

收以及无人机交互效果，此外力求表皮智能可视化，以便

于游客参观学习，从而实现教育、观摩的场景体验。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07

基于航空发动机技术的智能模

块化油烟分离机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一辰 2018301515

王准

/2018300980

,李政彤

/2018300212

,黄元

/2018301723

胡剑平
讲师

(高校)
0805

立足于“模块化”,“通用化”,“大众化”的定位，以目

前市面上主流的中端油烟机作为基本承接载具，。基于油

烟分离的常规布局，即风扇,进气道,分离器,排气口和驱动

电机，我们极为创新地将航空发动机技术巧妙融合在了分

离器设计当中，同时，特斯拉阀结构形式的创新运用以及

聚乳酸复合增强环保可降解材料的使用，和灵活的电子控

制电路设计，不仅体现了本作品技术的先进性和独到性，

更为节能减排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08

基于web技术的便携式通航导

航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骆云娜 2017301882

杨志成

/2017302438

,陈若愚

/2018301608

,石悦

/2018302045

何贵青 副教授 0807

随着国家对低空空域放开，市场对便携式通航导航仪的需

求巨大。但目前国内市场上只有中国台湾GARMIN等少数品

牌的便携式通航导航仪。我们希望能够研发一款低成本便

携式航空导航仪，满足通航基本功能需求。本项目经过前

期开发，已经完成了基础功能，具有基于web的通用操作界

面，多平台通用。除了导航能力以外，还有模拟飞行训练

功能，可成为通航市场上性价比较高的导航仪。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09

阵列式MEMS导航芯片高精度抗

干扰智能滤波器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岩岩 2018301118

张益楠

/2017301275

,李钰心

/2018302455

,陈琼

/2018302764

,蒋何健

/2018301213

申强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03

由于MEMS陀螺仪传感器自身故障或外界干扰,其测量信息

不免带有一些误差。为提高其测量精度,项目主要针对传感

器的第四类系统误差进行研究,即无先验知识的随机系统偏

差。因已有的典型的一些未知输入估计算法存在约束条件

不能直接用于处理第四类系统偏差估计问题,项目旨在设计

出来一种基于未知输入驱动的在线动态系统偏差估计算法,

通过MTALAB软件编程实现,达到传感器可高精度输出数据

的目的。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10
校园教学服务微信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焦晨泽 2019302696

张红生

/2017303127

,罗帆

/2018303316

,胡微笑

/2019302695

,刘奕文

/2018303046

王柱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开发的小程序致力于建立一个校园综合性平台，方

便老师进行教学管理，课程通知等；方便学生课表查询，

下载资料，方便各社团活动、讲座信息等的宣传，方便将

学校发布的通知与资讯传达给学生，使用户能第一时间获

取咨询信息，更好的学习生活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11

微胶囊型潜伏性固化剂的制备

及其在单组分环氧胶黏剂中的

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策 2018303594

谭艳妮

/2019301219

,梅君竹

/2019301240

,王溱悦

/2019301143

,胡易

/2019301094

李春梅
助理研

究员
0703

针对目前国内无微胶囊型单组分环氧胶黏剂产品和相关技

术，以及报道的溶剂挥发法、喷雾干燥法无法保证固化剂

微胶囊良好耐溶剂性和较高芯材含量而影响胶黏剂的低温

储存期和高温固化性能的问题，本项目拟采用新型油包油

乳液通过形成交联聚合物壳层的方式，避免固化剂在传统

油/水乳液中溶解而导致包覆率低和线性壳层造成耐溶剂性

差的问题，制备优异室温储性和良好固化性能的微胶囊固

化剂，降低胶黏剂领域对旭化成等国外企业的依赖。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12

基于表面肌电信号的手部疲劳

提醒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梦瑶 2018300776

张子凡

/2017300751

,王晓岩

/2017300753

,宋端霄

/2018302187

,李雪晴

/2018300777

高天

德,张

玲玲

副教

授,助

理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07

本项目旨在设计一款手部疲劳提醒装置。通过采集腕部表

面肌电信号并传输至PC端进行时频域等一系列数据分析处

理，通过PCA、LDA进行特征降维，利用逻辑回归综合判定

手部疲劳程度，构建机器学习的深度神经网络，最后通过

预警模块进行振动及声光分级预警。此提醒装置在预防手

部疲劳类疾病和规划电脑使用时长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13
基于北斗的通用实验平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健勤 2018300140

李国旭

/2018300143

,许昊

/2018300139

,杨昊东

/2018300138

,丁磊磊

/2018300180

赵宏伟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拟通过研究和设计一个面向“北斗应用”的通用实

验开发平台，让同学们能够基于此平台，快速的实现自己

在导航应用方面的想法、创意，而不需要再去考虑基本的

北斗导航信号捕获，跟踪，接收、解调等任务，最终基于

该实验平台，方便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展相关的北斗兴趣实

验，并计划成立西工大“北斗+”创客俱乐部。项目主要内

容包括信号接收处理算法的软件仿真和嵌入式设计。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14
基于语音识别的智能垃圾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铭远 2019300022

王生发

/2018300882

,王家钰

/2017300137

罗俊,

王灵利

副教

授,技

师

0808

本智能垃圾桶内置四个分类桶，通过电机控制与投放口的

对接，利用麦克风采集声信号，分析后对垃圾进行智能分

类，并控制电机将投放口与对应的分类桶对接，并且可通

过麦克风播放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对人们进行提醒以及

相关知识普及，进而让垃圾分类深入人心。该智能垃圾桶

能够简单迅速的实现垃圾分类并实现垃圾的压缩，成本低

、效果显著、功能完备，且具有普及教育功能，在普及垃

圾分类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15

二乙烯-POSS的合成及其改性

双马来酰亚胺树脂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谷岩霖 2019301227

郜润泽

/2019301225

,陈广仁

/2019301222

,李基华

/2019301190

,张永沅

/2019301261

陈芳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在在课题组前期的研究基础上,设计合成与BMI树脂

有反应特性的二乙烯-POSS,研究优化其合成工艺和放大工

艺,以获得高性能、反应型POSS；制备高韧性、高强度、

低介电系数与介电损耗的改性BMI树脂；研究该POSS对BMI

树脂固化工艺的影响,分析其结构与最终改性材料性能之间

的关系。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16

基于MX型析出相调控的新型马

氏体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雅婷 2019301141

杨佳伟

/2019301036

,严瑞

/2019301035

,李雨松

/2019300413

李小琳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针对超超临界发电机组常用材料9%-12%马氏体耐热

钢在长期服役条件下受到高温和应力耦合作用而发生持久

强度退化问题，提出使用CALPAHD计算机模拟辅助设计出

在650℃长期服役过程中仅存在稳定的MX析出相的高温钢

。并研究MX析出相在热力耦合作用下的演变规律，揭示其

对9Cr马氏体耐热钢的影响规律。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17

变电站环境下的多传感器消防

巡检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巨龙 2018302235

张轲

/2018301987

,李尚恒

/2018301988

,左冠中

/2018302233

,唐书睿

/2018302221

张仁

远,郭

睿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8

变电站环境下,其复杂的电力系统出现火灾的概率相对较

大,火灾的出现也会引起严重的安全事故。考虑到变电站是

禁飞区,项目旨在研究一辆带有越野功能的巡检小车,搭载

一系列高精度传感器组成变电站智能消防机器人,实现对火

源的快速检测,并对其进行精准的定位和火势的判断,利用

携带的消防装置进行自动灭火,另外对于高空、火势较大的

情况按等级及时报警。提高了消防工作的安全系数,实现了

电力设备巡检工作的智能、高效。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18

随机算法及其在监督学习中的

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晓志 2018302531

周试翼

/2018302533

,郑鑫伟

/2018302490

,张昱葳

/2018302546

,盛梓益

/2018302494

白建超 副教授 0701

我们研究的主要是机器学习领域中的监督学习问题。监督

学习问题通常数学建模为一个极小化问题。解决该问题有

两个难点：（1）采用什么形式的损失函数有利于问题的准

确求解；（2）如何有效处理多样本目标函数（通常样本数

据规模在10万量级以上）。本项目将在随机梯度下降法的

基础上，设计自适应随机梯度法和随机临近梯度法。一方

面从理论上分析这些算法的收敛性和收敛速度；另一方面

将从不同损失函数的模型测试算法的数值性能。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19

空间桁架结构在轨自主构建技

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天池 2018302956

熊婧伊

/2017300461

,赵明涛

/2017300574

,王文豪

/2017301610

,任加忍

/2017300578

王明明 副教授 0820

本项目提出了以快速化、自主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空间桁

架结构在轨自主构建技术。主要包括机器人系统总体设计

方案、桁架装配序列规划、机器人装配动作控制、分布式

姿轨耦合控制与空间装配地面演示系统五个方面。针对体

积巨大、构型复杂的空间桁架结构在轨自主构建的需求，

完善基于空间智能机器人的空间桁架协同装配方案。实现

了空间在轨自进化装配序列规划、装配动作控制以及多机

器人分布式协同姿轨联合控制等关键技术。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20
大数据视角下的经济现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梦缘 2017302350

樊梦娜

/2017302820

,井幸斌

/2017302340

贾明,

张利军

教授,

讲师

(高校)

0201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应用

给经济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不仅有助于优化金融流

程，也能用于风险监控，本项目致力于将数据分析与人工

智能技术应用于经济学领域，对股票数据、股价波动、交

易网站评价展开分析，用数据说话，发现其中可能存在关

联现象，实现管理经济学科和计算机学科的交叉融合。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21

基于移动平台的大学实习管理

系统“翱翔云实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卓为 2018300496

陈蜀

/2018300478

,刘昭宏

/2018300485

,张一竹

/2018300489

,李伟明

/2018300493

汤志荔 副教授 0809

现阶段大学生人数众多，高校实习教育受众广泛。但目前

的大学生实习教育中，在信息传达、学生监管、各方交流

上存在传达难，效率低等问题，因此设计一款实习管理系

统很有必要。本项目旨在开发一款基于移动平台的实习管

理系统，具有注册登录，个人信息管理，签到，资料的发

放与查询，请假与批假，实习报告的提交与评比，学生之

间的交流，指导教师的答疑等功能。以方便教师-企业对实

习的管理，以及优化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体验。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22

射频信号调制模式智能识别技

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依米然·哈

斯木
2017301901

哈斯其木格

/2018300758

,刘盼

/2018300850

,徐海燕

/2019300945

,李思明

/2018303259

杨欣,

谢坚

助理研

究员,

讲师

(高校)

0807

通过软件无线电平台及其外设实现信号的收发，通过引入

深度学习的算法实现端到端的识别，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强

大的特征提取能力，将人工提取特征的过程交给机器自动

完成，并可提取到信号的深层特征。系统调制识别速度

快，准确度高，低信噪比识别准确度可达到90%以上，即使

在负信噪比下，也能有较高的识别率。利用迁移学习方

法，加速模型更优收敛，增加新的调制方式集，可较快收

敛，使得模型适应场景更加灵活。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23

基于双硫键的聚硅氧烷荧光性

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楚佳 2018303573

刘传

/2018303585

,唐莲

/2018303576

,刘泰宇菲

/2017303653

颜红侠 教授 0804

本项目针对传统非共轭荧光聚合物荧光强度不高、荧光量

子产率低和光谱单一的问题，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在聚硅

氧烷中引入双硫键和羰基，利用二硫代二丙酸与硅烷偶联

剂为原料通过亲核取代缩聚反应获两种含双硫键的聚硅氧

烷；该聚合物在不同的激发波长下，可发出墨蓝色、水青

色、橄榄绿和酒红色的光，可解决传统的共轭荧光高分子

荧光主要集中在蓝光区域，需要较高强度的紫外线或近红

外线激发的问题，为开发新的光致发光材料奠定基础。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24

干酪乳酸杆菌分泌蛋白p40缓

释微球的制备及其抗结肠炎活

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郜悦名 2018303346

苟思源

/2018300625

,吴基远

/2019303583

徐春兰 副教授 0710

本研究拟采用特殊的水凝胶包裹干酪乳杆菌分泌蛋白p40制

成微球，在对其理化特性进行表征的基础上，通过建立DSS

诱导的C57BL/6小鼠结肠炎模型，研究干酪乳酸杆菌p40缓

释微球的结肠炎症的防治作用效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25

基于深度学习的多源遥感图像

融合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昱坤 2017300139

童浩然

/2017302315

,汪季珩

/2017300151

,肖文娟

/2017302378

李映 教授 0809

多源遥感图像融合旨在将不同类传感器所提供的信息加以

综合,消除多传感器信息之间可能存在的冗余和矛盾,以增

强影像中信息透明度,改善解译的精度、可靠性以及使用

率,以形成对目标的清晰、完整、准确的信息描述。受启发

于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在图像超分辨率重建和多光谱图像融

合等各种图像重建任务中的成功应用,结合多光谱图像融合

的现实应用需求,本项目重点研究编码-解码全卷积网络框

架应用于多源遥感图像融合问题。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26

高原地区养老建筑室内热环境

调查与热舒适需求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璎珞 2018301457

白一伟

/2018301435

,董春朝

/2018302820

,王凯博

/2018301463

,张闻祥

/2018301466

郑武幸
讲师

(高校)
0828

针对青藏高原地区日照时间长、辐射强，冬季漫长、夏季

凉爽，气温日较差大，年较差小的气候特点，以老年人为

研究对象，开展长期持续现场热舒适调查，掌握冬夏两季

老年人居住建筑室内热环境现状与特点、老年人热反应与

热舒适规律，建立体现高原气候特点的的适应性热舒适评

价模型，得到老年人不同季节热舒适需求基准，据此提出

有针对性、合理可行的室内热环境控制方法与改造策略。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27

晶内增强型纳米SiC/Al复合材

料制备及性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尘宇 2018300946

潘韵璇

/2018300933

,朱培源

/2018300945

,鞠弈秋

/2018300947

,刘明忠

/2018300952

陈彪 教授 0804

本项目提出将纳米SiC颗粒分散至晶粒内部的思路，解决纳

米SiC均匀分散含量低、界面结合弱的难题，以期获得具有

高强度高塑性等优异性能的新型Al基复合材料。采用循环

高能球磨与放电等离子成形技术，探究SiC/Al复合粉体中

SiC纳米颗粒分布规律、Al,基复合材料中晶内分布SiC纳

米颗粒形成过程及晶内SiC纳米颗粒增强Al基复合材料力

学性能及导电性能，阐明SiC晶内分散的原理及其强化机制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28

基于深度学习的测井大数据分

析与建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建宇 2018301763

贾沛东

/2017303072

,王晓菲

/2018301742

,王森

/2018301754

,邹明弢

/2018302444

张冠

文,周

巍

讲师

(高

校),教

授

0807

开展测井大数据随钻应用关键技术研究，利用深度学习技

术及方法在测井智能化分析等方面取得创新，开发及实现

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支撑测井智能分析平台的地质分层、

储层智能划分、油气水识别等分析方法，并对测井曲线数

据超分辨率重构问题展开探索研究。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29

基于Ardunio的智能养鱼系统

及其数据化管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旺华 2018301268

周慧鹏

/2018301270

,王耀正

/2018301279

,王婷翌

/2017303566

任森
助理研

究员
0806

该项目是一个基于Ardunio的鱼缸环境实时监测及数据处

理的项目。项目的实施目的在于实现养鱼数据化、科学化

。通过对数据对实时监测来选择养鱼环境,实现换水等基本

功能,另外通过建立数据库对鱼类生长环境进行数据库建立

以进行科学研究。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30
高机动水陆两栖球形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盼盼 2018300798

于海涛

/2017300839

,孟少敏

/2018300837

,谢连冰

/2018300712

杜鹏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旨在研制出一种具有水陆两栖功能的球形机器人，

可实现陆上爬行、滚动及水中扑翼游动的高机动运动，满

足不同环境的活动要求。球形机器人具有机械结构对称

性，故拥有良好的平衡性、灵活性和转弯零半径等特点，

并且不存在侧翻问题。该平台可装载摄像头及各种传感器

。可广泛适用于管道内部、河流湖泊等工作环境去执行探

测、搜索及军事任务，扩大了使用范围。同时还适用于教

育机器人领域。故具有强大功能优势和广泛应用前景。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31

面向学生学习过程精细化管理

的信息化课堂支撑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洪一博 2018303212

郎聪亮

/2018300974

,尹清红

/2018303145

,宫钦鹏

/2018303170

,张生华

/2018303165

许军毅
讲师

(高校)
0809

本项目计划开发一款面向学生学习过程精细化管理的信息

化课堂支撑平台，通过该平台收集学生多维度的数据信

息，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动态地对学生的层次和学

习状态进行评估，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推送不同的学习内容

。同时提炼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帮助教师进行课堂内

容的调整。并且动态实时建立每位同学的自画像，全面展

示学生个人的学习态势，为学生不同阶段的学习提供学习

资料和相关建议。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32

碳包覆硫掺杂Nb2V2C3纳米复

合材料的结构设计及其储锌性

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晨昱 2018303663

赵天翊

/2018303643

,陈光磊

/2018303666

杨晨

辉,张

健

副教

授,教

授

0804

针对锌离子混合电容器（ZICs）能量密度不足的问题，本

项目拟从二维少层Nb2V2C3的合成入手，通过碳化处理制

备高性能的氮掺杂碳包覆硫掺杂Nb2V2C3纳米复合材料。

研究碳包覆和硫掺杂对Nb2V2C3材料结构和储锌性能的影

响规律，分析电极材料结构与器件性能之间的构效关系，

探索ZICs电化学性能的强化机制。本项目的实施将为高性

能MXenes基负极材料在ZICs领域的应用奠定了良好的理论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33
多信息融合无人配送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闵星超 2018302617

计浩然

/2017300821

,张莹莹

/2019303366

,陈燚楠

/2019303189

袁媛 教授 0809

随着无人配送小车的相关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精确定位技

术已成为无人小车所必须的基本技术。在室外开放环境

下，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可提供纳米级的定位服务

。然而在室内封闭环境或复杂环境中，因遮挡和多径效应

的影响，GNSS定位精度急剧降低，必须以其他探测手段做

以辅助。考虑道路上突发情况的随机性，应用一种基于视

觉分析的系统对路面情况实时监控，使用视觉传感器，使

无人小车可以对道路状况进行识别，合理进行避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34
机舱环境中病毒传播的模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丽升 2017301123

王一为

/2017300278

,许本瑞

/2017300334

,杨孟超

/2017300214

,全骐

/2017300331

徐翱 副教授 0801

针对封闭空间内SARS或COVID-19病原体飞沫传播，本项目

通过建立机舱内的典型通风模型来模拟机舱内空气流动，

拟得到热源以及强迫对流方式对空气流动的影响。通过探

究病原体飞沫在该环境下的流动沉积特性，并结合可视化

流动手段，拟提出热源布置以及强迫对流的具体方式，以

有效遏制病毒飞沫在机舱中的传播，使乘客产生的飞沫与

其他污染物能够快速的被排除，为乘客出行提供更安全的

保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35

COVID-19新冠全球疫情预测与

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芷蔓 2018302119

陈佳浩

/2017300425

,吉璇

/2018302043

,段宛彤

/2018302121

,顾效存

/2018302136

李天成 教授 1004

为提前预测不同情况下COVID-19的发展趋势,结合经典

SEIR传染病动力学模型,建立修正后SEIR模型以及疫情分

析与预报方法,通过对疫情严重国家COVID-19统计数据进

行分析,获得能适用于不同防疫措施下的SEIR模型。考虑

境外输入等影响因素,对我国在不同阶段放开防疫政策以及

疫苗或特效药研制成功后的疫情发展进行预测并提出科学

性建议。特别是研究评估COVID-19新冠疫情席卷重来的风

险,为年末可能出现的反弹现象做好准备。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36
军用搬运型外骨骼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文鼎 2018301890

岳承磊

/2018303277

,艾小可

/2018300517

,刘文婧

/2018301858

,陈斐颖

/2018300370

王文东 副教授 0802

现如今，可穿戴式外骨骼机器人主要用于民用领域，军事

运用方面几乎是空白。我们设计了一种可穿戴军用搬运型

外骨骼机器人，通过缜密的结构设计和模拟，将令其有极

为不错的搬运能力，提高舒适度以及安全性等，其主要用

途有增加单兵臂力，提高单次抓取量，提高军用物资的搬

运效率等。同时也可用于民用领域如家具搬运等，有效助

力军民融合，充分利用外骨骼机器人的优势，令其在现代

战争和日常家具等军用和民用领域起到更显著的作用。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37

基于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算

法的区域智慧交通灯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武迎龙 2018301838

纪龙梦

/2018301708

,陈雨桐

/2018301709

,穆明

/2018301836

李长侑 副教授 0818

本项目基于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和物联网技术，着力于

构建区域智慧交通灯网络，实时监控各个红绿灯路口不同

走向的车流量，提高交通红绿灯时间的利用率，提高红绿

灯路口车辆通行效率，从而缓解区域内红绿灯路口交通拥

堵问题。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38

生物质5-羟甲基糠醛的催化氧

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玺 2018302663

张倬睿

/2017302680

,李亮辰

/2019303810

,屈奕帆

/2019303805

张和

鹏,曹

月领

教授,

讲师

(高校)

0703

化石原料是制备多种化工产品的基础。生物质材料具有可

再生性,可用来取代化石原料。如5-羟甲基糠醛可被氧化为

2,5-呋喃二甲酸,2,5-呋喃二甲酸可替代对苯二甲酸作为

合成聚酯树脂的原料。因此探究高效的5-羟甲基糠醛氧化

制备2,5-呋喃二甲酸催化剂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常见

的催化剂多为贵金属负载型催化剂。基于上述问题,本项目

从5-羟甲基糠醛氧化的机理出发,设计并制备了高效的非贵

金属催化剂。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39

基于仿生视觉传感器的高帧率

高质量高动态视频重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昭中 2018300152

王亚康

/2018300151

,王世元

/2018300142

,丁志杰

/2018300179

,成秦丹

/2019303226

戴玉超 教授 0807

项目将事件相机与图像帧相机的优点结合，实现高帧率高

分辨高速视频合成。开发视觉传感器数据仿真系统，通过

不同场景、运动轨迹仿真构建数据集。双相机同步软件，

事件相机对时间敏感，需要从软件上实现两者时钟的同步

。高帧率光流估计法，利用事件的高时间分辨率特性，生

成比图像帧率高的光流。解决图像存在遮挡问题。输入高

帧率光流和深度，参考传统视频插帧算法，设计架构完成

高帧率高分辨率视频的合成。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40

可全向移动自主发射的网球训

练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佳豪 2018300862

王子雯

/2017302462

,杨广轩

/2018303675

,冯杰琳

/2018301985

,李彦铎

/2017301300

吕冰,

尤涛

三级实

习指导

教师,

副教授

0808

机器人有可全向移动的底盘，内置多种复杂路线设计及场

地识别，可以实现在全自动场地范围内自由移动。具有自

动定位功能，可以通过算法计算出发球的最佳角度及最佳

位置。此外，机体还安装了前置摄像头，加入人像识别功

能，结合定位功能，能够确定敌我方绝对位置，能够让机

器人打出的球更加人性化，更灵活，更有难度。发球难度

可调节，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我们设计的机器人远比

市场上的机器人更加智能，有光明的发展前途。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41

基于葫芦脲的超分子组装诱导

金纳米团簇荧光增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景麟涵 2018301025

刘静

/2018301023

,张子涵

/2018301020

,王光远

/2018301033

,叶浩函

/2018303683

谭丽丽 副教授 0804

本研究小组根据超分子大环葫芦脲[7]（CB[7]）的独特刚

性骨架和主客体性质，拟使用CB[7]诱导谷胱甘肽保护的

金纳米团簇（GSH-Au,NCs）进行组装，限制分子内运动的

同时调控表面原子比例和电子结构，进一步调控GSH-

Au,NCs的荧光强度和荧光性质。拟期望组装得到集CB[7]

与GSH-Au,NCs的优异性能为一体的复合材料，该组装体良

好的生物相容性有望广泛应用于催化、细胞成像等领域。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42

高温陶瓷的制备与动态失效分

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明润 2018301377

陈启

/2018301379

,王思龙

/2018301390

,张展翔

/2018301378

张宝玺 副教授 0801

本项目针对极端服役环境下高温陶瓷的冲击问题，采用仿

生学原理和拓扑优化理论，设计陶瓷仿生构型（思想创

新），利用3D打印等技术制备轻质陶瓷仿生微结构而改善

其冲击性能。研究中采用实验、模拟计算、理论分析相结

合，力学、材料、热物理多学科交叉（学科交叉特色）的

研究思路，揭示陶瓷仿生微结构的冲击失效机理。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43

基于氢键自组装AIE发光的次

氯酸荧光传感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佳琦 2018303614

陈浩宇

/2018303608

,李姿扬

/2018303615

,杨汶鑫

/2018303599

欧植泽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拟设计合成基于酚噻嗪衍生物的探针分子来检测次

氯酸，并在探针上引入酰肼等易形成氢键的基团。利用基

于氢键的分子自组装使小分子探针有序聚集从而获得聚集

诱导发光荧光传感器，同时进一步研究基于氢键的分子自

组装对于传感器性能的影响。通过研究，获得一种灵敏度

高、反应迅速的检测次氯酸根的探针。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44
ROV的模块化教学功能深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蒋迪轩 2019301882

高山岳

/2017301097

,毕清晨

/2017300697

,魏宏凯

/2017301130

,张朝

/2017300695

张飞虎 副教授 0807

作品以ROV教学为目的，针对教学型ROV的特殊要求，从移

植性、搭载能力、开放性、可靠性、经济性等方面对ＲＯ

Ｖ的结构和控制系统展开创新与研究，致力于制作出一套

模块化教学型ROV，既可以让学生更快熟悉掌握ROV结构及

特性，又可以增强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及可以进行大

型ROV的相关控制算法实验。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45

基于气体传感器阵列的水果成

熟度检测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腾 2018301948

陈玺安

/2018303327

,张哲嘉

/2018303312

,顾俊逸

/2018303335

,刘一靖

/2018303333

尹熙鹏 副教授 0807

电子鼻又称气味扫描仪，是模拟人类嗅觉系统而研制的一

种气体检测仪器，主要由传感器阵列、信号处理系统和模

式识别三大部分组成。水果的成熟度是水果品质的主要因

素。不同成熟度的水果，其芳香气味不同。利用电子鼻检

测技术可以快速、无损地实现对水果成熟度的区分，从而

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我们团队致力于研究电子鼻应用

在对多种果园果实成熟阶段的监测，研发一种适用于多种

果园果实的成熟度监测装置。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46
一阶多智能体系统抗毁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昕怡 2017302496

刘欣

/2018302516

,陈思远

/2018300187

,周芮竹

/2018302886

,戴景文

/2019303066

张胜贵 教授 0701

本项目针对一阶一致性协议的多智能体系统，研究其网络

设计问题。我们同时兼顾考虑上面两个要求，提出度量多

智能体系统网络性能的指标。我们以多智能体系统中各个

智能体的位置信息、通信能力、通信半径为输入，为多智

能体系统设计一个度量指标最优的网络。

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那些基于一阶一致性问

题应用和理论研究中，如传感器网络、分布式跟踪系统

等，使得这些系统具有较好的收敛速度和较好的网络可靠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47

微胶囊自修复CFRP修复效率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晨洋 2018301126

何叶

/2018301071

,陈桂龙

/2018301114

,高琪

/2018302962

,王远冲

/2018300992

常正

平,王

仲奇

助理研

究员,

教授

0820

本项目准备将微胶囊自修复引入到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

料,合成一种微胶囊自修复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并设

计自修复实验,测试不同微胶囊参数（包括含量、直径等）

下CFRP的自修复性能,总结其规律。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48

绞股蓝多糖对低压缺氧大鼠肠

道菌群结构的调节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峻青 2019303582

叶建舟

/2019303588

,宋晋

/2019302705

尚晓娅 副教授 0827

我们前期研究发现绞股蓝多糖对低压缺氧大鼠具有显著的

免疫调节作用，但其机制尚不清楚。本项目拟对绞股蓝多

糖对低压缺氧大鼠肠道菌群结构影响进行研究，通过不同

部位SCFAs含量变化确定其发酵的主要场所，并采用

16S,rRNA测序分析肠道菌群结构变化。以期为绞股蓝多糖

对低压缺氧大鼠免疫调节的作用机制阐明提供指导和实验

依据，为解决高原反应带给人们的不利影响提出解决思

路，为高原功能食品研究和开发提供指导。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49

基于深度学习的大脑磁共振影

像中胶质瘤分割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冷雁博 2018302324

宋文超

/2018302323

,蒋娅

/2018302258

,王静宇

/2018302259

,赵若冰

/2018302260

夏勇 教授 0809

目前基于MRI的胶质瘤诊断都是由医生通过逐帧目视判读断

层图像来实现的,耗时耗力,且不可避免地依赖医生的知识

和经验,也会因人类视觉系统的疲劳和精力的分散导致诊断

误差,因此,研究MRI的影像中的胶质瘤自动分割,利用深度

学习相关方法,构建能够解决胶质瘤分割中数据类别分布不

均衡和模态缺失的问题的模型,给医生提出治疗方案制定和

手术指引参考建议,将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50

冲压发动机内流激波作用下壁

板非线性流固耦合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亦伟 2018300245

段晓波

/2018300480

,刘衍旭

/2018300387

,宋家豪

/2018300243

,王杰

/2018300238

叶坤,

叶正寅

助理研

究员,

教授

0801

在项目组已有的高精度CFD程序基础上，本项目将建立一套

关于壁板非线性流固耦合的分析框架，借此研究激波作用

下壁板的非线性流固耦合问题。根据验证算例对数值模拟

方法进行验证，进而研究在无粘、有粘条件下，不同激波

强度作用下的冲压发动机内壁板颤振情况。最终分析数值

结果，归纳冲压发动机内流激波作用下壁板非线性流固耦

合特性研究影响规律。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51

硒化镉（CdSe）半导体探测材

料的梯度退火工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宣琛 2017303547

胡艺瑶

/2017303542

,王麒翰

/2019303796

,李子祎

/2019303786

王涛 副教授 0804

CdSe是一种具有高电阻率，较大的平均原子序数，宽禁带

宽度和较大的迁移率的核辐射探测材料，由于其难以获得

足够好的单晶材料而应用受到限制。本项目旨在对前期利

用改进Bridgman生长的CdSe晶体进行梯度退火，以调节其

化学计量比，减少内部结构缺陷。同时研究退火工艺对晶

体中结构缺陷的影响规律。该项目将为CdSe半导体探测器

相关研究提供指导，对提升我国安全检查、医学诊断等领

域技术水平也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52

基于遗传算法的配送路线优化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泽弘 2018303047

伍瀚

/2018303052

,张涵

/2018303048

郑炜 副教授 0809 使用遗传算法来规划配送路线，以此提高配送效率。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53

亚稳 β  钛合金亚结构中 α  

析出相的微观组织调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丰泽 2019301148

张桢康

/2019301161

,霍传腾

/2019301149

,鲁明杭

/2019300994

,宋雨晴

/2019300996

花珂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拟通过不同室温变形生成大量不同类型的亚结构，

表征确定亚稳 β  钛合金在不同变形条件下的亚结构类型

及晶体学特征，再进行时效热处理，分析亚稳 β  钛合金

在不同亚结构中的 β →α  相变行为，阐明亚结构中的 β

→α  的相变机理并揭示 α  相变体选择晶体学机制，建立

亚结构中 α  相的变体析出及演变与微观力学性能之间的

关系，本项目可为亚稳 β  钛合金组织性能调控 和优化提

供理论依据，也可为其它工程合金微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54

面向个性化推荐系统的启发式

多目标演化计算模型及算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江 2017301408

李紫磊

/2017301830

,夏鑫宇

/2017301829

雷雨,

侍佼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7

社交媒体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推荐系统解决信息

过载并推荐用户感兴趣的东西给用户。推荐系统根据用户

的个人信息和社交信息给用户推荐用户感兴趣的商品。提

高推荐准确性和多样性是个性化推荐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

容。其难点是对个性化推荐的建模与高效优化。本课题拟

针对推荐准确性和多样性两难问题，定义合适的目标函

数，将个性化推荐建模为多目标优化问题，实现高效稳健

的多目标个性化推荐技术。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55

基于轻量化神经网络的机器人

定位校准算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方国 2019302422

沈真

/2018300147

,李晶晶

/2017300688

,陈逸天

/2018300005

,何小雨

/2018300060

李勇军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旨在构建一套泛用性的可搭载机器人定位校准算法

。具体内容包括：1.机器人可搭载定位校准算法。通过自

动阈值的机器调参算法获取场线等场上的物体,降低对图像

识别的干扰。此基础上简化所识别的图像,相关信息并投入

轻量化神经网络中,做到在机器人承受范围内计算。2.算法

与机器人硬件的结合。在此过程中需要解决程序语言不同

的问题。其次,不同的机器人运算能力也有差别,需要把算

法进行轻量化调整。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56

固液混合发动机工作过程虚拟

仿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静姝 2017300607

陈荣铭

/2017300525

,闫航

/2017300622

刘林林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20

固液混合发动机具有安全可靠性高、推力可调、可多次开

关机、结构简单、成本低廉等优势，是一种极具发展与应

用前景的航天推进动力装置。由于发动机试车实验成本较

高且存在较大的危险性，相关教学研究工作存在困难，本

项目采用虚拟仿真技术将固液混合发动机的装配及工作过

程以动画的形式较为逼真地展现出来，有利于学生及科研

工作者快速了解发动机的部件组成、装配过程及工作过

程，且学习成本较低、学习方式灵活、学习效果更好。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57

基于激光熔覆的镍基高温合金

复杂基面修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哲铭 2018301335

韦博伦

/2018301337

,侯浪

/2017301478

杨未柱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01

镍基高温合金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制造，构件易出现磨

损、裂纹、点蚀等缺陷，为避免传统修复方法造成的热裂

纹和安装精度问题，采用激光熔覆技术。本项目针对镍基

高温合金热端部件复杂基面激光熔覆修复工艺及修复力学

性能评估结果的缺乏，考虑先成形、后修复的研究思路，

采用试验模拟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工艺参数和复杂基面对

修复精度、微观组织结构及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为镍基

高温合金热端部件激光熔覆修复工艺研究提供参考。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58

微纳光纤中二次谐波的高效激

发及其温度和应变响应特性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金晗宇 2018302628

戴祎祺

/2018302629

,黄蕾嘉

/2018302635

,史可馨

/2018302545

,黄笛书

/2019303090

姜碧强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以微纳光纤二次谐波为研究对象，拟探究微纳光纤

中倍频信号强度与外界应力及温度的关系，属于光信息中

微纳光纤领域相关课题，项目立意新颖、具有一定的前沿

性，且研究成果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项目内容详细，技

术路线合理，实验方案明确，创新点突出，具有一定的可

行性与可操作性；实验室具备研究所需的设备和平台，本

人具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积累，可为本项目的顺利实

施提供理论和实验指导。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59

航空发动机新型热防护技术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闵铁源 2018301548

罗希

/2018300757

,郑璇

/2018301615

,王学成

/2018301542

,邵宏蒸

/2018301582

姜俞光 副教授 0805

为解决航空发动机热防护的问题，实现航空发动机更高的

推重比和更低的耗油率，以布雷顿热力循环为基础，通过

提高发动机涡轮前的温度并同时提高压气机增压比来提高

发动机性能。本项目意在通过结合微通道换热器与凹凸版

式换热器的优点，并新加入燃油作为新的冷源，研发适配

与航空发动机的油气，空气-空气换热器，以解决当前航空

高速推进飞行器的热防护问题。其研究结果可为将来航空

用换热器的选型,热力设计和实验研究提供了参考。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60
多功能新型ROV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森 2018301555

周雨桓

/2018303292

,程亦周

/2018303291

,焦少华

/2018300792

,窦若云

/2019303058

张雯 教授 0802

一种多功能新型ROV，新式机械手设计，利用平行四边形机

构来进行动力传输，一方面能提高抓取稳定性，一方面简

化了控制，提高了操作性，性能上也更加可靠，而且机械

爪所占空间较小，对于ROV因添加机械臂工作部件所产生的

重力分布不均匀结果影响较小。由飞控控制的8螺旋桨ROV

平台，运动起来具有极好的稳定性和灵活性，配合深度、

压力、定位等多传感器的协同作用。同时搭载水下目标识

别算法，能够胜任多种任务。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61

基于全卷积网络和注意力机制

的光学遥感图像去云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睿杰 2018300118

徐新龙

/2018300141

,刘冰玉

/2017303191

李映 教授 0809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深度学习的相关技术在遥

感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项目将结合深度学习的相

关知识，研究一种基于全卷积神经网络和注意力机制的光

学遥感图像去云方法。通过自主生成鲁棒的遥感图像数据

集，利用强大的算力系统训练遥感图像的网络模型，以获

得一个较好的遥感图像去云效果，在未来的军事观察与导

航定位、国土资源勘察、气象预报与海洋环境检测等领域

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62

消防报警与仓储整理一体式物

流管理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岳师贤 2019300737

孙志超

/2017301498

,赵欢

/2017302345

,罗宏凯

/2019301557

梁晓

雅,王

均松

技师,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旨在设计一款适用于物流仓库的快件管理与消防报

警相结合的物流管理机器人，通过麦克纳姆轮底盘实现全

向移动，适应仓库复杂环境。同步带传动实现抓取装置的

垂直升降，对于不同高度的物品进行快速夹取。热传感器

和热成像相结合，自身携带干粉灭火装置，可快速发现明

火或潜在火情并进行报警和紧急处理。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63

含钛酸钡纳米线的耐高温聚酰

亚胺介质电容器膜的制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洋 2018302704

孙森淼

/2017303687

,吴戈

/2017303686

,张克凡

/2018302699

,谢琛

/2019301256

陈妍慧 教授 0703

近年来,随着电子科技的高速发展,具有高能量密度和超快

速充放电响应的介电薄膜电容器已广泛用于先进的电子和

电力系统中。与陶瓷介电材料相比,高分子介电材料具有击

穿强度高,介电损耗小,机械柔韧性好且易于加工的优点,更

适合高电场条件下的介电电容器用材料,广泛应用于电子电

器行业,本项目拟将分子链结构改性和纳米复合相结合,制

备兼具优异热稳定性能和高介电储能密度的聚酰亚胺复合

材料。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64

基于太阳能自动追踪器的控制

系统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铎 2018300698

党杰

/2018300696

,李浩东

/2018300715

,马勇

/2018301624

张怡 教授 0807

本课题研究的是一种基于单片机控制的太阳能最大光照度

自动跟踪装置，该装置能自动跟踪太阳光线的运动，保证

太阳能设备的能量转换部分所在平面始终与太阳光线垂

直，提高设备的能量利用率。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65

基于虚拟实验与神经网络技术

的高温摩擦磨损试验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鲁如烨 2017301139

奚成照

/2017301140

,廖腾

/2017301141

,叶慈

/2018302357

,王羽展

/2018302433

王琳,

苏华

副研究

员,副

教授

0802

本研究项目主要开发摩擦磨损虚拟试验系统并针对高温摩

擦磨损试验机的试验结果进行数据采样、整理与分析,并将

试验结果储存,再利用已有的数据做教学系统与神经网络预

测。在使用时进行模拟实验的演示与虚拟操作,输出和显示

试验结果。具备极强的教学功能,实现真正线上教学,实验

教学。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66

谷胱甘肽的绿色合成方法及其

生物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辰扬 2018303581

庞宁杰

/2018303584

,吴亦敏

/2018303652

,刘一诺

/2019303725

,李璨

/2019303672

钦传光 教授 0703

基于谷胱甘肽（GSH）在医药、食品等领域具有重要用途，

需求越来越多，但目前世界上合成谷胱甘肽的方法，均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的情况。本项目拟探究并打通至少一条谷

胱甘肽的绿色合成路线，通过尽可能简单且污染、消耗低

的化学方法，合成谷胱甘肽。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67

静电纺丝法制备新型高性能碳

基柔性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戴佳怡 2019301165

李欣蕊

/2019301167

,王悦

/2018300895

,刘雨燃

/2017303498

黄英 教授 0804

本项目选择以陕西省特色资源——秸秆作为制备多孔碳的

碳源，采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多孔碳基柔性电极材料，并

通过元素掺杂，负载导电聚合物和过渡金属化合物等改性

方法对多孔碳基柔性材料进行改性，以获得具有高比容

量，高能量密度和长循环寿命的柔性碳基超级电容器电极

材料。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68

鼠李糖乳杆菌预防与治疗酒精

性胃溃疡的作用与产品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可依 2019303523

刘媛媛

/2019303568

,麻琳

/2019301021

师俊玲 教授 0710

本项目旨在揭示鼠李糖乳杆菌预防与治疗酒精性胃溃疡的

作用效果，探究其作用机制，并将其开发成可食用的实际

产品。项目研究可为预防与治疗酒精性胃溃疡的益生菌产

品研发与应用提供相应的理论参与与实际依据，理论与实

际意义明显。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69

基于欧拉影像放大算法的帕金

森综合征预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文钦 2018302458

赵文强

/2018302460

,田文龙

/2018302452

,刘雨枫

/2018302451

,谭冰月

/2019303038

魏巍 副教授 0809 基于欧拉影像放大算法对帕金森综合征进行预警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70

AI深度学习实现FMEA报告智能

化生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涂宇 2018300453

杨鹏

/2018300468

,朱文韬

/2018303185

,李浩玮

/2018300465

,张玉福

/2018300457

喻天

翔,尚

柏林

副教

授,教

授

0820

随着顾客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得不对产品的设

计、过程、服务等进行成本优化。为此我们引入FMEA分析

方法，对构成产品的各子系统、零部件，对构成过程，服

务的各个程序逐一进行分析，找出潜在的失效模式，分析

其可能的后果，评估其风险，从而预先采取措施，达到降

低成本的效果。但FMEA受经验影响因素过多，为解决此问

题，我们拟建立FMEA报告数据库，利用AI技术深度学习，

并不断扩充数据库，以此给出更为全面，具体的FMEA报告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71
智能大棚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峰 2018301778

俞千安

/2017301804

,陈潇睿

/2017301708

,唐谦

/2017300015

李滔 副教授 0823

智能大棚目前已经在现代农业中迅速发展并且广泛使用，

本课题拟在大棚模型内采用多种传感器采集各项环境参

数，通过树莓派进行数据分析，由单片机控制棚内相关设

备，进而改变大棚内的生物生长环境。同时，利用计算机

视觉及深度学习技术，构建卷积神经网络网络，快速识别

植物种类；并建立相关植物的病虫害识别模型，实时判断

植物病害情况。最后，开发相应的客户端应用，实现农户

对大棚的远程监控。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72

城市街区制规划设计适应性研

究——以山西永济住区规划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思煜 2016301465

邓佳璐

/2016301478

,陈雯丽

/2016302798

,徐沐阳

/2016301481

杨卫丽 副教授 0828

开放式街区的理念将会是城市未来发展的趋势，然而开放

并不是取消围墙的简单概念，而是形态结构以及空间布局

上与城市的有机融合。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城市街区制”

的相关理论的梳理，对国内外已建成案例的分析，从系统

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出“城市街区制”背景下，开放式

街区的设计方法，重点研究开放式街区中空间布局、道路

系统、景观系统、公共空间、安全系统五个方面，探索活

力街区的营造方式。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73

基于互联网+教育的学生互连

学习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紫蝶 2018302766

沈霄雨

/2018302765

,范彩妮

/2018302767

,KEK HAN 

SHIN/201838

0159,毛俊

/2018301100

王莉芳 教授 0809

从市场环境变化分析，特别是此次疫情期间的环境变化可

以看到，师生之间的互连平台已经有很多，但是基于学生

之间的互联平台供不应求。本项目是基于互联网基础的学

生互连学习平台，旨在通过学习小组线上研讨、知识共享

、文具安利等方式来加强学生之间的互联性，促进共同学

习、共同进步的氛围。项目的盈利方式主要是用户为文具

商家做文具安利取得的广告费以及知识共享时所收取的费

用。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74

微纳米气泡的超声制备及其油

水分离应用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奇谕 2018300350

沈钧溢

/2018300431

,丁鹏皓

/2019303126

,方卓

/2018302575

臧渡洋 教授 0702

自由液面-气泡的转变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它与我们的

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关联密切，比如工业发泡、金属冶炼

和半导体加工等。金属泡沫材料由于有独特的微观骨架结

构，具有高孔隙率、高导热系数等优势，在航空航天、电

子器件冷却、建筑节能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75

基于人工免疫算法的中心智能

体调度策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正欣 2018302197

朱毅凡

/2019300764

,马豪杰

/2019302672

,赵旭峰

/2018302196

于会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为实现智能体智能化决策提供了基于人工免疫算法

的中心智能体决策系统，将人工免疫系统与,Agent,技术

各自的优点有机的相结合可以形成免疫,Agent,模型，基

于免疫,Agent,模型在任务未知和多样的情况下，可以实

现多个异构,Agent之间的自主协作和救援任务的完成。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76

基于图像识别的无人机火区测

控APP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林 2018300375

黄凯勋

/2018303214

,隋宇

/2018300434

殷茗 副教授 0809

开发出一款火情侦测的APP，控制大疆无人机进行森林防火

灭火测控，广泛投入森林消防的使用，让森林消防能够早

发现早行动，快速制定灭火对策精准灭火。同时APP具有可

拓展性，能够在后续增加新功能，以面对更加复杂的情况

。另外，增加新功能以适应不同的消防场景，将软件模块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77
涡激振动的吸振减振装置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方蓝灏 2018300861

何婧

/2018300854

,丁海艳

/2018300857

,刘天羽

/2018300863

,刘晓娅

/2018300855

王晨,

郭志巍

讲师

(高

校),副

教授

0801

2020年5月5日，虎门大桥发生涡激共振成为社会新闻热点

。桥梁涡振的有限振幅计算是一个十分关键又非常复杂的

问题，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桥梁涡振分析

理论。本项目以典型的圆柱涡致振动结构为简化模型，研

究涡振现象的发生过程和相关规律，尤其是锁频现象发生

的起始风速和风速范围，并基于理论研究成果在锁频范围

内开展吸振减振装置设计，探索推迟涡振现象发生的有效

途径，为类似跨海、跨江大桥涡振控制提供参考。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78

铁碳复合高效六价铬吸附剂的

制备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楚文 2019303685

王一诺

/2019303686

,温凯文

/2018303483

,陈文丽

/2018302469

胡思

海,孙

然

副研究

员,助

理研究

员

0703

本项目面向国家和社会对生态环保的重要需求，针对目前

重金属Cr(VI)的污染问题，充分利用碳材料比表面大，吸

附能力优和铁材料还原能力强的特点，旨在制备出兼具高

效吸附和优异还原能力的铁碳复合Cr(VI)吸附剂，实现去

除Cr(VI)污染的同时，降低其毒性，以期为Cr(VI)环境污

染的高效经济修复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79

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中小型探

空火箭定点回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家航 2018300594

聂开宇

/2018300039

,颜少桦

/2018300040

,刘翔瑞

/2018300618

李易 副教授 0820

本项目拟将图像识别技术应用于探空火箭的自主返航过程

中，以提高探空火箭的回收率和利用率。具体途径是在火

箭箭体与有效载荷自主分离后，有效载荷下降过程中采用

降落伞减速，摄像头捕捉到降落点靶标，并将图像识别处

理后的回收定点位置信息反馈作用于舵机的驱动调节，控

制伞降过程中的火箭航行滑线，使其在回收定点区域内完

成降落回收任务。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80

全小分子有机光伏电池分子取

向调控及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万龙竟 2018303231

高俊杰

/2018303243

,武子浩

/2018303238

刘剑刚 教授 0807

共轭分子为各向异性分子，其光电性质依赖于分子取向。

全小分子光伏电池中给受体分子均为face-on取向时，利

于电荷转移态分离及载流子传输，可降低单分子复合几率

及能量损失。然而，多数共混体系中给受体分子为edge-

on取向。本项目将通过控制共轭分子结晶的成核方式，利

用外延结晶、受限结晶等原理实现分子取向控制，促进给

受体分子转变为face-on取向，并奖励分子取向与光伏电

池光物理过程间的构效关系。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81
旋翼无人机倒挂栖落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阿布都如苏

力·萨吾提
2018301977

王兴超

/2018301975

,李泽阳

/2018301978

,南凯中

/2018302036

,刘建一

/2018301972

范泉涌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为了满足旋翼无人机在执行特殊任务时对隐蔽性和

长续航的需求,重点解决旋翼无人机的安全栖落问题,通过

为旋翼无人机搭载机械臂,来实现无人机的倒挂栖落。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82

实际环境中分形生长的形态控

制与模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溢璘 2018302485

杨祎晨

/2018302486

,接乘浩

/2018302474

,江林珊

/2018302471

,李天森

/2017302501

周敏 副教授 0701

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将控制的思想和方法引入到分形理论

中，一方面，基于已有DLA模型，提出一个改进模型，分析

模型参数变化对生长形态及分形维数的影响。另一方面，

在所提出的改进模型中，加入环境干扰项，对实际环境中

的分形生长的形态变化和生长速度进行有效的控制，使其

产生出实际应用中需要的控制效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83

梯度结构低反射环氧树脂电磁

屏蔽涂料的制备和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阮一丰 2018301030

李睿杰

/2019303811

,肖卓睿

/2017303656

张军

平,顾

军渭

副教

授,教

授

0804

本项目拟以rGO@Fe3O4和银纳米粒子为填料，利用两种填

料密度的差异导致在环氧树脂涂料内沉降速率的不同，使

其在涂覆过程中自动沉降形成具有梯度分布结构的

rGO@Fe3O4/Ag/环氧树脂电磁屏蔽涂层。rGO@Fe3O4由于

密度较低，在涂层的上部提供低反射特征； Ag纳米粒子由

于密度较大，沉积在涂层的底部保证电磁屏蔽特性。这种

梯度结构设计可以为制备兼具低反射特征和高屏蔽性能的

电磁屏蔽涂料提供一种有效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84

基于无人系统的室内易感区域

紫外辐照杀菌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千 2018301440

许浚

/2018300443

,蔡妙鑫

/2018301392

,王千千

/2018301744

,李欣怡

/2018301741

高昂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为基于无人系统的室内易感区域紫外辐照杀菌机器

人，融合UVC紫外光多径反射聚能空气杀菌消毒方法,、

SLAM定位和导航技术、蜂窝和无线自组网相融的多模通信

方案，致力于解决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杀菌消毒工作中耗

费人力多、杀菌消毒不彻底、不易监控等问题。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85

基于驻极体发电的自供电智能

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新元 2018301278

毛新辉

/2018301261

,孙腾飞

/2018301247

,赵硕

/2018301237

,赵冠尧

/2018301263

陶凯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致力于开发一款基于驻极体发电的自供电智能鞋,能

够人体脚部运动产生的机械能有效收集利用起来,通过纳米

发电机发电为可穿戴电子设备中的微系统提供更持久的、

不需维护的、自驱动的能源。智能鞋由发电模块、电源管

理模块和功能模块三部分组成,通过静电感应将机械能转化

为电能,经过桥式整流电路,将发电模块的两相交流电进行

整流处理后,叠加生成直流电,为鞋子的智能终端供电。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86
小型滑翔机弹射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宫程章 2018300128

陈亚青

/2017302082

,李怡珊

/2019300768

,秦敏杰

/2017300398

,崔欣然

/2019302129

吕冰,

王均松

三级实

习指导

教师,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旨在做一款可以不受地形限制方便携带的弹射小型

无人机的平台，该平台可以连续或者单独弹射无人机，并

且可以随时调整无人机弹射的角度。该弹射平台拟采用强

力皮筋作为弹射无人机的动力源，并用气缸来实现短时间

内再次蓄能与弹射。在连续弹射无人机时，只需要一次性

将所有无人机安装好，不需要人为干预发射架便可自主实

现连续弹射。该平台极大程度上的减小了地形对无人机发

射的影响，使无人机的发射更加灵活。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87

智能化可收放式旋翼通用飞行

汽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皆诚 2019300007

党昊

/2019300237

,牛晨然

/2019300247

,陈岩

/2019300005

,郭圣昭

/2019300008

昌敏,

白俊强

高级工

程师,

教授

0820

本项目进行一种分体式城市飞行汽车的技术开发与集成验

证。研究的分体式城市飞行汽车为一种新型电动轿车和轻

型电动飞机技术有机融合的陆空两栖、具有垂直起降功能

的飞行器。飞行器主要包括三个分体单元——飞行单元、

乘客舱单元与无人地面运输单元，有两种工作模态——地

面行驶模态与空中飞行模态，这种工作模式表征出“分体

式”模块化设计思想。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88

用于骨骼肌修复的表面微图案

化导电弹性体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浩允 2019301278

罗宇

/2019301267

,李玮

/2019301276

杜玉章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开发用于骨骼肌再生的可控制生物降解性和电导性

的纳米复合材料,同时研究还原氧化石墨烯(RGO)是否可以

有效控制生物降解和调节导电性。本项目为骨骼肌修复支

架的开发提供了新设计思想和构建方案,为骨骼肌体积损伤

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潜在候选支架。研究成果可申请发

明专利并发表学术论文。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89

光电化学传感器的超声可控制

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杰 2018302591

崔莹

/2018302556

,薛丁维

/2018301531

翟薇 教授 0804

项目拟采用超声化学的方法制备具有特定微纳米结构的硫

化镉（CdS）纳米材料，系统研究曝入微纳米气泡对于超声

空化效应的影响和对薄膜微结构的调控，以及对光电化学

（PEC）传感性能的影响，从而建立“超声化学反应参数

（曝气、超声）-空化作用-结构形貌-传感性能”的内在联

系。研究对于理解超声空化效应在化学合成表面微结构的

物理化学调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利于进一步发展超

声化学合成技术以及开发新型的光电化学传感系统。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90

剪切销式及削弱槽式2类爆炸

螺栓的振动疲劳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邢扬 2018303516

王蕤

/2018303517

,李方晴

/2018303515

,杨启帆

/2018300004

,路铭扬

/2019301757

张程煜 教授 0804

本项目将开展爆炸螺栓削弱槽式、剪切销式2种结构疲劳寿

命的测试，掌握其振动疲劳性能测试方法，获得2种结构典

型条件下的振动疲劳寿命，分析失效机理，为航天火工品

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内容有：1.根据爆炸螺栓的结

构特点设计振动疲劳试样及夹具。

2.开展爆炸螺栓剪切销式、削弱槽式两种结构件的常温振

动疲劳试验。 

3.根据实验结果，分析振动疲劳失效机理。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91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四旋翼无

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正朴 2018300305

王煜伟

/2017301620

,刘闯

/2018300302

,安乾军

/2018300492

,何畅浩

/2018303114

王斑 副教授 0820

本项目拟将深度强化学习应用于四旋翼无人机的控制。通

过选取合适的传感器、运用图像识别检测障碍物、设计深

度强化学习算法、进行自动控制系统的搭建与仿真测试、

进行硬件系统搭建与软件移植等流程，实现四旋翼无人机

飞行控制系统的设计，使四旋翼无人机自己总结学习目标

所具备的特征，从而可以在实际飞行过程中，通过信息采

集模块的捕捉，利用计算机程序判断得到接下来的操作，

并产生相应的信号，最后由四旋翼无人机执行。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92

基于强化学习的智能无线电网

络无线携能通信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晗宇 2018301854

杨梦辰

/2018301835

,田源

/2018301081

,刘格致

/2018301850

,闫李林

/2018301839

李立欣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针对5G多信道智能无线电网络背景下无线携能通信

中的能量收割问题，拟研究在能量收割以及信道接入信息

传输的智能无线电系统框架下，基于机器学习思想，将无

线能量收割和信道接入算法的折中平衡以及相应的信道性

能进行联合优化，最终通过强化学习算法完成无线携能通

信平台的搭建以及系统性能的验证。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93

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多智能体

路径规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文涵 2018302530

邱蕾

/2017302288

,李璐

/2019302638

,汪文杰

/2018302527

,阿卜杜热合

曼·阿卜拉克

/2018302529

褚伟波 副教授 0809

本文基于传统的蚁群算法,引入信息素传播改进蚁群算法,

将复杂多变的救援条件下的多智能体多目标混合路径规划

问题构建新的信息素传递概念和机制,利用多重信息素影响

下迭代过程,来计算出路径规划的最优解。所有智能体的行

动路径规划都会借鉴前面智能体的行动,这样能使路径规划

更加考虑救援仿真系统中的种种限制条件,能取得更好的救

援效果,以期为城市救援规划提供参考,减少灾难带来的损

失。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94

力学微环境调控造血干细胞增

殖和分化的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文俊 2018303374

岳凌翔

/2018303371

,李德坤

/2018300101

杨慧 教授 0710

利用天然生物材料制备的体外三维造血干细胞培养体系，

能够在物理特性上模拟体内真实骨髓龛微环境。有利于研

究微环境物理线索对细胞行为的调控作用，揭示骨髓造血

干祖细胞响应骨髓微环境力学信号的变化规律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95
仿生气膜减阻船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天洋 2017300820

刘苏阳

/2017300808

,李和仁

/2017300783

胡海豹 教授 0802

该项目计划利用仿生学的超疏水表面，辅之以产气减阻的

技术，来提高船舶的航行速度；其中气体的产生方法采用

Al2(SO4)3和NaHCO3溶液反应产生CO2气体以减小阻力。

本项目初期用solid,works构建数字模型，在实验阶段通

过3D打印制造模型，应用与水面及水下航行器减阻等领域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96

适用于多片复杂结构分析的高

阶三维等几何配点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祎焘 2019300664

耿旭晴

/2019300303

,黄庆丹

/2019300280

,张玺

/2019300645

,吴佳雪

/2019300231

贾悦,

李春

讲师

(高

校),教

授

0801

等几何分析法结合计算机辅助设计与有限元分析，实现从

几何构型到结构分析的无缝连接。等几何分析法主要分为

伽辽金法及配点法，其中等几何配点法可提供高连续性计

算的需要及具有高计算效率的优点。然而，等几何配点法

仍有两个核心问题亟待解决，即高阶单元内配置点的选取

及施加边界条件的稳定性。本项目拟提出一种适于多片复

杂结构分析的加强等几何配点法，为解决工程实际中的复

杂结构分析问题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及数值分析手段。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97

电磁屏蔽用超轻、多级杂化碳

纳米结构的制备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丰沛 2018301038

任欣然

/2018301040

,王曦

/2018301039

,代珍

/2018300894

,黄瀚泽

/2018301060

宋强 研究员 0804

本大创项目拟在已有基础（比如，我们发现借助材料共价

缺陷的设计可以显著提高材料的吸收屏蔽效能，是大幅提

高材料的电磁屏蔽效能的一个有效途径）上进一步研究轻

质碳基电磁屏蔽材料的结构优化设计与制备，计划通过多

维杂化的手段，将一维碳纳米材料（碳纳米纤维、碳纳米

管等）和二维碳纳米材料（石墨烯）共价连接在一起，构

筑富含共价缺陷的杂化碳纳米材料，研究材料结构对电磁

屏蔽性能的影响。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98

大学生微小卫星低成本科普演

示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良涛 2019300569

罗飞扬

/2019300556

,路伟杰

/2019300555

,高梦瑶

/2019300547

,王春晖

/2019300563

郭宗

易,冯

振欣

助理研

究员,

助理研

究员

0820

本项目依托于“微小卫星技术及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

验室”和“大学生微小卫星及应用创新基地”，旨在通过

自主研制低成本科普演示类的微小卫星模型，方便微小卫

星的科普甚至教育教学，并在后期成立微小卫星科普实践

队，组织微小卫星科普实践活动，以提升大众的航天素

养，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目前模型方案已有多种创新

想法，取得了初步进展。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499

无人机编队协同智能控制技术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明威 2018301974

王鹏飞

/2018301968

,刘亚南

/2018301964

,李沛琦

/2018300102

,李怡萌

/2018302183

高兵

兵,胡

高歌

助理研

究员,

副研究

员

0808

无人机编队飞行,即在多架无人机上搭载多种作战设备,并

将无人机群按照特定的队形排列,在飞行过程中将各无人机

上设备进行组合使用,从而提升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与单架

无人机相比,无人机编队凭借其分布式、协同式和并行性等

优势,在解决很多复杂任务问题上具有特有的优势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00

面向高压载荷的全固态钠电池

一体化构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楚涵 2018303556

倪盼之

/2018303560

,肖大维

/2018303564

沈超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04

本项目聚焦于面向高压载荷使役环境条件下高安全性全固

态钠电池体系的一体化构筑，以AUV外挂式动力电池为主要

研究对象，通过改进电极材料及电解质材料制备方法，提

升全固态钠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制备电解质材料和正负极

材料，将正极、电解质、负极材料叠片通过共烧结合成一

体化电芯，提高电解质与电极间的接触效果，进而提高电

池安全性能，实现该合成路线的设计与实体模型制备。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01

基于信令数据的交通时空数据

挖掘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生泽 2017303185

谭渝川

/2017303061

,张嘉熙

/2017303187

,黄江南

/2017303069

郑炜,

王犇

副教

授,助

理研究

员

0809

本项目的研究目标是：运用用户产生的信令数据，通过基

站聚类分析将基站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使用

calinski_harabaz等用于评价聚类优劣的指数帮助确定

基站聚类的类别数，通过异常聚集分析算法来确定基站区

域是否存在异常聚集，再建立ARIMA模型对未来相同时间

间隔内的人流量进行预测，并对于异常的点给出标识，进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02

基于北斗导航星座的新型AIS

海上避碰与救生终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福琳 2017301935

王祎玮

/2018303283

,周清玉

/2017301225

,刘源

/2018301609

,付铭禹

/2017302427

何贵青 副教授 0807

随着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飞速展开，近年来海上事故频

发，海上作业安全监管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本项目针对

海上舰船、人员的避碰和搜救问题，基于北斗导航星座短

报文通信能力，将国际海事组织的标准AIS信息经过提取、

压缩、封装，提供全球范围内的舰船、人员、浮标，岛礁

等水面实体的实时位置报告和搜救功能。（本项目来源是

航天院所的30万台北斗AIS终端需求）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03

田吉酒店——新型智能模块化

酒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子路 2018301123

黄哲/ 

2017301283,

张珂/ 

2017300098,

谢元昊

/2017302341

何洋,

赵妮

教授,

讲师

(高校)

0802

“田吉酒店”是一个以人机交互为基点,以模块化电子设计

为核心,集成机械设计技术,软件开发的新型智能模块酒店

。不同于常规的科技设计,而是更注重一种情感关怀,希望

为城市和路途中的人们,带来一片心灵绿洲,让他们能够在

精心设计的智能酒店和极具特色的智能模块中,暂时放下忙

碌的工作,与家人、密友、伴侣开怀玩乐,增进感情。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04

基于人体工程学的多点调节高

铁座椅的改进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矫瑞洋 2018300832

钱泊宇

/2018300820

,胡鹏程

/2018300825

,左研博

/2019300814

,邱昕雨

/2019300971

刘艳 副教授 0802

针对现阶段高铁座椅长时间乘坐体验不舒适，该项目旨在

设计出能够更好贴合不同乘客身体，舒适度更高，多处可

调节的高铁座椅，使乘客坐姿更符合人体工学，提升高铁

乘坐体验。项目重点在于设计多点支撑可调节式椅背，及

合理选择椅子的材料。项目打算采用电控系统对椅子多方

面进行调节，使乘客按下按钮就能轻松调节，乘坐体验更

加舒适。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05

开发基于数据挖掘和形成性评

价体系的双一流高校学生成绩

分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包闻捷 2018300909

吴伟

/2019300758

,段涵予

/2019302994

,迪拉然·玉

素甫

/2019303102

张莹 副教授 0701

随着中国教育制度的日趋完善，各大高校对教务管理工作

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各大高校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成绩

管理方式，开始运用数据挖掘领域对学生成绩进行分析和

研究。而本项目组正想要结合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分析和形

成性评价两项技术来开发一个能够更加准确地分析学校学

生的成绩的开发系统，帮助学生和教师从不同分析模块的

需求出发制定相应的方案。从而为每个学生制订更为科学

的教学培养计划，有效地提升学生的知识与技术水平。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06

带筋筒流动旋压双重网格法快

速模拟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龙一 2018301062

李佳旺

/2018300954

,霍子龙

/2018300957

,陈宇

/2018301053

,郑博文

/2018301054

詹梅 教授 0804

本项目针对航空航天领域对整体成形带筋筒的迫切需求，

探索一种高精度、高效率的双重网格流动旋压快速模拟方

法。本项目拟研究带筋筒形件流动旋压工艺的加密区网格

划分原则，设计数值模拟过程中的网格生成、数据传递、

质量优化方案，基于ABAQUS平台编制Python插件，实现该

类问题的自适应计算。研究成果可申请专利、软件著作权

并发表学术论文。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07

基于采样数据的系统模型简化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家玮 2018300196

赖岚清

/2018300197

,兰冠州

/2018300199

,宋冰洁

/2018300186

,张志明

/2019303082

王晓龙 副教授 0701

本项目研究基于数据的系统模型简化，主要分为两个问

题，一是针对未知的系统，对采样数据进行合理分类，利

用分类的数据子集构造原系统的局部线性近似模型。二是

对问题一中建立的模型进行优化。主要分为两个思路，其

一是通过建立误差补偿机制对近似模型的结果进行修正，

另一个是通过线性系统互联耦合等手段建立简单的非线性

近似系统，从而获得更好的近似效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08
FSAE轴传动系统的设计与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泽华 2019301401

王巧蔓

/2018303066

,郭向阳

/2019301426

,李玉双

/2019300930

付广磊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0802

传统FSAE赛车大多采用链条传动，但该传动方式存在瞬时

转速与瞬时传动比不是常数，传动平稳性差等缺点，影响

传动系统可靠性。本项目拟通过舍弃传统FSAE赛车链传动

系统，改用轴传动系统以改善赛车传动系统传动比的准确

性和稳定性，减小功率损失，解决现有的链传动系统带来

的瞬时传动比不确定和油门响应迟滞等影响赛车发挥的问

题；同时设计一种算法，计算适合FSAE赛车的最优传动比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09

负载黑磷纳米片的聚乳酸静电

纺丝薄膜的构筑及其抗菌性能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皓然 2018302703

常家蓬

/2018302705

,周冰倩

/2019301220

史学涛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拟选取BP这种新型二维材料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其结

构对近红外光具有强的吸收作用进行杀菌这一特点。通过

液体剥离的方法制备BP纳米片,选用具有强粘附性的聚多巴

胺作为涂层包覆BP；同时引入另一种抗菌剂纳米银协同

BP；最后将复合BP纳米材料负载于上PLA静电纺丝薄膜上,

以制备出有利于伤口细胞修复且具有高效杀菌性能的抗菌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10
基于声的电子智能跳绳计数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世玮 2017300660

周甜甜

/2017300659

,白恩琦

/2018300746

雷烨
副研究

员
0702

本项目致力于开发一款基于声的智能跳绳计数器，通过对

跳绳音频信号的提取并对其进行时域、频域和滤波处理，

降低外界环境噪声、运动员之间跳绳信号以及跳绳抽打衣

服的声音的干扰，提高信噪比，最终准确地识别出跳绳抽

打地面的声音，完成跳绳计数。项目最终形成硬件产品，

具有精度高、易携带、简便易用、低成本的特点。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11

高品质因数中介电常数微波介

质陶瓷的结构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宇航 2018303544

廖林清

/2018303565

,刘永嘉

/2018303505

,刘一葳

/2019303865

,彭昕恺

/2019301232

高峰 教授 0804

应用于5G领域的微波陶瓷需要适中的介电常数ε r，高的品

质因数Q×?以及接近于零的谐振频率温度系数τ f。本项目

选择了Sr（1-x）CaxLa4Ti4O15 (x=0-1)微波介质陶瓷体

系，加入Al2O3等金属氧化物对其进行改性，研究其组成

成分，制备工艺对其介电性质的影响，进而对其组分，制

备工艺进行改良优化。以获得优良介电性能的微波介质陶

瓷。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12

基于病理学图的心肌纤维化自

动评估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腾 2018303329

马泽红

/2018303081

,张泽远

/2018303155

,杨子煜

/2017300527

谢辛

舟,谢

松云

副教

授,教

授

1010

本项目基于病理学图，利用降采样等方法在大规模图像中

提取心肌区域ROI，对心肌区域进行聚类分析，期望能够快

速准确地区分心肌染色细胞与纤维化的胶原，从而进一步

计算出胶原体积分数（collagen,volume,fraction），

帮助医生对病情做出判断。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13

三秦风华赏——基于自媒体的

陕西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思岚 2018303448

强蓉

/2018303446

,赵浩翔

/2018303456

,刘震豪

/2018303414

,宁萌

/2018303447

禹杭
讲师

(高校)
0502

陕西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文化优势独特，这对

海外民众有着天然吸引力。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为陕西文化

对外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本课题拟在分析陕西文化

对外传播现状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借力自媒体提高陕西文

化的对外传播能力。与此同时，本课题还尝试将研究结果

付诸实践，即创作以多语言为载体、以介绍陕西文化为主

题的自媒体内容，以此观察自媒体平台在陕西文化对外传

播上的效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14

基于系统辨识的叶轮机叶片颤

振预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振坤 2018301489

贾新凯

/2017301603

,张静静

/2019301720

,郝雨田

/2019301547

,程炜

/2019301749

黄璜 副教授 0820

颤振是航空发动机叶片在气动力作用下发生的自激振动，

可导致叶片寿命降低甚至断裂。准确地预测颤振边界是航

发研制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科学技术问题。随着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的兴起，基于数据驱动的仿真方法在流体领域得到

应用。系统辨识是一种基于数据驱动仿真方法。本项目首

先通过系统辨识方法建立航发叶片振动的非定常气动力降

阶模型，然后研究叶片的振动模型，最后建立叶片与其绕

流空气耦合系统的气弹特征值模型，分析其颤振稳定性。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15

具有低频声吸收特性的杂化声

学超表面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茹荷 2018302557

宋欣颖

/2018302574

,张佳泫

/2018302580

尹剑波 教授 0702

本项目提出一种基于硬质共鸣腔结构的低频声学超表面，

并通过杂化手段（叠加或耦合各个腔结构单元）拓宽吸收

带，运用杂化共振与阻抗匹配等原理实现厚度下对低频声

波全吸收，在现有的腔结构的基础上提出能用于水下的独

特的腔结构，解决目前基于膜共振结构无法在水下承力的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16

孔隙率对SiCf/SiC复合材料的

力学性能及阻氚性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吉亮 2017301374

丁旺

/2017301373

,贾文琪

/2018301372

卫冲
讲师

(高校)
0801

针对CVI法制备的SiCf/SiC复合材料孔隙率高，影响材料

本身的阻氚性能这一问题，本项目拟采用三代SiC纤维制备

纤维预制体。编织成型后，首先采用CVI法制备含有热解炭

界面的半致密化粗胚，然后采用NITE工艺致密烧结工艺制

备SiCf/SiC复合材料。通过控制制备参数来调节

SiCf/SiC的孔隙率，达到较理想的致密度。最终揭示孔隙

率对SiCf/SiC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及阻氚性能的影响机理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17

基于多源数据的大学生心理压

力监测预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禧春 2018302262

赵师瑶

/2018302285

,唐涛

/2018302263

,谷泽生

/2018302276

,吴艺煌

/2018302284

倪红波 副教授 0809

通过收集大学生智能穿戴设备数据、手机使用数据以及当

前经历的压力事件等多源数据,提取其行为特征,刻画其客

观表现,并由此设计分类算法准确识别学生阶段性心理压

力,并建立广义线性混合模型预测学生心理压力水平,实现

基于多源数据的大学生心理压力监测及预警的目的。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18

新型水溶性高分子核酸递送体

系及其在RNA治疗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利 2018303387

金春霖

/2019303551

,邵浩楠

/2019303580

,KAMBAROVA,

SOKHIBABONU

/2018380118

田野,

邓旭东

讲师

(高

校),副

教授

0710

以往的RNA疗法十分受限，有成本高昂，不确定性等缺点。

本项目提出了一种运用新型水溶性聚阳离子型高分子聚乙

烯胺（PVAm-1100）递送小ncRNA的方法，该高分子为商业

化大宗化学品，具有经济、有效、低毒的特点，将极大提

高RNA递送效率，降低治疗成本，增强治疗效果。本项目将

为RNA递送提供新型载体，为RNA疗法的开发提供强有力的

技术支持。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19

面向新型空空导弹飞行试验的

大机动靶标飞行器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弋可行 2018300584

董皓含

/2018301353

,田浩东

/2018300592

,李瑞辰

/2018300590

董敏周 副教授 0820

项目内容主要为模拟一种具有大机动，高性能，能够尽可

能逼近实战效果的靶机。参考国际上现有的靶机进行设

计，在现有的技术上加以改进和创新，使用datcom等软件

对靶机进行模拟。采用气动隐身一体化设计避开雷达，应

用微型喷气发动机以及自控技术实现大机动，尽可能的模

拟出实战效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20

基于相对测量的无人车分布式

编队控制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祁荧生 2018302028

徐同凯

/2018302049

,狄旷宇

/2018302030

,刘博兴

/2018302029

,张泽正

/2018302027

侯晓

磊,兰

华

讲师

(高

校),副

教授

0808

本项目拟以常见的基于Ackermann转向的无人车为载体,利

用视觉传感器、激光雷达等传感器实现无人车的相对位置

的测量,进而开展基于相对位置测量的无人车编队控制系统

的研究,最终提出一套基于激光和视觉信息实现相对位置测

量的无人车分布式编队控制系统,并完成相关的算法的仿真

验证以及在无人车平台上的实验验证,为实现无人车编队控

制系统的实用化应用提供理论支撑和工程应用的技术支持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21
智能盲人避障拐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思颖 2019301848

汪子宸

/2019300808

,邹声健

/2019303319

,杜泽安

/2019301775

,黄靖雯

/2019302053

何建华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基于超声波探测技术、单片机控制理论研究、智能

语音反馈，双目摄像技术、实时定位等多种方法，综合盲

人行为需求，设计了一款智能拐杖能通过超声波与双目摄

像探测得到道路状况信息，经系统综合分析后对盲人进行

语音提醒，结合独特的工艺设计帮助盲人避障。再辅以定

位功能，更全面地保障盲人安全，帮助盲人生活。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22

设计扶贫背景下的耀州区“奶

山羊小镇”产品包装创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谷雨 2018301312

韩晨静

/2018301315

,程国婵

/2018301287

,雷婉霞

/2019302353

,杜炎明

/2018303357

陈丽伶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顺应设计扶贫背景,针对耀州区为解决脱贫问题实施

的“奶山羊小镇”计划,为其设计一系列包装。既需要体现

产品特色有设计感,也要解决产品运输、产品储存、产品货

架摆放以及顾客拿到产品之后使用这整个过程带来的系列

问题。深入了解关庄镇奶山羊养殖现状,结合当地文化历史

民俗等设计具有地区特色的奶产品包装,帮助小镇脱离为大

厂家供货的现状,建立自己的特色品牌,实现为乡镇村民带

来更多收入。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23
区域分布式物联防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小可 2018303091

赵广宇

/2019302152

,刘翔瑞

/2017301457

,彭湃

/2019300679

,王迪

/2018303113

赵晓南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旨在开发一种区域性的分布式物联网防疫系统，通

过设备终端完成对区域内重点疫情防控位置的监测、消

毒，通过网络软件后台进行疫情信息的收集、智能分析和

管理防治。从机械、硬件、软件三个方面进行智能化疫情

防控系统的创新研究，最终形成一套功能完备、应用效果

好、成本低廉的防疫系统。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24

抗水腐蚀SiCf/SiC复合材料的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梓健 2018300922

杨佳艺

/2018300896

,王梦园

/2018300893

,薛韶璞

/2018300919

,喻阳

/2018300921

刘永胜 教授 0804

针对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用SiCf/SiC复合材料高温抗水

腐蚀性

能差，使用寿命较短问题，提出研制抗水腐蚀性能优异的

含稀土SiC陶瓷基体材料，重点研究抗水腐蚀改性后

SiCf/Si-Y-C复合材料的基本力学行为和高温抗水腐蚀性

能及机理，为研制出高温抗水腐蚀性能优异的SiCf/Si-Y-

C复合材料奠定基础。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25

多相自修复高性能聚丙烯酸酯

弹性体的制备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晨焱 2018303619

严鑫涛

/2018303588

,奚梦珍

/2018201026

,杜沛

/2018303658

张秋禹 教授 0804

自修复弹性体作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为了满足各种应用

的要求，研制同时具备自主自修复能力和良好力学性能的

弹性体成为学术界的重大课题。通过制备ABA三嵌段共聚物

可实现热塑性聚丙烯酸酯弹性体的机械增韧同时不损害其

自修复性。其中A块是短的同质聚丙烯酸(PAA)，B块是丙

烯酸和丙烯酸正丁酯的随机共聚物，用P(AA-rnBA)代表。

通过改变由羧基形成的物理交联的密度，进一步提高多相

设计的抗拉强度，提高断裂能。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26

高升阻比Licher双翼在不同流

场结构下的气动弹性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泽帅 2018300486

刘翕然

/2018300213

,郝宏炜

/2018300215

,秦刘震

/2018300333

,翟邵康

/2018300357

叶坤,

叶正寅

助理研

究员,

教授

0801

本项目主要基于CFD数值模拟技术，在利用智能优化算法优

化二维Licher双翼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气动弹性特性

分析方法，运用数值模拟技术，分别研究在无粘与有粘条

件下，不同马赫数下Licher双翼的气动弹性参数，最后总

结分析数值结果，归纳出Licher双翼在不同流场结构下的

气动弹性特性。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27

基于浅层神经网络的单目自主

飞行四旋翼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馨宇 2019302634

李程炫

/2018301552

,赵帅帅

/2018301553

,薛宇琦

/2018301554

,高雪

/2017302904

赵晓南 副教授 0809

我们将制作一个无人机，并将其用于算法研究上。同时我

们将开发自主飞行及避障算法，并将其集成到四旋翼无人

机控制上。算法采用神经网络的方法，通过反向传播方法

训练优化模型。在测试时，将摄像头传入的视频流喂入网

络，实时地输出此时的碰撞概率以及预测转角，在碰撞概

率大于某阈值的时候，就要采用避障模式，通过相应的算

法，将网络的实时输出转化为控制参数，以此来实现四旋

翼无人机在复杂有障碍环境下的全自主飞行。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28

基于北斗的校园智能无人车设

计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霖佯 2018301815

张玉鹏

/2018301822

,米浪

/2018301818

,姜战

/2018301828

赵宏伟 副教授 0807

利用实时差分定位(RTK)技术，实现高精度的无人车自动

控制，可用于校园快递、外卖配送等。主要技术包括北斗

实时差分定位技术，采用matlab和FPGA平台进行仿真和设

计实现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29

Hf基超高温陶瓷复合材料力学

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清杜 2019300611

崔毅伟

/2017301332

,李琳方

/2019300595

,宋佩伦

/2019300610

,王炬

/2019300612

冯涛 副教授 0801

本项目针对开发耐超高温高性能防热结构材料设计难题，

在纤维表面制备碳界面相来弱化纤维与基体间的界面，保

证纤维与基体间的结合力适中，在基体发生损伤时，抑制

基体裂纹扩展至纤维，提高超高温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力学

性能。重点研究带有碳界面相的碳纤维对复合材料的微观

结构和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明确带有碳界面相的碳纤维

在复合材料中的增韧机理，为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的

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30

新型受体的设计合成与可控功

能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晨丁 2018302692

苗星

/2018302701

,王欣敔

/2018302702

,赵冷锐

/2017301100

,郑琬弋

/2018303535

李学香 副教授 0703

与传统的无机电子材料相比,有机分子导体由于具有独特可

调控的分子结构、光电性能和自组装行为,故可以应用于有

机光伏电池、光电二极管等领域。鉴于此,本项目拟从目前

一类重要的功能有机分子入手,设计和合成一类新型酰亚胺

受体,并通过化学掺杂和化学修饰调控其结构、光电性能和

分子间相互作用；测定其物理学性能进一步阐明其分子结

构、性能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相应电子元件的开发奠定理论

和技术基础。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31

基于深度学习的遥感图像场景

分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戴逸 2018300135

范洪加

/2018300030

,陈雨禾

/2018300072

,王泽禹

/2018300011

李映 教授 0809

本项目旨在于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的遥感图像分类方法，分

析现有数据集存在的缺点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一个更新后

的数据集，以弥补相关缺陷，同时，对现有CNN存在的由于

尺寸不变性问题利用MSP方法进行修正，构建一个使用预训

练的数据集和MSP方法的卷积神经网络的模型，并将训练好

的模型用于实践。本项目研究成果可应用于交通旅游、地

质调查、灾害监测、城市规划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与较高的应用价值。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32
旋转调节式Z型防倾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敬堉 2018301188

王鹏维

/2019302920

,刘昊宇

/2019301469

,冯帆

/2019301468

,张赫然

/2018300207

周丹文
高级工

程师
0803

一种通过旋转钢片弹簧工作角度调节防倾杆防轻刚度的

FSAE赛车后悬架防倾系统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33

Nb-Si基超高温合金/MoSi2涂

层界面SiC阻扩散层的制备与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修琪 2018303557

余璟玥

/2018303458

,李宗谦

/2018303502

,郭皓天

/2018303562

,张一弛

/2018303554

乔彦强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拟用磁控溅射法制备SiC作为界面阻扩散层，通过工

艺优化，在Nb-Si基超高温合金上制备出厚度适中、致密

且界面结合良好的MoSi2涂层，提高涂层的抗氧化性。为

解决由于涂层和铌基合金之间的相互扩散，过渡金属-硅化

物涂层系统的高温运行导致结构转变，从而导致涂层迅速

退化和失效的问题提供新思路。提高航空发动机耐热部件

、各种工业燃气轮机热端部件、核电耐热部件用铌合金的

服役寿命和工作温度。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34

软体仿生复杂精细结构的3D打

印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俊 2019301089

周喆

/2019301091

,王润泽

/2019301084

,侯星宇

/2019301248

傅莉,

张彪

教授,

副教授
0804

近年来，软体机器人/驱动器由于其出色的与复杂环境的适

应能力和人机交互能力而被广泛应用，但其中的3D打印弹

性体存在依然存在机械性能和种类单一、软体机器人脆弱

易损坏等问题。鉴于3D打印自修复弹性体在实现可灵活设

计、复杂控制和多次使用的柔性驱动器的巨大潜力，本项

目拟根据仿生学，开发出通过3D打印的自修复的软体材

料，该材料可用于制造柔性电子元件，并深入研究该材料

在柔性驱动器以及我校的三航方面的应用。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35

巨噬细胞对爆炸冲击的响应规

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亚伟 2019303546

许桢邦

/2018301505

,吴雯敏

/2018301021

张弩,

杨慧

副教

授,教

授

0710

在战争及日常生产中，爆炸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对爆炸

冲击伤者治疗中往往忽视原发性冲击损伤，免疫系统在冲

击损伤修复中的相关变化不是很清楚，严重制约了特种医

学对冲击损伤的救治和康复干预工作。本项目拟以巨噬细

胞为研究对象，从不同层次研究观察巨噬细胞冲击响应变

化规律，明确巨噬细胞在损伤修复过程中的定位和作用，

揭示和完善原发性冲击损伤导致机体免疫反应的机理，为

特种医疗应对爆炸冲击损伤的救治提供理论指导。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36

基于视觉的空间目标惯性参数

辨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梓良 2018300651

夏亦业

/2018300662

,王佳嵘

/2018300658

,孔祥

/2018300659

马卫华 副教授 0820
目的：研究非合作目标的姿态确定算法，并可以借此确定

非合作目标的运动惯性参数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37

光遗传刺激在帕金森病态神经

网络的动力学调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方越 2018302489

单文煊

/2018302468

,李瑶

/2018302467

,陈玮琦

/2018302641

,马睿泽

/2018301467

张红慧 副教授 0701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中老年人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其

发病机制至今尚未明确。光遗传技术整合了光学、遗传学

、计算机科学、基因工程、细胞生物学、电生理等学科，

彻底改变了我们探索脑回路的神经科学实验方式。该项技

术目的性强、精确度高，在脑科学、神经科学等领域广泛

应用。通过深入大脑内部相关环路探明脑疾病病理生理的

神经回路基础，有望通过光遗传学的理论模型研究与生理

实验研究相结合等方式得到解决。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38

基于多视点图片的个性化人体

3D模型构建与视频运动行为检

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辰旭 2019302444

江嘉熙

/2019302434

,张越

/2019302449

,季昕泽

/2019300011

,袁浩程

/2019300043

姜学

锋,王

庆

副教

授,教

授

0809

通过基于深度学习的模型重建和运动分析,大大简化了建模

的过程,缩短了建模的时间,建立更具个性化的人体3D模型

。同时,采用神经网络从多视点图片中识别人体模型的细微

结构信息,减少信息在由2D向3D的转化过程中的损失,提高

转化效率。最后,识别视频中的人体动作信息,让构建的3D

模型动起来。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39

单缸内燃机结构原理与性能分

析虚拟仿真实验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怡欣 2017301121

刘雄英

/2017301127

,胡惠玉

/2018301143

,孙荣璟

/2017303058

,苏畅

/2018302716

王琳,

苏华

副研究

员,副

教授

0802

本研究项目主要是开发一个以单缸内燃机为研究对象的虚

拟实验系统,研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内燃机的拆卸和装配,

相关机械设计机械原理知识提示,有限元分析结果显示,数

据库管理,双向交互等内容,希望建立一个沉浸性佳,教学意

义丰富的高质量虚拟实验平台,并希望有机会投入试教学。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40

技术特征对用户参与社会化商

务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予欢 2018302860

王涛涛

/2018302803

,侯雨妍

/2018302804

,赵培钰

/2018302827

,董爽爽

/2018302861

董雪艳
讲师

(高校)
1208

针对技术特征如何影响用户参与社会化商务行为的问题，

同时考虑技术的使能性与抑制性两个角度，构建感知信息

诊断性和感知信息欺骗性为中介的理论模型，并分析其影

响机理；同时为分析其边界影响效果，构建技术的使用阶

段、用户参与阶段、任务信息复杂性等权变因素为调节的

理论模型，并分析其影响机理。项目有助于全面地剖析社

会化商务情境中的技术特征、以及深入地解释在技术的使

用下，用户参与社会化商务的驱动过程和驱动机理。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41

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室内定位

模块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童 2018301797

张文瀚

/2018301794

,王庚辰

/2018301799

,王芳琪

/2018301800

张怡 教授 0807

本项目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实现利用WIFI对室内客户端的定

位功能，项目研究在分析RTLS协议后，通过数据预处理减

小距离、多径、衍射、散射以及环境产生的干扰，并针对

不同的场景，通过分析其信号特征设计不同的数据处理算

法，以提高场景识别准确度和定位精度，最终得到兼容性

较强的定位系统软件，实现在室内环境的下多场景同时定

位以及多客户端并发定位。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42

基于异构文献网络表示学习的

智能推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泽 2018302089

王俊彦

/2018303002

,章值萍

/2018303122

,林顺涛

/2018303137

蔡晓

妍,杨

黎斌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9

本项目以异构推荐网络表示学习为研究背景,研究基于异构

推荐网络表示学习的个性化推荐技术。结合引文推荐网络

的实际特征进行模型的构建。深入分析学术文献数据集包

含的作者信息、文献信息等多维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构建

异构文献网络。并且融合异构文献网络的网络结构、节点

内容信息以及作者节点信息,建立异构文献网络表示学习模

型,形成引文推荐网络表示学习模型,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引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43

镍基单晶高温合金的激光修复

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松 2018302572

邓浩宇

/2018302571

,裴若宸

/2018302581

,邓业川

/2019303710

雷晓维
讲师

(高校)
0702

本课题拟采用激光熔覆技术与定向凝固技术对DD6镍基单晶

高温合金采取单晶修复，研究激光熔覆过程中的枝晶生长

行为,获得单晶枝晶外延生长的条件，进一步研究工艺参数

对枝晶生长的影响,获得合适的工艺参数范围，并对得到的

修复DD6镍基单晶高温合金后采用EBSD技术对其单晶性能

进行评价。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44

基于频谱扩散的水下螺旋桨分

布式降噪布局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自远 2018300867

李贺远

/2018300866

,向峻雨

/2018300856

,王秋雨

/2018300868

,韦宇晶

/2019300474

王晨,

王敏庆

讲师

(高

校),教

授

0819

目前，在水下航行器的推进技术中，螺旋桨推进具有机械

损失小且效率高等优点，因此国内外的无人水下航行器大

多都采用螺旋桨推进的方式。但其自身亦有噪声较大的缺

点，我们于是希望通过使用用多个小推力螺旋桨来替代传

统的一个大推力螺旋桨以实现降噪的目的。最后，我们希

望通过研究多个小螺旋桨的分布式布局和转速参数调控的

影响规律，降低螺旋桨推进的噪声，实现水下航行器的静

音推行。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45

零/负热膨胀结构的设计与变

形调控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敏 2017300413

王思远

/2017300297

,张欣宇

/2017300299

,施清扬

/2018300428

,赵典

/2018300477

李彪 副教授 0801

实现零/负热膨胀结构的设计和制造，对保持精密仪器和装

置的使用精度、保证工程结构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本项

目拟开展基于双层材料梁的零/负热膨胀结构设计方法和变

形调控机理研究。通过点阵结构设计，实现热膨胀系数的

大范围调控，并保证结构具有高强度、高刚度、强稳定性

等优异的综合力学性能；采用双材料3D打印技术试制样

品，通过热变形试验和热-力耦合试验验证结构设计方法的

有效性。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46

面向消息短文本的社交网络关

系识别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季傲 2018303072

刘佳辉

/2018303075

,高漪澜

/2018303065

,苏萌

/2018303084

,钱卓

/2018303085

殷茗 副教授 0809

对社交网络中的社群进行分析，构建用户身份伪装识别的

相关研究过程，从用户信息文本中提取关键信息，并从中

提取角色社会关系和关系特征词。对关系关键词进行分类

。通过新的DTK算法，从获取人际关系的关系特征词，对于

得到的大量关系特征词用创新FW算法判断筛选，选出相关

性最高特征，建立社交网络数学模型，并区别关系强度，

生成可视化深层人物关系图，并进一步对用户关系进行深

层次挖掘和识别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47

人工智能在环状高分子运动研

究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艺方 2018303601

卢昊宇

/2018303602

,李嘉煊

/2019303653

,张怀予

/2019301288

,赵煜墨

/2019301269

孟庆勇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针对环状周期大分子体系的量子动力学算法，提出

新的约化方案，通过对标准模型进行修正以大幅减少计算

量。本项目将探讨，环状高分子的运动可以通过约化而成

为基体小分子运动的量子力学精确解。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48

基于碳氢燃料的斜爆轰发动机

起爆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圣安 2018301413

黄鑫

/2018301402

,何金洋

/2018301399

,彭天意

/2018301407

项高翔
讲师

(高校)
0820

本课题采用考虑C2H2-Air基元反应的数值模拟方法对真实

飞行状态下有限长斜爆轰模型的起爆机理进行研究，并研

究在宽速域和不同当量下斜爆轰发动机的流场特性。实现

对斜爆轰发动机起爆机制的准确预测。这一成果将对新型

吸气式高超声速推进系统的研发起到关键性作用。理进行

研究，并研究在宽速域和不同当量下斜爆轰发动机的流场

特性。实现对斜爆轰发动机起爆机制的准确预测。这一成

果将对新型吸气式高超声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49
低轨卫星集群的多址接入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顾禧龙 2018301871

蒋俊

/2018301874

,陈广炎

/2018301770

,吴岳

/2018301872

,张腾达

/2018301769

赵宏伟 副教授 0807

低轨卫星星座的建设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低轨卫星系统

的投入运行，地面关口站或控制中心需要与大量的卫星进

行通信，而现有的星地信息传输方法难以满足大过载卫星

的通信需求。本项目针对海量卫星的多址接入方式展开研

究，重点研究码本设计方法、SCMA的低复杂度译码算法等

技术，研究工具主要为Matlab仿真，DSP/FPGA嵌入式设计

等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50

基于配位驱动的钯、铂金属气

凝胶的制备及其电催化性能表

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伟华 2017300074

唐雅睿

/2017300061

,梁云燕

/2017300928

,刘浩然

/2018300066

,王瀚铭

/2017300201

文丹 教授 0804

本项目拟利用预制金属纳米颗粒凝胶化的合成策略，通过

分子催化剂铁卟啉（FeTPyP）与金属纳米颗粒之间的配位

作用，分别以铂、钯纳米颗粒为基本纳米单元，可控地组

装形成两种金属气凝胶，并表征两种气凝胶电催化ORR反应

的性能。本项目的研究将为贵金属气凝胶的合成与催化性

能的提升提供新的思路。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51

搅拌摩擦加工改性冷喷纯铜涂

层的微观组织及力学性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云路 2018303496

王笑晗

/2018303492

,胡霖翔

/2018303503

,覃天

/2018303657

杨夏炜 副教授 0804

采用冷气体动力喷涂工艺制备纯铜涂层，并对其进行搅拌

摩擦加工改性，然后对对改性后纯铜涂层的表面微观结构

和力学性能进行表征。拟解决的问题是针对在冷喷涂工艺

制备纯铜涂层过程中图层表面出现一定的多空性质的现

象，探究搅拌摩擦加工改性对于降低此类涂层表面孔隙率

以及相应的表面性能提高所起到的一定作用。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52

基于深度学习的弱小目标检测

和识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誉哲 2018300052

薛鸿飞

/2019300066

,金轲

/2019300057

,郑鹏程

/2019300072

高山
讲师

(高校)
0809

本项目利用人工智能中的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算法，搭建一

套面向无人机平台的弱小目标检测和识别系统。融合多源

信息设计特征提取网络，完善目标分类算法，在保证检测

的速度前提下，探索多种网络结构的搭建方式，实现弱小

目标的特征提取，检测识别和定位。本项目依托无人机技

术，做到网络模型设计，实际应用，算法验证的全方位研

究。为本科生熟悉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无人机前沿技

术等提供全面的研究和实践平台。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53

FSAE赛车轮毂中央锁止螺栓系

统的设计与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代蕤恺 2019301336

曹书瑄

/2018303278

,潘珂璇

/2019301549

田卫

军,程

岗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一

级实习

指导教

0802

为了提升传动系统的性能，改善赛车的动力性，减轻赛车

重量，本项目拟通过“中央锁止螺栓”的方式，改变轮边

系统布局方式，以改善多螺栓连接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赛车检修困难问题以及车体质量过重等问题。同时增大制

动盘的有效面积，提高FSAE赛车的制动表现。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54

硫代硫酸盐自养反硝化与

Anammox耦合生物脱氮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竑洋 2017302743

王星烁

/2017302742

,朱小童

/2017302499

，刘宜松

/2017303325

钱进 副教授 0825

Anammox工艺具有低能耗、无需外加有机碳源、污泥产量

少以及无/低温室气体N2O 排放等优点。该反应以亚硝氮

为电子受体、氨氮为电子供体在缺氧条件下生成氮气和部

分硝氮的自养过程。但在实际应用中,Anammox反应进水中

11%的总氮会转化成硝氮,导致出水总氮不达标。在此研究

背景下,本项目建立以S2O32-为电子供体的自养反硝化与

Anammox 耦合体系的生物脱氮体系。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55

基于工业设计的增强型智能辅

助外骨骼外观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鑫 2017301212

孙琛钰

/2016303514

,樊雨昆

/2017301209

，董宏宇

/2017301211

于明玖 副教授 0802

作为机器人领域的一个分支,外骨骼机器人的研究从上世纪

70年代开始从未断过,国内外各大高科技企业和机构,比如

三星、哈佛、松下、Festo等也早已入局外骨骼机器人研

发。无论是巨额的工伤成本,还是现代化社会的进行时,这

种可助力的动力外骨骼系统无疑在未来会有着巨大的潜在

应用市场,预计到2026年,全球外骨骼机器人产业将达到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56
未来5G网络安全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泽辰 2018301867

赵炎

/2018301870

,王禄茗

/2018301878

,张淑智

/2018301860

,马少博

/2018301861

梁微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拟研究无线安全网络架构下的频谱接入技术，需要

考虑以下三方面因素。用户规模：5G通信支持高密度用户

场景，需要考虑认知用户各自的QoS需求和授权用户的权

限，进行频谱资源的优化分配；用户服务质量：网络高速

、低时延传输特性要求在频谱接入时考虑认知用户的服务

质量和服务公平性。网络资源优化：考虑开发新技术在5G

网络的实用性，有效提高频谱利用率，频谱接入需要考虑

每个用户的时延、能量和功率等限制条件，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57

多无人机编队及避障控制技术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陶文广 2018300545

高宇

/2018300543

,张亚云

/2018300554

,樊泽鹏

/2018302347

,赵磊

/2018303025

方洋

旺,程

昊宇

教授,

讲师

(高校)

0820

通过研究动态条件下的集群无人机任务分配方法和复杂条

件下多无人机密集编队技术，以期解决无人机密集编队飞

行的一致性问题、实时避障问题和跟踪控制问题。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58
全景化虚拟会议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朵朵 2018301965

李彦波

/2018302060

,秦宾阳

/2018301980

,郭继轩

/2018302137

,董宇祥

/2018301982

杨峰 副教授 0808

该项目旨在构建出一个全景化虚拟会议系统,使得与会者可

以通过该系统和一定的硬件设施以虚拟人多形式进入由

unity构成的3D全景化虚拟空间中,通过Kinect对人物信息

进行采集,可实现虚拟人在虚拟空间中的基础动作与基础表

情,以此来实现参会者之间的语音与肢体交流。与此同时,

借助虚拟现实技术,与会者可以操纵虚拟会议空间中虚拟物

体,如可以虚拟空间中投影仪实现信息共享,以此来展开群

组间的协作工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59

海洋声学调查专用声源智能投

弹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磊峰 2018300864

曹恒恒

/2018300870

,程晨

/2018300871

,乔木

/2018301110

,王巨平

/2019300987

李辉,

杨秋龙

副研究

员,副

研究员

0819

海洋声学调查被广泛应用于海洋探测及自然灾害预报中，

但传统的载人调查船集成声学探测设备产生的距离误差，

爆炸弹的入水姿势等因素都会对声学调查产生影响。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60

基于非富勒烯受体光伏电池活

性层共混相调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剑锋 2018303232

王华章

/2018303230

,王嘉璐

/2018303220

,张琦

/2018303288

,桂玉龙

/2018303308

梁秋菊 副教授 0807

光伏电池中活性层中共混相含量及组成直接影响激子扩散

、电荷转移态分离及载流子传输等光电转换过程。本项目

围绕如何调控共混相这一主题，拟开展三方面研究：（1）

将溶液状态与成膜动力学相结合，实现共混相含量调控；

（2）独立控制共混体系中给体与受体结晶，实现共混相给

受体比例的调节；（3）揭示共混相含量及组成对电荷转移

态分离效率、载流子传输、单分子及双分子复合等影响，

阐明其与器件光物理过程间的关联。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61

关于倾斜式襟翼几何分解与翼

型气动性能的关联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夏茹 2018300222

刘佥

/2018300237

,徐禧龙

/2018300226

,亢泽龙

/2018300235

,梁欣

/2018300401

郝礼书 副教授 0820

在现代飞机设计中，高效的增升装置是改善军用和民用飞

机性能的关键。Gurney襟翼作为一种简单有效的流动改善

装置被大量采用，其在不同的几何参数下，对翼型气动力

的影响也大不相同。本项目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倾斜

式Gurney襟翼的几何分解与翼型气动性能之间的关系进行

分析研究。运用数值模拟方法分别计算倾斜式Gurney襟翼

及水平和垂直构型对翼型气动性能的影响，并通过拟合分

析手段探究三种构型气动性能与几何投影之间的关系。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62

基于单目机器人视觉的三维重

建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宇博 2018302289

彭伟聪

/2017300769

,陈汉强

/2019300949

,马镜博

/2018302200

,郑思琦

/2018302888

黄国胜 教授 0809

本项目旨在开发出一种适应单目机器人的三维重建算法,通

过机器人获取的图像,构建出周边的三维环境,并以此指导

机器人的行为,实现更精确的控制。该项目以研究三维重建

技术为核心,在机器人的基础上,通过单目视觉来获取数据,

首先获取图像序列进行初始标定,在标定完成后,根据图像

上的特征点,先重建射影空间,然后根据得到的摄影空间,还

原出欧式空间,从而实现对三维空间的重建。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63

ERK在电纺材料孔径调控巨噬

细胞炎性因子表达中的作用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成端瑞 2018303394

高山

/2019303572

,姚震

/2019303587

赵雯 副教授 0826

本研究拟揭示ERK通路激活在电纺材料孔径调控炎性因子表

达中的作用，对生物材料优化设计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也

对提高生物材料的组织修复和重建效果具有现实意义。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64

高性能钙钛矿-纳米晶（量子

点）复合发光薄膜的制备及其

应用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一凡 2017301032

王昊

/2017300897

,陈昕阳

/2017300905

,谢文轩

/2017300892

佟宇 教授 0804

为推进钙钛矿LED的实际应用性，亟需提升钙钛矿LED的稳

定性。基于这种现状，本项目拟将化学性质稳定的无机发

光量子点或氧化物半导体纳米晶引入到钙钛矿薄膜中，使

纳米晶聚集在钙钛矿的晶界处或镶嵌在薄膜内部钝化缺

陷，形成钙钛矿-纳米晶（量子点）复合发光薄膜从而提升

钙钛矿薄膜的稳定性，为制备具有高效率和高稳定性的钙

钛矿基LED提供基础。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65

输煤设施多相除尘系统及其智

能化控制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沛源 2019301585

江珉奥

/2019301581

,梁涵

/2019301583

,丁润泽

/2019301576

,徐小晓

/2019301591

陈福振 副教授 0805

本项目意在改进现有的煤厂除尘技术，加入智能化控制系

统，使得除尘系统可以在粉尘不同浓度下自动切换除尘装

置，达到最大性价比除尘问题，在节约能源的同时达到保

护环境的目的，保护好“绿水青山”。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66

新型外套筒装配式钢管混凝土

柱节点悬链线效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天翼 2018301384

刘耀坤

/2018301382

,孙艺芹

/2019303360

,雨佳

/2019300594

陈昌宏 副教授 0810

在装配式钢管混凝土结构中,梁柱节点对结构承载力和抗震

性能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在大变形时，梁将产生悬链线效

应来继续承担外部荷载。本项目基于ANSYS软件和现有的

装配式钢管混凝土节点体系，着重研究新型外套筒装配式

钢管混凝土柱在不同的梁柱节点形式下对悬链线效应的影

响，以确定出一种较好的梁柱连接节点形式，使其具有更

好的耗能能力，从而提升结构稳定性和减少连续性倒塌的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67

自动变焦液体透镜的光学性能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俊杰 2018302659

汪于翔

/2018302660

,陈欣怡

/2018302645

,张思源

/2018302657

张维,

邸江磊

讲师

(高

校),副

教授

0702

本项目旨在通过模拟人眼晶状体的光学结构，设计并制备

双层薄膜液体透镜。研究可调双凸液体透镜在仿生人眼结

构中的作用机理，进而建立并验证仿生人眼成像理论模型

。通过分析集成化、可调的双凸液体透镜在光学理论设计

、光学材料、制备、光学性能表征中存在的困难和解决方

案，最终实现一个具有快速精确变焦的自动变焦液体透镜

光学系统，并探索其在立体视觉、自适应光学中的应用。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68

星载网状反射面天线赋形设计

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昊华 2018301814

张彤

/2017301948

,李泽卿

/2017301947

,王磊

/2017301950

,王晨曦

/2017301956

宗亚雳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针对柔性反射面天线的固有结构特性制约其赋形能

力的瓶颈问题，拟结合其结构特点，研究基于机电集成优

化设计的波束赋形方法，通过改进现有反射面支撑结构来

实现凸凹起伏的赋形反射面形状。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69

基于神经网络的学术论文行文

指导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昌骏 2018303209

陆照空

/2018303207

,高子琦

/2018303208

,王锦涛

/2018303215

张涛 副教授 0809

针对初涉论文写作者的种种易犯错误，利用神经网络技术

对自然语言进行处理，致力于为广大本科生、研究生以及

其他有需要的人提供论文分析报告与行文指导。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70

空心碗状纳米反应器的构筑及

其在高比能锂硫电池中的应用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宇翔 2018303526

杨贝宁

/2019303726

,吴思佳

/2019303687

,张都

/2019303682

梁瑾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拟设计空心碗状纳米反应器，采用多层级结构设计

理念将具有高固硫性能和多程导电框架的空心碗状碳模板

与具有高Li+与电子传导特性的过渡金属材料进行优势复

合，构建一种新型的高振实密度纳米反应器，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71

基于神经网络的悬浮隧道涡激

振动响应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帆凯 2018302505

吕俨恒

/2018302522

,刘胜强

/2018302378

李义强
助理研

究员
0701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来源于指导老师主持的“悬浮隧道工程

技术研究中数学计算分析研发”横向项目，所研究的问题

来自实际工程，在数学中得到解决后，又回到工程应用上

去。具体内容为研究悬浮隧道中的涡激振动，设立物理模

型，以及参数反演无法物理测量的参数等等。预计成果为

一个应用于工程的软件，以及一篇发表于期刊的论文。指

导老师将全程跟踪项目进展，为项目提供科研平台、技术

支持和一定的经费支持。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72
四旋翼无人机编队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逸龙 2018300790

曹星宇

/2018300788

,贾祖睿

/2018300789

,周天骏

/2018300787

,梁紫柠

/2018301661

唐成

凯,张

玲玲

副研究

员,助

理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07

本课题的主要目的就是令四旋翼无人机群在任意初始位置

下，能够快速、准确的形成队形，并且稳定保持所给定的

状态。整合所有无人机的功能，弥补各单机的缺陷，提高

整个系统的容错性。通过各单机的配合协调，来完成单一

无人机无法完成的任务。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73

RGO改性Ti3C2Tx复合吸波泡

沫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若辰 2018301064

陈睿

/2018301059

,董静伟

/2018301065

,李伯年

/2018300963

,李天翔

/2018301036

范晓孟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针对新型电磁波吸收材料的需求，制备一种工艺简

单、密度低以及吸收频带宽的吸波泡沫。以新型二维材料

MXenes为骨架结构，以还原氧化石墨烯

（Reduced,graphene,oxide,RGO）为粘合剂，通过静电

自组装以及冷冻干燥法制备Ti3C2Tx/RGO复合泡沫，研究

RGO的含量对Ti3C2Tx/RGO复合泡沫吸波性能的影响规律。

研究结果可申请发明专利并发表学术论文。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74

基于柔性材料的软体机器人结

构设计及其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宇豪 2018301104

令狐少聪

/2018301102

,徐涛

/2018301105

,郭海凤

/2018301545

李玉

军,司

朝润

讲师

(高

校),讲

师(高

校)

0802

软体机器人是一种新型柔软机器人,能够适应各种非结构化

环境,与人类的交互也更安全。能够利用这种特性完成多种

人类无法顺利完成的工作。再对未知环境的探索工作中有

很大的适应性。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75

基于Lora技术的智慧农业物联

网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励行 2018301876

刘雨夏

/2017303431

,郭宇恒

/2017302836

高永胜 副教授 0807

设计一款基于LoRa传输的物联网平台，通过物联子网的多

种接入方式实现物联对象数据的监控、传输、存储、分析

、管理与反馈。利用构建的网络将分散、独立的物联对象

采集点进行联网，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一个监测点统一接入

、按需存储、数据分析、反馈提醒、资源管理的物联服务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76
智能热管理纤维纱线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尚金 2018303678

朱子百

/2018303677

,张煜恒

/2018300530

,钟杰

/2018300536

叶雅静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将研究智能热管理纤维纱线的制备，首先将通过碳

纳米管对导电纤维进行改性，获得优良的导电改性面料纤

维。然后研究改性纤维湿度与结构单元，红外线发射率与

局部电场的关心，并总结出公式组。最后系统研究材料、

结构设计和发射效率及热管理的关系。按照以上的成果制

备可以通过湿度来调节结构单元，并以此调节电场来改变

红外线发射率的智能热管理纤维纱线，应用在恶劣或温差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77

基于机器学习的多孔介质渗透

率预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业凯 2017300422

薛少诚

/2017300424

,林曦

/2017300428

,吴华林

/2017300418

徐翱 副教授 0801

多孔介质内的流体流动与物质运移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及人

类的生产生活中。因此，认识与研究多孔介质的流动现象

具有重要意义。而多孔介质固有渗透率是表征多孔介质流

体传导特性的重要参数。目前现有的一些对渗透率的预测

方法存在需要大量计算或者通用性不高的问题，我们主要

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建立了基于结构图像信息进行渗透率预

测的模型，以避免计算流体力学模拟，实现快速预测的同

时达到较高准确度。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78
飞行器智能容错控制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宜锋 2018300652

张潇予

/2018300538

,陈星宇

/2018300544

,李泽军

/2018300539

,焦佳玥

/2018300567

黄汉

桥,程

昊宇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0808

本项目着力解决无人机智能容错控制系统的设计问题，基

于深度强化学习理论，提出了一套新颖的容错控制系统设

计方法，使得无人机在自主飞行的基础上实现故障自容

错，有效提高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安全性和可靠性，有着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军事应用价值。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79

基于深度学习的SAR海洋舰船

检测的算法设计及软件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赫洋 2018302237

李彦霆

/2018302229

,沙圣洋

/2018302234

,夏志禹

/2018302236

郭睿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以高质量合成孔径雷达图像为基础,采用神经网络与

机器学习手段搭建舰船监测系统,实现远海及近岸舰船的实

时监测。取得海面舰船信息优势,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服务

生产需求,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80

基于大学生方程式赛车的电子

节气门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毅扬 2019302414

杨浩辰

/2019302419

,刘瑞龙

/2019303244

,闫文辉

/2017302141

,廖攀

/2019302413

蒋建军 教授 0808

该项目的致力于完成一套基于大学生方程式赛车的包含电

子节气门的电控系统。主要由发动机电控系统、数字仪表

系统、紧急控制系统和电子节气门控制系统等组成。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81

基于时空深度特征融合的无人

机航拍视频的目标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施沛瑶 2018300133

杨洪吉

/2017300096

,李明洋

/2018301254

,王宇轩

/2019300040

，姜权峰

/2019300088

李映 教授 0809

计算机视觉是近期很火热的一个领域。本项目数据计算机

视觉的研究领域，是基于时空深度特征融合的无人机航拍

视频目标检测，然而目前的目标检测算法大多参数量较

大，对设备的要求较高，不利于在小型设备上运行，因此

本项目旨在研究一种轻量化的目标检测算法，提高运算速

度，降低对设备的要求。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82

聚酰亚胺衬底上少层过渡金属

硫化物的可控合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佳睿 2019301242

卢超颖

/2019301253

,张豪森

/2019301259

冯晴亮 副教授 0703

聚酰亚胺复合材料通常是采用预浸料成型工艺,这些高沸点

的非质子极性溶剂在预浸料制备过程中很难挥发干净,同时

在聚酰胺酸环化期间亦有挥发物放出,这就容易在复合材料

制品中产生孔隙,难以得到高质量的复合材料。基于此,我

们引入涡旋流化学气相沉积与物理气相沉积相结合的方式

在加入石墨烯的缩聚型聚酰亚胺衬底上生长过渡金属硫族

化合物实现大面积单层薄膜的低温可控制备并对生成物的

光电特性及机械性能进行进一步研究。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83

纤维增强再生混凝土骨料投放

的细观尺度模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孟绍怡 2018301395

蒲贞文

/2018301412

,刘育嘉

/2018303281

陈昌宏 副教授 0810

本项目拟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手段，从细观角度，探讨

得出在纤维增强再生混凝土骨料投放的课题下的投放算

法，从而为细观模型的建立打好基础，应用复合材料观点

、能量观点以及宏观与细观、损伤与断裂相结合等观点，

详细探讨纤维增强再生混凝土的基本力学特性。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84

基于ROS2与Behavior Tree的

多机器人协同建图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麟 2018301211

贾旋

/2018301196

,杨裕涵

/2018301934

,李晓雯

/2019302531

,韩润铎

/2019301400

郭斌,

唐炜

教授,

副教授
0808

我们提出基于ROS2与行为树的新型机器人控制模式,通过

ROS向ROS2,状态机(FSM)向行为树(BT)的转变,原有控制

系统的不足将得以解决。在此基础上,设计由微控制器控制

的小型轮式机器人,采用ROS2+行为树的控制和决策系统进

行多机器人协同建图,完成未知环境的建图任务,实现更好

的机器人控制与决策,其中采用一部分由微控制器控制的小

型轮式机器人,亦可以验证ROS2的优良性质。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85

基于机器视觉的安全帽佩戴规

范性智能检测与提醒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延卓 2018301877

王卓

/2017301544

,汪文昌

/2017301727

,王姣

/2017301712

,冯真龙

/2018301885

李彬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使用基于计算机视觉的安全帽自动识别技术的相关

方法，设计一种具有环境适应力强、检测精度高的施工区

安全帽自动识别技术，并建立完备带识别、跟踪、报警系

统。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86

主动持续杀灭病毒自清洁纤维

复合驻极体薄膜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龚子清 2018303385

吴宇晨

/2019303563

,马腾龙

/2019303557

,李星霖

/2019303553

葛岩 副教授 0830

将无纺布与微电池前驱体母液浸润，并制备具有微电极电

极的聚合物前驱纤维，进而在空气中制备聚合物纤维。详

细分析制备方法和合成条件对无纺布纤维各项指标的影

响，实现纤维复合驻极体的优化。在该基础上，测试样品

杀除细菌病毒的能力，并测试其对湿度的依赖性。系统研

究氧还原反应的选择性和串联效率的影响。探索微电池特

性的影响机制。根据实验结果对材料制备工艺进行科学调

控，最终获得高度选择性湿感效应的驻极体无纺布纤维。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87
基于单张照片的人脸三维重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泱泽 2018303172

武辰鑫

/2018303171

,赵鑫

/2018303349

黎昞,

陈勇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0809

设计UV位置映射图，设计一种加权损失训练一个简单的

CNN（编码-解码）网络，从单张2D人脸图像中回到UV位置

映射。引入weight,mask形式的Loss,function来对脸部

的不同处进行网络关注度的区别。同时基于神经网络的建

模方式在使用中可以在后期引入监督机制来对3DMM的注释

不足问题进行优化。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88

基于蒽聚集发光效应的汞离子

荧光探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正昊 2018303604

黄博韬

/2018303484

,李奕宸

/2018303622

,杨泰宇

/2019303779

,侯思宇

/2019303824

欧植泽 副教授 0703

项目主要研究以蒽的聚集发光为原理生产的用于高效检测

样品中是否含有汞离子的含蒽荧光团金属离子探针。项目

利用了某些识别基团与客体结合后的PET过程的减弱或阻

断，使得荧光增强的作用机理，设计了一种新型，高效的

含蒽荧光团金属离子探针，使其在溶液中存在汞离子的条

件下发射出强荧光，以此进行汞离子的检测，并计划对其

高效性，对于汞离子的选择性等特点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89

在冷却过程中钛合金的相转变

过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胜利 2018301011

吴望月

/2018301012

,房佳哲

/2018301009

,唐刘田

/2018301015

徐建伟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0804

将TC17钛合金加热至相变点以上时，通过精确控制冷速，

控制冷速在5~50℃/s的范围内，研究不同冷却速率下的α

相变体选择，获取不同冷速下观察其不同冷速下的组织形

貌，确定各冷速下的组织演变过程，在定量统计冷速对α

相变体的影响后，研究其组织演变规律，揭示冷速对α 相

变体的的影响。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90

基于飞秒加工改性材料折射率

设计并制作一个非易失性光开

关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彦雄 2018302650

苟昊

/2018302647

,罗焕

/2018302656

梅霆 教授 0702
本项目基于相变材料硫化锑和飞秒加工改性材料折射率，

设计并制作一个可以实现全光转换的非易失性光开关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91
防水雾医用护目镜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业贤 2019300834

杨洋

/2019300868

,王燕婷

/2019300944

郑美

云,胡

海豹

高级工

程师,

教授

0802

该项目从疫情期间医护人员护目镜起雾导致视线不清的难

题出发，创新性的提出了利用镜片和气道设计、表面涂层

等多学科交叉新方法，探索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最终

开发出防水雾时间持久，且无毒、无味、刺激性小的医用

护目镜，对于保护医务工作者的生命安全、提高医务工作

者的工作效率、防疫攻坚战夺取最终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92

异构多无人机分布式协同投递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涵玥 2018301880

冷语

/2018302363

,杨屹

/2018302364

,苗辰馨

/2018301810

,朱子怡

/2018301881

张堃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的目的是设计一套快递投放系统，该投放系统可以

根据用户设定的目标点，计算投放参数并协助用户完成投

放。该系统采用分布式的理念，利用异构平台实现投递系

统，并且使用zigbee网络与5G,CPE,实现集群-地面站数据

交互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93

基于碳纤维复合材料和3D打印

技术的双足机器人结构研究和

外观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曾红旭 2019301465

蔡志贤

/2019302613

,白宇鹏

/2019301464

刘雁 副教授 0802

项目围绕碳纤维尼龙复合材料,使用3D打印技术,制作双足

机器人里面的结构件,使机器人更加轻盈。同时,通过

SLA,3D打印技术,制作机器人的封装,使其更加美观。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94

基于模型预测控制的无人机集

群航迹规划与路径跟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怡暄 2018300418

冉卓灵

/2018300398

,邹宇

/2018300224

,高远

/2018300404

,王家兴

/2018301821

王斑 副教授 0820

本项目以固定翼无人机避障航迹规划为主要研究内容，拟

在避障的航迹规划方法优化，减小计算负担，同时针对固

定翼无人机的气动特点，尝试发挥其长距离和高巡航的优

点，针对其角速率与失速速度有限对避障造成的影响的进

行优化方法研究。项目包括固定翼避障航迹规划运动建模

、无人机群避障的验证、避免碰撞的方法研究、预测路径

跟踪的控制方案、无人机建模与仿真实验。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95

膨胀型MXene基环氧树脂防火

涂料的制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玙辰 2018303538

刘芯雨

/2017303585

,王彦博

/2019303756

邱华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04

本项目拟以环氧树脂作为树脂基体，以脱水成炭催化剂

（聚磷酸铵JLS-APP）、成炭剂（季戊四醇PER）和发泡剂

（三聚氰胺Mel）作为本实验的阻燃体系,以MXene为膨胀

体系协同增效剂，添加填料二氧化钛，辅以溶剂和其他助

剂，配置膨胀型防火涂料。通过大板模拟燃烧法测定防火

性能，分析防火涂料炭化层形成及阻燃机理，探究不同成

分及含量对涂料防火性能、阻燃性能、热稳定性及力学性

能的影响，并优化实验配方。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96

基于位姿反馈的人型机器人动

作交互操控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辰雨 2018302176

徐永佳

/2017301244

,陈苗

/2017302007

,朱潮恺

/2019303762

,周晨阳

/2018300092

潘炜 副教授 0808

浩劫机器人是西北工业大学人型实物组自主制作的重要作

品之一,因此对于浩劫机器人的改进一直是人型实物组的主

要目标。因此在本大创项目中,我们希望借此机会对机器人

的软件,硬件和机械三方面进行完全的改进升级,同时开发

出一套全新的人型竞技机器人的操控方式,即基于位姿反馈

的操控设备。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97

“留学工大”品牌建设与资源

需求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俊杰 2019303252

张海蕊

/2019303233

,安昆龙

/2019303236

,刘畅

/2019303228

高娜 副教授 1202

“留学工大”品牌建设，现期的教育方面尤其是留学方

面，对于品牌建设研究较少，而且体系不完善，再加之，

留学教育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学校在国际上的水平和知名

度,所以我们要打造留学教育品牌。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98
基于深度学习的洪水预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偲怡 2018301332

刘碧豪

/2017303275

,马彦祥

/2018300150

,余东升

/2019302300

,刘义驰

/2018300033

尹翰

林,张

秀伟

讲师

(高

校),副

教授

0809

本项目旨在构建一种多模型适应性洪水预报模型，解决复

杂要素数据流域把口站径流精准预测问题和模型实时预测

问题，以伊洛河流域数据为例的流域未控区作为研究对

象，基于,LSTM,的优化算法，构建数据驱动模型，实现长

期对洪水的精确预报。本项目对于水资源开发利用、防洪

减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项目得到初步成果后会制作一套

软件系统提供给个人或相关机构使用，以此回馈项目投

入，最终形成成熟的洪水预测软件体系。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599
图操作下图熵的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长武 2017302489

李彦斌

/2017302495

,张毅远

/2018302507

,吴子剑

/2019303077

,朱一帆

/2019303064

张胜贵 教授 0701

本项目主要研究图操作下图熵的变化，图熵是图的结构信

息量，是目前主流的图的复杂性度量。图操作是由已知图

产生新图的重要方式。在图结构的研究中，研究人员经常

关心图操作下图的结构或者性质的变化。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00
长航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子龙 2019300373

程睿

/2019300357

,黄家俊

/2019300359

,杨瀚

/2019300369

,沈鑫

/2019301759

周大明 教授 0805

本项目立足于国内外无人机发展的现状，针对电动多旋翼

无人机续航时间短的问题，提出了一种燃料电池／锂电池

混合动力系统设计方案，在对无人机任务模型进行分析的

基础上，确定了混合动力系统的主要功能和技术指标，对

系统的能量管理策略进行了研究，并设计开发了系统控制

器，最后搭建了测试平台进行了系统功能测试和装机试飞

工作，测试结果表明系统能够满足方案的设计要求，具有

一定的科研价值和工程应用价值。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01

基于红外热像技术的寒冷地区

校园热环境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钰昆 2017301464

段恒玮

/2017301463

,于沛鑫

/2017301466

王晋,

邵腾

讲师

(高

校),讲

师(高

校)

0828

本项目以红外热像拍摄技术为主要手段，以寒冷地区校园

热环境为研究对象，借助红外无人机拍摄获取校园环境的

红外热成像，结合实地调研测试的热环境相关数据，研究

校园热环境的相关影响因素，通过模拟优化分析，总结校

园热环境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改善方法，为热环境欠佳的

校园提供改善热环境的参考方向，为绿色校园规划设计提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02
仓鼠π 家居服务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萧嘉月 2019301069

张心茹

/2018301291

,王云峰

/2019301283

,武晓余

/2019301411

,卢馨悦

/2019302278

张莹
副研究

员
0802

针对目前市场上服务型机器人功能单一，集中化管理较差

等系列问题，本项目研究了一种新型智能中心服务站—“

仓鼠π 家居服务站”。本项目设计了新型的智能小车服务

中心组和新型的服务智能机器人，服务中心组可容纳多个

机器人，实现系统化物联网管理，维持多个机器人工作有

序进行。智能机器人由不同的功能模块与统一的小车平台

组合而成。保证服务的多样化、个性化和人性化，节省人

工成本，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03

无人机导航与测控链路的智能

攻击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旭 2018301793

宋欣格

/2018303219

,周亦步

/2018301784

张怡 教授 0807

本项目将使用机器学习（Machine,Learning）的方法，

利用各种调制信号样本对网络进行训练，使模型获得通过

信号I、Q分量与时间之间的关系识别出信号调制方式的能

力，通过合成指定任意地点的GPS欺骗信号实现GPS诱偏，

同时控制GPS欺骗信号的相位、频率、幅度等特性减小被发

现的几率，并利用转发式干扰使无人机反复执行同一命令

而无法完成原定任务，达到反无人机的目的。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04

基于深度学习的时变OFDM系统

的信号检测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冠冰 2018300083

刘嘉祥

/2017300175

,余林

/2017300171

,聂铭涛

/2018300146

姚如贵 教授 0807

本课题会结合深度学习技术，开展对于时变OFDM系统中信

号检测技术的应用与研究,选取全连接深度神经网络和循环

神经网络，研究最优超参数的选取，构造可以实现时变信

号检测的网络，最终建立基于深度学习的信号检测系统模

型，将整个接收机架构用神经网络替代，简化了复杂的时

变OFDM接收机架构，从而使系统具有更低的实现复杂度。

同时，进一步探索基于先验信道知识的网络，从而提升收

敛速度和获得更好的误比特率性能。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05

构建具有亲疏水两相界面特性

的C/α -Fe2O3氧还原电催化剂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佳浩 2018302718

张逸楚

/2018302712

,程倩妮

/2018302714

,肉孜姑·吾

斯曼

/2018302713

孟遥 副教授 0703

燃料电池具有高的能量输出效率和低的环境污染等特点,被

认为是最具有前景的能量供给体。电催化剂是燃料电池商

业化推广的关键因素。但目前导致ORR反应活性低主要有两

种因素催化剂催化活性低和氧浓度低。本实验从开发代替

Pt基贵金属催化剂的非贵金属廉价催化剂着手,对反应界面

进行合理调控,构筑了新颖的三相反应体系,构建具有亲疏

水两相界面特性的C/α -Fe2O3氧还原电催化剂,极大的提

高了电催化反应的速度。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06
室内湿度智能控制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关宇豪 2018300905

周放

/2018303204

,王俱博玺

/2019301636

,丁骁宇

/2018303338

,王子嘉

/2019302245

吕冰,

罗俊

三级实

习指导

教师,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旨在设计并制作一款可以室内使用的智能调节湿度

机器人。用户可通过手机app远程设置湿度、机器人工作模

式等，也可离线通过机器人自身控制面板实现湿度控制。

机器人搭载自主设计的加湿除湿一体化小型设备，配合温

湿度传感器，根据上位机指令和算法调节指定区域湿度，

达到对湿度的智能控制。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07

基于OpenPose和声音识别的吉

他教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鹏远 2018302342

杨喆瑞

/2018302264

,李睿

/2018301127

,杨一帆

/2019302604

,张春雨

/2018302953

于会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旨在于构建一款吉他基础动作纠错、单曲弹奏、智

能打分、好友擂台的吉他教练软件。这个软件功能上分为

三部分：一是制作左手和弦按发模板,根据吉他弹奏的手势

标准设立标准模板。二是基础动作纠错,通过用户拍摄吉他

弹奏,识别出的姿势与标准吉他弹奏姿势模板进行对比,结

合声音识别对比音调综合发现用户问题,发现错误可以通过

语音提示方式给用户以纠错提醒。三是建立吉他交流平台,

实现优秀的吉他交流圈。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08

驱动蛋白KIF5B在心肌缺血/再

灌注损伤中的作用及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可 2018303341

刘小迪

/2018303342

,李嘉恒

/2018303372

秦兴华
讲师

(高校)
1001

缺血性心脏病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首要杀手。血流再

灌注是治疗心肌缺血的首选策略，但由此带来的再灌注损

伤严重影响了病人的预后。能量代谢障碍被认为是再灌注

损伤的始动环节，而研究表明驱动蛋白KIF5B通过介导

GLUT4/CD36囊泡的胞内运输进而参与能量代谢。因此，本

课题拟通过基因编辑技术调控KIF5B表达，进而阐明其在

心肌再灌注损伤中的作用。通过上述研究，可望发掘治疗

再灌注损伤的一个新靶点。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09

基于声纳的水下搜救机器人开

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泽宇 2017300723

张振

/2017300716

,郭亚北

/2017300699

,黄心月

/2017300746

,郝逢源

/2017300143

王惠刚 教授 0819

本项目旨在研发一款在水下搜救和打捞的水下机器人，能

够利用搭载的设备实现对水下环境进行探测，利用得到的

声纳信息和图像信息对环境进行一定的了解，进一步实施

水下的搜救和打捞。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10

随环境声音自动调节音量的

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一凡 2018303130

关博元

/2018303182

,蒲嘉琛

/2018303134

,孙雷

/2018303128

,智珂岩

/2018303183

李易
高级工

程师
0809

该软件能随时检测周边环境的声音，并据此自动调整耳机

声音。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11

梯度结构聚芳醚砜涂层的构筑

及其复合质子交换膜构效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嘉奇 2017303621

任万君

/2017303584

,钟启轩

/2019301263

,王越

/2019301255

陈芳 副教授 0703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是将氢能转化为电能的装

置，具有能量转化率高、零排放、能源可再生等优点。当

PEMFC处于高温高湿下，高水合状态的PEM质子传导率较

高，但吸水溶胀率骤增导致机械性能显著降低。当PEMFC

处于高温低湿下，避免了过度溶胀，保证了机械性能，但

PEM却因过度失水导致质子传导率骤降。如何突破“PEM的

质子传导率对湿度过度依赖”的瓶颈，是实现PEMFC高功

率密度和耐久性的重要前提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12

基于地空宽带数据链的多址测

控与可靠传输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小昂 2018301935

孙静

/2018301946

,纪晓楠

/2018301937

,王祥铭

/2018301923

,季子康

/2018301944

赵宏伟 副教授 0807

主要研究地面端与空中端的数据链通信，包括上行下行数

据，满足同一空域容纳多个用户同时正常通信。多址方

式：FDMA或OFDM，调制方式：QPSK，数据带宽6Mbps。使

用工具：Matlab、FPGA和DSP，提供嵌入式硬件平台，通

过本项目，能够掌握常用的开发工具及无线通信系统的设

计。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13
航空发动机转子零件优配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文昊 2018301072

郭钰

/2018301116

,翟晗昕

/2018301051

,马克

/2018301103

孙惠

斌,程

云勇

副教

授,副

教授

0820

航空发动机转子组件装配中随机进行零件配套,依据装配工

人经验调整零件角向位置,装配效率低、试错成本高、质量

一致性差。针对此问题,本项目创新一种面向转子组件的零

件选配优化模式,考虑零件加工误差造成的单级转子零件连

接面上的尺寸误差和形位误差,建立单级转子零件误差模

型,研究多级转子组件堆叠装配过程中的误差传递机理,建

立以组件同轴度、垂直度、组件初始静不平衡量以及偶不

平衡量为目标的多质量要求下的零件选配优化模型,并采用

多目标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到一组较好的零件选配方

案,包括转子组件的零件配套组合和各级转子周向装配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14

关于航空发动机非包容性转子

爆破危害风险的定量分析的软

件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蒋成鑫 2017300312

徐剑青

/2017300302

,杨剑尘

/2017300308

,王签

/2017300307

,丁丰益

/2017300027

张超 教授 0820

航空发动机转子爆破（UERF），又称非包容性转子失效，

我们想做出一个软件可以将所需要分析的部件离散化为点

系，并利用MATLAB迭代程序算出所需风险角，并得出由此

导致整机发生灾难性事故的概率，将其包装成非包容性转

子爆破风险定量分析软件，填补这个领域的空白，实现关

于非包容性转子爆破造成灾难性事故概率分析的自动化计

算。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15

无芯模旋压成形状态在线预测

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泽 2019301153

刘晨曦

/2019301150

,瞿崇棋

/2019301152

,颜静

/2019301145

,张朝伦

/2019301159

高鹏飞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将针对无芯模旋压过程的成形状态受工件瞬时构形

、旋压加载条件等众多成形条件影响，成形状态预测困难

的问题，研究分析无芯模旋压变形特征的演变规律，建立

成形状态的定量表征与在线提取方法；并建立无芯模旋压

成形状态预测模型，为成形状态调控提供指导。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16
翱翔英语美文微信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逸琳 2018303402

张可心

/2018303399

,朱可意

/2018303396

,刘万

/2018303413

,覃彬峻

/2018302391

车向前
讲师

(高校)
0502

随着高校学生对优秀英语文学作品的阅读需求不断增加，

为响应全球化浪潮中文化互鉴互通要求，本项目拟通过微

信小程序的设计，方便广大中国学生接触原汁原味的英语

美文，开拓英语学习的新思路，为透视西方文化、反思本

土文化提供便利。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17
多元化交互式可移植娱乐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丹竹 2018301496

程畅

/2018300741

,邓芳林

/2018301495

,季昱

/2018302122

,韩超伟

/2018302564

邱华 教授 0808

“多元化交互性可移植娱乐平台”旨在开发一款支持切换

多种对弈游戏,软件移植性强,面向市场的消费级娱乐机器

人平台。项目具有极高的创新性，可以满足使用者对于多

种对弈游戏的需求，同时也为其他棋类游戏机器人的开发

提供软件,硬件平台，节约开发的时间和成本。此外，我们

在硬件方面的改良解决了目前实体化机器人存在的价格昂

贵等问题，使其可以面向普通消费者，为产品的市场化提

供可能。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18

深过冷条件下单相合金的晶界

微观结构和性能强化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洁星 2018302578

梁京晶

/2018302600

,高祝天涯

/2019303106

,郭俊伟

/2019303108

,刘筱容

/2019303724

闫娜,

耿德路

教授,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以实验研究为主，辅以有限元分析计算，以航空用

高温镍基超合金为研究对象，选择Ni-Sn和Ni-Si二类合金

为模型体系，从Ni基固溶体和金属间化合物入手，开展快

速凝固过程条件下晶界微观结构和演变规律研究，进一步

揭示晶界特征与应用性能的内在联系。探索“深过冷、大

冷速、高梯度”条件下基于晶界调控的凝固过程控制理论

与方法。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19

飞机关键结构压合衬套冷挤压

新工艺及疲劳寿命评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戴鹏仲 2018301351

丁梁著

/2018301357

,陈在明

/2018301175

,郭钰

/2018301116

,李嘉

/2018301176

闫五柱 副教授 0801

本项目针对飞机关键结构连接耳片，提出一套新的孔周残

余应力均匀化压合衬套冷挤压工艺方案并得到试验验证。

针对飞机关键结构压合衬套冷挤压强化工艺特点，从疲劳

损伤失效出发，揭示压合衬套冷挤压孔疲劳损伤失效机

理，建立压合衬套冷挤压孔疲劳寿命评估方法，为飞机关

键结构连接件长寿命设计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20

基于Niagara架构的无人超市

的运营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晗 2018301990

孙晗腾

/2018302008

,邓晓晖

/2018302009

,吴仪

/2018301355

,刘云起

/2018302135

谢蓉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研究的是基于Niagara架构的无人超市的运营系统,

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无人运行,成本控制和智能体打造三个

方面。借助Niagara架构对无人超市的照明系统,监控系

统,货物管理等各种子系统进行整合监管,实现对超市运营

的自动化管理。在此基础上,目标建立一个数据平台,帮助

顾客更优购物；再者,结合大数据分析优势,为智能补货和

进货提供基础,利用Niagara平台优势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

多功能智能体。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21

微型双涵道螺旋桨升力系统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禹光 2018300636

宋朝强

/2018300634

,徐艺晖

/2018300623

,万丽青

/2018300622

霍超,

刘佩进

副教

授,教

授

0820

随着无人飞行器的发展，其对小型化与悬停性能的要求也

不断提高。双涵道螺旋桨升力系统作为一种新型方案，将

大大提高系统性能和可控性。本项目以研究微型双涵道螺

旋桨升力系统为方向，通过对系统的设计以及其在典型飞

行状态下的气动特性分析，获得其性能及适用范围。对双

涵道螺旋桨升力系统进行深入研究，为其提供设计准则，

并为性能优化提供参考，在理论及工程应用中具有非常重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22

基于深度学习的无人机网络安

全通信路径规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明遥 2017301797

李欣蓉

/2018301857

,田学维

/2018302425

,刘炳杙

/2018301915

,丁凡傑

/2019301929

王大伟 副教授 0807

由于通信网络开放的接入环境，无人机网络信息面临窃听

的风险，通过深度学习技术，无人机可以避过危险的节

点，实现信息安全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23

基于溶胶-凝胶法的芳纶纳米

纤维基柔性耐高温储能电介质

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天旭 2018303626

张超

/2019300276

,陶嘉玲

/2018303280

,孙瑞

/2018303623

,高轶先

/2019301275

赵永生
讲师

(高校)
0804

柔性高分子储能电介质电容器由于其超快充放电速率和超

高功率密度，在智能电网、电磁炮武器系统等领域展现广

阔前景。针对高分子材料低介电常数导致低储能密度的问

题，我们采用高介常无机填料填充的策略制备高储能密度

复合电介质薄膜。本项目以芳纶纳米纤维和钛酸钡复合，

并构筑三明治结构和微观层状结构，在提升介电常数的同

时兼顾高的电击穿强度。因此，本项目的开展对高性能柔

性储能电介质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意义。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24
仿鱼跃越障水下航行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鹏翔 2018300748

陈益江

/2017300689

,路茜

/2017300704

,陈帅

/2018300744

李慧平 教授 0821

本项目研究的是指能够自主、反复跨越水空界面，并在空

中可以稳定滑翔和水中稳定航行的新型航行器，采用变体

技术来完成空中和水下构型的转换，从而实现水空跨越。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25

基于物体识别和障碍检测的智

能导盲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凡涛 2019302070

向惟江

/2018303164

,刘岳萍

/2018302990

,金彦泽

/2019302589

梁晓

雅,尤

涛

技师,

副教授
0809

该项目为了便利盲人出行，并且帮助盲人感知周围环境，

用图像处理技术帮助他们识别物体，用超声波探测帮助他

们避开障碍，用红外传感器帮助他们认识路况，这样的智

能导盲杖使得他们的出行能够像普通人那样便利快捷，帮

助他们走出生理上的障碍。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26

高性能自修复聚亚胺材料的分

子结构设计与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严栋 2018301460

彭宇天

/2019301254

,张流洋

/2019301260

,朱欣怡

/2019301245

雷星

锋,张

秋禹

讲师

(高

校),教

授

0703

本项目将构筑分子主链包含刚性酰亚胺基元的聚亚胺材料,

以期实现聚亚胺的高性能化,并利用伯胺诱发刚性聚亚胺分

子骨架在低温条件下的亚胺交换反应,实现聚亚胺在温和条

件下多次成型及自修复。系统研究双氨基双酰亚胺分子结

构及加入量对所得聚亚胺综合性能的影响,并阐明结构与物

理性能关系。项目研究为提升聚亚胺的综合性能以及深化

和拓展聚亚胺应用领域奠定理论基础,为高性能可自修复智

能聚合物材料的构筑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27

一种分布式电驱动推进系统概

念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晨雨 2018300051

李宝阔

/2018300045

,马兴宇

/2018300049

,韩锁峰

/2018300057

,刘钰涵

/2019300018

张晓博 副教授 0820

为解决当前短距/垂直起降飞行器存在的推力转向机构复杂

、升力风扇冗余重量大、高温燃气对起降场地和人员影响

大等问题，开展分布式电驱动升力风扇及其与主发动机匹

配分析，掌握满足飞机正常平飞的推力和短距起飞/垂直降

落时的升力双重要求的主发动机循环参数匹配方法，形成

面向短距/垂直起降飞行器的高效推进系统方案。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28

高性能高温铝合金的设计与制

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艾力库提江

·艾尼娃
2018300988

苏冠旗

/2018300979

,裴誉

/2018300991

,严鹏

/2018302872

,孔小天

/2018303480

王志军 教授 0804

本项目以从耐热铝合金的成分设计和热机械调控入手，研

究不同组分对新型耐热铝合金性能的影响以及热机械处理

工艺。以期获得高温性能良好，工艺简单的耐热铝合金，

在航天器制造、机械装备、交通等很多领域获得应用，以

满足未来航空航天和汽车领域发展对结构减重的需求。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29

基于MDP的多智能体角色分配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笑影 2018303068

张傲锐

/2018302215

,蒋金岑

/2017301512

,白琦呈

/2019302962

符宁 副教授 0809

目前对机器人以及多智能体系统的研究仍然在发展,本项目

在robocup3d足球机器人仿真平台基础上,希望通过马尔可

夫决策模型建模和线性逼近的sarsa(λ )算法学习,得到一

套较优的角色分配策略,为多智能体系统的研究做出贡献。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30

角膜共聚焦显微图像的自动特

征指标提取算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植 2018301832

刘一霄

/2018301848

,唐祥福

/2018301844

,吾拉尔汗·

吾木尔汗

/2019301940

吴俊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拟对角膜共聚焦显微技术（CCM）图像进行自动分析

、提取神经医学特征。主要包括CCM图像的自动图像分割、

神经检测和分类、神经医学指标（比如角膜神经纤维长度

、密度、角分支密度等）的自动计算。相关研究主要涉及

图像处理和机器学习方法，需要对CCM图像的神经纤维进行

图像自动分割和轮廓提取；相应的医学指标会有专业医生

的指导。自动分割结果和医学特征指标可以作为医学辅助

诊断的重要依据。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31

耐低温纳米酶的开发及其抗菌

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彧 2019303537

宋汪航

/2019303581

,刘振宇

/2019301431

陈耀 讲师 0826

纳米酶被视为天然酶最具潜力的替代品，但目前对于极端

天然酶的模拟尚未有探究。申请人前期发现一些金属有机

框架材料在低温下亦具有较好的类酶活性，为极端纳米酶

的开发提供了重要潜在可能。鉴于此，本项目探索基于MOF

的极端纳米酶的开发，评价其在低温下的类酶特性并分析

其低温催化机制，进一步探索其在低温抗菌等方面的应用

价值。通过研究，开发一系列新型低温纳米酶，构建基于

纳米酶的低温抗菌新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32

一种针对性免疫策略对异质性

网络中传染病的预防效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宇 2019303050

郎轶凡

/2019303037

,李凌霄

/2019303047

,刘奥

/2019303048

,陈宇昂

/2019303043

张慧 副教授 0701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为当前生态传染病领域颇为重要的最新

研究热点之一。本项目的实施旨在为传染病控制提供有力

的理论支持。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性如下：由于疫苗资源

有限，接种对象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会更好的保障传播控制

的情况。本项目根据网络的社区划分，对社区进行优先级

排序并结合度异质性来设计免疫策略，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33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智能分类

公共垃圾桶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昕然 2018301257

贾志高

/2017301264

,张繁钰

/2019301391

,王春林

/2017301265

于薇薇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将卷积神经网络在当前性能有限的嵌入式设备上实

现对多种类垃圾的准确识别,将判断的结果传递给单片机,

再控制舵机转动分拨管道,旋转角度不同,管道口对应垃圾

桶类型不同,垃圾在重力的作用下下落到不同垃圾桶,从而

实现垃圾的智能分类。本项目主要针对进入垃圾桶的单次

少量垃圾进行自动分类,在街头、机场等快节奏公共区域安

放,能够有效解决居民和游客来不及分类的问题,方便垃圾

进行后续回收处理。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34

水氧腐蚀作用下环境障涂层的

力学性能退化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兴豪 2018300263

李佩卿

/2018300214

,黄海智

/2018300385

,张嘉豪

/2018300265

李彪 副教授 0801

环境障涂层技术（Environmental Barrier 

Coatings, EBC）是解决水氧环境下SiC陶瓷基复合材料

腐蚀的关键技术，其可靠性直接影响陶瓷基复合材料构件

的可靠性，进而影响发动机的工作性能。在服役过程中具

有环境温度变化，水蒸气侵蚀等因素，EBC涂层的可靠性也

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寿命。目前，

国外发展研究出了一系列涂层环境性能测试技术，但是国

内却缺乏完备的环境性能考核评价体系。针对以上问题，

本项目旨在研究水氧腐蚀作用下环境障涂层的力学性能退

化机理，为提高陶瓷基复合材料使用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35
智青年-科研资讯共享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智 2019302430

戴宇昕

/2019302429

,张一鸣

/2019302448

,张非凡

/2019302446

郑炜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拟构建的智能科研资讯共享平台是专注科研相关资

讯的开放共享平台。以最活跃的资讯信息与最冷静的科研

idea剖析为两翼，发布并聚合国内外最优质的科研思想和

资讯类内容。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36

BN微纳米材料的制备与介电性

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博轩 2017303447

柳书博

/2017303469

,刘玉龙

/2018303466

叶昉,

成来飞

副教

授,教

授

0804

为了研究BN微结构与介电性能之间的关系，本项目首先采

用熔盐法制备一种介电性能优异、在微米尺度上为片状或

棒状的h-BN透波材料，研究其生长机制、揭示制备工艺与

BN微纳材料的微结构、介电性能之间的关系，为后续发展

高性能BN系透波材料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验基础。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37

基于可组装构件的静定/静不

定变约束悬臂梁实验装置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誉宇 2018301387

王子豪

/2019300637

,周浩翔

/2019300641

,储冲

/2019300625

,聂明羽

/2019300634

敖良

波,陈

瑞卿

助理研

究员,

副教授

0801

本项目基于工程力学实验的课程教学内容，在悬臂梁装置

中引入斜拉加载杆、组合支撑杆及自由端立杆等可组装构

件，分别实现悬臂梁综合加载、杆件构型切换及静定/静不

定变约束等不同的结构形式，综合考核、组装方便，实现

多个知识点的融会贯通。学生在运用新装置进行实验的过

程中，可以自由组装实验装置，自主设计实验方案，新装

置的运用将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地培养学生

运用课程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及创新能力。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38

无人机视觉SLAM系统设计与实

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烨 2018301843

朱潜

/2018301841

,卢英杰

/2018301840

张怡 教授 0807

本项目将针对深度视觉的无人机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技术

进行深入研究，掌握视觉SLAM中的核心算法，并将视觉

SLAM与无人机技术相结合。项目首先引入了RealSense深

度相机，对深度视觉SLAM展开研究并构建稠密地图，然后

对旋翼无人机的三维路径规划算法展开研究，搭建硬件系

统平台，最后利用无人机深度视觉SLAM已经建好的稠密地

图结合三维路径规划算法来实现避障导航。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39

利用富勒烯聚集行为抑制双分

子穿插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欣 2017303214

刘语斐

/2017303215

,周嘉旭

/2017303251

梁秋菊 副教授 0807

弱结晶性共轭聚合物/富勒烯共混体系光伏电池中，聚合物

与富勒烯之间存在双分子穿插现象，抑制相区纯度及相分

离发生，不利于电荷转移态分离及载流子传输。本项目

中，提出利用混合蒸汽处理方案，通过促进富勒烯结晶抑

制双分子穿插，促进相分离发生构建纳米级互穿网络结构

。研究相区有序堆叠程度、相区纯度对电荷转移态分离效

率及载流子寿命的影响，建立分子结构-薄膜形貌-微观物

理机制-器件性能间的关系。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40

基于深度学习的糖尿病智能问

诊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缑圣杰 2018302051

郑宁

/2018302101

,彭力贤

/2018302138

,殷刘罕

/2019302249

杨峰 副教授 0808

近年来,糖尿病已成为严重影响人们身体健康的疾病之一。

糖尿病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但早期的糖尿病不易发

觉,目前的疾病诊断主要依靠专业医师进行,但由于糖尿病

患者众多,人工检测费时费力,使得许多患者不能及时确诊

就医。,本项目利用深度学习在疾病检测中的应用,通过人

工智能的方法对糖尿病进行自主检测,能有效提高糖尿病的

诊断效率,减轻医生工作负担,使得患者早期能尽早发现及

时就医,从而提高糖尿病的治愈率。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41

关于小区消防安全隐患的巡查

小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文晨 2019302218

胡滎韬

/2019303305

,史一凡

/2019300913

,祖锦源

/2019300740

唐成凯
副研究

员
0802

基于人力资源的有限和技术上的欠缺，小区物业管理部门

对于消防安全隐患普遍排查频率低，并且排查不彻底。再

加上一些小区居民对于小区安全隐患抱有或多或少的侥幸

心理，小区潜在的安全隐患仍然可能对居民们造成很大的

损失。本团队决定通过科技手段设计巡查车辆，来代替人

力进行隐患的排查，以达到进一步降低安全事故发生概率

的目的，保障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42
固液混合灭蝗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硕 2018300665

宋亮俊

/2018300663

,郭笑宇

/2018301120

刘林林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20

利用固液混合火箭远程对蝗虫受灾区精准泼洒农药控制，

喷洒有两种方案，火箭直接或间接携带在火箭周围，达到

指定蝗虫受灾区后，通过控制将农药喷出，第二方案设计

分级火箭，是将火箭进行分级脱落，最后类似返回舱的舱

室中喷射出农药或者间接制造农药的化学品。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43

TC17钛合金在高温环境下的温

色演变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卓凡 2018301017

罗靖

/2018301003

,龙思羽

/2018301004

,闫晋瑄

/2018301005

,唐彤炜

/2018301018

曾卫

东,徐

建伟

教授,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0804

通过100℃~800℃/1h的加热并空冷的实验，得到TC17的一

套色彩变化明显的氧化色标块，对它们的的显微结构进行

光学、电子显微镜观察，并通过X射线衍射分析其衍射图

谱，获取氧化层成分。分析其表面氧化层颜色对应成分，

可使TC17钛合金在工作中，能通过颜色判断工作环境、组

织和性能，从而达到评估该合金使用健康的目的。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44

茶水蒸发图案的形成机理与茶

叶品质评价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安娜 2018302602

师宇恒

/2018302612

,景宇航

/2018302615

,孟佳琛

/2019303132

吴宏景 副教授 0702

液滴中的物质由于性质的各异使得在液滴蒸发后呈现各异

的蒸发图案及咖啡环。这项发现为我们在无复杂仪器设备

的条件下对不同物质的分析鉴定提供可能。现有的茶叶评

鉴方法以感官和理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受人为因素和检

测条件的限制。基于有关液滴蒸发的理论研究和茶叶评鉴

现状，研究茶水蒸发图案的形成机理与特点，探究蒸发图

案与茶水品质的本质联系，最终为茶叶的品质鉴定提供一

种简便快捷的方法。,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45

“年轮状”高导热自修复弹性

体/氮化硼纳米复合材料制备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冰茹 2018303651

刘新月

/2018303595

,李沛珊

/2018303597

,张诗煜

/2017302715

,赵莹尧

/2019301244

陈妍慧 教授 0703

本项目以均苯三甲醛和H2N-PDMS-HN2为单体合成自修复

PDMS弹性体，以BNNS为填料，通过“原位聚合-模压-缠绕

”方法制备具有高导热性能的自修复PDMS基“年轮状”仿

生结构，以“自修复PDMS弹性体合成-年轮状仿生结构复

合材料制备-性能响应关系”为主线，利用自修复PDMS弹

性体所具有的自修复性能与高弹性，探索“年轮状”面间

高导热自修复PDMS复合材料的设计及其作为TIM的应用。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46
耳鸣治疗音乐生成应用软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广浩江 2018301911

辛东旭

/2018301914

,廖沛然

/2018301919

,付娆

/2018301953

,邱实

/2018301813

田大湧
讲师

(高校)
0809

医学临床试验表明，将耳鸣患者的耳鸣频率周围一个八度

的声音从音乐中去除，在1年的疗程中能显著降低耳鸣响度

。然而去除一个八度的音乐变得残缺不全，音色变化严

重，极大的降低了音乐的欣赏性，使得轻症患者难以坚持

治疗。本项目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开发一款耳鸣治疗应用

软件，将患者自选音乐进行适度改编，生成连续的、悦耳

的音乐，同时保证新生成的音乐没有患者所选频率周围一

个八度的声音，确保治疗效果。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47
宿舍用产品的设计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中涛 2018301298

丁世华

/2018301293

,张钶翊

/2019303604

,韩雨轩

/2018301292

张慧忠
讲师

(高校)
1305

学生在全国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而住宿又是学生的常

态,宿舍已成为学生活动内容最丰富、停留时间最长、思想

反映最集中的地方,因此宿舍产品的设计难以忽视学生在有

限空间内和有限条件下产生的生活高品质的期望和消费需

求。基于以上调研,本项目通过设计便利高效的产品改善宿

舍生活质量,满足学生对日常生活的需求,使学生有更好的

住宿体验。同时因为学生身份的局限性,本项目将经济适用

作为一大标准,力求为学生带来物美价廉的产品,使学生在

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拥有高品质的宿舍生活。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48
仿生结构设计与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旭鲲 2017300318

冯啸

/2017300311

,崔乂丰

/2017300317

,余健

/2017300147

,张子豪

/2017300313

张超 教授 0820

仿生结构，是模仿生命系统中的结构和规律而设计制造的

材料或结构。在航空航天、交通运输、核反应堆和土木工

程等一系列工程领域，对具有高吸能能力的轻型结构的需

求不断增加。受自然界中许多生物结构的启发，仿生结构

已经被证实拥有较传统结构更加优良的力学性能。我们计

划在传统仿生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算法进行优化，

并运用多材料3D打印技术进行制作，并进行力学分析，探

索其工程应用的价值。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49
街道防疫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旭震 2019303373

白一博

/2019300947

,冯玖松

/2019302407

,胡汪杰

/2019301004

,曲贵积

/2017301673

田卫

军,邓

琳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技

师

0802

项目以远程遥控街道防疫车为研究对象，旨在就提高防疫

车的适应性和安全性的同时达到对其防疫能力的提高和对

有限人力防疫资源的节约之目的。该防疫车在狭窄街道和

复杂地形的适应性可以帮助防疫车有效消灭这些地区的病

毒；同时拟采用远程遥控操作的方式来最大化的减少人力

投入和保护防疫人员的人身安全；车身的可拆卸性也使得

该装置的便携性大大提高，该车的防疫效率是可观的。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50

基于光弹性效应检测物体表面

应力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弘炎 2018300115

王艺博

/2018300013

,赵再振

/2018300012

,张星宇

/2018300116

,张宇青

/2018300117

程建荣
高级工

程师
0801

我国在工程实践中进行物体表面应力分析时主要采用压电

法，光测法并没有广泛应用。本项目拟从基本光弹性效应

原理出发首先对简单物体表面应力进行光弹性检测，采集

干涉条纹随应力的变化，通过不断加大实验物体受力难度

不断检测方法可行性，不断完善实验过程，从而达到工程

实践应用目的。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51

有机聚合物衍生N-掺杂多孔碳

气凝胶的制备及电磁响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治坚 2018303355

王阳

/2017302693

,张一弛

/2019301289

,秦文洋

/2019301233

刘攀博 副教授 0804

项目围绕有机聚合物衍生N-掺杂多孔碳气凝胶的制备展开,

综合研究煅烧温度对N原子含量和缺陷数量影响规律,N原子

含量和缺陷数量对材料偶极极化、界面极化及电磁波吸收

性能影响规律。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52

金属变形行为模拟与力学性能

预测代码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辰宇 2018301363

王淇

/2018301365

,陈锦

/2018301366

,李胜锋

/2018301368

,刘添乐

/2019300630

巫荣海 副教授 0801

本项目申请团队拟在指导教师前期工作基础上,开发基于相

场法的金属变形行为模拟与力学性能预测代码，缩短与国

外技术差距，为我国关键工业领域（如航空发动机）的金

属变形行为研究提供可靠工具。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53

基于三维基因组的免疫细胞微

重力响应机制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明超 2019303559

夏玥萱

/2019303522

,柳楷

/2019303557

王素芳 副教授 0710

失重环境下免疫细胞的损伤机制一直是空间生物学关注的

重点问题。巨噬细胞在人体免疫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结

构决定功能”是自然界规律的共识，最新的三维基因组测

序技术已表明很多基因在线性序列上虽距离很远,但在空间

结构上距离却很近。因此，本项目运用三维基因组测序技

术，研究失重条件下巨噬细胞三维基因组的调控与免疫功

能之间的规律，从多维角度阐明免疫细胞响应机制，为实

时观测航天员免疫反应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54
高动态图像增强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家祺 2018302266

王澍

/2019302495

,张曦予

/2018302277

魏巍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研究将通过基于深度学习的HDR技术,通过构建深度

卷积神经网络,学习输入图像和HDR图像之间的映射关系,

从而使图像达到HDR更好的数值结果和视觉效果。并通过使

用多种网络,比较各种算法的优劣,最终得到更好的HDR图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55

基于机器学习的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自我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司子昂 2017303037

徐睿

/2017303190

,宋子睿

/2017303036

,麦梓翊

/2017303034

李易
高级工

程师
0809

该系统根据收集到的数据集，提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特

征，采用全连接前项网络模型FNN，MLP，输出可能是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概率。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656

银负载聚离子液体制造口罩滤

芯及其抗菌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梦瑶 2019303847

曹思炜

/2019303848

,陈嘉麟

/2019303850

,廖佳驰

/2019303855

,查荃彬

/2019303849

庄强 副教授 0703

目前，COVID-19全球肆虐，口罩短缺，其原因主要在于口

罩中的过滤滤芯不可重复使用和并无杀菌效果。因此，本

项目拟采用咪唑类聚离子液体为前驱体，将纳米银颗粒负

载于聚离子液体，通过协同作用，以期提升复合材料的杀

菌能力。进一步，通过静电纺丝，优化工艺参数，将

Ag/PILs加工制备成多孔纳米纤维膜，作为医用级别口罩

滤芯，从而实现医用口罩的自杀菌及可重复使用等性能，

以缓解医用口罩在疫情中急缺的现状。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1X
数传仿真测试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成成 2018303141

张玉华

/2018303284

,王顺

郑炜 副教授 0809
一种能在系统设计、联调集成、,验收等各个阶段发挥作用

的自动化测试工具,保证航天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其中

主要的核心技术和创新点为搭载分层系统架构、实时工,作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2X

Robomassage-便携式智能按

摩小车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怀璐 2018300303

魏上斌

/2018300296

,李宇恒

王文

东,金

帆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2
本项目旨在开发一款便携式智能按摩小车,并尝试将按摩小

车转化为可批量化生产的产品,可产品进行对外销售,以期

填补便携式低价按摩产品市场的空白。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3X

智能低空空域的神经感知及防

护系统产业化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杜佳明 2019301000

陈振科

/2019300999

,付文磊

/2019301002

,陈勃羽

/2018260442

,陈汛科

/2018261202

袁茹 副教授 0820

利用机器学习、深度神经网络技术和自建的数据中心,天捍

航空团队创造了具有自主学习进化能力的无人机管制系统

及特征数据库。该系统改变了过去被动探测、识别局面。

现在依靠互联网的实时通讯,所有接入天捍数据中心的产品

皆可获得最新的识别数据,大大提高探测效率。依靠对飞行

安全的深入理解,团队为各类重要机构提供了安全有效的低

空空域防御解决方案。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4X
全骨仿生术前人体彩排模型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朱昌硕 2019300073

陈小虎

/2016300085

,刘敏艳

/2016300083

,唐美焕

/2016301674

,马昕宇

/2016300103

汪焰

恩,魏

庆华

教授,

助理研

究员

0802

传统的手术治疗修复是通过线片、影像学检查得到的数据,

凭借医生的经验确定手术方案。而本项目通过增材制造技

术可以快速获得手术部位的数字化实体模型,供外科医生在

术前确定手术方案、模拟手术过程、熟练手术操作、预计

手术结果,可以有效降低对临床医生经验的依赖度,具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5X

基于ROS和激光SLAM的模块化

自主导航消毒运输小车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周婧颐 2017302654

刘至臻

/2017302310

,李旭

/2017303244

,卜习州

/2017301239

余孝军 副教授 0808

在目前全球范围内疫情的形势下,包括企业,学校,医院,餐

厅等多种环境都长期需要进行消毒,而不同的单位对于消毒

设备的要求也不同,我们的产品：基于ROS和激光SLAM的模

块化自主导航消毒运输小车,其设计与应用均基于市场所需

与时代趋势,智能度较高,适用于各种场合,主要功能为点对

点送餐、通过路径规划后进行区域消毒等,并可通过客户需

求进行个性化生产,避免客户为不需要、不对口、效益不高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6X

有幅同享横幅回收有限责任公

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文彬 2018302024

蔡舒羽

/2018302919

,郭培琛

/2018302059

,王朝翼

/2019300344

,张居安

/2017302957

王莉芳 教授 0816

将校园里废旧丢弃的横幅、巨幅海报等宣传物收集起来,通

过自己动手、举办活动以及与工厂联系将废旧横幅回收利

用转化为有价值的产品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7X

微型5G无人机及其云端系统—

—云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黄灿 2018302877

李思哲

/2018302388

,耿熙明

/2018303476

,李春阳光

/2017303512

王颖

晖,李

发元

副教

授,技

师

0807

西北工业大学5G-UAV团队是一个致力于实现无人机网联化

、网络化、智能化、微型化的创业团队。团队以网联5G无

人机的研发、试验和产业化为核心,现已开发出小型、微型

两系列5G无人机及其周边装备。团队现已建立全系列网联

无人机产品线,包含灯塔系列网联无人机地面站、5G无人机

云系统、无人机高清成像载荷,无人机热成像载荷等。团队

可以向警用安防、消防救援、线路巡检和军事侦察领域的

行业级客户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8X
南山豆传媒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苗同辉 2018300424

肖梅冶

/2018303417

,范旭阳

/2018303434

,尹皓轩

/2019302769

,杜若琳

/2017302480

禹杭
讲师

(高校)
1305

南山豆传媒服务工作室通过线上建立微信公众号、线下发

展各组织联系人的方式,为校内各组织提供平面设计、视频

制作、全套宣发策划与设计的承包、H5和小程序制作的服

务。我们以“创新务实、高效高质”的宗旨服务客户,确保

产品内容、包装方式、思想内涵等与时俱进、积极向上,积

极与客户沟通,充分了解客户需求,不断学习探索新媒体产

品的研发、制作方式,确保产品质量处于一流水平。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9X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值

模拟软件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林峰 2019301582

刘鸿儒

/2019301584

,朱鑫宇

/2019301574

陈福振 副教授 0820

本项目是模拟具有国产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值模拟软件

的推广公司。同学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编制商业计划

书、开展可行性研究、模拟企业运行、参加企业实践、撰

写创业报告等方式,初步探明创业过程,为今后创业打下坚

实基础。时值美国对华政策趋紧,数值模拟软件对于高校科

研工作、武器装备研发和指导工业生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摸清这一领域市场规律,从而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实现中

国制造2025,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0X
造梦者创意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姬宇龙 2018302926

金瑞

/2018302831

,陈楚涵

/2018301929

,杨宇晨

/2018302928

,朱静雯

/2018301284

刘咏芳 副教授 1208

在当今社会,大学生在校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90、00后的

学生普遍追求个性,对于自己的生活环境的要求也在逐步提

高,不再满足于将宿舍仅仅作为学习和睡觉的地方,很多学

生都希望自己的宿舍不拘一格,突出自己的个性,更加像自

己的第二个家。我们的项目致力于解决以上问题,通过分析

同学们的需求,提供合理、合适的宿舍代装修,彰显同学们

的个性和审美,为同学们提供一个高性价比而健康的宿舍环

境。,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1X

基于云数据库的校园二手书交

易微信小程序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星煜 2017302289

靳珍

/2017302633

,周彦

/2017302687

,张露露

/2018301966

,李玉

/2018302374

刘君瑞 副教授 1208

瓜大二手书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20年5月,属于电子商

务类公司,目标是依托于微信小程序为西北工业大学的学生

群体提供一个专门出售二手书的、安全的、便捷的线上交

易平台。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2X
瑞科管理咨询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卢池 2018303424

马敬鑫

/2018302821

,李安然

/2018302314

,高兴星

/2018302738

,刘忻瑶

/2018303426

王清亮
讲师

(高校)
1202

对无数中小型或刚起步的企业来讲,借助第三方解决营销问

题,成本通过层层代理会不断提高,想要获得合适的营销策

略是奢侈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利用现有的知识储备和技

术研发出一种平台,利用提供的数据挖掘出企业背后的消费

者的需求、欲望和偏好如何不同,从而制定并执行一个定位

策略,使它可以匹配消费者的喜好,直接嫁接供需双方,从而

大大降低成本和风险,满足中小企业精准营销的需求。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3X
基于多视觉的去毛刺工作站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侯瑞龙 2018301309

赵云龙

/2018300107

,陈茜

/2018300643

,李聪

/2018300644

王震 教授 1207

本项目针对压铸件行业合模会产生毛刺的特点,采用多目视

觉系统获取待打磨工件的内外轮廓信息,与已打磨好的压铸

件标准图档进行比对,识别毛刺点的位置和大小,然后由机

器人自主规划路径对工件进行去毛刺,国内未见同类产品。

其落地实施有助于提高该行业去毛刺的效率和精度,节约制

造成本,减少粉尘对人身的伤害,提高工业自动化程度和生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4X
智能无人物流机器人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建敏 2017302030

张玉格

/2017302008

,杜一诺

/2017302109

,樊江华

/2017302080

,邓力豪

/2017301278

史静平 副教授 0808

传统的仓储物流行业存在人员效率不高,各环节信息化程度

低等问题,无法满足当下物流发展的需求。我们的产品——

HAWKING物流机器人,其设计与应用均基于市场所需与时代

趋势,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可

应用于物流企业,电商企业,医院。主要用途如下：1、用于

电商企业、物流公司物流运输的物流机器人,2、用于医疗

卫生行业的物流机器人,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5X
别出“新”裁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俞尧 2018302763

姜雨馨

/2018302791

,冯新月

/2018302745

李乘龙 副教授 1305

别出“新”裁项目以“假两件”服饰为灵感,通过对传统衣

物的拆解与拼接,致力于打造符合年轻人品味的新一代服

饰,满足新时代青年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让顾客亲自设计

出独一无二的穿搭。消费者在二次消费时仅需购买我品牌

下部分服装组件（如衣袖、衣帽、衣领等）即可完成服饰

更新。目前,本项目已完成第一代服装设计图,正在进行服

装的款式设计与样品制作。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6X

冠心病人工智能诊断及预警模

型与应用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秦辉煌 2018303019

庞新程

/2018303012

,董章祺

/2018303000

,任嘉睿

/2018302991

聂烜 副教授 0809

将CT图像三维模型重建方法、深度学习、大数据挖掘与分

析技术应用于典型冠心病人工智能诊断及预警模型建立与

应用系统中,通过改进光线投影算法,实现对冠状动脉CT的

原始,DICOM,数据进行三维模型的重建,加快冠状动脉三维

模型的建立速度及显示效果、利用深度学习方法实现冠状

动脉管腔狭窄症状的分割及易损斑块的检测识别,建立预警

模型评估冠心病体系的理论方法,实现基于大数据的典型冠

心病的AI诊断系统及预警模型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7X

梦回长安—三维建模技术在文

物保护方面的应用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郭文欣 2018300020

葛星辰

/2018300287

,屈颖颖

/2018300003

,段英铎

/2017303276

,徐榕蔚

/2018300002

韩寅奔
助理研

究员
0812

由于文物具有外观形式多样、不易接触等特点，在文物保

护领域一直存在着文物不易长久保存的难题，因此，快速

准确的将文物外观信息转化为数字信息并长久保存便成为

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我们将无人机、倾斜摄影测

量、场景建模等非接触式的三维信息采集技术应用到了文

物保护中，该项技术扫描速度快、点位和精度分布均匀，

在最小干预原则下，能够进行无接触式测量，获取文物原

始信息，最大限度记录文物状态，无限延长其寿命。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8X
时溯自媒体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汪乐琳 2018301286

宋勤思

/2018301282

,魏淳

/2018301281

,古丽皮亚·

亚生江

/2019303059

,时应盟

/2018301297

张慧忠
讲师

(高校)
1303

时溯自媒体工作室成立于2019年10月,最开始是由创始人

召集4位对摄影创作有浓厚兴趣的大学生组成。工作室最初

的成立目的是让大家把梦想付诸于行动,让大家在做原创的

同时积累经验,技术得到提升,为西北工业大学师生提供便

利。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19X
All I Hear音乐视频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于孟辰 2018301475

李懿洋

/2018303400

,罗义杰

/2018300653

,刘天行

/2019300483

,李圣卓

/2019302316

闫瑾
讲师

(高校)
1302

本工作室是依托于西北工业大学雄厚的师资和教育资源的

、立足于西北工业大学,面向全西安市的一家致力于满足市

场多方需求,提供承办演艺活动的音乐制作、音乐私人定制

服务、原创设备租赁三位一体的个性化音乐工作室。具备

良好的软硬件设施可以为全校的音乐爱好者以及学校的各

大艺术演出提供优质的音乐制作服务,为学校营造更加浓厚

的艺术氛围,规模较小,易运营,经营风险小,收益较高,对

时间的需求也比较少,适合大学生创业。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0X
云起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家 2019300181

马乐

/2019303454

,雷林杰

/2017302997

陈智通
助教

(高校)
1305

借助数字经济时代优势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

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创造出富有审美趣味的产品,促进经

济和社会变革。项目历时2年半,其间将不断扩充人员和扩

充规模。我们借工作室达到以下目的：1、高性价比的同时

提高文创产品的整体质量；2、实现定期限量售卖模式,实

现在私人定制方面的拓展,实现西工大文创专区的整合售

卖；3、与学校官方以及其他组织合作产品,在获取利益的

同时传播出工作室或西工大的校园文化。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1X

可吸收超粘附补片在伤口闭合

中的应用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周楚晴 2018303365

蔡正军

/2017300778

,陈晗霖

/2018301346

,李建岗

/2017301236

,蒙欣雨

/2018300063

付增祥 教授 0804

近年来,组织粘合剂作为备受关注,可有效替代手术缝合线

或缝合钉用于无张力伤口的粘结。但临床上常用的三类组

织粘合剂均为进口产品,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皮肤拉链缺

乏生物功能,更不能生物降解。面向这一需求,本项目设计

开发一种粘合效果和生物相容性好、成本适中并具有市场

发展潜力的新型组织粘合剂,即具有可吸收、超粘附功能的

皮肤补丁,在实现伤口高强度粘合的同时可加快伤口愈合,

极具临床转化前景。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2X
密码管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夏梓雯 2018302812

杨保东

/2018302814

,KHATTIYALA

TH·

ANOUSAVANH/

2018380230

黄国青 教授 1201

“密码管家”是一款可以记录账号和密码的手机软件,其最

重要目的是解决平时生活中,需要记录的账号和密码过多的

问题。项目从技术性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微信小程序的

开发,第二是安卓app的开发。项目的经济效益是投入与产

出的比例,我们的“密码管家”项目和其他项目的最大不同

的地方可能就在于我们不会追求经济效益最高,我们更多的

在乎解决生活中真真实实的有关账号密码的痛点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3X
视觉传达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尹宇昊 2018302927

辛月鹏

/2017303506

,赵泽祥

/2017301306

,张艺凡

/2017300071

,穆美辰

/2019302256

张慧忠
讲师

(高校)
1305

在设计行业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大环境下。我们萌生出建

立起一个综合性视觉传达工作室,集平面设计、人像约拍、

视频拍摄和文创产品为一体,向下在校内沉淀自身业务,向

外扩展社会市场,挑战更多可能性。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4X
“养吧”软件研发与运营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康葛 2018302800

张怡

/2018302810

,周茜

/2018302789

,袁沛学

/2018302802

王莉芳 教授 0201

“养吧”是一个以脱生于中医的养生理念为内核,集合娱乐

性,社交性以及专业性为一体的综合性养生社区,意图解决

养生软件市场供需不对称问题和人们不断提高的养生体验

要求与养生软件形式单调之间的矛盾。项目的目的在于,满

足想要在养生过程中,获取到愉快体验而非传统的知识灌输

的用户,并且为用户带来参与感,娱乐化,专业化和社区化的

养生体验,为当代中青年群体提供一个“沉迷”养生的理由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5X
氧气新媒体服务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尹涵 2018300763

郭子豪

/2018300762

,苏琳萱

/2019302664

,汤宸

/2018300771

叶鹏程
助理研

究员
0503

氧气工作室是一个致力于利用新媒体技术为客户进行服务

和推广的工作室。主要包括摄,影及后期修片、海报设计、

logo,设计、视频拍摄及后期处理、活动策划和承办以及

广告宣传。,在工作室成立初期,我们会将大部分精力投入

在本校和各高校组织的宣传工作等中小型项目,当中,在发

展后期会将精力更多投入在社会企业单位,并且成立注册公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6X

《歪果仁在西安——外国人的

西安中英生活指南》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冯琳霏 2018303401

项祎霖

/2018303395

,龚艳玲

/2018303429

,杨兰

/2018303431

,左晶莹

/2018303428

王譞,

赵飒飒

讲师

(高

校),讲

师(高

校)

0502

本项目是一本多方位展现西安生活全貌,致力于传播中华文

化,帮助在西安旅居的外国人更好地适应西安生活的手册。

本手册涵盖了饮食、购物、娱乐、交通、法律与规章制度

、文化等16个专题的内容,配套以全面详实的图文影音的解

说,辅以微信公众号实时更新信息。该手册专门针对以下三

类人群：来西安旅游的外国人,在西安留学的留学生以及在

西安定居的外籍人员,还将提供普通话日常用,语列表,为外

国人的日常生活提供基础中文指导。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7X
闻思行线上教育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范炜祺 2018303143

毛嘉宁

/2019303379

,梁添贵

/2019302238

杨冰

郁,李

静

副教

授,副

教授

0501

闻思行线上教育工作室,是一家提供线上写作指导和文史哲

导读课程的素质教育工作室。前期以写作指导培训为主,针

对各类文件写作对大学生进行培训。中后期主要开发文史

哲方面的知识拓展课程,打造有深度而不失趣味的思政课；

同时,闻思行每年还会开展年度主题调研活动,今年将开展

新时代陕西工匠精神的深化与升华这一课题的实证研究与

调研,以视频与推文的形式在公众号等各大网络平台公布,

树立发扬陕西省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学术典型。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8X
C&L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黄昱琪 2019303492

李明达

/2019303466

,彭思源

/2019303519

,黄奕采

/2019203854

,解梦周

/2019203855

雷小兰 副教授 0502

本工作室由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创办,基地在西北

工业大学长安校区,是一个主要以西北工业大学为依托开展

传播外语的组织。营业模式分为线下和线上两种,从校内出

发辐射至校外。线下主要是面授课程和客户进行具体事宜

的交流,而线上依托的主要是网课平台的授课,微信公众号,

抖音和微博等平台的宣传推广。校内主要为西北工业大学

在校师生提供学科竞赛比赛等学术性活动的语言服务；校

外主要是对于语言能力的提高服务。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29X
随学下沉式教育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奥玉杰 2018301535

杨雨翔

/2017301634

,冯瑞诗

/2017301635

,方润楠

/2018301533

,蒲泓兵

/2018301488

郑华 副教授 0401

项目引入下沉概念,面向二三线城市,以APP的呈现方式对

处于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学生进行教育辅导。该款APP

细化学习内容,章节式呈现知识点,还有专业导师在线辅导,

为你制定专属学习计划。项目旨在让每一位学生能够享受

到教育的乐趣,帮助学生理解掌握重点难点知识。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1S

无人机智能数控发动机总成系

统及其产业化
创业实践项目 否 黄文霄 2018300506

李文君

/2018302885

,尚子博

/2018300440

,陈海峰

/2018302773

戴维,

连业达

工程

师,副

教授

0820

针对市面上常见的小型无人机发动机故障率高、节能减排

性和经济性差等行业痛点问题。本项目依托无人机智能数

控发动机总成系统,重点围绕其产业化进行,提出了要成立

一家“产学研售”一体化的航空科技公司。我们团队将首

先对企业进行构架,逐步采用实践调研或其他形式对公司的

市场空间、营销战略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实现核心技术优化

和可行性生产；分析财务报表和风险预期等内容,争取实现

公司盈利并最终提交结题报告。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2S

翱翔三维科技-航空发动机陶

瓷涡轮叶片3D打印定制商
创业实践项目 否 马一然 2018303668

张宇翔

/2018303596

,王珺怡

/2018303611

,刘烨锟

/2017303559

,王凤朝

/2018303475

孔杰 教授 0804

翱翔三维科技是一家利用先进陶瓷材料,通过3D打印技术定

制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高科技企业,以全要素的科技服务

强力推进3D打印定制产品市场化运作。目前,翱翔三维科技

在前驱体陶瓷材料的研发和应用方面已取得重大技术突破,

研制出具有特种性能的先进陶瓷材料,并可将该类先进陶瓷

材料用于生产航空领域涡轮发动机叶片的生产。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1

基于考古发现的西安元明时期

建筑营造技艺与数字化保护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蔡锐 2018301450

王晓曼

/2018301283

,肖勇

/2018301451

,宁青

/2018301280

陈新,

张良

副教

授,技

师

0828

本项目是西北工业大学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联

合科研项目，1.基于近年最新考古数据，探究西安元明时

期建筑营造技艺的主要特点，2.解决古建筑数字化保护技

术中的有效识别问题。本项目的研究成果既可以发现西安

元明时期建筑建造技艺中的新特征，又可以解决目前古建

数字化保护中三维扫描数据分类不明晰的问题，为后续准

确高效的全方位、分层建模提供保障，为进一步保护西安

历史文化遗产提供新的依据和技术支撑。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2X
翱翔送暖,灿烂千阳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白昕卓 2018303437

李万琦

/2018303450

,余晨阳

/2018302670

,孙珞闻

/2019303433

,王哲晨

/2017302762

周凯 副教授 0303

“翱翔送暖,灿烂千阳”项目由西北工业大学团委发起,旨

在解决一线防疫人员的家庭需求,为一线防疫人员子女带去

爱心陪伴、学业辅导及心理疏导等服务,引导学生全面、理

性看待疫情,理解并支持父母的工作,真正安定防疫人员的

大后方,帮助身处一线的防疫人员全身心投入抗疫斗争中,

推动形成全国上下一盘棋,助力疫情防控全面开展。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3X

基于“替抗减排”的新型微生

态饲料添加剂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周凤霞 2019303524

昌玉婷

/2019300327

,孙君豪

/2019303418

徐春兰 副教授 0710

基于绿色养殖业对“替抗、减排”的迫切需求和“营养抗

病”理念,针对矿物质营养素-硒的现有添加形式存在的安

全性和生态环境问题,本项目将动物内源性防御肽—VIP,

动物必需微量元素硒和益生菌三者结合,研制出一种安全、

高效、环保的新型防病保健类微生态饲料添加剂,新型微生

态饲料添加剂的推广和应用将会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4X

“IP商学院”--疫情后乡村旅

游增权计划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刘昱伯 2018302783

王悦尧

/2018302794

,贺礼

/2018302792

,于亚星

/2018302793

,孙辰扬

/2018302799

张亚莉 副教授 1209

项目团队通过成立IP商学院,依托专业的文创企业和高校师

资团队,将极具创意的知识输送到IP设计企业和政府、景

区,致力于解决规划设计前“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同时商

学院将会把所有收益用于乡村旅游增权实践,促进乡村旅游

发展,履行当代大学生的使命与担当。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5X
“三秦良耕”农村电商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吴晓琳 2018302878

郜静蕾

/2018302893

,杨广军

/2018302989

,许诺

/2018300915

,任平野

/2018301936

刘咏芳 副教授 0204

此项目主要结合陕西省农业发展状况,借助社区电商模式,

与农村特色结合打造农村电商,通过小程序搭建销售平台。

拓展农产品买卖渠道,提升农村农产品的影响力,提高农产

品的竞争力,帮助陕西省农村农产品在本地的销售。省去农

产品销售中间冗杂环节,节约成本、大大降低价格,节约时

间,实现农民与消费者的双赢。为陕西省地区的农产品销售

提供参考案例。为农村提供就业机会,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 √

2020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S202010699

006X
筑梦秦巴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尹斯源 2019303055

高鹏翔

/2019303018

,张一凯

/2019303057

,张馨予

/2019301195

王劲
助理研

究员
0701

本项目是针对镇巴县巴山镇宝山村及其周边村庄的教育扶

贫公益项目。项目由“扶志助扶贫”和“山村研学行”两

部分构成。该项目将通过支教扶贫,为山村的孩子带去山外

的教育资源,开拓他们的视野；通过研学旅行,让城市里的

孩子体验山村生活,参与劳动,并与山村的孩子相互陪伴共

同成长。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01

稀土元素对紫花苜蓿光合作用

影响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安柏昱 2018010797

王欣欣

/2018010799
何学青

讲师

(高校)
0907

我们前期研究表明稀土镧、铈、铽元素可明显影响紫花苜

蓿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因此，稀土元素在缺钙条件下对

幼苗光合作用的影响及体外稀土镧、铈、铽元素与脱钙 PS

Ⅱ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稀土离子是否能

代替钙离子的生理效应，从而深入探讨稀土元素独特理化

性质与光合作用的关系，以期进一步阐明稀土促进植物光

合作用的作用机制，为开发高效稀土复合肥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02

外泌体对山羊SLAM调控作用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乐言 2018015203

王婉泽

/2018015209

,马楠謌

/2019015025

,朱成博

/2018011025

齐雪峰 教授 0904

本项目基于前期PPRV感染诱导外泌体分泌特性，结合SLAM

表达水平在PPRV感染中的重要作用，深入研究外泌体细胞

间转运对SLAM及其通路的调节作用及其机制。主要研究内

容包括：1、PPRV感染山羊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s）中外

泌体的分离纯化；2、PPRV感染PBMCs源外泌体对吸纳细胞

SLAM及其通路的调控作用；3、外泌体释放水平对吸纳细

胞中SLAM及其通路调控作用的影响；4、外泌体中PPRV H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03

山羊DNAH1基因的插入/缺失和

拷贝数变异检测及其遗传效应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若兰 2018010616

李一塍

/2018010663

,李常清

/2019010666

,王新雨

/2019010656

蓝贤勇 教授 0903

MMAF相关基因突变已被证明与精子鞭毛的多种形态异常有

关，并影响繁殖性能。目前，已有其他MMAF相关基因突变

与山羊产羔数性状相关性的研究，但未见DNAH1基因影响

山羊繁殖性能的相关报道。本项目将采取琼脂糖凝胶电泳

、Sanger法测序和实时定量PCR等方法，在DNA水平上分析

DNAH1基因InDel及CNVs突变在山羊繁殖性能方面的遗传效

应，并结合陕北白绒山羊大群体进行验证，为提高山羊产

羔数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04

精源miR-202靶向SEPT7调控

早期胚胎胞质骨架重塑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蓝康澍 2018010994

雷柞

/2018011048

,高龙鑫

/2019010777

,田欣

/2018011012

王勇胜 教授 0904

miR-202为一种精源性的调控因子，许多研究我们的前期

研究表明miR-202的靶基因为SEPT7。在此基础上，本项目

首先研究了miR-202/ SEPT7的调控机制，通过对miR-202

以及其靶基因SEPT7的研究确定筛选SEPT7的互作蛋白，进

而明确探讨miR-202对牛早期胚胎胞质骨架蛋白修饰、关

键骨架结构重塑、卵裂及早期胚胎发育等的影响，并揭示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05

基于绿色生活需求的社区农业

空间发展新模式研究——以咸

阳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邹婷 2017011867

付君赛

/2018011568

,蔡知整

/2018011622

,涂晓乐

/2017011868

,李嘉祥

/2017011851

李侃侃 副教授 1305

本研究立足于中国城镇化发展、疫情时期农产品短缺问题

及“轻劳作”需求的现实背景，深入咸阳市社区并对社区

农业现状与居民对社区农业的接纳程度进行调查与分析，

设计全面有效的多种形式进行调查，并尝试运用环境设计

手段来构建合理有效的社区农业模式，探讨社区农业的发

展思路、设计策略和具体的设计指南。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06

Mn4+掺杂双钙钛矿型红色荧光

材料的制备及其在LED植物生

长灯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垣园 2018014220

康如意

/2018014217

,周子静

/2019014015

,郭俊兰

/2018014241

,王健旭

/2018014237

余瑞金 副教授 0703

植物生长需要红蓝光，但在阴天以及室内，植物所需的红

蓝光不能满足。而传统的植物生长灯也多采用荧光灯或白

炽灯来模拟太阳光进行植物补光，存在光效低，易产热的

劣势。且发射光谱固定，而LED植物生长灯具有光量光质可

调整的优势，可改善这些问题。目前已有不少掺杂稀土离

子的红色荧光粉，非稀土元素Mn4+掺杂且以双钙钛矿型氧

化物为基质的荧光粉较少。我们通过碱金属离子共掺，优

化荧光粉的发光强度从而制备更优的LED植物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07

大豆播种机控种斜充式适速精

量排种器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解正雄 2018012624

陈旭辉

/2017012829

,郭坪彧

/2019012775

,伍景涛

/2018012780

,许兴时

/2018012904

黄玉祥 教授 0802

本项目在分析借鉴已有机械式精量排种器设计的基础上，

为了提高排种器在不同工作速度和振动作业条件下的排种

性能，提出依靠斜口取种器的双腔进行充种、隔离待清待

排种子从而稳定运种和清种、控投种环销精准投种的思

想，设计一种能够适应不同速度和振动作业条件的控种斜

充式精量排种器。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08

疫情冲击和环境规制复杂情境

下不同规模生猪养殖户的生产

恢复决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雨昕 2018014421

丁习一

/2018014422

,李晓玙

/2019014165

,刘儒

/2018014792

陆迁 教授 1203

在当前生猪养殖户受到非洲猪瘟疫情重大冲击和环境规制

约束的复杂情境下，本项目通过问卷式实地调研获取基本

数据，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实

证得出在此复杂情境下对不同规模养殖户生产恢复行为决

策的影响，并分析养殖户生产恢复对支持政策的响应效果

。旨在填补学者们目前只限于考察单一方面对行为决策影

响的研究空缺，得出养殖户生产恢复的支持政策优化框

架，为我国生猪产业的疫后有效恢复提供经验借鉴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09

逻辑算子三角模的一个公开问

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浩浩 2018014137

张康瑞

/2017014113

,朱晨辉

/2019013918

,孙怡琳

/2018014190

,刘元昊

/2018014140

杨斌 副教授 0701

三角模 (trianglar norm) 也称为 -范数,  -模，它的

引入可追溯到1942年，Karl Menger在构造概率度量空间

时，三角模的提出首先在概率论空间 (统计度量空间) 得

到应用，后来广泛地在模糊逻辑，模糊集理论和信息聚合

等方面得到重要应用. 在第24届Linz讨论班上，提出了一

些有关三角模的公开问题，本项目就是以解决其中第6个问

题为主要目的进行研究.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10

制备工艺对微胶囊木材防腐剂

粒径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邵兵 2018011321

于闻博

/2018011324

,姚思思

/2018011283

,吴宝睿

/2018011341

闫丽 副教授 0824

本课题在基于研究魔芋提取物对木材的腐朽菌具有抑菌性

。用二氧化硅作为壁材包裹住水杨酸制成微胶囊来提高水

杨酸在木材中的抗流失性。微胶囊木材防腐剂的研究是目

前木材防腐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微胶囊木材防腐剂粒径

对防腐剂的效力有很大影响，研究制备工艺对微胶囊木材

防腐剂的影响对提高微胶囊木材防腐剂的防腐效力有重要

意义。各条件下合成的防腐剂也可以用于木材的耐腐实

验，探究粒径的变化对木材耐腐性的实际影响。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11

玉米抗禾谷镰刀菌茎腐病QTL

定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尧 2018010013

刘峰

/2019010029

,李珩

/2019010078

杨琴 教授 0823

玉米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作物之一，它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

条件，比其他任何主要粮食作物的生长范围更广泛。提高

玉米单位面积产量和改善玉米品质对于带动国民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机械收获和籽粒直收的推行，茎腐病

已经成为玉米生产中最具有威胁性的病害之一。培育优良

的玉米抗病新品种被认为是防治玉米茎腐病最为经济、有

效的措施，而挖掘玉米种质中优良的抗病基因或抗病位点

是培育优良抗病品种的基础和关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12
保健型藏药葡萄酒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余雅婷 2018013752

武雪艳

/2018013667

,郑淇馨

/2019013565

,陈冰洁

/2019013508

,黄雨珊

/2019013613

刘旭,

梁艳英

副教

授,高

级实验

师

0827

藏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葡萄酒是我国的朝阳产业。研发

藏药葡萄酒，有助于提高葡萄酒产业的效益，助力当地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本项目根据藏区藏药的特色优势和相

关文献材料，筛选出适宜于做各类葡萄酒的藏药种类，制

定各类保健型藏药葡萄酒的关键工艺。预期目标为研发出

各类保健型藏药葡萄酒实验产品，促进当地藏药和葡萄酒

产业的长期发展，提升国产葡萄酒的国际竞争力。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13

健康资本视角下返贫风险预防

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思佳 2018015001

蔡璟浩

/2017014829

,张渝婧

/2018015024

,覃涵之

/2018015008

付少平 教授 0303

在“精准扶贫”背景下，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和改善劳

动力状况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重

要存量，“健康资本”在提升个人抵御风险的能力方面的

作用不容忽视。本项目研究的内容包括：描述脱贫户生活

现状；测算脱贫户健康资本；分析脱贫户返贫风险；调查

和分析脱贫户健康生活状况；提出合理政策建议等。项目

前期致力于研究精准扶贫政策中有关健康扶贫的部分环

节，以健康资本的视角剖析农户脱贫前后的健康实践困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14

基于胚胎学特征研究夹竹桃科

的系统分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琳悦 2019013791

欧荧

/2018013938

,李珂

/2019013736

苗芳 教授 0710

项目选择夹竹桃属、络石属、马利筋属、鹅绒藤属、杠柳

属等5属5种植物为试材，通过石蜡切片和苏木精整体染色

的方法，观察比较夹竹桃科5种植物花药结构、雄雌配子发

育过程、绒毡层发育类型、胚珠类型、胚囊类型、胚乳发

育和胚的形态，从胚胎学特征揭示广义夹竹桃科5属的亲缘

关系，阐明萝藦科是否可以归入夹竹桃科的胚胎学证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15

萌发对藜麦品质特性的影响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思倩 2018013321

姚洋

/2018010505

,李梦阳

/2018013346

,杨肇兴

/2018013328

,吐鲁洪·托

乎提

/2018013316

杜双奎 教授 0827

藜麦是唯一一种可以为人体提供全面营养物质的作物，其

自身的营养优势及功能价值使其目前已成为国内外食品领

域的热门研究课题。萌发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改善种子营养

功能性的处理方式，已广泛用于谷物、豆类等。 本研究以

三个品种藜麦为原料，对不同藜麦萌发前后淀粉、蛋白理

化特性、功能特性以及抗氧化活性进行分析，探讨萌发对

藜麦品质特性的影响规律，以期为萌发藜麦的加工利用和

开拓新领域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指导。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16

半刚性碗式节点单层球面 网

壳的稳定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龙婷婷 2018012367

陈守金

/2017012358

,郭昊炜

/2017012368

,张平瑞

/2017012366

李会军 副教授 0801

该项目主要通过研究碗式节点对单层球面网壳的稳定性影

响，利用ansys软件探究不同参数下的碗式节点的节点刚

度对三向网壳、凯威特网壳稳定性能的影响，以期为碗式

节点的更广泛应用提供理论支撑与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17

基于微距摄影测量的溅蚀空间

分布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邹庭润 2019011851

杨成文

/2019011623

,王杰

/2019011866

刘刚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5

黄土高原是我国主要水土流失区，降雨和土壤侵蚀具有极

强的代表性。溅蚀是雨滴对地表土层做功的力学过程,是降

雨初期主要的土壤侵蚀方式。雨滴的击溅作用,破坏了地表

土层结构,使表土离散或直接造成颗粒移动,造成地表土壤

孔隙堵塞,入渗能力的下降。本实验对现有模型进行综合和

改进，建立一个实用性较强、包含主要影响因子的雨滴溅

蚀数学模型，以期改进流域土壤侵蚀中雨滴溅蚀计算存在

的不足，为研究流域土壤侵蚀奠定基础。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18

老年人语言衰老现象的动态变

化研究----一项基于多模态语

料库的语言本体历时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格格 2018015169

尹怡心

/2017015138

,李文静

/2019014997

,董晓辉

/2018013196

,嵇云鹏

/2018013180

王波
讲师

(高校)
0502

本研究以中国老年人群体为调查研究对象，采用建立多模

态语料库的方法收集语料数据，主要考察老年人在口语和

书面语表达及社会语用交际中的语言特点，从语言历时研

究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1年期的跟踪调查研究建立历时语

料库，系统描写老年人群体的语言特征变化和规律，总结

老年人语言衰老的特点，探究影响老年人语言能力变化的

社会及认知因素，为延缓老年人的语言衰退提出有针对性

的建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19

基于反信度函数的信息融合反

欺骗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雨含 2018012971

米向军

/2017013216

,李琪琪

/2018013127

,田琪瑶

/2018012974

,田烨

/2017013242

康兵义
讲师

(高校)
0809

有时候虚假信息在我们最后的决策中可能会造成巨大影响

。所以本项目拟基于反信度函数，对多数据源不确定信息

进行融合，在不断迭代否定的BPA的过程中，观察反信度函

数的一些性能比如熵的变化，从而建立一个不确定信息融

合系统框架下异常因素的识别机制来识别这个可能存在的

虚假信息。本项目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且值得深入研究，

比如应用于农业生产、人脸识别，甚至军事国防方面。这

是一个非常有研究意义的课题。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20

葡萄VvABS1/2转录因子调控原

花青素合成的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迪 2018010523

孙雨

/2018010509

,姚雨彤

/2019010458

,程梦洁

/2019010355

,姜唯玉

/2018010524

张朝红 教授 0710

原花青素又称缩合单宁，是清除人体自由基的天然抗氧化

剂，可以预防多种疾病，具有保健功能。本项目首先对相

关基因进行克隆及序列分析，其次利用qRT-PCR方法对

VvABS1/2基因进行表达差异分析。最后通过酵母单杂交、

双荧光素酶报告系统、凝胶迁移实验、愈伤组织转化等来

分析VvABS1/2转录因子对VvANR1基因的调控作用和对原花

青素合成的影响。故此项目有助于丰富葡萄原花青素代谢

研究，培育出适应生产需要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21

脊冠叶蝉族和小眼叶蝉族的线

粒体基因组的比较研究及系统

发育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左晋源 2019015168

王铮岩

/2019015059

,曹祯

/2019015128

,张砚博

/2019015123

戴武 教授 0710

小眼叶蝉族和脊冠叶蝉族同属脊冠叶蝉亚科，但二者形态

特征上存在巨大差异，前期系统发育发现两个族并未聚合

在一起，应为并系群。本研究拟开展小眼叶蝉族和脊冠叶

蝉族线粒体基因组比较，并结合已有数据进行系统发育分

析，探讨小眼叶蝉族和脊冠叶蝉族在叶蝉科的分类地位，

明确二者及所含属的亲缘关系。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22

毛乌素沙地固沙林恢复过程枯

落物–土壤连续体碳氮转化特

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晓玉 2018011730

张梦莹

/2017011153

,牛之祥

/2018011716

佟小刚 副教授 0905

土壤有机质是陆地系统上最大的碳库,凋落物的分解和转化

则是其形成的主要来源。人们对于凋落物如何转化为稳定

的土壤有机质及其C和N比例的控制因素知之甚少。揭示枯

落物–土壤连续体中碳氮转化特征及其过程对认知植被恢

复过程植物–土壤间养分循环转化具有重要意义。项目以

毛乌素沙地为研究区域，通过实验揭示人工植被恢复过程

枯落物–土壤连续体不同碳氮转化形式在时间序列和空间

分布上的演化，量化枯落物到土壤碳氮库的转化过程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23X

利废福民——农业固体废弃物

资源化技术扶贫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黄倩雪 2018011105

刘天艺

/2017011822

,余勇

/2018014466

,郭章栋

/2018014468

张增

强,陈

龙

教授,

讲师

(高校)

0714

锦华生态技术有限公司定位为受损土壤生态系统解决方案

的供应商，为客户提供技术服务，提供土壤修复方面的土

壤生态系统解决方案。且在土壤修复后期及管护期，可为

周边农户提供农业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制成有机肥的专项技

术，从而利用自制的有机肥进行施作，防止土地退化现象

再次发生。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24

西藏野生垂穗披碱草茉莉酸合

成关键基因EnOPR1克隆和功能

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惠娜 2018010826

张新飞

/2018010795

,李晗玉

/2018010833

,敬松

/2018010827

,佘木子

/2018010824

付娟娟
讲师

(高校)
0907

茉莉酸类化合作为信号分子在响应在植物生长发育和生物

与非生物胁迫应答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从当雄野

生垂穗披碱草中克隆EnOPR1的cDNA 全长序列，通过分析

该基因的生物信息学特征，运用RT-qPCR 研究其表达模

式，并在多年生黑麦草中过表达EnOPR1基因，研究EnOPR1

基因调控JAs的生物合成以及对植物的低温、干旱、盐等非

生物胁迫的调控作用，并为更深入的研究EnOPR1基因的相

关功能与分子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25

微塑料对植物根际微生物和植

物内生菌群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艺琼 2018015215

刘柱

/2018015247

,张新雨

/2019015185

,罗毅

/2018015202

林雁冰 教授 0710

塑料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但由于其化学性质稳定，在

自然环境中的降解非常缓慢，如果废弃的塑料在使用后没

有得到适当的回收，会在自然环境中不断积累，对动植物

及人类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本实验拟通过研究低密度聚

乙烯微塑料（LDPE-MPs）对茼蒿根际可培养微生物区系和

植物可培养内生菌的影响，从根际可培养微生物区系及植

物可培养内生菌结构角度解释微塑料影响植物生长的原

因，为微塑料污染对植物产生危害的研究提供理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26

姜黄素调节动物脂肪组织线粒

体功能和能量稳态的作用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欢 2018010646

曹敞

/2018010751

,黄若澜

/2018010684

,杨梦豪

/2018010636

孙超 教授 0903

通过探究姜科，天南星科等植物中的天然有效成分姜黄

素，调节动物脂肪组织的线粒体功能和能量稳态的具体机

制，为肥胖等疾病的发生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27

CNP对衰老小鼠卵母细胞纺锤

体组装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一丹 2017010934

李艾聪

/2016010951

,刘清扬

/2018010976

,程铭

/2018010025

,倪思璐

/2016011019

马保华 教授 0904

本研究主要分析C-型钠肽（C-type natriuretic 

peptide，CNP）对卵母细胞成熟过程中MⅡ纺锤体形态的

影响及其对纺锤体组装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探讨CNP对衰

老小鼠卵母细胞胞质成熟过程中的作用及其调控机制。旨

在揭示CNP对老龄小鼠卵母细胞成熟和减数分裂纺锤体组装

的影响及其调控关系，为完善卵母细胞体外成熟培养技术

体系，珍稀物种繁殖力保存和高龄产妇人工辅助生殖提供

理论支持。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28

精明收缩导向下陕南传统村落

文化遗产活化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周珈羽 2018011626

薛宁涵

/2018011628

,徐莉

/2019011550

,李悦

/2018011631

,潘宇萱

/2018011630

杨欢
讲师

(高校)
0504

本项目以云镇村为例，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调研等研究方

法，探讨当前村落空心化以及人居空间、文化遗产保护方

面的问题，并基于精明收缩指导，提出活化策略，完善传

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为其他研究提供可借鉴

参考;同时响应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国家号召。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29

基于自由基环化反应实现倍半

萜β -芹子烯骨架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金金 2018014248

苏江

/2018014283

,邓巳玉

/2018014304

谢卫青 教授 0703

很多具有良好生理活性的天然产物如Fissistigmatins C

、黄体酮、甜菊苷等中都带有β -芹子烯的骨架。关于β -

芹子烯的骨架的构建方法也多有报道，但都或多或少存在

问题，如原料复杂、价格高，步骤繁琐等。因此，我们设

计了一种步骤简捷操作简单的构建路线以期一定程度上解

决上述问题——以1,4-丁二醇为原料，通过自由基串联反

应，发展“一步双环”策略，高效构建倍半萜β -芹子烯骨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30
一种苹果紫外激光打标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昌镐 2018012622

王慧坤

/2018012636

,李佳辉

/2019012484

,唐芳婷

/2019012654

,丁能顺

/2018012746

熊秀芳 副教授 0802

苹果是四大水果之一，是很多国家的主要消费果品。一项

研究发现，现多数水果生鲜电商仍处于亏损状态，其中“

品控”占据首要。而为了突出苹果品牌，在苹果销售过程

中，商家往往会采用粘贴纸质标签、字胶带，甚至在苹果

生长过程中贴镂空果贴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会出现污染水

果、难以防伪和浪费人力物力等问题。     此次项目的

在于设计研发一种用于苹果表面的紫外激光打标机，为我

国苹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助力。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31

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

同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郭嘉欣 2018014334

于倩聿

/2017014318

,孙琳

/2018014341

,张宇洁

/2018014336

杜君楠 副教授 0201

为尽快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打赢2020年脱贫攻坚战，

本项目以陕西省贫困重点县为例，进行对数字普惠金融水

平的测度与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

究，以拓宽我国乡村农民增加自身收入的渠道并丰富数字

普惠金融在农村层面的研究。同时，根据研究结果，对不

同类型农户提出提高自身收入的针对性建议，帮助其尽快

实现脱贫、迈入小康。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32

基于频率域加权张量核范数的

高维图像复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盛 2018014164

赵源

/2017014126

,叶胤麟

/2017014114

,吕箫

/2017014132

谢晓振 副教授 0701

对于图像复原，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有效的方法。利用

图像的低秩特性，用核范数作为秩函数的凸松弛。但在现

有秩函数逼近模型中，对变换域成分都是统一对待的，而

这会导致模型在去除噪声的同时，丢失一些图像信息。而

图像在变换域下，其主体和噪声成分分别分布在高低频中

。本项目拟打算从图像在变换域下的分布特点，对不同的

频率成分进行加权处理，建立一个更加逼近张量秩函数的

模型，在去除图像噪声的前提下，保留更多的图像信息。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33

乳酸菌发酵红枣浆的品质调控

及产品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纪元 2019011206

王晗羽

/2019011193

,王启凡

/2019011210

,王浩天

/2019011208

,林广辉

/2019011207

张京芳 教授 0824

该项目利用乳酸菌发酵红枣浆，意在提高红枣中活性成分

的利用率，增加红枣产品的功能性及丰富红枣产品类型，

为红枣产业健康发展和枣区脱贫开辟新途径。预期将提出

适宜的红枣浆乳酸发酵工艺，提出乳酸发酵红枣浆产品加

工技术规范与产品质量标准，阐明乳酸菌发酵对红枣浆品

质的影响及其机制，并撰写研究总结报告及研究论文。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34

小麦盐胁迫相关RNA编辑位点

的鉴定及其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赛娜 2018010081

刘振涛

/2018010123

,曾世荣

/2018010064

,潘文宁

/2018014338

聂小军 副教授 0901

本项目拟通过生物信息学预测并加以RT－PCR验证的方法

完成对小麦盐胁迫响应相关RNA编辑位点的鉴定，并根据关

键RNA编辑位点在编辑前后其编码基因的表达差异来分析

RNA编辑对编码蛋白结构的影响，从而明确盐胁迫下相关

RNA编辑位点的功能，为盐胁迫下小麦RNA编辑的相关研究

和小麦种质改良相关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35

法压壶酿造红葡萄酒的特性及

其实用性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康仪 2018013750

柴梦淼

/2017013658

,司雨璇

/2018013807

,王佳敏

/2018013689

,汪浩

/2017013660

姜娇
讲师

(高校)
0827

本项目对比传统玻璃发酵罐与法压壶的发酵性能，测定基

础理化指标、酚类物质指标，旨在探究法压壶发酵红葡萄

酒浸渍作用效果，为其在小容器红葡萄酒发酵的应用提供

理论依据。借鉴法压壶的设计原理与其对发酵红葡萄酒的

影响，初步构建加强浸渍作用的家用发酵容器的基本结

构，并利用设计好的家用发酵罐完成3-5轮发酵，在发酵过

程中不断改善发酵工艺，以期开发出基于新型家用发酵罐

的精准发酵控制技术。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36

公共突发事件下民间合作机制

研究——以陕西省杨凌示范区

新冠疫情防控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家琦 2018014849

管意琴

/2016014598

,张文英

/2018014854

,陈琳锴

/2018014841

,董千毓

/2018010423

王有

强,董

红

副教

授,教

授

0303

本项目密切结合我国新冠疫情期间民间合作机制的现状，

以“公共突发事件的民间合作机制”为研究主题，以陕西

省杨凌示范区为重点考察地，实地考察当地的民间合作机

制状态,分析我国目前民间合作机制现状问题，提出加强民

间合作机制建设的对策建议和应对策略，并且对调查中出

现的优秀案例加以分析和推广，因地制宜的改良当地的民

间组织机构。探讨如何建立更好的民间合作机制以应对各

类公共突发事件。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37

“形态学与分子系统学的冲突

——猬刺棘豆亚属系统发育位

置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晓晓 2019013809

康钰颖

/2019013865

,李钦颖

/2019013744

,谷雯

/2019013875

肖亮
讲师

(高校)
0710

本项目在前期研究中发现豆科（Leguminosae）棘豆属

（Oxytropis）猬刺棘豆亚属（Oxytropis Subgen. 

Tragacanthoxytropis）的形态学和叶绿体基因组各自的

系统发育树位置出现冲突，针对该亚属的两个代表物种和

分子发育树相邻物种进行研究，通过核基因测序、标本研

究以及野外观察的方法，进一步确认该亚属物种的真正系

统发育位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38

核桃青皮中醌类物质的分离制

备与活性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涵茜 2018013362

马海敏

/2018013576

,姬敏慧

/2018013370

,张莹莹

/2018013356

,邹光铭

/2018013347

罗安伟 副教授 0827

以核桃青皮为原料，利用高能电子束辐照破壁处理，超声

辅助法优化核桃青皮中醌类物质的提取工艺。通过超滤膜

过滤、色谱柱层析等方式分离产物，用高效液相色谱检测

组分。通过质谱、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等光谱

分析确定产物组分和结构。探究醌类提取物对光照、酸、

碱及金属离子的稳定性，对产物进行抑菌活性评价和抗氧

化活性评价。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39

SWAT模型中渠井结合灌区灌溉

用水模块的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芬芳 2018012210

张祺祺

/2018012126

,段奕多

/2018012216

,马佳宁

/2018012185

,裴介渲

/2018012184

降亚楠 副教授 0811

本项目将基于现有的灌区SWAT模型，通过对典型灌溉区域

的实地调查与资料收集，结合农户实际灌溉状况以及地区

因素考虑灌区的实际灌溉用水数据，对渠井结合灌区灌溉

模块的用水模型进行构建，并最终开发渠井结合灌区的用

水模块，实现灌区用水的更高效化。 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内

容有： （1）渠井结合灌区典型区域农户灌溉用水调查 

（2）构建考虑农户灌溉用水行为的渠井结合灌区灌溉用水

模型 （3）开发SWAT模型的渠井结合灌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40

微塑料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

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磊 2018013898

杨天宇

/2018013895

,潘兴辉

/2019013885

,翁诗淳

/2019013848

,陈钰潇

/2018013915

许明祥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705

基于当前微塑料污染造成土壤利用率降低和土壤微塑料相

关研究较少的现状，本项目拟采用以不同微塑料大小、土

壤团聚体大小以及不同土壤环境设计一系列梯度试验，结

合实验室内的模拟实验与自然环境中的实地实验，相互对

照、相互印证。收集土壤孔隙、土壤饱和导水率等有关参

数，并对所得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建立模型。最终推测出

微塑料对土壤结构稳定性及其水文效应的影响因素，为解

决微塑料相关土壤污染提供新思路。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41

“互联网+”背景下农林院校

英专学生语言学习策略与TEM4

成绩的相关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旭 2019014938

王惠霖

/2019014932

,索来梦

/2019014937

,王嘉宝

/2019014936

,张怡萌

/2019014933

范琳
讲师

(高校)
0502

大学英语专业四级考试（TEM4）是针对高校英语专业学生

的语言综合能力的测试。国内相关研究表明，语言学习策

略是影响外语学习成绩的重要预测变量之一（李文，

2018）。因此本项目拟以较为成熟的国外语言学习策略理

论为基础，结合国内学者在中国语言学习环境下的相关研

究和学习者在信息技术背景下的学习特点，构建比较完善

的量表模型，来探究我校英专学生在“互联网+”的背景下

对语言学习策略的使用特点，以及这一特点与其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42

基于局部流形结构建模的高维

数据子空间聚类算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玉晗 2018013236

康娟

/2018013240

,班鲁杰

/2018013149

,王国瑞

/2018013147

游梦博
讲师

(高校)
0809

本项目针对目前的高数数据冗余度高以及包含不相干特征

的问题，研究高维数据样本点相似度结构稳定的特征子集

筛选方法，通过数据重构噪声的优化控制提高子空间聚类

性能。 本项目研究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为：高维数据的

有效特征子集筛选和局部流形结构建模，拟在目标函数中

引入局部流形结构保持约束，通过构建数据的邻接矩阵捕

获数据包含的局部流形结构，并通过构建拉普拉斯约束项

使选出的特征子集可以保持原始数据的空间结构关系。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43

中国野生毛葡萄转录因子

VqWRKY48抗白粉病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怡楚 2018010527

戴凌轩

/2018010514

,褚泽萌

/2019013654

,魏国风

/2019010533

,袁晓龙

/2018010517

王西平 教授 0710

葡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果树之一,但它对白粉病的抵抗

能力较差，挖掘中国野生葡萄抗白粉病相关基因，通过基

因工程手段定向转入高产优质易感病的欧洲葡萄，对葡萄

抗病新品种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项目就是在前期基

础上，构建VqWRKY48过量表达载体和CRISPR/Cas9基因编

辑载体，并遗传转化欧洲葡萄无核白，对转基因葡萄植株

和野生型葡萄开展抗病性鉴定，分析VqWRKY48基因抗白粉

病功能，为揭示葡萄抗白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44

华佗豆树脂糖苷类化合物的分

离和抑菌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俊整 2018010372

刘浩

/2018010344

,王丹娜

/2018010379

,王丹

/2018010376

闫合 副教授 0813

华佗豆是旋花科月光花属植物丁香茄的种子。前期研究结

果表明：华佗豆提取物对农业致病真菌具有显著的抑菌活

性，其主要活性成分为树脂糖苷类化合物。本项目拟在此

基础上，系统分离华佗豆中树脂糖苷类化学成分，并评价

所得化合物对农业致病真菌的抑菌活性。本项目的研究意

义主要表现在：华佗豆提取物抑菌活性突出，明确其抑菌

活性物质基础可为以其为活性成分的植物源农药开发及科

学合理使用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45

基于多特征融合的黄土高原自

然景观分形美学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晓蕾 2018011942

向昊黎

/2018011927

,蔡海双

/2019014044

,唐溶荟

/2018010266

张青峰 教授 0705

本项目将自然、技术、艺术有机结合，利用黄土高原千沟

万壑、地形支离破碎的特殊自然景观，从中挖掘出蕴含的

分形美学特征。通过提取黄土高原DEM等数据中的各类地理

要素，制作出相应的分形图案。采用基于计算机图像处理

的方法对分形图案的美学特征进行提取，并且通过构建支

持向量机实现对分形图案的美感高低进行自动分类。将地

学美融入到设计，为设计者提供创作灵感，并为后续其它

地区高美感地理分形图案提供了筛选和评价方法。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46X

枫收计划－解决家禽无抗养殖

问题的曙光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姚瑞琪 2018014126

田镕恺

/2017014657

,石文婷

/2019014552

,牛晨

/2018010600

,冯舒童

/2018013268

赵善

廷,陈

树林,

赵宝

玉,朱

晓岩

教授,

教授,

教授,

讲师

(高校)

0904

元宝枫是中国特有的多用途经济树种，近几年因其籽仁中

含有神经酸而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在全国多地大规模

的引进和种植。元宝枫叶的产品开发，一方面有效解决元

宝枫推广中投资年份较久的问题，另一方面利用叶子富含

绿原酸、黄酮等活性成分的特性，助力畜牧行业无抗养殖

的推行。本公司与四川企业合作，获得优质的原材料供

应，以专业技术开发元宝枫叶饲料添加剂及饲料产品，因

地制宜促进“剑门土鸡”品牌的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47

丁香酚对沙门氏菌的抑制及抗

感染作用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言 2018015217

徐慧东

/2018015295

,李子艺

/2018015211

石超
讲师

(高校)
0827

本实验旨在研究丁香酚对沙门氏菌的抑制作用和抗感染机

制，为天然物质在抑菌方面奠定一定的研究及应用基础。

通过构建牛乳模型、测定膜细胞电位的变化、观察细胞膜

完整性以及细胞形态来探究丁香酚对沙门氏菌的抑制作

用；通过探究丁香酚对沙门氏菌的运动、菌体黏附侵入上

皮细胞Caco-2、沙门氏菌生物膜形成量和相关毒素基因转

录的影响来探究丁香酚对沙门氏菌的抗感染机制。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48

高产奶山羊性控精液X、Y精子

特异蛋白激活分选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文成龙 2018010633

杨瑞

/2018010634
胡建宏 教授 0903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筛选1～2种山羊X、Y精子特异蛋白；

创新研发一种高产奶山羊性控精液X、Y精子特异蛋白激活

分选技术，建立1套奶山羊性控精液低损伤冷冻保存技术，

冷冻-解冻后精子活率达到40%以上。通过本项目的实施，

建立山羊性控精液X、Y精子特异蛋白激活分选技术，可打

破性控精液利用流式细胞仪分选的传统方法，提高分选效

率，降低经济成本，同时避免流式分选对于精子造成的损

伤，有效提高分选后的精子活力。本项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49

鸡毒害艾美耳球虫纳米PCR检

测方法的建立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佳丽 2018011035

马薇

/2018011037

,李超超

/2018011039

,周慧

/2018011073

赵光辉 教授 0904

本项目通过挑选靶基因设计特异性引物并优化反应条件，

建立鸡毒害艾美耳球虫纳米PCR检测方法。此外，随鸡粪便

排出的未孢子化卵囊只有发育为孢子化卵囊才具有感染

性，但目前国内外尚缺乏针对毒害艾美耳球虫孢子化卵囊

的检测方法。基于此，本研究利用RNA-seq技术筛选毒害

艾美耳球虫孢子化卵囊特异基因，建立用于检测毒害艾美

耳球虫孢子化卵囊的纳米PCR检测方法，为鸡毒害艾美耳球

虫乃至其他球虫感染的防控提供理论和技术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50

锈病胁迫下MYB114转录因子对

花青苷合成的调控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欣然 2018011423

李文静

/2017011773

,马婧超

/2018011469

,周红琴

/2018011420

,王巍峰

/2017011923

李厚华 教授 0710

海棠是园林中常用树种但其易受锈病侵染。染病后海棠叶

片出现病斑、树势减小、落花落果，影响观赏效果。目前

对于解决锈病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培育抗锈病新品

种意义重大。推测花青苷可能会抑制山田胶锈菌繁殖，有

实验表明MYB114转录因子在锈病胁迫下表达情况发生改

变，推测其会影响花青苷合成。本实验采用基因功能检

验，分析导入目的基因前后，染病叶片中花青素合成相关

化合物含量差异，阐明该转录因子对花青苷合成的调控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51

大米中重金属镉的荧光可视化

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孙少伟 2018010968

吴霞

/2018014246

,杨丽荣

/2018013845

,肖千禧

/2018013690

,张心怡

/2018011161

孙世国 教授 0703

本项目为“大米中重金属镉的荧光可视化检测”，团队由

来自不同学院的成员组成。项目建立初衷为解决“毒大米

”中镉离子检测的相关问题，通过查阅文献总结以往科研

经验，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验探究，设计出一套更创新、更

合理、更简便的检测方法，即以罗丹明为母体合成一份可

快速检测大米中镉含量的分子探针，并由此设计出一款试

纸应用于市场，具有方法简便，灵敏度高、响应时间快、

价格亲民等特点，具有重大的科研价值与实用价值。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52

基于多视角图像序列三维重建

的小麦穗部性状测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申鹏 2018012563

叶永凯

/2018012532

,杨玲玲

/2018012579

吴婷婷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基于多视角三维重建技术，以单株小麦为研究对

象，利用形态学理论知识并采取特定算法，构建小麦穗部

及近穗部三维模型，提取性状参数，从而对小麦不同发育

期穗下节长度、旗叶大小及空间姿态、穗部穗长、小穗数

等表型性状进行测量，以期实现高精度高效率的小麦自动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53

病虫害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对

农户生产绩效的影响研究-基

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反事实估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吴晓宇 2018014603

薛莎

/2018014571

,李佳珂

/2019014289

,王帆

/2018014821

李桦 教授 1203

本项目研究采纳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对农户生产绩效的影

响，通过投入导向型BBC模型测算出农户的生产绩效，从成

本投入与产值对比两个方面对影响机理进行剖析，提出理

论假设。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将统防统治

服务从其他影响生产绩效的影响因素中独立出来，并对影

响机理进行验证。而后为进一步推广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

提出实质建议，为实现科学合理的使用农药，推动绿色农

业可持续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54

基于深度学习的视频人脸识别

的改进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远 2018014184

邵闻睿

/2018015020

,张羽菲

/2018014180

,范雨昕

/2018014167

谢林林
讲师

(高校)
0701

项目主要围绕人脸识别展开，是对人脸识别系统的改进。

首先对于实验所需要的数据集，我们尝试通过监控视频完

成人脸数据集自收集。然后再人脸特征提取阶段我们选择

LRCN模型，并引入注意力机制进行改进。最后在人脸匹配

阶段，我们想引入哈希函数使匹配过程更快。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55

工艺条件对狮头柑精油提取效

果及主要成分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学峰 2018011241

茹超

/2018011233

,陈秋月

/2018011254

鲁周民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5

狮头柑是安康地区重要的经济果树。其果实为地农民带来

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果皮有大部分未加以利用，皮渣的浪

费及污染严重。精油的提取是柑橘果皮加工利用的重要途

径之一，本项目采用正交试验设计，对水蒸气蒸馏法和超

临界萃取法两种工艺条件下的狮头柑精油提取效果进行研

究，并采用气相色谱-质谱分析（GC-MS）的技术对狮头柑

的精油的主要成分进行分析。从而确定最佳工艺条件，以

期实现工业生产。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56
油菜γ -TMT基因功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衍铄 2018010075

钟涛

/2018010061

,唐俊祥

/2018010094

陈明训 教授 0901

本项目将在前期已获得的过量表达Bnγ -TMT基因的油菜转

基因株系（T1代）的基础上，筛选并获得纯合转基因油菜

（T3代），深入探讨Bnγ -TMT基因在油菜种子维生素E积

累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同时探究α 型生育酚的含量变化对

脂肪酸等物质积累的影响，以及探究维生素E对油菜抗逆性

的影响机制，以期提高油菜种子中α 型生育酚的含量，为

油菜种子中维生素E代谢途径的研究以及维生素E对油菜抗

逆性影响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基因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57
品酒笔记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饶博涵 2018013650

顾圆圆

/2018013355

,尚明翰

/2018013797

,朱添汐

/2018013786

,范梓晴

/2018013776

刘延琳 教授 0827

一款及时性品酒笔记APP，推动品酒行业的发展，降低品酒

门槛，使葡萄酒爱好者基数增加，便于推广葡萄酒文化，

使app服务的群体增加葡萄酒知识面（如葡萄酒经销商，初

级侍酒师，初级品酒师，葡萄酒爱好者，葡萄酒文化传播

公司）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58

乡村教师“互联网＋教学”胜

任力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易美玲 2018015102

卜培杰

/2018013250

,吉娅

/2019014722

,张涵舒

/2018015091

赵丹 教授 0401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对新时期乡村教师教学能力提出

了新要求。为了解乡村教师教学现状，解决乡村教育所面

临问题，本研究通过运用胜任力理论构建乡村教师互联网

＋教学胜任力模型，实证评估在互联网＋背景下乡村教育

教学情况及乡村教师胜任力现状。最后结合实证研究分析

现状的产生原因，并提出提高乡村教师互联网+教学胜任力

的措施，以克服乡村学校教师资源短缺的难题，促进乡村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59

中性辣根过氧化物酶的快速纯

化体系的建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武家兴 2018014118

孟瑶

/2018013913

,谢帅帅

/2018013985

陈鹏 教授 0710

辣根过氧化物酶（Horseradish Peroxidase，HRP）是科

研及临床监测中常用的标记酶，市场需求量巨大。目前主

要从植物材料辣根中分离纯化，但纯化的方法一直沿用最

初建立的方法。该体系没有充分利用HRP的酶学性质的特

征，纯化前期操作步骤繁杂，得率较低。本研究拟利用HRP

的显著的稳定性特征，以速冻辣根加工过程富含HRP的根皮

废料为材料，建立HRP的快速纯化方法，在对纯化酶进行纯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60

基于双价纳米抗体构建同时检

测三种主要金黄色葡萄球菌肠

毒素免疫层析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利莉 2018013298

王莹莹

/2018013297

,向怡涵

/2019013149

,刘源

/2019013184

季艳

伟,王

妍入

讲师

(高

校),高

级实验

师

0827

在前期基础上，以双价纳米抗体为捕获抗体，以三色纳米

金和单价纳米抗体偶联的高效探针为检测元件，构建可同

时检测食品及农产品样品中三种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的

高灵敏免疫层析检测法。本项目的研究结果可为开发灵敏

度高、特异性强、可适用于 SEs 以及食品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快速现场免疫层析检测法提供新的思路与技术支撑，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61

基于介电和HP技术的土壤重金

属检测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昭 2018012362

宋佳欣

/2018012064

,于欣茹

/2018012274

,宋博远

/2018012244

许景辉 副教授 0806

本设计基于热脉冲技术和介电测量技术，设计一款将介电

法和热脉冲技术结合起来的改良后的传感器，通过仿真软

件，机器学习等进行函数模拟，可以测量出土壤中重金属

含量变化随水分运移量的动态变化情况。应用仿真及编程

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建立理论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

检测，观察其准确性，分析误差，优化模型。通过传感器

系统、上位机软件系统、验证试验的设计，最终开发出一

套土壤多参数传感器系统。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62

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植物-微生

物修复策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洪茂君 2018010083

张博瀚

/2017012534

,高垚

/2018010089

,李翀照

/2018010078

,张佳瑛

/2018011967

方临川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2

以铅镉污染土壤为研究对象，添加小麦秸秆生物炭（300℃

制备，因为300℃以上制备的生物炭可能脂肪族碳（C）官

能团较少，而芳香族C较多，可能会显著降低其改善土壤质

量的效果），以盆栽实验（种植苜蓿）的方式，研究生物

炭对苜蓿生长及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63

针对户外大场景稀疏点云的特

征提取和语义分割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求峰 2018013251

王利伟

/2018013231

,曹怡菲

/2019012986

,李运庆

/2018013148

杨会君 副教授 0809

随着三维地形点云技术的不断发展，地形点云的在城市规

划建设和矿场勘探上的应用变得愈加广泛。尽管前人对室

内场景识别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处理大规模地形数据

时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因此，我们拟结合RandLA-Net、

LPD-Net以及SPG三种网络的优点，并对其进行优化，建立

一个针对室外大场景稀疏点云的特征提取和杂物识别系

统，对特征复杂多样的地形进行特征提取，从而实现对稀

疏地形点云中的杂物（如房屋、沟渠等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64

苹果MdUGT88F1转录调控蛋白

WRKY的筛选及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锐涵 2018010437

张兴珍

/2018010434

,李金伟

/2019010356

,张文镐

/2018010400

,刘劭婕

/2018010438

马锋旺 教授 0710

本项目拟利用发根农杆菌介导的苹果根转基因技术，分别

对7个候选基因进行过表达和RNAi干扰，通过分析转基因

苹果根中的MdUGT88F1表达水平和根皮苷含量，探讨各候

选WRKY基因在苹果根皮苷生物合成调控中的作用，并筛选

最佳基因。本项目旨在推进对苹果根皮苷生物合成分子调

控机制的解析。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65

利用基因编辑技术突变

TaCIPK14创制广谱抗条锈病小

麦材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薇 2018010318

孟宇静

/2018010321

,李茗乐

/2018010328

,李美莲

/2018010324

郭军 教授 0901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的最重要病害之一，种植和利用抗

病品种是防治该类病害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采用使感病

基因丧失功能的策略可培育广谱和持久的抗病品种。在前

期，我们鉴定到一个候选重要感病基因钙调神经磷酸酶B类

蛋白互作蛋白激酶TaCIPK14。本项目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

构建TaCIPK14突变的小麦材料，并鉴定其对多种小麦条锈

菌生理小种的广谱抗病性，为利用感病基因建立小麦条锈

病持久控制的新策略提供基因资源和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66

改性生物炭对盐渍土的改良效

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艺文 2018011704

古一鸣

/2018011681

,苟聪

/2018011705

,许均泽

/2018011690

王旭东 教授 0823

用不同配比的改性生物炭(生物炭＋木醋液，生物炭＋鼠李

糖脂)改良盐渍土，通过测定土样pH变化、电导率变化，生

长的植物出苗率，根系发育情况、根系活力以及叶片中SOD

酶活性等指标，研究改良效果，对比寻求最优的改性生物

炭配比，研制出高效盐渍土改良剂，从而实现盐渍土改

良，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67X
“优鲜”保鲜——果蔬保卫者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郭章栋 2018014468

邓淑琴

/2017010395

,高馨怡

/2017010393

,梁璧蓉

/2019014229

马红

玉,周

会玲,

高岳芳

副教

授,副

教授,

副教授

0710

针对当前果蔬保鲜行业保鲜剂大部分由化学合成，绿色保

鲜剂尚未普及的痛点，团队依托于园艺学院重点实验室，

两名副教授提供技术指导，将未过多于应用果蔬保鲜的茶

多糖进行深入研究，同时与茶多酚、VC相结合，开发出两

款绿色、高效的新型保鲜剂。具有抗氧化、抑制果蔬表面

细菌滋生的功效，旨在延长果蔬寿命，弥补当前市场上绿

色保鲜剂空缺。积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团队有研究生3

人，本科11人，具有创业热情。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68

利用细菌外膜囊泡靶向杀死耐

药菌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笠翰 2018015291

孟媛

/2018015287
王瑶 教授 0710

本研究以大肠杆菌为模式菌，通过破坏细菌OMVs产生相关

基因的表达，筛选出超囊泡化突变体菌株，以满足后续大

量OMVs的需求，利用OMVs的体外分泌功能，携带特异靶向

剪切的CRISPR质粒进入靶细菌并实现对其耐药基因的破坏

。利用大肠杆菌自身的OMVs对其进行耐药基因的破坏，从

而使细菌对抗生素敏感。最后采用耐甲氧西林金葡菌

（Methicillin-Resistant S. aureus，MRSA），研究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69

内酯环完整性对杀灭鱼类单殖

吸虫活性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志强 2018010880

罗彬珂

/2018010879

,高霞霞

/2019010706

,杨昕程

/2018010885

,魏志鹏

/2018010884

凌飞 教授 0906

三代虫常引发病害对渔业生产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而目

前，药物防治依然是控制病害最主要的手段。所以从中草

药中筛选、分离获得活性成分，并以此进行原料药的化学

合成是渔药创新的研究方向。 我们团队已经从800多种植

物获得200多种杀虫活性成分，其中多个显示出良好的生物

活性的化合物均含内酯环，该项目就是为了初步探究内酯

环完整性对杀灭鱼类单殖吸虫活性的影响，从而为后续的

新药开发提供基础资料。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70

纤维蛋白原样蛋白1在PRRS持

续性感染中的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宁璐璐 2017010950

吕梦薇

/2017010937

,司舒晗

/2018011060

,杨丹

/2017010951

穆杨 副教授 0904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淋巴组织持续性病

毒感染，FGL1是活化T细胞表面共抑制分子LAG3的主要配

体，本项目采用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技术确定FGL1在PRRS

持续性感染中的作用与机制，为PRRS持续性感染形成机制

的研究积累资料。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71

杨凌地区公园绿地植物结构对

空气中颗粒物浓度影响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顾楚剑 2018011593

刘益志

/2018011587

,范世玉

/2018011640

,刘商祺

/2018011618

,徐瑞阳

/2018011590

高天 副教授 0714

本研究以杨陵区公园绿地为研究对象，在根据植物结构分

类后的公园绿地进行测量，根据测量数据得出气象条件，

空气环境，日变化和他们之间的联系，在考虑了气象条

件，空气环境等对空气中颗粒物浓度的影响后，得到不同

的植物结构对杨凌地区空气颗粒物浓度的削减作用，以及

最适宜游人游憩的场所与时间。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72

新型石墨烯/WS2/TiO2复合气

凝胶制备及其用于金离子富集

与污水处理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雯 2018014308

王可馨

/2018014307

,王飞

/2018014204

佟珊珊 副教授 0703

本研究项目旨在制备一种新型高效的多孔石墨烯

/WS2/TiO2吸附材料，探究不同剂量的该材料在不同的水

溶液环境下（不同的pH值、离子强度、温度）作用不同时

间的吸附效果，不断优化该材料的吸附性能。并建立

GO/WS2/TiO2 hybrid aerogel材料吸附的动力学模型。

将其用于去除有机染料和回收富集贵金属，为环境保护和

资源的持续利用提供理论基础和实验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73
拱棚自动打杆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志星 2018012643

陈池

/2018012759

,张思攀

/2019012429

,王明刚

/2018012598

李卫 副教授 0802

拱棚是顶部呈弧形、上面覆盖塑料膜的棚，应用广泛，具

有优良的农业价值，但传统搭建方式费时费力，现有的机

械化仅限于半自动化。本项目致力于研发一种储杆、送杆

、打杆一体化的自动化拱棚支柱打杆机，主要研究内容为

拱杆系统的机械结构设计、柔性打杆系统搭建和基于UWB的

定位导航系统的研发。该项目可大大节省人力、物力，降

低劳动强度，实现设备自主作业，自动化程度高，保证了

搭建拱棚的高效率、高质量进行。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74

基于供应链金融的生猪养殖户

融资路径分析—以兴平县生猪

养殖厂与双汇合作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岚昱 2018014517

张宸溪

/2018014627

,王晓荟

/2018014687

,叶泰涟

/2018014695

,张入今

/2018014690

石宝峰 教授 0201

本项目拟以世界500强企业双汇集团与兴平县生猪养殖户合

作为例，调查中小养殖户融资瓶颈现状与规模化升级瓶

颈，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基础上，探索“中小散养殖户-

金融机构-核心企业”一体化供应链融资模式，分析其可行

性与现存风险，旨在解决中小型养殖户经营过程中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推动生猪养殖规模化标准化进程，促进国

内生猪稳产保供工作。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75

基于偏振光栅的干涉成像光谱

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代筱娟 2019013953

徐毕力格

/2019013974

,兰宗凯

/2019014004

任文

艺,张

锐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0807

本课题将基于偏振光栅的分光原理研究一种静态干涉成像

光谱技术。对于系统成像模型、信息重构模型进行深入研

究和分析，确定成像系统的关键指标，通过计算机仿真和

光学实验验证系统的可行性，实现目标的图像、光谱信息

的同时获取。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76

热处理木材抽提物抑菌性能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鹤 2018011410

赵琛琳

/2018011286

,张祁瑞

/2018011396

,谭波

/2018011392

雷亚芳 教授 0824

该项目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热处理木材颜色

对其力学强度表征模型构建及影响激励研究”，针对当下

普遍的化学防腐剂污染问题，对不同树种热处理之后抽提

物地抑菌活性进行研究，探索出具有通性的抑菌活性成分

和最佳的抽提溶剂，为改进并优化该活性成分的提取制备

技术提供基础，以期开发新型绿色高效的木材防腐剂。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77

不同小麦品种流变学相关性状

的差异分析及相关基因的关联

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泽华 2018010336

郜英杰

/2018010125

,熊世奎

/2018010134

,吴昌龙

/2018010132

陈亮 副教授 0710

分析不同品种小麦的高分子量谷蛋白含量差异以及相关基

因表达状况，探讨高分子量谷蛋白含量差异对流变学特性

的影响。通过测定不同品种小麦高分子量谷蛋白含量及面

团流变学性状指标，然后通过分子标记筛选已有的相关基

因或亚基，分析相关基因或亚基对流变学特性性状指标的

贡献度。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78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农民土

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靖云 2018014898

杨芮

/2018014896

,陈刘飞雪

/2018015043

,张烨炜

/2018015027

赵晓峰 教授 0303

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生存发展尤为重要，但是目前的社会

保障制度难以满足农民的生存需求。制度不健全在很大程

度上强化了土地的保障功能，这也就使得农民不愿或不能

流转土地，严重制约了土地流转的顺畅进行。 本项目将实

地调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流转土地意愿的影响。通

过探究农民对当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土地流转政策的看

法，从而分析出制约农民流转土地的因素。基于调查结果

提出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建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79

基于叶表皮微形态及叶脉序特

征的花楸属植物分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博强 2018013916

沈坤

/2018013923

,姜悦

/2018013933

,王磊

/2018013931

,王宇坤

/2018013926

杨文权 副教授 0710

国内外学者对花楸属植物的分类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

有关花楸属植物叶表皮微形态特征和叶脉序特征的报道很

少。为此，本研究拟对花楸属植物的叶表皮微形态和叶脉

序特征进行研究，以为花楸属植物的分类提供更多的理论

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80

基于纳米抗体修饰的新型复合

纳米酶在食品中金黄色葡萄球

菌肠毒素B均相免疫分析方法

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路云龙 2018013527

张千红

/2018013538

,张敢为

/2018013528

,鲁提甫拉·

麦麦提

/2018013284

,李想

/2018013540

季艳伟
讲师

(高校)
0827

本研究在前期已获得抗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 B (SEB)纳

米抗体的基础上，采用通过大肠杆菌原核表达的纳米抗体

（B7）以及与其偶联的磁性纳米材料作为捕获元件富集 

SEB 。并以掺杂了 N 和 B 的还原氧化石墨烯（NB-

rGO）偶联的纳米抗体（B1）作为检测识别元件，通过将

NB-rGO与Fe-MOF物理混合构建具有较高酶活性的NB-

GO/Fe-MOF复合材料作为信号放大元件，建立一种用于检

测食品中S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81

不同微尺度下垫面特性对融雪

融冰水量水质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晓钰 2018012181

王辰绕

/2018012163

,吴雷

/2018012214

,沈子琦

/2018012167

栗现文 副教授 0811

（1）去离子静水沉降分选后不同粒级下垫面土壤水力特性

差异； （2）考虑不同温度条件下，下垫面特性对融雪、

融冰下渗和表层径流水量水质的影响。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82

草地物种多样性对气候变化影

响的缓冲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闯 2018011225

徐凤娇

/2018011224

,崔增

/2019080021

,杨文珊

/2019051378

,张雪丽

/2018011226

武高林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5

气候变化通过直接或间接作用影响植物种群分布和动态，

而草地植物群落特征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影响气候的变化。

气候变化改变了生态系统及其功能，而生物多样性可以缓

冲这种变化。本课题目的是研究草地物种多样性对气候变

化影响的缓冲作用，通过人工增温、增雨模拟，探讨不同

物种多样性的草地面对气候变化时的响应程度，拟为合理

管理草地，高效利用物种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提供理论依

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83

基于物联网的苹果病虫害预测

预报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承泽 2018013211

刘懿增

/2019012937

,高郑杰

/2019012904

,王奕书

/2019012983

,杨仲涛

/2019012947

刘斌 副教授 0809

本课题将物联网技术、图像处理技术与智能决策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传统植物保护技术融合，以苹果果业大数据智

能服务为目标，开展果园物联网数据采集关键技术研究、

专用苹果数据中心与大数据平台研制、长势与病虫害预测

预报模型开发、构建农技智库平台，并与企业联合开展项

目技术成果的应用示范，更好地服务于苹果产业的全体参

与者和“美丽乡村”建设者。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84

Md2323在苹果Small RNA生成

中的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天乐 2018010496 管清美 教授 0830

探究Md2323转基因生成Small RNA分子的作用机制，研究

其是否通过直接结合Small RNA的启动子进行调控或与其

他Small RNA生成相关蛋白有调控互作关系，参与Small 

RNA的调控通路，可以进一步了解植物生长发育和响应逆境

胁迫分子机制，为苹果育种提供分子基础。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85

天然产物桧木醇对采后胡萝卜

菌核病的抑菌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米倩倩 2018010355

许乐天

/2017010321

,王阿玲

/2018010353

,李宇晴

/2018010348

,马东旭

/2018010343

王勇 副教授 0813

胡萝卜营养丰富,对人们的健康十分有益,然而,胡萝卜在贮

藏期易发生菌核病,造成减产和品质下降。桧木醇是一种提

取于扁柏的天然产物，具有广谱的抑菌活性，但桧木醇对

核盘菌的抑菌活性尚未有系统报道，故本项目旨在系统研

究桧木醇对贮藏期胡萝卜菌核病的抑菌活性，评估桧木醇

用于防治采后胡萝卜菌核病的应用潜力，为今后胡萝卜贮

藏期菌核病的科学防治提供新的替代药剂，减轻胡萝卜因

菌核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86

两个典型富硒地区土壤-水稻

体系中硒有效性及其主控因子

比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浩琳 2018011876

邓永玺

/2018011691

,陈坤

/2018011871

,刘为

/2018011852

,郭宇航

/2018011836

梁东丽 教授 0714

本研究旨在室内连续浸提技术、形态分析技术相结合，通

过多元统计分析、空间分布等方法对广西、陕西土壤-水稻

体系中硒有效性差异及主控因子的研究，系统了解不同地

区有效性差异与形态分布特征及其籽粒中硒形态的关系，

探讨土壤硒有效性与土壤理化性质间的关系并明确影响土

壤硒有效性的主控因子，为我国富硒地区土壤硒有效性的

研究提供基础数据和方法。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87X

素锦华服——基于阳离子型接

枝改性壳聚糖的新型防螨抗菌

纺织面料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伊雅楠 2018014875

康召

/2018011882

,杨子昂

/2017014055

张存

莉,陈

龙

教授,

讲师

(高校)

0710

素锦华服创业团队在张存莉教授、陈康勇教授、张剑锋总

经理等人的支持与引导下，瞄准中高端纺织市场。团队通

过从天然产物生漆中提取漆酚,在漆酚上引入酰胺基团,合

成具有性质优良的类辣素漆酚衍生物，将此衍生物作为抗

菌单体，通过接枝共聚的方法将此抗菌单体引入基底物质

壳聚糖中，制备出一种防螨抗菌印染剂。再通过交联反应

将该印染剂整合至亚麻织品表面，制备出具有防螨、抗菌

、抗静电等功效新型复合亚麻材料。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88

两种常见饲用微生物乳酸菌与

丙酸杆菌的不同用量与比例的

添加对瘤胃原虫以及发酵产物

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安国 2018015201

杨培钰

/2019015151

,童浩楠

/2019015162

,宋承翰

/2019015161

,李婧洁

/2019015153

姜雨 教授 0903

本试验旨在通过添加两种常见的饲用微生物，选取乳酸菌

和丙酸杆菌作为实验菌种，借助人工瘤胃，了解瘤胃原虫

在添加不同比例的两种饲用微生物日粮结构条件下对微生

物种群关系及瘤胃内环境的影响，进而探究在添加不同比

例和用量的乳酸菌和丙酸杆菌的情况下引起的对瘤胃发酵

的影响。以便有效地对瘤胃进行调控，使瘤胃“趋利避害

”。最终，指导我们在家畜养殖中降低养殖成本、节省资

源，从而尽量达到生产最优解，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89

circRNA121/miR-21-

5p/PDCD4调控奶山羊乳腺上皮

细胞增殖及乳蛋白合成的机理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展翔 2018010771

李宁

/2018010763

,王婧涵

/2018010747

,赵刚奎

/2018010701

,史国庆

/2018010694

安小鹏 副教授 0903

本试验以奶山羊乳腺上皮细胞（GMECs）为研究对象，通

过过表达和干扰技术，利用Western blot等试验方法，分

析circRNA121/miR-21-5p/PDCD4之间的调节关系，研究

circRNA121/miR-21-5p/PDCD4对GMECs的增殖、及泌乳

的调控作用以及相关信号通路。以期揭示

circRNA121/miR-21-5p/PDCD4对GMECs 增殖以及乳蛋白

调控的分子机理，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90

MnO2@Lac-Fc+/siMCT4 纳米

粒子的制备及其增强CDT疗效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炎庆 2018014290

胡中一

/2018014222

,韩靖楠

/2018014281

,袁思

/2018014229

裴玉新 教授 0703

该项目通过合理设计并合成乳糖修饰的二茂铁离子，其通

过静电吸附作用与MnO2及siMCT4组装制备新型纳米粒子

MnO2@Lac-Fc+/siMCT4。该纳米粒子对肿瘤细胞具有良好

的靶向性，能够通过协同作用有效调节TME，降低肿瘤细胞

内GSH浓度，刺激更多的H2O2的产生，降低体系PH，实现

多种途径协同增强CDT疗效。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91
茶叶新鲜叶品质无损检测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梓淇 2018012569

李慧敏

/2018012547

,蒲六如

/2019012507

,王析羽

/2019012797

胡瑾,

宋玉玲

副教

授,实

验师

0807

本项目旨在开发一种快速、无损检测茶叶新鲜叶品质的设

备。首先探寻茶叶品质与茶叶中茶多酚含量的关系，再以

近红外光谱技术作为检测手段，可对比采用支持向量机、

人工神经网络、偏最小二乘等算法建立光谱与茶多酚含量

的回归模型，以达到利用光谱数据预测茶叶新鲜叶中茶多

酚含量的目的。最后搭建硬件设备和开发手机软件，将已

经建立的回归模型输入到手机软件中，完成设备的开发。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92

绿色认证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

采用影响研究 ——以陕西省

蔬菜种植户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熊文晖 2018014576

王耿格

/2018014574

,徐呈呈

/2019014359

,马永强

/2018014618

,毛晶

/2018014582

王永强 教授 1203

本项目以“绿色认证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影响研究—

—以陕西省蔬菜种植户为例”为题，在研读相关文献资料

的基础上分析探究绿色认证带来的市场激励和国家政策影

响对于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的影响并提出假设，利用问

卷调研和实证分析验证假设，得出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的影

响因素。结合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的发展新目标提

出推进农户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的政策建议，促进农业可持

续发展。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93

高显色指数白光LED用

Eu3+/Mn4+掺杂的红色荧光粉

的制备及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源 2019014012

覃思琪

/2019013954

,邱阳

/2019014011

,陆光亮

/2019014007

,孙文

/2019013997

张丹,

余瑞金

讲师

(高

校),副

教授

0702

本项目主要是通过实验研究Eu3+、Mn4+掺杂A2InMO6 (A 

= Sr、Ba; M=Sb, Ta, Nb）荧光粉，根据实验数据获得

最佳合成工艺条件，通过性能测试数据进行发光理论分

析，揭示被掺杂基质对发光性能的影响，为制备Eu3+、

Mn4+荧光粉提供关键性实验参数和理论依据，最后将制备

好的荧光粉用于高显色指数暖白光LED灯。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94

基于代谢组学的不同品种花椒

挥发物组成与生物活性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文凯 2018011266

阿提开姆·艾

力

/2018011407

,李星筑

/2019011165

,张欣悦

/2019011086

,颜子恒

/2018011280

王成
讲师

(高校)
0824

我国花椒资源丰富，但许多花椒品种在形态上非常相似，

很难从外观上区分它们，严重制约了花椒优质资源的深度

利用。本实验以采摘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花椒研究中心的

不同花椒品种为研究对象，通过气味指纹图谱结合不同品

种精油对细菌和真菌抑菌活性，抗氧能力等生物活性能力

和成分差异，建立花椒的分类和质量评价的有效分析方法

。为筛选优良品种，开发利用优质资源提供依据，在食品

防腐和医药卫为生等方面的应用提供参考。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95

玉米抗丝黑穗病骨干自交系根

系真菌的抗病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悦 2018010169

崔志峰

/2018010151

,石率真

/2018010074

,牛亚鑫

/2018010065

邰欢欢
讲师

(高校)
0901

本研究选取具有遗传学研究和实际生产应用价值的玉米丝

黑穗病抗、感近等基因系为材料，结合植物学与微生物学

交叉领域的前沿研究思路和技术，利用真菌扩增子测序技

术解析抗、感近等基因系根系内生真菌群落结构和组分特

征；分离培养相应的根系真菌，寻找与玉米丝黑穗病抗性

相关的有益真菌；利用人工重组菌群体系研究根系真菌参

与玉米丝黑穗病抗性的抗病功能。本项目的实施将为利用

有益微生物防治玉米丝黑穗病提供菌种资源和理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96

新冠疫情背景下农村公共卫生

体系的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姜博崟 2019014823

高清晏

/2019014687

,叶家珲

/2019014738

,薛恬雅

/2019014815

孙新华 副教授 0303

希望通过对于现存农村基层公共卫生体系的总结和概括，

从结构性视角入手，寻找出目前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实存

困境，对其探究可能的解决路径和解决方法，并且对于未

来基层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提出具有一定可行性的意见。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97

小麦条锈菌效应蛋白 Pst4121

的毒性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硕 2019013859

王宇婷

/2019013846

,连升

/2019013862

刘杰 教授 0710

前期研究工作发现，小麦条锈菌效应蛋白Pst4121在条锈

菌侵染过程种上调表达，且能够抑制BAX诱导的细胞坏死，

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对效应蛋白Pst4121的毒性功能进

行研究，明确Pst4121信号肽的分泌功能，在寄主细胞内

的亚细胞定位，利用细菌三型分泌系统及寄主诱导的基因

沉默技术（HIGS)明确其在条锈菌侵染过程中的作用。研

究结果为进一步揭示Pst4121调控寄主免疫的分子机理奠

定基础，同时为新抗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98

文冠果叶茶多酚对α -葡萄糖

苷酶抑制作用的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蒋理国 2019015266

高文哲

/2018015245

,任向博

/2019015263

,王筱睿

/2019015257

,程祎琳

/2019015248

孙立军 副教授 0827

本项目名称为文冠果叶茶多酚对α -葡萄糖苷酶抑制作用的

机理研究，项目等级为国家级。指导老师为孙立军副教

授，项目负责人是蒋理国，项目成员有程祎琳、王筱睿、

任向博与高文哲。拟研究文冠果叶多酚对α -葡萄糖苷酶的

抑制作用机理，为抑制α -葡萄糖苷酶的天然产物的开发提

供理论支持，同时为文冠果资源的全面利用提供参考。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099

基于混合环境能量的收集的低

能耗田间信息采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雨欣 2018014270

张燠诗

/2018012489

,赵洲

/2018012474

,韩瑞瑞

/2018012457

何自立 副教授 0806

研究拟通过收集环境能量中的微小能量，如太阳能、温差

能、风能、振动能、射频能量等，来替代传统的方式给传

感器供电并采集田间信息。 既可以达到低功耗，低成本，

长寿命的目的，也可以充分利用我们大自然的天然微能量

。 这样就实现了对微小能量的利用采集和管理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00

黄土高原生物土壤结皮演替阶

段土壤固碳微生物固碳潜力及

其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永建 2019015095

洪永朗

/2019013794

,王惠

/2019013811

,刘小涵

/2019015155

安韶山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710

本项目将研究不同时间段内黄土高原生物土壤结皮形成的

演替机制，挖掘结皮演替阶段土壤固碳微生物固碳潜力及

其影响因素，以便在黄土高原防沙治沙的环节中发挥作用

。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01

基于深度学习的牦牛个体与体

尺性状识别及分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其 2018013223

李子昂

/2018013193

,苗园爽

/2018013215

黄铝文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将用移动设备拍摄牦牛牛脸二维图像数据，预处理

图像并创建数据集，开展图像识别的深度学习，实现牛脸

个体的识别研究。另一方面，依靠3D相机扫描体尺特征部

位。预处理点云数据并建立空间表面模型，以此创建数据

集，开展3D点云的深度学习，实现牦牛体尺性状的分类研

究。在此基础上获得个体牦牛所有基本信息，为牦牛育种

提供信息基础。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02

外源ALA对低温胁迫番茄幼苗

矿质元素吸收的调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逸 2018010596

张宇慧

/2017010548

,周帆

/2019010530

,任宇辰

/2018015150

,何叶新

/2018010582

胡晓辉 教授 0901

番茄是我国设施栽培最多的蔬菜作物之一，由于我国设施

栽培多采用结构相对简单的温室大棚，低温胁迫是早春作

物幼苗阶段和设施温室在冬季经常面临的环境胁迫。我们

主要研究外源ALA对低温胁迫不同时间点番茄幼苗不同组织

和基质中矿质元素的含量的变化规律；根系活力、根系膜

质的过氧化指标和ROS的积累量、相关元素转运蛋白含量和

基因的表达量初步明确低温胁迫下外源ALA对番茄吸收矿物

离子的调控机制。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03

自噬相关基因在禾谷镰刀菌有

性生殖过程中的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欢 2018010287

范佳佳

/2018010268

,马迅

/2018010322

,熊凤昙

/2018010319

,张瀚驰

/2018010310

王光

辉,刘

慧泉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教授

0901

禾谷镰刀菌有性时期的子囊孢子在小麦杨花期进行初侵染

造成病害，细胞自噬对胞内没用的大分子蛋白质和损伤细

胞器进行降解并循环利用。本项目拟通过对26个自噬基因

突变体在有性发育阶段的各时期的表型观察、基因功能互

补验证，以及通过共聚焦显微镜、透射电镜和Western 

blot技术对禾谷镰刀菌有性发育阶段细胞自噬情况进行检

测，最终揭示自噬基因在禾谷镰刀菌有性生殖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04

关中西部秋季耕地撂荒的时空

变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杰琳 2018011972

陈义勋

/2017011113

,张站

/2017011083

,连晶晶

/2018011904

齐雁冰 教授 0705

本项目以关中西部凤翔县、岐山县、扶风县为研究区，在

对2000-2019年每年两期共40期Landsat遥感影像处理的

基础上，获得20年来关中西部秋季耕地撂荒的变化图，运

用景观格局指数的方法进行空间格局分析，得到秋季撂荒

耕地时空变异特征，并从耕作半径、交通条件、灌溉条件

、坡度、作物收益五方面探究季节性耕地撂荒的影响因

素，以期为制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及促进区域可持续发

展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05X

新冠疫情下“陕西猕猴桃”线

上助农销售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周岭楠 2019014891

陈巧玲

/2019014811

,王天睿

/2019014845

,张颖

/2019014818

,姜舒

/2019014813

王倩 副教授 1204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许多人都没有防备，其中包括距离我

校四十公里外的眉县和底村的农民。本项目旨在帮助猕猴

桃即将面临滞销的村民，从以线下销售为主转移到线上销

售，获得收益；同时锻炼小组成员的合作意识和商业头脑

。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06

丹参离子通道蛋白SmCNGC与钙

调蛋白CaM的互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晓娜 2018015259

尹婷

/2018013968

,陈兴雨

/2018014067

,靳珂珂

/2018015267

董娟

娥,张

斌

教授,

讲师

(高校)

0710

丹参是研究次生代谢途径的“模式药用植物”，可以治疗

心脑血管疾病。其次生代谢产物丹参酮类和丹参酚酸类化

合物的含量水平是其药效的决定因素。本研究以克隆到的

丹参SmCNGCs基因为基础，通过构建SmCNGCs基因的CaM结

合结构域缺失突变体，利用荧光共定位和酵母双杂交分

析，探索SmCNGCs蛋白与CaM蛋白的互作关系，阐明丹参

SmCNGCs基因在钙离子信号通路中扮演的角色，为深入研

究钙离子信号及对丹参中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07

胭脂红诱导雄性小鼠生殖损伤

及其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东杰 2018010608

孙海军

/2018010631

,王春智

/2018010674

,唐心俞

/2018010626

潘传英 副教授 0903

偶氮类色素胭脂红经机体代谢产生的ROS很有可能使生殖系

统的ROS产生与清除失去平衡，导致生殖系统产生氧化应激

而造成雄性生殖损伤。本项目拟通过体内试验研究胭脂红

暴露对雄性小鼠生殖系统及其氧化应激的影响，初步确定

胭脂红对雄性生殖的损伤，并为阐明胭脂红的生殖发育毒

性机制提供理论依据。了解胭脂红的生殖毒性及其作用机

制对相关产品安全标准的制定、男性不孕不育的治疗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08

基于景观认知偏好视角的城市

公园生物多样性和游憩性关系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山榕 2017011791

李雨倩

/2017011788

,张玉玺

/2018011449

,毋京翔

/2018011446

,刘静蓉

/2017011959

邱玲 副教授 0905

本项目采用跨学科（生态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从景

观认知偏好视角探究城市公园生物多样性和游憩性关系，

通过游客受雇拍照法（VEP法）获取城市居民对公园内不同

生境生物多样性认知与游憩偏好信息，并结合生境的实际

生物多样性水平进行相关分析，最终揭示实际生物多样

性，感知生物多样性，游憩偏好三者间的关系，为实现城

市绿地生物多样性和游憩价值最大化提供理论基础，为今

后的城市绿地规划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法。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09

银催化环丁烯二酮脱CO/[3+2]

环加成反应及生物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瑞瑞 2018014306

韩乐

/2018014255

,朱思师

/2018014276

,张华轩

/2018014267

郑怀基 教授 0703

环丁烯二酮是具有较大环张力的小环化合物，目前针对环

丁烯二酮开环反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开展该方面的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设计在一定实验条件下（包括光反应或者路

易斯酸催化），与DMF发生[3+2]环加成串联反应；产物具

有N,O-缩酮结构，是在天然产物和药物中都有存在的重要

官能团，开展其活性研究，寻找筛选具有特定活性的高活

性化合物也是重要的研究内容。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10

基于嵌入式的蔬菜病害图谱信

息在线获取与检测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雁凯 2019012748

王玉超

/2019012757

,姚晓勉

/2019012739

,吴与同

/2019012752

,周子奥

/2019012753

秦立峰 副教授 0807

针对温室黄瓜霜霉病、白粉病、叶斑病等3种主要病害的图

像-光谱信息获取和检测方法展开研究，进行图谱数据采集

和协同分析，建立不同病害与图像-光谱特征的关联模型，

并以此模型为内核设计嵌入式病害检测系统，进行在线检

测。项目将开发设施内的病害高光谱图像获取装置、病害

在线检测系统、病害高光谱信息数据平台以及基于手机APP

的黄瓜病害知识专家服务程序，为及时自动检测温室黄瓜

病害、指导病害防治提供帮助和参考。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11

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户绿色生

产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海芝 2018014332

廖雪英

/2018010492

,刘礼铭

/2018014528

,陈淼

/2018014396

陆迁 教授 0201

本项目以环境规制为核心变量，运用Heckman模型，探究

养殖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深入分析环境规制

强度和不同维度水平对养殖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作用机

制和影响效果，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促进养殖户绿色生产技

术选择采纳率的政策建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12

秦仲1-4号杜仲多糖提取分离

、结构表征及其抗氧化性能评

价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小春 2018011246

任志珂

/2018011289

,孔娇

/2018011250

,龙大平

/2018011237

,李燕

/2018011202

朱铭

强,张

强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副

教授

0905

本研究基于生物精炼对秦仲1-4号杜仲多糖进行提取分离，

采取多元化的多糖结构表征方法（核磁共振、红外光谱

等）分析不同品种、时期杜仲多糖的结构差异及理化性质

差别；另外，通过实验测定杜仲多糖对羟基自由基、超氧

阴离子自由基等的清除能力，再运用对比分析法判断杜仲

多糖的抗氧化性能大小,为其制作功能食品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13

基于高直链淀粉/PLA混合材料

制备生物可降解餐盒工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茂席 2018010103

党亚茹

/2018010195

,孙滢

/2018010030

郭东伟 副教授 0901

研究淀粉与高分子共混制备生物可降解材料可以大大减少

”白色污染“，改善环境问题。本研究以甘油作为增塑

剂，用实验室自育的高直链淀粉与聚乳酸混合制备可降解

餐盒，尽可能提高直链淀粉在复合材料中所占的比例，降

低复合材料的生产成本，并对餐盒的性能进行评估，为规

模化生产可降解餐盒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14

网络中的自我呈现与人际关系

亲密感的关系研究——使用动

机的中介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辛东芳 2019014688

柴佳曼

/2019014699

,刘欣怡

/2019014694

,马川金瀚

/2019014707

,陈然

/2019014704

辛玖岭
讲师

(高校)
0303

随着网络社交方式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交往方式从传统的

面对面交谈逐渐转化为跨越时空阻隔的网络社交，而网络

表情包作为文字符号外情感传递与信息补充的有效载体成

为了现代人网络社交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旨在从自我呈现的角度探讨网络表情包的使用与人

际关系亲密感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通过访谈法对表

情包使用动机进行探索与分类，通过问卷调查探讨自我呈

现与表情包使用动机和人际关系亲密感间的关系。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15

TaBln1靶标的互作验证及功能

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子璠 2019013786

蔺艳萍

/2019013819

,梁钰婕

/2019013755

,张冰洁

/2019013792

,邓佳馨

/2019013821

张新梅 副教授 0710

1.使用酵母双杂交、BiFC、Pull down和CoIP等至少三种

方法验证TaBln1与靶标蛋白TaCAM3的互作； 2.利用病毒

诱导的基因沉默技术验证靶标TaCAM3在小麦与条锈菌互作

过程中发挥的功能； 3.通过生理生化测定Ca2+离子及水

杨酸含量进一步解析TaBln1的感病机制。 拟解决如下关

键问题： 1.酵母双杂交实验中的假阳性问题1.可以通过

后续的BiFC、Pull down和CoIP实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16
低盐低醇醪糟腐乳的制作工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诗棋 2018013606

王瑞婧

/2018013605

,莫文婷

/2018013607

栾广忠 副教授 0827

腐乳和醪糟均是我国传统发酵食品。但市面上腐乳的盐含

量较高，无法被大量食用，功能性发挥受限。提高腐乳中

乙醇的浓度可以降低食盐的用量。然而新的问题是，食用

乙醇的价格是食盐的二十倍以上，成本较高。而且腐乳中

乙醇含量偏高，也无法大量食用。因此本研究利用醪糟代

替食用乙醇制作腐乳，希望在低盐低醇环境下达到抑菌目

的，同时能结合腐乳及醪糟的保健功能，并降低成本。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17

挡土墙后 EPS颗粒混合轻量土

填料主动土压力模型试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欧阳明旺 2018012413

宜小磊

/2018012422

,袁博

/2018012399

,卓煜

/2018012397

侯天顺 副教授 0810

本项目拟通过模型实验，选用陕西杨凌地区黄土为原料

土，EPS作为轻质材料，对轻量填土主动土压力进行研究。

通过室外模型试验和室内直剪试验研究轻量土的主动土压

力变化规律并推导试用于轻量土的主动土压力计算公式。

深入探究轻量土的减压机理和变形特性，推动轻量土在工

程实际的应用。同时，分析推导出适用于轻量土的土压力

计算公式，完善轻量土土压力理论，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18

雨滴打击对坡面薄层径流水力

学特征的影响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睿珺 2018012154

刘晓庆

/2018012138

,周家欣

/2018012156

刘刚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801

该项目拟采用人工模拟降雨试验结合数字模型分析的方

法，针对坡面薄层径流在雨滴打击情况下的水力学特征开

展研究。该项目研究成果对于深入认识坡面薄层水流水力

学特征，优化水力学模型和土壤侵蚀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19

基于权重核范数的高光谱图像

去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军超 2018013222

高凯昕

/2018013262

,左小艺

/2018013062

袁爱红
讲师

(高校)
0809

高光谱图像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地质勘探，农业遥测，水文

监视和军事探测等重要领域，但由于在采集过程中大气干

扰，传感器精度等各种原因，高光谱图像常带有严重的噪

声（包括高斯噪声，椒盐噪声和条纹噪声）。其严重影响

高光谱图像在后续处理与应用带来了极大困难，本项目围

绕高光谱图像的混合噪声去除，联合利用高光谱图像的空

间和谱间信息，提出新型的高光谱去噪方法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20

苹果MdAGO4响应干旱胁迫的功

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焦阳 2018010531

张文浩

/2018010515

,张晓雯

/2019010409

,张世杰

/2018010546

马锋旺 教授 0710

本项目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拟通过农杆菌介导的遗传转

化，获得MdAGO4过表达的拟南芥及过表达和干扰的苹果植

株。通过表型观察、生理生化指标测定、基因表达分析

等，初步探明苹果MdAGO4基因响应干旱的分子机理，从而

丰富苹果的抗逆调控机理，为苹果的抗性改良和分子育种

提供新的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21

真菌病毒CHV1协同作用植物病

毒TMV的分子机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文凤 2018010236

李艳婷

/2018010227

,刘菲

/2018010239

孙丽英 教授 0710

基因沉默是真核生物抵御病毒入侵的一种高度保守的先天

性免疫机制。实验室前期工作发现自然状态下TMV可跨界侵

染禾谷镰刀菌，且TMV与CHV1野生型复合侵染增加了TMV 

在禾谷镰刀菌中的复制。本研究以TMV和CHV1为材料，探

究真菌病毒CHV1协同作用植物病毒TMV分子机理，通过真

菌病毒增强植物病毒在病原真菌的复制抑制病原真菌的生

长，为真菌病害的防治提供新防控途径，从进化的角度上

探索出真菌和植物基因沉默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22
杨凌降雨侵蚀力测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泽霖 2018011777

韩沛东

/2018011717

,陆俊伊

/2019011720

,梁可

/2018011792

,张睿惇

/2018011746

王健 教授 0905

本课题的目的是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基于风力驱动的雨滴动

能测定装置进行改进率定，从而确定仪器测定时的基本参

数：不同位置水量与雨滴数量的定量关系，雨滴速度与雨

滴直径公式的参数，雨滴动能与不同格内水量的定量关系

等，根据这些参数来测定多场降雨并获得降雨特征，从而

测定出杨凌地区的降雨侵蚀力，对于未来预报杨凌地区乃

至全国年平均土壤流失量和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

的意义。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23

神经生长因子在脂肪发育中的

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君颖 2018015265

陈楚楚

/2018015263

,高天辰

/2019015141

吴江维 教授 0710

能量过度摄入导致肥胖，肥胖与脂肪组织功能紊乱息息相

关。研究表明，脂肪组织分泌的一些脂肪因子如瘦素等能

够抑制脂肪形成、促进脂肪分解，但是目前对同是脂肪因

子的神经生长因子（NGF）与脂肪发育关系的研究尚不完

善，因此本实验旨在通过活体水平外源添加NGF和外源添加

NGF抗体构建NGF缺陷模型两种方式，探究在循环系统中

NGF对脂肪发育的作用，从而探索一种新的安全有效的降低

脂肪沉积的方式，为人类肥胖症的研究提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24

miR-99b-5p在前体脂肪细胞

增殖分化中的作用及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烨 2019010615

陈家豪

/2019010580

,刘启祥

/2019010614

于太永
讲师

(高校)
0903

主要研究内容： （1）miR-99b-5p对3T3前体脂肪细胞增

殖影响的研究； （2）miR-99b-5p对3T3前体脂肪细胞分

化影响的研究； （3）miR-99b-5p对3T3前体脂肪细胞增

殖和分化机制的研究。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 miR-

99b-5pagomir、antagomir转染最适条件的摸索。 (2) 

验证miR-99b-5p在3T3前体脂肪细胞增殖分化过程中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25

植物要素在陕西寺庙园林空间

意境营造中的作用研究——以

白水县仓颉庙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坤 2017011816

卢灿

/2017011812

,马晓萱

/2017011829

,娄之璋

/2017011921

,严海锐

/2017011886

杨雪,

张新果

讲师

(高

校),讲

师(高

校)

1301

本课题通过对陕西白水县仓颉庙进行实地调研测绘，对植

物要素在陕西寺庙园林空间意境营造中的作用展开分析研

究，进一步挖掘运用寺庙园林植物的文化内涵，并在园林

设计创作中参考和借鉴。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26

二氢杨梅素-聚合物复合薄膜

的构筑及在伤口修复中的应用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邵家兴 2018014244

吴敏

/2018014213

,于洋

/2019014037

,李家舸

/2018014203

,刘艳祥

/2018014278

王林,

李晓舟

副教

授,副

教授

0813

项目拟设计利用纳米技术解决植物源活性因子水溶性差，

生物利用度低的问题：以液态生物表面活性剂作为乳化剂

和溶剂，在非油相条件下制备二氢杨梅素纳米乳液，进而

构筑可缓释二氢杨梅素的薄膜，并作为伤口敷料辅助创伤

修复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27

基于空地协同的育种麦田小区

测产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文龙 2018012564

李俊猛

/2017012915

,崔翔宇

/2019012750

,孙万钧

/2018012568

吴婷婷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拟在现有的田间自行走机器人的基础上，设计一种

基于无人机视觉结合IMU的新型SLAM导航无人车，搭建一

种田间空地协同作业系统，实现多机协调配合与软硬件的

开发，双通道获取田间小麦图像信息。并通过车载小型超

算平台，运用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图像识别技术和K-

means聚类算法对两个不同清晰度的图像进行不同处理并

将输出信息融合，构建一种实时、精准的田间小麦产量回

归预测模型，并嵌入到机器人平台，实现麦田产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28

畜禽活体抵押贷款风险评价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一凝 2018014541

赵婉凌

/2018014702

,王彬尧

/2019014585

,程世双

/2019014169

,宋天用

/2018014501

杜君楠 副教授 0203

本项目以陕西省畜禽养殖户为调查对象，通过风险因素的

识别、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收集养殖户微观数据，

并运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出陕西省畜禽活体

抵押贷款模式的风险评价结果，对养殖户主体，金融机构

主体以及政府监管部门提出风险防范的建议与措施，以便

有关机构与部门借鉴参考，为完善该体制设计，进一步推

动该模式发展做出贡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29

气调复合1-MCP保鲜技术对花

椒果实的贮藏与品质效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钟紫璇 2017011517

扎西措姆

/2018011133

,黄瀚蛟

/2018011333

马艳萍 副教授 0905

花椒因其营养丰富、色泽鲜艳和麻味浓郁等特点，消费量

逐年增加，但其在贮藏过程中极易发生褐变等问题，致使

其品质和经济价值随之降低。目前对鲜花椒保鲜技术研究

较少,尚未发现气调技术在鲜花椒保鲜方面的应用。本试验

以鲜花椒为研究对象，研究采用不同气体比例下鲜花椒所

含营养物质及贮藏效果的动态变化，探究最优气调技术中

气体配比，及气调复合1-MCP保鲜技术的最佳使用效果，

旨在为鲜花椒品质的保存和产业化生产提供理论依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30

小麦胚乳特异性启动子的功能

验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琴琴 2018010023

王源

/2018010175

,梁心睿

/2018010017

,姚胤睿

/2018010624

许盛宝 副教授 0827

小麦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作物，胚乳是小麦籽粒的主要组

成部分,是品质改良的关键部位。其中胚乳中特异表达的启

动子是操作小麦籽粒品质改良的重要基础，但目前还不成

熟。本项目就是利用小麦转基因材料去评估三个胚乳特异

表达的候选启动子是否特异的在小麦胚乳中表达，以及他

们驱动基因的表达特点。为定向改良小麦胚乳品质与专用

品质提供可靠的工具及理论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31

增塑剂对蔬菜生长及根际土壤

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全芳仪 2018014123

程梓玉

/2018014117
林雁冰 教授 0710

本实验主要研究增塑剂对蔬菜生长及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

结构的影响。本实验以地膜和小白菜为研究对象，分析不

同颜色、不同添加量的地膜在土壤中PAEs的释放情况，在

小白菜中的累积含量；对小白菜的生长及可培养微生物群

落结构的影响。以期为地膜中的 PAEs 在土壤和小白菜的

累积风险、地膜覆盖的环境效应评价及安全使用提供理论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32

卵黏蛋白对肠道炎症的预防改

善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洪旺 2019013208

王宿超

/2019013194

,田嘉鹏

/2019013209

,叶芃

/2019013206

,贾欣

/2019013199

单媛媛 副教授 0827

本项目以DSS诱导结肠炎小鼠模型，在明确OVM对结肠炎症

损伤的预防和改善作用的基础上，通过16s高通量测序及代

谢组学联合分析OVM对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的影响，并通

过RT-PCR及ELISA方法测定炎性标志物iNOS、细胞因子和

趋化因子合酶COX-2的水平，为深入揭示OVM抗炎机制提供

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33

水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安全评估

与调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维浩 2018012221

汪泽今

/2018012499

,王鑫

/2018012276

陈帝伊 教授 0805

利用风、光、水三种能源联合发电可以充分消纳风电和光

电。风、光、水电场在同一节点上并网，各能源互补发

电，可以保证并网点出力的稳定性。风光水互联的发电模

式通过水电稳定的出力来平抑光电、风电的功率波动，提

高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并且有效减少了对电网安全

的不利影响。因此，水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安全评估与调控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34

黄土高原生态恢复土壤抗蚀性

评价与机理解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邴梦瑶 2018015269

刘军军

/2018015249

,白芮华

/2019015182

,李冰聪

/2019015178

邓蕾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2

本项目在黄土高原地区，通过分析生态恢复过程中不同植

被类型下土壤抗蚀性的动态变化规律，探讨土壤团聚体稳

定性及其对不同作用力（消散作用、膨胀作用、机械破坏

作用）的破碎敏感性，筛选生态恢复后抗蚀性评价关键因

子并建立抗蚀性综合指数评价模型，并揭示土壤抗蚀性的

影响机理，以期为黄土高原生态恢复后土壤抗侵蚀性评价

和机理解析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35

基于Z-数的混合不确定信息处

理相关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若男 2018013000

黄崇儒

/2017013504

,嵇云鹏

/2018013180

,徐珑宁

/2018013126

,李亚楠

/2018012970

康兵义
讲师

(高校)
0809

本项目拟考虑态度特征等因素，结合权重生成函数，采用

优化算法，对多个Z-数所包含的不确定信息进行处理，以

得到更加客观、真实的综合结果，从而可以建立混合不确

定信息的处理与评测机制来对多源不确定信息进行处理与

分析。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36

苹果砧穗间可移动mRNA分析及

功能鉴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欣怡 2018010414

买尔扎提·吐

尔逊

/2019010529

,李雨桐

/2019010460

管清美 教授 0823

【苹果砧穗间可移动mRNA分析及功能鉴定项目】主要是通

过对嫁接苗进行测序分析得到的砧穗间可移动mRNA进行验

证，以确定筛选出的mRNA的确在砧穗间发生了移动，同时

在确定可移动的mRNA中挑选其中的抗性基因进行转基因工

作，确定抗性mRNA的功能，为进一步研究可移动mRNA在砧

穗互作中发挥的生物学功能奠定基础。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37

果生炭疽菌自噬荧光报告菌株

的构建和附着胞发育中的自噬

动态观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瞿子朔 2018010242

张滨

/2018010250

,田欢焕

/2018010269

,张敏

/2018010263

,李亚琼

/2018010262

梁晓飞
讲师

(高校)
0710

《果生炭疽菌自噬荧光报告菌株的构建和附着胞发育中的

自噬动态观察》     苹果炭疽叶枯病对苹果产业造成损

失严重。前期实验室对果生炭疽菌ATG8基因的敲除实验结

果表明自噬调控果生炭疽菌的附着胞发育和致病。但自噬

对病菌早期致病发育的调控机制仍不清楚。本实验通过构

建果生炭疽菌自噬荧光报告系统，深入明确其早期侵染阶

段的自噬动态变化和遗传调控，为深入揭示果生炭疽菌自

噬的致病作用机制奠定基础，病害的防控提供理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38

磷素强化工程生物炭海绵对Cd

、Pb污染土壤的原位稳定化修

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维隆 2018011860

刘俊汐

/2018011862

,郭智强

/2018011866

,齐伟栋

/2018011864

李荣华 副教授 0714

本研究以常见的稻壳为原料，通过原位活化和工程磷素强

化技术，制备磷素强化工程生物炭海绵，并进行富磷生物

炭海绵对土壤中重金属Pb、Cd的吸附稳定化试验，以探究

富磷生物炭海绵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原位稳定化修复潜力

。这对实施秸秆资源化利用、提升生物质炭材料附加值，

促进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等，均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39

假结核耶尔森氏菌RhsA蛋白抗

菌毒性鉴定及其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安泓淼 2018015236

刘源

/2018015278

,何海洋

/2019015127

谷华玮
讲师

(高校)
0710

假结核耶尔森氏菌是一种人畜共患革兰氏阴性肠道致病

菌，能引起回肠炎和肠系膜腺炎等相关疾病。Rhs

（rearrangement hot spot）蛋白是一类含由YD 

repeat重复序列的多结构域毒素蛋白，一些Rhs蛋白的N端

含有PAAR结构域，或在rhs基因上游存在VgrG或含PAAR结

构域蛋白的编码基因，这类蛋白被证实与细菌VI型分泌系

统密切相关，是一类参与细菌竞争的效应蛋白。但到目前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40

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

（MIF）脂酰化修饰在小鼠精

子发生中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晨旭 2019015061

邓东涛

/2019015063

,李宇

/2019015065

,余鹏

/2019015064

董武子 教授 0710

巨噬细胞移动因子（MIF）是一种生物体内广泛存在的细胞

因子，研究表明MIF在精子发生与成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尤其是MIF蛋白酯酰化修饰对于精子发生起重要作用，但具

体的作用机理仍待探寻。本研究的旨在探索不同时期的MIF

蛋白酯酰化修饰的差异，为MIF影响精子发生调控机理研究

奠定理论基础。并且对于提升雄性动物繁殖力、治疗男性

不育药物具有重大意义。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41

秦蜀古道文化线路下城市品牌

视觉形象塑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嘉祥 2017011851

刘晓涵

/2016015137

,熊逸凡

/2018011533

,邹婷

/2017011867

,杜成成

/2017011848

刘媛
讲师

(高校)
0504

本课题主要针对秦蜀古道文化线路下城市品牌视觉形象进

行研究。在对线路相关城市进行分析归类后，对不同类型

城市对比分析，选取商洛市丹凤县、山阳县、商南县组成

商贸交易类城市群组与宝鸡市凤县、汉中市留坝县、略阳

县组成交通类城市群组两种类型的群组作为范例进行研

究，通过结合历史渊源及当下自身特色，设计出两类城市

品牌形象设计方案，突破传统城市设计思路，尝试融入文

化线路历史元素，充分体现文化线路下城市的独特形象。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42

双通道化学荧光探针用于肿瘤

细胞的检测及药物示踪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宝琴 2018014218

杨鸿向

/2018014216

,代锦鸽

/2018014301

徐勇前 教授 0703

本项目设计合成了一种双通道化学荧光探针。在自己化学

发光定位肿瘤细胞的同时，还能通过荧光发光监测追踪分

子携带药物的活化与作用，在癌治疗方面具有很大的实际

应用意义。同时在高灵敏度和提高生物组织的穿透深度等

方面提供了有前途的传感和生物成像工具，增加了抗癌药

物准确在体内肿瘤细胞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在抗癌药物在

体内肿瘤细胞发挥作用实时监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43

一种便携式植物叶片水分含量

检测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德顺 2018012726

徐磊

/2018012864
郭文川 教授 0802

本项目旨在设计通过波长为970nm和1140nm的光透射叶片

来快速测定植物叶片水分含量的装置。通过此种方法可以

快速地测定植物叶片的水分含量，对植物损耗小，相较其

他方式有一定的优势。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44

疫情冲击下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认知与优势农产品出口质量研

究-以洛川苹果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小琪 2018014518

豆若楠

/2018014511

,武佳怡

/2018014522

张永旺
讲师

(高校)
0201

本课题以陕西省洛川苹果种植户为例，收集种植户、洛川

苹果合作组织、出口中介公司的微观数据，构建指标体系

测度种植户面对疫情冲击下的绿色生产行为认知的变化以

及洛川苹果出口质量现状，揭示种植户的绿色生产行为认

知与洛川苹果出口之间的关联机理，构建绿色生产行为认

知的变化对洛川苹果出口的影响机制，在疫情后为促进种

植户提高绿色生产在行为认知、提高农产品出口质量提供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45

超声-酶辅助低共熔溶剂提取

杜仲叶多糖及提取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丹阳 2018011343

师景辰

/2018011313

,李泽华

/2018011354

,吴雨涵

/2018011348

,贺舒扬

/2018011344

杨芳霞 副教授 0824

本项目致力于以杜仲叶代皮入药，切实缓解杜仲资源短缺

问题，为杜仲的综合利用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以杜仲叶

干粉为原料，用超声辅助的低共熔溶剂方法提取杜仲叶中

的多糖，获取低共熔溶剂提取杜仲叶多糖的最优工艺条

件；分离提取物并进行纯化，得到纯度较高的杜仲多糖；

借助现代仪器对纯化后的多糖进行表征，分析其结构及对

其活性进行初步的研究。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46

旱地小麦品种非叶器官温度多

样性与产量和抗旱性的关联机

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同济 2018010009

梁月馨

/2018010015

,戚留冉

/2018010024

,曾寰宇

/2018010016

王云奇
讲师

(高校)
0901

本研究以旱地小麦品种为研究对象，在雨养条件下，通过

对各品种的非叶器官温度进行聚类分析，明确非叶器官温

度的多样性，揭示不同非叶器官温度类型品种的抗旱性及

产量差异的生理机制，进而探明旱地小麦品种非叶器官温

度的多样性与品种产量和抗旱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

出筛选抗旱高产品种的非叶器官温度指标，以丰富旱地小

麦高产理论，创新抗旱性小麦品种生理育种方法。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47

拟南芥高温响应异常突变体的

筛选鉴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龚正熙 2019013723

刘柯

/2019013693

,江俊

/2019013721

刘夏燕 副教授 0710

由于全球气候的变暖，极端气候频繁发生，如局部地区的

异常高温，降低了作物产量，成为限制植物分布、生长和

生产力的一个主要环境因子。因此，研究植物高温响应的

机理既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在未来提升作物的高温适应

能力的育种工作中也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本实验将在模

式植物拟南芥中，以暗中生长幼苗的顶端弯钩打开过程为

目标表型，通过遗传筛选，鉴定新的植物高温响应调控基

因，为后续深入解析植物高温响应机理提供基础。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48

电子束辐照对冬枣保鲜的生理

效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思滢 2018013326

韩莎莎

/2018013631

,王子明

/2018010365

,马凯洋

/2018013329

寇莉萍 副教授 0827

本研究探究电子束辐照处理对冬枣物理性质的影响，并与

1-MCP对冬枣的保鲜效果进行比较，探究对冬枣保鲜效果

最好、对果实影响最小的复合处理方式。 项目组成员拟将

冬枣分为三组，将电子束辐照和1-MCP处理这两种安全、

绿色的处理技术分别与结合处理应用于冬枣，以确定对冬

枣保鲜效果最好的电子束辐照剂量及处理方法和1-MCP处

理浓度。 该项目对于大力发展我省冬枣产业，提高产品综

合产值，扩大产品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49

石墨烯纸的制备及其导电性能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若辰 2017012465

贾炜渐

/2017012462

,朱启凡

/2017012464

,王文祥

/2017012477

,刘智炜

/2017012463

王雷 副教授 0806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是在已有的对石墨烯纸制备的相关研究

基础上，探究石墨烯纸的绿色简易制备过程与其导电性等

性质的测量，改进制备石墨烯纸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石墨烯

在各类电器元件中应用前景进行探寻。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是采用一种无须有毒、腐蚀性的氧化/还原剂材料且简单、

快速的制备方法，并对制备出的石墨烯纸进行实际应用。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50

模拟氮沉降对黄土高原典型草

地优势种群根系分泌物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心彤 2018013944

马嘉汝

/2018013946

,李阳

/2018013964

,邢文鑫

/2018013962

张超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710

近年来由于工农业活动的集约化，大气中含N化合物浓度迅

速增加，导致黄土高原草地土壤中氮含量增加，从而对黄

土高原草地优势种群白羊草群落的根系分泌物产生影响。

本研究以黄土高原典型草地优势种群白羊草群落为研究对

象，采用人工施N法模拟N沉降，在白羊草成熟期对根系分

泌物进行收集，结合细根生物量数据，量化不同N沉降条件

下黄土高原典型草地优势种群根系分泌物的含量，从而为

根际生态和根际氮素营养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51

谷胱甘肽在精胺调节番茄盐碱

耐性中的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雅静 2018010594

李荣华

/2018010581

,冉亚平

/2019010495

,田碧琛

/2018010593

,程喜平

/2018010591

胡晓辉 教授 0901

【谷胱甘肽在精胺调节番茄盐碱耐性中的作用】是由1名指

导老师、4名2018级和1名2019级本科生组成的创新训练项

目，本项目将通过研究外源Spm对番茄幼苗谷胱甘肽合成酶

基因表达量和谷胱甘肽含量的影响、GSH基因沉默对番茄盐

碱耐受性的影响、外源Spm以及外源GSH对GSH基因沉默番

茄盐碱耐受性的影响，明确外源Spm调节番茄盐碱耐性的作

用途径及GSH在外源Spm调节番茄盐碱耐性中的作用，进而

为盐碱胁迫下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52

草地贪夜蛾V-ATPase H亚基

昆虫杆状病毒siRNA干扰载体

的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安琪 2018010378

熊佳慧

/2018010347

,王春雪

/2018010359

,李儒禹

/2018010351

,鲁舒宁

/2018010349

祁志军 副教授 0710

草地贪夜蛾是世界农业害虫，被列为首位一类农作物病虫

害。因对其主要防治化学农药负面影响日益严重，需另寻

防治策略。近年来人们研究的RNAi相对化学农药具有零污

染针对性强等优点。研究拟在课题组前期基础上，先将草

地贪夜蛾V-ATPaseH亚基siRNA重组到昆虫杆状病毒，再转

染草地贪夜蛾sf9获得表达载体，最后对幼虫染毒筛选具有

基因沉默功能的病毒并检测遗传稳定性。成果将为害虫的

绿色防控提供理论依据，有良好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53

基于WebGIS的社区垃圾分类辅

助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浡 2018011918

陶申澳

/2018011923

,周述鹏

/2018011893

张楚天
讲师

(高校)
0705

在建设“美丽城市”的进程中，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必然

趋势。但目前我国垃圾分类体系尚不完善，许多关键问题

仍待解决。我们以社区为出发点，为了解决“如何分配社

区垃圾回收点的密度”、“如何确定垃圾回收点的投放时

长”、“如何高效招募与管理社区垃圾分类点的志愿者”

这些问题，结合专业所学，借助WebGIS的功能特点，构建

了社区垃圾分类辅助系统。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54

蜱种类鉴定及其所带病原的公

共卫生风险评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婉泽 2018015209

陈韬凝

/2017010974

,安怡凝

/2019015045

,张乐言

/2018015203

,张雨西

/2017011006

林青 教授 0904

近年来，蜱媒性疾病不断涌现，在全球范围内对人和动物

健康造成了很大危害，也给畜牧业生产造成损失。目前，

对于我国蜱虫的种群分布、蜱虫所携带的病原体种类以及

蜱媒性疾病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这对于蜱媒性疾病的防控

带来了很大阻碍。本项目针对采自几种动物体的蜱开展研

究，通过对其种类进行鉴定和遗传进化分析，以及对其所

携带病原进行检测，评估蜱媒传播流行病的公共卫生学传

播风险，将有利于蜱媒性疾病的系统研究与综合防控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55

EPB42和STOM基因的错义突变

与中国地方黄牛抗寄生虫的关

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渊婷 2018010625

肖勇

/2018010726

,李杨

/2018010670

,杨孟哲

/2018010648

雷初朝 教授 0903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国黄牛的优良生产性

状，但关于中国地方黄牛抗寄生虫病的研究仍较少。本项

目拟利用PCR扩增、测序比对、数据计算和关联分析等技

术，通过检测北方、中原和南方地区不同黄牛品种的

EPB42和STOM基因多态性，以确定这两个基因座中控制抗

寄生虫病的特定SNP位点错义突变在中国地方黄牛中的分布

规律以及与抗寄生虫（锥虫）病性状的相关性，为中国地

方黄牛抵抗寄生虫病的研究奠定基础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56
微型盆栽牡丹矮化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午阳 2017011785

张焰兮

/2017011800

,郑伦倩

/2018011426

,王江南

/2017011789

,解语馨

/2017011804

孙道阳 副教授 0901

牡丹矮化盆栽是我国现代牡丹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本项

目引进盆栽牡丹品种并结合目前较成熟的四季牡丹花期调

控技术，开展微型盆栽牡丹适宜品种的评价筛选，运用不

同光照和矮化剂处理，探究其对植株形态、生理、花期等

矮化指标的影响，以期获得最佳光照强度和时长、试剂种

类、浓度和施用时间等数据，建立高效牡丹矮化盆栽生产

技术体系。项目成果可为实现微型盆栽牡丹系统、标准化

生产提供技术支撑，助推我国精品牡丹盆花产业发展。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57

土壤有机质含量近红外光谱检

测装置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伟东 2019012622

吴审言

/2018012753

,许翔虎

/2018012796

,宋博文

/2018012867

胡国田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拟采用近红外漫反射光谱（NIR-DRS）技术，利用

光谱检测仪获取土壤的光谱信息，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

进行光谱预处理的光谱信息分析、样品集划分方法、建模

方法的数据挖掘技术研究和特征波长提取方法研究，建立

快速、精确获取土壤有机质（SOM）的NIR-DRS定量关系模

型，探索光谱技术能够实现苹果园土壤有机质信息快速获

取的机理，实现苹果园SOM信息快速获取。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58

农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

运行机制研究——西安阎良区

甜瓜合作社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董星言 2018014519

徐梦玥

/2017014372

,张玉

/2019014575

,刘冰哲

/2018014508

,吴悦

/2018014630

牛荣 副教授 0201

现下合作社信用合作满足农村居民金融需求，但其筹集到

的资金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帮助农户切实解决资金困

难。因此团队在牛荣老师指导下，基于西安阎良区甜瓜合

作社典型案例对农民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运作机制进行分

析，运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典型案例分析、模糊层次

分析等方法从资金筹集、资金运行、资金规模扩增、资金

风险防控四个方面对其研究，旨在完善优化合作社内部信

用合作资金运作机理，进一步保障信用合作内部资金构建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59

微波辐照木质活性炭结构解析

及其电化学性能评价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怡帆 2019011139

刘星辰

/2019011138

,田晓龙

/2019011152

,张孝阳

/2019011153

,余建华

/2019011157

郑冀

鲁,朱

铭强

副教

授,副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5

以杜仲木材为原料，用微波加热辐照杜仲木材制取活性炭

的方法。通过调节微波功率和辐照时间来控制活性炭表面

的化学成分或元素的含量，进而实现对表面化学性质的调

整以提高活性炭吸附性能。阐明杜仲木基活性炭在炭化-活

化过程中离子诱导成孔及介孔结构定向调控机理，建立杜

仲木基介孔活性炭结构定向调控理论，解译杜仲木材各组

分热化学变化对活性炭介孔结构调控及其提升电化学性能

的方法。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60

G4特异性基因编辑工具的设计

和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常子龙 2018013526

胡鹏飞

/2018013951

,孙静婕

/2018014097

,郑璐娜

/2018014088

,苏旭阳

/2018014069

黄伟伟 副教授 0710

基因编辑是一种能够高效率地对目标基因进行定点修饰的

技术，在基因研究、基因治疗和遗传改良等方面展示出了

巨大的潜力。本项目开发的基于特异性靶向G4结构的基因

编辑技术，通过筛选理想的G4结合结构域，并融合不同功

能的结构域，实现对具有G4结构的核酸链进行可视化标记

、转录激活和剪切等编辑操作。该新型G4特异性基因编辑

技术和工具，有利于对G4结构的鉴定和功能的研究。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61

基于海胆状铁锰复合氧化物的

过氧化物模拟酶高效抗菌性能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希美 2018013543

刘灵

/2018013544

,范佳雯

/2018013594

,巩慧钰

/2018013332

张文涛 副教授 0827

当今，由致病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已成为影响食品安

全的首要原因；此外由抗生素滥用引起的微生物变异，导

致细菌耐药性的产生，因此急需开发一款新型抗菌剂。本

项目拟通过制备一种形貌特殊且性能独特的3维（3D）分层

海胆状铁锰复合氧化物（ FeMnxOy@FeOOH ）、UFMO，通

过对其过氧化物模拟酶活性以及高效抗菌性能的研究，从

而开发一种新型的效率高、易制备、低成本、自然资源丰

富和环境友好的广谱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62

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中国玉米

生产水足迹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政 2018012035

边靖凯

/2017012158

,薛桐

/2018012471

,徐慧

/2018012034

,石浩磊

/2018012132

孙世坤 教授 0811

研究以中国大陆五大种植区的玉米作物为研究对象，从气

温、降水、CO2浓度等气候因子的历史数据入手，通过

1981-2010年气象数据及玉米生育期资料，应用AquaCrop

模型，依托统计分析方法、时间序列方法，计算作物生产

水足迹，分析气候变化对作物生产水足迹的影响。揭示

1981-2010年间中国玉米产量和其作物生产水足迹的时空

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以达到预测未来十年气候对中国玉

米生产水足迹时空演变特征的影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63

刺槐根系分泌物与土壤微生物

相互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海龙 2018011156

杨春霞

/2018011141

,王睿强

/2018011177

,武润琴

/2018011158

,夏侯龙

/2018011147

上官周

平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5

本项目选择黄土高原刺槐人工林为研究对象，主要进行不

同林龄下刺槐根系分泌物差异及其调控机制、不同季节刺

槐根系分泌输入的季节变化及其驱动的根际微生物特性、

刺槐根系分泌物输入对土壤碳动态的调控机制以及对土壤

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和功能的调控等内容的研究，为黄土高

原植被恢复过程中生态修复奠定理论基础，并对合理控制

根际生态环境、最大限度发挥该系统的功能、提高资源养

分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意义。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64

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增强葡萄对

GLRaV-3抗性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琳 2018010462

王新宇

/2018010454

,江雨秋

/2018010471

徐炎 教授 0710

本项目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抑制长线形病毒科葡萄卷叶病毒

属的病毒。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GLRaV-3的转基因葡

萄，并利用生物化学实验，分析蛋白与病毒互作情况，阐

明葡萄抗RNA病毒的分子机理。对不同宿主上同类病毒的抗

病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对今后葡萄、苹果等园

艺植物的抗病毒病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65

小麦TaCIPK23应答低锰胁迫功

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济泽 2018015234

卜祥宇

/2017015228

,陈凌翔

/2019015114

,张恺文

/2018013977

王存 教授 0710

课题组最近研究发现，拟南芥TaCIPK23蛋白通过磷酸化锰

转运体Nramp1参与锰离子信号转导。因此计划研究小麦

TaCIPK23是否也参与锰离子信号转导。目前已经克隆

TaCIPK23，并获得小麦转基因材料，计划分析其在低锰胁

迫中功能。锰是影响作物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植物

如何响应低锰胁迫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科学问题。锰转

运体在植物对锰的吸收和转运过程中至关重要，而

TaCIPK23是否影响锰转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66

基于碳量子点-核酸配体FRET

技术超灵敏适检测虹彩病毒新

方法的建立及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之洋 2018010848

郑爱晨

/2018010847

,张耿荣

/2019010719

,夏濛

/2018010870

,孙中郴

/2018010858

王高

学,刘

天强

教授,

讲师

(高校)

0906

本项目主要通过全细胞-指数富集的配体系统进化技术

（whole cell-SELEX）筛选出对加州鲈虹彩病毒亲和性

高的核酸适配体，结合合成的碳量子点和FRET荧光能量转

移的方法，构建对加州鲈虹彩病毒快速、高效、特异性强

的检测系统。以期为最终实现便携式、高效水生病原检测

系统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基础。 生产实践上，通过碳量子

点与核酸适配体荧光探针在低浓度虹彩病毒存在时发生的

荧光能量共振转移，能在实验室条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67

MCM-41介孔二氧化硅/苦参碱

纳米农药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祥 2018012675

苏瀚洋

/2018012666

,张昌镐

/2018012622

,郑世初

/2018010333

,李康

/2018012678

张卫国 副教授 0823

本项目针对传统农药有机溶剂用量大、分散性差、效率低

、毒性大、残留高等问题，本项目通过以新型介孔二氧化

硅纳米颗粒为载体，装配绿色低毒苦参碱农药并利用HTCC

包裹来制备MCM-41介孔二氧化硅/苦参碱纳米农药，考察

纳米颗粒载药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其缓释性能和毒性，通

过改善其制备工艺，提高纳米农药的药物性能，以期为纳

米绿色农药的研制提供试验支撑。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68

乡村振兴战略下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生产性融资可得性、影响

因素与政策优化路径研究——

基于湖南邵阳药材专业种植户

的微观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周玉青 2018014485

陈涵钰

/2018014477

,余春黎

/2019014543

,周峰

/2019014298

,邱雅昕

/2018014476

胡振 0201

项目以湖南省邵阳市的特色农产品药材的种植户为研究样

本，通过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来科学测度种植户在生产性

融资的可获得性，对种植户生产性融资可获得性进行准确

测度；并进一步分析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的形势

下，影响其生产性融资可得性的因素，研究各个因素的影

响及传导机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农户生产

性融资优化路径，给出明确的融资建议，助力农业发展。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69

花椒根际土壤微生物的分离鉴

定与抗菌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硕 2018011222

吴旭艳

/2018011230

,周姣姣

/2018011255

,林晓榕

/2018011247

,符晓

/2018011232

李培琴 副教授 0905

为了挖掘花椒病害的生物防治资源，本项目拟采用培养法

从花椒根际土壤中分离真菌、细菌和放线菌，采用形态学

和分子生物学的方法鉴定花椒根际土壤微生物，明确花椒

根际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组成，构建花椒根际微生物资源

库，并进一步从中筛选对花椒主要病害具有抑制作用的生

防菌，为花椒病害的无公害防治奠定基础。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70

一个拟南芥晚花突变体的鉴定

及基因克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誉 2018013870

高思丽

/2018013876
郁飞 教授 0710

在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中，当植物由营养生长转入生殖生

长，植物就开始慢慢进入衰老阶段。开花是发育过程的重

要转折，而开花的早晚是和衰老相关的。本项目想通过对

一个已发现的拟南芥晚花突变体FD26-150进行鉴定，定位

控制其晚花突变的基因，并对该基因进行克隆为后续基因

功能研究提供材料基础。衰老的机理和调控过程的探究对

于农业生产实践中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农产品储藏期的延

长以及观赏植物的观赏价值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71

基于Ce-BDC的过氧化物酶活性

检测果汁中的抗坏血酸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光勤 2018013433

艾雪莲

/2018013395

,杨思龙

/2018013442

,梁秋红

/2018013424

,杨阳

/2018013394

汪蓉 副教授 0827

项目将合成一种以Ce3+/Ce4+为金属中心，具有过氧化物

酶活性的新型MOF (Ce-BDC)。Ce-BDC可以催化显色底物

（TMB、OPD、ABTS），在存在H2O2的情况下，生成相应的

氧化产物。以Ce-BDC的过氧化物酶活性为基础，建立一种

高灵敏度、选择性好的抗坏血酸比色法，可应用于实际果

汁样品的抗坏血酸检测。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个方面：Ce-

BDC的过氧化物酶活性研究；抗坏血酸检测性能研究；探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72

黄土高原退耕区植被特征对坡

面水流阻力影响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钱隆 2018012016

王锦超

/2018012011

,查俊杰

/2018012024

,张晨乾

/2018012012

张宽地 副教授 0811

本项研究坡面流水力学相关参数在不同覆盖度下的变化，

从水动力学角度分析坡面流在不同地形下的水动力特性和

侵蚀能力；探讨颗粒阻力、形态阻力、波阻力和降雨阻力

对坡面非恒定流演化驱动机理；基于水流紊动耗能与阻力

叠加和附加阻力理论建立适应不同植被覆盖下的无量纲阻

力计算新模型，成果将有助于从动力学角度揭示退耕草地

坡面水土保持能力变化，进而为构建黄土高原退耕还林新

形势下基于物理成因的侵蚀预报模型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73

酶计量学评价土壤的重金属污

染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堃 2018011774

张志刚

/2018011766

,王达未

/2018011788

方临川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714

如今重金属污染严重，需要合适指标来监测重金属土壤污

染以建立预警和评估体系，微生物活性和代谢过程对环境

胁迫十分敏感，生态酶化学计量学结合了参与微生物代谢

的多种酶，产生了一个综合指标：微生物代谢限制。我们

通过酶计量学方法测定不同重金属（Cu、Pb）浓度梯度下

的微生物代谢限制，以揭示不同重金属种类及浓度对微生

物代谢的影响，分析酶计量学手段评价土壤重金属污染的

可行性及探究重金属污染对土壤生态系统养分循环的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74

不同水肥滴灌条件对草莓综合

品质的调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党思荣 2018010599

李大勇

/2018010587

,朱姝仪

/2018010598

张智 副教授 0901

“不同水肥滴灌条件对草莓综合品质的调控”是由张智老

师的，3名18级设施工程方向本科生共同参与的创新训练项

目，本项目通过设置3个施肥水平和4个滴灌水平，使其按

照自由组合的方式，研究灌水和施肥两因素对草莓综合品

质的调控作用。基于AHP法、熵权法、基于博弈论的权重集

化模型，借助TOPSIS法建立草莓综合品质模型，最后对模

型进行解析，进而得到灌水和施肥以及水肥耦合对草莓综

合品质的调控效应，为草莓标准化种植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75

鱼鳞胶原蛋白与羧甲基纤维素

复合膜的肉品保鲜效果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怡飞 2018015216

董冠男

/2019013368

,朱宇涵

/2019013330

,郭祎莎

/2019013361

朱杰 教授 0710

本实验将鱼鳞胶原蛋白与羧甲基纤维素复合膜应用于牛肉

保鲜研究，根据复合膜对肉样贮藏过程中的失重率、pH值

、菌落总数和色度变化的影响判断其保鲜效果，对复合膜

进行评价。基于先前对复合膜微观结构与力学性能的研

究，选定膜成分的最佳比例。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76

蛹虫草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

肠道健康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谨睿 2019010606

夏鸣曦

/2019010601

,朱明康

/2019010612

,杨欣羽

/2019010602

史新娥 副教授 0903

本项目拟在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适量蛹虫草粉，以提高仔

猪生长性能、肠道健康，减少仔猪腹泻。主要研究内容为

蛹虫草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及腹泻率的影响；蛹虫草对断

奶仔猪血液生化指标及酶活的影响；蛹虫草对断奶仔猪肠

道形态的影响；蛹虫草对断奶仔猪肠道菌群及代谢产物的

影响。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77

紫斑牡丹花香成分及其相关基

因筛选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雯湉 2018011460

张欣然

/2018011423

,黄雨欣

/2018011461

,王星月

/2018011458

罗建让 副教授 0905

本项目拟以紫斑牡丹花瓣为材料，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方

法结合气相-质谱联用（SPME－GC－MS）对不同发育时期

花瓣的挥发性成分（萜类、苯环及苯丙素类、脂肪酸衍生

物等）进行测定，明确紫斑牡丹花香的主要成分。在此基

础上，结合转录组测序数据筛选紫斑牡丹花香物质合成的

相关基因，并对其表达模式进行分析，为牡丹品种改良提

供依据，为紫斑牡丹花香物质合成代谢机理的研究提供基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78

基于总线的柔性采摘机械臂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海俊 2018012638

方文虎

/2017012868

,朱净雨

/2019012624

,张天祥

/2018012650

,刘健

/2018012595

史颖刚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设计的柔性机械臂采用了柔性关节和柔性连杆连杆

柔性，提高了采摘的速度和精度，提高了较高的负载自重

比，降低了功耗，同时提高机械臂运动的柔顺化，减少对

杆件或者产品的冲击。机械臂的控制系统采用了总线的结

构提高了采摘作业精度，控制系统的信息传递快速性和稳

定性。运用的手眼协调的闭环控制，进一步提高了抓取果

实速度和精度。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79

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背景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测

度与途径：以合阳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照润青 2018013874

李晓婧

/2016014026

,李嘉欣

/2019014505

,卢飞旭

/2019014171

赵凯 教授 1203

本项目立足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实背景，基于“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和可持续

发展观探讨合阳县发展过程中存的资源禀赋状况和高质量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优势和短板，深入研究各类不同资源对

促进合阳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设计构建全面脱贫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背景下合阳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

路，并据此提出合阳县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80

藻结皮胞外聚合物对Cu2+、

Zn2+、Co2+和Cr6+的竞争吸

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晨航 2018013891

向洲甫

/2018013897

,彭慧宁

/2018014063

,朱维佳

/2018014062

,花诘弋西

/2018013901

程金凤 副教授 0714

重金属污染是我国土壤环境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陕北地

区因过量使用化肥而造成Cu2+、Zn2+、Co2+、Cr6+等重

金属污染。常规的净化方法难以去除污染，而研究表明微

生物胞外聚合物（EPS）对重金属具有良好吸附性，本实验

通过研究藻结皮中藻类EPS对土壤重金属离子Cu2+、Zn2+

、Co2+、Cr6+的竞争吸附，可以提供解决污染的新思路，

同时揭示藻结皮在自然中改善环境的生态学功能。具有重

要的实际意义和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81

寒区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提

升服役结构劣化后混凝土界面

耐久性试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裴心超 2018012332

朱中原

/2018012376

,胡佳雯

/2018012428

张博
讲师

(高校)
0810

冻融作用是影响其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能的一个重要因素. 

相比普通混凝土, 超高性能混凝土(ultra-high 

performanceconcrete, UHPC)的韧性、抗裂性能、抗压

强度均有较大的提升,然而，冻融循环作用UHPC的抗冻性

机理仍然是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因此，本项目拟对冻融循环

作用下UHPC中的力学性能劣化问题进行研究。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82

北方冬季葡萄越冬免埋防蚀技

术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佳璐 2018011728

杨明月

/2018011723

,朱妮

/2018011733

,王文婧

/2018011732

王飞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823

陕西省是我国葡萄生产的一个主要栽培区，因其光照、热

量充足，水分适宜，土壤多发育于黄土母质，质地较粗，

粘粒较少，通透性较好，钙离子含量较多，所以种植出的

葡萄甜度高，主要品种有礼泉超红、巨峰、龙眼等。截至 

2015年，陕西省葡萄栽培面积已达 4.92 万公顷，产量约 

63.09 万吨，占全国葡萄栽培总面积的5.8%。陕西省种植

葡萄产业具有自然资源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然而葡萄产

业发展中仍存在不足，如防寒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83

土壤水分状态对辣椒裂果的影

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欣怡 2018010561

庞洪顺

/2019010375

,杨泰国

/2019010506

,李晴晴

/2019010454

,何文静

/2019010414

巩振辉 教授 0823

本项目通过探究辣椒生长的不同阶段，土壤水分含量和浇

水频率对辣椒裂果的影响，研究辣椒裂果的发生机理。明

确合理灌溉水有助于减轻辣椒裂果的发生，明确辣椒裂果

发生过程中水分关键基因表达变化情况，以及裂果发生过

程中果皮结构的变化。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84

不同温度条件对猪肉中金黄色

葡萄球菌生长及肠毒素表达的

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一鸣 2018015222

李杰

/2017013076

,张钰嘉

/2018015262

王新 教授 0827

该项目采取Baird-Parker平板检验法、PCR鉴定法、

ELISA测定法等多种方法来探究不同温度条件对猪肉中金

黄色葡萄球菌生长及肠毒素表达影响。以猪肉为培养基，

建立了不同温度下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生长模型，可以更加

具体的了解猪肉在加工及储藏过程中金葡的生长及毒素的

表达情况。为猪肉的保藏、保鲜提供了数据支持。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85

miR-199a-5p调控绒山羊毛囊

发育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佳勉 2018010720

李延龙

/2018010729

,张凯

/2018010731

王昕 教授 0903

本研究通过过表达和抑制表达mir-199a-5p，研究其在毛

乳头细胞中的功能及调控机制，为阐述毛囊发育的调控机

制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主要针对miR-199a-5p对毛乳头

细胞增殖的影响和miR-199a-5p的靶基因鉴定这两方面入

手展开研究。本研究旨在在细胞、分子水平上研究miR-

199a-5p在毛囊发育中的生物学作用，探索miR-199a-5p

调控毛囊发育的分子机制。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86

Zn-Pb复合污染条件下不同品

种蜀葵的生长反应及超积累特

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雨倩 2017011788

王琪瑶

/2017011787

,李佳欣

/2019010154

,董山榕

/2017011791

赵冰 副教授 0905

本研究采用控制变量法，选取蜀葵为研究对象，研究在Zn

—Pb复合污染条件下不同品种蜀葵的生长反应及重金属积

累量以及生理指标的变化，通过分析蜀葵在Zn-Pb复合胁

迫下的积累性与耐受性的关系，筛选出抗性最强的品种，

探寻其在美化环境的同时应用于土壤Zn-Pb复合污染修复

的科学依据，从而进一步挖掘蜀葵对于重金属污染土壤修

复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性，以期为植物修复技术的

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87

基于深度学习的遥感图像去云

去雾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雒鹏鑫 2019012756

邢嘉鑫

/2018013107

,王亚男

/2019012772

,耿明阳

/2019012741

,王帅

/2019012626

宋怀波 副教授 0807

本研究分别通过基于先验条件的经典算法暗通道先验算法

、和基于深度学习的条件对抗生成网络与图像超分辨率网

络实现薄云图像的去云处理，并对三种方法分别实现的图

像去薄云效果进行对比。总结出尘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退

化图像的有效去除方法，对大气退化图像的复原和景物细

节信息的增强，消除天气情况对遥感成像的影响，实现雾

天下图像的清晰化。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88

创业区位、创业资源与返乡农

民工创业绩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展鹏 2017014534

康建

/2017014562

,杨月珠

/2017014765

,康昭扬

/2017014115

,胡鑫

/2017014573

马红玉 副教授 1203

返乡农民工作为一种特殊的农民工群体，其创业绩效的好

坏对乡村振兴、农村脱贫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课题以

返乡创业农民工为调研群体，探讨创业区位对返乡农民工

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并且把创业资源作为中介变量，来

探究创业区位是否在创业区位与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之间

充当了中介效应。根据数据结果以期给出实际措施与政策

建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89
拟南芥可编码circRNA的验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亚绍 2018014016

蒋南翔

/2018014018

,陈新宇

/2018014020

,张文钰

/2018014042

武永军 副教授 0710

circRNA是非编码RNA的一种，是由DNA转录而来，却不能

编码蛋白质的RNA。目前随着研究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动物

和医学领悟有被证明：非编码RNA具有可编码性，而且其表

达产物对生物体基因表达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在植物方

面circRNA的可编码性的研究还鲜见报道。所以本研究将

根据实验室筛选的可编码性最大的circRNA,以模式生物拟

南芥为媒介，对其在植物中的可编码性进行验证，构建翻

译体系，最终对其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90

电动汽车太阳能遮阳充电装置

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照 2018012277

徐璐

/2018012248

,张伟豪

/2018012468

,李龙启

/2018012652

,杨祥祥

/2018012256

王玉川 副教授 0805

通过使用太阳能遮阳板可有效减少太阳直射汽车的面积，

太阳能电池板一方面阻挡太阳光，一方面可以利用其产生

的电能，对电动汽车的电池充电，达到其利用目的。电动

汽车几乎没有排放污染，对环境的友好度极高，能够有效

地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本项目旨

在做出一种便于携带和使用的太阳能遮阳充电装置，使驾

驶环境更加舒适，并且通过利用太阳能充电达到节能目的

。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91

植被演替过程中的土壤微食物

网动态过程与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晏梓然 2018011773

邸明婷

/2019011833

,韩馨慧

/2019011826

,吴东旭

/2019011846

,张子昂

/2019011844

刘国

彬,薛

萐

研究员

（自然

科

学）,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2

土壤微食物网是土壤生态系统碎屑食物网中与土壤生态过

程密切相关的一部分，通过取食资源基质直接或间接地参

与养分循环过程，影响陆地生态系统功能。本项目通过研

究整个植被演替过程对土壤线虫和土壤食物网的影响，以

揭示有关土壤食物网的结构和功能的更多信息。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92

广西南宁市公园绿地树种应用

现状及配置评价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雅茗 2018010416

石鑫鑫

/2018010592

,种妮

/2019014302

陈红武 副教授 0905

公园绿地树种资源是维护城市可持续发展，提高环境质量

和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调查南宁市具有代

表性的公园绿地树木种类、应用频度等，从生长适应性、

景观效益、生态效益、可游性和养护管理难易性五个方面

对样地公园形成南宁市公园绿地整体评价和公园个体评价

。为明确公园绿地树种科学配置；乡土树种应用比例和驯

化种应用潜力；城市的绿化树种应用的改进和发展提供理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93

MYH3基因对牛成肌细胞和脂肪

细胞分化的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博华 2018010692

张心怡

/2018011161

,汪志聪

/2018010704

,汤嘉玉

/2018010712

王洪宝 副教授 0903

王洪宝老师团队，在研究牛肌细胞与脂肪细胞相互调控

时，利用转录组测序技术和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

（HPLC/MS），鉴定出MYH3（肌球蛋白重链3）基因，在共

培养的脂肪细胞中表现出差异表达的特性，可能与脂肪细

胞的发育及肌内脂肪的形成存在着重要关系。我们将利用

MYH3过表达和干扰腺病毒载体，研究MYH3基因对秦川牛前

体脂肪细胞和成肌细胞生长发育的影响。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94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分类垃圾

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星 2018012687

李永恒

/2018013206

,刘奕坤

/2018012659

,李童越

/2018012702

,钱全全

/2018012694

胡耀华 教授 0802

本项目研究设计一种可自动识别垃圾并分类的智能垃圾桶

。当垃圾进入桶内，装置的图像采集器可实时拍摄垃圾的

图像，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对图像进行处理并识别，根据识

别的垃圾类别，驱动机械装置旋转电机控制引导板，并打

开分类格隔板，将垃圾送至其所属类别的子桶内。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95

基于倾向得分法的农业产业链

融资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研究

——以丹凤肉鸡产业链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雨萧 2018010859

谢远程

/2018014590

,吴志晖

/2019014409

,廖希文

/2018014360

,韩梦婕

/2018010865

吕德宏 教授 0201

本项目以丹凤肉鸡产业链这个成功的典型案例为基础，探

究丹凤肉鸡农业产业链融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从而为

更大范围推广农业产业链融资提供借鉴意义。使用同一全

产业链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养鸡农户

农业产业链融资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分析，实证农业产业

链融资实地运行效果，从而促进农业产业链建设，并对对

政府、龙头企业在推进农业产业链融资方面提出建议，促

进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96

磷酸化对山黧豆SAT蛋白定位

及活性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辰浩 2018013924

陈邑烜

/2018011084

,张斌扬

/2018013930

,赵国强

/2018013927

,马昊

/2018013920

徐全乐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基于大豆SAT2;1酶活性调控，通过序列比对，科学

预测出山黧豆SAT2具有可以被磷酸化的保守基序B-X-X-

S/T（其中B表示Lys或Arg，X表示任意氨基酸，S/T表示

Ser/Thr），进一步通过SAT体外磷酸化修饰探究SAT磷酸

化对SAT活性受Cys抑制以及其亚细胞定位的影响，为进一

步研究山黧豆β -ODAP合成的调控机制奠定生物学基础。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97

节点刚度对钢桁架桥杆件内力

及稳定承载力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旭 2018012302

郭佳明

/2018012286

,董珑慧

/2018012308

,余欣

/2018012304

,马志力

/2018012294

李宗利 教授 0810

利用二次开发的ANSYS程序，对桁架桥的半刚性节点进行

非线性有限元分析，从而获得节点的轴向刚度、剪切刚度

、弯曲刚度与扭转刚度，即获得轴力F-轴向变形△与弯矩

M-节点转角θ 的关系等；基于非线性有限分析元理论，研

究节点刚度（轴向、弯曲、剪切与扭转）对桁架杆件内力

及整体稳定承载能力的影响。分析各类节点刚度对桁架桥

受力及承载能力的影响。研究节点刚度对不同类型、不同

高跨比桁架桥受力及承载能力的影响。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98

糜谷内生菌Epicoccum nigro

促生效应及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韦思瀚 2018011123

吴自康

/2018011095

,张剑

/2018011150

赵世伟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710

内生菌可以和植物建立长期协同共生关系，在植物的迁徙

、演化、抗逆及生长和品质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草本

植物共生菌还可以通过种子进行垂直传播，在种群体抗病

、抗虫及抗非生物逆境方面表现突出，目前已有许多商品

制剂在生产上得到大量运用。本研究利用前期糜子种子上

分离获得优势内生菌Epicoccum nigrum接种种子和种

苗，进行相关的抗性生理和生长习性测定，为揭示这种垂

直传播内生真菌的促生、抗旱机理奠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199

苹果酸度相关基因MdCa1的亚

细胞定位与基因功能的解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佳慧 2018010479

杨威

/2018010424

,刘佳诺

/2019010350

,李娜

/2019010357

马百全 副教授 0710

本实验以野生苹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子生物学的分析手

段对果实酸度性状的候选基因MdCa1（柠檬酸转运体）加

以研究。在已获得转基因苗木的基础上对该基因进行亚细

胞定位与功能分析。此研究可帮助填补苹果中除苹果酸外

其他有机酸调控机制尚不明确的空白，为苹果风味的调控

打开新的思路，以满足各类消费者的需求差异，为我国果

树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具有一定的实践意

义，与我国苹果未来发展的趋势相符。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00

circRNA1946-miRNA223-

MYBPC1调控链对牛肌肉细胞增

殖分化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兴亚 2018010668

徐子洁

/2017010603

,蒋静雅

/2018010675

,王佩仪

/2018014002

,朱品蕙

/2018010677

黄永震 副教授 0903

该项目依据circRNA对miRNA的吸附作用，降低miRNA对其

靶基因的抑制作用，进而影响细胞生命活动的原理设计实

验。通过筛选出影响中国黄牛肌肉发育的环状RNA，并揭示

circRNA-miRNA调控牛成肌细胞增殖分化的分子机制，研

究circRNA1946、miRNA223和MYBPC1之间的相互作用，探

究circRNA1946-miRNA223-MYBPC1作用链对牛肌肉细胞

增殖分化的影响，对中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01

杜仲木材磁性活性炭制备工艺

优化、结构表征及其性能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振瑜 2018012705

刘营昌

/2018012594

,苏俊宇

/2019011154

,左建飞

/2019011145

,李景文

/2018012641

朱铭强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02

本项目针对当前磁性活性炭制备过程中赋磁机理，活化剂

、赋磁剂共活化制备磁性活性炭的协同调孔机制和热解机

理等关键科学问题，采用一步磁性活性炭制法，探索不同

因素调控过程中磁性活性炭表征性能的变化规律，对杜仲

木材添加不同磁化剂、活化剂制备磁性活性炭进行系统研

究。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02

鲜果种植户产后冷链仓储的需

求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

陕西省水果种植业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贾惠岚 2018013636

于高人

/2018011065

,张越

/2019014189

,闫瑞萍

/2018012732

,杜嘉隆

/2018014469

冯晓

春,阮

俊虎,

孙自来

讲师

(高

校),教

授,讲

师(高

校)

0201

冷链仓储作为解决鲜果“最初一公里”难题的关键环节，

是政府在三农领域大力支持的研究痛点和国内外学者广泛

关注的热点问题。本课题以周至县和眉县为研究区域，以

鲜果种植户为研究对象，使用UTAUT理论探究影响鲜果种

植户参与产后冷链仓储意愿的关键因素，并建立无序多分

类Logistics模型分析对鲜果种植户固定的、临时的、移

动的多类型冷链仓储的需求影响因素，明确最优多类型冷

链仓储模式。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为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03
木质素降解菌酶学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裴泽婷 2018014034

唐龙腾

/2018010211

,唐晓

/2018014006

,杨淑涵

/2018015261

,车佳运

/2018013932

卫亚红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以实验室已经分离鉴定的欧文氏菌QL-Z3（Erwinia 

sp.QL-Z3）为供试菌株，通过单因素和正交实验优化产酶

发酵条件，并对降解酶酶解条件进行研究，最后获得欧文

氏菌QL-Z3的最优产酶条件及其降解酶的最适降解条件。

该项目研究结果有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生物降解木质素的

原理，为制备高效降解菌剂，减轻木质素引起的环境污染

问题、促进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04

基于3D打印技术的生土建筑材

料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宇萌 2018012306

刘家欢

/2018012305

,王振伟

/2018012322

,高明霞

/2018012307

樊恒辉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810

生土建筑由于其低能耗的特点受到了人们的重新审视，3D

打印技术具有快速成型的优势。本研究基于3D技术，研究

生土建筑的材料配比及其含水率、掺量等影响因素对抗压

强度、冻融循环、干湿循环等工程性能的影响，提出适宜

于3D打印技术的塑性固化纤维土的配比。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05

黄土高原常见耐干藓生态适应

性及人工培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钱煦坤 2019015115

孙羽轩

/2019015137

,史雪麦

/2019015231

,徐圣贤

/2019015202

,靳卓航

/2019015189

赵允格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710

本项目以黄土高原生物结皮中优势藓种银叶真藓（Bryum 

argenteum）、扭口藓（Barbula unguiculata）、土生

对齿藓（Didymodon vinealis）、短叶对齿藓

（Didymodon tectorum）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野生配子

体与培养配子体进行光温水胁迫，揭示人工培养对不同藓

种生态适应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行野外培养，明确藓

类生态适应性对藓结皮发育的影响，探索不同培养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06

葡萄风信子花香形成与差异原

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冰 2018010448

段文静

/2018013399

,孙佳佳

/2019014080

,曲思勤

/2019014969

,史晶晶

/2018013788

娄倩
讲师

(高校)
0710

葡萄风信花香子形成与差异原因研究是偏生理的一项创新

研究，葡萄风信子是以香气著称的春季观赏球根花卉。基

于前期初步分析10个品种花香成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

种植葡萄风信子五个亚属中的全部不同种和栽培品种，筛

选具有不同代表香型的葡萄风信子材料，观察确定释香部

位及其结构特征，鉴定代表葡萄风信子材料花香物质成分

和时空释放规律，解释葡萄风信花香形成与差异,为明确葡

萄风信子成香机理提供理论基础。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07

Bta-miR-127调控牛前体脂肪

细胞分化的作用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震 2018010643

马雪颖

/2017010750

,肖晨彤

/2019010625

,陈平博

/2017010676

王淑辉
讲师

(高校)
0903

microRNA是一种长约22个核苷酸的非编码RNA分子，近年

来有大量的试验表明microRNA在调控脂肪沉积的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研究microRNA在脂肪细胞分化和脂质代

谢通路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机制，将为调节脂质代谢和肉品

质的改良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本试验以牛前体脂肪细胞

为研究对象，探究bta-miR-127对前体脂肪细胞增殖和分

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旨在为肉牛脂肪沉积相关研究提供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08

车辆弯道转向自适应调整技术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文瑞 2018012691

马舒君

/2018012670

,刘旭晖

/2018012706

,孟泽江

/2018012685

付作立
讲师

(高校)
0802

本项目旨在提高车辆的弯道性能，根据自身特性适用于大

型农用、工程用车辆，也适合于强制配重的赛车。   本项

目的实现原理为：感应器检测到车辆倾斜时，控制器控制

电机，通过移动配重的方式抵消或减少汽车重量转移，改

善车辆姿态，提高车辆过弯越障能力。   本项目可实现车

辆在调节范围内时刻保持最优平衡状态，能改善车辆弯道

姿态，提升过弯极限，对于大型车辆的安全稳定起到帮助

作用，对赛用车的竞赛表现有所提高。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09

社会监督能否修复陕南生态功

能区农户低碳生产意愿与行为

的缺口？——基于面子观念的

调节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许贝贝 2018014694

张祥薇

/2017014817

,孙灿重

/2019014341

,孟繁升

/2018014708

,朱赵飞

/2018014677

闫振

宇,徐

家鹏

副教

授,副

教授

1203

本项目将影响农户低碳生产的外部因素中的社会监督和内

部因素中的面子观念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陕南生态功能

区农户为例，探讨农户低碳生产意愿与行为缺口，探究面

子观念在社会监督和农户低碳生产意愿与行为缺口关系中

的调节作用。而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缺口修复建议，以期

为陕南生态功能区深入贯彻农业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理

念、着力实现农业低碳转型等一系列实际工作提供参考依

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10
羊肚菌猕猴桃林下栽培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党华 2018014111

刘延

/2017013873

,翁诗淳

/2019013848

,李国荣

/2018014103

张江

波,陈

德育

讲师

(高

校),实

验师

0710

食用菌林下栽培技术是食用菌生产的一项新技术。利用空

闲的林间土地种植经济效益高的羊肚菌，增加农民收入，

助力脱贫攻坚。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11

苔藓植物人工培育及其在城市

屋顶绿化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方玥 2018014024

张玥扬

/2018014027

,韩金妤

/2018010076

,李云丽

/2018010022

赵允格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710

为了提高城市绿化程度、将屋顶的大片空地加以利用，我

们拟利用生物固碳的原理，用四种黄土丘陵区常见的侧蒴

藓，明确野生配子体与人工配子体对光温水胁迫响应的差

异，揭示人工培养对不同藓种生态适应性的影响。在此基

础上进行野外培养，明确藓类生态适应性对藓结皮发育的

影响，确定可用于屋顶绿化的侧蒴藓种及其培养方法，助

力于缓解全球变暖问题、净化空气、增加美感和改善居住

环境，同时也为建筑设计、园艺设计提供科学参考。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12

茶树miRNA瞬时功能验证体系

的建立及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怡 2018010464

王圆圆

/2017010425

,龙阳豪

/2019010503

,赵蕊

/2019010398

王伟东 副教授 0901

本项目立足于茶树离体再生困难，稳定遗传转化进展缓慢

的背景下，拟构建农杆菌介导的茶树瞬时表达体系，并利

用此体系进行茶树CsmiR397，CsmiR408瞬时转化，分析

CsmiR397和CsmiR408与其靶基因的表达水平变化及相关

代谢物质测定，验证CsmiR397，CsmiR408的生物学功能

。在此基础上建立茶树miRNA瞬时功能验证体系，以期利

用此体系调控miRNA靶基因的高效表达，为茶树种质资源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13

RNA m6A修饰在肉鸡急性肺损

伤发生过程中的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蕾 2018010618

张浩天

/2018010630

,赵家悦

/2019010541

孙青竹 副教授 0903

目前，养殖场中存在细菌感染、氨气刺激等许多复杂的致

病因素诱发畜禽发生炎症，并进一步导致急性肺损伤，一

旦造成急性肺损伤，养殖业会因此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因此本项目主要在LPS诱导的肉鸡急性肺损伤模型的基础

上，结合离体试验，拟从个体、细胞、分子等多个水平探

究急性肺损伤的发生过程及m6A修饰在肺损伤发生发展中的

作用及简单机制，从而为畜牧养殖过程中急性肺损伤等肺

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14

无曲柄连杆机构的往复活塞式

内燃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恺元 2019012501

王绍襄

/2017012700

,赵鑫隆

/2019012619

,豆一博

/2019012497

,王东亮

/2019012485

侯俊才 副教授 0802
由活塞、无保持架曲沟球轴承、飞轮和进排气系统等组成

的一种无曲柄连杆机构的往复活塞式内燃机。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15

供需双侧视角下农地经营权禀

赋效应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改造的BDM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阳 2018010862

杨腾达

/2017010808

,胡崇爽

/2018015050

,王梦珠

/2018014400

,赵璇

/2018014395

宋健峰 副教授 0201

本项目从农地流转中普遍存在的禀赋效应入手，聚焦农地

经营权这一特殊物品的禀赋效应，提出供给侧禀赋效应和

需求侧禀赋效应这一新概念。使用农户的调查数据，引入

市场租金，采用改造的BDM拍卖机制对WTA和WTP进行量

化，并使用差值法实际测度禀赋效应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通过构建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供需

双侧禀赋效应的关键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制定相关农地

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16
小麦受体激酶BAK1的功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车新萌 2018013967

黄斌

/2018011365

,李明鑫

/2018013965

,崔根福

/2018013954

王存 教授 0710

小麦BAK1的研究因为受限于转基因技术研究进展较为迟

缓，解析小麦BAK1应答低磷胁迫的功能，不仅有利于增加

小麦营养，而且有利于保护环境。课题组通过旱区作物逆

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小麦转基因平台获得了小麦BAK1

转基因过表达T1代材料，并且获得了小麦BAK1转化拟南芥

的T1代材料。本项目拟以此为基础，深入分析小麦BAK1过

表达材料生长发育情况及其及应答低磷胁迫的表型，为培

育磷高效利用作物提供新的思路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17

低耗水水库泥沙输移技术创新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肖阳 2018011764

张少奇

/2018011899

,王依婷

/2018011791

,李冀

/2018011718

王飞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811

我国现有的水库普遍出现泥沙淤积现象，严重影响水库效

益的正常发挥。现存的各种排沙方法存在不同的缺陷，如

耗水多、成本高等。本课题目的是研究一种低耗水的水库

泥沙输移技术，改善水库淤积，节约水资源，同时能够最

大程度的排走淤积在水库中的泥沙，以此来保证水库的功

能、安全和综合效益。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18

番茄BBX转录因子II亚家族响

应非生物胁迫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志娇 2018010440

徐铭泽

/2018010429

,余思思

/2019010345

,杨雨欣

/2019010384

,方方

/2018010409

战祥强 教授 0823

BBX在广泛参与了植物的干旱、低温、高盐和氧化胁迫等非

生物逆境响应。对它们进行具体分子调控机制的研究，将

有利于提高作物的非生物逆境抗性。所以本项目拟利用

CRISPR/Cas9技术对番茄中编码II亚家族成员的BBX1～6

基因进行多位点编辑，构建多敲载体pCAM2301-

SlBBX1to6-Cas9,利用叶圆盘农杆菌侵染法转化到番茄AC

中，以期获得各种组合的多突变体，并探索该亚家族基因

在番茄应对非生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19

肥胖通过影响激素分泌降低小

鼠的繁殖性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莫昭毅 2018010852

余四海

/2018010936

,葛览

/2018010666

褚瑰燕
讲师

(高校)
0903

畜牧业发展关系到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效益，家

畜的繁殖是畜牧生产中重要的一环，因此，研究家畜繁殖

性能的相关影响因素是当前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从目前

已有的研究可以得出，家畜的繁殖性能影响因素有很多，

其中包括饲养管理以及机体的营养状态表现出高度的相关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20
植株群体智能追光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洪兴 2019012755

王炜

/2019012574

,赵嘉豪

/2019012766

,李鸣宇

/2019012765

,王哲禹

/2019012746

宋怀波 副教授 0823

本项目设计解决植物对太阳光利用时间短，植物收到的光

照不均匀等问题，以此来提高农作物产量。装置可实现追

随太阳光移动，增加农作物光照时间；装置在光下旋转，

使每株植物都能有最佳光照位置；实现植物的高度的调节

和植物旋转，使植物受光均匀；研究设计软件系统，实现

装置在不同天气状况下，切换不同的模式。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21

“熟人社会”背景下农户生活

垃圾分类行为决策机理的理论

与实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夕凯 2017014681

陈爽

/2017014694

,褚曜珲

/2017001300

64,王云萍

/2018014756

,杨月珠

/2017014765

徐家鹏 副教授 1104

本项目以提出“熟人社会”背景下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

的决策机理为研究目标，充分考虑“熟人社会”中农户决

策相互影响的特点，开创性地采用演化博弈理论、数值仿

真与Logistic回归、实地调研等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

法，为研究农户生活垃圾分类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

法，可引导、促进农户自觉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为各

地政府制定合理有效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提供建议与

参考。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22

利用细菌视紫红质提高植物生

物质产量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一凡 2018014008

孙炎焜

/2018013989

,惠晓旸

/2018013996

,张迪

/2018013990

齐亚飞 副教授 0710

在当今世界客观环境下，如何提高作物产量仍是解决全球

粮食危机的重要前提。植物液泡酸性环境的维持依赖于V-

ATPase质子泵消耗ATP将质子泵入液泡，而在细菌中，有

一类视紫红质充当质子泵，能够直接通过捕获光能并在膜

外形成质子梯度，进而合成ATP。本研究拟通过将细菌视紫

红质通过融合液泡定位信号肽，将其在植物液泡膜上进行

异源表达，利用细菌视紫红质维持酸性环境，降低光合作

用产生ATP的消耗，从而达到增加生物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23
微塑料对土壤生态过程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佳玥 2019010068

王艺霖

/2018013814

,陈维强

/2019011048

,潘怡萱

/2019011036

,王梦冉

/2019011033

刘国彬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2

微塑料作为一种新型环境污染物，因其独特的物理化学性

质，对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

境及物质交换基础，对微塑料的研究多集于水域生态系

统，对土壤研究尚少。本项目以小麦为研究对象，通过盆

栽实验研究土壤微塑料还原小麦生长环境与微塑料在土壤

中的分布特征，研究微塑料对土壤生态过程的影响有，利

于掌握微塑料影响环境作用机理，从而进一步设法切断或

降低其对生态与人类生活健康等方面的威胁与危害。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24

基于荞麦籽粒下落碰撞特性的

外壳开裂识别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雨田 2018012879

陈春堃

/2018012845

,仵明太

/2018012861

,陈锡越

/2018012853

,岳宇恒

/2018012851

张卫国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基于正常和裂壳荞麦籽粒下落碰撞的振动信号特性

差异，拟设计并搭建一种能够检测荞麦籽粒下落碰撞振动

特性的试验系统，对获取的振动信号进行时域和频域分

析，提取有效区分正常、裂壳籽粒的信号特征参数来识别

裂壳荞麦籽粒，以降低荞麦的仓储成本，提高荞麦的存储

时间和仓储品质。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25

政府规制、市场激励与果农减

量施药行为——以陕西省葡萄

种植户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馥玮 2018014732

彭颖婕

/2018014731

,尹卓娅

/2019014338

,张鹤于

/2018014749

李桦 教授 1203

本项目以政府规制、市场激励、果农减量施药行为为研究

对象，综合文献分析、函数推理、函数图像演绎等理论分

析方法及Logit模型和交互项分析模型分析等实证分析方

法，在探明政府规制与市场激励对果农减量施药行为的单

独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二者交互效应对果农减

量施药行为的作用路径及影响，明晰二者共同影响机理，

构建政府规制与市场激励对果农减量施药行为的共同影响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26

BjSRRM1蛋白介导几丁质酶基

因表达的作用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维轲 2018014029

杨云柯

/2018013975

,金萍

/2019013727

,黄映

/2019013805

谢长根 副教授 0710

几丁质是真菌致病性作用的主要成分，受到真菌感染时，

植物中存在几丁质感应及信号传导通路调节植物抗病能

力，但通路细节元件之间的关联尚待进一步研究。前期研

究工作已经筛选得到响应几丁质信号的蛋白质，本实验拟

通过生物信息学，实时定量PCR，质谱分析等研究技术，旨

在揭示BjSRRM1蛋白介导几丁质酶基因BjCHI1表达的具体

作用机理，探究几丁质信号转导通路调节几丁质酶基因表

达的作用机制。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27

蚂蚁扰动对土壤养分循环的影

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盛 2018010037

王文卓

/2017013889

,曹家乐

/2018010042

,黄倩雪

/2018011105

,郭笑冉

/2018010173

方临川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714

以黄土高原蚂蚁（弓背蚁）洞穴为研究对象，选取蚂蚁洞

内壁和远离蚂蚁洞土壤样本，通过分析土壤理化性质、碳

氮磷循环酶活性以及土壤微生物群落等，来探究蚂蚁扰动

对土壤养分循环的影响机制。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28

易地搬迁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

的影响研究——以陕南安康市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龙 2018014637

樊登

/2018014622

,郭家兴

/2019014554

,张婷

/2019014536

,陈奕好

/2018014626

徐家鹏 副教授 1203

本项目以陕南安康市为调查地点，利用A-F法对不同群体

（搬迁户和本地户）的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和分解，构

建易地搬迁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因

素，以明晰不同群体中贫困存在差异的原因，以此为政府

实施扶贫措施提供指导和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29

突发疫情冲击下养殖户风险感

知及防控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狄宇航 2018014474

杨惠媛

/2018014488

,边子涵

/2019014563

,张新语

/2018014815

陆迁 教授 0201

对于突发猪瘟疫情冲击背景下，生猪养殖户风险感知与其

防控行为关系研究。通过因子分析法，建立养殖户风险感

知测度体系，通过构建SEM结构方程模型，建立风险感知与

防控行为的影响机制，为政府制定疫情防控政策提供决策

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30

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影响因

素实证研究——以陕西省洛川

县、白水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玉娇 2018014482

余勇

/2018014466

,万益宁

/2019014148

,姚苈芸

/2019014317

,周雪

/2018014492

董春柳
讲师

(高校)
0201

本次研究主要选取苹果种植户为微观数据，对生产环节进

行按技术难度等级细分，使用二元probit模型对影响因素

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影响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的关键因素及

影响效应以及这些因素对已分类好的各生产环节影响的异

质性。并运用对数据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变

量的内生性和稳健性进行检验。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31

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及行为

研究——以武功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熊晓语 2018014717

徐颖欣

/2018014661

,陈泽楷

/2018014742

,黄勤

/2018014664

刘军弟 副教授 1203

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及

行为出现了一些与预期目标相违背的现象，对我国粮食产

量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本项目将系统分析农村居

民垃圾分类意识及行为现状和影响因素，以及用模型分析

意识与行为一致性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层次结构及相互作用

关系，从而提出一些新的创新观点，为咸阳市乃至陕西省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提供路径选择和建议，为未来的农

村居民垃圾分类创新相关理论提供理论框架。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32

红葡萄酒花色苷对α -葡萄糖

苷酶活性的抑制作用与机制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翁心怡 2019015260
伍兴杰

/2019015262
韩富亮 副教授 0827

糖尿病和肥胖症都属于代谢性综合征，与葡萄糖的吸收代

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α -葡萄糖苷酶作为碳水化合物消化

中的关键酶之一，若抑制其活性则可以减轻碳水化合物的

消化和吸收作用，对于餐后血糖的调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研究表明含有花色苷的饮食能够抑制肠道中的α -葡萄

糖苷酶。 本研究以葡萄酒花色苷为研究对象，探究红葡萄

酒花色苷对α -葡萄糖苷酶活性的调节作用和机理，以期为

健康饮用红酒来更好地维持人体健康提供理论依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33

宿主蛋白NPM1翻译后修饰在

PCV2核酸复制过程中的作用机

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小枫 2018010974

于娇娇

/2018011081

,吴建成

/2018010972

,袁玮艺

/2018010928

杜谦
讲师

(高校)
0904

本项目拟通过确定NPM1在PCV2基因组复制过程中发挥作用

的翻译后修饰位点、作用方式和参与此过程的宿主分子及

其功能，解析已确定发挥作用的NPM1翻译后修饰方式在

PCV2基因组复制过程中的作用及机制，为进一步研究PCV2

在宿主细胞内的复制机制奠定理论基础，为PCV2防控提供

新的理论依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34

陕南休闲农业垃圾循环利用模

式研究—以平利县龙头村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天艺 2017011822

涂晓乐

/2017011868

,曹方方

/2019011343

,舒小龙

/2018011683

李侃

侃,康

康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1305

以垃圾分类为契机，找出适合的可持续发展的休闲农业景

观的构建方法并应用于设计实践中。并针对改造前后的农

园景观生命周期进行对比分析，以验证设计的成效，分析

垃圾分类在休闲农业生态循环中的可行性，为后续和相关

研究提供更有效的资料。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35

强子相互作用中的有限体积效

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江立奇 2019014001

李志恒

/2019013964

,曹煜轩

/2019013961

,强小龙

/2019013960

崔二亮 副教授 0702

手征幺正理论已经成功地运用到介子-重子和介子-介子相

互作用研究中。有限体积中的手征幺正方法，是在手征幺

正方法的基础上，加入有限体积效应，通过“离散化”处

理，计算出系统能级，并从这些能级中提取得到散射长

度，与格点QCD的相应结果进行对比，来检验格点QCD的结

果，并为其提供参考。在该项目中，我们通过研究有限体

积中DD*的耦合道相互作用，以期对四夸克态候选态粒子

Zc(3900)的结构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36X

无抗饲料添加剂——绿色生鲜

开拓者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陈治宇 2018014710

李振瑜

/2018012705

,楚心怡

/2019050431

,贾凯

/2018050388

,申佳辰

/2019014607

朱铭

强,蔡

传江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讲

师(高

校)

0823

随着抗生素弊端逐渐显现，2020年“全面禁抗”时代来

临，团队意在建立以无抗生鲜为核心的社交及消费平台，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效益为中心，以生

态建设为前提，以研发自主特色品牌为核心竞争力，以带

动群众致富和壮大地方特色经济为目标，以无抗饲料添加

剂为基础，为顾客提供各式各样的健康绿色杜仲生鲜产

品，打造多元化的无抗生鲜电子商务平台。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37

多元视角下农村老人的“无休

劳动”及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秦杰 2018015080

陈黄翘楚

/2018015005

,刘仪航

/2019014872

,张新语

/2018014815

,王东晖

/2018015051

刘利鸽 副教授 0303

本项目扎根于农村“无休止劳动”现状，以性别、年龄以

及健康等多元视角为出发点，重点探究当前我国农村地区

老龄人群的“过劳”状况，深层剖析其长期根植农村社会

的多类成因。并在此基础上，纳入个体劳动历程的视角，

以老龄群体个人心理意愿为出发点，着重关注“过劳”现

状对其身心健康的多样影响，进而探究老人劳动的养老需

求，为保护和改善老年人晚年福利提出针对性建议，增进

晚年幸福福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38

基于高通量三维模式识别的果

实自动分级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启瑞 2018013235

戴佳燚

/2018012924

,钟煌

/2019013068

,陈国超

/2018013261

,马馨睿

/2018013246

王茹,

杨会君

讲师

(高

校),副

教授

0809

本项目计划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以Kinect V2获取的深

度和RGB图像为基础，结合COLMAP算法和深度学习对果实

点云进行分割以及目标检测进一步探索出一套适合于植物

果实的低成本、快速的、高效的基于深度学习的苹果自动

分级系统，该系统不仅能够在收获过程中实现果实的在线

自动分级，同时该系统可以获取果实的表型特征，从而精

确实时地获得果实的表型结构。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39

超薄二维MOFs选择性分离纯化

磷酸化蛋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殷睿 2018014208

张振

/2018014205

,谢恺

/2019014131

,沈宇丹

/2018014191

张越
讲师

(高校)
0703

本项目拟利用POSS的纳米尺寸、结构刚性与供/受体作

用，构建超薄的二维MOFs，并通过亲水配体的功能化，获

得高效、高选择性、高容量的磷酸化蛋白分离介质。优化

吸附-洗脱条件，阐明作用基质，建立磷酸化蛋白的分离纯

化新方法，并将其用于复杂生物样品中磷酸化蛋白的选择

性分离分析，为开发具有特定生物功能的新型材料以及样

品预处理方法提供可靠的研究思路和数据支撑。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40

不同年代冬小麦品种在不同氮

肥梯度下产量、氮素利用和根

系微生物变化规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宁 2018010101

苏启轩

/2017010046

,吴炫熠

/2018010192

,黄博

/2018010159

,索朗仁增

/2018010104

秦晓梁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通过研究不同氮肥梯度下不同年代冬小麦品种产量

、氮素利用，以及根系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1）揭

示不同年代冬小麦品种在不同氮肥梯度下产量及其相关指

标的变化规律；（2）明确品种和氮肥梯度对小麦根系微生

物落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影响，揭示微生物群落结构的驱

动机制；（3）阐明品种演替过程下小麦根系微生物落群落

结构和氮素利用之间的耦合关系。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41

ApAAT3基因在豌豆蚜肠道氨基

酸转运中的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雨雨 2018010233

吴晨瑞

/2018010222

,肖逸凡

/2018010231

,张程

/2018010229

田宏刚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0901

蚜虫是农业上的重要害虫与病原传播媒介。研究发现，氨

基酸对于蚜虫十分重要，氨基酸的利用与肠道氨基酸转运

载体（AATs）基因有关。而对应靶向dsRNA能够显著抑制

蚜虫的发育并导致其死亡，说明该基因对于蚜虫正常生长

发育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其具体作用机制还不明确。本项

目拟以豌豆蚜为研究对象，初步明确ApAAT3基因表达转运

的氨基酸种类。本研究对于阐述ApAAT3基因在氨基酸利用

中的具体机制且对于蚜虫在农业上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42

腐殖酸吸附态多环芳烃的光化

学反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代清阳 2018011653

陈智灵

/2018011679

,牟泽锴

/2018011775

,林炜智

/2018011677

,蒋源仁

/2018011692

贾汉忠 教授 0714

为了探明PAHs在腐殖酸上的光化学行为，明确PAHs类污染

物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提供理论依据，我们主要研究以下

内容：PAHs在腐殖酸中的光化学转化、光照条件下持久性

自由基与活性氧自由基的形成与演变以及光照条件下腐殖

酸中持久性自由基与活性氧自由基对PAHs转化的贡献。探

究从分子量、官能团、自由电子的角度探明腐殖酸在PAHs

光化学转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43

NO协同乙烯诱导JrNOS1基因调

控不定根形成的功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茂凯 2018011299

孟晓帆

/2018011350

,李凡

/2019011279

,李林

/2019011238

,何佳乐

/2018011309

杨桂燕 副教授 0824

核桃（Juglans regia）是重要的木本油料树种，具有极

高的经济价值。我国核桃资源丰富，但核桃产业综合效益

提升空间仍然很大。解决核桃不定根发生困难的问题，对

不良环境因子抵御十分有利，进而促进核桃产业体质增效

。本研究通过分析转 JrNOS1 基因烟草在外源 NO 和乙烯

刺激下的生根形态、数量及相关基因表达和酶活性，探究 

NO 和乙烯调节 JrNOS1 基因刺激植株不定根发生的功

能，将为揭示核桃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44

多酚乳铁蛋白自组装复合物的

功能特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鹿艺萌 2018013384

樊易卓

/2018013375

,陈羿何

/2019010587

,完颜晴

/2018013386

陈琳 副教授 0827

本项目致力于探究多酚和乳铁蛋白自组装形成复合物的最

佳浓度、温度和pH条件及方法；该复合物与乳铁蛋白相

比，在功能特性上的提高程度；并寻找最佳条件以期达到

多酚的高载量。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45

娄彻氏链霉菌D74对列当寄生

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沛孜 2019015070

张益杰

/2019015087

,赵建博

/2019015121

,张庭恺

/2019015118

,张羽

/2019015101

林雁冰 教授 0710

通过使用娄彻氏链霉菌（Streptomyces rochei）D74及

其荧光标记菌D74-GFP菌剂进行室内向日葵-列当盆栽实

验，在不同生长期，利用荧光体视显微镜观察D74-GFP在

向日葵植株上的定殖情况；同时观察向日葵的生长状

况，，列当的寄生与出土情况，记录相关数据，以研究娄

彻氏链霉菌D74对列当寄生的影响。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46

以Ψ 50为灌水下限的棉花木质

部栓塞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宇宸 2019015216

段玉鹏

/2019015212

,王恩昊

/2019015222

,董浩

/2019015220

,王建坤

/2019015214

范军亮 教授 0823

土壤干旱是造成植物木质部栓塞的根本原因，掌握植物自

身的抗旱能力及适宜的灌水下限对植物栓塞的自我修复以

及精准灌溉都有重要意义。棉花作为木质部较发达的作

物，从苗期到盛铃期，木质部从发育到衰老，其不同生育

期木质部抗栓塞以及修复能力有何差异？能否用Ψ 50来作

为棉花的灌水下限？基于此，本项目已棉花为研究对象，

来回答以上科学问题。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47

褪黑素生物合成基因MdASMT9

对苹果低温胁迫中的调控功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珂 2018010507

张丹妮

/2018010506

,朱博琳

/2019010367

,严瑶

/2018010411

,张春雷

/2018010549

马锋旺 教授 0710

本研究将以MdASMT9过表达苹果植株为试验材料，通过研

究低温胁迫下该植株的生理响应，探究该基因在抗低温胁

迫中的功能，并通过酵母双杂交技术筛选MdASMT9的互作

蛋白，初步阐明该基因在苹果应对低温胁迫时的分子机制

。将生理响应与分子机制相结合，探究该基因对苹果低温

胁迫中的调控功能,为苹果抗低温调控和定向遗传改良提供

种质材料和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48

重组酵母介导的口服新冠DNA

疫苗的制备及抗体诱导效果评

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湘楠 2018010738

贾可欣

/2018010652

,吴傲

/2019010591

,孙菁希

/2018010743

徐坤 副教授 071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指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

染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酿酒酵母是国际上

公认的无毒无害的可食用微生，一系列的研究结果表明酵

母可以作为基因传递的载体。 本项目拟利用指导老师实验

室相关研究基础，构建新冠S1蛋白基因重组酵母，制备相

应的口服DNA疫苗，并通过小鼠饲喂实验进行抗体诱导效果

评价，探讨重组酵母介导口服新冠DNA疫苗的可行性，以期

为新冠疫情的防治提供参考。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49

马铃薯种植机振动清种系统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鹏 2019012767

梁志豪

/2019012557

,张克凡

/2019012751

,王智锐

/2019012768

付作立
讲师

(高校)
0802

随着我国实施马铃薯主粮化战略，在我国政府的号召和支

持下，马铃薯的种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但是单产量的增

幅仍旧非常缓慢，我国的马铃薯单产量低于世界平均单产

量。在播种环节。马铃薯播种质量差，重播和漏播现象严

重，因此需要对排种系统进行改进，以降低重播和漏播。

因此本项目拟开展马铃薯种植机振动清种系统研究。该研

究成果能够有效降低马铃薯重播率，提高马铃薯种植质

量，为我国马铃薯产业发展提供技术和装备支撑。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50

玉米基因家族进化分析的生物

信息学平台研发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鹏钧 2018013900

吴越

/2018013921

,王睿蕾

/2018014087

,陈君如

/2018014001

马闯 教授 0710

本项目拟借助MaizeGDB、Pfam、PlantCARE、GEO等数据

库及shell脚本与Java、Perl等程序，整合玉米的CDS、

蛋白质序列和不同生长条件及时期的RNA-Seq等不同类型

的数据，对序列比对、序列基序、顺式元件预测等特征进

行发掘和分析，开发出一套整合多种功能的玉米基因家族

进化分析的生物信息学平台并以我们已经手动获取的糖基

转移酶基因家族数据来验证平台的可靠性。该平台还可用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51

变化环境下生物炭对黄绵土理

化性质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阳 2019015247

张宇辰

/2019015203

,丁硕秋

/2019015239

,苗育铭

/2019015238

,张兆然

/2019015204

赵西宁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811

本研究通过在土壤中施加生物炭，系统研究生物炭对土壤

结构及物理化学性质影响，揭示其改良土壤的机理。通过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达到调控土壤微环境，为缓解黄土高原

地区旱作苹果园水分和有机质亏缺提供理论参考。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52

基于内生驱动视角的农业保险

的扶贫效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梁惠娟 2018014325

刘晨橙

/2017014375

,李思瑶

/2019014335

,赵书浩

/2019014586

,田箫珂

/2018014543

罗添元
讲师

(高校)
0201

本项目以贫先扶志，扶志必扶智”为背景，进行农业保险

风险保障对返贫抑制影响研究 ，农业保险稳定灾后再生产

对农户收入增长潜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内生驱动视角的农

业保险风险规避对致富意识的影响研究，并根据实证结果

从农业保险角度提出加快脱贫攻坚速度的建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53

光诱导葡萄风信子花色形成及

关键基因的筛选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齐治平 2018011450

王琪瑶

/2017011787

,郑文婷

/2019011552

,智慧

/2018011463

杜灵娟 副教授 0905

项目将选取园林应用广泛的八种葡萄风信子为材料，对其

S1-S5五个不同花发育时期的花分别进行光照及遮光处理

后，进行花色表型观测及花青素苷物质的测定，对其花青

素苷关键调节基因及结构基因的转录表达进行分析。进而

明确葡萄风信子光诱导花色形成的敏感品种和关键时期，

并且筛选出参与光诱导葡萄风信子花色形成的关键基因。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54

撂荒地根际土壤微生物过程养

分限制及影响因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欢 2018010138

朱琳

/2018011249

,闵远昌

/2018010097

韩新辉 教授 0902

本研究在黄土丘陵区选择四个不同恢复年限的草地群落，

通过测定三种植物根际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及4种胞外酶活

性，运用元素阈值理论和酶化学计量理论，探究不同植物

根际土壤微生物养分限制随次生演替过程的变化特征。并

结合根际土壤碳氮磷养分含量及其计量比，通过冗余分析

等方法明确土壤微生物养分限制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以

期阐明次生演替过程中不同植物根际土壤微生物的养分限

制变化特征及影响因子。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55

枯蝉的胚胎发育及胚胎发育期

含菌细胞发育模式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曾然 2018010308

李轩屹

/2018010311

,骆旬

/2019010225

,刘博雅

/2019010271

魏琮 教授 0710

本研究拟对蝉科昆虫胚胎发育及胚胎发育期含菌细胞发育

模式进行研究。目前蝉科昆虫的胚胎发育以及胚胎发育期

含菌细胞发育模式的研究较少。对蝉科昆虫胚胎发育进行

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昆虫胚胎学基础理论，另一方面为

将来进行关于半翅目昆虫的比较胚胎学和进一步关于个体

发育及系统发育的研究打下基础。共生菌普遍存在与昆虫

体内，并能通过垂直传播在宿主次代间进行传播。宿主-共

生菌共生系统往往进化出高度复杂的发育过程和定植机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56

基于高分影像的果园提取与遥

感监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函 2018011969

刘笑菲

/2018011913

,万宇航

/2018013109

常庆瑞 教授 0705

以苹果园为研究对象，采用 GF-1、GF-2、GF-6 影像数

据，构建集成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光谱特征、纹理特征

和机器学习分类的果园提取模型；采用多维度的评价指标

（总体分类精度、单一类别提取精度），对不同遥感提取

模型进行比较研究，构建适用于苹果园的遥感提取最佳模

型。针对两个时相的遥感影像进行操作，定量地分析和确

定地表变化的特征与过程，根据处理过程选取分类后比较

法对两个时相的遥感影像进行变化监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57

不同预处理条件下桐木材料木

质纤维素组分及结构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非凡 2018011326

杨博乙

/2018011330

,扎西罗布

/2018011281

,赵飞

/2018011278

,王秀珍

/2018011346

楚杰 副教授 0824

生物质能被称为世界上的“第四大能源”，木质生物质能

的有效利用越来越受到工业应用的关注。泡桐生长周期

短，用途多，原产于中国，年产量极高，显著高于其他能

源物种，富含木质纤维素，其综纤维素含量约占

60%~70%，所含灰分和可溶性物质较少，结构较为疏松，

是制备生物乙醇及其他化学品极具潜力的原料。本研究以

速生泡桐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预处理条件对泡桐化学组

分及结构特性的影响，为我国泡桐生物质资源高效转化利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58

卵黏蛋白对肠道菌群结构及代

谢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皓天 2019013207

高昕瑜

/2019013196

,许佳新

/2019013211

,尹立

/2019013205

,邓展飞

/2019013201

单媛媛 副教授 0827

为研究肠道微生物在OVM发挥生物学活性过程中的作用，本

项目研究蛋清来源的卵黏蛋白对不同年龄 小鼠肠道菌群结

构和代谢物的影响，探索不同年龄动物体肠道菌群对卵黏

蛋白的代谢特性的差异。 为有针对性地开发相关功能食

品，促进禽蛋资源的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提供新的思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59

小麦候选效应蛋白PSTG—

13248的基因表达分析与互作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劲松 2019015084

杨玄

/2019015090

,张高华

/2019015092

王晓静 副教授 0710

条锈菌是小麦条锈病的致病因子，是一种专性生物营养型

病原体，其在全球范围内已引发严重的小麦病害。Pst可分

泌大量的效应蛋白来干扰破坏植物宿主的免疫防御机制，

该实验的目的是对Pst的免疫防御机制进行研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60

基于WEAP-MODFLOW的灌区水

资源优化配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梓尚 2019015228

蒋涛春

/2019011993

,段惠珂

/2019015232

,闫瀚文

/2019012080

,徐已济

/2019012079

降亚楠 副教授 0823

本项目拟在分析渠井结合灌区现状水资源供需状况和未来

变化环境对水资源供需状况影响的基础上，将强大的水资

源综合规划工具WEAP和地下水模拟软件MODFLOW进行耦合

建立新的模拟优化模型，考虑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两方面

的影响，通过多种情景建模来进行灌区的水资源优化配置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61

外源GABA对苹果幼苗干旱胁迫

的缓解作用及其机理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娜 2018010446

张阳鑫

/2018010428

,吴祎朵

/2019010405

,沙木哈尔·

加马勒别克

/2019010365

,黄可心

/2019010346

李翠英 副教授 0710

本研究项目是以平邑甜茶幼苗为材料，采用盆栽方法，研

究施加外源GABA后，植株生长、光合特性、叶片含水量、

根系活力、养分吸收以及GABA代谢通路的变化，分析外源

GABA缓解苹果幼苗干旱胁迫的作用及其响应机理。这将为

苹果生产中减轻树体的干旱胁迫伤害提供一定的依据，同

时有利于实际生产中使用外源物质来缓解干旱胁迫。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62

奶山羊乳腺上皮细胞EGFR调控

甘油三酯与乳铁蛋白合成的分

子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文筱雅 2019010596

谌晓欢

/2019010599

,李思齐

/2019010604

史怀平 教授 0903
奶山羊乳腺上皮细胞EGFR调控甘油三酯与乳铁蛋白合成的

分子机理研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63
茶叶树覆膜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祥森 2018012662

王虎伟

/2018012667

,吴奇龙

/2018012649

,卢毓龙

/2018012647

王威 副教授 0802

利用薄膜覆盖进行冬季扦插，使茶树扦插不仅限于在夏秋

季进行，增加扦插次数，对加速茶树的良种繁育过程，具

有重要的意义。用塑料薄膜封闭覆盖进行冬季茶树扦插，

能解决江北茶区因春季茶树发生异常落叶而不能进行春插

的问题，而且在茶叶树生长的过程中，在冬天还需要进行

覆膜处理。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64

杜仲水提物对高脂高糖饮食诱

导的神经炎症的改善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子珞 2017014102

沈晓一

/2017013953

,田也

/2017013853

,叶守冲

/2017014083

赵善

廷,朱

晓岩

教授,

讲师

(高校)

0710

长期高脂高糖饮食(HFSD)肥胖症患者，其代谢紊乱的脂肪

组织释放促炎物质和炎性因子会引起神经组织炎症反应。

研究显示中药杜仲可基于抗炎和抗氧化对中枢神经系统疾

病具有一定疗效，但其水提物杜仲水提物（WEU）对HFSD

引起的认知障碍是否可通过影响神经炎症反应而发挥作用

仍有待探讨。本项目通过行为学检测和免疫组化，研究WEU

对于 HFSD 引起认知损伤的干预作用及对神经炎症改善作

用，为探究WEU改善神经炎症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65

氮沉降对不同生态位植物根际

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晓凯 2018010068

徐义琪

/2018010062

,秦家祥

/2018010072

薛萐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2

本研究以黄土高原典型白羊草群落为研究对象，在黄土高

原选择一块无干扰，自然恢复的白羊草群落，施加四个氮

水平梯度(CK,N3,N6 和N9)，用土壤学、生态学和微生物

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氮添加作用下白羊草

群落不同生态位植被根际微生物群落的变化以及驱动机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66

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家庭农场

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

的悖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晓旭 2018014556

李研雪

/2018014781

,沈思齐

/2019014207

,裴子昂

/2018014527

王永强 教授 1203

本项目拟采用Bivariate Probit模型和ISM模型在成本效

益差异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实证分析陕西关中地区家庭农场

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研究

导致意愿与行为二者悖离的显著性因素及其内在逻辑结构

。根据研究结论以及国内外相关经验，优化家庭农场绿色

防控参与行为的驱动机制，进而为不同地区面对不同悖离

情况的家庭农场提出有针对性、有特色的政策建议，促进

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67

人类体内进化保守的mRNA结构

与稀有密码子协同调控翻译过

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世奇 2019015119

张熙林

/2019015071

,陈姝伶

/2019015100

陶士珩 教授 0710

通过实验与数据分析，确定人体内保守结构域（CSRV），

并阐明CSRV上稀有密码子使用规律，构建CSRV序列进化模

型，探究CSRV和稀有密码子对翻译速率调控的协同作用，

并探索CSRV上稀有密码子的变异与人类疾病之间的联系。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68

基于无人机高光谱估算夏玉米

地上生物量和叶面积指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小惠 2019015226

贾振宇

/2019015218

,祁辰

/2019015236

,袁昕尧

/2019015233

,姚蔼玲

/2019015227

范军亮 教授 0823

本团队所申请的项目旨在利用无人机高光谱遥感反演夏玉

米生物量的参数获取和模型建立，基于遥感参数和冠层高

度模型对夏玉米生物量和LAI进行反演并评定模型精度。本

项目通过发挥无人机高光谱在夏玉米生物量和LAI估算方面

的应用潜力，探究玉米的高产规律，同时为管理者提供作

物长势信息，并指导相应田间管理，使水肥得到高效利

用，增大产量，对农业生产有重要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69

茶树GST3基因通过油菜素内酯

途径响应干旱胁迫的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佩荧 2018010499

王滨

/2018010530

,涂国斌

/2019010422

,保雨萌

/2018010402

余有本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拟进一步探究GST3基因在茶树干旱胁迫响应过程中

的功能，以期阐明茶树GST基因参与干旱胁迫响应的分子机

制。通过转录组数据库分析，筛选备选基因，进行GST3基

因和启动子区域克隆，确定茶树GST3的亚细胞定位情况和

对干旱胁迫及油菜素内酯的响应情况，确定油菜素内酯途

径中的转录因子是否调控GST3基因的表达，以期分析该基

因是否通过油菜素内酯途径参与茶树干旱胁迫响应过程，

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线索。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70

基于虚拟筛选和分子对接的草

鱼FFA2激动剂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清川 2018010872

莫昊霖

/2017010832

,颜颖

/2018010868

,闫梦驰

/2018014871

李杨
讲师

(高校)
0906

草鱼是我国最重要的淡水养殖鱼类。长期以来的高密度养

殖和高能饲料的利用造成了草鱼养殖过程中肠炎频发，给

养殖业造成了很大损失。本研究拟在克隆草鱼FFA2受体、

并完成3D模建的基础上，结合天然产物虚拟筛选和分子对

接找到相较于短链脂肪酸能够更有效结合到FFA2的配体，

并利用细胞功能分析平台验证其激活效力，为开发具有肠

道保护功能的新型饲料添加剂奠定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71

基于机器学习的小麦不完善粒

识别与分选装备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戴建龙 2018012571

付新阳

/2018012558

,刘健

/2018012595

,白春雨

/2018012576

,韦鑫欣

/2018012575

陈煦,

吴婷婷

讲师

(高

校),副

教授

0807

本项目拟设计并开发一种小麦不完善粒的识别分选装置，

首先基于近红外高光谱技术开展不完善粒的特征波段选取

方法研究，构建设计一种小麦不完善粒光电检测传感模块

。开展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不完善粒识别模型构建方法研

究，在此基础上，研制一种小麦不完善粒的动态实时监测

装置，完成装置的机械设计、电控设计和软硬件开发，嵌

入识别模型，实现不完善粒的单粒化、高通量、实时识别

与分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72

跨膜激酶对弗氏弧菌生物膜形

成的调控机制初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浚铭 2018013903

姜欢

/2018013902
张磊 副教授 0710

本实验室前期研究发现，致病菌弗氏弧菌中的一种跨膜的

蛋白激酶能够参与信号转导途径，可能对其生物膜的形成

产生重要影响。本项目即致力于研究该蛋白激酶对生物膜

形成的具体影响，并尝试阐明其调控机制。本项目拟构建

弗氏弧菌该跨膜蛋白激酶的相关突变体，及回补菌株，通

过生物膜表型实验研究各菌株生物膜表型的差异。为进一

步研究弗氏弧菌生物膜形成的分子机理奠定基础。该研究

在降低弗氏弧菌的危害性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73

西藏拉萨河流域不同质地土壤

的水蚀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国强 2018011926

廖东亮

/2018011715
焦菊英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714

在全球变化和人为活动的综合影响下，青藏高原土地退化

严峻，水土流失加剧，而该地区的坡面水蚀研究存在大量

空白，不利于该区域土壤侵蚀防治工作的开展。本研究以

拉萨市3种不同地貌类型土壤（坡面土、洪积扇土、阶地

土）为研究对象，采用室内模拟降雨试验，研究3种地貌类

型土壤的坡面侵蚀过程、产沙产流特征及其动力学驱动机

理，分析3种地貌土壤坡面侵蚀过程的差异性，为该地区的

土壤侵蚀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74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

的影响——基于关系网络的中

介效应和家庭生命周期的调节

效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萌 2017014540

李通

/2017014621

,李子贤

/2018014813

徐家鹏 副教授 1203

互联网迅速发展，互联网的使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了

重要影响。且农户的关系网络与所处的家庭生命周期也影

响着农村劳动力转移。那么，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劳动力转

移的影响路径与机理如何？关系网络又在其中是否起到关

键因子的作用？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下，互联网对农村劳

动力转移的影响有何不同？这些问题值的研究。基于此，

本项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劳动力的

影响，并根据路径分析与分组回归来检验关系网络的中介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75

基于RCNMV-mScarlet修饰的

植物病毒靶向载药系统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吝美静 2019015149

许晓宇

/2019015020

,王嘉璐

/2019015104

,杨玥

/2019015047

雷蓓蕾 副教授 0830

mScarlet是一种新型红色荧光蛋白，可作为荧光标记指示

病毒粒子在寄主体内的分布，也可充当生物接头使病毒粒

子具有靶向特异性。CD46是肿瘤细胞表面特异性的膜结合

补体调节蛋白，其导肽与CD46特异性结合，可介导病毒粒

子靶向性结合肿瘤细胞。本研究以RCNMV的外壳蛋白CP单

体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两种含mScarlet、CP和CD46导肽

序列的pET-15b原核表达载体，转化大肠杆菌进行诱导表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76

根部过表达茶氨酸合成酶基因

的转基因茶树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倩 2018010463

罗壹潇

/2018010457

,张杨雨祺

/2019010463

,邓蓉

/2019010462

,宋冉

/2018010412

周天山 副教授 0901

茶树类作物遗传转化体系不成熟，难以得到完全转基因茶

树。本实验采用含有茶氨酸合成酶基因的植物转基因二元

载体转化发根农杆菌，然后侵染不同嫩度茶树新梢，使其

生根后培育成完整植株，使茶氨酸合成酶基因在茶树根部

过表达，获得高含量茶氨酸茶树株系。该植株仅有根部为

转基因组织，降低了茶树转基因的难度，得到能产生高含

量茶氨酸的茶树株系，能为茶树遗传转化体系的建立和由

生物技术创建高茶氨酸茶树株系建立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77

黄连素重塑小鼠骨骼肌肌纤维

类型组成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培源 2019010610

郭瑞

/2019010616

,王卿妍

/2019010593

,姜紫璇

/2019010568

李晓 副教授 0903

黄连素是一种抗氧化剂，研究发现其可以通过促进PGC-1

α 调节线粒体的能量代谢，改善肥胖。抑制糖尿病模型大

鼠的HPA轴活跃，降低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增强骨

骼肌上的GLUT4基因和蛋白质表达，治疗糖尿病。在衰老

的大鼠骨骼肌中小檗碱通过激活AMPK/SIRT1/PGC-α 通路

改善认知缺陷和肌肉的功能障碍，AMPK信号通路是调控肌

纤维类型的通路，然而黄连素是否通过AMPK调控肌纤维类

型及具体作用机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78

压电-机械电磁式复合电能再

生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波希 2018012699

李明卓

/2018012692

,王帅

/2019012626

,刘玉强

/2018012707

王威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电动拖拉机的路面位移激励进行分析，

研究电动拖拉机能量再生装置的动力学特性，从而进行温

室环境下工作的小型电动拖拉机压电-机械电磁式复合电能

再生装置的研发，实现回收节约能源、提升续航里程、增

强动力电池系统耐久性的目的。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79
小麦抗旱突变体筛选及鉴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谦丰 2019013773

葛晨

/2019013818

,王昊

/2019013761

,蔺婉萍

/2019013681

刘文婷 副教授 0710

我们实验室利用化学诱变剂甲基磺酸乙酯（ethyl 

methane sulfonate, EMS）诱变处理小麦早熟品种小偃

22种子，获得了具有矮化、黄化、晚熟、籽粒千粒重种等

丰富的变异突变群体110种，并从中筛选出了7个单株产量

高的突变体种质，本研究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有望将从获

得的7个单株高产类型突变体种质种，采用大田、盆栽实验

进行干旱处理，通过生理生长表型、生理指标测定（包括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80

深剖面土壤水汽通量测定方法

与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佳玉 2018012038

苑振宇

/2018012017

,李千禧

/2018012028

高晓东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811

目前已有研究基于模拟结果得到土壤干燥化降低了地下水

补给量，但是这些模拟结果尚无实测数据进行验证，甚至

没有证据表明降雨能够以活塞流的形式对地下水进行补给

。本项目正是针对这一问题，力图研发一种能够直接测量

土壤水汽通量的装置，实现对黄土剖面土壤水汽通量的高

频率高精度测量，以了解黄土高原人工林建设对土壤水汽

通量的影响。项目预期依据所做实验以及数据分析，发表3

篇学术论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项。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81

合作社服务对陕西省社员绿色

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风险认

知的中介效应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叶 2018010477

蒋翠

/2018014610

,王雪汝

/2019014170

,苑佳雯

/2019014533

,康波波

/2018014826

李敏 副教授 1203

本项目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以陕西省合作社社员为研

究对象，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构建合作社服务、风险

认知对社员绿色行为的作用机理模型，实证分析合作社服

务对社员绿色行为的影响关系和路径；在此基础上运用中

介效应sobel检验方法对风险认知在合作社服务与社员绿

色行为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进一步厘清中介效应的机

理、类别和程度；以丰富合作社服务理论的研究内容，提

出促进陕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建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82
一种小麦穴播机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瑞基 2019015225

谢意

/2019015215

,白浩浩

/2019015221

,郭昊田

/2019015223

,李斯雨

/2019015208

李群卓
讲师

(高校)
0802

小麦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种植区域分布非常广泛

。目前，小麦播种的主要方式是条播、撒播和穴播。有试

验表明，在相同的条件下，采用穴播方式播种所收获的小

麦的产量要比采用条播方式播种高。穴播可以保证植株的

距离以及密度，这样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节约种子，且便

于间苗、中耕等后期工作，提高作物出苗率，在一定程度

上可减少劳动量。本研究拟对现有排种机构与成穴机构进

行优化和改进设计为小麦播种提供一定的帮助.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83

解析XLG3(eXtra Large G 

protein 3) 与钙离子依赖蛋

白激脢(CPK10) 在硝态氮信号

转导的调控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梦洋 2018014061
李雯茜

/2018014033
刘坤祥 教授 0710

氮元素对植物至关重要，其中硝态氮是最易被植物吸收的

氮素营养。钙离子是硝酸盐反应中的主要调节剂，Ca2+传

感器蛋白激酶CPK10/30/32在调节整个植物系统中主要的

硝酸盐响应中起着核心作用，拟南芥中有三种Ga类蛋白，

称为超大型G蛋白（XLG）。研究发现XLG3与CPK存在蛋白

互作，但其是否参与调控硝酸盐信号传导则未知，本项目

旨在通过研究确定XLG3在硝酸盐信号传导过程中的作用来

解析其与CPK10的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84

黄土高原植被坡面浅层滑坡发

育过程及其启动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费建坪 2018011659

杨一颖

/2018013549

,段胜丹

/2019011832

,于晓

/2019011830

,黄倩倩

/2018011760

郭文召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0905

黄土高原植被坡面浅层滑坡侵蚀严重，已成为该地区植被

恢复以来面临的最突出的新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然而植

被坡面浅层滑坡的启动机制尚不明确。因此，本项目以黄

土区植被谷坡浅层滑坡为对象，监测极端降雨导致的典型

植被谷坡浅层滑坡的发育过程，揭示极端降雨导致的植被

谷坡浅层滑坡的启动机制。成果可为黄土滑坡防治及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拟在权威核心

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项。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85

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村农户电

商扶贫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以陕西省商洛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慧 2017014499 杨峰
讲师

(高校)
0201

随着中国信息化建设，电商扶贫被国务院纳入到“精准扶

贫十大工程”，并发展成为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精准扶贫

路径。但贫困村农户在整个过程中大多是被动参与的，使

得农户自主脱贫意识不强，易养成“等、靠、要”的风

气，部分低收入人群甚至存在返贫风险，阻碍快速脱贫的

预定目标的实现，也违背了后扶贫防止返贫的扶贫重点。

因此，本研究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实证分析陕西省商洛市

贫困村参与电商扶贫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对策建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86

紫花苜蓿CRISPR/cas9载体构

建及导入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厚胤 2018010810

张瀚文

/2018010829

,许环宇

/2018010837

,谭璐娜

/2018010835

高景慧 副教授 0907

主栽于我国干旱半干旱区的紫花苜蓿 ，其蒸腾系数高、水

分散失多，抗旱品种的选育是苜蓿育种首要目标。基因编

辑技术是植物基因功能研究和进行作物改良的有利工具，

利用CRISPR/Cas9编辑苜蓿的抗旱分子育种工作在我国尚

未全面开展。为此，本研究拟以紫花苜蓿(M. sativa cv 

Pondus)为试验材料，以ABA受体PYL9/PP2C复合体为目的

基因，构建编辑苜蓿气孔调控抗旱相关基因的CRISPR/C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87

基于聚集态荧光增强与淬灭的

协同效应比率型测定痕量肝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超凡 2018015251

王润生

/2018015252

,陈伟

/2018015273

张艳荣 副教授 0703

在临床应用中，对药物和血液中的肝素进行准确的测定非

常重要。聚集诱导淬灭(ACQ)现象为荧光减弱的检测方

式，聚集诱导发光(AIE)为荧光增强的检测方式，都属于

单波长响应的类型，此种探针的荧光强度容易受到周围多

种因素的影响，降低检测的准确性。而同时具有两个荧光

发射峰的比率型荧光探针，可以通过自身两个信号进行校

正，提高检测的准确性。本项目拟基于聚集态荧光增强与

淬灭的协同效应，构建比率型荧光探针 Py-A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88

麦冬提取物对白斑综合征病毒

复制抑制作用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昌帅 2018010887

邓辉凡

/2018010850

,卫明魁

/2018010875

,季佳奇

/2018010839

,李经楷

/2018010856

刘天强
讲师

(高校)
0906

白斑综合症病毒是甲壳类水产养殖中最危险的病原菌之

一，到目前为止，在商业上没有可用的药物来控制。研究

表明，中草药含有多种物质对病毒，细菌，真菌，寄生虫

具有一定的抑制或杀灭作用，为防治水产养殖动物病害提

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因此本实验对麦冬提取物的抗病毒

活性进行研究，探究麦冬提取物的抗病毒机理和对甲壳类

免疫相关基因表达水平的影响， 本项目将为抗 WSSV 药

物的开发奠定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89

嵌合鸡源干扰素刺激因子新城

疫疫苗的研发及效果评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凯英 2017011574

陈云龙

/2017010927

,孔祥思

/2017010941

,彭贤哲

/2017010932

杨增

岐,刘

海金

教授,

讲师

(高校)

0904

新城疫（ND）是由新城疫强毒株（NDV）引发地严重危害

养禽业的烈性传染病.ND弱毒苗和细胞中的免疫基因具有干

扰NDV感染、复制和传播的能力。ND疫苗主要通过诱导宿

主产生抗体，而免疫基因通过调控宿主免疫状态来抑制NDV

。本研究计划以现在广泛使用的ND弱毒苗LaSota为载体，

通过反向遗传技术，把鸡源ISG12-2基因插入到病毒的基

因组中，拯救嵌合ISG12-2基因的NDV弱毒株，从而研发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90

全民健身视角下城市公园系统

的调查和评价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茜 2018011636

张可欣

/2018011632

,唐奕然

/2018011637

,苗卉

/2018011635

王开 副教授 0828

本项目立足于城市公园运动环境的系统性调查和评估，旨

在为居民健身环境的提升和优化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支撑

。通过对研究地域内城市公园的调查，构建四个城市（开

封、泰州、西安、西宁）的公园运动环境数据库，并完成

对两个尺度（城市内部尺度和城市间尺度）城市公园系统

的评价。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91

铜催化C-N键偶联构建4-氨基

苯酚类衍生物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恩泽 2017014171

刘卓

/2017014181

,李朝霞

/2018014271

,刘大智

/2018014235

,夏天

/2018014207

纪克攻 教授 0703

本项目为“铜催化C-N键偶联构建4-氨基苯酚类衍生物的

研究”，团队由来自不同学院的成员组成。项目建立初衷

是为了探索新的合成苯酚类化合物的相关问题。通过查阅

文献总结以往科研经验，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验探究，探索

出一条更为优化合理的合成路线，能够降低传统合成方法

的成本，具有重大的科研价值与实用价值。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92
氦气球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志文 2018012874

郭涛

/2018012811

,孙宇璐

/2019011578

,苟成林

/2019012398

,高登禧

/2019013547

牛子杰
讲师

(高校)
0802

本项目主要研究氦气球无人机，采用了“氦气球+无人机”

的结构模式，利用氦气球的浮力，来减少无人机动力系统

的负荷，延长多旋翼无人机的滞空时间，提高无人机的作

业效率。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93

数字经济背景下家庭农场大数

据平台参与意愿及激励机制研

究--以陕西猕猴桃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祎霖 2018014581

左曼

/2018014580

,罗寒阳

/2019014401

,王悦

/2019014282

,管金融

/2018014820

胡华平
讲师

(高校)
1203

农业大数据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资源，家庭农场也是重

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本项目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家庭农

场大数据平台参与意愿及激励机制问题，以陕西省猕猴桃

种植家庭农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农场大数据平台参与现

状、参与模式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使用选择实验法测度参

与支付意愿，并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参与意愿的影

响因素及作用效果，最后构建家庭农场参与意愿激励机

制，提出促进大数据平台参与和数字农业发展的政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94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正则化的高

光谱图像去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怡琳 2018014190

周浪

/2017010158

,孙白程佳

/2019013939

,汪远

/2018014184

,李宇新

/2017014175

谢晓振 副教授 0701

我们拟将传统的变分模型与最新的卷积神经网络融合在一

个图像复原框架，研究用传统凸最小化算法中使用的正则

化近似算子来替换去噪卷积神经网络某一层结构的可能性

。将深度神经网络作为隐含的图像内在先验，而数据项仍

根据传统模型的结构独立进行选择。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95

基于深度学习的林业害鼠

（兔）识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诚 2019011333

姚浩然

/2019011327

,裴玉敏

/2019014236

徐正刚
讲师

(高校)
0905

项目通过人工拍摄和搜索引擎，采集主要林业害鼠（兔）

图像资料，通过图像增强等处理，建立林业害鼠（兔）图

像数据集，基于林业害鼠（兔）图像数据集，利用深度学

习算法，实现实现林业害鼠（兔）图像的自动判读，且准

确率超过95%，开发一种针对害鼠（兔）的快速有效的分类

识别系统，为实现林业鼠（兔）害的精准防控提供支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96

一种快速、有校检测植物中微

量脂肪酸方法的建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傲宇 2018010102

赵茂求

/2018010091

,张楠海

/2018010100

,黄艺

/2018010096

张猛 教授 0710

在利用拟南芥为模式作物的脂质代谢研究中，由于存在拟

南芥生物量较小，在进一步展样分离中会损失相当一部

分，现有方法测定存在不稳定等现象,导致无法在营养器官

中大量获取磷脂及半乳糖脂。因此，建立一种快速、稳定

、用量少的检测方法，是非常必要的，该项目主要研究植

物不同器官脂类提取方法以及针对甲酯化方法的改进，也

寄希望于该方法能用在检测微量脂类物质等方面，从而为

脂类代谢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种可靠准确的检测方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97

不同摘叶及套袋处理对赤霞珠

葡萄涩感特性及单宁分布的影

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馨怡 2019015259

李雪怡

/2019015254

,万紫妍

/2019015258

,赵祥瑞

/2019015269

,颜廷旭

/2019015256

陈可钦
讲师

(高校)
0827

本项目拟通过从坐果开始到采收，在不同时期对赤霞珠葡

萄进行套袋及不同程度的摘叶处理，探索摘叶及套袋处理

对赤霞珠葡萄涩感特性及空间分布的影响，并总结其规

律，探明最佳摘叶方式及时间，为生产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试验处理及采样将在宁夏立兰酒庄进行，从转色期开始

进行采样，每两周进行一次，直到采收。项目将在房玉林

教授指导下开展，课题组有丰富的相关经验，可提供相当

的理论及技术支持。项目拟发表论文1-3篇。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98

区块链技术视角下乡村教育资

源治理水平提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晓阳 2018015046

贺光权

/2018014960

,尚茹洁

/2018014877

,常欣哲

/2018013104

,刘子铭

/2018015061

赵丹 教授 0401

本研究从区块链的技术视角下，探讨区块链技术与乡村教

育资源治理不同维度的内在关联，同时运用区块链技术原

理、层次分析法、效率分析模型、资源共享模型等技术方

法多维度评估当下乡村教育资源的治理水平，透视乡村教

育资源治理的困境。并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乡村教育资源

治理的理论平台，为解决乡村教育治理中的现实问题提供

新思路。切实提升乡村教育资源治理水平，推动农村教育

新发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299
干旱胁迫试验控水体系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新雨 2019013788

丁彦衡

/2019015165

,李骁航

/2019013799

魏永胜 副教授 0710

本研究将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研究分析已有干旱胁迫试

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研究结果的可能影响，

确定一个干旱胁迫试验必需的指标数据体系。然后，研究

确定一个合适的、可以在多数研究中普遍适用的“水分控

制方法”并且进一步通过严谨的理论分析和试验检测验证

该水分控制方法的优越性。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00

山苍子精油对阪崎克罗诺肠杆

菌的抑菌作用及机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灏然 2018013600

李卓

/2018013593

,李雨露

/2018013309

石超
讲师

(高校)
0827

测定山苍子精油对阪崎克罗诺肠杆菌的最小抑菌浓度和最

小杀菌浓度，对菌体生长曲线的影响、羊奶中的抑杀曲线

和生物被膜的清除作用，从而测定山苍子精油对菌体的抑

菌作用。其次观测山苍子精油对菌体AKP酶活性、膜电位、

细胞膜完整性、可溶性蛋白和细胞形态的影响，并利用四

种抗生素，测定山苍子精油对菌体不同位点的作用强度，

共同探究山苍子精油的抑菌机制。旨在为山苍子精油在乳

制品加工环境中控制阪崎克罗诺肠杆菌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01

土壤覆盖类型及其变化对水文

要素的耦合规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代秦 2018012121

张祺祺

/2018012126

,彭美龄

/2018012124

,杨婉玲

/2018012001

,李婉雪

/2018012127

姚一飞
讲师

(高校)
0902

本研究基于典型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情况的GIS遥感影像

等多源数据、多时段数据对土地利用进行分类。同时利用

气温、降雨等水文因子和拉尼娜指数、厄尔尼诺指数等水

文现象数据，结合数学建模、数据耦合等技术，进行动态

反馈与波动分析。递归出不同区域地表覆盖变化及其附加

影响（如水污染等）与各水文因子、水文现象之间的拟合

规律。利用所建立的模型对未来的城镇化发展、退耕还林

等项目对当地水文土地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预测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02

陕西提质增效技术与地域发展

模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万懿杰 2018010004

杨一淋

/2018010119

,孙宝阳

/2018010005

,刘显童

/2018010001

上官周

平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2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陕西自然环境

复杂多样，生物多样性独特而丰富，长期以来，生态的敏

感性和环境脆弱性，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较为

尖锐。因此，对陕西地区进行绿水青山提质增效技术和地

域发展模式的研究尤为重要，也对陕西经济追赶超越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梳理目前陕西绿水青山提质增效的主要技

术措施，总结归纳不同生态类型区主要地域发展模式，以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03X

一方驿工作室——丝路文化创

意产品研发推广与沿线开发式

扶贫品牌集群建设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纪奕伦 2018011384

唐司芮

/2018011347

,宋雨果

/2019011548

,钮吉霞

/2018011375

,蒋程熙

/2018011288

段海燕 副教授 0824

出于对丝路文化的热爱，团队计划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

重点国内省区市为节点，开展一系列针对不同主体的非遗

调查行动和创意产品设计，建立文创微品牌，同时逐步与

丝路沿线的文创企业开展合作计划，建立丝路区域品牌集

群。此外，我们将于与当地商贸、物流企业合作，协助贫

困地区开发当地人文资源，利用互联网电商平台品牌化的

生产、运营、销售，进行开发式扶贫品牌建设，带动当地

经济。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04

一流农业大学本科生SCI论文

写作与发表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思勤 2019014929

焦子怡

/2019013192

,李艺玮

/2019013203

陈音稳
讲师

(高校)
0502

SCI论文的写作与发表是训练学生学术论文写作的重要途

径，也是衡量学校本科阶段学术英语能力培养的重要指标

。本项目先从理论上研究SCI论文写作与发表应具备的基本

知识、能力和素养，以此为基础设计问卷再结合访谈法，

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为调查对象，调查促进和阻碍

本科生写作与发表SCI论文的主要因素，最后针对调查结果

研究相应的对策。项目结果将为学生自我提升、学校本科

一流专业建设、课程协同培养学术英语能力提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05

基于云端协同和卷积神经网络

的苹果叶部病害识别与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赫男 2018013075

徐皓玮

/2018013054

,于聪

/2019013100

,袁信彬

/2019012871

,朱先语

/2019012823

刘斌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拟设计一个基于云端协同和卷积神经网络的苹果叶

部病害实时检测系统，帮助果农更快、更好、及时地发现

苹果病害，同时发表相关高水平研究论文。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06

不同氮供应量对黄瓜叶片氮素

形态分配和光合氮利用效率的

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孟小乐 2018010564

王蓉

/2018010568

,王梦丹

/2019010381

,姜煜

/2019010537

,杨译涵

/2018010569

胡晓辉 教授 0823

现阶段人们施肥观念偏差，认为多施氮肥就会高产。盲目

大量施肥, 不但不能增产,还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获取黄瓜

优质高产高效的关键技术在于准确调节氮肥施用量。本试

验以田间试验为基础，利用氮分配模型探究氮供应对黄瓜

不同结果期叶片中光合氮素分配及光合氮利用效率的影

响，并结合化学分组的方法对黄瓜叶片生长过程中光合氮

素和储存氮素动态变化及其相互转化机制进行解析，进一

步探究氮供应对黄瓜结果期叶片不同形态氮素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07

禾谷镰刀菌的膜受体Gpr1介导

碳源识别及DON毒素合成的分

子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心怡 2017010292

吴若坤

/2018010249

,张永康

/2018010307

,郭春阳

/2018010243

,周琳睿

/2018010258

张雪,

江聪

助教

(高

校),副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710

禾谷镰刀菌的DON毒素合成受到环境和寄主的调控和诱导。

其中碳源和氮源不但为DON毒素的合成提供原材料，还是调

控DON合成的重要信号分子。前期研究发现禾谷镰刀菌在以

蔗糖作为唯一碳源的情况下，毒素产量很高；而葡萄糖和

果糖作为唯一碳源时，几乎没有DON毒素合成。 禾谷镰刀

菌对环境因子的识别主要依赖膜蛋白受体，本课题组前期

通过对禾谷镰刀菌105个G蛋白耦联受体（GPCR）的功能进

行系统性解析，发现仅一个碳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08

基于无人机影像的冬小麦株高

提取与LAI估测模型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牟湘宁 2018011970

梁琼丹

/2018011911

,张怡宁

/2019011611

张青峰 教授 0705

本项目以无人机搭载高清相机为遥感数据获取平台，采集

冬小麦各生育期的航拍影像，提取株高及可见光植被指

数，实现株高监测。株高及LAI的地面测量也一并进行，用

于数据分析。同时，以可见光植被指数和株高为模型参

数，使用回归分析与人工神经网络两种方法构建LAI估测模

型，并验证评价，分析参数选择及建模方法对估测精度的

影响。进而为反应作物生长状况，调节作物生长条件，实

现农情遥感监测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支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09

黄土高原草地恢复过程土壤物

理碳组分稳定性特征及其微生

物响应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左艾伟 2018010809

朱旭东

/2018010808

,戈孟婷

/2018010830

,冉伟鸿

/2018010822

,张岩

/2018010816

张伟 副教授 0907

自1999年我国实施退耕还林（草）生态恢复工程以来，黄

土高原地区是我国植被变化最显著的地区。由于植被覆盖

的剧烈变化使得该区土壤固碳效益产生重要影响，但对该

区草地恢复过程中土壤物理碳组分的稳定性特征及其与微

生物的响应机理的研究不够深入，导致在揭示土壤固碳机

理时认识并不全面。因此，本项目以陕北安塞县五里湾流

域作为研究区域，阐明草地恢复过程中土壤物理碳组分稳

定性特征，为黄土高原草地恢复与重建提供理论支撑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10

小麦抗条锈病基因辅助选择分

子标记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一聪 2018015213

颜子凡

/2019015078

,童珞珞

/2019015172

韩德俊 教授 0901

小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小麦条锈病严重影

响了小麦产量，对粮食安全的保障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因

此抗条锈病的小麦品种培育工作至关重要。分子标记辅助

选择育种效率较高，本项目将通过对小麦品种BJ399的抗

条锈病基因YrBJ399进行KASP 分子标记开发，为分子标记

辅助选择育种提供依据，从而加快小麦抗条锈病品种培育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11

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奶山

羊乳腺炎免疫应答关键基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米芳 2018010627

杨茜雅

/2017010948

,王京

/2018010742

,王文静

/2018014028

郑惠玲 教授 0903

通过加权共表达网络分析得到奶山羊乳房炎早期的关键免

疫应答基因，为研究乳房炎的发生发展机制和防治手段提

供新的思路和线索。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12

长链非编码lncRNA3720提高

山羊体细胞克隆胚胎发育潜能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艳雪 2018011019

王晨蕾

/2018011011

,李思源

/2018011016

刘军 副教授 0904

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OET是关键时期，需要整个胚胎基因

组的激活.但体细胞克隆胚胎发育过程中，胚胎基因组不能

完全激活严重影响了克隆胚胎的发育潜能。本课题通过前

期实验证明lncRNA3720在体外受精胚胎基因组激活过程中

高表达，而克隆胚胎中表达水平显著低于体外受精胚胎，

因此，本项目将通过补偿克隆胚胎中lncRNA3720的表达水

平，研究其对山羊体细胞克隆胚胎发育率、质量，以及胚

胎基因表达的影响，探索提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13

不同纪念性景观游人认知偏好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山林 2017011953

程新婷

/2017011929

,董润爽

/2018011633

,张瑞杰

/2017011955

,杨柳

/2017011952

高天 副教授 0714

在全球灾害频发的大环境下，纪念性景观在公众视角中扮

演的角色具有更直接的价值。该项目旨在探究不同纪念性

景观对游人的认知偏好造成的差异性影响。分别选定祭献

景观、文化遗址和历史景观三种纪念性公园（以西安革命

公园、大雁塔陕西民俗大观园、西安兴庆公园为例），通

过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整理，探究其中景观设计五要素

（山水、植物、建筑、园路、小品）所影响的视觉修饰性

功能，以及对纪念性景观记忆回溯性和前瞻性功能的影响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14

多色自激活荧光粉用于潜指纹

显影及防伪技术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杉杉 2018014277

赵首丞

/2018014230

,王涛

/2018014195

,罗俊萌

/2018014275

,李思淳

/2018014273

余瑞金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拟开展钒酸盐基质荧光粉的制备及其在潜指纹显影

和防伪技术应用的研究。拟采用温度较低的固相反应法合

成一系列自激活的NaCa3M(VO4)3 (M = Zn, Mg, Ba)钒

酸盐以及稀土掺杂的NaCa3Zn(VO4)3:RE3+ (RE = Eu, 

Sm, Dy)荧光粉，对所制备的荧光粉的晶体结构、表面形

貌、颗粒大小，激发发射光谱、衰减时间以及色坐标等参

数进行测量。将制备的荧光粉应用于高灵敏、高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15
精密跨尺度复合直写设备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关其锋 2018012676

陈俊霖

/2018012930

,夏为伟

/2018012708

,贾炯龙

/2018012608

,张桐

/2018012770

解加庆
讲师

(高校)
0802

微米及亚微米尺度的结构在微流控芯片、柔性电路、等领

域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应用，项目拟设计并组装一台基于墨

水直写与近场直写技术相结合的跨尺度复合直写设备，通

过采用高精度设备结合的设备组装方式提高设备运动及定

位精度，通过墨水直写与近场直写结合的原理保证加工跨

尺度微纳结构的尺寸精度，通过基于中文文本输入的控制

系统实现复杂形状结构的精确编程与控制，最终实现微米

尺度和亚微米尺度一体化结构零件的高效、精密制备。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16

秦巴山区茶户病虫害综合防治

技术采纳及政策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广健 2018014712

王佳鹏

/2018014711

,王钰凡

/2018014719

薛彩霞 副教授 1203

本项目依托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通过建立计量

模型来探究秦巴山区茶户IPM技术采纳决策与采纳密度的影

响因素以及通过Netlogo仿真软件研究不同政策对茶农IPM

技术采纳的影响，以期为秦巴山区茶叶实现绿色发展和相

关部门制定减量化施药提供参考。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17

链路预测在图书推荐系统中的

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悦 2018014151

李子扬

/2017013353

,杨鑫哲

/2019013908

,林萱

/2018014149

,赵启如

/2018014150

刘帅 副教授 0701

链路预测是指利用网络的结构或者节点的属性信息预测未

产生连接的两个节点间产生连接的可能性。图书推荐系统

会基于已有用户的借阅信息和书籍之间的关联程度来计算

相似性。面对客户A，根据历史兴趣系统会找到与A兴趣爱

好相同的一个用户群体。图书推荐系统通过读者的反馈来

掌握读者阅读倾向和阅读规律性，从而得出结论。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18

三峡库区消落带香附子对水淹

与干旱胁迫的生理响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凯 2018011213

韩露

/2018011189

,张聪

/2018011214

,常思敏

/2018011193

,韩诗琪

/2018011191

陈书军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905

三峡库区约有340 km2消落区，库区施行“冬蓄夏排”反

季节调度方案，每年消落区都将遭受周期性水淹，引发库

岸区大量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对消落区生态功能和景观

质量产生严重威胁。本研究依据三峡库区水位波动规律，

选取消落带内耐水淹植物香附子作为对象，探讨其对夏季

不同水淹环境的生长、生理生态响应机制，旨在为三峡库

区消落带，特别是低海拔区域（145-160 m）水土保持、

植被管理、恢复与重建的物种筛选和配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19

赤霉素对不同基因型小麦根系

发育的差异调控和分子基础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婉颖 2018010051

郭姝含

/2018010055
王晓明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以不同基因型的小麦为研究对象，探讨外源赤霉素

对不同基因型小麦品种的根系和株高的影响，以期揭示不

同基因型小麦生长过程中外源赤霉素如何通过影响小麦内

部生长激素的合成进而影响小麦正常的生理生化特性，为

实现不同品种半矮种培育提供理论基础，并为改良小麦品

种和杂交育种摸索道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20

有机酸对红葡萄酒酿造和储藏

过程中颜色稳定性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扬 2017013731

徐学蕾

/2017014369

,李坤一

/2018013782

郭安鹊 副教授 0827

该项目旨在研究红葡萄酒酿造和储藏期间，有机酸对红葡

萄酒颜色特性和感官特征的影响。通过酿造和储藏试验，

研究各处理酒样的稳定性，探讨在酿造和储藏过程中的颜

色变化和品质之间的关系，明确有机酸对红葡萄酒颜色稳

定性的影响。研究不仅可以深入了解有机酸在调控红葡萄

酒颜色稳定性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为解决我国西部产区

葡萄酒颜色老化问题提供参考。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21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社区治理

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玉希 2018015053

牛腾飞

/2017010349

,王天

/2018015074

,刘春雨

/2018015031

,张岳芬

/2018015002

陈辉 副教授 0303

本课题以运动式治理理论为基础，探讨此理论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的社区治理机制中呈现出的特殊表现，通过

构建动员机制、管控机制和服务机制三维基本分析框架，

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

区治理体系的建构以及其内部运行逻辑的探究。探讨非常

状态下的社区治理机制，加强对于基层治理逻辑的理解，

找到疫情防控期基层治理薄弱环节并归纳基本经验，为日

后社区在应对重大灾害或危机状态时的治理提供支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22

不同微塑料对大豆根际土壤中

可培养微生物群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邢闻霄 2019013724

张佳慧

/2019013707

,张雨昕

/2019013729

,王森

/2019013769

,周梦保

/2019013720

林雁冰 教授 0710

本试验拟通过研究粒径为20 μ m左右的LDPE（低密度聚乙

烯）、PBAT（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酯）以及PS（聚

苯乙烯）和粒径为0.1 μ m的PS（聚苯乙烯）四种微塑料

对大豆根际土壤中的可培养微生物群落的影响，从根际微

生物角度解释微塑料影响植物生长的原因，为微塑料污染

对植物产生危害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测定指标包括大豆

株高、叶片数量、叶绿素含量、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的鲜

重以及干重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23

不同处理对浓香菜籽油风味及

氧化稳定性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宇晨 2018013530

张嘉欣

/2018013537

,柯圣雄

/2018013286

于修烛 教授 0827

浓香菜籽油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包括不饱和脂肪酸、植

物甾醇、多酚及生育酚等物质。本实验通过顶空固相微萃

取结合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电子鼻和感官分析手段，

系统考察了油菜籽在小炒、微波加工过程中，浓香菜籽油

风味的变化。通过浓香菜籽油加速氧化过程中风味及氧化

稳定性的变化规律，建立氧化过程与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关

系，力图寻找更好的处理措施以提高浓香菜籽油的产品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24

基于介电谱的葡萄酒品质无损

检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嘉淇 2018012877

李柏年

/2018010881

,李义琦

/2018012606

,李衍琛

/2018011310

许景辉 副教授 0806

1. 通过控制温度等环境变量测量不同品质、不同产地、不

同工艺的葡萄酒介电谱，分析葡萄酒介电极化机理，研究

葡萄酒理化特性对介电影响的规律，研究介电谱测量系统

误差因素和系统敏感性因素。 2. 通过将酒样在不同频段

介电值进行数值对比，分析葡萄酒介电特性与其理化特性

的定量关系，通过数值回归和机器学习来建立介电谱与葡

萄酒品质的关系。 3. 建立基于介电谱的葡萄酒品质检测

模型，并依据此设计出葡萄酒介电测量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25

生物炭添加对土壤团聚体结构

稳定性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龙龙 2018010003

陈刚毓

/2019011301

,戴盛宗

/2019011305

张风宝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811

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土壤流失严重，坡度比例大

且退化严重，如能利用生物炭对黄土缓坡面的改良，使其

达到提高土壤肥力，保肥保墒，增强土壤抵抗土壤侵蚀的

能力。将对黄土高原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项目主要研究，（1）探究土壤团聚体结构稳定性随生

物炭添加量的变化规律；（2）明确生物炭改良土壤基本理

化性质变化与团聚体结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3） 揭示

生物炭改变土壤团聚体结构稳定性的驱动机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26X

智慧养老服务下智能化老年人

家居设计的探索与实践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赵亚丹 2018015066

杨涵

/2018013245

,吉李敏

/2018015068

,程泰瑜

/2018011586

,黄若晴

/2018014367

王倩,

吉文丽

副教

授,教

授

1204

智慧养老服务下智能化老年人家居设计的探索与实践这一

创业项目是由王倩老师指导，由18级公管专业的赵亚丹、

吉李敏，保险学专业的黄若晴，电商专业的杨涵，风园专

业程泰瑜组成的团队，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索中国智慧养老

服务的完善性与发展性，智能化养老家居设计的创意性与

市场需求，并以互联网和物联网为依托，普及智能化养老

家居的实用性，为老年人提供更为实时、安全、便捷、高

效、低成本的养老服务，为养老产业带来更多的机遇。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27

农林高校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

育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震 2018015153

车雯阳

/2018015159

,独雅宁

/2018015187

,李晨

/2018015166

,刘小丫

/2018015158

赵挺宇
讲师

(高校)
0502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为例，对英语教师课程思政教育语汇进行研究

并尝试建立语料库，寻找英语课堂思政语汇的特点及共

性，分析英语课程思政语汇应用及效果，针对课程思政语

汇中存在问题，探求问题解决方案，为继续推进高校英语

课堂思政教育改革，逐步提高高校英语教学的课程思政水

平，让青年学生从英语课堂中了解国情、党情、社情、民

情，同时，为建设高校英语思政精品课程提供思路和参考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28

瘤胃原虫视频序列的跟踪与运

动轨迹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扬 2018013169

徐浩然

/2018013146

,芦逸薇

/2019012863

,曾赵川

/2018013160

宁纪锋 教授 0809

利用机器学习，对瘤胃原虫的运动轨迹进行追踪和分析，

得到的原虫运动轨迹曲线可以更便于原虫学家对原虫的生

活习性及行为方式进行研究，从而找到影响瘤胃原虫生存

的因素，人们可以利用这些因素将生物体内瘤胃原虫的数

量控制在适当范围内，以达到保持瘤胃原虫的积极作用并

削减其消极作用的目的，同时，对原虫营养代谢作用的研

究将有利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揭示反刍动物的消化代谢作

用和人工瘤胃的发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29

CO2加富对设施小型西瓜产量

及水氮利用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江海 2018010585

原鹏强

/2018010586

,齐海峰

/2018010395

张智 副教授 0901

本试验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在CO2浓度升高条件下与灌水量和

施氮量耦合对西瓜生长的调控作用，为CO2合理增施以及水

氮科学管理提供依据。确定适合西瓜生长发育的最佳水肥

因子组合，为瓜农增产做出重要的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30

温室白粉虱和烟粉虱口器的超

微形态比较及功能分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婷 2018010256

郭琼

/2018010238

,张乾明珠

/2018010286

,孟晶宇

/2018010264

戴武 教授 0901

烟粉虱和温室白粉虱是重要的农业害虫。两种粉虱形态相

似，但烟粉虱能够传播5个病毒属200多种病毒，传播植物

病毒病带来的经济损失远远大于其直接危害，而温室白粉

虱却无传毒的相关报道。本研究拟利用电子显微镜对烟粉

虱和温室白粉虱的口器及其感器的超微结构进行系统观察

和对比，明确二者口器结构在超微形态上的差异，分析口

器的超微结构与传毒功能的关系，为探索植物病毒的传播

机制、更好地进行粉虱综合治理提供依据和思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31

基于哨兵2号影像的秋季撂荒

农田土壤有机碳反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文静 2018011976

赵航

/2018011959

,李雨辉

/2018011964

齐雁冰 教授 0705

本项目以关中平原西部秋季撂荒地为研究区域，以农田撂

荒期间的哨兵2号多光谱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利用土壤采样

有机碳含量的化验值，采用光谱变换和回归分析的方法，

建立多种土壤有机碳含量反演模型。在进行精度验证的基

础上，将最优反演模型应用于哨兵-2号影像，用于土壤有

机碳空间分布图的绘制，为基于遥感的农田土壤属于预测

及智慧农业发展奠定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32

光氮互作对高羊茅生长及碳氮

代谢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嘉艺 2018010803

廖杨子杰

/2018010791

,李萱

/2018010798

许岳飞 副教授 0907

我国有50%的草坪处于弱光逆境中，氮肥是草坪管理的重要

措施之一，前实验阐明了弱光下不同N水平对高羊茅C同化

的影响，筛选出了弱光胁迫下适宜的N素浓度。本实验将阐

明在此N水平下，通过对弱光胁迫下的高羊茅的分蘖、质地

、生物量、叶绿素含量、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总碳含

量、总氮含量、硝酸还原酶、谷氨酰胺合成酶进行研究，

阐明光氮互作对高羊茅生长及碳氮代谢的影响。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33

基于全基因组重测序的湖羊起

源历史和遗传多样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赟基 2017015226

王思宇

/2019010649

,曹佳鑫

/2019010650

姜雨 教授 0710

绵羊在人类发展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及文化作用。其

中湖羊具有多种优良性状，为我国特有的羔皮羊品种，主

要分布于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的部分地区。长期以来 

,我国学术界对于湖羊的起源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而至今大

部分观点认为湖羊是从蒙古羊系选育而来的，但仍缺乏全

基因组研究的证据支持。本实验旨在利用基因组重测序技

术对湖羊起源历史和遗传多样性进行研究，为探讨湖羊的

起源及系统地位增添新的遗传学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34

北京鸭MYL3基因的克隆鉴定及

原核表达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茹 2018010775

马心如

/2018010777

,刘语嫣

/2019010699

,肖健

/2018010750

刘小

林,张

建勤

教授,

副教授
0903

北京鸭是我国著名的肉鸭品种，具有体型大、生长速度快

、肉质好的特点。因此研究北京鸭肌肉发育对我国肉鸭种

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研究发现，MYL3结合Ca2+能够

促进肌肉发育, 并参与横纹肌的收缩过程，但其调控机制

尚不明确。 本研究以北京鸭为研究对象，以MYL3为候选

基因，通过TA克隆技术获得该基因的CDS区序列，并且进

行生物信息学分析，随后进行原核表达，为进一步研究

MYL3基因功能、调控机制以及开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35

羊口疮病毒母-胎传播途径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含薇 2017010916

马晓华

/2017010968

,刘启龙

/2018011061

,李瑞蕊

/2017010977

陈德坤 教授 0904

羊口疮高发于山羊规模化舍饲养殖中，对新生羔羊危害极

大，严重影响养殖业。目前的羊口疮病毒传播途径假说无

法对新生羔羊短时间内出现的急性典型性羊口疮病变做出

合理解释。基于实验室之前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临床现象，

我们推测羊口疮病毒可能通过母-胎途径感染胎儿山羊。本

试验就此进一步深入研究，获得的研究结果对全面阐明羊

口疮病毒的感染途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为临床生产

中制定更全面的羊口疮防控措施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36

珊瑚朴行道树观赏特性及生态

效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显静 2017011976

陈慧颖

/2017011966

,童安

/2019011606

,邹陈龙

/2019011510

,马婧超

/2018011469

吉文丽 教授 0905

珊瑚朴（榆科朴属）树体高大，荫质优，红花红果，是优

良的观赏树、行道树及工厂绿化、四旁绿化的树种，发展

潜力很大。但目前缺乏其在行道树运用时的相关研究。本

项目旨在通过物候观测、实地实验的方法近一步研究珊瑚

朴行道树的观赏特性（绿期、花、果、秋色叶等）和生态

效益（降温、增湿、遮荫、降低PM2.5、固碳释氧等）、

同时分析相关效益的日变化、年变化，为珊瑚朴作为行道

树及其他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37

白鲜碱衍生物的合成及抗植物

病原真菌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天 2018014207

王飞

/2018014204

,韦梦怡

/2019014021

耿会玲 教授 0703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白鲜碱的生物活性、药理活性及作

用机制均有深入研究，但对于其衍生物的合成及其抗植物

病原真菌活性的研究仍有一定空白。在当前亟待寻找高效

低毒的天然抗菌成分的研究背景之下，如果能以白鲜碱作

为先导化合物衍生构建具有良好抗菌活性的药物，明确其

抗菌谱和敏感菌株，并分析一系列不同取代基衍生物的构

效关系，可为白鲜碱类抗菌剂的研究与开发提供理论依

据，为高效安全的植物源新型农药的研发提供技术支撑。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38

一种便携式牛奶中亚硝酸盐含

量快速检测装置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思睿 2017012871

董一鸣

/2018012603
郭文川 教授 0802

本项目基于亚硝酸盐与其他化学物质反应变色的原理，开

发一种便携式牛奶中亚硝酸盐含量检测装置，对于牛奶品

质的监控具有积极的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39

基于SEM模型的农户自发开展

“一户一田”耕地细碎化整合

行为机理研究——以榆林市榆

阳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悦洋 2018014697

马玉芳

/2018014699

,吕骦

/2019014138

,侯玲

/2019014200

,王子恒

/2018014828

张蚌蚌
讲师

(高校)
1203

本项目以时下热门的“一户一田”政策为背景，借助SEM行

为分析模型，将农户特征、土地特征、农户认知作为反映

耕地整合主体特征的潜变量，整合意愿、行为、绩效分别

作为整合意愿、整合行为和耕地绩效的潜变量，建立科学

完整的指标体系，然后对农户自发进行耕地细碎化整合的

主体特征、整合意愿、行为、耕地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进

行合理假设，最后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验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40

反应扩散方程在种群动力学和

传染病学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译梓 2018014142

邓江

/2018014144

,魏惠娟

/2018014158

,刘畅

/2018014157

,郭培琳

/2018014155

步真会
讲师

(高校)
0701

本课题主要研究反应扩散方程在一些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将对种群动力学和传染病动力学分别探讨，并将结合两

者，对传染病在具有多种关系的种群间传播的问题进一步

研究，探讨种群扩散对传染病传播方式的影响。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41

香玲核桃体细胞胚发生与再生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康学娜 2018011256

张慎彤

/2017013825

,林小力

/2018011100

,田甜

/2018011259

,刘厚燚

/2018011244

彭少兵 副教授 0905

本项目采用新品种核桃“香玲”进行体细胞胚发生与再生

研究，解决核桃的无性繁殖问题，为核桃良种推广奠定基

础。通过组织培养培养出“香玲”核桃种苗，减少组织培

养过程成中的褐化现象以及微枝叶片上的黄化现象，加强

微枝生长势，保持“香玲”核桃的一切遗传特征以保持其

优良性状，减少病毒害。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42

蓝粒小麦籽粒花青素的合成机

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牟英坤 2018010135

黄婧宇

/2018010137

,何莹松

/2017010117

,马小凤

/2018011793

汪勇 副教授 0823

本项目前期通过遗传定位和转录组测序确定了TaMYB4D、

TaMYC4D与TaF3'5'H为蓝粒小麦籽粒糊粉层中花青素合成

与调控的候选基因，在此基础上拟通过调查蓝粒和白粒小

麦籽粒颜色的动态发育变化，明确三者在籽粒发育过程中

的表达模式，并利用酵母单杂和双荧光素酶验证三者之间

的作用关系，同时利用酵母双杂验证TaMYB4D与TaMYC4D的

互作关系，最后将蓝粒小麦的TaMYB4D、TaMYC4D与TaF3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43

优选胶红酵母发酵产类胡萝卜

素的富集提取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曲玉馨 2018013700

张学昊

/2018013683

,代维

/2018013711

陶永胜 教授 0827

通过实验对胶红酵母代谢类胡萝卜素发酵培养条件的单影

响因子和多影响因子共同作用分别研究，获得一套胶红酵

母代谢类胡萝卜素富集培养最佳方案，利用制备液相分离

各类色素，并检测纯度，冷冻浓缩获得高质量类胡萝卜素

纯品，优化提纯工艺，实现微生物发酵制取类胡萝卜素的

技术创新与大规模生产。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44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化资源

整合及发展模式研究——以浙

江何斯路村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申文静 2018015090

田鑫

/2018014930

,卓艺帆

/2018014720

,石艳杰

/2018014941

朱宏斌 教授 0303

该项目从文化功能理论出发、结合文献分析，探讨文化振

兴对乡村振兴的具体效用；同时，以浙江何斯路村为例，

对其发展状况进行系统的分析，并总结其发展模式，结合

地区条件和政策解读，探讨其模式的可推广性，从而为乡

村发展提出可借鉴之处，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45

玉米ERF-Ⅷa转录因子基因的

抗逆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毛立平 2018014076

张成玉

/2018014015

,刘梦真

/2018014037

韩兆雪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主要通过在拟南芥中异源超表达6个玉米ERF-Ⅷa亚

组基因，研究其在植物抗逆性方面的生物学功能，为玉米

育种提供抗逆基因资源。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46

厨余垃圾固态发酵处理制备饲

料的研究与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路明月 2018013458

覃馨鑫

/2018013450

,张柏霄

/2019013429

,侯萌昕

/2018013451

胡仲秋 副教授 0827

本研究通过混和菌群对厨余垃圾进行固态发酵回收利用其

中的大分子营养物质制备基础鸡饲料，其原理是利用混菌

中各种微生物丰富的纤维素酶、蛋白酶、脂肪酶系，将厨

余垃圾中的各种大分子营养物质分解、转化成易被家畜消

化和吸收的小分子营养物，这不仅可以消除厨余垃圾对环

境的污染，减轻国家垃圾处理压力而且能够回收其经济价

值，为鸡饲料提供基料，节约鸡饲料制造过程对粮食的消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47

种植结构变化对区域农业耗水

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也璐 2018012212

薛子钊

/2018012088

,张晶莹

/2018012213

,苏新廷

/2018011990

,莫子洋

/2018014295

孙世坤 教授 0811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农作物生产地，但其水资源时空分

布不均衡，农业用水分配不合理，本项目通过构建NDVI时

间序列，研究黑龙江省的种植结构变化情况，计算几种不

同类型作物的蒸发蒸腾量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探究种植

结构对二者的影响，对黑龙江省优化种植结构，合理安排

农业用水具有指导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48

增温对土壤微食物网影响与作

用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一笑 2018011290

常美悦

/2018011200

,周凌原

/2019011120

,吕殿文

/2019011080

,次央

/2018011221

薛萐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2

在非生物因子的重要性日益被认识的同时，养分资源在驱

动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变化方面的作用却很少被研

究。生物因子同样调节着土壤微生物群落。对于土壤非生

物因子、植物和捕食者的综合研究有助于我们厘清土壤微

生物及其适应性在响应全球气候增温的潜在机理。本研究

分别选取了两块典型植被群落进行比较性研究。通过相关

学科的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同时结合室内培养实验，对

不同植被类群下土壤微生物响应增温进行研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49X

“南瓜家族”——浓缩南瓜汁

&速溶南瓜粉产业链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杨世琦 2018014957

刘茹

/2019011353

,李美

/2019014449

,鲁新瑞

/2018014955

高振鹏 教授 0827

该项目是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非热加工技术分会理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高振鹏教授带领指导下开展的特色环

保南瓜深加工项目。采用先进的连续式酶解液化技术、浓

缩汁超滤技术、低温/常温浓缩技术、超微粒化技术等先进

技术，结合中国传统中医学理论研制出的功能型产品，主

要生产高品质浓缩南瓜汁和速溶南瓜粉，为广大消费者提

供健康、绿色、营养、美味的优质功能产品，满足新时代

人们高质量饮品需求。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50

英语音素组合规律与词汇记忆

模式研究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颢 2018015175

教中文

/2018015117

,高语纾

/2018015189

,闫沛祺

/2018015185

杨晓峰 副教授 0502

该项目旨在从语音角度出发，借助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系

统，根据英语词汇音素组合规律对初、高中词汇按照发音

的相似程度进行重新编排，从而探索更加高效的词汇记忆

方法以提高中学生记词效率以及听说水平。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51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肉牛多目

标跟踪与姿态识别算法的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永恒 2018013206

黄鑫

/2018013131

,周运宝

/2018013192

,徐晓璠

/2018013184

张宏鸣 教授 0809

本项目会开发一个用于监测肉牛活动的系统，这个系统可

以通过摄像头来监测肉牛活动，以此来获取肉牛数据，如

站立多长时间，进食多长时间等等，养殖人员根据这些数

据可以更科学的进行养殖，以提高养殖效益。也可以预防

牛群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牛群斗殴现象的发生。这样一套

系统对肉牛养殖领域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个系统

也可以用于肉牛养殖教学和肉牛养殖研究工作，它可以为

用户提供准确有效的数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52

猕猴桃耐低钾基因型的筛选及

其钾效率的划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宫曼玉 2019010353

彭博

/2019010369

,徐乐

/2019010459

,吕永乾

/2019010391

王南南
讲师

(高校)
0901

本研究目的是筛选猕猴桃耐低钾胁迫的关键判别指标和明

确生产上猕猴桃主栽品种和常见砧木的耐低钾能力差异，

并对其进行钾效率划分。利用项目组前期建立的猕猴桃水

培盆栽技术体系，对12种猕猴桃基因型的组培苗进行低钾

胁迫处理，测定植株叶片SPAD值、茎围、株高、根与地上

部干重及钾含量等相关参数，通过主成分分析，筛选猕猴

桃耐低钾胁迫的关键判别指标；然后基于模糊隶属函数法

计算钾效率综合值，对不同猕猴桃基因型进行钾效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53

不同类型储粮甲虫口器形态的

适应性进化及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思婕 2018010597

张恒嘉

/2018010251

,汪莉

/2019010269

,文秀结

/2019010268

戴武 教授 0901

鞘翅目储粮害虫依据取食特征及发生时间，分为初期性害

虫、后期性害虫和中间性害虫。不同类群储粮害虫取食对

象不同、质地存在差异，口器的适应性变化与寄主的选择

存在重要联系。本研究拟利用电子显微镜对不同类型储粮

甲虫口器的超微形态观察，比较口器的超微形态、感器的

超微结构、类型及分布，明确鞘翅目仓储害虫口器的形态

、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及在寄主选择和取食为害中的作

用，为明确鞘翅目仓储害虫取食和寄主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54

不同暴露晶面δ -MnO2制备及

对有机污染物降解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紫怡 2018011666

陈朝玮

/2018011650

,苏奇龙

/2018011657

贾汉忠 教授 071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污水处理已成为环境净化亟

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项目通过探究不同暴露晶面δ -

MnO2对水体系中有机污染物的催化效率、中间产物及反应

机理，确定影响δ -MnO2催化转化水中有机污染物的环境

因素；旨在筛选出对水中有机污染物催化效率最佳的δ -

MnO2晶型并明确其相应的物理化学性质。该项目对MnO2基

材料的开发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同时对MnO2用于污水中

有机污染物的去除及净化具有重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55

关中地区有机猕猴桃园生草对

土壤性状影响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琦 2017010772

刘彦志

/2017010764

,林子琦

/2017010817

,沈宝斌

/2017010779

龙明秀 教授 0907

本项目将通过在有机猕猴桃园种植不同生草及生草组合的

方式，筛选最佳草种及种植模式，并对不同生草栽培模式

下土壤性状和微生物群落构成及多样性的分析，探明适合

于关中地区有机猕猴桃园的生草组合及栽培模式，明确不

同生草组合对土壤理化性状及土壤微生物构成的影响规

律，旨在为有机猕猴桃园土壤管理技术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56

新型耐氧固氮酶的分子设计与

功能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宇航 2018015255

贾子娴

/2019013816

,蔡润泽

/2019015066

,张丁丁

/2019015021

刘华伟 副教授 0710

化肥滥用已经造成农田土壤酸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实现

作物自主固氮将有望从根本上解决此困境。提高固氮酶对

氧气的耐受性是实现作物自主固氮的核心技术瓶颈，而热

自养链霉菌特殊的固氮机制有望为自主固氮研究提供新的

解决方案。本项目拟解析热自养链霉菌耐氧固氮机制，计

算模拟热自养链霉菌固氮酶三维结构，利用合成生物学技

术进行新型耐氧固氮酶的分子设计与功能构建，旨在为探

索作物自主固氮开辟新的研究思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57

奶山羊长链酰基辅酶A合成酶6

（ACSL6）基因启动子克隆及

活性区域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钰 2018010686

刘坤

/2018010665

,王涛

/2018010685

,张芬

/2018010682

李聪
讲师

(高校)
0903

羊奶以其独特的营养价值已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青睐，

但羊奶膻味仍然是拓展产品市场的限制因素之一。山羊乳

的营养价值与乳脂含量和脂肪酸组成密切相关，乳腺组织

在泌乳过程中经过一系列生理过程产生多种饱和及不饱和

脂肪酸，这些脂肪酸进一步被包装成脂滴分泌到乳汁中。

羊奶的乳脂代谢过程受到多种基因的调控，而ACSL6作为

摄取转运游离脂肪酸的关键基因能够直接调控脂代谢相关

下游基因的表达，进而调控泌乳过程中脂肪酸的代谢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58

猪T-box基因家族的生物信息

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丹薇 2017011000

郭梓豫

/2018011009
华进联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4

大量研究提示，T-box基因家族与许多物种的生长发育、

肿瘤发生及Ular-Mammary综合征等疾病密切相关。T-box

转录因子均包含同一高度保守的序列结构即N端有个T-box

区（由180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DNA结合域），而各成员其

余序列未发现相似性。本研究旨在对猪T-box基因家族进

行生物信息分析并与其他物种的T-box基因对比，揭示其

基因序列和结构同源性，为揭示猪T-box转录因子的生物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59
校园绿地景观与师生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梅芳 2018011435

荆家璇

/2018011433

,高婷婷

/2018011456

,宋泽园

/2018011451

,李欢

/2018011437

罗建让 副教授 0905

本次校园绿地景观与师生行为研究是通过行为记录、问卷

访谈等方式对游人在校园绿地的使用情况进行调研，探究

绿地景观特征与师生游赏行为的关系，并对师生使用频率

和评价比较低的绿地提出优化方案。理论方面，能够丰富

园林设计理论，为校园绿地景观设计和优化提供参考，为

同类校园绿地的景观设计提供借鉴。实践方面，可以为设

计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使绿地环境更加符合游人的需求，

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60

“斑马鱼-液质”中药降糖高

内涵评价模型的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潇月 2018010532

刘大智

/2018014235

,许嘉洋

/2019014026

张强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借助LC-MS/MS分析的“导航定位作用”，完善斑马

鱼的微量高通活性筛选模型，并获得多维度的高内涵数据

结果，同时结合机器学习手段分析筛选多维度数据，改进

原有的主成分和生物标志物确定方案，目的是为后续开展

中药降糖活性物质组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丰富中

药活性成分的分析手段和研发效率。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61

基于YOLO V4检测网络的牛脸

识别APP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可可 2018012544

桑雪

/2018012580

,韩媛媛

/2018012583

,王振

/2018012557

杨蜀秦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拟构建一套牛脸识别数据库，并基于深度学习算法

YOLO V4目标检测技术，设计一套奶牛牛脸个体识别系

统，可在奶牛养殖场的实际环境中利用牛脸图像零接触、

无应激地快速实现奶牛身份识别。同时，基于牛脸识别算

法，设计一款移动端APP，让用户通过手机拍照并上传照片

的方式方便快捷地调取、记录、更新奶牛个体档案信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62

黄河流域耕地生态效率时空演

变及提升路径研究—以晋陕豫

黄河金三角区域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吴申魁 2018014682

张子晴

/2017014788

,吴嘉乐

/2018014734

,刘婷婷

/2018014688

,陈威光

/2017011380

龚直文 副教授 1203

本项目为黄河流域耕地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路径提升研

究，研究区域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的四市47区县，数

据来源分为卫星遥感数据、统计年鉴数据和实地调研数据

三部分，核心模型为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将数据

进行相关检测后代入模型对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耕地生

态效率进行计算，然后生态效率进行空间回归分析得出黄

河流域耕地生态效率变化的驱动机制，结合水土保持的相

关知识，给出黄河流域耕地生态效率的提升路径。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63
同构的体积比较问题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晓奕 2018014159

黄琼慧

/2018014156

,李琦

/2019013899

,刘雨欣

/2019013901

,李萱

/2018014179

武登辉
讲师

(高校)
0701

由于 Busemann-Petty 问题和 Shephard 问题的解在大

多数情况下是否定的，那么一个自 然的问题是在原问题的

条件下，可以得到的最好的体积比较结果是什么。这是对

原有体积比较问题的发展。得注意的是，同构的 

Busemann-Petty 问题和 Bourgain 截面问题（尚未解

决）是等价的，所以， 对这两个同构体积比较问题的研究

也将对 Bourgain 截面问题的最终解答具有重要的意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64
家具用杨木热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熊怡心 2017011739

豆智尧

/2017011696

,李嘉欣

/2017011709

,李宗秋

/2017011736

冯德

君,赵

泾峰

副教

授,副

教授

0824

我国自2017年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以后，木材对外依存

度从50%上升至80%，为了解决供需矛盾，人工林利用率亟

待提高。我国人工林杨木储蓄量居世界第一，材种有速生

、尺寸不稳定、强度低等特点。而热处理在提高杨木尺寸

稳定性的同时，强度也有所提高，拓宽了其使用途径。本

项目将研究杨木作为家具不同部件的不同热处理方案，为

杨木大范围作为家具部件用材开创先河，同时提高杨木利

用率，缓解木材供需矛盾。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65
温度调控植物免疫体系的建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祎飒 2018010200

鲁明霞

/2018010202
卢海彬 副教授 0710

引进一个雌二醇诱导表达的载体系统（pER8）,以AvrB作

为此载体的外源插入基因，构建pER8-AvrB雌二醇诱导的

植物表达载体，并转化拟南芥，以期完成植物中AvrB的可

控表达，为探明温度升高对ETI的影响打下材料基础。通过

研究温度升高时，AvrB转基因拟南芥细胞死亡情况，建立

高温对AvrB引发ETI的抑制模型。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66

氮素营养调控混合酵母发酵的

果香酯类物质生成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熊思瑞 2018013781

赵文星

/2018013365

,朱子健

/2019051051

,何承霖

/2019013526

,张洁柔

/2018013746

陶永胜 教授 0827

香气是葡萄酒感官评价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葡萄酒感官

质量的重要因素。本实验通过发酵毕赤酵母氮源利用规律

及偏好性的研究，结合已知酿酒酵母的氮源利用规律，对

酵母可同化氮进行精准调控，总结出针对发酵毕赤酵母-酿

酒酵母混菌发酵模式的氮营养调控模型，包括氮源组成、

添加方案等，借此优化酵母竞争环境，以期得到最佳的果

香酯类物质生成，指导具体的生产实践。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67

农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依

法防控体系研究——以新冠肺

炎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倩 2018014855

孙颖欣

/2018014886

,李浩宇

/2019014615

,鄢逸天

/2018014843

,杨世琦

/2018014957

王有强 副教授 0301

在“法治中国、健康中国、乡村振兴”的多重背景下，在

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守住农村

这一战略堡垒至关重要。而法治是我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

式，是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

托，是使其真正由“应急管理”走向“应急治理”的关键

举措。本项目旨在探索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治

与自治的互动关系，农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依法防控

体系研究既填补了当前学术研究空白，又极具现实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68

2-APB对丹参保卫细胞运动影

响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欧阳清 2019013876

石佳

/2019013641

,周平

/2019013787

,燕艳

/2019013782

张斌
讲师

(高校)
0710

以实验室构建的过表达GCaMP6蛋白的丹参植株为研究对象

（GCaMP6与Ca2+结合产生绿色荧光），利用显微镜观察，

分析不同浓度和时间处理后，2-APB对丹参保卫细胞钙离

子信号形成的影响，揭示2-APB影响丹参叶片保卫细胞运

动的规律，为进一步阐明2-APB调控丹参保卫细胞运动的

分子机制奠定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69

基于TTC的沙门氏菌药敏性快

速检测方法建立及评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澍彤 2018013627

田圆园

/2018013626

,陈可轩

/2018013499

,倪淑洋

/2018013496

杨保伟 教授 0827

我们项目拟建立、优化和验证沙门氏菌对（氟）喹诺酮类

和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药敏性快速检测方法，并进一步推

广至其他抗生素。对于沙门氏菌进行正交试验设计并进行

药敏试验，得到最优组合，使用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和

统计学分析评估，并与CLSI推荐的纸片扩散法进行双向方

差分析对比验证。从而减少检测时间，为快速、准确的沙

门氏菌药敏性检测提供可能，更好地保障食品安全。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70

不同水分亏缺下根际促生菌对

马铃薯水氮利用的调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敏晔 2018012032

段江旺

/2018012153

,杨宁

/2018010101

,陈姿亦

/2018012036

刘福来 教授 0823

通过研究不同土壤水分亏缺和PGPR菌株条件下对马铃薯植

株耗水量、生物量、产量和碳氮含量的影响变化，进一步

明确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和氮素利用效率对不同土壤水分下

接种PGPR菌株的调控过程，揭示PGPR菌株提高作物水氮利

用效率的内在响应机理。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71

黄土高原不同降水梯度下典型

人工林固碳效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轩昂 2018012134

郭溯卓

/2018012096

,刘鉴锐

/2018012148

,高尧辰

/2018012131

高晓东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823

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取样等手段定量典型人工林（刺槐、柠

条）土壤有机碳的含量水平，分析其空间变异特征，采用

皮尔逊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明确典型人工林有机碳固

存的主要影响因素及贡献率。 方案：2020年9月在黄土高

原不同降水梯度下依次选择长武（570mm）、延安

（530mm）、子长（480mm）和米脂（430mm）4个地区。

在各研究区选择恢复年限相近、立地条件相似、有代表性

的典型人工林（15 年左右的刺槐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72X

非遗文化创意设计与创新开发

—以陕西省凤翔木板年画为例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鹿芷毓 2018011535

田梦杰

/2018011501

,王雨琴

/2018014545

,刘忱悦

/2018011532

范琼

波,唐

英

未定,

讲师

(高校)

1305

本项目旨在从保护传承非遗文化出发，在国家大力保护和

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下，将作为陕西省国家级非遗

之一的具有西北地区地域风采和鲜明民族特色等特点的陕

西凤翔木版年画融入现代产品设计中，以在当今崇尚回归

自然的消费环境中发挥独特魅力。通过继承这一传统文化

本身的特点，运用我校环境设计专业优势，进行造型原色

的提取与设计，满足不同类型受众的审美需求，得到更加

新颖年轻的创新型产品，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市场。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73

本科生完成一流课程应具备的

共性知识、能力和素质调查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艳茹 2019014921

段荣祥

/2019014919

,王程妍

/2019014924

,杨慧

/2019014923

,韩怡

/2019014922

陈海英
讲师

(高校)
0401

“双万计划”提出分别建设一万门国家和省级一流课程，

要求采用学生为主体的成果导向型教学模式，学生需据老

师引导完成不同任务，就需具备和发展相应知识、能力和

素质。据文献回顾，部分研究虽提出一些知识、能力和素

质指标但十分零散。项目计划通过文献研究和访谈法，构

建本科生完成一流课程应具备的共性知识、能力和素质指

标体系；据指标体系设计问卷，调查我校本科生现状；针

对问题，提出建议，促进一流课程建设和发展前人理论。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74

柿子病虫害及防治知识图谱的

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云鹏 2018013079

张轶焜

/2018013088

,郭伟

/2019012972

,汪昊锋

/2018013106

,顾涛

/2018013099

耿耀君
讲师

(高校)
0809

近年陕西省柿子产业无论是种植面积还是产量均居全国第

一。但是目前柿子病虫害及其防治方法相关资料的系统性

和可利用性非常低。为了更好的促进柿子产业发展和相关

研究，本项目旨在使用知识图谱技术构建柿子病虫害及防

治知识图谱，借助知识图谱将柿子病虫害和防治知识系统

性的组织起来。依据知识图谱进行知识推理并研发柿子病

虫害及防治知识图谱应用系统，实现柿子病虫害及防治知

识检索，供公司、柿子种植户和科研人员使用。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75

二氧化碳及水氮耦合对设施甜

瓜的生长及生长特性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代伟 2018010571

张润民

/2018010547

,白嘉鸣

/2018010558

,高新皓

/2018010557

张智 副教授 0901

甜瓜因其品种众多、味道香甜、深受消费者的青睐，通过

水肥等环境因子高效协同调控以促进设施作物良好生长，

成为当前设施作物栽培研究的一大重点，本试验以增施倍

增浓度CO2与控制灌水量、施氮量多因子交互下的设施甜瓜

基质栽培试验为基础，探究CO2与水氮耦合对设施甜瓜生长

的影响，并通过探究各因子之间的互作效应，找到设施甜

瓜生长和光合特性在不同CO2浓度和水氮耦合下的变化规

律，明确水氮CO2之间的耦合作用，促进甜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76

草地贪夜蛾ESCRT-III亚基与

杆状病毒核心蛋白Ac76及Ac93

互作的分子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欢 2018010267

嘎玛钻珠

/2018010253

,李玉香

/2018010285

,美丽梦

/2018010261

李朝飞 教授 0710

研究发现，草地贪夜蛾内吞体分选转运复合体（ESCRT）

中的脂质膜剪切工具ESCRT-III的9个亚基与两个杆状病毒

核心蛋白Ac76、Ac93存在相互作用，推测该类互作可能参

与调控病毒诱导的核膜重构过程。为了明确宿主ESCRT-

III亚基与两个病毒核心蛋白的互作机制，我们将构建

ESCRT-III亚基及Ac76与Ac93的不同突变体（包括截短突

变与特定位点的氨基酸突变），采用酵母双杂交与双分子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77

高孔隙度餐厨残余物生物炭的

制备及对餐厨垃圾恶臭性挥发

脂肪酸的脱除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房玥汝 2018011841

李先铣

/2018011808

,赵鹏

/2018011826

,高雨汐

/2018011811

李荣华 副教授 0714

本研究以餐厨垃圾中最常的米饭和馒头为原料，通过常规

高温慢速热解和水热炭化两种工艺制备厨余垃圾炭材料

（生物炭和水合炭），分析不同温度、原料和制备工艺对

相关炭材料化学组成和表面特点的影响，并将制备获得的

厨余垃圾生物炭作为修复材料，进行剩饭剩菜腐败中产生

的挥发脂肪酸的吸收研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78

关中地区不同品种紫花苜蓿根

际与非根际土壤理化性质的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凯 2018010792

马星

/2018010779

,杨国栋

/2018010794

,薛声豪

/2018010786

何树斌 副教授 0907

主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 不同品种紫花苜蓿根际与非根际

土壤酶活性比较 不同品种紫花苜蓿根际与非根际土壤C、N

含量比较 不同秋眠级紫花苜蓿生物量对土壤C、N储量的响

应 达到促进关中地区苜蓿发展和畜牧业发展的目的。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79

纳米纤维素/壳聚糖复合气凝

胶负载Zr-MOF去除草甘膦农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晓凯 2018015271

郭杰

/2018015281
李忠宏 教授 0827

本项目拟制备出纳米纤维素/壳聚糖复合气凝胶负载Zr-

MOF以去除草甘膦农残，以期为水污染净化和食品安全保障

提供新的策略。我们首先利用物理混合，原位生长和冷冻

干燥技术制备出负载锆基MOF的复合气凝胶吸附剂。然后利

用场发射扫描电镜、能电子谱-面扫描分析X射线粉末衍射

等手段对制备的一系列吸附剂进行表征，并测试等电点和

溶胀度。利用经典批处理实验研究水溶液中草甘膦的吸附

性能及吸附剂的重复利用性，在此基础上以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80

产蛋鸡饲粮磷动态供应方案的

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廖旭杰 2018010664

肖天帅

/2018010661

,陈炯昊

/2018010688

,黄振羽

/2018010669

任周正
讲师

(高校)
0903

项目包括两个课题。 课题一：“鸡蛋形成周期内蛋鸡磷代

谢的动态特征”，旨在摸清鸡蛋形成周期内蛋鸡磷代谢的

动态变化规律，并解析其背后的生理机制。 课题二：“产

蛋鸡饲粮磷动态供应方案”，立足于课题一，根据产蛋鸡

磷代谢的动态特征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饲粮磷动态供应技

术，实现饲粮磷的高效利用，做到节磷减排。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81

头孢噻呋纳米脂质体的制备与

质量控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孟佳 2019010788

黎子欣

/2019010799

,王房芫

/2019010789

,宁致远

/2019010806

,王靖然

/2019010809

李引乾 教授 0904

本研究拟纳米脂质体用于头孢噻呋的包封与载运，有利于

提高其生物利用率与缓释作用，促进其渗皮吸收性。通过

纳米脂质体的载体作用将头孢噻呋进行物理改性，可以制

备出具有良好稳定性的纳米结构体系，提高头孢噻呋的溶

解性和溶出度，使其进入毛细血管，在血液循环系统自由

流动，还可穿过细胞，被组织与细胞以胞饮的方式吸收，

提高生物利用率，降低用药量，以期提高对奶牛乳房炎的

治疗效果，此研究对于奶牛养殖业有重要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82

基于使用者行为需求的地铁站

域空间设计研究——以西安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籍曼瑜 2018011491

吴佳悦

/2018011490

,殷久淳

/2018011536

,成晨

/2018011494

,刘玮

/2018011493

孙静,

李志国

副教

授,副

教授

0303

本项目是对于基于使用者行为需求的地铁站域公共空间设

计的研究，解决面对地下封闭交通空间所要面临的心理问

题，加强重视地铁站域空间的适老化设计，优化导向功能

在地下空间的利用，提高国内地下空间的艺术设计水平。

提出满足乘车便捷性需求、满足使用者舒适性需求、满足

多元化活动需求、满足空间人文艺术性需求、满足适老化

需求的西安地铁站域空间设计策略。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83

具有天然产物结构鉴定功能金

属有机框架的组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朝霞 2018014271

殷闿西

/2019014088

,王一博

/2019014045

,陈玮轩

/2019014030

,杨昱

/2019014102

刘波 副教授 0703

基于MOFs 的优势和晶体海绵法在结构鉴定上应用与局限

性，本项目设计合成系列特定配位取向和连接方式吡啶羧

酸配体，与金属离子组装结构稳定、亲和力强的MOFs，进

行天然产物分子结构测定，尤其是具有多手性中心和异构

体的药物活性小分子绝对构型的测定。 筛选出性能优良的

MOFs材料，探究这类材料结构与天然产物分子间的构-效

关系，发展高效准确的天然产物结构鉴定新体系，为设计

合成具有特异性识别功能的晶体海绵材料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84
蒲公英花朵采摘机创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运浩 2017012740

刘严允

/2017012698
石复习 副教授 0802

蒲公英采摘过程繁杂，利用采摘机器加快花朵的采摘及收

获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85

关中地区农户储粮数量变化及

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岐山县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冰 2018014678

逯莹

/2018014700

,井梦源

/2018015176

,朱凯龙

/2018014772

,王瑞

/2018014701

张蚌蚌
讲师

(高校)
1203

本课题以宝鸡市岐山县为研究区域，以该地区具备储粮行

为的农户为研究对象，对宝鸡市岐山县农户储粮数量影响

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通过查阅数据和实地调研更清楚

的了解岐山县农户储粮的基本情况和趋势，在此基础上构

建岐山县农户储粮影响因素测度指标体系，根据数据的梳

理和分析能够有效的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户储粮数量的

变化并依据理论分析和数据分析结合在调研中发现的实际

问题，对岐山县农户粮食储粮提出可行性的改善建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86

基于PDE-Net2.0的图像复原

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妍丽 2018014186

刘欣怡

/2017014131

,占晓妍

/2018014189

,丁文清

/2018014187

,高晓萌

/2018014181

樊宏涛
讲师

(高校)
0701

本项目主要研究数字符号混合深度网络PDE-Net2.0在图像

复原中的应用与改进。PDE-Net2.0是通过卷积对微分算子

的数值逼近和用于模型恢复的符号多层神经网络的组合。

即使在噪声环境下，PDE-Net2.0也有可能揭示观测到的动

态中隐藏的PDE，并在较长时间内预测动态行为。基于

PDE-Net2.0的优点可知，其恢复的PDE模型具有弱化噪声

影响和动态预测的能力。因此将其运用到图像复原中来，

使之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87

温室冬枣栽培人工补光促进成

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修成 2019015138

章江昊

/2019015142

,郭宇泰

/2019015144

黄建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905

我国枣栽培面积约2000万亩，行业年产值约1000亿元。近

15年来，制干枣产业向新疆地区转移，产值和面积均占据

55%以上。内地红枣产业在调整过程中，鲜食枣成为优势产

业模式。尤其是，陕西省大荔冬枣产业异军突起，形成了

多模式（温棚、钢架棉被、避雨棚等）的设施栽培模式，

面积达到了42万亩，产值约60亿元，单位面积效益达到达

到了10万元/亩，成为我国经济林产业高效模式。 由于当

前冬枣温室的结构性和覆盖材料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88

小麦甲硫氨酸亚砜还原酶基因

TaMSRB2单倍型分析及功能解

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育秀 2018010201

周新颖

/2018010196

,田仁美

/2018010199

谢彦周 副教授 0901

小麦作为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大的粮食

作物之一。本研究旨在克隆小麦甲硫氨酸亚砜还原酶基因

并进行拟南芥遗传转化，通过小麦全生育期时空表达分

析，进一步在低氮胁迫下对TaMSRB2单倍型进行功能解

析，推进对小麦甲硫氨酸亚砜还原酶基因的研究，加深对

小麦应对低氮胁迫的响应机制的了解。本研究对于提高小

麦氮素利用效率有着重要意义，有助于改善生产实践中小

麦的氮肥施用，促进小麦品质改良与优质育种的发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89

葡萄酒花色苷及缩合单宁的产

区差异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佳霖 2018013702

刘羽佳

/2018013819

,王丹

/2019013615

,钟清怡

/2019013567

,胡玉杰

/2018013821

刘旭 副教授 0827

本项目拟在我国酿酒葡萄气候区划的基础上，对我国葡萄

酒不同产区的干红葡萄酒的品质因子进行分析检测，并和

当地气候条件进行模拟，旨在可视化我国不同产区红葡萄

酒中花色苷、缩合单宁含量，建立利用核心气象指标预测

重要品质因子的模型，反向验证酿酒葡萄气候区划的结

果，为提高我国各产区干红葡萄酒品质及地域性特色干红

葡萄酒的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90

基于自媒体平台的普法模式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庆刚 2019014645

王芳

/2018014962

,苏宇豪

/2019014652

,周庭艳

/2019014864

,梁欣悦

/2018014997

陈辉 副教授 0301

"自媒体（We Media）是随着当代信息技术发展与信息化

程度的提高而产生的，其凭借自主化、普泛化、私人化的

特征获得了众多的网络资源；法律宣传是指通过各种传播

技术与手段，增强人民法制观念，使人民知法守法。信息

时代，自媒体与法律宣传应当是互相结合、相互促进的互

助关系，然而在学界的研究中却很少涉及此方面，本文欲

从自媒体与法律宣传结合的作用、自媒体与法律宣传结合

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等方面进行探析。展示自媒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91

构建Bradyrhizobium属根瘤

菌基因组规模代谢网络解析其

代谢差异及其与宿主特异性等

表型的联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裘迈宁 2018014078

易传世

/2017013964

,邱夏

/2018014079

,胡秀尧

/2017013969

陶士珩 教授 0710

本项目拟通过构建目前可获得完整基因组的

Bradyrhizobium属根瘤菌的基因组规模代谢网络模型，解

析该属根瘤菌的代谢能力与差异，并通过构建决策树等分

类器解析代谢网络对宿主特异性、固氮效率等关键表型有

何种程度的贡献，为后续研究根瘤菌共生固氮特征的获得

、高效固氮菌的改造等提供代谢角度的支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92

大蒜素对沙门氏菌头孢素抗性

进化动力学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默涵 2018013488

杨维博

/2018015206

,商溢秋

/2018013495

,杨启帆

/2018013489

,汤鸿宇

/2018013587

杨保伟 教授 0827

大量的研究表明，关于消除或减缓耐药性，大蒜素对β -内

酰胺酶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此外，大蒜素具有不易产生

耐药性、毒副作用小、价格低廉等优点，因此大蒜素抗耐

药性的研究具有良好的前景。但目前，大蒜素抗细菌耐药

性的文献报道主要以消除或逆转细菌耐药为主，关于沙门

氏菌头孢菌素抗性进化的机制研究较少。研究大蒜素对细

菌耐药性进化的影响及其降低耐药菌株传播能力具有积极

的现实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93

反滤料孔径分布的获取及其与

保土透水功能的联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祥 2018012085

陈尧

/2018012076

,陈烁

/2018051476

胡海军
讲师

(高校)
0811

本项目借助室内树脂固化反滤层和离散元数值模拟技术，

获得反滤层孔隙分布，并通过室内试验和离散元数值试验

获取渗透过程中不同反滤层保土和透水功能的演变，为反

滤层设计提供技术支撑。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94

黄土高原典型流域极端暴雨洪

水输移过程与模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柏洋 2019015210

刘明涛

/2019015217

,罗永坤

/2019015224

韩剑桥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11

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暴雨频发，为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挑

战，在土壤侵蚀剧烈、生态脆弱的黄土高原地区面临的威

胁更加严重。为此，本项目拟对黄土高原典型流域的极端

暴雨洪水输移过程进行研究。通过建立河流、沟道流量-水

位曲线模型，对洪水输移能力变化及现状进行评估。将

MIKE SHE与MIKE11耦合，设计多个方案，进行多情景暴雨

条件下的洪水输移过程模拟，提出未来可能面临的洪水灾

害程度，并提出防灾减灾策略。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95X
“掌健食”功能性营养面包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贺紫薇 2018010149

杨觐伊

/2017013529

,杜佳宏

/2018010139

何一

哲,王

雅楠

副教

授,副

教授

0827

为迎合消费者对烘焙食品的不同需求，项目组开发出主打

产品以米邦塔仙人掌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特色农产品“秦

彩”系列小麦为基材开发出的一款具有学科特色的功能性

营养面包产品。核心技术在于米邦塔仙人掌粉的研制方法

以及仙人掌粉、绿麦粉和高筋小麦粉三者间精细的配比方

案。目前核心产品——“米邦塔仙人掌-绿麦”营养面包的

专利也处于受理阶段。项目特点在于其不仅可实现经济效

益，且可实现生态效益。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96

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北地区农林

类高校英语专业大学生就业现

状及策略研究------以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春雨 2018015186

张一浩

/2018015174

,刘世元

/2019015015

,李晨

/2018015190

,独雅宁

/2018015187

韩芳婷
助教

(高校)
0502

本项目将研究“一带一路”政策给西北地区英语专业学生

带来的新的就业和发展机遇。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

通过调查研究，拓宽就业思路、渠道，帮助学生实现更好

的就业。同时，明晰农林类高校英语专业学生独特的就业

优势，聚焦于剖析“一带一路”倡议下催生的新就业岗位

及岗位特点和素质需求，从而一方面凸显西北地区农林类

英语专业学生的就业优势，增强学生就业信心；另一方面

为学校的人才培养提供参考素材，促进复合型外语人才的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97

基于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的奶牛

行为监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卓林 2019012994

李星池

/2019012855

,李洋

/2019012876

冯妍
讲师

(高校)
0809

为了解决养殖业使用人力观察奶牛运动状态费时费力的问

题，我们将设计一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系统，通过在奶牛

颈部安装三轴加速度传感器，通过传感器获取运动加速度

参数，并构建奶牛场无线传感器网络，以此传输参数，通

过设计算法处理传输得到的参数，建立奶牛行为自动监测

系统，准确区分奶牛静止、慢走、进食、躺卧和爬跨等行

为特征，从而长时间监测奶牛的健康状况。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98

苹果MdHDG转录因子对叶片表

皮毛发育的影响及在不同胁迫

下的功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子桐 2018010495
程曦

/2019010349
管清美 教授 0710

MdHDG属于HD-Zip基因家族Ⅳ亚族成员。该家族基因可以

在植物毛状体的形成等过程起重要作用。本项目通过扫描

电镜观察探明苹果MdHDG参与表皮毛发育的作用，并采用

低温胁迫、斑点落叶病病原菌等逆境处理，对MdHDG过表

达株系及沉默株系的表型进行分析，解析MdHDG在逆境胁

迫下的功能。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399

大麦黄矮病毒在蚜虫体内的循

回过程及传入小麦机制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一恺 2018010281

李源星

/2018010273

,刘玉玲

/2019010262

,田琳

/2018010290

,王栋梁

/2018010279

吴云锋 教授 0710

1. 采用绿色萤光蛋白质（GFP）基因插入在BYDV侵染性克

隆末端，标记分析病毒在蚜虫体内的循回途径以及对小麦

的传毒感染机制 2. 掌握该项目研究掌握蚜虫饲毒与接种

传播方法，掌握引物设计、PCR扩增、GFP重组质粒构建和

薄膜饲毒等实验技术，为蚜传小麦黄矮病毒病的防治提供

新的思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00

不同性质生物炭对塿土磷形态

转化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迪星 2017011130

孙妤绮

/2018011971

,黄孝赟

/2019011666

,展翔宇

/2018011802

张树兰 教授 0714

生物炭作为一种土壤改良剂，基本为碱性，研究表明在酸

性土上施用生物炭可以提高磷素有效性，但是石灰性土壤

研究结果不一致。本项目通过研究不同性质生物质炭

（pH）施用对塿土磷形态转化以及磷肥在土壤中转化的影

响，为建立提高石灰性土壤磷素有效性措施提供理论支撑

。本研究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是探明添加生物炭调控石

灰性土壤磷素有效性的影响机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01

滨海和内陆田菁Nacl胁迫下的

离子组差异及生长响应分歧机

制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喆 2018010784

李宇豪

/2018010780

,罗盛

/2018010817

席杰军 副教授 0710

本研究以滨海田菁和内陆田菁为试验材料,用0、50 mM、

100 mM、150 mM、200 mM、250 mM NaCl处理2周龄的田

菁幼苗，测定不同NaCl浓度的相对生长速度以确定2种田

菁对NaCl胁迫的最佳分歧浓度；测定不同NaCl浓度下幼苗

地上和地下部的Ca2+、Na＋和K＋的含量，以确定2种田菁

大量离子元素的差异；测定不同NaCl浓度的相对生长速度

以确定2种田菁对NaCl胁迫的最佳分歧浓度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02

甘蓝型油菜中一个MYB转录因

子调控ROS与PCD的机制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仪婷 2018015237

童话

/2019015049

,李婉姝

/2019015154

江元清 教授 0710

MYB转录因子是植物中最大的转录因子家族之一，在植物抗

逆、抗病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实验室初步研究发现一个

R2R3-MYB基因BnaMYB108参与调控活性氧（ROS）生成以

及细胞程序性死亡（PCD）过程。本研究拟通过利用病毒诱

导的基因沉默技术以及在拟南芥中过表达，研究

BnaMYB108功能，并对其结合的顺式作用元件进行鉴定与

分析，初步明确其在调控ROS稳态平衡、PCD以及抗病作用

中的功能与机制，为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03

雌性斑马鱼亲本百草枯暴露对

其子代胚胎发育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正阳 2018010854

刘家凯

/2018010843

,张宇

/2018010849

熊冬梅 副教授 0903

本研究通过探究百草枯对雌性亲代斑马鱼进行暴露后对子

代胚胎发育产生的影响，为百草枯在水环境毒理学方面的

研究提供基础数据，同时揭示百草枯是否具有传代效应。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04

PCV2跨动物种属感染和机制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卓霖 2017010963

王卓

/2017010909

,王玥婷

/2017011028

郭抗抗 副教授 0904

本研究将在PCV2跨动物种属感染研究的基础上，从细胞和

动物水平研究PCV2感染不同动物后发生病变的分子机制、

种间屏障突破机制和种间差异的分子机制，为PCV2传播和

致病机制提供新的资料。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05

传统村落文旅景观规划设计—

—以灵泉村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璟琪 2017011908

高琪

/2017011911

,曹书晗

/2017011912

,刘倍贝

/2017011905

,王祖传

/2017011883

唐英,

史承勇

讲师

(高

校),副

教授

0504

本项目研究运用环境设计学、村旅规划和文化遗产等相关

专业知识，对国家级传统村落灵泉村进行保护更新设计。

在综合分析村落保护发展背景和人文、景观、文化遗产资

源价值的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人居环境、

更新古建筑保护规划策略，开发特色旅游项目，延续村落

景观风貌、将关中地区传统文化与典型四合院式建筑以及

景观更好的融合。通过改造和完善将灵泉村设计形成一个

集文化、经济、生态等为一体的多元化乡村旅游空间。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06

利用生物正交反应靶向治疗沙

门氏菌引起的肠炎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凡 2018014272

石静茹

/2017011427

,杨辰

/2018014260

,乔霞

/2018014279

,陈世高

/2018014262

段金友 教授 0703

肠道稳态的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与炎症性疾病密切相关，维

持肠道的稳态对于保证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沙门氏菌

是一种重要病原菌，全世界每年因感染这种病原菌致死的

人达数十万，由肠炎沙门氏菌引起人的急性胃肠炎已成为

国际公共卫生的一个重要课题，抗生素杀菌效果好，但无

选择性地大量杀灭肠道正常菌群，使肠道菌群失衡，本次

项目采用生物正交的方法靶向释放抗生素，在利用抗生素

杀菌特性的同时消除其对肠道菌群的不良影响。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07

基于负压辅助的串联型番茄采

摘机械臂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崔玙璠 2018012909

李康

/2018012678

,李怡

/2018012882

,李童越

/2018012702

,宫雪玲

/2018012939

张军,

牛子杰

讲师

(高

校),讲

师(高

校)

0802

本项目旨在设计与研发一种基于负压吸力辅助的，可稳定

运行的，能够实现果实的智能化高效、精准采摘，且能够

有效降低果实损伤率的串联型采摘机械臂，从而降低人力

成本并提高采摘效率。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08

住房资产和负债对城乡居民身

心健康影响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代睿 2018014803

张姣

/2017014587

,冯思雨

/2018014643

,杨航

/2017014552

,王心怡

/2017014602

钱冬 副教授 1204

住房财富与居民身心健康水平是体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

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逐渐成

为常态，伴随着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住房价格爆发式增

长，住房资产和负债也成了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因此，

系统分析住房财富与负债与我国居民身心健康之间的影响

关系，探究如何通过住房相关政策改善我国城乡居民身心

健康群体差异，提升居民整体健康水平，对落实全面小康

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09
贵金属纳米球散射特性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解飞 2019013989

乔梓开

/2019013990
安鸿昌

讲师

(高校)
0702

本项目研究贵金属纳米球在电磁场中的散射，散射问题通

常可以根据给定的边界条件等价转化为求解积分方程。几

何形状规则的散射体通常都有精确的解析解。因此本项目

在用理论方法求解出解析解后，用Matlab编程给出散射的

特性参数与纳米球的材料及半径的关系图。同时用仿真软

件FDTD去模拟提出的模型，确保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在误

差允许范围内一致。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10
激光雕刻树叶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黎晗 2019011278

张智雯

/2019011221

,段志超

/2019011326

,杨文传

/2019011300

,郭宏彦

/2019011249

赵泾峰 副教授 0824

本项目利用激光雕刻技术，选取不同类型的叶片，按其颜

色、叶质、脉络的差异，选配不同的图案，探索适宜的雕

刻速度、激光功率，研究激光雕刻树叶技术，使激光雕刻

或镂空的树叶更加时尚和美观，从而高效率、高质量地获

得叶雕产品，提高叶雕产品商业价值，同时弘扬传统民间

手艺文化、促进产业经济发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11

水稻DEG1和EM1遗传遗传相互

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楠楠 2018010048

林希真

/2018010047

,邢远航

/2018010044

李海峰 教授 0901

水稻穗发芽影响水稻产量和品质。前期研究表明DEG1调控

种子萌发，EM1响应非生物胁迫。DEG1直接抑制EM1的表达

。基于创制的单、双突变体，项目预期通过种子萌发实验

和非生物胁迫实验，鉴定EM1调控种子萌发的功能和DEG1

响应非生物胁迫的功能，最主要的是揭示二者的遗传相互

作用。项目有助于揭示种子萌发的分子机理，并且能够为

改良穗发芽抗性提供候选基因，具有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12

基于适应性驯化选育耐高糖高

酒精低氮的美极梅奇酵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政媛 2018013760

刘冠彤

/2018013651

,张芮

/2019013633

,刘哲航

/2019013611

,南琼

/2018011795

姜娇
讲师

(高校)
0827

利用Metschnikowia pulcherrima C433，进行适应性驯

化，通过逐步将含糖量、含氮量和酒精度条件调整苛刻，

反复培养，获得能够耐受高糖高酒精低氮条件的美极梅奇

酵母，为葡萄酒发酵带来更多风味。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13

突发事件大学生心理脆弱研究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丽文 2019014846

杨婷

/2018014947

,牛旭

/2019014867

,彭彦凯

/2018015013

李松柏 教授 0303

本项目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研究突发事件与大学生心理

脆弱的理论关系，深入了解突发事件对大学生心里脆弱的

发展趋势，探究大学生面对突发事件心理脆弱的解决措

施，改善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并结合当前国家强调思想政

治教育的背景提出政策性建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14

基于胚胎学特征研究无患子科

的系统分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世杰 2019013687

李邓洋

/2019013825

,李福良

/2019013656

苗芳 教授 0710

本项目选择无患子科栾树属和文冠果属、槭树科槭树和金

钱槭属、七叶树科七叶树属8种植物为材料，通过石蜡切片

和苏木精整体染色方法，研究3科8种植物花药结构、减数

分裂类型、绒毡层类型、胚珠类型、胚囊类型和胚形态

等，应用这些胚胎学证据揭示无患子科、槭树科和七叶树

科的亲缘关系，阐明是否可以将槭树科和七叶树科归入无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15

低糖高膳糜子面包的制备工艺

和品质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苏陈 2018013359

王珂

/2017013339

,周媛媛

/2018013392

,赵甜

/2018013385

肖春霞 副教授 0827

项目拟通过联合联合改性法对茶渣中的膳食纤维进行提取

并改性，获得具有更好理化和功能性质的膳食纤维。通过

探究茶渣膳食纤维、糯性糜子粉和帕拉金糖对面包质量和

感官评定产生的影响，确定低糖高膳糜子面包的最佳配

方，从而制得营养价值丰富、风味优、感官品质高，低血

糖的面包。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16

基于SPEI的渭河流域气候干湿

变化的时空格局特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厉慧杰 2018012067

黄战难

/2018012048

,程智楷

/2018012045

张鑫 教授 0811

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处于大陆季风气候区，生态环境

脆弱。研究表明，渭河流域水文气象条件复杂多变，降水

分配不均衡，旱涝灾害频发。其复杂多变性对当地的农业

生产和居民生活造成巨大影响，严重阻碍了人类社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基于该流域35个气象站近61年的各类

气象数据，研究该流域的气候干湿变化时空演变格局特

征，预测未来该流域气候干湿情况，对旱涝灾害进行预

报，从而减少当地的经济和生态损失具有重大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17

《小麦TaSCR基因调控小麦穗

光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乔 2017014099

李致融

/2017014054

,刘昱昕

/2017013911

张岁岐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710

本研究希望通过对小麦的野生型与不同转基因株系进行生

理生化的多项指标测定、穗部结构的细胞学和组织化学观

察以及物质转运的差异分析，验证TaSCR基因在小麦穗发

育过程中的功能以及对穗光合作用的调控。该研究对进一

步挖掘小麦光合生产潜力，提高小麦的单产奠定理论基

础，也为小麦高产栽培及抗逆品种选育提供了理论依据，

并且对生物技术在小麦育种上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18X

西安葛牌镇红色文化遗产社区

保护更新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刘轩 2017011836

杨筱

/2017011835

,白妮鹭

/2019014606

,黄琳静

/2017011838

史承

勇,唐

英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1305

项目列于“十三五规划”“长征文化路线总体规划布局”

中。本项目的研究基于景观生态学、环境景观设计、乡村

规划与管理和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专业知识，通过红色文

化遗产社区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下的发展更新策略和对其现

有资源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剖析红色文化遗产社区的资源

价值和保护现状问题，形成优化人居环境、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延续社区景观风貌、更新红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策

略，提出适合当地红色文化遗产社区改造设计方案。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19

以小程序为依托，利用多平台

探索双语文化学习及文化输出

的有效方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巴双洁 2018015172

张祎涵

/2017015182

,王彤

/2019015002

,李纯

/2018015156

闫仙慧 副教授 0502

本项目的创新点主要在于形式创新以及内容创新。形式创

新主要表现在不必在学习完成后在朋友圈打卡以及多平台

联动；内容创新表现在双语文化的学习以及时政性内容的

设置。 通过搭建优秀中华文化双语学习平台，以国内、国

际大学生群体为主要目标，利用微博、微信、哔哩哔哩等

自媒体平台，进行优秀双语文化内容的产出及优秀内容的

文化输出，寻求有效持久的双语学习及文化输出方式。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20

基于拓扑约束的植物器官CT影

像三维几何重建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昊祥 2018013144

高瑞

/2018012998

,邱雨萱

/2019013069

,郑清林

/2018013019

胡少军 副教授 0809

植物的三维重建是计算机图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准

确的三维重建对于研究植物内在生理机理具有重要作用。

本项目是基于CT影像的植物器官三维重建方法，同传统的

基于图像和基于点云的方法比较，解决了传统方法不能有

效提取植物被遮挡器官部分信息，是当前三维重建方向前

沿性课题。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21

基于分子标记及苗期性状的

153份甜瓜种质资源遗传多样

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常佳慧 2018010468

薛伟

/2018010470

,郭宇玲

/2019010378

,孙运霞

/2018010472

程智慧 教授 0710

本项目以课题组保存的153份甜瓜种质为试验材料，分别通

过苗期性状的调查统计和SSR分子标记从表型数据和DNA分

子水平两方面对种质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之后利用得到

的等位基因鉴定结果，结合苗期性状的表型数据，进行基

因组关联分析，获得与各苗期相关性状紧密连锁的SSR分子

标记，解析153份甜瓜种质的遗传距离，评价其遗传多样

性，为后续充分利用这153份种质进行育种研究奠定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22

棉铃虫羧酸酯酶突变体对有机

磷和菊酯类杀虫剂的代谢活性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凯歌 2018010370

连弘毅

/2018010371

,肖美琪

/2018010381

,韩刘春

/2018010369

李永强 副教授 0813

课题组前期对棉铃虫几个羧酸酯酶进行了原核表达和酶活

测定，发现部分酯酶具有较高的酶活。本项目拟对其中活

性较高的一个酯酶进行突变，构建系列突变体，表达纯化

后，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其对有机磷和菊酯杀虫剂的

代谢活性，研究突变对酯酶代谢活性的影响，同时筛选能

高效代谢有机磷、菊酯杀虫剂的突变酶。本研究将为昆虫

解毒酶资源应用于果蔬表面农药残留清除和农药污染环境

的修复，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23

纳米生物质炭对塿土表面电化

学性质及其重金属吸附性能的

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正雄 2018011832

谭添才

/2018011646

,刘佳丽

/2018011855

,陈稳

/2018011804

杜伟
讲师

(高校)
0902

目前全球面临严重土壤污染挑战，我国情况不容乐观，我

们发现纳米尺度生物质炭因其因其孔隙结构丰富、比表面

积巨大、表面活性位点等理化性质，在维持土壤生态系统

平衡、吸附土壤重金属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将对供

试土样进行表面离子饱和处理，同时开展振荡平衡试验和

吸附动力学试验，计算土壤表面性质参数，利用表面结构

分析仪器探究纳米生物质炭与塿土表面电学性质与重金属

吸附性能内在关联，得出定量关系并验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24

沙棘抗氧化肽制备及体外模拟

消化吸收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瑜 2018015258

王钰淏

/2018015256

,周迅

/2019015272

,闫惠琦

/2019015265

,刘梦雨

/2019015148

彭强 副教授 0827

充分利用沙棘籽粕含有的蛋白质，制备沙棘蛋白中的抗氧

化肽，找出在超声波辅助沙棘蛋白酶解的最佳工艺。进行

抗氧化肽提纯，通过模拟胃肠道消化吸收并结合其他化学

方法来综合评估纯化后抗氧化肽活性的稳定性。本课题相

较于以往沙棘蛋白的研究具有创新性，不仅为沙棘抗氧化

肽的工业制备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也为保健

产品制备、疾病预防等提供了一些新思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25

地方畜禽肠道乳酸菌的筛选与

体外发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臧嘉晟 2018010612

朱明丽

/2018010651

,米金秋

/2018010679

,杨焮

/2018010653

杨明明 副教授 0903

研究、拓展和开发地方品种的肠道微生物是可持续畜牧发

展和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畜禽品种是益生菌筛

选的优异资源库，本实验组以略阳乌鸡作为探究肠道健康

效应微生物及其机制的材料和模型，进行肠道乳酸菌的高

通量筛选，肠道乳酸菌的鉴定与特性研究，基于发酵废液

的乳酸菌发酵等研究，以期建立以肠道微生物物理屏障的

关键组分S层蛋白和生物被膜为筛选指标的畜禽肠道微生物

高通量筛选体系，建立基于发酵废液的乳酸菌发酵体系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26

钩藤提取物对多重耐药大肠杆

菌生物被膜的抑制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俐 2017011060

纪甜甜

/2017011070

,上官春逸

/2018011077

,邵正祺

/2017011059

,李瑶

/2017011071

刘晓强 副教授 0904

本研究以临床分离的多重耐药大肠杆菌为研究对象，采用

结晶紫染色法研究中药钩藤提取物对多重耐药大肠杆菌生

物被膜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对于研发天然的、安全的抗

生物被膜制剂，缓解大肠杆菌耐药性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27

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乡土景观

营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郑伦倩 2018011426

耿琛雅

/2018011424

,高嘉雄

/2018011554

,吴凯倩

/2018011429

丁砚强
讲师

(高校)
0714

本项目依托我校与陕西省镇巴县的“县校合作发展”关

系，调查研究镇巴县碾子镇乡村景观规划情况，利用专业

所学，保护当地生态的同时对该镇景观进行优化，美化环

境的同时带动经济发展，助力该镇美丽乡村建设和脱贫攻

坚。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28

2-芳基酞嗪类化合物的合成及

抗真菌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世高 2018014262

廖伟

/2018014261

,董凡

/2018014272

耿会玲 教授 0703

农药是现代农业重要的生产物资，农药的应用是植物病虫

害防治的主要手段，也是保障现代农业高效生产和健康发

展的基本措施之一。2-芳基酞嗪盐（APAs），以其发现能

够替代天然QBA来开发新型农用抗菌药物的类QBA药物分子

即APAs，并为APAs的后续药物开发和应用奠定理论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29
全自动猕猴桃仿形剥皮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云才 2018012824

刘杰

/2018012899

,姜裕阳

/2018012631

,郑洁

/2018012912

,江晗慧

/2018012910

牛子杰
讲师

(高校)
0802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猕猴桃的国家，从产量和种植资源

来看，我国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商品化程度低，而猕猴

桃剥皮是加工中重要一环，本项目致力于全自动猕猴桃仿

形剥皮机的研究，定心系统与仿形刀具的应用能够在解放

人们双手的同时保证良好的剥皮效果。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30

政府能力信任、疫病风险感知

与生猪养殖户补栏行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胡亚宁 2018014636

王赛

/2018014660

,崔誉严

/2019014156

,龙奕竹

/2018014668

,方贤慧

/2018014662

闫振宇 副教授 1203

本项目名称为政府能力信任、疫病风险感知与生猪养殖户

补栏行为，考虑到疫情影响，拟通过电子问卷与实地调研

结合的方式在河南、四川、黑龙江三省对中小型生猪养殖

户及散户进行调研。从现实问题出发，通过实证分析并结

合结构方程模型厘清政府能力信任、疫病风险感知及生猪

养殖户补栏行为间的作用机理，并根据调查数据及实证分

析结果提供可行的、科学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提高养殖户

补栏积极性、稳定疫情背景下生猪供给提供对策建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31

基于量子机器学习的安全检测

探索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怿璠 2019013983

王金欣

/2019014000

,白天宇

/2019013936

李涛
讲师

(高校)
0702

当前人工智能方兴未艾，而量子领域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也

展现出计算速度等方面的巨大优势，量子机器学习取得了

快速的发展。而当前的安检大多数是人工进行的，费时费

力准确度也有波动，因此我们想研究利用量子机器学习的

方法智能识别经过安检X光的危险物品图像。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32

松杨栅锈菌MlpHog1互作蛋白

鉴定及功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岚泽 2018011134

王菲菲

/2018011139

,吴楠

/2018011260

,苏熠哲

/2018011248

,焦嘉卉

/2018011157

于丹 副教授 0905

本研究拟在前期结果基础上，借助酵母双杂交和免疫共沉

淀技术鉴定MlpHog1互作蛋白，并通过异源互补等方法研

究互作蛋白功能，为解析MlpHog1介导的信号通路在松杨

栅锈菌响应外界渗透压胁迫和侵染致病中的作用提供理论

依据，也为杨树叶锈病防控新策略的提出提供帮助。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33

玉米穗腐病和伏马菌素污染抗

性遗传解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业一 2019015096

崔琪

/2019015073

,梁耀月

/2019015108

,张家畅

/2019015109

杨琴 教授 0710

本项目以KA105和KB024衍生的 224 份重组自交系为实验

材料，通过人工接种拟轮枝镰孢菌，对生理成熟期的果穗

进行感病面积比例和伏马菌素含量鉴定，结合基因型数据

对玉米拟轮枝镰孢穗腐病抗性、伏马菌素污染抗性QTL定位

。本项目的研究结果，将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于玉米穗腐病

抗性机理的理解，为创制抗拟轮枝镰孢穗腐病种质，培育

出对穗腐病具有较好抗性且高产优质的玉米新品种提供理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34

干红葡萄酒色泽风味的金属离

子-pH值探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媛媛 2018013784

毕登霞

/2018013665

,李茹娟

/2018013669

陶永胜 教授 0827

本项目探索我国新疆、宁夏、甘肃产区中共12个小产区的

酒-土间金属离子-pH对于葡萄酒色泽风味的关系和影响，

通过实验和现有资料，探索出各小产区的特征金属元素，

设计出金属离子和pH与色泽风味指标间的关联模型，分析

酒-土间金属离子和pH对葡萄酒风味理化指标的影响的关联

性，绘制西北地区不同产区干红葡萄酒的金属离子和pH值

的可视化分布图谱，以期为我国葡萄酒的产区产品溯源以

及产品等级划分标准提供方法和技术上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35

新冠疫情防控下农民对公共服

务的需求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露露 2018015099

乔露

/2018014965

,王冰

/2018015081

,王嘉玲

/2018015010

,郭白雪

/2018014996

李松柏 教授 0303

农村公共服务是农民最基本的民生需求，是当前农民最急

迫解决的现实问题，近些年来，我国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

不断加大，但在面临复杂严峻的新冠疫情挑战时，农村公

共服务体系的短板也暴露无疑。本课题将基于新冠疫情防

控下，运用风险社会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研究疫情防控

期间农民对公共服务的特殊性需求，揭示农村公共服务的

供需匹配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为农村提高公共卫生风险

抵御能力提供建议，为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方案。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36

耐氧固氮大肠杆菌的分子设计

与功能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蒋童安 2018013987

崔振江

/2018013992

,于辰正

/2018014080

,胡龙

/2018014019

刘华伟 副教授 0710

本实验拟运用酵母重组技术，将茎根瘤固氮菌

A.caulinodan ORS571的各nif基因表达盒和载体组装成

固氮系统重组质粒，导入大肠杆菌，以构建具有固氮活性

的大肠杆菌。并用T7启动子优化各固氮模块表达配比，以

及突变型nifH替换野生型nifH等方式对固氮大肠杆菌耐氧

性进行改良，以期提高固氮大肠杆菌的耐氧性与固氮效率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37
炒米品质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钰洁 2018013641

吴泽莹

/2018013632

,马晨星

/2018013635

,王偲

/2018013634

杜双奎 教授 0827

本项目以三种糜子、三种炒制方式加工的炒米为试验材

料，对其炒制前后的品质特性进行分析，探讨不同类型炒

制加工前后品质特性的变化规律，以期为炒米的加工、贮

藏和推广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指导。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38

智能化渠道断面测流装置研究

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辰 2018012485

张洵

/2018012109

,万如意

/2018012037

,李建

/2018012141

,李柯

/2018012113

吕宏兴 教授 0811

本课题应用雷达测速原理，结合不同断面渠道流速分布规

律，拟研发出适用于矩形、梯形及U形断面渠道的智能化量

水测流装置，实现渠道无干扰智能化量水测流。研究开发

结构简单,精度较高,便于泥沙及漂浮物通过的新型过流调

控型渠道测流装置,并通过室内试验研究了过流调控型渠道

测流装置的各项水力特性,包括其测流精度,水位与流量关

系,水头损失,淹没度等水力特性,为灌区应用提供技术参数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39

基于多源遥感的三江源土地沙

化特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云龙 2017011322

胡文韬

/2017011323

,孙佳雨

/2019011609

,王泽宇

/2017011101

赵广举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2

在三江源地区，土地沙化过程一直以来影响着水源发源地

的安全，植被覆盖度是反映地表植被群落生长态势的重要

指标和描述生态系统的重要基础数据，对区域生态系统环

境变化有着重要作用。项目主要研究三江源地区土地沙化

及植被覆盖度变化，通过对比三江源地区遥感及NDVI等数

据，最终将达到以下研究目的： 1. 明确三江源地区植被

覆盖度现状 2. 探究影响三江源地区沙化过程的驱动因素 

3. 明确三江源地区土地沙化时空分异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40X

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农村政策与

法律问题智慧化咨询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刘心怡 2018015111

董千毓

/2018010423

,魏心桐

/2018013333

,张健

/2017013151

,吴嘉乐

/2018014734

董红 教授 0301

我们的项目名称为“法润乡土”，旨在建立一个提供智慧

化检索和免费咨询（前期）的公益性农村政策及法律咨询

平台。法律咨询是指提供法律知识问题的解答。由于法律

的复杂性，非专业人士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往往需要求助

于律师一类的法律专业人士 。法律咨询分免费的、收费

的，通常网络上的法律咨询以免费为主，网上还有专门提

供免费咨询的大型专业性网站。在现实的法律咨询中，律

师通常会根据问题的难易程度及回答问题所耗费的时间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41

基于多智能体的无人机群体协

作感知与传输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益平 2018012993

付成寅

/2018013085
徐超 副教授 0809

无人机(UAV)作为无线通信网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正

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在现实应用中，网络场景越来越复

杂，对应用实时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高效调度无人机

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项目针对支持自

主管控的无人机集群系统，以多智能体深度强化学习为方

法，以优化数据的信息年龄为目标，拟设计基于多无人机

协作的动态感知与传输技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42

干旱胁迫下苹果组蛋白

H3K4me3的全基因组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莹 2018010502

苗露澜

/2018010533

,吴亚涛

/2018010534

徐记迪 副教授 0710

我国苹果优势产区是黄土高原，但该地水资源匮乏，干旱

成为影响苹果品质和产量的重要限制因素。本实验以平邑

甜茶幼苗叶片组织为研究材料，采用ChIP-seq技术对正常

浇水和干旱处理材料在染色质结构水平上进行全基因组

H3K4me3修饰水平变化分析，探究干旱胁迫下组蛋白

H3K4me3修饰水平变化的基因，从而挖掘受表观修饰位点

H3K4me3调控的基因，一方面有利于丰富苹果抗旱的表观

遗传分子机理，另一方面还可为苹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43

小麦xCas9、SpCas9-NG、

ScCas9基因编辑体系的创建及

抗病相关基因的编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桑鹏 2018010282

潘默然

/2017010195

,康龙

/2018010221

,廖意晖

/2018013629

王晓杰 教授 0901

在CRISPR系统的基因编辑中，特异识别的PAM约束Cas蛋白

的靶向范围，特别是在碱基编辑器中。Cas蛋白的互作需要

一个功能良好的PAM，以便在前间区序列的编辑窗口定位核

苷酸脱氨的靶点。本项目研究CRISPR/SpCas9变体(xCas9

和SpCas9-NG)和CRISPR/ScCas9的PAM特异性在小麦基因

体系的差异，及PAM偏好性在小麦和其他物种的差异。筛选

相容性较广PAM的基因编辑体系，实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44

黄土塬区农业区地下水特征及

氮污染源解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鹏羽 2018011834

李哲

/2018011827

,于泳

/2019011675

,郭润丰

/2019011793

,梁凯霖

/2019011776

李志 教授 0825

本实验以黄土塬区为研究区域，拟通过采样，测量地下水

硝态氮等各项指标，进而分析当地地下水水质、氮污染主

要来源和不同污染来源的贡献比例。该研究可为黄土高原

塬区地下水氮污染进行评估，并提出相适宜的减防措施，

为该地区氮素污染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45

角蛋白酶基因amy1099在毕赤

酵母中的表达与鉴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毅 2018015199

陈昊昱

/2018015207
贾良辉 副教授 0830

本实验室在前期科研工作中，从缬草根际分离到一株菌

BJA-103，确定为Amycolatopsis 属的一个菌株。BJA-

103全基因组的测序已经完成, 在103基因组中找到其编码

基因amy0199, 其核苷酸和氨基酸水平上同源性都很低，

是一个新颖的角蛋白酶，有较好理论以及应用研究价值。 

本项目主要围绕几方面开展放线菌BJA-103角蛋白酶基因

0199的克隆以及利用毕赤酵母表达系统进行酶的异源表达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46

高海拔天然草地主要牧草营养

成分全年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蓝天 2019015086

徐静雅

/2019015075

,张梦阳

/2019015080

,王译彬

/2019015082

王小龙 教授 0903

本项目主要研究高海拔天然草地主要牧草营养成分的全年

变化，通过测定不同季节、地区天然牧草中营养成分，对

其养分进行分析，得出西藏天然牧草各动态数据。此项目

所得成果可用于西藏牧区畜牧业的合理规划等。 本项目创

新点在于对牧场的大规模、长时间研究，此前有对天然牧

草营养成分的研究，但尚未对草场的整体变化进行详细分

析。 本试验预期目标：学术论文一篇；拟为藏区牧区家畜

放牧的时间选择、牧区草地的开发与保护提供理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47

牛卵泡液大细胞外囊泡对颗粒

细胞增殖凋亡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秦辰 2018011067

杨潇

/2017011065

,凌子淅

/2018011040

,李灿

/2017011018

权富生 教授 0904

细胞外囊泡EVs是由细胞释放到细胞外基质的膜性小囊泡，

参与细胞通讯、细胞迁移、血管新生和肿瘤细胞生长等过

程，广泛地存在于各种体液和细胞上清中，并携带一些重

要信号分子。EVs在卵泡液微环境中被大量观察到，不仅参

加卵泡的发生发展过程，也与多种卵巢疾病相关。研究牛

卵泡液lEVs对颗粒细胞增殖凋亡的影响，可以丰富牛卵泡

液颗粒细胞相关的机制研究，还可以丰富卵母细胞发育生

长场所的研究探索，进而有利于胚胎发育相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48

西安大唐芙蓉园游客景观满意

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慧雯 2018011441

李涵浡

/2018011589

,鲁文玉

/2018011439

,李佳璇

/2018011612

,刘梦祺

/2018011591

冯静,

刘瑶

副教

授,副

教授

1305

本项目大唐芙蓉园为研究目标，主要研究游客能否感受到

景区内各主题文化区所要展现的主题和景观风貌，是否拥

有良好的游览观感体验，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调研、建立

AHP模型、问卷调查和数据计算，得出不同文化区游客的景

观满意度，根据调查结果分析研究景观满意度影响因素，

总结讨论并提出合理性建议。本项目可为主题公园景观满

意度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为新兴主题公园的设计和改造提

供宝贵经验，对大唐芙蓉园的提升优化有参考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49

靶向FtsZ蛋白的吲哚类新型   

 杀菌剂的设计、合成与活性

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成昊天 2018014196

张午阳

/2017014240

,李秋磊

/2017014239

,王利利

/2017014285

,万磊

/2017014265

李定 副教授 0703

耐药细菌性感染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性公共健康问题，

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开发靶 向于新颖

细菌重要蛋白的抗菌药物是解决细菌耐药性问题的重要方

向之一。丝状温度敏感蛋白（FtsZ）是具有 多种优良潜

质的抗菌药物全新靶点。在前期工作中，基于受体结构的

多层次高通量虚拟筛选和活性测试，获得 了吲哚类FtsZ

杀菌先导抑制剂，对其进行分子模拟研究，设计并合成了

若干衍生物，其构效关系分析表明，活 性结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50

低水分颗粒状混合食品射频加

热均匀性及改善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东池 2018012797

罗岩青

/2018012820

,刘靖童

/2019012538

,刘宁

/2018012855

,苏逢春

/2018012895

令博 副教授 0823

射频电磁场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但

直到本世纪初才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低水分

颗粒状食品的杀虫灭菌是研究的热点，有望实现工业化应

用。然而，低水分颗粒状混合食品因其各个组分的大小、

形状、含水量、化学组成均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传统单一

组分食品，射频加热特性更为复杂，射频加热的均匀性将

面临更大挑战。因此为了探明射频电磁场中低水分颗粒状

混合食品的温度分布，改善射频加热的均匀性，提高射频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51

疫情加速电商直播助农背景下

农产品的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汪肇蓉 2018014746

刘浩源

/2018014266

,吕沄灏

/2019015293

,郭姝麟

/2018014389

李政道 0201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我国农产品的流通和销售面临严峻

考验，政府、直播电商平台和社会力量共同发力电商直

播，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走出农产品滞销困境并取得显

著成果本项目以疫情加速电商直播助农为背景，以直播电

商平台用户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Logit回归模型从需求

侧实证分析农产品的消费影响因素，并根据研究结果向电

商直播助农相关方提出建议，对促进电商直播助农持续健

康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52
铅离子的上转换荧光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勇皓天 2019013970

张志远

/2019013969

,刘红雨

/2019013986

,王志刚

/2019013982

,李文博

/2019013981

王鹤,

张萍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0702

极其微小浓度的铅会对人体损害很大，而目前检测血液尿

液中铅离子的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原子吸收光谱

法，阳极溶出伏安法等，这些方法的特异性不强，溶液预

处理时间长。基于此，我们需要设计更便捷、快速、价格

低廉、灵敏度高的新型荧光共振能量生物传感器来检测铅

离子。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53

杨树PIP基因家族时空表达及

耐干旱胁迫关联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梦瑶 2018011135

孙悦

/2018011131

,董浩

/2019011043

,舒佩琪

/2018011138

,马继艳

/2018011228

张一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905

以5个杨树优良无性系（杂交子代优良无性系秦白杨1号、2

号和3号，及它们的杂交亲本I101、84K）为研究材料，设

置湿润对照、完全干旱、表层局部干旱3个水分处理，研究

杨树PIP家族基因的空间和时间表达丰度，明确杨树PIP家

族基因的干旱胁迫下的时空表达特征。 开展杨树PIPS时

空表达丰度与杨树不同无性系耐干旱胁迫性状的关联分

析，鉴定筛选出与耐干旱胁迫能力高度关联的PIP基因，为

开展杨树耐干旱胁迫的分子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54

黄土丘陵区撂荒草地土壤碳组

分对于模拟不同降雨梯度的响

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顾云琪 2018010112

辛萌

/2018010115

,亢润琦

/2018014356

任广鑫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基于野外长期控制实验，对黄土丘陵区撂荒草地人

工模拟增雨25%和减雨25%的不同降雨变化情景，并以自然

降雨的撂荒草地和农田为对照，通过测定土壤总有机碳含

量、颗粒有机碳含量、易氧化有机碳含量、微生物量碳含

量以及惰性有机碳含量，揭示撂荒草地在不同降雨改变情

境下碳组分的变化规律，筛选出影响降雨变化下土壤碳通

量改变的关键碳组分，阐明生态脆弱区恢复生态系统对未

来气候变化情境下的响应特征及反馈特性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55

低产猕猴桃果酒用酵母的筛选

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闻瑞 2018013642

董心如

/2019013506

,姚婷玉

/2019013507

秦义 副教授 0827

目前猕猴桃果酒存在杂醇高的主要问题。本项目主要目的

是降低猕猴桃果酒中的高级醇、筛选低产高级醇猕猴桃果

酒用酿酒酵母，并为其配套适宜的发酵工艺。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56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的组织机制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许梦远 2018015032

万雨晴

/2018014942

,黄思源

/2019014800

,庞翔云

/2018014975

,王妙璇

/2018014967

孙新华 副教授 0303

本项目是在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以及基于党的十九

大及相关政策意见，并在孙新华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项

目旨在探索并研究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组织

机制如何有效建立，总结相关经验并进行推广，为推动现

代农业的发展助力，为实现乡村振兴助力。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57

微塑料对植物和植物内生菌的

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宇飞 2019013890

任鹏

/2019013863

,焦计彤

/2019013686

,唐梓涵

/2019013710

,潘子润

/2019013691

李哲斐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通过探究微塑料对拟南芥及拟南芥可培养内生菌组

成结构的影响，从植物可培养内生菌结构变化角度解释微

塑料影响植物生长的原因。目前，微塑料污染对植物产生

危害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海生生物，而对陆生生物危害的

研究尤其是对植物内生菌影响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本项目着眼于陆生植物拟南芥和拟南芥可培养内生菌，研

究角度新颖，实验创新性强，有望为微塑料污染对陆生植

物危害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58

协同抑菌作用导向的融合细菌

素构建及其食品防腐效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冷京京 2018013637

蒋淼

/2018013601

,牟纪泽

/2018013415

,郭雨寒

/2018013414

伊扬磊 副教授 0827

化学防腐剂的使用受到限制。迫切需要开发安全的天然防

腐抑菌剂。细菌素作为最有前景抑菌剂，被广泛关注。面

包乳杆菌MN047是本实验室在前期工作中分离到的一株

菌，其产生的多个Ⅱ类细菌素有较好的抑菌效果，有希望

作为新型的食品防腐抑菌剂。本研究进一步探索它们与

Nisin的联合抑菌效果，构建新型细菌素。本研究一方面

能够拓宽Nisin的抑菌谱、提升Nisin的应用价值，另一方

面对深入研究面包乳杆菌MN047细菌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59

基于机器学习的水电机组智能

故障诊断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国秀 2018012521

邹乐瑶

/2018012516

,李沛轩

/2018012245

,朱虹熹

/2018012519

吴凤娇
讲师

(高校)
0806

近些年来，随着水电事业高速发展，高水头、大水电站逐

渐增多，如长江流域向家坝水电站的单机容量已达

800MW，如此巨大的发电机组对水电站系统的安全、稳定

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方法

已很难满足新形势下的水电机组运行分析需求。我们的项

目以提高水电机组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适应智能化、

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展为目的，将开展关于大数据背景下

水电机组在线状态监测和智能精确故障诊断的研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60

刺槐根际碳沉积对土壤微生物

功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黑凯凯 2018011749

杨翔宇

/2018011742
王国梁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714

面对全球 CO2 释放增加，引起根际沉积物对土壤微生物

结构和功能的影响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也有义务去为这

样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尽到我们的一份力量。分析不同降

雨的环境条件，测定刺槐根系的根长和表面积，刺槐根际 

分泌物的数量和含量等实验指标，得出结论。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61X

基于Delta机械臂的猕猴桃智

能采摘车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陈志军 2019050912

董子扬

/2019055648

,常瑞

/2019055618

,马驰

/2018050951

,朱悦

/2018055583

石复习 副教授 0823

本项目针对人工采摘猕猴桃效率低下，生产效益低的问

题，设计了一种猕猴桃采摘机器车辆。产品利用pixy相机

识别猕猴桃果实位置，为采摘做准备工作，使用Delta机

械臂作为采摘部件完成猕猴桃的采摘，车体采用pixhack

飞控作为核心硬件实现定位和自动导航。该产品实现了远

程操作，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猕猴桃采摘产业自动化、

智能化。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62

基于深度学习的卡通图片自动

生成方法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敏 2017013792

黄崇儒

/2017013504

,叶美辰

/2019012890

,史颖涵

/2018013120

,刘兴隆

/2018013043

王美丽 副教授 0809

使用卡通风格手绘重现现实世界的场景或人物是一个费时

费力的工作，而且需要很多专业的绘画技能，为了获得高

质量的画面，原画作者必须仔细绘制每个线条，并对目标

场景的每种颜色区域进行涂色，本项目将把深度学习技

术，如生成对抗网络等，应用到卡通图片的生成当中，将

搜集到的原始图片自动生成卡通风格的线条图，并进行着

色处理，以得到高质量的卡通图片，是目前计算机视觉领

域的热点问题，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市场实用性。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63

基于CRISPR/Cpf1系统的葡萄

基因编辑体系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帆 2019015081

冯俊佳

/2019015076

,唐成龙

/2019015089

,王鹏

/2019015088

,牛致远

/2019015085

许腾飞
讲师

(高校)
0710

该项目以CRISPR/Cpf1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探讨该系统

对葡萄VvPDS的编辑效应，有助于了解基因编辑的体系在

葡萄上的有效应用，建立CRISPR/Cpf1基因编辑体系，为

实现高效编辑葡萄基因奠定基础。该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陕西省重点项目的一部分。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64

新型含氟吡唑酰胺类衍生物的

设计合成及抑真菌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旭腾 2018010360

邓沈娜

/2018010377

,林国泰

/2018010368

,孙国栋

/2018010335

徐功 教授 0813

传统SDH抑真菌剂已经使真菌产生了严重的耐药性。 本课

题基于徐功教授对“含氟吡唑酰胺类衍生物的抗菌活性”

研究的基础，尝试通过骨架跃迁将酰胺基团从吡唑的第4位

转移至第5位，并翻转酰胺建，期许合成多种含氟吡唑酰胺

类衍生物。通过“菌丝生长速率法”测试目标化合物的体

外抑菌活性，并对试验结果加以分析，依据抑菌活性阐明

其构效关系。最后综合化合物的活性，选择性，毒性及抗

菌谱筛选出1-3个具有良好抑菌活性的目标化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65

基于东北黑土区坡耕地高、低

分辨率DEM的坡度转换模型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子怡 2018011905

郭一铭

/2018011906

,赵婷

/2017011151

,李辉蔷

/2018011892

付金

霞,张

加琼

副教

授,副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705

作为我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东北黑土区坡耕地存在

严重的土壤侵蚀问题。高分辨率坡度数据是精准研究坡耕

地土壤侵蚀问题的关键。利用无人机可以获取高分辨率坡

度数据，但存在着成本高、技术难度大、采集区域小等问

题。为克服上述无人机技术局限，本项目利用无人机高分

辨率DEM和30m分辨率DEM提取的坡度，按照不同的坡度分

级建立转换模型，这将对坡耕地水土流失情况的精准研究

以及其他领域基于坡度的相关研究等有十分重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66

谷氨酸棒状杆菌芳香族化合物

耐受基因的筛选与验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晨燕 2019015055

张旭罡

/2019015163

,任倩雯

/2019015159

,刘轩

/2019015160

,李崇森

/2019015169

谷华玮
讲师

(高校)
0830

本项目将在实验室前期转录组数据中筛选若干候选差异表

达关键基因，构建相应的突变菌株，通过分析不同菌株在

香草醛、阿魏酸和苯酚胁迫下的生长和存活率情况，确定

谷氨酸棒状杆菌与芳香族化合物耐受性相关的优选基因；

进一步构建优 选基因过表达菌株，分析该基因工程菌对芳

香族化合物的耐受性和氨基酸产量，并研究其在以木质纤

维素酸水解液为底物进行发酵时是否具有更好的发酵性能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67

bta-miR-375在牛精原干细胞

增殖凋亡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亚轩 2018010734

吴彬彬

/2018010851

,侯方华

/2018010698

,张依迪

/2018010658

党瑞华 副教授 0903

精子发生是产生高质量精子的过程，受到包括miRNA在内

的众多基因及非编码RNA调控。在确定了秦川牛睾丸发育不

同阶段miRNA的表达谱后，发现bta-miR-375表达量在性

成熟前后的睾丸组织中具有显著差异。本实验通过检测

bta-miR-375在牛精原干细胞增殖凋亡过程中的作用，以

及预测、筛选和验证bta-miR-375与雄性生殖相关的靶基

因并分析其调控机制，希望为在畜牧生产中获得品质优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68

转录因子IRF8在PRRSV感染过

程中的功能鉴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季星威 2017010958

荆扬

/2016010960

,王永飞

/2017010957

肖书奇 教授 0904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PRRS）是一种由猪繁殖与呼吸

综合征病毒（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PRRSV）引起的以母猪繁殖障碍和各年

龄段特别是仔猪呼吸道症状为主要特征的猪重要病毒性传

染病。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猪肺泡巨噬细胞（PAMs）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69

欧洲报春花瓣介质pH调控基因

PvPH4的克隆与功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天泽 2018011444

余轩润

/2018011235

,温静怡

/2018011432

,张怡文

/2018011421

,李东旭

/2018011418

史倩倩 副教授 0710

本研究拟以蓝色欧洲报春为研究材料，首先通过RNA提取、

3’RACE以及同源序列的比对等进行PvPH4基因生物信息学

分析；然后构建该基因的过表达载体，通过侵染和共培养

、脱菌培养和选择培养进行农杆菌转化欧洲报春；最后通

过表型观察、花色苷含量测定以及基因表达量测定探讨

PvPH4基因对欧洲报春花色合成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不

仅为欧洲报春花新品种的培育提供理论支持，还为今后研

究报春花色呈色机理奠定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70

生物活性指导下的姜黄中抗肿

瘤化学成分的分离及其抗肿瘤

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鲁的妮 2018014247

张晨昕

/2017014197

,虞东山

/2018014201

,侯洋

/2018014210

杨志
讲师

(高校)
0703

天然产物复杂多样的化学结构以及类药性的特点，决定了

其在参与生命生理过程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赋予了天

然产物在新药研发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本项目拟借助逆流

色谱对姜黄中的化学成分进行系统地分离纯化，通过细胞

毒性评价指导分离过程，对姜黄中的抗肿瘤成分进行系统

地分离和鉴定，从中筛选具有显著抗肿瘤效果的化学成

分，并借助一系列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手段对其抗肿

瘤机制进行初步地探索。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71

射频电磁场辅助冻结的食品冷

冻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昕雨 2018012822

黄菲菲

/2018012850

,逄雨鑫

/2018012816

,王佳璇

/2018012696

,赵雄哲

/2018012872

令博 副教授 0802

针对传统食品冷冻过程形成冰晶体积较大，细胞易破损，

解冻后产品品质差的问题，本研究基于电磁场辅助冻结能

够形成细小且均匀的冰晶颗粒这一特性对食品品质保持有

显著效果，设计一种适用于射频电磁波辅助冻结的食品冷

冻箱。本设计工作共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射频波辅助冻结

的工作原理认识与探究；二是在满足射频电磁场辅助冻结

的前提下，设计一种合适于射频电磁场中的冷冻装置；三

是设计制造出实物装置并通过试验优化改进其性能。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72

信贷支持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影响研究—以陕西省紫阳县绿

色茶园地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琳 2018014459

刘茜

/2014051637

,雷发丹

/2019011673

,唐艳

/2019011137

,王嘉珊

/2018014456

薛彩霞 副教授 0201

本项目研究以陕西省紫阳县的绿色茶叶种植为例，对信贷

推动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进一步提高认识，在分析信贷为农

户提供资金支持，支持农业绿色发展必要性的基础上,探究

信贷资金支持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产生的影响与农户在信

贷过程中解决的主要问题,并据此提出政府在推进信贷对绿

色农业的政策支持方面的对策建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73
量子传感器的理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浪 2019013992

杜蒙恩

/2019013999

,王伟

/2019013996

,郑智勇

/2019013993

王一平
讲师

(高校)
0702

主要通过构建新型腔光力学系统，调控腔光力系统的腔场

与机械镜的相互作用，即光子与声子的相互作用，对磁场

、温度、质量的物理量进行高精度量子传感的理论研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74

分室培养探究AM菌根共生系统

钾分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翔 2018011205

辜元

/2018011203

,余轩润

/2018011235

,吴云轩

/2018011204

张好强 副教授 0905

AM共生系统与植物的抗逆性的提高有很大的联系，但是其

中的机理并不清楚，尤其是养分传输方面，N,P在菌丝中的

传递，前人已经有很多研究，但是钾元素最为三大肥力元

素之一还没有研究透彻，本研究以双室培养的方法研究钾

在植物和菌丝之间的传递，以期望能为这一领域最初微不

足道的贡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75

陕西关中种植业绿色发展调查

与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察心雨 2018010206

李伶

/2018010193

,张新语

/2018010197

冯永忠 教授 0823

定量评价是实现科学管理的基础，为此依据国家对农业绿

色发展的具体要求及其概念内涵与外延，我们尝试构建更

具有横向和纵向可比性的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对陕西省关

中种植区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初步评价，以期为推进

陕西农业绿色转型提供决策支撑。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76

乡村治理中人民调解制度运作

困境研究——以X乡镇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吴佳颖 2018014904

王思

/2018014974

,林诗婷

/2018014534

,徐宛萍

/2018015070

,陈昭洁

/2018015052

刘冬梅 副教授 0303

人民调解作为长期的实践积累发展而来的一项中国特色非

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乡村治理中有重要地位。面对民间

纠纷类型的多元化发展状况，人民调解工作在农村面临诸

多现实困境。本项目以某乡镇实例为样本，通过研究人民

调解制度在乡村实施的具体路径以及运行困境，尝试归纳

出乡村纠纷解决模式的问题和原因，为丰富乡村治理理论

提供一定经验和价值，更好地发挥人民调解制度在维护社

会稳定、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77

人工微生物菌群发酵酒糟产单

细胞蛋白的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鲁辰雨 2018014096

张蒙柯

/2018014092

,吕晨静

/2018014098

方浩 副教授 0710

酒糟是米、麦、高粱等酿酒后剩余的残渣，具有一定的营

养价值。 我们通过实验，理解酒糟中里氏木霉和酿酒酵母

的混合发酵原理，测定不同营养条件下酒糟发酵后的蛋白

质含量，寻找可使酒糟发酵后有较高的蛋白质含量的发酵

条件，增加其饲料化的利用，这不但能降低酿酒企业的生

产成本，还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对缓解国内蛋白饲料短

缺的局面也有重要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78

新型洁净蛋白质资源的研发和

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曦 2018013547

王媛

/2018013542

,付羽譞

/2019015251

,段博文

/2018013524

冯宪超 教授 0827

本项目旨在利用昆虫蛋白性能以及其所具有的营养物质，

研究昆虫蛋白质粉的工艺，制取感官品质均较好的昆虫蛋

白粉，并对蛋白粉的营养成分及功能性质进行检测。并将

所制昆虫蛋白粉加入奶昔中，进行蛋白质加入奶昔后的性

质研究，并通过调整昆虫蛋白奶昔的配比，制备营养价值

丰富，品质良好，受大众喜爱，高蛋白低脂低糖的蛋白质

奶昔，丰富市场现有昆虫蛋白食品类型，为食用昆虫产品

的研发提供方向。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79

配合比参数对自密实混凝土收

缩特性影响的试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车方驰 2018012316

焦润豪

/2018014009

,刘宏达

/2018012355

,王泽伟

/2018012315

娄宗科 教授 0810

研究在不同配合比参数对自密实混凝土条件下, 针对不同

配合比对自密实混凝土的收缩特性进行研究。 主要内容：

1、建立塑性收缩值与塑性开裂面积的相关性模型 2、 建

立基于配合比参数的自密实混凝土收缩特性模型 拟解决的

关键问题： 1）配合比参数对自密实混凝土工作性和收缩

特性的影响规律。 2）建立基于配合比参数的自密实混凝

土收缩模型。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80

拉萨不同砾石垂直分布坡面水

蚀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秀云 2018012093

李奕洁

/2018012090

,吕雨洁

/2018012095

焦菊英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714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的综合影响下，青藏高原土地

退化严重，水土流失加剧。该地区的坡面土壤中存在大量

砾石，砾石的存在会改变坡面产沙产流过程，导致坡面侵

蚀动力驱动机制发生了变化。为此，本研究通过室内模拟

降雨，探讨砾石覆盖、嵌入和没入土壤3种砾石在土层中的

垂直分布对坡面侵蚀的影响，以期解释拉萨地区砾石坡面

的侵蚀机制及其内在侵蚀规律，深化坡面水蚀机理，为该

地区的土壤侵蚀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81X
花草星球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王伯元 2017014348

赵祎

/2019014444

,欧晓慧

/2017014344

,朱天奇

/2017010473

,田歆宁

/2017014686

薛彩

霞,娄

倩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0201

花草星球是社交科普式综合信息化花卉服务平台，以“销

售服务一体化”为宗旨，以为花草爱好者提供交流服务平

台为主要目的，帮助花草爱好者解决在花卉养护过程中可

能会出现的问题。团队打造以服务娱乐带动消费的多元化

花卉销售平台，满足花草爱好者购置花卉与其售后产品的

一系列需求，提供“销售花卉——种植花卉——治疗花卉

——花卉回收”一条龙服务。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82

基于深度学习的无人机可见光

遥感影像地膜识别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志新 2018012986

李龙飞

/2018013027

,张博

/2019013018

,何宜家

/2018013032

宁纪

锋,霍

迎秋

教授,

高级实

验师

0809

本项目以无人机影像地膜农田识别为中心，通过研究无人

机影像地膜鉴别方法，分析光谱及空间模式的实验数据，

比较多种方法的性能，搭建一个端到端的深度语义分割模

型。为无人机遥感影像地膜农田识别任务提供一个较优的

方法参考。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83

桃ZFPs基因家族成员鉴定及其

在果实成熟软化中的表达特性

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暴茹 2018010432

黄雨晴

/2018010436

,孙运霞

/2018010472

赵彩平 教授 0710

桃ZFPs基因家族成员鉴定及其在果实成熟软化中的表达特

性分析是分子类的科技创新实验项目。本项目从桃基因库

中查找所有锌指蛋白基因，通过分析所有基因的系统进化

关系，构建系统进化树，研究桃锌指蛋白基因家族成员生

物信息学和表达特性, 旨在了解ZFPs在桃果实发育与成熟

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84

天仙子中生物碱的分离鉴定与

抑菌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华光 2018010339

赵丹

/2018010380

,张雯

/2018010383

,黄袁

/2018010362

田向荣 副教授 0813

病原菌造成的植物病害一直是农业种植方面的一大问题，

以苦参碱为代表的生物碱在杀虫和抑菌农用活性方面表现

出了良好的效果。基于此，本项目拟对天仙子中富含的生

物碱类化学成分进行提取、分离与结构鉴定，探究其抑菌

活性，为植物源杀菌剂的开发提供先导化合物。研究结果

将为天仙子开发为新型环境友好型植物源杀菌提供物质基

础，具有潜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85

有机覆盖及灌水量对煤矸石山

柠条幼林地水盐运移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付世琳 2018011786

刘青竹

/2018011783

,陈圆佳

/2018011790

,郭雯娴

/2018011787

,周子榆

/2018011785

王进鑫 教授 0824

通过在宁夏干旱区煤矸石山柠条幼林地进行的以有机覆盖

厚度和灌水量两个变量因子完全随机组合的野外实验，对

比分析不同时期及土层土壤的水分及盐分动态变化和水盐

运移情况。综合分析实验所得数据，多重比较、相关分

析，筛选出适合西北干旱区煤矸石山植被恢复的最优有机

覆盖厚度和灌水模式，以期为西北干旱区煤矸石山植被恢

复及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86

马铃薯MKKd调控植物免疫机理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源 2019015026

杨子然

/2019015018

,赵雨薇

/2019015028

杜羽 副教授 0710

本研究是建立在实验室前期利用病毒诱导的基因沉默技术

(Virus induced gene silencing ,VIGS)结合离体叶片

接种致病疫霉的方法，筛选出具有抗病功能的候选基因

NbMKKd，并通过克隆马铃薯的同源基因StMKKd，通过瞬时

表达确定StMKKd激活植物免疫反应的基础上，通过筛选

StMKKd互作蛋白和解析影响MKKd诱导坏死的基因以解析其

免疫调控机制，对获得马铃薯广谱抗病基因资源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87

基于CRISPR/Cas12a的绵羊早

期妊娠诊断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媛 2017010724

谢浦航

/2017010741

,岳闫蕊

/2017010723

,陈雪临

/2017010658

陈玉林 教授 0903

关于绵羊的妊娠诊断已经研究了几十年，诊断方法也较

多，如超声波法、腹腔内窥镜法、孕酮法以及公羊试情法

等。鉴于成本、设备、养殖人员素质等因素的限制，超声

波法等妊娠诊断方法未获得普遍推广，目前多数养殖场所

采用的方法仍为公羊试情法，费时费力，准确度低，诊断

时间长，影响生产效率。本项目基于妊娠期母羊外周血中

存在胎儿cfDNA的理论支撑，结合RPA恒温扩增、

CRISPR/Cas12a核酸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88

AANAT和ASMT在妊娠期母猪黄

体组织的分布和表达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彩霞 2016010894

杨淼鑫

/2016010896

,陈鑫

/2016010911

,王磊

/2016010910

张文龙 副教授 0904

本项目拟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放射免疫测定法、细胞

培养结合分子生物学技术探索AANAT和ASMT在妊娠期母猪

黄体组织的分布和表达，研究妊娠期母猪黄体组织具有合

成褪黑素的能力，为褪黑素在卵巢水平调节妊娠期母猪生

殖活动提供依据，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89

陕北民间剪纸抓髻娃娃民俗文

化意蕴及其数字化传播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侯小慧 2018011530

梁泽昊

/2017011865

,孙颖

/2019014227

,李佳楠

/2019011352

,苏江

/2018014283

孙静,

李志国

副教

授,副

教授

1305

本项目以陕北民俗活动的重要文化符号抓髻娃娃剪纸为研

究对象从传承和推广两方面进行实践研究。 抓髻娃娃的传

承包括小组成员去当地调研，向剪纸手艺人学习，通过学

习整理设计出与潮流元素相结合的文创产品 抓髻娃娃的推

广采用“互联网＋非遗”的理念，挖掘抓髻娃娃的历史文

化内涵、梳理其文化特性，开发出与其内涵及特性相适应

的文创产品，开通了微博、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等线上应

用，以及抖音快手等线上直播平台进行展示推广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90

不对称还原胺化/动力学拆分

合成双手性胺类化合物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邢馨月 2018011901

王兆祥

/2018014221

,龙大川

/2018014231

,高娜娜

/2018014310

,李宗泽

/2018014226

常明欣 教授 0703

本课题进行不对称还原胺化反应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为

将消旋的α -取代羰基底物进行不对称还原胺化/动态动力

学拆分以合成双手性胺类化合物。通过动态动力学拆分，

利用手性催化剂催化羰基化合物与过渡金属氢化物的不对

称还原性胺化反应，构建具有两个连续的立体中心的胺类

化合物。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91

基于密度特性的苹果霉心病无

损检测研究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新阳 2018012558

戴建龙

/2018012571

,陈柯铭

/2018012788

,赵遵龙

/2018012787

张佐经
讲师

(高校)
0807

本项目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苹果密度为切入点，首先，

进一步探究密度和霉心病之间的关系；然后，以近红外光

谱技术作为检测手段，利用偏最小二乘法建立光谱-密度回

归模型，达到用近红外光谱预测密度的目的，再利用支持

向量机算法建立密度-霉心病判别模型，达到用密度判别霉

心病的目的，后将二者有机结合形成最终的光谱-密度-霉

心病综合判别模型；最后，从软件设计和硬件设计两方面

入手完成基于上述模型的霉心病无损检测设备的搭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92

新冠疫情视角下农户风险感知

对其生产消费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秋宇 2018013550

宋婵媛

/2018013581

,高曼曼

/2019015278

,张文英

/2017014678

,石佳

/2018014744

孔荣 教授 1203

农户的风险感知是影响其生产、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本

项目利用新冠疫情冲击作为准自然实验，调研农户风险感

知状况，考察自媒体使用对农户新冠疫情风险感知的影

响，以及新冠疫情风险感知对其生产（农资储存，借贷意

愿）、消费（耐用品消费）行为的影响。该研究能够准确

了解农民对于疫情的风险感知，以及对他们生产、消费的

影响，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对于政府制定旨在提升农村

农业适应能力政策，提高农户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的理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93

基于ZEMAX的大视场成像镜头

的设计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之林 2019013977

杨新悦

/2019013957

,刘洋瑜

/2019013975

,王晓晨

/2019013963

王元元
讲师

(高校)
0803

基于ZEMAX设计--种新型仿生复眼成像系统，通过引入中

继转像系统，将将曲面微透镜阵列所成的曲面像信息转化

为平面，便于图像传感器接收，实现曲面仿生复眼成像系

统的大视场成像。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94

色季拉山林线区急尖长苞冷杉

菌根真菌多样性及生态适应机

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妍 2018011190

马明亮

/2018011114

,李盈瑶

/2018011229

,杨珍

/2018011195

,王婕妤

/2018011192

陈书军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905

菌根真菌和酶活性是维持林线区域林分稳定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拟以色季拉山林线区阴坡主要优势建群树种急尖长

苞冷杉为研究对象，结合生态调查、土壤理化分析、分子

生物技术，利用数量生态学方法分析林线区不同海拔、不

同小生境下菌根真菌群落和土壤酶活性的变化规律。揭示

菌根真菌群落和酶活性对维持林分结构稳定重要作用及其

与菌根之间的共生机理，阐释急尖长苞冷杉生态适应性机

制，为维护林线区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95

淀粉粒度分布对小麦面粉理化

特性及面团加工特性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一悦 2018010140

潘依琳

/2018010143

,包顺君

/2018010190

高欣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以三份不同品质的小麦品种（系）（济麦44、百农

207、P13）为材料，以添加不同比例B型淀粉为手段调节

淀粉粒度分布，分析复配粉中淀粉粒度分布的差异，及其

对面粉流变学特性、热特性、粘度等方面的影响，明确不

同淀粉粒度分布对小麦面粉理化特性及面团加工特性的影

响，阐明淀粉粒度分布对小麦面粉品质影响的规律，为定

向培育优质小麦品种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96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治安

防控问题研究——以陕西省合

阳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吕慧 2018014976

苏晓越

/2017010829

,黄诗佳

/2019014663

,王嘉璐

/2018015116

,王莹莹

/2017015065

董红 教授 0301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指出，建设平安乡

村，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健全农村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该项目基于系统论、社会控制论、信息

论，运用定量研究法，研究陕西省合阳县治安防控工作中

的问题，设计出适用于农村地区的农村治安防控的指标测

量，由此提出对于农村治安防控工作的改进路径与推广。

我们从农村治安防控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农村治安防控

中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农村治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97

广义李属（蔷薇科）的分子系

统学及花蜜腺和花外腺体的发

育和演化规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昕玥 2018013873

张芳

/2018013875

,李心怡

/2019013837

赵亮 副教授 0710

广义李属（蔷薇科）植物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观赏价

值，但该属的属下关系一直没有定论，花蜜腺和花外腺的

发育和演化规律仍悬而未决。本项目拟在加大取样密度的

基础上，利用多个核基因序列重建李属系统发育树；运用

扫描电子显微镜技术观察不同亚属花蜜腺和花外腺体发生

和发育的全过程；最后基于系统发育框架推测各个亚属腺

体的演化规律。本研究不仅为李属分类和种质资源的研究

、保护提供重要依据，也为其他类群腺体的演化提供参考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98

以壳聚糖为凝固剂的抹茶豆腐

制备工艺及品质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龚沪萱 2017013341

郎霖霏

/2018013363

,牛睿淼

/2019013246

,马潇

/2019013131

肖春霞 副教授 0827

本项目拟制得色泽鲜绿，组织均匀，断面整齐，口感爽滑

柔嫩，有明显的茶香，货架期长的抹茶豆腐，并研究所制

得抹茶豆腐的营养价值、品质特点及凝固过程中的流变特

性，为抹茶与豆腐相关新产品的开发提供思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499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的熵权-

物元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评价

模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佳华 2017012212

王茂东

/2018011979

,赵乾佐

/2018011997

,包荣轩

/2018011984

张鑫 教授 0811

该项目通过研究影响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因素，建立评

价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程度的评价体系。评价指标建立

后，通过建立物元模型，利用熵权法确定各项指标所占权

重，确定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程度等级。以陕西省为例，

调研各地的相关指标，进行统计和数据处理，最后根据评

判结果给出相应的结论以及建议。主要创新点在于构建综

合考虑水资源的节约和集约两大方面的评价体系和基于熵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00

基于多情景气候模式的典型流

域极端暴雨预测与评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鸿婷 2018014114

舒展

/2018011983

,武文婧

/2018014115

韩剑桥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11

在全球暖化背景下，极端降雨天气频发，导致洪涝、泥石

流等重大气象灾害，给人身安全、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带

来极大负面影响。在我国，暴雨洪水灾害是未来长期面临

的风险，制约着我国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本项目将

通过对IPCC提出的多种气候模式的筛选，提出未来可能面

临的暴雨情景；通过水文-水动力耦合模型对典型流域进行

暴雨模拟，预测暴雨洪水过程，评估流域对暴雨的适应能

力,以期为人类应对极端洪涝灾害提供支撑。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01X
“口语通”口语辅导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宋昱辰 2018015109

钟天昊

/2018013829

,杨雅淇

/2019014996

孟芸
讲师

(高校)
0301

项目针对大学生口语薄弱的县长，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展开全方位的英语定制式学习，以社团+网络平

台的模式，通过学生兴趣度最高的四六级与雅思免费段视

频课程作为切入点，塑造网红学神学霸，吸引流量。后期

通过职场英语短视频课程进行出售，作为核心赢利点。现

已开展初期运行，抖音平台累计粉丝超过20万人，内容点

赞数超过5000万。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02

基于稀疏深度图序列的大场景

三维扫描重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昊霖 2018012947

胡攀

/2018012946

,李响

/2018012991

杨龙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拟对场景级目标进行三维扫描重建，在稀疏序列融

合算法基础上，探索利用几何特征匹配来进行稀疏序列筛

选及融合的有效方法，为进一步实现三维目标的分析处理

奠定基础。主要研究内容：大场景扫描下几何特征匹配；

通过相机运动轨迹与目标几何特征分析构建稀疏深度图序

列支撑子集；大场景扫描的稀疏深度图序列融合。预期成

果：实现对场景级三维表面扫描重建，开发基于几何特征

匹配与稀疏深度图序列融合的大场景三维扫描重建软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03

过氧化氢信号途径在精胺调控

番茄盐碱耐受性中的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定康 2018010551

金江松

/2018010550

,刘溢松

/2019010532

,鲁鹏飞

/2019010535

,刘鸣皋

/2019010526

胡晓辉 教授 0710

【过氧化氢信号途径在精胺调控番茄盐碱耐受性中的作用

研究】是关于植物逆境领域的一个项目，该项目成员由1名

指导老师，2名在18及本科生和3名19级本科生组成，满足

了人员条件、试验条件和指标测量仪器条件，具有很高的

可行性，本试验将以AC番茄为试验材料，通过研究外源

spm对盐碱胁迫番茄幼苗抗氧化指标、RBOH1基因相对表达

量、NH1和NH2基因相对表达量以及过氧化氢含量的影响，

探究过氧化氢信号途径在Spm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04

荧光增白剂对梨小食心虫围食

膜的破坏作用及其对Bt毒素

Cry1 Ac的增效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学福 2018010252

吴凌岳

/2018010244

,洪自郑

/2018010247

,许玉洋

/2018010245

李怡萍 教授 0710

为了深入了解荧光增白剂对梨小食心虫的围食膜的破坏作

用以及其对Bt的增效作用，本实验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

物保护学院害虫综合防治研究室人工饲养多代的梨小食心

虫为研究对象，采用电镜、SDS电泳和生物测定技术，研究

荧光增白剂对梨哦这边小食心虫围食膜的破坏作用和对

Cry1 Ac的增效作用，旨在为开发对梨小食心虫绿色生物

防治的方法以及提高Bt的杀虫活性。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05

长期翻压豆科绿肥提升旱地麦

田土壤供氮能力的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滕卓然 2018011700

徐爽

/2017011252

,张爱京

/2018011689

高亚军 教授 0901

本项目拟通过布置田间绿肥原位15N标记试验，追踪豆科绿

肥地上部和地下部（含根际沉积）对后季冬小麦氮素养分

吸收利用的贡献，并分析麦田土壤氮库的动态变化，明确

绿肥氮素的分配、转移和利用规律，揭示长期翻压豆科绿

肥提升土壤氮素供应能力的作用机制。这一研究结果对提

高旱地养分资源利用率具有重大意义，为推动旱地绿肥作

物高效培肥地力和氮肥定量减施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06

HOXA3靶向HO-1并介导 IFN-

Ι 途径调控PRRSV复 制的机制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明杰 2018015257

王梦冉

/2017011050

,徐可心

/2018015235

肖书奇 教授 0904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是影响全球养猪业发展的重

要传染病之一，每年都在全球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猪繁

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是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的

病原体。本研究从宿主因子出发，意图阐明HOXA3-HO-1-

IRF3-IFN-I这一条新的调控PRRSV复制的通路，此项研究

将会拓展HOXA3在病毒领域的全新功能，针对该分子显著

的病毒调控功能，可为研发PRRSV分子疫苗和化学药物筛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07

两种不同饲养模式下略阳乌鸡

肠道微生物群落差异分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浩帅 2018010772

张勋怡

/2018010764

,毛熠轩

/2019010590

,李省

/2018010002

,雷佳

/2018010769

张建勤 副教授 0903

略阳乌鸡,体型较大，抗病性较强，肉质鲜美，并具有一定

的药用价值，深受消费者喜爱。 其养殖方式主要分为林下

散养和舍内笼养两种方式，本研究拟研究两种饲养方式下

略阳乌鸡肠道微生物的差异，为略阳乌鸡专用饲料的开发

以及科学饲养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对略阳乌鸡的优势资源

的深度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08
校园声景复愈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知整 2018011622

汤宣宇

/2018011588

,蒲宝婧

/2017011680

,刘佳雨

/2018011597

,贾祺淼

/2018011592

邱玲 副教授 1305

本项目以声景为主，对校园中各类声音指标进行测量、评

价与分析，并招募师生志愿者于实验室进行问卷测试和脑

电波测试，结合大学师生的景观偏好诉求，探究校园声景

复愈性作用，研究以缓解师生压力和疲劳为目的的康养景

观设计，旨在对构建适合于高校师生乃至周边居民的康养

景观提供新思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09

新型TRPC6抑制剂zinc3571的

结构修饰与细胞活性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德泰 2018014288

李森

/2018014238

,董典超

/2018014209

,姚雪梅

/2018014299

,高宇璇

/2018014280

曹蔚 教授 0703

TRPC6是阳离子通道中的一种，其蛋白的特异性激活会导

致肾小球硬化等重大疾病发生。本实验室前期发现了一种

化合物zinc3571对TRPC6蛋白有高效特异性抑制作用，但

其稳定性不佳，未能进入临床试验。在采用计算机辅助药

物设计对其构效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本课题组对其进行结

构修饰，筛选出6种稳定性显著提高的潜在新抑制剂。在此

基础上，设计了6种化合物合成路线，拟通过合成和体外细

胞活性评价，得到新型TRPC6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10

基于RealSense相机的猕猴桃

果实多分类检测和定位方法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秦云飞 2018012776

曹逸豪

/2018012800

,沈延

/2018012815

傅隆生 副教授 0802

本团队研究发现，目前存在的深度学习网络未考虑果实的

种植特点和生长特性，导致枝干和铁丝等遮挡的果实被过

度识别，这部分果实的采摘有可能损伤末端执行器，造成

巨大经济损伤。本研究将根据猕猴桃果实生长位置进行多

分类（无遮挡果实、被其它猕猴桃果实遮挡的果实、被果

树树枝遮挡的果实、以及被铁丝遮挡的果实）处理，在多

分类之后可以对果实进行路径规划，只对适合采摘的果实

进行采摘，就能很大程度上避免机械臂的损伤。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11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互联网接

入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

响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胡利琪 2018012823

张静

/2018010498

,尚佳贝

/2018015011

,张睿涵

/2018010539

李韬 副教授 0201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以及“地摊经济”掀起热潮，返乡

农民工的就业受到了极大影响。本项目将在这一背景下研

究返乡农民工如何实现从外出务工到自主在家借助互联网

进行创业的转型，借助probit模型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

探讨疫情以来互联网接入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及其微

观作用机制。并结合上述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在创业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灵活、简单的方式

帮扶返乡农民工，振兴乡村。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12

基于叶片光谱分析的植物种类

识别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熙博 2019013959

韩孜琦

/2019013958

张锐,

任文艺

讲师

(高

校),副

教授

0807

本项目以不同植物叶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测量不同

植物、相同植物不同季节、相同植物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

以及相同植物不同位置叶片的反射光谱。分析不同植物各

反射光谱特征及相同植物由于测量条件不同而引起的反射

光谱差异，建立适应性较强的特征反射光谱库。最后，建

立相应的反演模型，实现植物种类的自动识别。本项目的

顺利展开，将为解决植物种类的精细识别，实时监测植物

生长状态提供有效途径。为农田的植被调查、植被分类和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13

基于转录组学的氯氰菊酯对花

绒寄甲GSTs基因表达的影响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佳丽 2017011547

叶紫

/2017011548

,张云磊

/2017011410

,宋媛

/2017011554

唐光辉 教授 0905

为了解药剂对花绒寄甲的影响及花绒寄甲对药剂胁迫响应

机制，本研究选择天牛防治中常采用的氯氰菊酯药剂，利

用转录组学、实时荧光定量技术（RT-qPCR），研究在氯

氰菊酯处理下花绒寄甲的重要解毒酶系之一谷胱甘肽-S-转

移酶（GSTs）的基因表达水平变化。为揭示花绒寄甲对氯

氰菊酯药剂胁迫的响应机制，及化学农药使用对天敌生物

的影响，为更加合理有效的推广应用花绒寄甲防治蛀干害

虫天牛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14

基于F5群体的玉米籽粒性状

QTL定位及基因克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宏瑀 2018010059

张楚楚

/2018010147

,李心怡

/2019010132

,丰思云

/2018013849

,李佩泱

/2018014045

徐淑兔 副教授 0823

本项目以F5群体为材料，同步开展开放授粉和自交授粉果

穗籽粒大小的连锁分析，通过QTL区间内剩余杂合的家系自

交加快近等基因系的构建，快速缩小QTL有效区间。同时结

合课题组已有的自交系群体和420份F1组合的籽粒大小的

关联分析结果，与QTL定位开展共定位分析，从多角度综合

分析，锁定候选基因，开展候选基因关联分析并进行候选

基因功能关联分析，挖掘功能分子标记，进一步加深玉米

籽粒大小的遗传机制解析。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15

多维贫困视角下农村相对贫困

产生原因及政策扶持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韩乐晴 2018014874

刘佳欣

/2018014788

,左希娜

/2019014703

,高小茜

/2019014752

,丁大增

/2019014742

李玲玲 副教授 0303

当前，我国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更加凸显，并有着区别于绝

对贫困的诸多规律和特点，相关的扶持政策也应当进行改

进和优化提升。本项目致力于提升农村相对贫困扶持政策

的效能，将进一步厘清农村相对贫困产生的原因，通过问

卷调查进一步探清相对贫困扶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效能如

何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影响因素。据此，寻找针对性

的相对贫困扶持政策改进措施和政策建议，以助农村相对

贫困的扶贫中精准施策。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16

山黧豆SAT与CAS蛋白互作位点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申肖 2018013945

陈邑烜

/2018011084

,周圣岚

/2018013937

,王亚莉

/2018013943

徐全乐 副教授 0710

本研究基于SAT与CAS互作的前提下，进一步通过基因截短

及点突变改造基因，利用酵母双杂、Pull down、BiFC蛋

白互作技术验证SAT互作的功能区域及关键位点，为进一步

研究山黧豆SAT与CAS蛋白的互作机制、调控β -ODAP的合

成奠定生物学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17
苹果酵素泡腾片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惠莹 2018013290

王知微

/2018013292

,付佳敏

/2018013310

,刘改利

/2018013308

刘变芳 副教授 0827

本项目研制一款苹果酵素泡腾片，基于传统发酵工艺，利

用益生菌固态发酵将苹果皮中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其他

多酚类物质综合利用，在传统酵素形式上加以创新，固态

形式和泡腾片配方结合 口感顺滑、营养丰富、利于肠道吸

收、方便携带。其中的苹果酵素、木糖醇等物质具有保护

牙齿、皮肤美白、抗疲劳等功效。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18

西农路综合交通调查及路症分

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川琪 2017012408

袁一凡

/2017012414

,王吉鹏

/2017012401

,李耀猛

/2017012374

,马俊丞

/2017012396

姜守芳
讲师

(高校)
0810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车辆的保有量剧增且增长率呈逐年

上升的趋势。伴随车辆的增长，交通事故、拥堵等症结也

成日常态势，研究路线畅行就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缓解交

通压力；二是改善市容市貌；三是促进地区发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19

信号分子在豆科植物-根瘤菌

共生过程中对铁吸收的调控作

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玺鹂 2018013843

赵玉慧

/2018013881

,刘章会

/2018013910

,刘红帛

/2018013896

,王雨格

/2018013884

陈娟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710

大豆是我国主要的粮油兼用作物，土壤缺铁黄化轻者使大

豆品种减产，重者造成植物矮缩甚至绝收。因此，关于加

强大豆植株铁吸收和利用以及提高其对缺铁环境适应能力

的研究已迫在眉睫。硫化氢气体信号分子参与植物的生长

发育过程并对植物响应各种生物和非生物胁迫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此外，豆科植物侵染根瘤菌可以显著提高其对

逆境环境的适应能力。本项目研究硫化氢如何与根瘤菌共

同来调控大豆幼苗对铁缺乏环境的适应性。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20X

酒理-葡萄酒产业交汇学习平

台的建立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牛雨涵 2018013713

何宣毅

/2018013652

,卢泓达

/2018013649

,王可鑫

/2018013719

,蒙伟

/2018013798

宋育

阳,刘

延琳

副教

授,教

授

0827

酒理是一款以葡萄酒词典、线上品酒笔记、葡酒人特别推

文为主体板块，集葡萄酒行业信息与葡萄酒爱好者社交于

一体的优质葡萄酒学习交流平台。 酒理致力于改善葡萄酒

“高大上,难入门”的固有印象,通过一个全面优质的平

台，让普通消费者像对待啤酒白酒一样去了解葡萄酒,呈现

葡萄酒轻松愉悦的一面。通过平台品鉴学习葡萄酒,提高大

众对于葡萄酒的整体认知。让葡萄酒更多地走上中国人的

餐桌。满足大众日益增强的对于葡萄酒学习的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21

基于叶片特征的葡萄品种识别

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阳光 2018013020

王玉龙

/2018012949

,李金阳

/2018012964

,刘宁

/2018012963

陈欢,

张宏鸣

讲师

(高

校),教

授

0809

随着高新农业技术的发展，葡萄规模化种植发展迅速，生

产者们种植的葡萄品种越来越多，为了便于果农等用户查

找葡萄作物的详细信息，团队成员对基于叶片特征的葡萄

品种识别方法进行了研究，制作了一个可以通过葡萄叶片

特征识别出葡萄品种的软件，并通过微信小程序的方式发

布，生产者等可以使用微信小程序上传葡萄叶片的图片等

方式，通过对葡萄品种的识别，获取相关葡萄品种的详细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22

苹果RNA结合蛋白MhYTP2对氮

饥饿胁迫的调控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孟凡欣 2018010526

张一含

/2018010544

,郑舒月

/2019010432

,谢标

/2019010368

马锋旺 教授 0710

研究表明，RNA结合蛋白参与转录和转录后水平对基因的表

达调控，从而参与植物对外界环境胁迫响应过程，也能够

影响植物生长发育。最初发现的苹果YTP(包含YTH结构域

的RNA结合蛋白)基因和干旱相关。本试验将探究YTP2在氮

饥饿胁迫下的功能，初步阐明其在氮饥饿胁迫中的生物学

功能，解析其对氮饥饿胁迫的调控机理。YTP在植物上研究

较少，研究苹果YTP能够填补苹果中甚至植物中相关研究的

空缺，也为苹果抗氮饥饿和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23

TaDTG1基因遗传变异与小麦苗

期耐旱性的关联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德鹤 2018010278

赵小燕

/2017010301

,储子程

/2018010312

毛虎德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710

前期研究中，通过小麦苗期抗旱性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及

候选基因筛选鉴定获得了一个关键的小麦抗旱基因，将其

命名为TaDTG1（T. aestivum Drought Tolerance 

Gene 1）。本项目拟进一步分离鉴定TaDTG1基因的遗传变

异，通过与小麦苗期耐旱性的关联分析，鉴定该基因的功

能性变异位点及其优异等位基因型。本项目的实施将拓展

和深化对作物抗旱应答及其调控机理的认识，同时为小麦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24

小麦籽粒锌铁含量原位测定及

协同关系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闻哲 2018011674

王开

/2018011649

,周知宇

/2018011664

王朝

辉,石

美

教授,

讲师

(高校)

0901

本项的目标是研究一种能够在小麦籽粒切片上直接染色确

定各个部位锌、铁的含量的方法，制作该方法对应的软

件；进而直接快速地得到小麦籽粒不同部位的锌铁元素含

量，分析其协同分布关系，实现对小麦品种的初步筛选。

主要研究内容：不同品种籽粒整体锌铁含量差异与协同关

系、不同品种籽粒不同部位的锌铁含量分布与协同关系及

寻找籽粒整体锌铁含量高，且在胚乳等制粉部位锌铁含量

也高小麦品种，最终发表研究论文一篇。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25

甜荞与主粮作物蛋白理化特性

比较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领航 2017015203

田厚璐

/2017015206
高金锋 副教授 0901

荞麦蛋白作为一种高质量植物蛋白来源，其在食品、医药

、化工等行业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对荞麦蛋白质的

开发与研究，可极大的促进荞麦蛋白在各个行业的推广与

发展，也为荞麦作物主粮化发展奠定基础。本研究通过对

荞麦蛋白与主粮作物蛋白理化特性的分析比对，可以得出

荞麦蛋白相比于三种主粮作物的理化特性参数,为荞麦蛋白

的食品加工提供了基础支持，促进荞麦进入全民化食品行

业，实现全民营养均衡，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26

秦川牛Snail1调控脂肪发育作

用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森 2018010728

多杰顿珠

/2018010733

,张姗姗

/2019010654

,陈嘉玥

/2018010735

成功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0903

项目实施所依托团队长期以来围绕牛肉遗传改良特别是影

响肉牛重要经济性状的肌肉发育和脂肪沉积开展研究，积

累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实验方法。在前期研究工作

中已建立了成熟的牛前体脂肪细胞分离培养体系，Snail1

过表达腺病毒、干扰siRNA均已成功获得，为本项目的开

展奠定了研究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27

农业文化遗产地乡村文旅景观

设计 ——以石泉桑蚕系统池

河镇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小芹 2018011529

赵瑞艳

/2018011525

,孙雯婷

/2019010399

,安福临

/2019015294

,张晨宇

/2018011526

史承勇 副教授 0504

该项目以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石泉县蚕桑养殖系统的保

护和利用为目标，运用环境景观设计专业知识，对石泉县

池河镇现有的桑蚕养殖系统、农业景观、乡村文化旅游等

现状进行调研。在调研结果的基础上运用景观设计的手法

设计出“蚕桑—鸡鸭—桑田”的桑蚕立体养殖系统和以蚕

桑农业为主题的现代生态农业景观。此项目可推动石泉蚕

桑产业转型升级，丰富石泉池河镇生态旅游的文化内涵；

同时对传承桑蚕农业遗产文化和乡村振兴有重要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28

基于抗神经炎活性筛选的咪唑

苯乙酮肟炔丙醚的合成与构效

关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润泽 2018014251
汪志灵

/2018014253
汤江江 副教授 0703

神经性炎症与常见的神经性退行性疾病有密切的关系。抗

炎药物的研发尤其是可以抑制小胶质细胞、星型胶质细胞

过度激活的抗炎药物有可能成为治疗神经退行疾病的潜在

药物。基于此，实验室对化合物库的抗神经炎筛选发现4-

溴咪唑苯乙酮肟炔丙醚具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基础。我们期

望通过本实验合成与发现新型神经炎活性抑制剂，并阐明

咪唑苯乙酮肟炔丙醚A环的构效关系。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29
便携式桃幼果套袋机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欣 2018012942

荆旭东

/2018012844

,陈洪坤

/2019012704

,禅久毅

/2018012826

邱洪臣
讲师

(高校)
0802

我国的水果产业中优质果率低，桃子在生产过程中，容易

受到各种病菌和害虫的伤害。所以从日本引进果实套袋技

术，该技术病虫防治效果显著，可提高经济效益，降低农

药残留同时提高外观品质，提高生产效益。但是由于农村

劳动力的缺失，大部分农村地区以妇女，老人和儿童为主

体，难以胜任繁重复杂的农业生产。我们设计出一种便携

式果树套袋机来解决农村地区的桃农在面对桃的幼果套袋

过程中的效率差、耗时长、劳动力占比大的问题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30

物联网环境下苹果种植户连片

参保运作模式与认知意愿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亚楠 2018014430

高淅庭

/2019014508

,刘刚

/2019014531

,宋方旭

/2019014528

阮俊虎 教授 0201

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且灾害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区

域性，传统的农业保险采取“一刀切”的定价方式，导致

农民投保意愿不高。我们项目基于物联网背景下，对苹果

种植户连片参保运作模式与认知意愿的研究，探究一种农

户连片参保，保险公司连片承保的新模式，提高农户的投

保积极性，减少保险公司的工作量。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31

杨树受到盐、干旱胁迫后MYB

转录因子表达模式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娜 2018011136

徐少琪

/2018011099

,张向博

/2019011053

,罗烨

/2019011028

,张国玉

/2018011188

张春霞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905

杨树分布广、适应性强、生长速度快，是我国重要的造林

和用材树种，由于大多数杨树为非耐盐品种，研究杨树MYB

家族基因对开展获得抗旱、耐盐等杨树转基因新材料具有

重要意义。该项目研究当杨树受到盐胁迫时，利用生物信

息学分析杨树发生诱导表达的MYB转录因子，利用实时定量

PCR技术筛选出对盐胁迫具有强烈反应应答的基因，并研究

这些基因在盐、干旱胁迫下的表达模式，为进一步研究杨

树抗盐抗旱性提供一定科学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32

丛枝菌根真菌对干旱处理下小

麦根际养分及微生物多样性的

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玉杰 2018010194

张雪唤

/2018010105

,段雪杨

/2018010093

,王希正

/2018010161

任成杰 副教授 0901

本研究通过盆栽试验，在不同干旱条件下接种AMF，旨在通

过对小麦接种AMF来研究不同干旱处理下根际土壤养分差异

及微生物群落特征。该项目的实施一方面为提高旱地农业

田间生产力和土壤可持续发展探索新的农艺措施；另一方

面填补AMF与小麦共生对小麦生产影响的空白，为AMF的应

用提供科学依据，也为今后精准化与可持续化农业提供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33

阶层视角下新冠疫情防控对农

村社会距离的影响研究——基

于关中地区农村的考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光权 2018014960

李济帆

/2017014911

,罗思琪

/2019014662

,罗睿

/2018014952

,王雨辰

/2018014934

孙新华 副教授 0303
阶层视角下新冠疫情防控对农村社会距离的影响研究——

基于关中地区农村的考察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34

BjMYB2与BjMYB1介导几丁质

酶基因表达的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叶慧康 2018014086

姚靖宇

/2017013944

,闫昕宇

/2019013845

,张子轩

/2018014107

谢长根 副教授 0710

MYB亚家族蛋白因子BjMYB1和BjMYB2均可通过结合BjC-P

启动子中的Wbl-4元素激活BjCHI1的表达，从而参与宿主

对抗真菌侵袭的防御。本实验拟探究BjMYB2激活BjCHI1几

丁质酶表达的具体调控机制，比较BjMYB1与BjMYB2激活

BjCHI1几丁质酶表达调控机制的差异性与冗余性，确定

BjMYB1与BjMYB2协同介导BjCHI1几丁质酶基因表达的机

制，并进一步探究BjMYB1/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35

基于碳点的荧光法检测水样中

的对硝基苯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龙文 2018013374

曹艺琳

/2018013570

,梁雨静

/2018013571

,姜竑

/2018013373

王丽 教授 0827

本实验团队将开发一种简便、绿色的合成路线来制备

N,Si-CDs复合纳米材料，并通过其检测PNP将应用于水样

及饮料中PNP的检测。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36

基于气象信息与土壤水分耦合

的智能灌溉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府阳 2018012046

黄韦毅

/2018012953

,刘浩

/2018012057

,王思雅

/2018012128

,邓轩盈

/2018012122

蔡焕杰 教授 0811

采用气象参数预报与土壤水分相结合的控制方法，相互验

证可以提高控制的准确性，并根据天气预报实时调整灌溉

计划与灌水量。基于该方法的智能自动灌溉设备，可通过

对农田水分的智能监测及实时天气数据的科学分析，确定

出农田的最佳灌水时间与灌水量，充分结合自然降水，实

现智能精确定量灌溉。拥有智能精确定量灌溉功能的灌溉

系统，可实现节水、节能、节省人力，还能提高农作物的

产量和水资源的利用率。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37

一种食物残渣土壤改良剂的制

备及改良土壤效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晓云 2019015206

童颖

/2019015205

,王一凡

/2019012695

,梁若冰

/2019015207

赵西

宁,杨

世伟

研究员

（自然

科

学）,

助理研

究员

0811

本项目结合目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以食物残渣废弃

物为主要原材料，通过不同配比方式，制作出一项具有高

保水性的土壤改良剂，并通过与土壤混合，在室内培养，

筛选出最佳配比方法，为野外大田的大面积推广奠定基础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38X

紫水晶辣椒产业链综合扶贫项

目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武贝怡 2019010403

李一菡

/2019011532

,刘依霖

/2017011155

,孙颖

/2019014227

逯明辉 副教授 0901

该辣椒具备“富含花青素、高产、耐热、耐寒、耐旱、抗

病虫害”等突出优势，由于其具有无需烹饪、可直接食用

的特征，辣椒中的维生素C、花青素等营养成分可以最大程

度上地保留。该项目以创造“天然有机，营养丰富”的产

品为理念，以“预防心脑血管、癌症等疾病”、“天然抗

氧化”、“改善人们视力”为目标，致力于该辣椒的推

广，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此类健康的农产品。同时其

较高的经济效益，也为贫困地区带来脱贫致富的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39
一种相机标定的优化算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虞智喃 2018012960 张志毅 教授 0809

本项目拟优化一种相机标定算法。本项目的研究核心就是

考虑在现有的相机标定算法的基础上，继续挖掘原本算法

中的各个参数和矩阵的计算，进行更加深层次的挖掘其背

后的含义，进而更加准确和方便地标定出相机的内参数和

外参数以及畸变参数。    研究内容：在本项目中，拟寻

找出一种更加优秀的相机标定算法，并在OpenCV开发环境

下编制C++语言程序代码实现一种更优于其他相机标定算法

并且具有鲁棒性的相机标定算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40

苹果自噬基因MdATG5-1在苹果

响应干旱胁迫中的功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田田 2018010419

李江

/2018010399

,马磊

/2019010344

,石婷

/2019010358

,岳晴

/2018010410

李超,

马锋旺

副教

授,教

授

0823

自噬是真核生物中进化保守的一种蛋白质降解途径，能够

帮助细胞度过逆境维持生存。本项目通过研究自噬相关基

因MdATG5-1在苹果响应自然干旱胁迫中的功能，以及

MdATG5-1过表达转基因苹果植株在长期干旱胁迫下的水分

利用效率，来探讨苹果自噬基因MdATG5-1在苹果响应干旱

胁迫中的功能及作用机理，从而为苹果抗逆改良提供一定

的理论依据和实际利用价值。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41

氨基寡糖素诱导猕猴桃抗溃疡

病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丹婷 2018010314

何维鹏

/2018010214

,陶蕊

/2018010292

,卞雨萌

/2018010284

黄丽

丽,刘

巍

教授,

讲师

(高校)

0901

本实验将氨基寡糖素作为诱抗剂实验，明确它对猕猴桃抗

溃疡病的效果，抗病的最佳浓度、最佳施药时间和持效

期，通过测定果实的含糖量和维生素C的含量，对氨基寡糖

素对猕猴桃果实风味的影响做分析评价。除此之外，在氨

基寡糖素对猕猴桃溃疡病防治效果研究进展良好的条件

下，研究它与铜制剂和抗生素类药剂混用后的防治效果，

为氨基寡糖素的田间应用提供依据，促进农民的增产增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42

微波活化过硫酸盐氧化去除水

中重金属络合物Cu-EDTA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昱童 2018011818

张艺冉

/2018011821

,许春艳

/2018011840

,秦雷

/2018011825

王铁成 副教授 0714

目前我国水体重金属污染问题十分突出，近年来，随着表

面处理技术的发展，工艺中大量使用的络合剂与重金属废

水混合后，形成重金属络合物络合态，如今对重金属的处

理已经成为环境保护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研究以络

合态重金属Cu-EDTA为目标污染物，采用微波活化过硫酸

盐技术，对污染进行破解，考察不同实验因素对污染物的

去除效果，确定最佳反应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可能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43

杜仲水提物对缺血性中风小鼠

的神经保护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雨泓 2018015284

袁佳欣

/2018015270

,刘至柔

/2018015286

朱晓岩
讲师

(高校)
0904

中风是一种仅次于心肌缺血的破坏性疾病，是世界范围内

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表明，适应性免疫调节对缺血

性脑损伤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为中风治疗提供了新的前

景。本项目采用大脑中动脉阻塞方法建立缺血性中风模

型，利用行为学、Western blot和免疫组化技术，从细胞

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角度研究杜仲对缺血性中风小鼠的神

经保护作用，充分揭示其药理作用，并对于合理开发和利

用这一名贵中药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44

羔羊肌肉发育与脂肪沉积营养

调控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旭辉 2018010611

刘嘉昊

/2018010604

,殷宏浩

/2018010638

,候清松

/2018010613

张恩平 教授 0903

本项目以生长旺盛期羔羊为试验动物，紧密围绕肉品质性

状形成的两个关键因素——肌纤维发育与肌内脂肪沉积，

从代谢生物学角度出发，研究肌纤维类型、肥大转化和不

同部位脂类沉积的调控机制，阐明营养调控在肉品质性状

形成中发挥的生物学作用，为进一步揭示营养调控肉质形

成的机理奠定理论基础。建立优质羊肉生产养殖模式，提

升肉羊生产技术水平，促进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45

基于康复花园理念的老年社区

植物景观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偲源 2018011459

宋沛塬

/2018011613

,吕荣华

/2019011476

,刘丹

/2019011470

,黄雨秋

/2018011470

穆艳
讲师

(高校)
0714

本课题从康复花园理念出发，针对关中地区老年社区植物

景观营造现状、植物材料的应用、植物景观的空间层次和

观赏特性等方面进行调查，提出当下老年社区植物景观存

在的问题和优化建议。利用康复景观设计方法，基于老年

人对社区植物景观的需求，提出充分体现陕西关中地区的

地域性和特色性的康复性老年社区的设计（或改造）方

案，为今后的老年社区植物景观设计提供指导参考意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46

抗肾病活性灵芝杂萜

cochlearol B的全合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洪嘉欣 2018014656

曾途

/2018014291

,叶安

/2018014293

,向往

/2018013940

,高娜娜

/2018014310

郝宏东 副教授 0703

慢性肾脏病发病率已高达10%以上。该病较隐匿，治疗药物

缺乏，因此易进一步导致肾衰。研究表明灵芝中分离得到

杂萜类天然产物cochlearol B，该化合物可有效抑制

Smad3磷酸化，在干预慢性肾病有进一步成为先导化合物

的极大潜力。但作者从100公斤的灵芝粉仅分离得到1.8 

mg天然产物，课题组通过仿生合成的手段高效简洁的完成

cochlearol B的全合成并通过对天然产物苯环的修饰，得

到其生物标记分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47
油菜监测云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俊杰 2018012586

夏永彬

/2018012615

,代康

/2018012774

苏宝峰 副教授 0802

油菜监测云平台项目，主要服务于油菜生产种植过程中的

大田监测环节，例如：不定期监测植株生长状况、油菜开

花自动识别等。该项目硬件部分依赖海康威视网络摄像

头，软件部分利用深度学习技术搭建油菜开花自动识别模

型，配合python程序控制网络摄像头，实现自动拍照、自

动识别一体化。平台部署于腾讯云服务器，通过指定域名

即可访问使用。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48

陕西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

适应行为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文慧 2018010433

刘昭君

/2018014362

,邹祎荻

/2018010354

白秀广 副教授 0201

气候变化对于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影响极其

显著，农户若是可以准确的感知气候变化，就可以合理的

改变种植方式，预防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减少作物的损

失。目前研究极少关注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之间的关系是

如何影响政策偏好的。本次研究以陕西为调研区域，通过

调查研究农户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行为的政策需求，为政

府机构制定政策提供科学的建议，加快政府建立完备的制

度体系，促进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从理论走向实践。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49

化肥、有机肥和AM真菌配施对

矿区土壤性质、植物生长及菌

根特性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光雨 2018011238

王景平

/2018011357

,胡祥云

/2018011252

,郭振宇

/2018011242

,樊丽京

/2018011240

盛敏 副教授 0905

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长期的露天开采严重破坏了矿区原

始地表植被，从而进一步导致矿区土地沙化、沙尘天气频

发、土壤退化、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本项

目以建立于宁夏灵武羊场弯煤矿排土场的试验小区为基

地，分析AM真菌在矿区土壤培肥中的作用及其相关机制，

揭示AM真菌与化肥和有机肥的互作效应。研究结果可为菌

根技术在矿区植被恢复及生态安全建设中的应用提供理论

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50

次生演替过程中群落成员型结

构变化对碳氮磷元素内稳态的

响应特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绍琪 2018010010

刘文馨

/2018010049

,尹一凡

/2018010050

杨改河 教授 0902

选取黄土丘陵区四种不同恢复年限草地，对其中三类植物

（逐步变为优势种、逐步变为伴生种、始终为伴生种）地

上地下生物量，根茎叶以及对应根际土壤的碳氮磷养分含

量进行测定，计算得到其内稳态系数，分析不同物种根茎

叶的碳氮磷化学计量内稳态特征以及与该物种的地上地下

生物量的相关关系，以期从生态化学计量内稳态的角度阐

明次生演替过程中不同群落成员型结构变化规律及关键影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51

拟南芥细胞周期蛋白激酶抑制

子KRP1-7对植物根毛形成影响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晓倩 2018014122

杨文心

/2018014036

,路华清

/2018014091

,杨佳洁

/2018014055

安丽君 副教授 0710

根毛是植物非常重要的器官，其形成受细胞周期的调控。

细胞周期蛋白激酶抑制子（CDK inhibitors，CKI)是非

常重要的细胞周期调控因子。在拟南芥中有7个由植物

KRP(Kip-related proteins)基因家族(KRP1-KRP7)编码

的CKI，为了研究这些细胞周期蛋白抑制子是否参与根毛细

胞的形成，我们首先分别鉴定KRP1-KRP7的功能缺失突变

体，同时构建过表达转基因植物，然后观察这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52

基于“肠-肝”轴的沙棘多糖

调控高脂膳食小鼠肝脏脂代谢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庆阳 2018013546

常丽丽

/2018013533

,彭婧

/2019013314

,张梦琪

/2019013309

,吴小雪

/2018013335

兰莹 副教授 0827

随着我国肥胖人数的增加，高脂肪高胆固醇饮食引发高脂

血症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且有研究发现植物多糖有降血脂

等生理活性，所以我们想通过测量小鼠的肝脏脂质含量，

肝脏脂代谢相关基因，肠道菌群，短链脂肪酸等，研究沙

棘多糖对于高脂膳食模型小鼠肝脏脂代谢的干预机制，为

多糖改善高脂膳食引起的肝脏脂代谢紊乱机制研究提供思

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53

基于卫星遥感的河套灌区主要

农作物土壤盐分反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武纹正 2018012025

东婧如

/2018012097

,吴晶晶

/2018012218

,常彤炎

/2018010232

张智韬 副教授 0811

以河套灌区的典型农作物玉米、小麦和葵花作为主要研究

对象，在灌域的非盐土、轻度盐渍化、重度盐渍化和盐土

四种不同盐渍化程度的区域采集作物土壤盐渍化数据，通

过对不同盐渍化耕地下作物关键生长发育时期的土壤进行

光谱测试和影像分析得到其对应的光谱信息特征。根据含

盐量和光谱测试结果进行一系列的数据处理与波段筛选，

以此构建基于卫星遥感的土壤盐分的多光谱反演模型，并

进行精度验证最终得到土壤含盐量的最佳光谱反演模型。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54

StEPF1调控气孔密度对马铃薯

抗旱性和产量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翔宇 2018014106

刘延

/2017013873

,张兆良

/2018014109

可庆波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0710

气孔密度直接影响植物的蒸腾速率和光合效率，但其对马

铃薯抗旱性和产量影响的研究较少。 项目申请人前期研究

发现马铃薯气孔发育调控因子 StEPF1 参与植物抗旱性的

调节。本项目拟通过马铃薯基因组编辑技术和转基因技

术，对马铃薯 StEPF1 的表达进行调控，培育多种气孔密

度的马铃薯株系；分析各株系在抗旱性和产量上的生理差

异及相关性，研究结果将为培育抗旱节水型马铃薯奠定理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55

基于ZigBee无线组网的高校化

学实验室环境安全监测控制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钟涛 2017013157

张宁

/2015060111

,于刘荣

/2019012902

,周易

/2019012912

,唐津晨

/2019012911

孙红光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提出一种基于ZigBee无线组网的高校化学实验室环

境监测控制系统。结合计算机、ZigBee网络、自动控制、

传感器等技术，能及时发现实验室出现的安全隐患，提前

通知实验室人员，并且通过控制实验室安全隐患处理设

备，降低事故发生率，更好的提高实验室安全性；同时打

破传统的高校实验室管理方案，真正实现面向广大师生全

天候开放，方便师生的使用，提高实验室设备和资源的利

用率。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56

黄瓜早花期位点的遗传定位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代平媛 2018010445

郭剑豪

/2019010366

,康智薇

/2019010374

,舒佳琪

/2019010380

,伊然

/2019010385

潘玉朋
讲师

(高校)
0901

黄瓜早花期位点的遗传定位研究拟以早花期种质AM084和

晚花期材料AM016为双亲，构建F2分离群体分别在春秋茬

两个栽培环境下调查开花期的表型数据，利用SSR分子标记

技术对AM084早花期的调控位点进行遗传解析。本研究结

果，将为后续针对黄瓜开花期的早熟新品种的分子标记辅

助选择育种奠定重要的工作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57

不同类型土壤中微塑料迁移特

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珂悦 2018011874

黄锐

/2017011206

,张泰硕

/2019011747

,许译文

/2018011867

,赵泽宇

/2018011857

杨晓梅 副教授 0714

本实验通过室内土柱试验模拟微塑料在不同土壤剖面的迁

移特征，探究微塑料颗粒的迁移速率及影响因素，明确其

在不同壤土中的迁移规律及机制，并构建基于土壤水文过

程的微塑料土壤剖面的运移数学模型，为进一步构建土壤

中微塑料土壤环境风险评估模型奠定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58

葡甘聚糖-海藻酸钠复合膜对

牛肉的抑菌效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志远 2018015224

王善灿

/2018015230

,楚淑媛

/2019013701

,张瑜航

/2019013652

,郑中尧

/2018013868

郭连

红,朱

杰

讲师

(高

校),教

授

0710

本实验依托我校生物物理创新实验平台—朱杰课题组(理科

楼C505室 & C510室)进行。本项实验课题将研究葡甘聚糖

-海藻酸钠复合膜对于肉类食品的抑菌效果以及其抑菌机理

进行研究，整合前期复合膜超微结构分析，共同寻找最佳

比例规律。进行平板抑菌实验以及复合膜包裹实验两大项

实验。对该类复合膜与普通市售保鲜膜作对比，研究其抑

菌能力与优势所在。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59

爪哇牛对中国瘤牛耐热性渗入

基因的多态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双 2018010706

张煜欣

/2017010631

,袁高翔

/2018010724

,刘莹

/2018010715

,丁旭红

/2018010705

陈宁博 副教授 0903

雷初朝教授团队前期基于中国黄牛的全基因组重测序数据

分析证明中国南方黄牛受到爪哇牛血统渗入，渗入事件使

中国瘤牛快速获得适应热带高温高湿环境的有利基因。本

研究拟在团队前期检测到爪哇牛基因组渗入片段的基础上

利用牛基因组遗传变异数据库，查找爪哇牛来源的耐热基

因重要功能突变，进一步在中国瘤牛群体中检测。研究中

国瘤牛适应性渗入耐热基因的多态性和在不同地域的分布

规律，为筛选培育具有耐热性的瘤牛新品系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60

一种提高牡丹籽油氧化稳定性

的天然复配抗氧化剂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颖如 2018011436

万晓航

/2017011536

,程晓晓

/2018011422

,张忻阳

/2018011413

,黄海龙

/2018011411

张庆雨
讲师

(高校)
0905

牡丹籽油中不饱和脂肪酸约占总脂肪酸的90%，不饱和程度

高，在生产、保存过程中易发生氧化酸败，致使其风味和

营养价值遭到破坏。本项目通过对不同的天然抗氧化剂进

行筛选并将其复配，采用 Schaal 烘箱耐热试验法，研究

筛选出一种用于提高牡丹籽油氧化稳定性效果更好的天然

复配抗氧化剂及方法。从而使牡丹籽油的贮藏时间明显延

长，促进牡丹籽油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61

基于氧杂蒽环结构荧光探针的

设计合成及对水中汞离子的探

测与净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奕凯 2018014284

马晓博

/2018014287

,骆松竹

/2018013447

,雷鹏

/2018014298

,李天舒

/2018014292

袁茂森 教授 0703

本研究预计将可以合成一种可以检测汞离子的络合型荧光

探针，通过荧光变化实现检测。此外，它可在一定比例的

水溶液与有机溶剂中实现对汞离子的高选择性、高灵敏度

的检测，最终建立一种新型的、灵敏的金属离子的检测方

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62

基于机器视觉的田间小麦亩穗

数估计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鹏飞 2018012601

李明卓

/2018012692

,伍坤

/2019012719

,苏欣

/2018012744

迟茜
讲师

(高校)
0807

本项目基于手机拍摄图像，研究田间小麦麦穗快速识别算

法和亩穗数估计方法，并基于安卓系统开发手机端应用软

件，实现快速、准确地进行田间亩穗数估计。本项目旨在

降低小麦亩产估计的操作难度，省时省力，对促进农业智

能设施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63

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

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淼 2017010691

刘次芋

/2017014799

,唐园清

/2017014579

,张雪晴

/2017014543

徐文娟 1203

本研究以中国三大区域工30个省份的三大产业及其细分行

业为调查对象，选取2005-2018年的统计年鉴数据，利用

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根据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分析各要素对产出的贡献效应，根据

固定效应模型法探究要素流动和人力资本异质性对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从而对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影响

因素进行研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64

元宝枫壳单宁提取、分离及在

重金属离子吸附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云川 2018011385

陈珮莎

/2017011734

,崔冠奇

/2018011389

,杨萧昂

/2018011401

,袁薇

/2018011345

张强 副教授 0824

为了充分利用元宝枫资源，拟利用元宝枫壳废弃物提取单

宁，优化提取纯化工艺，表征单宁结构，制备单宁—氧化

石墨烯复合凝胶用于水中铅、铬离子的吸附去除。项目拟

系统研究凝胶制备工艺，综合利用波谱、显微和热分析技

术表征凝胶化学和微观结构，通过吸附动力学和吸附等温

线及方程模拟探究吸附机理，以阐明凝胶结构调控和吸附

机理，得到具有高吸附容量的重金属离子吸附剂。项目的

实施对环境保护、产业扶贫和乡村振兴等具有积极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65

油菜种质资源抗旱性评价及其

与抗渍性的关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文丽 2018010054

吴璇

/2018010052

,赵玮

/2018010053

于澄宇 副教授 0901

本项目采用PEG渗透压胁迫法和盆栽不浇水法模拟干旱环

境，对105个油菜品种进行生长发育及形态指标、生理生化

指标测定。通过对所测得各指标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对比：

找出较具代表性的油菜抗旱性评价指标，为抗旱油菜品种

评价和选育提供依据；同时对所选油菜种质资源抗旱性做

出综合评价，选出耐旱品种；最后，研究油菜种质资源抗

旱性与抗渍性的关系，试图找到兼抗旱和抗渍的特殊双抗

材料，为旱害渍害并存的油菜产区提供更合适的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66

假结核耶尔森氏菌潜在T6SS核

酸酶效应物TseN的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铭壑 2018014095

尚欣

/2018014070

,武波

/2018014094

,周博华

/2018014074

,张竣斐

/2018014072

杨彦涛
讲师

(高校)
0710

假结核耶尔森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致病菌，其VI型分泌

系统对其生存、侵染有重要意义。生物信息学分析在假结

核耶尔森氏菌基因组中发现一个推测的蛋白表达基因，其

编码蛋白可能是T6SS分泌的核酸酶效应蛋白，命名为TseN

。本项目拟展开对潜在核酸酶效应蛋白TseN的功能研究，

表达纯化蛋白研究其核酸酶活性及对细菌的作用，为新型

核酸酶开发、假结核耶尔森氏菌引起的相关疾病的治疗提

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67

疏水性植物蛋白基食用膜的制

备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梦涵 2018013338

曹梦园

/2018013327

,段江凯

/2018013377

,周沁

/2018013350

段翔 副教授 0827

利用小麦面筋蛋白、玉米醇溶蛋白和配比的玉米醇溶蛋白

—麦醇溶蛋白制备植物蛋白基食用膜，加入不同种类、不

同质量的改性物质，改变膜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寻找最适

合的条件，制备出具有良好性质的植物蛋白基食用膜，测

定其理化性质，分别比较同种蛋白不同条件下制得的蛋白

膜和不同蛋白相同条件下制得的蛋白膜的理化性质差异，

分析讨论影响因素。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68

无刷发电机旋转整流器的无线

控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雨欣 2017012451

澹台夏敏

/2017012480

,李娜

/2018012453

,袁晨泽

/2018012512

,詹海枫

/2017011593

谭亲跃 副教授 0806

本项目主要研究无线控制的整流电路在无刷直流发电机励

磁中的应用，通过改进光电无线触发晶闸管，找到一种更

加高效便捷的方法用于无刷发电机转子旋转过程的整流电

路中，达到更加可靠的无线励磁的作用。通过无线控制，

逐步取代传统直流无刷发电机整流回路的调控，采用更加

快速安全的光电触发晶闸管方法，用晶闸管解决无线控制

整流器过程中的快速性、安全性和可靠性问题，从根本上

改变无刷直流发电机整流电路有线控制的现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69

冻融交替对土壤抗蚀性的影响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玉泉 2018011712

高巍

/2018011713

,王馨月

/2019011804

,冯旭

/2018011740

,张新宇

/2018011726

马波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905

冻融侵蚀是由于温度的频繁变化引起的冻融交替导致土壤

和岩石性质发生变化，最终形成侵蚀作用，是仅次于水蚀

和风蚀，在全国分布较广的土壤侵蚀类型。本项目以黄土

高原季节性冻融地区典型土壤为研究对象，在室内模拟冻

融条件下，分析不同冻融交替条件（冻融交替次数和初始

土壤含水量）下，不同土壤类型的理化性质的变化，运用

模型估算土壤抗蚀性，探究冻融条件下土壤抗蚀性的变化

规律。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70

“地摊+”移动服务平台关键

技术研究及系统原型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金柳园 2017013016

侯明

/2017012975

,吴欣鸿

/2019012865

,杨佰万

/2017012944

,童毅

/2017013013

梁春泉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利用“互联网+”思维解决地摊经济服务问题，研究

并实现一个地摊移动服务平台，为顾客、摊主、城乡管理

者参与地摊经济提供便利快捷的移动终端APP。摊主可灵活

、快速、低成本地发布摊铺信息；顾客通过地图可实时查

看和定位摊铺；城市街道和乡镇集市等管理者可快速发布

地摊活动等信息，监控地摊活动流量。该平台给“地摊”

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对帮助开展和部署地摊经济，解

决就业和民生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71

葡萄霜霉菌效应因子PvCRN20

转基因拟南芥抗病性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文娟 2018010500

吴璐璐

/2019010436

,孙向昕

/2019010444

徐炎 教授 0710

本研究是在葡萄霜霉菌效应因子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

蘸花序法稳定转化野生型拟南芥，转化后进行筛选鉴定，

再进行PvCRN20转基因拟南芥的抗病性分析，包括拟南芥

接种辣椒疫霉菌后抗性分析及拟南芥接种丁香假单胞菌

DC3000后抗性分析。以期为葡萄霜霉病新的防控策略和葡

萄抗病分子育种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后续的研究工作奠定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72

外源Sb(V)在土壤中的形态转

化及其对土壤酶的毒性效应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廖茂园 2018011670

甄乐铭

/2018011680

,马健雄

/2019011795

,伍玲婷

/2018011694

和文祥 教授 0714

锑(Sb)是一种有毒有害类金属，频繁的锑矿开采和冶炼等

活动导致土壤环境中锑污染严重。土壤酶是评价重金属污

染程度的良好生物指标，已被用于监测和量化特定重金属

的毒性。本项目将采用逐步提取法定期测定土壤中锑的形

态转化，并用比色法定期对土壤酶活性进行分析，以期获

得Sb（V）在土壤中的形态转化规律，及不同形态锑在不同

污染时间下对土壤酶的生物毒性效应，从而为准确预报土

壤锑污染状况等方面提供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73

碱基编辑器在绵羊胎儿成纤维

细胞中的功能验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尚朴 2018015275

王冰杰

/2018013892

,刘文琦

/2018014128

,韩晓茹

/2018014124

,傅家琪

/2018010628

陈玉林 教授 0903

本实验选取绵羊的胎儿成纤维细胞，选定绵羊

SOCS2,MSTN,FecB基因，通过查阅NCBI获取特定片段的序

列，利用张锋在线设计软件设计sgRNA，构建sgRNA质粒与

碱基编辑器质粒。同时，利用细胞培养技术培养绵羊胎儿

成纤维细胞，培养成功后，对这两种细胞进行转染。将转

染成功的细胞进行药筛筛选，提取筛选出的细胞的DNA。最

后对提取出的DNA进行Sanger测序和T7E1酶切鉴定。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74

微塑料与砷联合暴露对斑马鱼

的毒性效应及淡水酸化对其毒

性效应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嬿瑶 2018010863

张程

/2017010835

,许中政

/2019010749

,叶丽敏

/2018010866

,白尚杰

/2018010857

于海波
讲师

(高校)
0906

砷是普遍存在的有毒的类金属，微塑料对砷有很强的吸附

作用，pH的改变会对微塑料的吸附行为产生影响。在全球

水体酸化背景下，微塑料对砷的吸附量可能增加，进而增

加两者对水生生物的毒性效应。 本项目拟以斑马鱼为对

象，从分子水平上研究微塑料与砷联合暴露对斑马鱼的毒

性效应及淡水酸化对其毒性效应的影响，为评价微塑料和

砷联合暴露对鱼类的毒性效应提供基础数据，也为淡水酸

化背景下评价和防治微塑料对水生生物的危害提供参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75

东雅绿荫—陕西省东韩村景观

更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昊冉 2018011516

苗石琼

/2018011473

,高禄鸿

/2018011515

,王家畅

/2018011513

,窦佩佩

/2018011474

唐英,

史承勇

讲师

(高

校),副

教授

1305

项目通过运用我校风景园林艺术学院环设专业职业优势，

依托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东韩村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

势，以乡村振兴为动力，对当地特色传统文化以及非物质

文化遗产进行文化产品的创意设计，并同时对东韩的村特

色综合产业、人居环境改善、村落景观风貌更新等规划设

计，包括：主题文创展览馆、农民画主题文创设计、剪纸

主题文创设计、特色旅游仿古商业街区等项目的设计。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76

呋喃衍生物的绿色合成及杀虫

、杀菌活性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秦烽舒 2018014223

齐祺

/2016014005

,马开明

/2019014091

,陈展

/2019014036

,周文豪

/2018014240

杨芳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通过炔烯酮与亲电试剂作用，发展在水相中合成呋

喃酮衍生物的绿色合成策略，并检测其杀虫、杀菌活性，

最终实现绿色合成农作物保护品的新方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77
马铃薯分级收获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珍 2017012782

薛建

/2017012777

,李存旭

/2017012585

,李贵川

/2017012649

,王悦伟

/2017012852

李卫 副教授 0823

传统马铃薯收获是经马铃薯挖掘机挖掘后放在地里，人工

进行捡拾分级，劳动强度大，效率低。马铃薯分级对于出

售、储存、播种、出售都具有意义，所以设计一种集马铃

薯挖掘、输送、薯土分离、分级和收集为一体的马铃薯收

集机械。具体解决的关键问题为通过挖掘铲对马铃薯的挖

掘，通过输送分离装置进行薯土分离，通过固定杆组和分

离装置之间的间隙对马铃薯分级，收集箱对马铃薯收集。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78

农户消费需求差异对网购中借

贷平台使用的影响          

           --基于农户区位

禀赋的比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婷婷 2018014688

吴申魁

/2018014682

,袁思瑶

/2018014698

,郑洁颖

/2018014693

陈伟 副教授 1203

本项目聚焦当下网购与网络借贷这两个具有争议的现象，

通过构建影响农户消费需求的指标体系和使用络借贷平台

情况的指标体系，基于区位差异建立双栏模型，分析农户

在网购中使用网络借贷这一行为的行为机理。通过文献分

析和实地调研对该模型进行验证，证实将互联网借贷方式

推广到农村地区的可行性，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户提供了一

条新的借款途径，有利于促进农村地区的金融改革创新与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79

绿色先锋——木材加工防噪装

置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昊庭 2018011086

陈红丽

/2018011107

,陈家琦

/2018014849

,赵宇鹏

/2018011390

李卫

忠,雷

亚芳

教授,

教授
0905

现有的木材加工设备在工作时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噪声，这

种噪声会损伤加工者的听力，严重影响了其健康和工作效

率，也对周围环境造成一种噪声污染。本项目主要对木材

加工防噪装置进行设计研究。对于木材加工过程中产生噪

声的特点和木材加工设备的分类、结构、工作方式等进行

探究，根据研究结论对相关噪声控制装置的降噪性能、材

料、安全性等进行构思，分析其外观、适用性、人机工程

学等特点并建立模型，完成噪声控制装置整体的设计。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80
芝麻突变体库的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雨婷 2018010090

叶钰澜

/2018010086

,付博

/2018010088

,田园

/2018010087

王中华 教授 0901

通过运用化学试剂诱EMS导芝麻突变，进而筛选芝麻突变

体，以使基因组上每个基因都有突变体，构建完备的芝麻

突变体库。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81

基于图基因组的玉米表达图谱

构建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卜一凡 2018011089

房乾光

/2018011096

,郭明辉

/2018011122

马闯 教授 0710

本项目拟利用玉米不同品系的结构变异信息构建玉米图基

因组，同时收集和整合现有玉米不同品系的RNA-Seq数

据，将其更为精准地比对至构建好的玉米图基因组上，进

而计算玉米基因、转录本等不同水平的表达丰度等信息；

并将这些信息集成在网站中，以公共数据资源的形式释放

。该项目的开展提升了玉米基因及转录本表达水平和定量

水平的准确性，并有助于玉米研究者更便捷地获取和使用

已处理的RNA-Seq数据信息进行科学研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82

超声联合杀菌技术对橙汁品质

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沁雨 2018013418

朱璧合

/2018013572

,高晨旭

/2018013406

,袁取予

/2018013404

,汪小洋

/2018013403

马婷婷 副教授 0827

本研究旨在对比系列超声联合杀菌技术（TS，TSN，TS

ε ）和传统热杀菌（CTS）对橙汁整体质量的影响：比较

TS，TSN，TSε 和CTS对橙汁中微生物和内源酶的杀菌钝酶

效果，筛选出杀菌钝酶效果良好的杀菌方式；研究杀菌钝

酶良好的杀菌技术对橙汁理化特性，功能特性和感官品质

的影响；测定不同杀菌方式对橙汁中特征营养素β -胡萝卜

素异构化及生物利用率的影响。此外，对橙汁抗氧化能力

与颜色特性和功能性物质之间的相关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83

中国西北地区气象干旱时空演

变特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杨奕 2017012092

李思琦

/2017012089

,张学武

/2017012068

,赵鑫雨

/2017012091

,毛文静

/2017012090

粟晓玲 教授 0811

西北地区是当今中国七大地理分区之一，包括陕西省、甘

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它

位于欧亚大陆中纬度半干旱和干早气候区，是世界上气候

环境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深居内陆，水汽来源不足、降

水偏少、干旱等问题异常突出。资料表明，过去几十年

来，西北地区气温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年平均气温以 

0.32 ℃/ (10 a)的幅度升高，全年和四季气温都在上

升，冬季升温最明显，达 0.37 ℃/(10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84

植被恢复和土壤理化性质的耦

合效应及区域表达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隋佳昕 2019015181

郝心怡

/2019015179

,张云

/2019015199

张晓萍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2

本研究选择处于黄土高原腹地生态恢复显著的北洛河流

域，采用空间代时间序列法，通过野外调查采样和室内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北洛河流域黄土丘陵沟壑区、土石

山林区和高塬沟壑区等不同植被地貌单元典型植被类型

（乔木、灌木和草本）恢复和演替过程中地上植被群落特

性和土壤水文物理性质的系统特征，加深植被恢复与土壤

水文物理性质之间关系的认识，为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土保持、林草植被建设及抚育管理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85

基于复杂网络的猕猴桃质量安

全溯源系统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心怡 2018013218

刘越

/2018013089

,曹子怡

/2018013214

,冯禧龙

/2018013203

,董晓辉

/2018013196

赵建邦
讲师

(高校)
0809

本项目拟建立猕猴桃溯源系统。通过该系统能够给用户提

供猕猴桃的种植、加工、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的信息，建

立跨环节的猕猴桃溯源系统有助于透明的猕猴桃产业管理

。通过对预先调研收集的溯源信息数据的分析、维护、监

管等处理，实现对溯源系统的后台管理。拟设计面向用

户，即面向商家、消费者、监管部门、管理者等的电子商

务平台界面。同时，计划开发溯源平台微信小程序。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86

番茄SlHBX基因在非生物逆境

响应中的功能验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党娇 2018010560

程一朋

/2019010527

,姚文慧

/2019010513

,王汛

/2019010501

战祥强 教授 0901

HD-Zip I 家族成员主要是参与各种胁迫应答及调控。目

前，前人在番茄中已经鉴定出 HD-Zip 家族基因成员，但

是却很少有对其功能的研究报道。本课题的研究工作主要

目的是通过非生物逆境处理番茄植株，通过对植株表型的

观察，基因表达的验证和生理指标的测定，对番茄HD-Zip 

I家族SlHBX基因在非生物胁迫响应中的功能进行验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87

集中流作用下黄土高原坡耕地

作物根系防蚀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倩 2018011753

李海科

/2018011744

,张普兴

/2019011683

,莫佳佳

/2019011809

,李彤彤

/2018011748

吴发启 教授 0823

本课题通过研究黄土高原坡耕地典型作物（玉米、大豆、

粟株、小麦）的根系特征和土壤特性，通过对比不同作物

根际土对集中流剥蚀的响应特征，明确不同作物整个生长

季根系的防蚀效果，并以此为基础计算黄土高原地区作物

整个生长季的防蚀效益，提出作物根系在集中流作用下的

剥蚀方程，为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提供科学依

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88

甘蓝型油菜BnTFL1基因调控开

花时间的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济洲 2018015274

邓媛媛

/2017014015

,王秋晨

/2019015077

陈明训 教授 0710

先前的许多研究探讨了TFL1对开花时间和花序发育的影

响，但是在与拟南芥同为十字花科的油菜中，BnTFL1的作

用尚不明确，本实验将以甘蓝型油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

过启动子活性及特异表达分析、蛋白质定位分析和植物过

表达技术等方法分析甘蓝型油菜BnTFL1对开花时间的影

响，以揭示油菜开花时间的普遍机制，为油菜作物育种实

践提供宝贵的基因资源和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89

中国绵羊繁殖力相关基因遗传

变异扫描和功能注释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坤 2018010609

杨启蒙

/2017010616

,王嘉伟

/2018010732

,姬童童

/2018010605

李冉
讲师

(高校)
0903

基因组的遗传变异对动物的表型和性状具有重要影响，本

研究基于实验室前期积累以及下载的共400只、17个品种

的中国绵羊重测序数据，扫描中国绵羊在GDF9、BMP15、

BMPR1B和B4GALNT2四个繁殖力相关基因的遗传变异，分析

这些遗传变异在中国绵羊中的频率分布特征，并对这些遗

传变异的遗传效应进行生物信息学预测，服务于我国绵羊

高繁殖力新品种的选育。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90

基于城市更新背景下的立体公

园设计研究——以北京朝阳区

老旧小区转型改造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艺峰 2018011621

张乐其

/2018011614

,温静怡

/2018011432

,范世玉

/2018011640

,丁枭

/2018011619

李志

国,孙

静

副教

授,副

教授

1305

大量一线城市旧建筑为满足城市更新需求，通常会被拆

除，而不加以利用。本项目在此前提下，研究老旧小区的

适应性改造，打造为城市立体公园，并加以串联，形成城

市绿网（城市立体绿色规划系统）。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91

“激活型”聚集态荧光增强染

料在肿瘤双光子成像方面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施笑然 2018014303

施雯

/2019014074

,徐雨琴

/2019014113

张艳荣 副教授 0703

近红外光激发(NIR)、聚集态荧光增强型(AIE)的双光子吸

收荧光材料(TPFM)具有更强的的组织穿透能力和更高的空

间分辨率。但现有此类材料特异响应性弱，信噪比低。为

此，我们设计了一种刺激驱动型AIE双光子激发染料，并应

用于肿瘤的高保真成像。所设计的靶向探针在正常组织部

位和结肠癌部位有不同的荧光现象：前者无荧光，后者因

受酸和高氧化性的双重刺激性才显荧光。此项工作的开展

对肿瘤的早期发现和实时监测有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92

基于激光诱导击穿光谱的土壤

重金属纵向分布状况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蒋澳 2018012530

李尚德

/2018012524

,张义明

/2018012531

余克强
讲师

(高校)
0807

激光诱导击穿光谱（LIBS）是一种有效的土壤重金属含量

检测技术。本项目拟以土壤重金属元素中铜、铅、镉等元

素为研究载体，以 LIBS 技术为手段，结合理论分析和数

学建模，旨在准确检测土壤重金属元素含量，并探明其在

土壤中纵向分布状况。这为研发土壤重金属诊断、修复和

防治技术和方法奠定理论基础，也为农业科学安全生产提

供技术支撑。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93

农户金融素养对互联网金融产

品接纳意愿的影响路径与实证

研究——基于陕西地区农村家

庭微观数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雨琨 2018010528

闫祥雨

/2017014728

,肖小芳

/2018014366

,刘晴晴

/2018014949

董春柳
讲师

(高校)
0203

本项目以陕西省欠发达农村地区为调查对象，调查并测度

农户金融素养水平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采纳意愿强度；通

过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金融素养对

互联网金融产品采纳意愿的影响，并探寻金融素养对互联

网金融产品接受意愿的影响路径。以期为助力互联网金融

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发展，让农民能够充分地享受到经济发

展成果与普惠金融红利。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94

杜仲梦尼夜蛾围食膜的结构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甘露 2018011101

马静

/2018011098

,段兴未

/2018011102

贺虹 教授 0905

本项目实验旨在探究杜仲梦尼夜蛾围食膜结构，包括显微

结构特征、表面形态和化学成分，阐明其结构与食性之间

的内在联系；为进一步探索以围食膜为杜仲梦尼夜蛾防治

靶标阐明前景，提供基本信息和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95

SQ-1诱导的小麦生理型雄性不

育相关基因TaF8-1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盛呈泽 2018010120

魏克浩

/2018010191

,段江丽

/2018010045

宋瑜龙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前期已成功克隆出了一个与花粉败育相关的具有Ole 

eⅠ结构域的花粉蛋白基因（命名为TaF8-1）。基于此，

本项目拟以化学杂交剂SQ-1诱导小麦雄性不育显著下调的

花粉特异性表达基因TaF8-1作为切入点，利用基因编辑、

过表达、荧光定量等技术研究TaF8-1的功能及其表达模

式，解析TaF8-1在小麦生理型雄性不育发生过程中的调控

模式及作用机理，以期为深入揭示SQ-1诱导的小麦生理型

雄性不育机理和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96

结皮藻类对逆境条件在胞外代

谢物水平上的响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鸿皓 2019013807

李雪松

/2019013803

,梁怡菲

/2019013785

,李清怡

/2019013783

,白泽学

/2019013808

程金凤 副教授 0710

蓝藻和绿藻是光养藻类，响应不利条件而产生胞外多糖

（EPS）是这些生物的重要特征之一。 EPS主要作为包封

层存在于藻细胞或藻丝周围并释放到外部环境中，对于在

不利环境中的生存至关重要。本项目旨在研究几种从陕北

黄土高原生物结皮中分离的藻类，在紫外光照射条件和低

温条件下对其进行培养，并进行胞外多糖的提取、产量及

其成分分析，揭示藻类适应逆境条件在代谢物水平上的适

应机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97

基于纳米吸附的秦艽多糖无损

脱色及其生物活性评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婕 2018013459

张诗锐

/2018013398

,常磊

/2019013410

,刘苏楠

/2018013471

张文涛 副教授 0827

秦艽作为近几年我国创新型农业项目中市场发展加快的农

业项目，为贫困地区的村民创造更高的农业效益。 秦艽多

糖作为主要的活性成分, 具有抗肿瘤、抗氧化、降血压、

抗衰老等保健功效。而水溶液提取得到的多糖均有较深的

色泽对后绪的研究存在较大干扰，因此有必要对得到的多

糖进行脱色处理。而现有的脱色方法如离子交换法和活性

炭吸附法对造成多糖的损失较大。所以本实验设计了新型

纳米材料—氨基化石墨烯用于秦艽多糖的脱色。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98

长武塬区深层土壤水对苹果树

耗水的贡献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路晨曦 2018012098

徐漫

/2018012091

,石学瑾

/2018012094

,赵成

/2018012129

李敏 副教授 0823

果业为黄土高原地区经济发展支柱，由于植被的长期耗水

导致的深层土壤干燥化不利于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本研

究以长武塬区不同林龄苹果树为研究对象，通过空间换时

间方法，利用土壤-叶水势信息结合氢氧同位素划分深根系

苹果树对深层土壤水的水分利用，同时从势能的角度量化

各水分来源以及当前植被所处的生理状态，厘清根区内不

同层土壤水对植被生长的有效性，深层土壤水的消耗特点

以及不同气候变化下植被耗水的阈值.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599

黄土土壤孔隙特征与理水能力

的协同演进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麦银凤 2018010832

戈孟婷

/2018010830

,崔文恺

/2019010966

,张张兴

/2019010957

,齐若羽

/2019010945

徐学选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7

黄土塬边坡区域土地面积约占黄土高原沟壑区的30%，长期

以来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严重。黄土塬边坡植被建设的主

要目的是固坡，因此需要深入地对沟坡生物措施，减少水

土流失的水力学机理进行研究。本研究探索不同植被类型

下土壤孔隙的不同对土壤理水能力的影响机制,初步探明黄

土土壤孔隙特征与理水能力的协同演进，进一步为优化区

域植被恢复类型配置提供理论依据，充分发挥生物措施应

有的拦蓄水土能力，进一步抑制塬边的水土流失危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00

草莓智能化灌溉决策系统的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新雨 2018010562

究达

/2018010563

,葛磊

/2019010497

,王萍

/2019010404

,陆正

/2018010583

李建明 教授 0901

本项目依据草莓不同生长时期的需水状况，通过改变灌溉

量将机制含水量控制在一定数值内，要研究草莓的产量和

品质。从而探究草莓的灌溉量与草莓品质和产量的关系。

为草莓智能化灌溉决策提供数据，并希望总结出草莓智能

化灌溉决策系统。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01

磷锌供应对小麦锰吸收及分配

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荣 2018011872

和凯云

/2018011796

,郑丽媛

/2018011870

,周康

/2018011799

石美
讲师

(高校)
0825

锰对小麦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小麦缺

锰，干物质的生产和光合作用会迅速下降，从而影响小麦

生长不良且产量下降，而磷、锌的供应会对小麦吸收锰产

生影响。本实验旨在分析不同磷、锌处理对小麦锰分配的

影响，磷、锌供应水平下小麦根系及各部位锰及其微量元

素的含量变化，从而明晰不同磷锌供应水平对小麦的影响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02

芹菜素对高脂人主动脉内皮细

胞脂毒性的保护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嘉宇 2018015289

郭天敏

/2018013579

,姚炎芃

/2019015276

,孙铂洋

/2019015277

,晋如意

/2019015253

彭晓丽 副教授 0827

肥胖已成为世界性健康问题，过量脂肪酸摄入是肥胖的主

要成因。游离脂肪酸过量会诱发内皮细胞功能障碍。现已

证明芹菜素具抗肥胖功效，但关于芹菜素缓解脂毒性损伤

的研究较少，其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本实验旨在研究芹菜

素对高脂人主动脉内皮细胞脂毒性的保护作用及其内在机

制。结合质谱分析和蛋白组研究的技术手段，为利用芹菜

素缓解脂肪堆积对血管内皮细胞造成的功能紊乱提供依

据，也为进一步治疗脂肪过量引发的损伤提供理论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03

BAMBI在脂肪分化中的作用及

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宇龙 2019010607

张琳

/2019010597

,孙彦鹏

/2019010643

孙世铎 教授 0903

主要研究内容： (1) 通过分别向C57BL/6J小鼠注射

BAMBI腺病毒超表达和慢病毒干扰载体，构建超表达和干

扰模型，在体内研究脂肪性状表型的变化； (2) 根据

Cre/LoxP重组酶原理，制作脂肪特异性BAMBI敲除小鼠，

在体内研究脂肪组织中BAMBI缺失条件下脂肪性状表型的

变化； (3) 通过高脂饲喂制作肥胖敲除小鼠疾病模型，

研究BAMBI在脂肪关联疾病中的病理作用。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04
唐九成宫造园艺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王一章 2018011468

刘锦淇

/2017011833

,郑文婷

/2019011552

,卫欣哲

/2018011472

,姚希晗

/2018011643

冯静,

胡海燕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1305

本项目拟通过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对比研究法梳理

唐代重要离宫九成宫的历史沿革，研究九成宫皇家园林的

造园手法和风格特征。完善陕西园林史和皇家园林史，推

动风景园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为现代园林的设计提

供借鉴与参考，助推当地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和经济建设。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05

Pd（0）/Rh(II)双催化合成

C4位含季碳中心的苯并恶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屈冰倩 2018010895

张佳蓉

/2018014219

,崔文琦

/2018012582

陈自胜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研究了通过使用Rh(II) / Pd(0)双催化，采用一锅

法的方法合成四号位含季碳中心的苯并噁嗪，通过使用重

氮化合物和过渡金属，分别进行了催化剂、配体、溶剂、

温度以及用量等的优化，完成了最优条件的筛选。在该反

应体系中的Rh(II)通过分解重氮化合物形成铑卡宾，酰胺

中的氧进攻卡宾碳生成六元环状亚胺正离子。同时，烯丙

基酯在Pd(0)的催化下发生氧化加成，随后发生Tsuji-

Trost反应，形成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06
水培菜营养液检测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雨萌 2018012940

黄丽雯

/2017012721

,高广宇

/2019015242

,李昊昀

/2019012671

,孟泽江

/2018012685

崔永杰 教授 0802

针对水培植物种植中智能化程度不高的现状，研究一种适

用于水培菜培养箱的营养液检测系统，能够对营养液条件

实时监测、记录数据、远程控制，有效模拟作物生长条

件，提高产品质量，利于水培种植的精准控制和规模扩大

。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07

基于农户兼业化行为的天气指

数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熠文 2018010082

赵张煦

/2017011415

,张集文

/2018012264

,何佳芮

/2018014330

,钟雅琳

/2018014601

白秀广 副教授 0201

利用陕西省洛川县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从农户兼业化行为视角实证分析不同兼业化行为农户对天

气指数保险需求的差异及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为天

气指数保险的发展提供相关意见与建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08

锦鸡儿属一些复合群和近缘物

种的DNA条形码鉴定及其分类

学处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戚煜 2018011216

李佳源

/2018011217

,王殳

/2019051070

,张雪丽

/2018011226

,马闯

/2018011225

常朝阳 教授 0902

锦鸡儿属（Caragana Fabr.）是欧亚温带草原和荒漠地带

重要的灌木类群，中国是其主要分布和分化中心。由于在

长期演化过程中，种间杂交和基因渐渗形成一些物种的界

限难以划分，本实验旨在利用DNA条形码技术正确鉴别个

体，利用核基因的ITS序列和叶绿体基因的rbcL、matK、

trnH-psbA序列作为标准条形码，对锦鸡儿属复合群和近

缘物种进行判别分析，测试通用核心DNA条形码的有效性，

以期为锦鸡儿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09

秸秆碳投入对旱作农田土壤有

机碳及其组分的影响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畅 2018010176

徐文汉

/2017010040

,马仝乐

/2018010085

,殷杰

/2018010040

,高原

/2018010174

张鹏 副教授 0901

高度集约的农业利用导致了土壤退化并且面临污染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旱作区可持续农业发展的迫切需求，于

是秸秆还田应运而生。作物秸秆作为粮田土壤最重要的有

机肥源，还田后为农田土壤有机碳提供了丰富碳源，具有

明显的增碳、固碳作用，增强了土壤的保肥保水能力及生

物活性。因此，深入研究和探讨秸秆碳投入后黄土高原旱

作农田土壤固碳过程、碳库稳定性机理及其作物增产机

制，对提高黄土高原旱地土壤蓄水保墒、培肥增产具有重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10

抗灰霉病锦葵内生菌筛选与鉴

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宇豪 2019013722

张怡楚

/2018010527

,韩林轩

/2019013697

,王若琳

/2019013682

,任鹏

/2019013863

秦宝福 副教授 0710

灰霉病是葡萄等农作物生产以及储运过程中的严重病害，

每年会使农作物造成大量损失，本项目通过对锦葵的内生

菌进行分离纯化，从而测定并筛选出对灰霉病原菌有拮抗

作用的内生菌，再对筛选出来的对灰霉病原菌有拮抗作用

的内生菌进行保藏，为抗灰霉病生物农药的研制提供菌种

资源。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11

膳食补充色氨酸对LPS诱导的

小鼠神经炎症的改善作用与机

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培琳 2018013490

卢炼箫

/2018013588

,谢涵祺

/2018013491

刘志刚 教授 0827

本项目拟构建LPS诱导的小鼠脑内神经炎症模型，通过膳食

补充必需氨基酸色氨酸进行营养干预，最终阐明不同含量

膳食补充的色氨酸对LPS诱导脑内炎症反应小鼠行为学的影

响、小鼠神经元形态和突触可塑性的影响作用机制和对小

鼠脑组织炎症水平的影响，并探明色氨酸代谢产物在小鼠

脑内炎症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本研究对于揭示特殊膳

食结构对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脑健康具有重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12

基于不同高适应性反演模型对

ET反演各参数的敏感性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硕 2018012107

张登

/2018012108

,李云格

/2018012123

,刘宁

/2018012120

崔晨风 副教授 0811

项目分别基于SEBS模型、SEBAL模型、RLPM模型等高适应

性反演模型，以干旱半干旱区为主要研究区域，对ET反演

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探究各项气象参数和遥感参数对于

ET反演值就时空变化规律的影响，得出模型参量敏感性的

一般规律，确定针对不同反演模型各参数的敏感性。解决

各参数和变量的敏感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使反演结果存在

某些不易察觉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校正和改善各模型反演

结果，为研究各地区最适宜使用模型提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13

氮素添加对草地土壤微生物群

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旭阳 2018010178

何梦凡

/2018010177

,李熙林

/2018010032

,张东平

/2018010189

,苏欣

/2018010179

张超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2

本次研究项目将以固原生态实验站为试验站点，采用扩增

子测序的方法对不同氮浓度梯度下的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及

群落结构进行研究，旨在分析氮素添加对半干旱草地土壤

微生物多样性及群落结构的影响，为保护草原生态系统多

样性和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14

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对黄瓜穴

盘育苗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飞 2018010559

李香葆

/2018010516

,马塾梵

/2019010521

,冯子琪

/2019010510

,李达

/2019010471

胡晓辉 教授 0901

本试验，拟通过拌基质方式添加不同甲基营养性芽孢杆菌

菌剂用量，探究其对黄瓜穴盘育苗形态发育、根系生长、

元素吸收及壮苗指数等指标的影响，并试从该菌剂对基质

元素的分解能力、黄瓜秧苗激素代谢、叶绿素合成与光合

作用三方面来解析其对黄瓜秧苗的促生机理，为提高黄瓜

育苗质量，缩短育苗周期以及挖掘新型功能型微生物菌种

提高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15

杨凌农地流转集中与劳动力结

构匹配性诊断与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思玉 2018011944

李欣愉

/2018011935

,熊峰

/2018011887

,郑彬凯

/2018011886

陈江生 副教授 0705

本研究将开展有针对性的相关探索：杨凌规模农业劳动力

素质结构特征；农地流转与集中视角的农户生计分化影响

因素调查与研究；以家庭农业传承性为指向的农业政策体

系研究。 本研究在农户样本层面开展农地规模与劳动力结

构匹配性的研究，在理论、实践和方法应用方面均有一定

的创新性。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16

Sly-circ-587相应光照强度

的ceRNA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勇健 2018015276

李长乐

/2018015280

,边晓东

/2019015069

,张楚砚

/2019015050

武永军 副教授 0710

对Sly-circ-587基因测序发现其存在多个miR162的潜在

作用位点，而miR162的多项研究表明，番茄内 miR162参

与了生长发育及多种环境应答等过程。根据miR162的重要

调节作用，提出该circRNA可以通过ceRNA作用机制，参与

番茄环境应答，包括光照强度。 设计采用成环验证实验、

植物响应光照强度的过程与该环状RNA相关性实验、过表达

和敲除该基因载体的构建及番茄瞬时转染实验、稳定表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17
奶山羊营养计算器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思彤 2018010709

韦燕佩

/2017010752

,卢洁

/2018010708

,巴登其其克

/2018013065

王平 副教授 0903

奶山羊饲料中所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物质的数量、质量和平

衡性，与奶山羊的生产性能和健康水平有着直接关系，也

关系到养殖户的经济效益。奶山羊日粮中的能量和营养物

质如果不能满足奶山羊的营养需要，可能导致奶山羊生产

水平降低，导致缺乏症出现。奶山羊日粮中的能量和营养

物质过剩则不仅会造成奶山羊营养代谢病，影响奶山羊生

产性能，还会增加生产成本。因此，生产中使用科学合理

、营养均衡、质量可靠的饲料非常重要。 本项目基于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18

茶趣——紫阳古茶园文旅景观

规划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邓杰溪 2018011545

王文熙

/2017011862

,刘瑞

/2018011544

,曾垚玥

/2018011543

,吴非儿

/2018011509

唐英,

史承勇

讲师

(高

校),副

教授

0504

本项目是以2016年入围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的紫阳

古茶园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与查阅资料相结合的方

法对紫阳古茶园的历史文化、景观生态和产业经济进行梳

理和剖析，并进一步评估其遗产资源价值与保护开发现状

。提升环境设计、加强文化宣传的保护更新策略，积极带

动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农业就业，促进农村经济的

调整和转型。实现其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

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19

基于微流控芯片的便携式农药

残留快速检测仪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庞浩然 2018012664

孙汝千

/2019012526

,赵宇鹏

/2019012646

解加庆
讲师

(高校)
0802

传统农药检测仪的步骤较为繁琐，所需试剂量大，反应效

率低，灵敏度差。基于微流控芯片的微混合器可以实现多

种样品的高效混合，项目针对现有农药残留检测仪体积大

、效率低、检测所需样本多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微流

控芯片的便携式农药残留检测仪。首先，通过设计制备三

入口的混合微流控芯片，实现被测样品和试剂的高效混

合；在此基础上搭建样品输入系统与光学观察系统，最终

设计一款高效、便携式、低成本的农药残留检仪。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20

关中平原西部耕地季节性撂荒

的农户行为机理研究——基于

岐山县农户调查数据实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容 2018014635

李贤

/2018014587

,史冉冉

/2019014146

,周瑞彤

/2019014144

,赖波妮

/2018014594

张蚌蚌
讲师

(高校)
1203

本项目从农户对撂荒的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

三方面构建包括物质收益、非物质收益、指令性行为规范

、示范性行为规范以及农户禀赋、环境禀赋等六个观测变

量在内的计划行为理论研究框架，并运用SEM结构方程模型

将在岐山县进行实地调研的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探讨关中西部平原地区农户撂荒的行为机理，并借此提出

改善耕地撂荒现状的对策，紧跟乡村振兴策略，立足粮食

安全、耕地保护，为“三农”问题长远发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21

基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黄土

高原林草景观破碎化研究-以

延安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雨潇 2018011142

王奕然

/2018011108

,陈朝

/2019011104

,闫佳博

/2019011101

,韦思瀚

/2018011123

顾丽 副教授 0905

本课题针对黄土高原地区人工林景观破碎化严重，不利于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挥的问题，阐明景观恢复过程中的土

地利用及景观环境状况，揭示区域林草景观破碎化的动态

演变过程及驱动力分析，从管理景观空间格局角度提出切

实的景观结构配置方案与技术标准，为改善脆弱区生态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22

不同直链淀粉含量糜子品质多

样性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龚瑶 2018010106

李佳雨

/2018010107

,曹梓微

/2018010118

冯佰利 教授 0901

糜子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制米作物，也是膳食多元化的保障

。项目组以糜子适口性评价为基础，通过对不同含量直链

淀粉对糜子外观品质、蒸煮品质、营养品质的影响进行实

验探究以及系统分析，在系统分析不同类型糜子资源淀粉

等营养品质的基础上，对差异明显的材料进行相关研究，

研究结果为揭示营养黄米蒸煮食味品质生理形成机制奠定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23

GmNNC1负调控大豆共生结瘤通

路核心基因GmNIN的表达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紫月 2018011253

林高帆

/2018013225

,程梓玉

/2018014117

,马伟青

/2018014025

,杨锦波

/2018013980

邱立 副教授 0710

氮作为限制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之一。过度使用化肥造成

环境污染并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成本。若作物能与根瘤菌共

生结瘤固氮，减少对化肥的依赖，将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困

境。本项目拟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以大豆转录因子

GmNNC1为研究对象，揭示GmNNC1对大豆共生结瘤通路核心

基因GmNIN的负调控机制，为探索豆科作物、非豆科作物

与根瘤菌共生结瘤固氮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为实现我国化

肥和农药实现“零增长”提供新的解决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24

基于动量矩原理的组合喷头研

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飞 2018012149

赵灵犀

/2018012111

,李佩泽

/2018012054

,闫婧歆

/2018012150

,邢欣

/2018012139

朱德兰 教授 0811

针对现有喷灌技术中常用喷头存在能耗高价格贵的问题，

发明一种基于动量矩原理的组合喷头，通过研究提出喷嘴

间距、喷嘴与输水管夹角及喷头组合间距，最终开发出水

量分布均匀、能耗低、水滴碎裂充分、射程大的系列组合

喷头，适用于移动式喷灌、大田作物及经济林果的固定喷

灌。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25

调控叶黄素循环提高植物光合

效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聪宇 2019013868

赵珉

/2017013882

,杨文静

/2019013793

殷俐

娜,王

仕稳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710

本项目将开展MGDG调控叶黄素循环以增强光保护的机制研

究，并验证是否可以通过调控MGDG合成来提高植物的光保

护能力，进而提高植物的抗逆能力，研究结果将为作物高

光效和抗逆育种提供理论依据和思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26

陕南猕猴桃果园土壤肥力特征

分析与综合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光焕 2017010423

石文敏

/2017010416

,刘琼梅

/2017010510

,胡碧春

/2017010516

,王怡楠

/2017010420

王南南
讲师

(高校)
0823

几年来，陕西猕猴桃种植实行“东扩南移”战略，陕南便

成为陕西猕猴桃重点发展区域。但陕南猕猴桃以新建果园

居多，土壤肥力状况不清，极大限制了该地区猕猴桃产业

可持续发展。本项目通过采集陕南猕猴桃主产区30个典型

果园土样，测定可反映土壤综合肥力的20个指标，通过

Excel与SPPS进行综合分析，以摸清陕南猕猴桃果园的主

要土壤肥力特征及其适宜性，据此提出适于陕南猕猴桃果

园的土壤肥力综合管理策略。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27

基于 DEM 的地形因子对高速

铁路选线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申小凡 2018011933

王嘉铭

/2018011952

,陈相霖

/2019011713

,魏靖轩

/2019011636

刘梦云 副教授 0705

本项目借助ArcGIS平台将五条代表性铁路数据和DEM结

合，剖析出铁路沿线的高程、坡度、坡向、坡面曲率和水

平曲率5个地形因子数据，通过Spss软件将数据分级整

理，并结合相关文献，构建每条线路的高程统计分析评价

、坡度统计分析评价、地形起伏度统计分析评价、地貌形

态分析评价4个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对评价指标赋权、打

分，得到线路分数，由此便得出地形因子对高铁线路的影

响。此项目对未来铁路选线地形的选取提供了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28

AP-1转录因子家族基因表达载

体构建及在猪肺泡巨噬细胞重

编程中的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金述磊 2018015231

赵治钤

/2018015232

,徐文杰

/2019015111

张仕强 副教授 0710

本课题希望通过分别构建AP-1家族的JUNB、JDP2、FOS、

MAFF基因的PiggyBac载体，并分别与项目前期建立的

PU.1和C/EBPA/B载体联合转染野猪肺细胞系（WSL），诱

导猪肺泡巨噬细胞重编程。并以此研究AP-1家族成员对猪

肺泡细胞重编程的影响作用，为筛选诱导猪肺泡巨噬细胞

重编程的转录因子组合提供支持，并且为后续建立能够稳

定被ASFV感染的永生化细胞系和非洲猪瘟疫苗研发打下基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29

MetEnk抑制肥胖动物外周组织

脂质积累的分子调控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尊海 2018010727

赵立秀

/2018010676

,程秀娟

/2018010748

孙超 教授 0903

通过探究阿片生长因子MetEnk对肥胖动物外周组织（肝脏

、肠道、脂肪组织）脂质积累功能及肠道屏障与微生物菌

群组成的具体调控作用及其分子机制，其结果可为系统揭

示MetEnk调节动物脂质积累规律、畜禽生长发育与肉质改

善以及人类医学上肥胖症治疗的分子机制提供理论指导作

用及试验支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30

校园植物群落对空气质量的影

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栾文琪 2017011763

毛雁翔

/2017011749

,杨蕴涵

/2018011465

,张钤铭

/2018011417

,黄海龙

/2018011411

罗建让 副教授 0905

本研究拟选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校区乔、灌、草、乔-草

、灌-草、乔-灌-草6种不同结构的植物群落绿地，以样地

旁边的空地为对象，测定它们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的空气负离子浓度、空气颗粒物浓度、空气含菌量，分析

不同结构植物群落对场地空气质量的影响，为校园植物景

观的优化和植物景观的营造提供参考。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31

基于竞赛的仿真足球机器人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强 2018012590

侯世龙

/2018012588

,于涞源

/2019015219

,赵泽行

/2019015213

,杜超

/2018012591

寇小希 副教授 0802

FIRA仿真足球竞赛通过仿照实际足球比赛建立简单物理模

型，并添加了自动裁判系统，成为了一个完善的竞赛系统

。减少了实物硬件破坏所带来的损耗，不受实物硬件条件

和场地环境的限制。FIRA 仿真 5vs5 机器人足球项目低

成本，无需投入大量资金。高仿真，生成策略可直接应用

到实物组。促进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为高级算法(退火算

法，人工势场)的先进性提供了合理依据。该项目能 提高

程序设计水平，研究算法，提高学习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32

耕地“非粮化”时空趋势及其

驱动因子分析——以周至县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茜茜 2018014633

张玉

/2017014751

,刘畅

/2018014681

,金子涵

/2018014615

张道军 副教授 1203

该项目以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为研究对象，研究耕地“非

粮化”的时空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旨在分析导致该地区耕

地“非粮化”的关键政策因素，以及相关自然和社会经济

条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平衡经济发展

与粮食安全，以及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提供决

策参考。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33

冷冻切片和冷冻电子显微镜对

于同一细胞观察的研究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梦 2019011039

刘泽宇

/2018015220

,王秉金

/2019011056

张鑫
讲师

(高校)
0905

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将两种独立的实验技术，通过一定的

方式来结合，以此来获得同一样品，甚至是同一细胞的两

种观察结果，从而更加精准快速的获得样品深层次的信

息，也为细胞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更

好的诠释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植物解剖主要是

利用石蜡切片技术，但是费时费力，而且技术要求较高。

在石蜡切片的基础上，通过冷冻样品发展的冷冻切片技术

是石蜡切片技术的替代，因为冷冻切片具有操作步骤少，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34

细胞自噬在玉米应答干旱胁迫

中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淏玉 2018010021

李佳霄

/2017010609

,冯彪

/2018010014

,李研欣

/2018010275

王哲 副教授 0901

玉米，干旱，细胞自噬，当三者碰撞，会产生怎样的火花

呢？研究发现细胞自噬在部分植物抗旱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但其在玉米抗旱方面的研究仍是一片空白。因此，探

索细胞自噬在玉米抗旱中的作用，挖掘影响抗旱的关键基

因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通过挖掘玉米响应干旱胁迫的细

胞自噬相关基因并进行实验验证，最终初步确定玉米中响

应干旱胁迫的细胞自噬基因，为将来细胞自噬在玉米应答

干旱胁迫中的功能研究打下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35

广义李属（蔷薇科）的系统发

育基因组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新媛 2019013675

王若琳

/2019013682

,郑灏然

/2019013685

赵亮 副教授 0710

李属植物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包含桃、杏、李、樱桃等

常见水果和梅花、樱花等观赏植物。由于以往取样密度太

低、所用分子标记较少等原因，李属的单系性和各亚属间

关系仍未解决。本研究在加大取样密度的基础上，利用叶

绿体基因组序列和核基因序列重建李属的系统发育框架，

进一步厘清属的界限、各亚属的单系性及其亲缘关系，为

李属植物育种和资源多样性的研究、保护和开发提供重要

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36

基于卫星遥感和模型同化的河

套灌区土壤盐分监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方妍欣 2018012188

高院强

/2018012116

,刘骁驰

/2019012072

,李汶龙

/2018012143

陈俊英 副教授 0811

1.土壤盐渍化程度是影响灌区土地资源经济效益和作物产

量的关键因素，及时、准确地监测盐渍化动态是盐渍化合

理防治的重要前提。卫星遥感有无创、动态、综合、快速

、宏观等优点，是现阶段大面积监测土壤盐渍化的重要研

究方向； 2.精细刻画农田土壤盐分运移过程对盐渍化精准

治理有重要意义； 3研究表明，利用遥感等多源观测数据

在大面积范围上的连续观测，通过同化算法对生态过程模

型中的关键参数进行调整，可以更好地预测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37
黄河流域水沙变化及归因识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博 2018012009

朱昱

/2018012106

,闵凯

/2018012015

赵广举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811

黄河是我国乃至世界上著名的多沙性河流，水少沙多、水

沙关系不协调等问题深刻影响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

项目将通过分析黄河流域水沙多时空演变及分异特征，揭

示多因素变化下流域水沙产输变化规律，为黄河流域的生

态保护及开发提供帮助。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38

陕西省梨品种结构调查及良种

筛选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成晶晶 2018010466

柳盛严

/2019010525

,程全奇

/2019010420

,肖丹

/2019010407

杨成泉
讲师

(高校)
0901

调查陕西省梨的品种结构，并运用多维价值理论合并规则

的评价方法，以各个单因子为评价目标，对各种梨品种进

行综合评价，最后筛选出适宜在陕西省栽培的优良梨品

种，为陕西省在发展梨果生产中的品种选择提供科学的理

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39
丹参SmMYB36互作蛋白的筛选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晓彤 2018015208

佟金泉

/2018013825
麻鹏达 副教授 0710

本实验室前期研究发现丹参内源R2R3-MYB转录因子

SmMYB36可同时调控苯丙烷和萜类代谢，对丹参酚酸和丹

参酮两大类物质积累存在相反的调控。那SmMYB36存在哪

些对其活性产生调控作用的翻译后修饰？这些翻译后修饰

蛋白对SmMYB36介导丹参次生代谢物合成积累产生什么调

控作用？本研究针对这些对SmMYB36进行酵母双杂交筛选

其互作蛋白、通过分子互作验证技术对这些互作蛋白与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40

体温差异与肉兔生长发育相关

性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游雪妮 2019010598

晋婷

/2018010590

,张珊

/2019010594

,刘瑞

/2019010673

,靳丽娜

/2019010595

任战军 副教授 0903

体温是兔重要的生理指标之一，体温的差异造就了兔在饮

食，排泄，生殖，发育等各方面的不同，而且体温是由基

因决定的，其基因的遗传性造成了体温的高低会伴随终生

。本研究将着眼于肉兔体温，将体温作为观测指标，探究

其偏高或者偏低对肉兔生长发育造成的影响，探索幼龄兔

体温差异与其以后生长发育、育肥的相关性，从而探寻早

期选育指标，实现高效养殖，提高经济效益。在这之后，

本研究还希望运用转录组测序的方式，经过系统地数据分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41

陕北窑居型传统村落保护与更

新设计研究——以米脂县镇子

湾村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邓禹倩 2018011577

李昊旻

/2017010131

,侯彧晅

/2018011503

,杨媚

/2018011495

史承勇 副教授 0504

我国大量的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重要根基。

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急剧减少，保护工作急

需开展,在综合分析村落保护发展背景和村落资源的资料收

集和分析的基础上，从布局、交通、建筑、环境、人文多

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梳理剖析，分析村落文化遗产资源价值

和保护现状问题，提出美化环境、生态保育、更新窑居为

保护更新策略，以突出窑居型传统村落地域性特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42
鸡舍清扫机的仿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文卓 2018012619

关其锋

/2018012676

,徐婧华

/2019012596

,钱泽源

/2019011472

,魏子渊

/2018012589

闫锋欣
讲师

(高校)
0802

随着我国肉鸡养殖业的发展，肉鸡养殖户持续增多。目前

大规模养殖户已采用机械化方式养殖，但机械化清理鸡粪

目前还有待发展，养殖户普遍采用人工清粪，效率低成本

高。该项目从鸡粪清扫系统，物料运输系统和整车架构三

个方面作为起点，目标为研究出一种新型的鸡粪清理机。

该项目的研究依托于西农机电学院的支持和闫锋欣老师的

指导，最终成果为高水平论文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43

逆城镇化背景下农民返乡创业

与农村多维减贫——基于“目

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模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邢源涛 2018014623

周世杰

/2018014565

,吴会冬

/2018014663

,杨亚宁

/2018014650

,梁雨菲

/2018014624

闫振

宇,徐

家鹏

副教

授,副

教授

1203

2013年以来，我国进入城乡协同发展阶段。一系列的政策

要求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农业发展制度的转变，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逆

城镇化背景下，大量农民返乡创业为农村带来了资金和发

展机会，带动了农民减贫增收，增加了就业机会。本项目

旨在通过研究逆城镇化背景下，农民返乡创业对于农村多

维减贫的作用，为相关部门提供农民返乡方面的理论支

持，并帮助推进农村多维减贫。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44

黄土高原蒿属一级根解剖性状

沿环境梯度的变化规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学丽 2018011111

谢燕军

/2018011295

,莫奇涛

/2018011167

,黄忠贤

/2018011120

张硕

新,王

瑞丽

教授,

副教授
0905

本研究以黄土高原蒿属植物一级根解剖性状为研究对象，

10个取样点经度上横跨整个黄土高原，从西到东10个样地

的水分和土壤含氮量呈现递增趋势，是研究植物沿环境因

子变化的理想地点。通过获取一级根的解剖性状（包括皮

层厚度、维管柱半径、导管直径、数量、密度以及根直

径），以揭示黄土高原蒿属植物一级根解剖性状沿环境梯

度的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45

BES1参与拟南芥响应高锰胁迫

的分子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悄语 2018013969

钟苏烨

/2018013970

,高淼

/2018013851

,朱小凤

/2018013841

,化泽瑜

/2018013827

张振乾
讲师

(高校)
0710

本项目旨在初步阐明BR-BES1-MTP8/11信号途径参与拟南

芥响应高锰胁迫的分子机制。申请人以BR信号途径中重要

转录因子BES1的功能获得性突变体bes1-D的高锰胁迫耐受

表型为切入点，并进一步通过荧光定量PCR获得了可能的下

游调控的锰转运体MTP8、MTP11。本项目中，申请人将通

过Y1H、EMSA、ChIP、烟草LUC报告系统进一步确认BES1

直接结合并激活MTP8、MTP11的表达，并研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46

无人机多光谱遥感监测土壤含

水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志昊 2018013379

王勇

/2018012047

,肖悦

/2018012063

,郑长娟

/2018012062

,王佳儿

/2018012061

张智韬 副教授 0811

传统的作物水分获取方法测定作物含水量存在耗时长、耗

费大、具有一定的破坏性等缺陷,且只能获取点上的信息,

难以实现大面积区城的观测,而遥感技术作为一种远距离、

非接触的探测技术,可以获取目标地农作物反射、散射和辐

射的电波信息,并进行处理和分析所获取的波段信息。相比

之下，传统作物合水量测量方法仅能获取“点”信息,而遥

感技术可获取区域的“面”信息,这为大范围地进行农作物

含水量的监测提供技术支撑和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47
牡丹林水土保持植被效益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宇 2019011850

王佳佳

/2019011836

,党嘉熙

/2019011865

,李国虎

/2019010523

郭忠升 教授 0905

我国是牡丹的原产地，油用牡丹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都已被证实具有很大的价值，但很少有人关注油

用牡丹的水土保持效益，本项目通过探究油用牡丹对地表

径流量、土壤减蚀量和土壤持水能力以及油用牡丹与柠条

林水保效益的分析对比，从而评价出油用牡丹的水土保持

植被效益。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48

茶树CsCHLI基因克隆及在叶绿

素合成中的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彦婷 2018010418

李奕澎

/2018010390

,陈彬睿

/2018010403

高岳芳 副教授 0823

本项目通过对编码茶树镁离子螯合酶I亚基的基因进行克

隆，并对镁离子螯合酶I亚基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其在茶树

叶绿素生物合成中的功能和作用机制，为今后进一步研究

特异茶树叶片白化、黄化及其返绿机制提供研究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49

GPx3对奶山羊精原干细胞自我

更新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孟媛 2018015287

栾宇轩

/2016010971

,赵笠翰

/2018015291

华进联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4

本项目通过构建GPx3基因在奶山羊睾丸表达谱、克隆GPx3

基因、构建GPx3基因干扰载体从而探究GPx3基因对奶山羊

精原干细胞自我更新的影响，对于提高奶山羊生殖能力、

优秀种质资源的保存和获得优良品系，进而生产丰富的经

济产品、生物医学产品具有重要意义。目前GPx3调控CSCs

自我更新和分化的作用机制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GPx3调控精原干细胞自我更新的机制仍不清楚，尤其在

家畜方面，本项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50

研究miR-145通过TGFB2调控

奶山羊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凋亡

的分子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重师 2018010606

赵龙龙

/2018010723

,汪昊

/2018010730

,张恒益

/2018010725

宋宇轩 副教授 0903

基于子宫内膜容受性对家畜胚胎植入的重要性，目前迫切

需要对奶山羊容受性子宫内膜建立的分子调控机制进行探

索。本项目将结合相关生物技术，阐明miR-145与TGFB２

对奶山羊子宫内膜上皮细胞调控的分子机制，为提高奶山

羊繁殖率与经济效益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项目组成员结

构合理，团队协作能力强，认真负责，能够定期进行学术

交流，及时了解学科前沿和最新动态，为本项目的顺利完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51

关中地区农业设施遗址景观保

护与利用研究——以渭惠渠农

业水利设施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含琳 2018011510

张硕

/2018011480

,冯璇

/2018011508

,王清

/2018011502

,支米尔

/2018011488

娄钢 副教授 0504

本研究将从乡村景观角度出发，探寻农业遗址景观廊道保

护和利用的策略及其方法，从而有效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及全域旅游开发，具有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52

具备仿生表面的高强度金属深

松铲设计与3D打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闪闪 2018012852

周志康

/2017012584

,高健德

/2019012457

张硕,

牛纪苹

讲师

(高

校),讲

师(高

校)

0802

针对深松铲作业过程中阻力大、土壤扰动量大等问题，本

项目采用有限元仿真和田间试验相结合的方法，设计并3D

打印具有仿生表面的高强度金属深松铲，建立根土复合体

模型，研究工艺参数对金属3D打印深松铲的影响，优化深

松铲结构参数。最终确定最佳仿生微结构尺寸，并实现高

强度金属深松铲的3D打印制备。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53

外部冲击对陕北农户节水灌溉

技采用行为的影响机制与效应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煜桢 2018014365

杨锦昊

/2018014345

,张雅迪

/2018014495

,陈淑涵

/2018014685

,马钰洁

/2018014359

姜雅

莉,陆

迁

副教

授,教

授

0201

项目为解决外部冲击，对陕北缺水地的农户，节水灌溉技

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和解决措施。本课题通过问卷等调研方

法获取数据，构建相应的指标模型体系，利用软件进行相

应的分析判断，最终得出结论和改进措施。促进陕西农村

技术发展,致力解决农村“三农"问题，针对严重干旱地区

探究外部冲击对节水技术选择影响，寻找合理规避外部冲

击风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国家、相关农村企业

以及农民个体决策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54

秦巴山区有机香椿高效栽培技

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孟良 2018011126

房乾光

/2018011096

,周琳茜

/2019011031

,白皓

/2019011052

王乃江 副教授 0905

秦巴山区香椿广泛采用露地种植，栽植密度低，存在栽培

管理技术落后和病虫害严重等问题，芽菜产量有限，严重

制约了香椿产业的发展。 本研究采用矮化密植栽培模式，

通过平茬、截干矮化树体，采用摘心、刻芽等方法优化栽

培技术，利用生物防治技术控制病虫害，从栽培技术和病

虫害综合防治两方面展开研究，探索适合秦巴山区环境条

件的一整套香椿栽培管理技术，实现香椿的矮化密植和有

机生产，促进当地香椿产业健康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55

葡萄VvKFBCHS对VvCHS3蛋白

稳定性和类黄酮生物合成的影

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浩 2018013682

田济豪

/2018013859

,刘珏

/2018013929

,于正浩

/2018013867

,王雪阳

/2018013862

李琰 副教授 0710

课题组前期采用酵母双杂交确定葡萄VvKFBCHS与VvCHS3互

作，初步确定VvKFBCHS参与泛素化降解VvCHS3蛋白，调控

VvCHS3的稳定性，从而影响葡萄类黄酮的代谢。 因此，

本项目试图通过从不同角度研究VvKFBCHS 对于VvCHS的调

控模式，以跟踪研究VvKFBCHS 如何影响葡萄类黄酮的代

谢，完善葡萄植物相关次生代谢产物的产生机理，为研究

葡萄类黄酮的产量，其药用化及工业化生产奠定理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56

基于物联网云平台的农田信息

监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杭 2018012252

李昊雨

/2018011991

,李龙启

/2018012652

,潘晨

/2018012337

甘学涛
讲师

(高校)
0807

目前，智能农业服务系统受传统思维影响，大多数设计方

案结构复杂，开发成本高，开发周期长，然而农业数据资

源中心依托云计算技术, 按照集约化的理念, 通过基础软

硬件资 源整合和架构重建, 实现数据资源的统一管理、分

级授权、按需分配和综合利用。云平台和物联网这一新思

路的诞生，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已经

延展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在不断地影响着人类的生

产和生活方式， 对建设高水平现代农业具有深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57

植被恢复对土壤侵蚀过程的影

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翁希哲 2018011647

罗琦

/2018011661
王兵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0905
植被恢复重建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本项目主要研

究植被恢复对水文过程、土壤环境、径流泥沙侵蚀产沙方

面的影响,并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58

西瓜原生质体制备及瞬时表达

体系的建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航 2018010493

冯腾云

/2019010411
袁黎 教授 0710

植物原生质体是除去细胞壁后形成的由单层细胞膜包裹的

裸露细胞。目前，原生质体瞬时表达体系已作为成熟技术

应用于拟南芥等模式植物，西瓜中相关研究和报道较少，

至今尚缺乏成熟的可用于基因功能研究的原生质体瞬时表

达体系。本研究为制备西瓜原生质体并以其作为受体，将

带有GFP基因的质粒转化原生质体，后用构建的靶向西瓜

OSD1基因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载体验证所建立的瞬时

表达体系，建立一套快速、高效的原生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59

生防菌Hhs.015蛋白类激发子

的筛选及诱导HR的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晶晶 2018015288

王若彤

/2019015125

,臧全烁

/2019015170

,孙伟霖

/2019015164

,李琳

/2019015129

颜霞 教授 0710

杨凌糖丝菌Hhs.015具有优良的抗菌功能，通过杨凌糖丝

菌Hhs.015对植物系统抗性功能的研究，筛选出诱导抗性

相关蛋白并进行开发应用，不仅对植物病害起到防治作

用，同时可以服务绿色生态农业。现已对杨凌糖丝菌

Hhs.015基因组分析预测，分析得出杨凌糖丝菌Hhs.015含

有分泌蛋白300个，约占总数的4.07%，其氨基酸长度大多

集中在100～400 aa之间，比例约占56%；其中具有预测功

能的外泌蛋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60

构建叶酸转运体SLC19A1基因

敲除细胞系及其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耿慧君 2018010621

谢婉婷

/2017010600

,张佩

/2019010546

,程泽超

/2019010605

,庞佳宜

/2019010592

邓露 副教授 0903

本科创团队所在课题组近五年的工作主要聚焦产奶效率关

键调控通路mTOR，前期研究还发现叶酸能够调控mTOR通路

。鉴于叶酸在奶牛产奶效率中的重要作用，本科创团队将

进一步基于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构建叶酸转运体

SLC19A1基因敲除细胞系，并结合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

学及动物模型阐释mTOR感应叶酸的分子机制及生物学作

用，为实现维生素的高效利用及奶牛的健康养殖提供分子

靶点，助力奶牛奶产量和产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61

马铃薯病虫害识别防治小程序

——“土豆Care+”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瑞鑫 2018012611

胡东旭

/2018012843

,胡芊芊

/2018010257

郭交 副教授 0807

近年来，随着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的不断推进，马铃薯已经

成为除稻米、小麦、玉米外的又一主粮。然而马铃薯在种

植过程中受到病虫害影响非常严重，对马铃薯种植业构成

了巨大威胁。当前对马铃薯病虫害识别方法的研究仍处于

理论方法的研究阶段，还没有可用于生产服务的产品。本

研究针对此问题，研究开发基于智能手机的马铃薯病虫害

识别软件，并结合专家知识，实现病虫害识别、防治建议

服务等功能，且操作方便快捷，病虫害识别准确率高。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62

重大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对生

鲜农产品电商业务的影响分析

——以陕西省武功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璐 2018014452

刘恒龙

/2018014437

,王僡人

/2018013482

,孟思贤

/2018014454

孙自

来,阮

俊虎

讲师

(高

校),教

授

0201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农村生鲜电商来说是一次新

的机遇，更是一次挑战。面对生鲜农产品电商平台订单量

的急剧增长，产生城市供不应求、农村农产品待销滞销的

矛盾。农村生鲜电商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但在运作过

程中，暴露出物流、运营管理等多方面问题。因此，本项

目旨在通过层次分析法的分析，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对生鲜

农产品电商业务产生的影响，并提出农村生鲜电商疫情后

发展路径的建议与对策，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63
小米方便粥研制与产品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一鸣 2018011164

张明月

/2018013357

,陈美含

/2019013440

,丁雨涵

/2019013367

,郑诗雨

/2018013512

冯佰利 教授 0827

小米系列方便粥的研制，是为了研制出一款既方便又营养

健康的速食粥。 目前我们日常饮食越发精细化，而且随着

肉类、西式高热量食品的过量食用，各种与肥胖病症也越

发的低龄化、广泛化。经研究发现：多摄入以小米为代表

的粗粮能够有效降低血糖血脂含量。本项目以我校育成的

优质谷子品种为原料，研发出带有西农特色的小米方便

粥，在解决相应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可大大增强我校的社

会影响力，促进谷子生产和产业发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64

滇东南更新世哺乳动物牙齿化

石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雪峰 2019013851

程文聪

/2019013774

,田潇羿

/2019013854

,蒋佩宏

/2019013836

,燕文杰

/2019013775

姜雨 教授 0710

笔者在滇东南丘北地区新发现更新世哺乳类牙齿化石，主

要有啮齿动物门齿、食肉类犬齿、食肉类门齿、以及古人

类门齿？等。通过铀系测年获得该化石遗址绝对年龄16-

19万年，拟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根据牙齿形态特征识别

该化石遗址生物属种特征，将今论古探讨近20万年以来相

关属种生态环境变化特征。滇东南更新世哺乳类化石材料

将为该地区的古地理环境、古气候条件的研究提供重要的

古生物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65
邰城路交通症结调查与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令森 2017012346

索淑娟

/2017012335

,张悦言

/2017012362

,鲍锦呈

/2017012361

,焦一凡

/2017012344

姜守芳
讲师

(高校)
0810

通过对杨凌示范区邰城路及西农路转盘的交通现状进行调

研,分析交通系统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此基础上对提出优

化方案，对交通在城市中展开的脉络给出建议,提出结构布

局,以期为城市交通规划提供参考和借鉴。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66

黄土丘陵区降水改变对退耕草

地群落水分生态特性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家仪 2019011801

雷玉婷

/2019011785
焦峰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905

水分对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以及结构与功能

的正常发挥都存在着重要影响。降雨格局的变化必将引起

土壤水分的波动，决定土壤可利用水分状况，降雨的变化

强烈影响着干旱或半干旱植物的组成和动态变化。    通

过研究草本植物群落生物量以及多样性指数沿降雨梯度的

变化以及草本植被群落及其土壤水分对不同降雨格局的响

应程度，为黄土丘陵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提供决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67

MdADH5基因的表达分析与功能

验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佳乐 2018010465

高舒

/2019010437

,薛小艺

/2019010379

,刘兆雨

/2019010520

刘翠华 副教授 0901

苹果是世界四大水果之一，种植分布范围广，在世界果品

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苹果在生长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

挥发性化合物,使其具有特征香气,是评价苹果及其制品品

质的重要指标之一。ADH在植物香气物质合成中发挥作用, 

 受乙烯等激素调控, 选择性地进行短的直链醇和醛之间的

相互转化, 催化香气物质前体的合成。本项目对不同成熟

期及不同储藏时长的秦冠果实进行MdADH5基因表达量的调

查、GC-MS分析和ADH酶活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68
反刍动物特异抗菌肽的挖掘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童奕寒 2018015240

何小娟

/2018015243

,许龙飞

/2018015248

王禹 教授 0710

抗菌肽有广谱效抗菌活性，具有广泛的医学和农业生产前

景。已有实验表明反刍动物瘤胃内微生物进化出特异的抗

菌肽。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作为宿主的反刍动物，极大

概率进化出新的抗菌肽以满足对瘤胃微生物稳态环境的调

节作用。本项目基于比较基因组及特征序列预测计算方法

鉴定测反刍动物中潜在抗菌肽，挖掘其特异的抗菌肽并探

究抗菌肽在反刍动物瘤胃内多种微生物之间相互共生的关

系中的作用，有利于对瘤胃相关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69

枯草芽孢杆菌来源的生物纳米

硒（BioSeNPs）对小鼠生殖及

猪精液保存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翔宇 2018010758

韦佳霖

/2018010756

,孔垂正

/2019010720

,张帅行

/2019010717

,胡康

/2018010762

董武子 教授 0710

本研究使用枯草芽孢杆菌还原亚硒酸钠产生生物纳米硒，

接着对其进行纯化表征，首先通过饲喂小鼠不同剂量的纳

米硒，确定生物纳米硒的安全剂量，然后通过附睾尾直接

注射，从这两个不同给药方式，在体分析附睾及附睾精子

的硒的含量，特异硒蛋白的表达和精子形态功能分析，最

终获得适宜剂量生物纳米硒对小鼠生精及精子功能影响。

同时，为纳米硒作为添加剂在猪精液体外保存过程中对精

子功能作用的影响提供思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70

番茄内外品质在线实时检测模

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翟雪东 2018012545

崔蕊艳

/2018012549

,赵永杰

/2019012689

,黄晨

/2019012504

赵娟
讲师

(高校)
0807

本项目首先完成基于机器视觉技术，对番茄的色泽、伤痕

、形状进行快速分析，建立针对性以上表型的数学分析模

型，即番茄外部品质判别模型。 之后根据番茄基于漫反射

或漫透射近红外光谱的特征识别方法，实现糖度、酸度及

隐形缺陷内部品质进行快速定量检测，建立针对性以上的

表型番茄内部品质判别模型。 分别建立番茄内外品质判别

模型，融合模型，评估验证得出最终检测模型，依此研究

番茄定量或定性品质分级、判别方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71

新冠肺炎疫情对杨凌农业生产

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琦皓 2018014498 牛荣 副教授 0201

2020年初始，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病毒传播速度

之快、范围之广多年未见。长时间由于疫情的影响，社会

经济增速减缓，商品经济生产生活停滞，而农业生产也受

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在国家着重重视农业经济发展的基

础上，搞清楚新冠疫情对农业发展的深刻影响至关重要。

在我校牛荣老师的指导下，科创团队为深入研究疫情之

下，其对农业生产生活的利弊，以杨凌示范区农业生产为

例，探索研究疫情对农业生产生活的影响。将新型冠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72

芽孢杆菌的分离筛选及其生物

肥料中合成菌群的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祎璇 2018013941

胥梦婷

/2018013939

,李泫静

/2018014059

,叶永成

/2018014011

,雍雪灵

/2018013963

陈春 副教授 0710

以生物肥料的研制使用为目的，侧重菌种为芽孢杆菌。在

陕西各个地区土壤中分离筛选适宜菌种，对其进行功能、

生存特性，抗逆性等多方面分析验证，基于苹果生长对营

养元素的需求、园土壤环境和微生物群落选择最为适宜的

菌种。并根据菌种特性制备载体材料，合成生物肥料并应

用于果园，达到在提高产量质量的基础上兼顾环境保护的

目的。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73

基于BIM的桥梁施工监控可视

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永珩 2018012354

张康

/2018012364

,王龙滔

/2018012349

,陈铄

/2018012348

,姜梦璐

/2018012366

张鹏
讲师

(高校)
0810

本项目的目的是建立一套关于监控桥梁施工的BIM可视化系

统，解决当前用二维监控系统监控桥梁反映出来的交互性

差，表现性差的问题。 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基于BIM的桥梁

施工监控可视化研究，达到为施工人员和监控人员提供逼

真的实施三维场景，帮助其更加直观的获知现场结构状

态，提升施工监控效率，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等具有重要

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74

拉萨砾石坡面侵蚀水力学特性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怿彦 2018014842

刘佩瑶

/2018011789
焦菊英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714

高海拔、高纬度寒区脆弱的地表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面临

严重挑战，造成土壤退化和可用耕地面积减少是难以修复

的。而该地区的坡面土壤中存在大量砾石，砾石的存在会

改变坡面产沙产流过程，导致坡面侵蚀动力驱动机制的变

化，为此，本研究通过室内模拟降雨，阐明砾石坡面侵蚀

动力机制，深化坡面水蚀机理，为该地区的土壤侵蚀防治

提供科学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75

山葡萄多倍体新种质材料创制

与鉴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邹福艳 2018010538

张柏荣

/2018010510

,郑润龙

/2019010449

,李慧

/2019010431

王西平 教授 0901

本试验的目的是利用秋水仙素等诱导剂对山葡萄进行多倍

体育种，诱导出多倍体创立出新的山葡萄种质并对其进行

鉴定，拓宽山葡萄优良品种选育途径，使山葡萄这一宝贵

的野生资源得以更为充分、广泛的开发利用。采用不同浓

度秋水仙素与不同浸渍时间组成正交试验，分别处理山葡

萄北冰红、北红等种子，获得诱变的突变体植株；对突变

体植株进行表型鉴定，结合流式细胞仪、染色体镜检等分

析，鉴定出多倍体诱变植株，创制山葡萄多倍体新材料。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76

改良酿酒酵母与里氏木霉混合

发酵促进酒糟产葡糖二酸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乔艺欣 2018015264

孙滢月

/2017010727

,吴迪

/2017011052

方浩 副教授 0710

D-葡萄糖二酸，是一种具有重要生物功能的有机酸，在美

国太平洋西北实验室、国家再生能源实验室和美国能源部

的报告中称其为“最有利用价值的生物炼制产品”可以合

成多种高效环保的新兴生物质能源，当前利用微生物合成

葡糖二酸是采用改良酿酒酵母生产，其生产率不是很高，

本次实验采用了改良酿酒酵母和里氏木霉对酒糟混合发酵

手段，实验结果，既会提高对酒糟的利用率，又能找到一

种高效生产葡糖二酸的生物发酵手段。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77
鸡基因组重复序列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郝瑞东 2018010640

孙舒宁

/2018010767

,王雯佳

/2019010624

,朱麟溪

/2018010639

,敖显配

/2018010635

魏泽辉 副教授 0903

转座子元件,是一类具有自主转座功能的序列,经过长期的

进化成为真核生物基因组中庞大的重复序列。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转座子元件对基因表达调控有重要作用。本次项

目研究内容旨在通过生物信息学研究手段，对蛋鸡和肉鸡

的转座子进行鉴定分析，通过对基因组中重复序列的分析

来探究影响鸡肉和鸡蛋各种品质的转座基因表达调控及其

作用机制，为蛋鸡和肉鸡基因组功能和进化研究等提供重

要基础数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78
电锯人体感应保护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克波 2019012505

吴富乐

/2019012496

,郭子啸

/2019012503

,陈家越

/2019012500

侯莉侠 副教授 0802

项目主要研究目的是设计一套电锯人体感应保护装置，这

款电锯能够识别出木材和手指，使得木工在使用电锯的时

候，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受到的伤害，一旦电锯接触到手

指表面，锯片将在防护装置的带动下数毫秒内停止转动并

反向缩回保护腔内，避免对人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79

物联网溯源技术的采纳行为与

影响因素研究-以生猪养殖户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孙瑞玉 2018014551

张思瑶

/2018014794

,向子婧

/2019014234

,于千惠

/2019014430

阮俊虎 教授 0201

本项目聚焦疫情中所反映的食品安全问题，以生猪养殖户

为例来研究，选择陕西省为调研区域，基于“创新的

UTAUT模型”中的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个人

创新和感知风险等因素，结合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研

究物联网溯源技术的采纳行为和影响因素。根据研究结

果，可以针对性的给养殖户和政府部门提出有效的建议，

促进养殖业动物疫情防控实现智能化，保障人民健康和国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80

可降解碱性木质素的合成细胞

的设计与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可仁 2018014089

李楠

/2017013996

,卫杰瑞

/2018014077

,王思危

/2018013858

潘君风
讲师

(高校)
0710

本项目通过合成生物学方法，解决目前生产实践中木质素

难以有效降解利用，造成巨大浪费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利

用合成生物学手段，改造木质素降解关键酶类，构建发酵

生产实践中所需的可降解利用木质素的菌株或细胞，提高

发酵工业中木质素的利用，解决木质素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问题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81
生物质能发电效率的提高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毛梓颖 2018012514

陈思颖

/2018012518

,卞梦晴

/2018013400

,虞达飞

/2018013617

,张元硕

/2018013608

谭亲跃 副教授 0806

本项目主要研究生物质能发电效率的提高相关问题。生物

质能是一种清洁可再生能源，有丰富的资源，而且产生的

污染少。本项目分别从燃气化效率和电气化利用效率两个

方面来考虑如何提高生物质气化发电效率，促进我国生物

质能发电的相关技术发展，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方案。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82

微孔陶瓷根灌土壤水盐动态分

布与根系吸水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月昊 2018012030

郭先齐

/2018012022

,李田田

/2018012026

,黄艺潇

/2018012023

张林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811

微孔陶瓷根灌土壤水盐动态分布与根系吸水模型是以枸杞

为研究对象，结合微孔陶瓷根灌水流运动特性，研究微孔

陶瓷根灌条件下水盐分布规律，分析枸杞根系吸水机理，

建立适用于微孔陶瓷根灌条件下枸杞根系吸水模型。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83

酸度相关基因MdABC10的克隆

、表达、亚细胞定位及遗传分

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孟一凡 2018010453

胡杰

/2018010455

,卞宁宁

/2019010389

,翁艺心

/2019010348

,刘若瑾

/2018010469

马百全 副教授 0710

酸度是苹果果实品质与营养的一个重要指标，高酸类型苹

果品种的选育是苹果育种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本科创项

目利用高酸品种‘蜜脆’和低酸品种‘秦冠’为研究材

料，在转录组测序筛选出控制苹果果实酸度相关目的基因

MdABC10基础上，通过对MdABC10基因的克隆，表达分析以

及亚细胞定位和遗传转化，为后期解析其生物学功能奠定

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84

基于单细胞的雌原核基因型及

其表型关系推断平台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曾镜瑀 2018015254

王一诺

/2018015241

,杨雪寒

/2018015285

廖明帜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基于单细胞全基因组测序技术（MALBAC），利用同

一初级卵母细胞减数分裂产生的PB1和PB2的基因组测序数

据推断用于形成受精卵的FPN的基因型。并且使用这一技术

改善试管婴儿遗传病排查过程，简化分析步骤、提高分析

精度，开发出一款流程化处理卵细胞极体数据预测胎儿遗

传病的软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85

脂联素受体激动剂AdipoRon调

控机体脂代谢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震震 2018010722

向彧瑶

/2017010693

,王晓飞

/2018010690

,张孜怡

/2018010737

,王若兰

/2018010616

王永亮 副教授 0903

AdipoRon是一种新型的脂联素受体激动剂,研究发现其展

现出脂联素类似的生物学功能，其能够增加小鼠胰岛素敏

感性和改善葡萄糖耐受，能够促进肝脏脂肪酸氧化基因表

达，降低糖异生基因表达、甘油三酯含量等。同时其还能

增加肌细胞线粒体基因合成，降低肌细胞甘油三酯含量以

及降低脂肪组织促炎因子的产生与积累。但其作用的分子

机理并不清楚，通过本次科创加深理解其分子调控机制，

有利于其在临床上的推广与应用。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86

基于声波感知的羊圈入侵监测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雪洁 2018012578

王辰熙

/2018012559

,罗俊杰

/2018012566

王天本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拟在现有室内入侵检测的基础上，为实现个体养殖

户的低成本高成功率的羊圈入侵判断，设计并实现一种基

于声波实时收发平台的羊圈入侵监测系统。该系统基于声

波实时收发平台检测羊圈被入侵引起的接收声波的信号变

化，随后将信号通过相关性分析算法筛选后，判断信号的

静止或运动情况，进而根据人的多普勒效应的周期性的存

在与否判断羊圈是否被入侵。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87

《蔬菜大棚基地+社区团购的

城镇居民生鲜产品购买意愿研

究:基于精准扶贫视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欣欣 2018014569

陈迎颖

/2018013279

,赵桉平

/2019011196

,段壹林

/2019014367

,沈奥

/2019011226

王艳花
讲师

(高校)
0201

在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的要坚持扶贫，深入开展

消费扶贫，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的政策指导下，本项目

从消费者的角度研究城镇居民当前通过社区生鲜团购这一

方式进行消费扶贫蔬菜大棚种植户的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形

成机制，并针对为蔬菜大棚种植户与社区生鲜团购平台对

接，拓宽农户的蔬菜的销售渠道和提供比较占优势的价格

提供策略参考，从而稳定他们的收入来源，助力精准扶贫

项目蔬菜大棚种植户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88

诱导体细胞重编程的化学小分

子及其靶标的计算筛选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昌华 2018013880

王聪颖

/2017014088

,昝文婷

/2017013984

廖明帜 副教授 0710

利用生物信息技术对能够诱导体细胞重编程的化学小分子

进行计算筛选，对诱导细胞发生重编程的小分子的作用靶

标进行筛选，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细胞重编程的分子机制，

获得更优的诱导细胞重编程的化学小分子，细胞重编程获

得的细胞经过诱导分化成为目的组织和器官，为解决器官

供体不足等医学难题提供方案。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89

BIM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

与实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东森 2018012051

黄一驹

/2016052266

,杨居宝

/2018012298

,骆文阔

/2018012043

,高承基

/2018012040

裴金萍 副教授 0811

BIM技术全称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是以建

筑工程项目各项数据信息,进行建筑模型的建立,通过数字

信息仿真模拟建筑物所具有的的真实信息的技术。项目通

过掌握BIM相对应的软件，利用信息化BIM技术，对水利工

程建筑物进行进行信息化三维建模，实现模型展现既实物

所得，使尺寸、材料、与模型一体化，并且用模型能展示

出实际水利工程建筑的搭建过程、内部结构、剖视剖面,以

及构成整体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90

东非尼罗河上游山地土壤元素

地球化学及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冬晴 2018010819

崔天亮

/2018010812

,孙婉玉

/2018010836

,莫文龙

/2018010818

王百群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705

本项目以东非尼罗河上游卢旺达全国典型区山地不同利用

类型土地土壤为对象，研究不同类型土地土壤主要化学元

素的地球化学性质、元素形态和含量、生物有效性及生态

化学计量特征，阐明土地利用类型与土壤化学元素赋存形

态、有效性及生态化学计量的关系。该项目对于了解尼罗

河上游山地主要利用类型土地土壤元素地球化学行为、防

控土壤退化、提高土壤质量、提升土地生产力，具有重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91

黄瓜果长调控位点fl1.1、

fl2.1和fl7.1的定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羽清 2018010467

李佳思

/2019010386

,田浩冉

/2019010395

,梁宸

/2019010393

潘玉朋
讲师

(高校)
0823

课题组前期以黄瓜果长差异较大的Pointset76和WI7200

作为双亲构建F？分离群体，已经初步确定并定位到黄瓜果

长是由QTL位点fl1.1、fl2.1和fl7.1多基因位点控制的

数量性状。利用该实验在不同环境条件下测得的F2分离群

体的果长数据，通过SSR和Indel等分子标记技术，进行

QTL定位分析，进一步验证果长调控位点的准确性。此次科

研成果将为黄瓜果长多样化品质育种提供可直接利用的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92

CBL1-CIPKs信号途径参与拟

南芥响应低温胁迫的分子机制

初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恒 2018015229

孙奇

/2018013830

,刘逸凡

/2019015116

张振乾
讲师

(高校)
0710

本项目旨在研究CBL1-CIPKs参与拟南芥响应低温胁迫的功

能及分子机制。申请人以cbl1突变体耐受低温胁迫表型为

切入点，通过酵母双杂交实验筛选获得与CBL1互作的

CIPKs的可能下游互作抗冷蛋白ICEs、CBFs，下一步将进

一步确认cipks突变体的表型并通过多种互作分析技术、

磷酸化实验、荧光定量PCR等方法探究CBL1-CIPKs磷酸化

ICEs/CBFs以及对其转录活性的影响，从而解析CBL1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93

CCKAR基因启动子区变异表达

调控机制与其略阳乌鸡体重的

关联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虎巧燕 2018010654

赵文妍

/2017010598

,魏涛

/2018010642

,李帅龙

/2018010637

王哲鹏 副教授 0903

略阳乌鸡生长缓慢养殖成本高，使乌鸡产品难以以更亲民

的价格走向市场。胆囊收缩素受体（CCKAR）是一个参与

胆囊收缩素（CCK）饱食信号传递的受体。CCKAR下调表达

会使个体采食量增加，生长速度加快，但其下调机制尚不

清楚。本研究以略阳乌鸡为对象，分析CCKAR 启动子区变

异对CCKAR的表达调控作用及其与体重的关联，相关结果

将促进我们对略阳乌鸡生长性状分子调控机制的认识，也

有望为略阳乌鸡生长性状的选育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94

基于树莓派的物联网智能晾晒

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皓月 2018012880

胡占领

/2018012929

,任崇德

/2018013116

,田清吉

/2018012934

胡耀华 教授 0802

因此本项目致力于设计开发一种可以智能检测干燥程度并

智能收取的晾晒装置，同时建立一个尽可能完整而且精确

的关于不同种类型材料的干燥的数据集。该装置用树莓派

作为主控板，通过重力传感器监测晾晒物的重力变化以得

出其干燥程度，将重力变化情况传递给主控板进行计算分

析并以此为信号控制装置的升降和旋转——若晾晒物未被

晾干，则装置只进行旋转，若晾晒物被监测到已经晾干，

则装置进行升降并发出信号提醒人们收取。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95

生物质资产抵押贷款效果评价

、风险控制与模式优化研究—

—以陕西省生猪抵押贷款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宋晨晖 2018014446

王俊饶

/2018014383

,李夏夏

/2018014445

,贾烁

/2018014409

胡振 0201

本项目以陕西省生猪养殖户为主体研究对象。首先，在原

有的生物质资产抵押贷款模式基础上，构建效果评价体系

并利用合理的计量模型评价。其次，探究贷款发生时涉及

哪些主体并明确各自存在的风险种类。最后，参照以往较

成熟的贷款政策，针对原模式存在的风险与问题提出模式

优化建议，完善生物质资产抵押贷款模式，有助于乡村振

兴和扶贫政策的落实与实施。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96

虎斑蝶和青斑蝶幼虫中肠转录

组分析及3种解毒酶克隆与表

达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栿 2018013834

赵雨菲

/2017013920

,郝祥瑜

/2018013831

,杨帅

/2018013826

袁向群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905

虎斑蝶和金斑蝶是斑蝶科两个十分近源的物种，但幼虫的

寄主植物却完全不同。虎斑蝶幼虫主要取食有毒性的萝藦

科马利筋属的植物，而青斑蝶取食无毒性植物。 本研究通

过对以有毒植物马利筋为寄主的虎斑蝶3龄幼虫与以无毒植

物为寄主的青斑蝶3龄幼虫中肠进行转录组测序分析以及中

肠微生物多样性的比较，发掘虎斑蝶中相关解毒基因，解

释虎斑蝶相较于青斑蝶具有解毒作用的原因，为以后针对

特有的生物毒素采取的解毒方法提供新思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97

溅蚀空间分部特征与数字模型

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良 2019011824

龙思宇

/2019011811
刘刚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5

降雨是引起黄土高原土壤侵蚀的主要动力以及影响该区土

壤侵蚀过程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雨滴溅蚀是降落雨滴打击

地表、造成土粒分散并以击溅跃移形式搬运的侵蚀方式，

是坡面侵蚀的重要来源。本项目旨在总结现有的雨滴溅蚀

的研究成果，利用实验数据逐个分析影响因子，最后对现

有模型进行综合改进，建立一个实用性较强、包含主要影

响因子的雨滴溅蚀数学模型，以期改进流域土壤侵蚀中雨

滴溅蚀计算存在的不足，为研究流域土壤侵蚀奠定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98

西北地区苹果高水分利用效率

砧穗组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俊全 2018010595

樊天乐

/2018010496
管清美 教授 0823

本研究以西北地区4种常用苹果砧穗组合的五、六年生大树

为试材，对根系分布特征进行调查分析，结合地上部树体

水分利用效率、果实品质、产量以及光合作用，筛选出水

分利用效率高，果实品质好、产量高的砧穗组合，并分析

根构型对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为西北地区优良砧穗组合

的选配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699
维甲酸诱导猪精原干细胞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思航 2018010703

张学玉

/2018010683

,丁聪

/2019010669

,王宁

/2018010746

,邱亮

/2018010700

郑以
讲师

(高校)
0710

猪精原干细胞在遗传资源保存以及再生医学大动物模型的

建立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但因猪精原干细胞分化

机制不清楚，严重制约了猪精原干细胞的研究与应用。本

项目拟探究维甲酸诱导猪精原干细胞分化的进程，对揭示

猪精原干细胞分化的分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可为猪精原

干细胞体外诱导分化为功能性精子奠定基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00
教学用采摘竞赛机器人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思豪 2018012918

乔欣

/2017012752

,王鹤颖

/2019012742

,唐淋

/2018012869

,刘天悦

/2017012652

王转卫 副教授 0802

为了激发学生潜在的科研能力，将专业知识与实际应用场

景相结合，达到学以致用，设计教学用采摘竞赛机器人。

拟采用步进电机四轮驱动的底盘、六自由度机械臂、平面

定位系统、音频交流系统、双目视觉系统和手眼协调系统

等，实现机器人无循迹线平稳行走、自主导航、果实成熟

度检测、目标识别、果实采摘的功能。多种可调控设备可

以增加学生的趣味性，拓展学习视野，也能更好地锻炼学

生的动手能力，以及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01

社会资本、面子观念与农户生

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实证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昱洁 2019014223

赵佳雯

/2018014728

,王若文

/2019012009

,史金玉

/2019014290

,余沁珊

/2018014424

袁亚林
讲师

(高校)
1203

源头分类难、参与率低已成为当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治理亟需破解的难题。本项目拟以社会资本、面子观念与

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

型，在分析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现状的基础上，构建并

验证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影响指标体系，厘清农户生活

垃圾分类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及驱动路径。本项目以期利

用社会资本、面子观念在乡村熟人社会中的影响机制提出

干预政策建议，有效引导农户按要求进行生活垃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02

农杆菌介导的高效玉米遗传转

化体系的建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佳洋 2018013872

朱新政

/2017015275

,朱小凤

/2018013841

,王文清

/2018013882

韩兆雪 副教授 0710

通过对C01、C09、C19、KN558和18599等玉米不同自交系

幼胚进行农杆菌转染，并对不同玉米材料、幼胚大小、农

杆菌侵染条件及共培养条件等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探索出

高效玉米遗传转化体系。通过该体系可以更方便地将外源

基因导入玉米自交系，丰富玉米种质资源。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03

氮沉降对土壤微生物功能的影

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奕琪 2018012793

赵熙玲

/2018011974
王国梁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2

氮沉降对土壤微生物、植物的生长、氮矿化速率等的影响

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综合作用过程。大气氮沉降对土壤影

响的机理研究十分重要。通过本次试验，阐明不同水平氮

添加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微生物功能的影响。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04

苹果FERONIA类受体激酶

MdMRLK2在干旱胁迫下的功能

及作用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端倪 2018010478

王恰然

/2017010477

,任天宇

/2019010433

,张楠

/2019010359

,李亮

/2018011211

刘长海 副教授 0710

本研究选取与拟南芥基因相似度最高的FERONIA

（MdMRLK2）为研究对象，拟通过生理生化、分子生物学

技术阐明MdMRLK2对苹果干旱胁迫响应的生物学功能，解

析其参与苹果抗逆调控的分子机理，为苹果抗逆遗传改良

和分子育种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05

转录因子JUNB调控绒山羊毛囊

生长发育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承翰 2019015161

王宇

/2019015122

,刘雅柔

/2019015126

王昕 教授 0903

本研究通过过表达或干扰JUNB，研究其对绒山羊毛乳头细

胞生长的影响，并筛选其靶基因，研究相关调控机制，为

揭示毛囊生长发育调控机制以及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一、项目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 研究内容： 

（1）JUNB在绒山羊毛乳头细胞中的功能验证； （2）

JUNB靶基因的鉴定。 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细胞、分

子水平上探究转录因子JUNB在毛囊生长发育中的功能及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06

用于防疫的智能消毒移动机器

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力 2018012932

郑美玲

/2018012672

,王玉婷

/2018012640

,桑云飞

/2018012612

,苑久洋

/2018012752

张军
讲师

(高校)
0802

该产品是一台基于激光雷达定位系统和超声波检测避障技

术，能够在一片区域中，按预设路线通过喷洒消毒液或者

使用紫外杀菌灯进行消毒工作的机器。它可以自动工作，

进行定时、定量、定点、持续大范围工作，大大节省人

力，而效果可以达到和人工消毒相同甚至更好。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07
陕西省农民科学素质提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小青 2018014549

苏欣钰

/2018014388

,崔雨诺

/2018014852

,张夏昕

/2018014481

,白高阳

/2018011750

牛荣 副教授 0201

农民是我国当代新农村的建设者,但当代农民的整体科学素

质偏低,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以及国家整体脱贫攻坚的进

程。因此通过对当前我国农民科学素质问题的研究，寻求

提升农民科学素质的对策，全面提高农民的科学素质，以

适应我国新农村建设、农村脱贫致富的发展要求，推进其

发展的进程而言至关重要。本研究针对梳理总结过程和实

地调查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问题产生的原因，着

重探索针对陕西省的实际调研情况，从多方面分析，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08

拟南芥小G蛋白家族响应高锰

胁迫的功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乔 2018013974

钱泳含

/2018013871

,彭琪朗

/2019013647

,张雨欣

/2018013883

高会玲
讲师

(高校)
0710

本项目拟研究拟南芥小G蛋白家族ROPx与锰转运体之间的

作用机制。首先对实验室已有的突变体进行筛选，获得高

锰胁迫敏感型的ropx突变体，通过分光光度法发现在高锰

胁迫条件下，ropx突变体的叶绿素含量显著低于野生型，

并通过双分子荧光互补实验发现，ROPX与拟南芥中位于液

泡的锰转运体MTP8存在互作。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项目

将进一步对ROPx和MTP8转运体蛋白进行一对一互作分析。

从而揭示拟南芥小G蛋白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09

基于数字近景摄影观测技术的

土壤侵蚀形态监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嘉宁 2017011075

张泽乾

/2017011079

,刘书辰

/2017011076

史海静 0705

本项目拟通过数字化近景摄影测量观测系统，在连续降雨

条件下，对土壤侵蚀下垫面形态演变过程进行观测。通过

坡面土壤侵蚀过程中下垫面的数字影像的获取、三维数字

点云的匹配、地面数字高程模型（DEM）生成以及土壤侵蚀

量、输沙率、沉积量、下垫面的几何尺寸等表征土壤侵蚀

的物理量的测算，建立土壤侵蚀过程的数字化摄影观测技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10

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对有机基

质培黄瓜产量、品质及氮素代

谢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菁 2018010565

胡濒月

/2018010567

,曹冠西

/2018010553

,高嘉策

/2018010578

胡晓辉 教授 0901

探究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对有机基质培黄瓜生长、产量、

品质的影响，并从植株C/N代谢和基质有机养分转化角度，

通过分析不同菌剂用量下植株C、N代谢中间产物、关键代

谢酶活性、基质氮素分解能力等指标的动态变化，分析甲

基营养型芽孢杆菌在设施基质培条件下对植物的促生增产

作用及其作用机制，为提高肥料利用率、指导微生物肥料

的应用、提高黄瓜品质及产量、改善设施无土栽培的效果

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11

酿酒酵母对青年奶山羊生长性

能、血清生化指标、瘤胃发酵

及微生物区系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琪璘 2018010680

乔驰

/2018013981

,孙桂平

/2019010886

,张欣怡

/2018010689

,赵冬玥

/2018010687

雷新建
讲师

(高校)
0903

在反刍动物饲料中添加微生态制剂，能够增加有益菌数

量，调节瘤胃内环境，进而促进动物生长、提高饲料利用

率、增强动物抗病力，可有效解决无抗饲养下幼龄动物生

长速度缓慢、饲料利用率低、免疫功能不完全等问题。本

项目旨在研究日粮中添加酿酒酵母对青年奶山羊生长性能

、血清生化指标、瘤胃发酵及瘤胃微生物的影响，为酿酒

酵母在奶山羊生产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促进奶山羊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加快陕西省千亿奶山羊产业的建设步伐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12
解魔方竞赛机器人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彤 2018012868

彭治骞

/2017012537

,张帆

/2019012684

,李品

/2019012653

,苏景毅

/2018012715

谷芳,

史颖刚

讲师

(高

校),副

教授

0802

魔方复原是人类智力和体力的完美结合，充满挑战。在国

内外多项赛事中，均将魔方还原竞速项目列为子项目，还

原魔方的最短时间的记录也在不断的刷新。本项目实施的

目的就在于参照人类竞速规则，通过研究计算机视觉，图

像处理，机器人控制技术，虚拟现实交互，魔方算法等方

面内容，设计制作解魔方机器人，使其能在最优的步骤

下，使用最短的时间，将魔方还原到初始状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13

农户对有机垃圾资源化利用的

价值感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杨凌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亲峰 2018014736

蓝镜蓉

/2018014319

,李纳

/2018014758

,李飞

/2018014754

,杨鸿

/2018014745

袁亚林
讲师

(高校)
1203

垃圾挤占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和生存空间，处理不当可直接

污染土壤、空气、水源，传播疾病，对各种生物造成危害

。如果能够从源头将垃圾分类回收综合处理，将会带来巨

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而且人们在获得收益的同时还能够

享受环境改善所带来的福利。因而，破解有机垃圾分类实

施主体农户对有机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价值感知及其影响因

素，是确保农户产生有机垃圾分类意愿和积极实施有机垃

圾分类行为的关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14

核糖体蛋白在蒺藜苜蓿与苜蓿

中华根瘤菌共生结瘤中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怡乐 2018013906

段春涛

/2018013890

,李嘉琪

/2018013904

丑敏霞 教授 0710

本实验以豆科模式植物蒺藜苜蓿为研究材料，通过在蒺藜

苜蓿基因组数据库中搜索到编码蒺藜苜蓿所有核糖体蛋白

的基因，接着在蒺藜苜蓿表达图谱数据库中查到各个基因

对应的组织表达情况，选择在根瘤中表达相对较高的基因

作为目的基因，对目的基因进行组织表达验证，确定与数

据库中的数据相差不大后，通过RNA干扰、过表达分析及组

织定位和亚细胞定位等技术与方法，初步确定其在其在共

生互作中的功能。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15

雨滴打击对坡面薄层水流流速

的影响及测定方法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晓庆 2018012138

王睿珺

/2018012154

,周家欣

/2018012156

刘刚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801

薄层水流流速的测定中，染色法测流速的方法最为简便和

适用，但是在使用染色法测量两个间隔之间的时间的时

候，存在的误差相对较大。因此我们想通过对比实验，将

染色法，流量法在有无降雨的条件下的进行测量，用累积

算法进行计算。通过两个速度的对比，从而达到对染色法

测薄层水流流速的修正系数进行校正和研究雨滴打击对染

色法测量薄层水流流速修正系数的影响。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16

桃类纤维素合成酶基因家族成

员鉴定及在桃果实发育和成熟

软化中的表达特性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兴珍 2018010434

刘鑫丽

/2018010435

,覃荣玲

/2019010468

赵彩平 教授 0710

桃属于呼吸跃变型果实，耐储藏能力差，货架期短，易软

化腐烂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多糖是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

之一，参与植物细胞形态建成，在桃果实的发育和成熟软

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桃类纤维素合成酶（cellulose 

synthase-like, CSL）基因家族的生物学功能，在提高

桃品质和耐贮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桃基因组

数据库进行CSL基因家族成员鉴定，对CSL基因在桃果实发

育和成熟软化中的表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17

秦岭羚牛肌肉组织真伪的分子

鉴定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睿 2018010716

汪富文

/2016010703

,李一丹

/2018010711

李安宁 副教授 0903

秦岭羚牛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是极其重要的种质资源。本项目通过构建秦岭羚牛肌

肉组织的cDNA文库，为从分子水平鉴定羚牛肉提供试验依

据，进而打击偷猎行为，为秦岭羚牛的保护提供可靠的分

子鉴定方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18

草莓连作障碍微波处理机具的

技术研究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栋 2019012527

赵璟琛

/2018010019

,李明哲

/2019012512

,贺斌

/2019012523

靳红玲 副教授 0802

近年来，我国的草莓产业蓬勃发展，但是由于种植方式的

局限性，导致草莓各类病害加重，无法连作。目前已有的

的化学及生物防治方法对环境污染大，不适合大范围推广

。另外，已研制出的微波处理土壤设备操作较为复杂，机

械化程度低，不利于使用和维护。因此，研制出一种结构

简单、性能优异且适合于我国草莓温室大棚的微波土壤处

理机将对我国土壤无污染处理和无公害农业的发展有着重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19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易地扶

贫搬迁移民的生计策略选择—

—以陕西省印台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赛菲 2017014635

成佳源

/2017014582

,林丽

/2017014730

骆耀峰 未定 1203

易地扶贫搬迁显著地改善了贫困户的生存空间，但搬迁户

的后续发展才是检验扶贫工作成败的关键。本项目基于可

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印台区的扶贫搬迁户为研究对象，

考察其生计资产总体状况，对比采取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

在资本禀赋上的差异，并系统地探讨生计资本中的哪些因

素会影响搬迁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及转化。以期对具有不同

生计资本特征的搬迁农户提出差异化的帮扶建议，从而形

成稳定可持续的生计策略，提高搬迁户的自我创收能力。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20

转录组和代谢组联合分析丹参

SmMYB36对丹参药用活性成分

的调控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栋 2018013823
冯耀漩

/2018013842
麻鹏达 副教授 0710

通过转录组和代谢组的联合分析，来阐明丹参SmMYB36对

丹参药用活性成分的调控机制。研究的内容有：分析过表

达SmMYB36的丹参毛状根的转录组和代谢组数据，整理出

苯丙烷途径和萜类代谢途径转录组和代谢组热图； 利用

qRT-PCR对转录组数据显示的表达差异基因进行验证。预

期得到的成果是苯丙烷代谢和萜类代谢途径的转录组热图

和表达差异基因的qRT-PCR验证结果。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21

生物质与功能微生物协同提升

长柄扁桃土壤氮素养分试验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晨皓 2018013899

王田田

/2018013914

,赵钱钱

/2018013909

王红雷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905

针对风沙区生态环境脆弱和生态产业薄弱等问题，如何从

整体生态功能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以生态产业化

、资源资产化和产学研政企“五位一体”的协同创新为目

标，开展风沙区长柄扁桃生态功能提升和生态特色产业提

质增效技术，特别是沙化贫瘠土壤肥力改善生态调控技

术，可为保障陕北风沙区生态安全和生态特色产业健康发

展提供最新和有力的技术支撑。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22
西瓜抗旱种质的筛选与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小玲 2018010427

李丙卓

/2018010430

,伏雨佳

/2019010347

,艾丽菲热·

阿卜杜克热木

/2018010415

,蔡明明

/2018010413

魏春华
讲师

(高校)
0823

西瓜抗旱种质的筛选与评价有利于西瓜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作为干旱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

鉴定、改良、选育抗旱西瓜种质资源变得尤其重要。抗旱

育种的效果和效率极大地依赖于育种资源和育种成品抗旱

性的准确鉴定与评价。 本项目采用不同生态类型的优质西

瓜品种在盆栽控水的环境下进行干旱处理。抗旱性通过旱

害指数和隶属函数值等参数进行综合评价，用多变量统计

方法处理数据，从而筛选抗旱性强的西瓜种质。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23

同羊种公羊亲缘关系鉴定与分

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哲伟 2018010740

王婧悦

/2018010649

,裴浩宇

/2019010645

,卢慧敏

/2018010678

孙秀柱 副教授 0903

陕西同羊是我国优良的绵羊品种之一。自古以来，以其被

毛柔细、肉质细嫩、羔皮洁白、花穗美观，具有珍珠样弯

曲，并有硕大的脂尾著称。其具有遗传性稳定和适应性强

等特点，是多种优良遗传特性结合于一体的独特绵羊品

种，也是发展肉羊生产与培育肉羊新品种的优良种质资源

。现阶段同羊仅分布于陕西省白水县附近地区，且杂交率

较高，纯种繁育群里仅在白水县同羊保种场中存在。因其

群体规模过小而造成的近交、亲缘关系混乱等问题成为现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24

糯米藕自动灌装机的设计与试

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存旭 2017012585

李康

/2017012527

,贺泉

/2018012713

,段泽鑫

/2017012765

,张家豪

/2017012586

张丽

君,朱

新华

讲师

(高

校),教

授

0823

在糯米藕加工过程中，人工灌米效率低下，严重阻碍糯米

藕的工业化生产。因此，该项目研制了一种适用于工业化

流水线生产的糯米藕灌装机，填补国内灌装机的空白部分

。而研制的糯米藕灌装机将大大提高糯米藕加工效率，减

少劳动成本。前期对物料进行了各种参数的测量以及EDEM

分析，验证了其可行性，后期会加工出关键装置并对其进

行试验并改进完善。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25

金融素养对家庭农场融资的影

响 ——以陕西省典型区域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苏玉文 2018014460

赵友强

/2018010781

,丁雪珂

/2018014520

,吴佳轩

/2018014475

,杨芝玲

/2018014455

罗剑朝 教授 0201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购买

农资农机、扩张规模等方面需要大量资金，但家庭农场融

资困难是阻碍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近年来金融

素养颇受关注，选择金融素养这一解释变量，可以进一步

明确金融素养教育普及的重要性，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因此选取陕西省典型区域——宝鸡市来获取微观数据，运

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文献研究与走访调查相结

合的方法，研究金融素养对家庭农场融资的影响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26

芦苇NOX家族基因的克隆及其

功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海缘 2019013673

解曼西

/2019011810

,邱雨

/2019013730

,杨劭钰

/2019013676

李绍军 副教授 0710

活性氧的产生是生物响应非生物胁迫的一种普遍现象。而

作为产生ROS的关键酶和其主要来源，NADPH氧化酶在生物

应对非生物胁迫方面有重要作用。NOX酶还在植物的病原防

御、种子萌发、气孔关闭、根生长和生殖发育上具有关键

作用。 NOX酶在蛋白质结构、作用等方面具有更加复杂的

生物特点和差异，仍待进一步研究探索。本课题进一步在

科学实践上应用NOX基因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还可以一定

程度上对农作物应对非生物逆境胁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27

机械化油菜水肥高效利用的群

体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齐家 2018015108

王雯

/2017014365

,宋依文

/2018015143

,王成成

/2018010540

李红兵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901

本研究针对油菜高产群体稳定性差、倒伏早衰严重、肥水

效率低等问题，以我省审定的第一个油菜机械化专用品种

(陕油28)为材料，结合陕油28的生长发育特点，研究了不

同氮肥梯度和密度对陕油28的农艺性状、产量和品质的影

响，阐明支撑“陕油28”高产群体的适宜的氮肥和密度水

平；探究根层养分水分对“陕油28”高产群体的支撑作用

与调控途径，解析直播油菜产量和资源利用协同提高的栽

培学调控途径及技术措施。为建立主要油料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28
西瓜ClWIP1基因编辑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星光 2018010401

韦琦

/2018010396

,邓仲姣

/2019010360

,王馨悦

/2019010362

,王智臻

/2018010397

李征 教授 0710

导师研究团队前期已经建立了以野生西瓜“榆林”为材料

的高效基因转化编辑体系。但是“榆林”材料存在雌性率

极低的不利性状，加长了转基因世代。所以本项目使用该

材料体系，希望利用CRISPR-CAS9系统编辑ClWIP1，并通

过组织培养获得“榆林”材料的雌性增强个体，一方面可

以优化现有西瓜基因编辑系统，缩短转基因后代植株的获

得周期；另一方面还可以对ClWIP1基因进行功能分析，以

便于深入了解ClWIP1基因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29

日粮营养和过瘤胃胆碱对杜滩

羊生长性能与体脂肪沉积调控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一可 2018010603
宁勇

/2018010601
张恩平 教授 0903

滩羊主要分布于宁夏地区，是我国优秀的地方品种之一，

国家二级保护品种。宁夏滩羊具有耐干旱、耐粗饲、耐盐

碱的特性。滩羊是宁夏优秀的地方品种，其肉质细嫩、肉

味鲜美，膻味小。 本项目主要探究不同的日粮营养水平和

胆碱水平对杜滩羊生产性能、血液生化指标和机体脂肪沉

积调控的影响。同时从分子角度探究机体不同组织脂肪沉

积相关基因mRNA的表达量与脂肪在体内分配的关系，后期

为高档滩羊肉的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30

自然环境下绿色苹果果实分割

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梦菲 2018012546

马宝玲

/2018012548
龙燕 副教授 0807

本研究拟将特征分析方法和卷积神经网络应用到绿色苹果

分割中，实现自然环境下的绿色苹果果实的快速识别与准

确分割，为自然环境下同色果实识别与分割提供一种新方

法，为水果采摘产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参考。    

 自然生长条件下，绿色苹果目标自身的颜色与背景茎叶颜

色高度相似，同时受太阳光照不均、漫射光的影响，如何

融合果实多特征与分割算法有效提升真实果实的辨识能

力，是本研究的关键问题。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31

基于三产融合的家庭农场经营

效率测评及改进研究--以陕西

省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薇敏 2018014420

郭雨妍

/2018014418

,张欣钰

/2019014292

,张赛雅

/2018014425

吕德宏 教授 0201

家庭农场作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的同时也存在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本项目以三产融合水

平差异作为切入点，建立三产融合水平评价体系，通过DEA

模型计算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再结合Tobit模型重点分析

三产融合对于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影响。以调研报告、论文

等具体形式提出科学并可行的家庭农场经营效率提升建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32

大豆-根际微生物协同抗旱机

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彤瑶 2018013846

王钊

/2018011648

,王军阳

/2018013844

,张帅

/2018013837

,段力中

/2018013835

焦硕 教授 0710

在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土壤水分缺乏已成为该地区

作物生长发育的主要限制因素。而土壤微生物可以减轻植

物干旱压力，提高作物对未来干旱的抵抗力。但植物-根际

微生物协同抗旱的微生态机制还不清楚，本项目以大豆为

研究对象，旨在研究大豆-根际土壤微生物体系对干旱胁迫

的响应模式，揭示土壤微生物促进大豆抗旱的微生态机

制，预期结果对干旱胁迫下提高作物产量和可持续农业发

展有重要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33

植被恢复对土壤微食物网的影

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段奥华 2019015107

崔祥瑞

/2019015034

,乔亦昕

/2019015174

,杨锦秋

/2019015156

薛萐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5

近年来，人们在黄土高原植被恢复方面做了大量持久的工

作。因此，了解植被恢复过程中的内在机制、掌握植被恢

复的规律尤为重要。在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食物网提供

了重要的生态功能。 土壤线虫作为土壤微食物网的一部

分，对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以及土壤物理结

构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本项目通过研究线虫的生态指数

如富集指数、结构指数等探究土壤微食物网中物质的循环

以及能量的传递，进而定性评价分析土壤微食物网的变化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34

苹果MdOSC基因启动子的克隆

及其转录因子筛选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行 2018010460

崔海兵

/2018010451

,张弘洋

/2019010396

吕燕荣
讲师

(高校)
0710

本研究在前期通过不同时长的UV-B照射处理苹果果实， 

明确了采后UV-B照射对三萜类化合物含量及其合成代谢中

重要酶的基因表达特性调控的基础上，进一步克隆三萜合

成关键酶OSC的启动子序列，并进行序列分析，通过其所含

的顺式作用元件来筛选可能参与调控的转录因子，并进行

转录因子的基因定量表达分析，研究结果将为阐明UV-B照

射对苹果三萜类化合物生物合成的调控机制提供一定的理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35

circAPPBP2对牛肌细胞增殖

与分化的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浩然 2018010765

李震

/2018010760

,马爱杰

/2018010672

,何瑞莹

/2018010773

,刘哲

/2018010761

黄永震 副教授 0903

肌肉发育是影响产肉量及肉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肌肉发

育主要依赖于肌细胞增殖、分化。肌细胞增殖、分化过程

涉及多基因的表达、信号传导及网络式调控，受到众多因

素的调节。近年来,研究发现肌肉的发育还有赖于小RNA、

长链非编码RNA和circRNA等非编码RNA的调控作用，而正

处于研究热点的环状RNA对肌肉发育的作用及调控机制还有

待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在前期测序数据分析中，选定

circAPPBP2为候选ci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36

设施园艺番茄生产智能控制系

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星 2018012644

陈池

/2018012759

,陈春成

/2019012582

胡国田 副教授 0802

1. 研究内容 （1）设施园艺环境因子分析 （2）数据采

集单元设计：主要是传感器与单片机的通讯。 （3）数据

显示与预警功能设计 （4）控制单元设计 2. 拟解决的关

键问题 （1）主要解决土壤和环境温湿度等参数的实时信

息采集系统硬件及软件设计； （2）设计稳定可靠的设施

蕃茄农情信息采集与控制系统。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37

基于农户满意度的农村厕改绩

效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殷博厚 2018014410

马铭彬

/2018014535

,肖靖楠

/2019014133

,汪珍珠

/2018014786

,陈昆湖

/2018014523

汪红梅 教授 0201

农村厕所是乡村生态振兴中的短板,农村厕所改革自提出以

来就备受关注。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专家调查研究农村厕

改成效多以实地考察为主，但对于农村厕改的综合效果还

没有形成较成熟的评价体系，不利于厕改绩效的评估测定

。本文基于农户视角，运用满意度理论，利用层次分析法

确定权重，从厕所硬件、配套管理、经济效益、科学利用

四个维度，通过模糊评价法构建评价体系。并以此测评农

村厕所革命绩效情况及惠民程度。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38

陕西苹果园区短行间种植豆科

牧草的筛选优化及其地力提升

的生物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艳 2018014030

刘安宁

/2018015260

,刘博雅

/2018014085

,赵佳琪

/2018014023

,马帅

/2018014017

陈春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是针对陕西苹果园区短行间种植豆科牧草的筛选优

化及其地力提升的生物机理研究，以豆科牧草白三叶，百

脉根，蒺藜苜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种植这些豆科牧草

后果园土壤微生物和酶活性设计实验，揭示豆科植物与土

壤微生物群落联合调控，维持提升土壤养分的机理，并将

此生物机理运用于提升土壤肥力与保护土壤健康等方面，

促进苹果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39

淤地坝赋存信息解译黄土高原

小流域土壤侵蚀特征演变及驱

动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童博雅 2019011827

南琼

/2018011795

,尹子鸣

/2019011843

,王涵宇

/2019011847

,李志凤

/2019011834

杨明

义,张

加琼

研究员

（自然

科

学）,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714

黄土高原作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其土壤所承

受的侵蚀多种多样。但影响最严重的应该还是风蚀和水

蚀，前人对二者的影响主导有很大争执，但由于技术限

制，我们总是单一性地研究风蚀或水蚀对水土流失带来的

影响，对风水交错侵蚀的影响一直不能得出十分肯定的结

论。因而我们想要针对黄土高原风水交错侵蚀的过程来研

究二者的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对总侵蚀的贡献。为黄土高

原防治水土流失问题提供更多的科学理论支撑。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40

茶树抗茶饼病转录因子

CsWRKY50基因的克隆及功能解

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琳娜 2018010537

张隆安

/2018010393

,赵晨

/2018010408

刘淑媛
讲师

(高校)
0823

茶饼病对我国茶叶危害尤为严重，特别是川陕等地区，目

前对茶饼病人们只了解它的侵染规律，只能做到预防，但

对其发病规律和发病机理尚未明确，此项目通过探明

CsWRKY50在抗茶饼病中的功能及调控作用试图阐明其抗病

基因并研究其抗病机理，对于获取抗病新种质、促进我国

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应用前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41

基于已知全基因组测序研究牛

繁殖率相关候选基因及其遗传

效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佳宁 2018010645

陈璟州

/2018010644

,李雪峰

/2018010662

蓝贤勇 教授 0903

本项目将基于已报道的牛高繁殖率候选基因的全基因组测

序数据，并结合已有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和相关文献报道，

筛选出与高繁殖率相关的候选基因。拟选取荷斯坦奶牛为

研究对象，在荷斯坦奶牛大群体检测其卵巢发育特征、鉴

定其DNA多态性，在大群体中验证并进行性状关联分析，并

构建突变位点过表达载体、转染至牛卵巢颗粒细胞，研究

候选基因对牛繁殖率的影响，为牛繁殖产业发展提供新的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42

果园作业底盘姿态调控系统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新宇 2019012522

马文辉

/2018012768

,宋承禹

/2019012533

,马明

/2019012510

靳红玲 副教授 0802

针对果园作业装置在坡地作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倾覆、侧

翻等情况，为提高果园作业装置的稳定性，设计一种基于

Arduino的姿态调控系统。设计一种新型电动缸底盘调平

的小车装置，可通过改变两侧电动缸行程实现底盘高度调

整。完成底盘各机构布型与底盘结构设计，并在该小车底

盘之上搭载系统硬件。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43

基于城乡差异化视角下老年人

社会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杨凌和西安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桂芳 2017014813

王阳

/2017014790

,陈春华

/2018014819

梁洪松 副教授 1204

本项目响应以中共十九大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基于

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背景，选取杨凌和西安地区老年人为研

究对象，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分析城乡老年人社会养老意

愿特征及差异，并构建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老年人社会

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城乡差异，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城乡

社会养老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为缩小我国城乡社会养老服

体系之间的差距问题提供参考。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44

植物WUE与气体交换光温响应

耦合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偲聪 2019013748

徐静灵

/2019013650

,帅青

/2019013737

,柴娜楠

/2019013668

魏永胜 副教授 0710

水分利用效率（WUE）是深层次理解生态系统水碳循环间的

耦合关系以及气候变化敏感性的重要指标，可以反映陆水

循环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陆地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

应过程，而光照、温度气候因子的敏感性响应正是研究WUE

的重要环节。本项目的研究目标为建立植物气体交换对光

照和温度响应的耦合模型，在不同条件下测定响应曲线，

结果将为农业模型提供依据，同时为生产中通过调节光温

实现高WUE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45

生物炭与氮肥施用对农田土壤

剖面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佃佃 2018010160

朱绪

/2018010155

,李雯

/2019010129

,李怡

/2018010084

,周昱东

/2018010069

闫伟明

副研究

员(自

然科

学)

0710

目前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愈加严峻农田土壤是重要的温室气

体排放源，因此农田温室气体排放研究已成为目前国际研

究热点之一。氮肥添加是影响农田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因

素与此同时生物炭是生物有机材料，可以显著改善土壤团

聚体结构等，进而影响土壤有机碳固持过程。常常与氮肥

混合使用，因此研究生物炭与氮肥施用对农田土壤剖面温

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有重要意义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46

AHR基因indel鉴定及其与绵羊

繁殖相关性状的相关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红英 2018010619

薛涛

/2018010617

,王乾

/2018010707

潘传英 副教授 0903

芳香烃受体(AHR)是PER-ARNT-SIM(PAS)家族的配体激活

转录因子，可介导细胞增殖分化等多种生物学过程。研究

表明它参与卵泡颗粒细胞的增殖、卵泡的生长与排卵等繁

殖过程。本项目拟在DNA水平探究AHR基因indel变异对绵

羊繁殖的影响，通过挖掘indel变异位点并在澳洲白绵羊

群体中鉴定，分析indel变异与澳洲白绵羊繁殖相关性状

的相关性。为分子辅助标记选择在绵羊经济性状的改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48

互联网嵌入视阈下农村女性创

业绩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志壬 2018014617

李铮

/2018014553

,刘雪林

/2018014464

,申倩丽

/2018014640

,王凯

/2018014585

马红玉 副教授 1203

农村女性创业紧紧切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理念，是

“三农”问题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项目研究互联网视阀下

的女性创业绩效，构建了农村女性创业绩效评价体系，并

建立了互联网嵌入与女村女性创业绩效的实证分析模型，

深入分析农村女性创业现状，探究互联网嵌入与农村女性

创业之间的内在联系，挖掘互联网背景下农村女性创业面

临的挑战与机遇，进而提出促进农村女性创业者提高创业

绩效的行为优化及政策建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49

重金属铅对雌性动物生殖的作

用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荣源 2018013839

徐润宇

/2018013828

,钟天昊

/2018013829

苏建民 副教授 0904

旨在揭示重金属铅引起雌性动物不孕不育的作用机制。本

研究利用腹腔注射醋酸铅溶液建立动物模型，利用组织学

HE染色、卵母细胞体外成熟、免疫荧光染色技术、胚胎体

外培养试验检测小鼠MII期卵母细胞成熟、受精情况，荧光

定量PCR，探究铅体内暴露对卵母细胞质量、早期胚胎发育

及雌性繁殖力的影响，以及铅诱导的氧化应激对Nrf2通路

相关基因的影响。为解决重金属铅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提供新思路。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50

冬小麦生长及其水分利用对活

化水灌溉的响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田 2017011310

席梦宁

/2017011312

,宫欢

/2017011313

王力

研究员

（自然

科学）

0901

如今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在此情况下寻找提高

水资源利用率的新途径，发展节水高效农业已成为我国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活化处理可提高水活性，利

于植物生长发育，提高水分利用效率。本项目通过对地下

水和微咸水进行四种不同的活化处理，探究其理化特性变

化，并研究小麦生理生态指标对差异活化水灌溉的响应，

最终明确活化水灌溉对小麦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得出最

优灌溉方案，为灌溉水利用技术提供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52
3D打印微小型叶轮的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艺田 2019012558

王伯睿

/2019012552

,史宇飞

/2019012539

,蒲海东

/2019012540

,杜林臻

/2019012560

杨山举 副教授 0802

借用机床铣削以及通过3d打印技术得到同一规格，同一材

制的微小型叶轮，记录两种方法加工时间，叶轮质量等数

据。之后将得到的叶轮与微小型离心泵结合进行农产品喷

灌，滴灌分组实验（保证两组农产品其他环境因素相同，

如：光照，施肥量等），比较在长时间使用情况下，叶轮

质量完好情况，农产品产量等结果。对所得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建立统计分析模型，为今后3d打印技术在叶轮加工

方面的使用提供理论基础和实际参考依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53

供需平衡视角下杨凌区基础教

育设施布局适宜性评价——以

小学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坤洪 2018014647

崔晓鑫

/2017014786

,胡锦乐

/2018014671

,张千千

/2018014632

晋蓓
讲师

(高校)
1203

研究对象：杨凌区小学基础教育设施布局适宜性评价 研究

方法：密度估计方法 研究目的：借助供需现状评价杨陵区

小学布局适宜性 以供需平衡为目标提出适当建议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55

基于MRI技术的微孔陶瓷灌水

器孔隙结构模型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彤欣 2018012158

王五平

/2018012152

,张洵

/2019012051

,薛艺涵

/2019012045

,李昱丽

/2018012007

蔡耀辉

助理研

究员

(自然

科学)

0811

灌水器流量是精准灌溉系统设计、运行过程中最为重要的

参数，直接关系到灌水均匀性、效率和系统造价。本研究

通过开展饱和充水条件下微孔陶瓷灌水器核磁共振，干燥

条件白光干涉试验，研究灌水器材质对低场核磁共振横向

弛豫时间图谱的影响，精准获取灌水器孔隙率、孔径分布

、表面粗糙度等孔隙结构参数，结合随机几何学原理建立

微孔陶瓷灌水器孔隙结构模型。本研究可为微孔陶瓷根灌

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科学支撑。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57

基于太阳能的大棚温控装置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邱文曦 2018012710

崔东旭

/2018012535

,顾原冰

/2018012724

,宫志超

/2018012876

,邓强

/2018012626

张丽君
讲师

(高校)
0802

数据显示，2020年末预计全国温室占地面积393千公顷，

大棚占地面积1125千公顷。我国温室大棚占地面积稳居世

界第一。2018年陕西省温室和大棚占地面积104.6千公

顷，大棚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3.5%。全国大棚中60%为普

通大棚，普通大棚中没有安装温控装置，大棚中温度、湿

度的检测与控制都采用人工管理，这样不可避免的有测控

精度低、劳动强度大及由于测控不及时等弊端，容易造成

不可弥补的损失，结果不但大大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64

产业扶贫对贫困户增收效应及

自主性的影响——以黄土高原

苹果产业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翟皓玥 2018014752

兰家昕

/2018014598

,贺小赫

/2018014801

,唐彦龙

/2018014654

张晓妮 副教授 0201

本项目以黄土高原苹果产业为例，研究产业扶贫对贫困户

增收效应与自主性的影响，通过对陕西省洛川县、白水县

、宜川县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苹果产业地区进行实地调研，

获取实际数据，数据包括家庭基本特征、生活基本特征和

收入结构，运用CEM匹配方法进行数学分析，实证分析黄土

高原苹果产业扶贫对贫困户增收效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根据分析产业扶贫是否对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长有

显著影响，来探究其对贫困户自主性是否有促进作用

√

2020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202010712

766

厕所革命推动下农户厕所改造

满意度研究——以杨凌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齐甜 2017014823

李爱

/2017014696

,仰文萱

/2019015292

,赵巧萌

/2017014815

薛彩霞 副教授 1204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里提出要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

共服务短板，分类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基于此现实背景，

本研究以杨凌地区农户厕所改造现状为例，定性与定量结

合，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对农户厕所改造满

意度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再运用logistic分析影响因素指

标对满意度的影响。提出厕所改造的建议，提高农户厕所

改造的满意度，引导厕所革命向更加规范、合理、健康的

方向发展，为其他地区的厕所改造提供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01

基于物联+B3:D53网的智慧停

车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静怡 17010199027

林毅泽

/1705051001

9,徐飞宇

/1705051000

3

王勇超 教授 0809

项目计划实现一个基于红外传感器的实体模型，该模型可

实现车位状态检测、并将采集到的停车场车位信息传输到

手机App上，在APP上实现停车场车位信息查询、车位预定

及反向寻车等功能，具有准确性高、可靠性强、信息对称

、系统实用性强的特点。该模型结合红外传感器的测距技

术，通过采集每个红外光电管的输出电信号来判断车辆所

在位置，并将数据与APP进行交互，从而实现管理端对于停

车位空缺、位置的有效掌握，为车主提供便利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02

触见天日—视障者电子盲文凸

点平板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江之行 18140100194

吴锦煊

/1805010014

3,郭哲宇

/1802010014

6

陆小力 教授 0807

据统计中国双目视力障碍者达到了1200万，以前视障者只

能通过读屏软件或者纸质凸点书来学习，而由于读屏软件

的语音的性质，使得内容很难快速定位，抽象问题难以描

述；纸质凸点书又极其笨重，并且覆盖范围有限，因此学

习很不方便。触见天日项目即是制造出一款电子凸点平

板，可以将文字文本转化成凸点文本，图像也可以通过凸

点的方式显现出来，极大方便视力障碍者的阅读与学习，

丰富他们的学习资源，享受更公平的教育。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03

基于智能控制方案与神经网络

的六足仿生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星海 18040300068

王中旭

/1804030009

3,卜誉博

/1804030004

3

刘健 讲师 0809

六足仿生机器人具有灵活性高、越障能力强的特点，相比

轮式与履带式机器人可以更好地适应复杂路面，在崎岖地

形中具有优越的通过性，使其在侦查、救援等诸多领域存

在广阔的应用前景。该项目旨在探索某种可行的控制方

式，结合机器视觉与人工智能技术，完成六足机器人在全

地形下的行走、避障、跟踪等功能。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04X

焕影一新-专业级影像升级与

修复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周美宏 17050510074

林泽毅

/1804010009

5,石瑜恺

/1820010012

1,李冰洁

/1706911002

3,许德容

/1702052000

吴家骥 教授 0809

《焕影一新》是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影像升级与修复系

统，非专业人士也可以通过本系统获得快速高质量的智能

影片修复服务。工作人员只需调节参数，系统即可自动切

分、修复、上色，通过语义化和内容检索，实现超分辨、

去噪、曝光平衡、上色、划痕修复等一系列精准修复。本

项目针对目前的市场需求，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高质量、

高效率的老电影修复服务，同时为满足普通客户基于家庭

视频、照片修复的需求，设计了简洁易懂的影像修复工具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05

安全眼——基于深度学习的安

全生产监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源 18020100064

陈景轩

/1802010010

4,赵海博

/1802010027

8

李隐峰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是基于深度学习的安全生产监测系统，经调查统计

在工业领域中有95%危险事故是由人的不安全行为造成的，

如未正确穿戴劳保用品、操作失误或忽视安全警告等。在

施工现场，安全帽是一种最常见的，能够有效地防止和减

轻外来危险源对头部的伤害的安全用具。然而我国施工区

的作业人员普遍安全意识弱，缺乏安全帽的佩戴意识，大

大增加了作业风险。本项目就是基于以上问题，开发基于

深度学习的对工人是否佩戴安全帽的实时监测系统。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06S
韶行研学 创业实践项目 是 袁浩添 18012100014

鲁亚楠

/1802070000

8,王杰

/1820010020

1,詹梦瑶

/1802019001

0,张志越

/1801210005

9,姬晨曦

/1801210001

杨淑媛 教授 0104

在国民收入不断提高与休闲消费的兴起的背景下，随着素

质教育的理念深入与人口政策的放开，以及旅游产业跨界

融合的浪潮下，研学旅行市场需求不断释放。韶行研学紧

抓机遇，秉承“感受硬科技，畅想新未来”的理念，以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为立足点，依托大学优势，以电子科技为

主题并结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红色文化基因针对中小学

生开发出了一系列丰富多样的研学课程，带领孩子们开阔

视野、增长见识，收获精彩的文化体验与成长体验。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07

无限集群控制的无人机起飞弹

射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吴承林 19030500008

权威名

/1802010039

3,布兰艾·叶

尔森江

/1904010017

冯冬竹 教授 0802

本项目来源于robomaster2020赛季的导弹项目，为导弹提

供一个灵活的可提供一定初速度的发射架。并且在以后的

设计中，可以完成基本小型无人机的发射工作。以在消防

救灾活动中，为无人机的起飞提供灵活便捷，占地面积小

的高效率无人机起飞弹射架。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08

用于行李箱的智能视觉人体跟

随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许文博 18200100103

杨瀚哲

/1820010010

7,栗丰沛

/1820010019

8,刘亚磊

/1804040002

4,秦立宸

/1804050011

侯彪 教授 0802

日常生活中沉重的行李箱往往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负担，

而且存在被盗窃的风险，本项目希望研发一款基于深度学

习于计算机视觉的可以自动识别追踪用户并且搭载智能预

警功能的行李箱，大大减少人们出行的负担并降低行李箱

被盗的风险。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09

多应力耦合下典型封装结构与

元器件的参数退化及寿命预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吕芸萱 18170100079

刘峻成

/1817010007

5,胡心兰

/1804010014

4,高浩文

/1804010015

3

何亮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通过对典型封装结构和元器件（如TSV、焊点、键合

、MOS、电阻电容等）在单应力条件下的失效机理建模，并

结合有限元仿真结果进行可靠性分析，进而对多应力条件

失效机理的耦合机制进行研究，最终得到考虑了多应力耦

合机制的参数退化与寿命预计方法。本项目成果可指导电

子产品生产企业的工程设计人员，从可靠性设计的角度改

进产品的设计或工艺缺陷，也可根据不同企业用户具体需

求，对选购的电子产品进行可靠性鉴定与筛选。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10
垃圾智能分类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施鑫龙 18019100035

谢艾可

/1801010017

3,黄琨

/1801050012

1

韩红 副教授 0808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

案》，中国已经进入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时代。我们

的项目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将传统人工回收废品的概念更

换成AI智能方式，以互联网为依托，整合回收产业链，结

合计算机视觉，解决垃圾分类回收最后一公里。除可回收

垃圾，有害垃圾，干垃圾，湿垃圾这四个分类之外，对易

拉罐，塑料瓶，纺织物，纸箱进行专门回收；设计开发微

信小程序，以文字和语音的方式引导人们分类回收垃圾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11

无人驾驶全景视觉目标检测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昀泽 18140100197

卫双影

/1801010003

4

蔡觉平 教授 0808

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对于动态目标的高精度的目标

检测日益迫切，我们设计全景视觉目标检测的解决方案。 

系统以全景视觉技术为主，雷达技术为辅，搭配5G、深度

学习和边缘计算技术，为无人驾驶领域的感知技术提供创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12

Deepfake Sniffer：基于特

征和生成器指纹提取的深度伪

造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君杰 18200100233

孙俊杰

/1818020005

4

彭春蕾 讲师 0808

随着生成对抗网络的不断优化发展，利用计算机合成的图

像与视频越来越难以辨别。过去两年内，人脸合成编辑技

术Face2Face、Deepfake等经过社交网络广泛传播。一些

伪造的图像与视频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而现有的识别

算法依赖于特定的GAN结构，适应性与精度不高。我们通过

对生成对抗网络模型的认识，探索通过提取合成图片的特

征与生成器留下的指纹的方式有效地判别合成图像与真实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13X
分类精灵-智能垃圾分类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齐月 18070100039

白雨珊

/1814010005

9,金斌杰

/1705911011

1,樊苏颖

/1801040002

7

周水生 教授 0813

本项目提供客户智能分类垃圾桶和配套的小程序。可实现

语音识别垃圾种类，并完成对应垃圾桶的自动开关；实现

溢满预警,定位监测；实现太阳能蓄电,保证产品全天候持

续运行；智能垃圾箱溢满报警后通过垃圾箱监测器将监测

信息传至云平台，由云平台进行统一计算处理后将结果同

步至后台管理系统建立移动端App，清洁人员可通过平台发

出的溢满预警定位信息优先回收该地垃圾,居民正确投放垃

圾在App上获得返积分奖励。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14S
稚慧编创新实验室 创业实践项目 否 王海涛 17020310004

罗浩

/1705012011

2,周子阳

/1602031007

4,谭禹廷

/1602014003

9,杨浩

/1703012010

7,白轩宸

/1703012001

曹畅 讲师 0802

依托于两所高校强大的研发团队，把高校的专业创客知识

带进中小学，让中小学生能更早接触到现代人工智能技

术，用编程思维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稚慧编”创

新实验室是每个孩子创造力的开发者与守护者，我们想让

孩子真正感受到信息时代的便利，应用学到的知识，把自

己心中的idea变成现实。教材内容原创，用不同的教学方

法与独特的教学理念设计相应的 stem 教材，打破目前课

程教材同质化的局面。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15
仿生AI四足机械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颐 18040100084

林泽毅

/1804010009

5,苏隽惜

/1806910011

4

朱伟
高级工

程师
0802

和真狗一样，机械狗拥有灵巧四足，行动轻快敏捷，更具

备强于生物犬的负重能力和爆发力，既能服务于家庭和生

产领域，又能从事探测、救援等危险工作，是仿生机器人

研发的一大亮点。本项目旨在设计出行动与真狗相似，可

负重、可识别物体的智能机械狗，并确定其市场定位，研

究产品的商业模式，开展理论性的产品营销初尝试。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16

城市航空母舰——地空一体化

无人监控巡逻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奥 18030100185

吕瑞涛

/1802010019

8,赵礼

/1806910019

7

孙伟 教授 0808

本项目提出一个地空一体化无人监控巡逻系统————城

市航空母舰，将无人驾驶和无人机技术结合，利用人工智

能科技，结合5G技术，让监控、安防、巡逻更高效持久。

城市航空母舰系统主要针对智能无人监控巡逻领域，我们

主要研究于无人机系统技术和无人驾驶技术，专攻空地协

同与无人车在复杂人群中导航技术，并利用5G的高速通信

、传输功能，研发出全程无需人遥控的，24小时不间断的

无人远程智能监控巡逻管理平台。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17X
慧眼识车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吴天逸 18010100276

石学舟

/1801050007

6,陶彦奇

/1801010017

8,茹鹏鹏

/1813050040

3

肖潇 讲师 0802

我们提供了一种用于识别车型的神经网络，相比与业界，

我们拥有着准确度高、环境适应能力强、可拓展性强、平

台要求低、效率高等特点，并且对国内车辆状况进行了细

致的优化，将会非常适合部署在我国公共监控系统，这对

于我们中国这个世界监控系统最发达的国家有着重大的意

义，并且车型识别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将会是一个优秀

的辅助信息提供系统。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18

“烈火英雄”——基于深度学

习和ROS的室内火灾监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子珩 18050100094

李哲瀚

/1820010022

0,余坤杰

/1820010003

3,罗文芸

/1820010001

4

侯彪 教授 0802

基于深度学习和ROS的室内火灾检测系统，是一款由监控传

感装置，实地勘测巡逻小车，线上信息处理系统组合而成

的火灾预处理系统。具有平时巡逻、排除火灾隐患，火情

发生时第一时间赶往火场，反馈实时图像和3D模型，并根

据火场情况进行初步处理的功能。我们的目标是：降低室

内场所发生火灾的风险，减少火灾误报和小型火灾事故的

消耗，为消防队员探明火场情况，降低风险，以便进行有

针对性的灭火工作。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19X
P`Point体感指环鼠标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雪静 18020300017

魏世亨

/1813050026

8,仁青曲珍

/1803040004

0,巨展宇

/1801010038

3,石誉欣

/1802010038

李龙 教授 0808

P`Point体感指环鼠标，为人机交互需求者提供不受限、

更自由的3D空间触控体验。基于体感的手势控制，佩戴指

环的手指在任意空间中移动、轻击，实现直接便捷的交

互；自定义手势对屏幕或3D显像操作，变革交互的维度。 

项目基于电子科学技术，包括硬件设计、定位模式、多设

备通信、新型无线充电、性能与功耗测试、捷佩。立足于

实际应用、着眼于新型技术，进行工程实践与科研创新。

在前期研发基础上完成具有实用价值的产品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20
非接触式生命探测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江立峰 18140100122

周新杰

/1814020021

3,熊雨舟

/1814010020

包敏 讲师 0808

用摄像头识别一个房间内的多人，并用雷达检测每个人的

生命特征（如呼吸、心跳），最终将检测到的参数显示在

计算机屏幕上（即上位机屏幕上显示的人物的身上），区

别于传统的接触时探测仪，非接触式监测拥有更好的体验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21
火蜂一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左谊 18069100107

焦梓洋

/1804030002

0,布兰艾·叶

尔森江

/1904010017

5

曲建晶 讲师 0808

火蜂一号，是一款能够远程发射的灭火飞弹。它拥有一定

程度的制导功能，人们可以使用它对一定范围内的火源，

通过远程发射飞弹来进行灭火。使用它，可对不明火势的

环境进行一定程度的预处理，降低消防人员可能遭受的危

害。对于消防人员无法立即到达的地点，可率先通过“火

蜂一号”，在保护目标的周围建立起一道隔离带，减少火

势蔓延速度。 此外，“火蜂一号”还可与地面、空中运动

单位进行组合，增强它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实用性。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22

基于显示器声学侧信道泄露的

隐蔽宽带通信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燮阳 17130120193

连志翔

/1806910021

1,王琦元

/1713011003

0

蒋志平 讲师 0802

结合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背景，网络攻击无处不在，其

中基于侧信道攻击的手段是目前突破重点隔离网络的主要

手段，积极发掘侧信道攻击与对应的防御手段是目前重点

研究方向。 本项目致力于发掘侧信道攻击手段研究。课题

组首次发现广泛使用在军队、政府机关，以及个人的LED、

LCD显示器普遍存在严重的声学侧信道泄露。本项目着力于

借助此声学侧信道，验证使用显示器实现声学隐蔽通信技

术，并最终提出有效的防御手段。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23

【灵眸视觉】基于反射放大通

信的无线低功耗摄像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岱勋 18010100278

刘思薇

/1801019002

1,由灏楠

/1801019001

3

马涛 副教授 0802

进入信息化时代，随着监控摄像设备的覆盖度和智能化渗

透率继续增长和视频监控、目标追踪、人脸识别等的广泛

应用，人们对于摄像设备的识别精确度与待机时长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目前市面上的摄像设备不仅无法同时满足这

两大核心需求，而且负载有繁重的电池设备导致摄像头体

积庞大，难以达到较高的监控实时性。基于此，我们队拟

研发基于反射放大的无线低功耗摄像器是一个支持实时视

觉应用并通过无线信号传输的低功耗摄像传感器平台。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24X

夜长梦多——Unity3D引擎的

多人在线联机游戏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嘉豪 18030100160

逯子豪

/1813050002

8,廖宇辰

/1803010040

4,黄清松

/1903050010

1,杜晟泽

/1904040000

杨力 教授 0802

本项目是开发一款基于Unity3D引擎的多人在线联机游戏

。项目成果为一款具有“建造生存”与“Roguelike”元

素的，地图具有随机生成特性的，可以通过P2P方式无中心

服务器进行连接的，将在Steam平台上进行上线的多人在

线联机生存战斗游戏。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25S
西电测评君 创业实践项目 否 曹恩齐 17040110012

刘彦兵

/1702011001

0,张世富

/1714021002

2,马骏宇

/1801210007

4,张宇宁

/1801210002

7,任翔

/1801010006

王飞 讲师 0802

此项目以微信公众号，QQ公众号和QQ群的形式整合了西电

的线上流量资源，覆盖全校7000余名学生，为学生日常学

习生活等方面带来便利的服务，如失物招领，消息发布，

寻求帮助等。除此之外我们还和校内外优质商家合作，发

掘优质的店铺，给学生争取优惠，为学生的生活带来方方

面面的福利。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26

基于短波近红外荧光的指纹识

别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昱坤 17010170005

杨丽

/1801010002

0,樊潇怡

/1701019901

2

补钰

煜,陈

万庆

0813

本项目拟开发一种基于生物分子识别的短波近红外荧光指

纹识别技术，通过指纹分子识别极大提高指纹识别的精准

度，利用短波近红外荧光技术极大提高指纹图像获取的分

辨率和灵敏度，进一步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和图像处理工具

消除干扰噪声，提高成像信噪比。该项技术有效弥补了传

统指纹识别技术在精准度、分辨率、灵敏度和信噪比方面

的不足，为指纹识别相关领域包括刑事侦查、法医鉴定、

控制系统及疾病监测等提供更优化的技术支持。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27X

“西电学生在线”——校园流

量聚合共享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张世富 17140210022

史瑞琦

/1705011003

4,张奕豪

/1814020016

6,方鑫磊

/1802010045

5,高新婷

/1802070003

杜永

志,孙

立锐

助教,

讲师
0809

充分发挥大学生主体作用，从自身需求出发，实现学生群

体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以腾讯公司的 

QQ、微信两款产品为平台基础，将 QQ 群、QQ 认证校园

空间、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结合起来，建设一个校内

流量聚合平台。 平台建成后，与校内外的优质商家、机构

合作。在不影响学生体验、不损害学生利益、不违背校纪

校规、不触犯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开展多方位广告业务以

及代理业务。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28X
书益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吴李琳 18050100180

程远航

/1813050013

2,曹培梓

/1801010027

7,聂子越

/1816020004

8,周博航

/1901210005

穆宏浪 讲师 0104

书益平台利用已有的公益资源，前期进行社会调研，筛选

出多个需要进行捐赠的学校，致力于做全国范围内的书籍

中转平台。平台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书益活动、书益文

化、书益产品。整合社会资源，助力乡村儿童基础教育。

以骑行的方式鼓励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为

西安、咸阳周边贫困地区的小学送来课外书籍，鼓励高校

大学生服务于周边社区。加强学生们自主学习的能力，通

过扶志、扶智，转变贫困人口的文化观念。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29
智慧教室中的AI识别与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旭 18020100050

徐永胜

/1802010007

4,王鑫

/1802019000

8

王新

怀,周

佳社

副教

授,教

授

0809

随着融入先进理念和技术的智慧教室快速发展，云计算、

物联网、移动终端等不断进入课堂。本项目旨在通过对智

慧教室中获取的数据资料，利用AI技术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处理，并最终汇总、呈现到用户端，目的是改善当前教学

质量，对当前智慧教室做一些系统性的完善工作，解决某

些教学问题。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30
英语AI私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武睿敏 19010100088

张奥

/1803010018

5,游霏

/1802010021

2

李娇娇 讲师 0809

研究目标：研究基于多模态AI英语口语测评技术的口语教

学及测评解决方案 研究内容： 1、 研究一套多模态视音

频混合方案，通过改造3d卷积神经网络结构来实现视频+音

频双模态与音频的匹配、分析； 2、 基于此方案研发出一

款集英语口语测评和教学的APP，帮助用户学习纯正英语口

语，实现从技术研发到产品产出这一完整流程。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31X

基于图像识别的智能穿搭推荐

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金振东 18200100148

陈凌灏

/1813050014

3,邹可焓灵

/1820010011

9,周晟欣

/1806910024

1,王诺祺

/1805030003

韩红 副教授 0809

如今人们对穿衣打扮有着更高需求，而目前市面上的穿搭

教程繁琐且多针对女性设计，面向18-25岁拥有购买能力

和穿搭需求的年轻男性开发的软件较少，且功能比较单一

。正面向这块潜在市场，该项目将开发可以帮助年轻男性

用户便捷快速进行搭配的软件。软件将覆盖帮助用户搭配

已有衣物、智能推荐单品购入、推荐新衣穿搭方案、查询

及分类单品等功能，并通过引流合作盈利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32

针对蒲城的“三步走”创新型

音乐文化扶贫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吕佩葇 18080100029

刘文慧

/1808010001

6

陈春晓 讲师 1301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充分发挥文

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作用，利用我校艺术生所掌握的音

乐知识和乐器演奏技术，遵循“三步走”战略，针对蒲城

贫困地区的学生，进行“文化扶贫”，其中以面对面传授

音乐知识、民族器乐演奏技法为主，网络视频教学为辅的

形式开展。文化扶贫的关键在于，既要“富口袋”,又要“

富脑袋”；既要“送文化”又要“种文化”，只有在精神

激励与物质丰富的合力下,才能真正的“脱贫摘帽”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33
虚拟盾构仿真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佳琦 18040100135

王辰

/1813050036

0,王轶博

/1820010006

5

王佩 工程师 0809

盾构机是现代隧道施工中的主要施工设备。在盾构施工过

程中，盾构机受力情况会受到地质条件、岩石分布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使盾构姿态发生偏转，导致盾构施工出现问题

。本项目通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对盾构机的实际运行状况

进行分析，构建了一个对盾构机的工作过程进行模拟的虚

拟仿真平台，该平台可以广泛地应用到不同的盾构施工环

境，能够有效地提升了盾构施工的精确性和安全性，其精

确性已受到西安地铁的实践验证。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34
微漫——创造你的漫画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依然 18030400015

刘苡净

/1803010004

2

盛立杰 讲师 0807

我们的项目主要为用户提供智能生成生成个性的二次元虚

拟形象，以及将短视频以一张张漫画的形式展现，将图像

转化为动漫风格，将语音转化为可视化文字的功能。 该项

目不仅可以更直观、更生动有趣、更富有吸引力的形式去

记录生活的点滴，更方便用户回顾往日趣事，为记录生活

提供新的形式，也为用户制作自己的漫画提供了更便捷的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35

爱心支教--留守儿童“领养”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阮佳程 18140100191

封天

/1814010018

0,陈文文

/1802010022

2

孙立锐 讲师 0809

近些年来，留守儿童问题越来越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现

在的爱心活动，支教活动越来越多，但是这些措施大多只

能解决教育资源不平衡造成的留守儿童教育匮乏问题，而

留守儿童们的心灵残缺仍旧是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所

以，本平台通过“领养”的方式，从输出端入手，在大学

生志愿者和留守儿童之间搭建起一座爱心桥梁，实现爱的

供养，为“留守儿童”撑起一片爱的蓝天。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36

基于固体聚合物电解质的高性

能摩擦纳米发电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皓宇 18170100040

郭浩文

/1817020002

4,胡宇曦

/1817010002

2

顾陇 讲师 0810

摩擦纳米发电机（TENG）作为一种新能源技术，能够有效

地将环境中低频、微弱、无规的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可用

于取代传统电池为各种微纳系统提供持续性的电能供应从

而构建出自供能系统。由于目前TENG的输出性能依然不足

以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因此本项目拟利用固体聚合物电

解质薄膜作为摩擦层，通过离子掺杂法来调控其电负性，

实现TENG输出性能的大幅提高，并揭示离子掺杂对TENG输

出性能的增强机制。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37

基于STM32的室内污染提醒装

置的开发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欢 18012100029

黄一飞

/1801210006

4,曹益馨

/1801910000

康槿
高级实

验师
0811

此设备可以通过雷达探测周围的环境生成数据，经过分析

来辅助盲人避障。最终，如果该设备可结合外骨骼装置，

安装在盲人的腿部，即可达到外骨骼辅助行走，为盲人的

出行提供方便同时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事故发生。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38
宿舍宝——宿舍智能路由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生鹏 18050100010

林宇煊

/1805050005

7,史少聪

/1813050033

7

林振 教授 0812

随着中国智能家居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渗透，无线路由器的

市场销量逐步攀升。但市场上大多路由器都是针对家庭或

者企业而设计的，却没有一款针对在校大学生宿舍使用的

路由器。为此，我们将要开发一款具有 双频WIFI，本地

存储，离线下载，内网互传，不间断电源，烟雾报警等功

能的真正适合大学生宿舍使用的新一代智能路由器。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39X
智能灯控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石誉欣 18020100383

张筱绂

/1801210004

1,徐涵城

/1804030005

3,李梁栋

/1802030001

2,黄耀辉

/1814020013

3,孙文博

/1814010009

杨刚 教授 0813

智能灯控管理系统及其设备通过多种方式控制娱乐场所照

明设施，并反馈使用数据加以调控。公共照明在无人活动

的情况下亮度以渐变的方式下降，有人活动时以渐变的方

式恢复，专用照明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随时进行开、关

及亮度的调节。在有线与无线中都不冲突，随意控制。用

以节省用电，提高用户体验。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40S

医路向前--针对乡村医生的智

能医疗管理小程序开发
创业实践项目 是 柯湘锐 18020100217

韩子豪

/1801010041

1,丁子豪

/1801010044

6,冯志儒

/1801010005

3,李若溪

/1914010006

2,金子诚

/1802910002

胡波 教授 0814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发展，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以及

人们对身体健康的追求，使得健康、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

相结合诞生出的健康类软件便有了发展的可能。结合新时

期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形势下乡村医

生队伍的生存和发展的状况却不尽如人意，乡村医疗资源

不足以及等现状，我们针对其研发一款面向乡村医疗建设

的小程序，协助乡村医生对村民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监

测，能大大提高乡村医生工作效率，有助于服务于广大村

民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41S
智能监测及行为预警系统 创业实践项目 是 盛昊霖 19050500002

王祯浩

/1702011006

1,李吉瑞

/1805050004

3,陈露

/1805050000

4,张扬

/1902010007

吴金建 教授 0803

当今，应用各种环境的行为识别系统都有人开发，只是针

对于家庭方面的较少，考虑到社会上老人孩童的安全问

题，我们开发一款智能监测及行为预警系统，主要运用于

家庭。用来保护老人、孩童。主要致力于开发对老人、孩

童的行为识别预警技术，之后还会包含偷窃、入室抢劫等

安全问题的技术。通过安装一套低成本、高效能的智能监

测及行为预警系统，为广大家庭带来安全保障。贯彻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42

基于Unity的3D海底场景程序

化生成-ALICE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嘉翔 18040500120

张伟

/1713011003

6,杨其祯

/1713012018

3

沈沛意 教授 0807

A.L.I.C.E是一款基于Unity的3D视角休闲游戏，讲述了

一条52Hz的鲸鱼和一直跟随他的研究员的故事，作为全世

界最孤独的鲸鱼，Alice渴望摆脱孤独。在游戏中玩家将

化身为Alice，探索一个个风格迥异的海洋世界，避开随

着时间越来越多的垃圾，让自己积蓄一定的能量后踏上前

往下一片海域的远行，一路北上，从加州沿海到阿拉斯

加，从北太平洋到白令海峡，直到找到另外一头相似的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43

维源翼——风力发电设施补漆

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耀辉 18140200133

王婷芝

/1905060002

5,王海

/1902910000

9

尹佳媛 讲师 0808

风力发电设施巡检补漆无人机，采用“互联网+”无人机模

式，用无人机代替人力减少危险性。通过定向巡检来检测

出风车上需要修补的损伤，依托5G技术实现高清图像实时

传输，将可能的损伤传递给巡检人员，巡检人员对图像进

行进一步分析，对腐蚀点精准刻画，把消息返回给无人机

。无人机用过电磁铁吸附静止在叶片上开始喷漆修补。实

现巡检加修补一体化，增加风力发电设施叶片、风筒维修

效率，提高产能。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44

We See You 雷达视觉数据融

合智能安防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卫双影 18010100034

刘昀泽

/1814010019

7,缪思睿

/1801050002

3

叶楠 讲师 0809

针对目标检测，单一传感器检测方案难以满足精确灵敏无

漏检的要求，每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物理特性都不同，

虽各有优势，但在某些场景下单独使用却表现不佳甚至无

法使用，在环境突变时常常发生传感器失效或被严重干扰

的现象。数据融合能够获得比单传感器数据更好的目标状

态估计，增强信息的互补性，提高系统的综合应用效能。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45
基于行为认证的安全门禁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于铭轩 17180110035

文尧

/1718011000

7,唐灿辉

/1718011001

0

曹进 副教授 0810

本项目完成的是基于行为认证的安全门禁系统的搭建，行

为认证的方式目前包括眼球移动认证与手势认证，即利用

人体本身的生物特征，结合机器学习以及图像处理方面的

相关方法，完成相应的模式识别工作。我们还要开发出基

于web的管理平台以及用户端app，设计出多种相应的实际

应用场景，并设计安全的协议和传输机制，最终使产品可

展示、可用、可工业化。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46

三维复合材料热传导性能预测

的神经网络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寇雯博 18070100009

邹岷强

/1804030001

4,韩均言

/1807020001

6

董灏 讲师 0814

新材料的发展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基础，同时，新材料研发

的缓慢周期也成为了制约现代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瓶颈。

如何加速材料研发周期并降低研发成本，成为学术界和工

业界都十分重视的问题。本项目希望结合数学中的多尺度

分析方法和机器学习方法的优势，建立复合材料热传导性

能预测的机器学习方法，达到减少材料损耗，节约实验成

本，缩短复合材料开发周期的目的，为新型复合材料物理

、力学性能的预测和分析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47

疾病样本的数据扩增及基于此

的疾病AI辅助诊断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耿瑞良 18030100220

张学博

/1803010001

6,王馨浩

/1807030002

2

张军英 教授 0809

随着时代的发展，数据的作用愈发重要。与此同时，数据

缺乏成为了制约许多问题研究的因素，为此，我们期望能

扩充已有数据，即人造有效数据来辅助问题研究。在数据

当中，并非每组特征值对问题的研究都至关重要，因此，

我们考虑用机器学习方法提取对问题研究重要的特征值。

在做好相关技术准备后，我们计划将其应用于医学领域，

比如协助进行医疗诊断（如是否患病或者已患病的分

类），并与其他方法进行比较，找到最优解。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48
“聆眸"助盲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峰 18069100058

钟家勇

/1804910000

3,蒋心烛

/1813050006

2

焦李成 教授 0810

项目简介 现在中国有1700万盲人，数量巨大，盲人由于

视力障碍难以感知周围的环境，这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

了巨大的障碍。国家正在大力建立建全残疾人的无障碍建

设，而现有的辅助盲人设备关注点都在导航、避障上，却

几乎没有帮助盲人了解周围环境的设备。盲人虽存在视力

障碍，但仍能够通过读屏软件流畅地使用手机。我们的项

目致力于将环境感知的功能通过app的形式部署在手机上，

帮助盲人更方便地生活，更真实地感受世界。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49

基于系统辨识的机器人控制方

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令佳明 18010190010

吕立鹰

/1705051006

6,程伟超

/1705051004

3,姚磊

/1801050002

2

何先灯 副教授 0811

在Robomaster全国机器人大赛中，机器人的控制是整个比

赛的核心。如要科学系统地分析机器人，则需要对机器人

进行建模，而机器人动力学方程中的各项系数本质上是时

变的、非线性和耦合的，因此要确定精确的系数值，只有

对机器人的动力学参数进行辨识估计。本项目致力于通过

现代控制理论和系统辨识的方法，结合相关概率统计，最

优化理论，对整个机器人系统进行科学建模，设计滤波

器，优化控制算法最终提高系统鲁棒性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50

基于深度学习的载具雾天三维

成像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昊天 18050300026

肖程洪

/1805010013

3,李雨萌

/1814010015

5,成孝孝

/1705011006

5,张钥柯

/1906910021

6,郭嘉晴

/1906910021

刘飞 副教授 0812

针对目前私家车数量增多，空气质量下降导致大雾天等恶

劣天气频发从而引起交通事故增多的情况以及现在市面上

已经存在一些避障系统，如红外热成像，雷达成像，声成

像等，本项目在目前已有的避障系统中另辟蹊径，运用深

度学习的方法，将去雾处理与三维成像相结合，用光成像

技术呈现出载具周围环境的“真面目”，在保证成像质量

的同时，大大减少了成本。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51

智造未来——无人机集成教育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熊雨舟 18140100204

吕瑞涛

/1802010019

8,李妍榕

/1802030005

1

韩旭

涛,孙

伟

讲师,

教授
0104

无人机教育集成系统，通过无人机外观设计，飞控板设

计，移动端APP开发，配套视频教程与书籍制作，以及学习

社区建立等工作以期形成完整的无人机教育一体化方案，

并以我校电装实习作为试点，进而向全国进行推广，从而

达到培养当代大学生无人机方面的兴趣，锻炼大学生动手

能力的目标，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多途

径地了解无人机，进而为无人机研究事业的发展出做贡献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52X

零食盒子——随吃随取的便利

神器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珅 18040300075

裴雨翔

/1806910003

2,王子俨

/1820010017

7,周超凡

/1806910010

9,赵寒琼

/1801050006

张会新 副教授 1201

在通过类似与无人售货柜的形式下，我们的盒子在征求宿

舍里人员的同意后直接投放于校内各宿舍，盒子内的货品

专供于其本宿舍人员的消费。宿舍内人员可通过使用“支

付宝”、“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线上付款，然后从盒子

中找到自己付款货品消费。当盒子内货品逐渐消费清空

时，宿舍内人员可通过支付界面中的“申请补货”功能进

行补充盒内货品。补充的货品依旧可先不付货款，只有在

本宿舍人员想吃想消费的时候再进行扫码支付相应货品的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53S
AplMu智能音乐教育平台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安浩铜 18130500094

林纯钢

/1813050014

4,张惟楚

/1820010011

7,潘采妮

/1802910000

2,齐浩天

/1807910000

4,刘婉

/1806910004

陈静玉 副教授 0104

　　AplMu平台是一个基于大数据分析和深度学习技术的

乐器弹奏反馈评测的智能音乐教育平台，通过对用户的行

为习惯和乐器弹奏质量的分析提供个性化的训练，相较于

其他音乐教育平台，AplMu特点是实现乐器学习的高效性

、趣味性，相较于传统乐器培训机构，AplMu极大地降低

了学习成本，面向群体为广大的、不是特别富裕的乐器学

习爱好者，AplMu平台可以通过和线下乐器培训机构、VIP

会员制度等模式实现长久生存。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54
单照片人脸三维建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林知豪 18020100158

刘子昂

/1702011005

2,黄金龙

/1702011005

1

董玫 副教授 0809

3D人脸重建是从2D图像恢复3D人脸几何的问题。 人脸三

维建模应用极为广泛，其一直是计算机图像和视觉领域的

热门话题，包括卡通人物建模、人脸艺术设计、人脸实时

重构等等，尤其是交互式人脸建模。本项目希望建立一个

单照片人脸三维建模模型。传统的3D人脸建模需要处理大

量图片，而本项目核心在于仅仅通过单张照片就完成3D建

模，大大减少计算量，提升效率。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55

《基于雷达和物联网的智能监

控摄像头》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泽林 18020100044

刘昀泽

/1814010019

7,秦娟

/1806910025

0,蒋逸

/1816020002

张华 副教授 0807

一套基于物联网技术，融合视频与雷达数据的智能摄像头

安防系统。解决传统摄像头监控死角的问题,并实现全天候

、全天时、远距离、高精度的运动目标识别、跟踪与报警

的目的，利用云端传输数据实现实时观看监控领域的功能

。此外，我们摄像头可以关联团队运营的微信公众号“西

电小管家”，在公众号内实现一键跳转至观看监控视频功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56X
老龄时代短途出行解决方案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佳妮 18069100242

朱质斌

/1814010005

1,温涛

/1802010000

8,唐瑞朋

/1802010001

1

王书振 教授 0809

本项目一代产品是基于基于雷达、视觉（单目）、深度学

习技术的老年智能跟随无人车。主要功能为智能跟随老人

出行，在老人出行的过程中全程跟随防止意外并提供各种

智能服务。首先是通过视觉技术和深度学习，捕捉老人的

特征，实现对老人的跟随。激光雷达和UWB技术帮助定位、

跟踪、避障等。选择跟随方式是考虑到老人的锻炼需求，

同时，智能跟随功能将老人从携带工具中解放出来，真正

做到毫不费力“即想即用”。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57

基于UNITY3D的多人随机地图

生成Roguelike游戏技术在游

戏化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与实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源 18030100116

林昊翰

/1813050000

4,樊柏宇

/1901010010

7

贺华 副教授 0810

本项目为研究、实现与改进面向Roguelike(类银河战士恶

魔城)游戏的，基于BSP Tree(二叉空间分割树)及Tile 

Based的随机地图生成算法。探索此类算法在虚拟仿真技

术及游戏化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体现出虚拟仿真技术及

在线游戏化教学打破时空限制，避免教学中贵重设备损耗

的优点。为此类游戏研究和构建一套通用的随机地图生成

方案并以此为基础开发与构建一款多人Roguelike游戏。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58S
一键生成离婚协议书 创业实践项目 否 郭哲宇 18020100146

贺宇星

/1903010038

0,史杰佳

/1903050021

4,孙震

/1816010001

1,于凡

/1816020000

权义宁 副教授 0811

根据调研，21世纪以来我国离婚率持续上涨，从14年

218.7万对一直上涨到19年的310.4万对。我国离婚手续相

对繁杂，尤其涉及子女、财产、债务等问题时会使离婚协

议的确定更为繁杂。结合我国离婚协议书生成途径，我们

小组成员对市场上已有写离婚协议书的方法进行了充分的

调研，吸取经验同时打破常规的思维模式，基于人工智能

开发创造出智能离婚协议的产品，帮助客户足不出户完成

满意合格的离婚协议书。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59

基于二维材料光电器件的新型

人工智能视觉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纪宁 18170100051

牟云琪

/1817010005

0,张子越

/1801010014

0

谢涌 讲师 0812

申请人通过应用于神经形态视觉的二维材料光电器件，实

现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图像识别，从而模拟人类视觉系

统，构建新型人工视觉智能系统。申请人的器件具有原子

级厚度二维材料晶体管结构，并且具有光敏性、光触发非

易失性和易失性电阻切换以及光可调突触行为。通过制作

原子级晶体管阵列，我们可以进行演示图像感知、图像记

忆和实时预处理等功能，并用此器件进行简单的前端背景

降噪，提高图像质量、后续图像识别的处理效率和精度。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60
云节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一博 18140200175

李晨

/1814020020

5,孙温馨

/1814010018

7

段小玲 讲师 0813

本项目拟设计一款基于校内灯光的智能控制产品，基于现

在已成熟的微型计算机技术，通过传感器输入信号至处理

器并输出至电器开关，得到系统自动调节的智能化效果。

产品面向各大高校电力系统，通过便捷的模块插入，进行

快速改造，减少高校灯光系统中普遍存在的电力浪费。产

品使用方便而高效，维修简单，模块分立，易上手，成本

可控，在社会中有不错的实用前景。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61X
物联网生活传感器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谢家强 18040300099

吴琪

/1714019902

1,罗岩杰

/1803010029

9,赵广辉

/1814010021

6,李权

/1802010002

0,张浩

/1805050012

付小宁 副教授 0814

由于工业，农业，畜牧业以及生活中离不开对温湿度以及

其他相关参数的控制，我们计划构建一个物联网传感器系

统，专门针对生活及工作的相关参数的检监测以及控制。

目前计划针对供暖行业构建两款产品—远程温湿度测定仪

、供暖管道监测器。算中心系统对数据处理分析，为供热

平衡调节提供精确的决策依据，并可与热网自动化控制系

统构成供热闭环控制,实时调节热力、水力工况，从而降低

能耗，提高用户满意率，提升企业经济和社会效益。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62

基于深度学习的端到端唇语识

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婧媛 17030199010

王禹淙

/1703013005

2,李奕霖

/1915030001

2

张志为 讲师 0815

本项目拟实现一种人机交互新技术“唇语识别”，通过机

器视觉识别说话人唇部动作，解读说话者所说内容，提高

远场语音交互能力。本项目采用端到端的深度神经网络技

术，输入说话者脸部图像序列，进行面部识别、唇形提取

、唇形单元匹配和识别后，直接输出自然语言语句。未来

唇语识别技术可以辅助语音交互及图像识别，在日常生活

、安防、公益等各个领域实现广泛应用，有效提高语音交

互的准确性和鲁棒性，并为公共安全提供有效支持。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63

家庭舒享计划——智慧LED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进 18050100044

侯雨生

/1805040000

3,陈鹏宇

/1805050005

9

王琳 副教授 0816

光，点亮你的智慧之家。智慧家园从灯光开始，智慧LED提

供从暖白色到冷白光的可调光，在一天的不同的时候营造

出适合工作、休闲或休息的恰当范围。而合适的亮度和光

色对于保护眼睛，预防疲劳至关重要。它能够在不改变房

间原本线路的布置下连接智能设备控制灯光，不仅可以远

程控制灯的开关，控制灯光的亮度和光色，还可根据天气

环境等适当改变灯光，营造舒适的环境。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64X

基于Kinect的太极拳辅助训练

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若楠 18010500059

肖铮

/1806910011

7,魏世亨

/1813050026

8,谢紫东

/1920010007

8,郝佳晨

/1806910003

董维科 副教授 0817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及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太极拳逐

渐走入大众视野。我们采用微软公司 Kincet体感传感

器，针对原地２４式太极拳设计开发了一种辅助训练系统

。系统针对太极拳的运动特性，通过 Kincet传感器获取

的动作骨骼关节点的空间坐标数据，经数据处理后构建动

作测试序列并与标准序列对比后，根据预设的评分规则对

学员动作进行评测打分。实现了体感传感运动捕捉技术与

传统太极拳教学的融合。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65
共轴双矢量无人机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波 18020100152

吴传铭

/1702911004

3,张婕

/1805030001

2

洪涛 副教授 0818

本项目为一种新型无人机——包含两个执行机构的全驱动

飞行器的设计研究，通过一对共轴反转的螺旋桨，利用两

个执行器的相互作用抵消飞行器的自转，为无人机提供升

力的同时使其能够自我稳定。同时，我们在借鉴国外的设

计的基础上，设计研发更高效的仅依靠一个执行器的桨距

调节机构，使仅依靠两个执行器即可完成无人机的矢量运

动控制和姿态控制。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66S
智能化叠衣机 创业实践项目 是 郭晓敏 17040120050

汪立

/1704012004

7,何潇

/1704012000

8

郭空明 讲师 0819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对各种

家政服务机器的功能多样化和智能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

然而在当前市场中，普通折叠装置已无法满足人们对家政

服务机器智能化的要求了。因此，迫切需求一种功能多样

且智能化整度高的叠衣装置，即一种智能叠衣机。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67

带你回“家”——一键启动式

搜救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子浩 19140100107

李一雯

/1902010039

0,汤帅

/1901050007

6

费春龙 副教授 0820

目前我国无人机在灾后搜救，野外救援等方面仍存在无人

机非专业人员无法操控以及定位精度不高，人与其他生物

无法精确区分等问题。本项目采用自主航道的规划并兼配

雷达生物识别系统，实现普通人一键操控无人机并能运用

红外遥感技术精确定位到被困人员，极大减小了其他生物

对搜救任务的影响。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68X
海上舰船检测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邹可焓灵 18200100119

白永卉

/1820010024

0,孙翔宇

/1806910024

3,彭少泽

/1806910009

7,阿卜杜艾尼

·图尔荪

/1820010024

吴金建 教授 0821

近年来，中国南海局势不断升温，美国以及南海周边国家

不断在南海“闹事”，威胁南海安全。本项目将设计海上

舰船检测平台，基于结合传统可见光和多光谱数据的目标

检测算法，通过遥感图像对海上舰船目标进行有效检测，

达到预警效果。海上舰船检测平台不仅具备军事敏感目标

预警功能，能够保护我国南海地区岛礁、海上平台等目标

的安全，同时也可以对一般船只进行检测定位，在搜救、

违法船只监测领域发挥作用。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69

近红外引导下双模光学探针用

于口腔鳞癌诊断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涵玉 18150200011

靳天乐

/1815010002

5,剌再晨

/1815010002

吕锐婵 教授 0822

为了早期诊断口腔鳞状细胞癌并提高其治疗效果提高OSCC

患者的生存率，需要更好地了解口腔鳞状细胞癌发展的病

理机制。项目的目的就是构建基因共表达网络，以确定参

与OSCC发病机制的关键模块和中枢基因。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70

基于Re-ID技术的家庭垃圾的

自动分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瀚文 18010100268

王新纪

/1801010020

6,张欣涛

/1801010000

6

郭杰 副教授 0823

在垃圾分类的大趋势下，对垃圾正确且高效的分类显得尤

为重要。所以考虑制造面向个体用户的垃圾自动分类器。

将行人重识别（Re-identification）技术首次应用在动

态物品跟踪上，在物品被拿回家时便对其进行虚拟标记与

跟踪，在用户使用完后自动通过APP对其产生的垃圾类别向

用户做出推送。考虑将该分类器接入IOT，在体验者的家中

放置装置，以便实现对早期对垃圾的精确分类和后期对丢

弃物类别的自动APP提醒。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71
智能叠衣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徐冬阳 18040100034

黄墉香

/1804010003

1,梁伟

/1804010003

8,周新杰

/1814020021

3,谭仕周

/1705012006

薛松 讲师 0824

我们的叠衣装置是一款基于市面上多见的手动叠衣机为原

形的一款通过机械装置实现折叠板自动翻转从而实现叠衣

功能的装置。另外还在叠衣装置的基础上添加了烘热装

置，用户可选择烘热或不烘热两种状态。外表上面带有时

钟，可以定时提醒人们应该干什么事情，叠衣机上面安装

有传感器可以检测当前是否发生火灾或者其它的危险。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72

基于手势识别的交互式三维成

像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淑婷 18050100216

王月

/1805010015

9,甄雪芝

/1804060000

9

秦翰林 副教授 0825

本项目基于动态体技术旋转扫描实现三维显示效果，通过

伺服电机驱动螺旋屏旋转，投影仪按一定帧率将处理过的

图像投影在旋转屏上，通过人眼的视觉暂留实现裸眼3D的

显示效果。同时体感识别端通过多普勒效应感知手势的移

动状态，并采用空间图像采集技术获取手部空间位置，形

成控制指令。通过指令映射，实现体感识别与空间成像的

对接。并通过对图像的实时算法处理和渲染处理，使用户

无需使用任何复杂的控制设备，达到人机互动的效果。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73X

Smart Mesh：基于多跳网络

的贫困地区通信解决方案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孙俊杰 18180200054

王隆盛

/1814020020

0,钟茗胜

/1804010011

3,姜洪旭

/1801010014

4,吕佩霞

/1801010001

栾浩 教授 0826

分布式去中心化渐渐成为未来科技发展的主流。基于多跳

mesh网络的通信产品，面向贫困欠发达地区，具有mesh网

络传统的轻量化特点，旨在保障这些地区内住户间的通信

和多个用户集群之间的联系。我们在贫困地区部署的网络

节点不需要通信基站，利用端到端的模式可以实现用户间

的交流，与rightmesh等基于区块链的项目对接可以实现

接入互联网，对于提高贫困人口生活质量和精准扶贫有重

要意义。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74X
昨日在耳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马小杰 17030140105

罗浩

/1705012011

2,马嵘

/1703013009

9,王海涛

/1702031000

4

程小莉 副教授 1201

为响应国家提出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的号召，体现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开发昨日

书屋网上书店微信小程序扩大南校区的旧书流通的力度，

在互联网时代，为了南校区同学的旧书资源交流，搭配微

信公众号以及QQ公众号在南校区进行宣传推广，并向全校

征集书评，一经使用便可以获得“昨日书屋”提供的奖

品，意在一个偏理工的学校倡导大家提升本身的文化素

养，读好书，好读书。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75
智能试衣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锦豪 18140100200

刘锦豪

/1814010020

0,李岫芸

/1814010000

6

戴显英 教授 0808

人们购买衣物时常常会需要在试衣间频繁换衣服，顾客换

衣需要一 到两分钟才能实现，并且经常需要频繁更衣，这

一定程度上耽误了顾 客和导购的时间；网购时人们常常不

知道衣服是否合身，自己穿上是 否合适，因此需要一款智

能试衣间平台。 平台大概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

卖家对衣服的录入，要实现对衣物数据录入的简单 化，即

卖家能方便快速地录入衣物信息。 第二部分是买家穿衣效

果的展示，与所谓的"一键脱衣"有些相似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76

静闻心声——基于生成对抗网

络的无线降噪耳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蹇俊宇 18070100040

郭哲宇

/1802010014

6,陈鹏宇

/1805050005

9

王磊 副教授 0809

降噪处理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有很大的市场需求。鉴于目

前GAN在语音识别与语义理解领域的突出表现，结合日常生

活中遇到的噪声防治的需求，本项目将研究GAN生成对抗网

络在降噪领域的应用与优化问题。 通过使用SEGAN，CGAN

等手段完成对音频信号的更精准的分析，从而解决原有FF

与FB降噪中更多依靠硬件层的问题，完成更精确与准时的

反向噪声消除。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77
基于区块链的数据保护算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子一 18010100150

吴学昊

/1902019001

5,吉祥宇

/1902010039

1

马涛 副教授 0810

本项目以数据保护技术研究为目标，以基于区块链数据保

护技术研究为手段，从数据保护和数据操作保护的角度出

发，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在数据保护技术优势的同时，针

对其存在的不足进行优化，采用分布式存储技术以及加密

机制进行完善和补充，研究数据保护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模

式，增强数据安全，助力网络强国建设。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78S

极简主义——一键生成专业级

PPT
创业实践项目 否 严紫文 18020100097

黄卓

/1803010023

7,王洁睿

/1806910017

9,郭树耸

/1813050009

3,赵礼

/1806910019

尚娟 教授 0811

如今，很多场景下对同种类型的PPT使用率非常高，如项目

路演、工作汇报等。它们对排版设计精美度要求较低，更

多追求的是效率。然而，市面上的PPT模板质量层次不齐，

制作的复杂给学生和工作党带来巨大压力。本项目计划以

小程序/网页端的形式向用户提供服务，用户只需要按照框

架格式填充文本和图片，插件将自动转为PPT格式并按选定

风格进行整体排版，最终呈现给用户一个符合既定风格、

排版精良、主题明确的PPT成品。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79X

基于压阻传感器的人造触觉感

知电子皮肤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付媛媛 17070310013

宋宇晨

/1601014009

4,袁浩添

/1801210001

4,张炜

/1707031000

何刚 讲师 0812

项目是以自主制备的片状钴纳米粉为原材料，复制生物表

面仿生结构，并包裹于弹性基底而制成的，我们将以该具

有高灵敏度和高柔弹性的压阻型电子皮肤压力传感器为核

心，通过调控其灵敏度和形状而将其运用于各个领域。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80X
线上流量资源平台-今日西电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曹恩齐 17040110012

刘彦兵

/1702011001

0,张世富

/1714021002

2,马骏宇

/1801210007

4,张宇宁

/1801210002

7,任翔

/1801010006

王飞 讲师 1201

此项目以微信公众号，QQ公众号和QQ群的形式整合了西电

的线上流量资源，覆盖全校7000余名学生，为学生日常学

习生活等方面带来便利的服务，如失物招领，消息发布，

寻求帮助等。除此之外我们还和校内外优质商家合作，发

掘优质的店铺，给学生争取优惠，为学生的生活带来方方

面面的福利。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81

基于高灵敏度微米级叉指电极

的物质扩散系数的实验测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童童 18170200017

阮受炜

/1817020002

3,汪彦勇

/1817010006

3

刘菲,

童晓梅
讲师 0809

扩散系数是电化学实验和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在数值

模拟和理论计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扩散系数的具体数

值通常需要实验方法获得。为此，本项目创新性地提出利

用具有发生-收集工作模式的双通道叉指电极对扩散系数进

行测量和计算。微米级尺寸的叉指电极具有灵敏度高、响

应迅速、噪音低等优点，其特殊的双工作电极结构可被用

来对氧化还原对的扩散系数进行测量和计算。此外，项目

拟使用商用模拟软件对实验获得的扩散系数进行验证。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82
Hi-Box 智能睿心交流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广辉 18140100216

阮佳程

/1814010019

1,袁子聪

/1802010038

0

宋宝萍 教授 0810

近年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因心理问题休学、退学，甚至发生自杀、

凶杀等恶性事件，而导致心理问题的主因就是消极情绪无

法得到合理宣泄。Hi-Box物联网睿心交流窗，主要作用是

为大学生们提供合理舒适宣泄情绪的途径。使用者可通过

下载手机APP或使用微信小程序扫描二维码唤醒Hi-Box，

私密地对Hi-Box留言宣泄情绪或听取他人的宣泄留言并回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83S
教育无人机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刘津宏 17020510038

赵广辉

/1814010021

6,苏钰迪

/1802070002

3,范浩扬

/1802060001

4,李权

/1802010002

0,于子婷

/1705018001

张文博 副教授 0811

教育无人机是一款基于STEAM教育理念的产品，主要面向

学校、家庭少儿编程教育场景，提供DIY无人机套件、安卓

APP编程软件、PC端编程软件等，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用

户，定制配套教学方案，真正将卖产品转变为卖教育，并

打造青少儿赛事、社区平台等，促进用户由被动接受转变

为主动学习，让家长真正看到孩子们的学习成果，带动、

普及、发展人工智能理念和知识，增强学生动手和自主思

考能力，为未来培养综合性人才。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84
智能阅卷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鹤杰 18010100352

张恩铭

/1801910000

9,任子攸

/1901910002

5

李毅 讲师 0812

该项目旨在制作一套完整可用的自动阅卷系统，实现从答

题卡扫描图像到最终评价分数的完整工作流程，解决目前

电子阅卷系统需求大量人力批阅的痛点，所涉及的技术要

点主要有图像处理、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产品主

要面向中小学及大学用户，针对不同用户群体有着不同的

功能侧重方面。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85
Unity增强现实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卢世腾 17050180037

屈佳湲

/1713014037

1,刘韦志

/1705012008

5

黄曦 副教授 0813

AR作为新兴技术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AR技术在几年

中已经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贴近人们的生活，不同于民用

VR技术已趋于泡沫化，AR以其不受严重的设备限制，使用

手机平板等常用设备便可实现其应用；在其他技术如5G技

术的发展推动下必定更能得到发展。本项目为基于unity

的AR建模实现，期望在建模的精细程度，易用性上得到突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86X
西电校淘网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马睿希 18090100022

周希玮

/1704041006

8,解欣然

/1809010002

5,任亚倩

/1809010001

6,任家睿

/1809010000

唐建旺 副教授 0104

校淘网是个致力于为全校师生服务的绿色公益平台。它由

一个学生团队创办，目前正有条不紊的运行着。校淘网分

了四模块种，分别是“我要出售”，“我要交换”，“我

要捐赠”，和“我要求购”模块。目前，校淘网的小程序

开发已经完善，可进行四种模块的运营；在微信公众号推

送这方面，“我要出售”和“我要求购”模块已经完善，

剩下两个模块正在整顿。同时我们这学期新增全新模块，

以低廉的价格带给学生们最好的物品，物有所值。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87

“一秒换装”——人工智能试

衣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妍榕 18020300051

陈沛彦

/1820010022

4,王婷芝

/1905060002

5

孙江敏
高级工

程师
0808

智能试衣镜是一个内嵌基于深度学习的虚拟试衣系统的镜

子。用户通过蓝牙将线上衣服实时传输到试衣镜上，让一

面全身镜在室内实现鉴照仪表和一秒换衣的效果，不仅节

省日常搭配衣服的时间，而且给淘宝等线上商店提供试衣

便利。内嵌智能穿衣系统的镜子是未来家居必需用品的一

个趋势，旨在让用户足不出户、一秒换装，尽情地搭配衣

服，寻找最美的自己！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88

离场航班排序多目标优化建模

及求解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毓栋 18200100196

宋家浩

/1803010035

4,徐世甲

/1820010015

4,章延赫

/1817910000

2

魏静萱 副教授 0809

为了研究大型机场面临的各种各样问题的综合现实高效的

解决方案，平衡各方面的的利益，以最小化航空公司运行

成本、最小化乘客步行距离、最大化乘客的安全性以及最

小化航班时间的冲突概率为目标， 建立了具有多目标的混

合规划指派模型。基于Pareto最优解概念，采用第二代非

支配排序遗传算法进行求解，对模型进行仿真验证，从而

得到一些最优解。该结果能够较好地满足实际运行的效率

需求以及解决优化排序的问题。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89

基于无人驾驶的校园智慧物流

配送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哲瀚 18200100220

张政

/1820010018

5,余坤杰

/1820010003

3

朱虎明 副教授 0810

YOLO（You Only Look Once: Unified, Real-Time 

Object Detection）是一种深度学习框架，对于自动驾

驶的目标检测算法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我们项目打算在

基于YOLOV3的框架下，复现并优化这一算法，并在我们已

有的无人驾驶车上测验算法的鲁棒性。最终目的实现图像

识别和目标检测，并且能够控制智能车沿道路行驶。并得

到一套完整的自动驾驶目标检测优化算法。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90

可变姿态的智能下供式乒乓球

训练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凯峰 18040100089

林善伟

/1805050008

6,卜凡

/1805030006

0

李团结 教授 0811

可变姿态的智能下供式乒乓球训练机是一个基于单片机智

能控制和创新机械结构的产品项目。机械结构上采用了创

新的下供球结构，与传统的上供球结构相比，可以实现对

回打球的回收利用，不再需要人工补充乒乓球；与现有的

下供球结构相比，又能实现多自由度的姿态变化，解决了

由供球链路变化带来的入口处卡球问题。同时加入了单片

机的智能控制，能够通过双摩擦轮的异步控制发出各种花

式球，与传统训练机相比有着更好的发球模拟效果。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91

区块链视角下基于公钥密钥体

制的无人仓储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杰 18010100372

巨展宇

/1801010038

3,许若晨

/1901019000

4

高军涛 副教授 0812

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传统的仓库管理已不能解决现

有物流的压力，因此在2018年年末出现了无人仓储系统，

就现有的机器人技术来讲，无人仓储更适用于标准化物件

以及整进整出的场景，这种情况中，包装不用拆卸，相比

于现有的人工操作，能在减少失误的前提下极大的节省资

源。 但电商平台亦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虚假信息泛滥、产

品朔源受到质疑等，因此我们想到基于区块链的数据存储

朔源系统和公钥密钥技术来解决此类安全问题，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92S
我爱换客网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夏冉 17150210013

王昊

/1815010000

4,押世博

/1915910004

5

陈伟燊 讲师 0813

“以你所需换我所求”，秉承这个理念，"换客"一族日渐

火爆起来，正为现代人士所追捧，你不需要的东西可能在

网络的那一头有人特别想找到，网络给人的生活带来的确

实是切切实实的便利，为了能够将实体与虚拟物品进行资

源整合，开发满足高校学生对于交换的需求，提高交换效

率，降低交换时间成本，将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应用

于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交换网站，实现集群组、圈子、讨

论组、同城、消息、唠叨等功能的简单、高扩展社区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93
逐次逼近型ADC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家俊 18140200246

金逸辰

/1805910000

7,程子昂

/1802010044

7

杨林安 教授 0814

我们计划设计一种逐次逼近式模拟数字转换器，完成芯片

设计的内容。SAR为英文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register的缩写，在每一次转换过程中，通过遍历所有的

量化值并将其转化为模拟值，将输入信号与其逐一比较，

最终得到要输出的数字信号。逐次逼近模数转换器是采样

速率低于5Msps的中高分辨率ADC应用的常见结构，SAR式

ADC的分辨率一般为8-16位。具有低功耗，小尺寸等特点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94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空气质量

监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毅夫 18169100002

雷朝晖

/1616011005

9,李守兵

/1816010002

4,薛志强

/1816010000

3

程鹏

飞,王

莹麟

副教

授,讲

师

0815

随着北斗卫星网络的完整，将北斗与生活相结合，变得刻

不容缓。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一直是人民关注与担忧的

重点问题。我们的北斗导航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将借助于

最先进的北斗导航技术与最灵敏的空气质量检测装置，完

成对一时刻、地区的空气质量监测。与传统意义上的空气

质量监测车不同，我们将装置与公共交通相结合，以公共

交通为载体，不但大大降低了成本、增加了社会资源的利

用率，也使空气监测变得更加的精准及时，覆盖更完整。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95X
新型智能养老院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刘彤 18069100216

杨韵

/1802030003

9,王怡欣

/1906910013

8

施宏伟 副教授 1201

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老年人口总数不断增长；而随着社

会发展，对养老产业的建设要求日益提升；因此，我们想

要建立更科学舒适、更生活化的新型智能养老院。一方

面，我们将提供各项智能服务：如用于紧急报警的智能手

环，依托视频的远程医疗，联系老人、家属、养老院三方

的智能管理APP。另一方面，我们更关注老人的精神生活，

既建设娱乐活动室、小型放映厅、健身设施；又定期组织

团建，向青年提供志愿服务。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96

基于微纳结构的光场调控及其

在光学微操纵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海洋 18050500019

董文强

/1805040001

1

汪加洁 副教授 0803

作为光场调控的有效手段，人工微结构可以在亚波长尺度

下通过对结构的有设计实现对光场多个维度的有效操控，

这种特殊的光场将给光学微操纵技术带来新的操纵手段和

全新应用。本项目拟在汪老师的指导下，采用理论分析与

实验验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人工微纳结构对光场的调控

及其产生的结构光场对微粒的微操纵特性，探索粒子的光

学微操纵、分选及输运的新方法和新技术。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97
基于机器学习的恶意网页识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麟 18019100019

宋紫旭

/1801010027

2,肖雨

/1814910000

5

王俊平 教授 0809

该项目主要运用了机器学习，以及更进一步的机器深度学

习技术，通过编写代码，提取网页特征、静态链接等方式

识别 ，再给予机器大量的训练，形成可靠样本数据库，实

现对现在大部分恶意网站的有效甄别。如今已有识别软件

多在提取特征上下功夫，在分析过程中速度较慢，此项目

希望在现有基础上，给予软件自我学习的能力，与已有数

据库中的网页特征进行对比，快速地识别出曾辨别出的恶

意网站类型，不用再进行繁杂的特征分析步骤。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98

公共危机事件中新媒体传播规

律探析——以新冠病毒疫情中

微信爆款文章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温琪 18080300006

杨江楠

/1808030000

1,张睿晗

/1808030002

1

田敬权 工程师 0802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牵动着大家的心，新媒体

成为民众获取疫情信息直接方式。基于新媒体（微信）爆

款文章的影响力，其在舆论场中的分量举足轻重。为了更

好地服务于疫情防控的要求，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新媒体

传播规律的研究迫切。该项目正是以新冠病毒疫情下的微

信爆款文章为样本库，从多个方面对公共危机事件中新媒

体传播规律进行分析，并尝试为微信等新媒体在重大危机

事务中更好地发挥舆论引导等作用提供新的思路。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099S

茶馆——民间文化与短篇小说

的交流创作平台
创业实践项目 是 孙文昕 18130500352

吕超越

/1813050012

8,乔昶赫

/1914010014

4,申晴

/1801010008

司栋森
高级工

程师
0802

《茶馆》初期以小程序形式上线，后期考虑以app形式上线

移动端。主要目的是为中短篇小说作者提供专门的线上创

作平台，也为用户提供一个分享交流自己身边故事的平

台，挖掘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国风、故事情怀。同时，

项目设置有扶贫模块“品茶”，帮助特困茶农销售茶产

品，从而实现精准扶贫。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00
智能花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雨珊 18140100059

刘齐月

/1807010003

9,侯瑞杰

/1806910002

0

常晶晶 教授 0809

研究和构建一个可以实现植物自动追光系统的智慧花架，

实时监测植物生长状态，根据植物的土壤温度和湿度，自

动调整受光角度，针对不同种类的植物设计个性化的栽培

方案，最优化地促进植物生长，另外再配置搭建发电玻璃

作为辅助，自动调节光线透过率，阻挡红外光辐射，有效

降低能耗，同时太阳能转化的电也可以用来补充追光系统

的电量消耗，大大延长该装置使用时间。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01
高性能自主防御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亚磊 18040400024

卢德维

/1905033007

5,赵锦轩

/1820010007

郑峰 副教授 0810

打造一款集监控、攻击、防御、反击、报警、反恐、定点

打击、排爆、于一体的高度自主机器人，用途偏安保、军

事、国防领域。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02X
图书自动存取机器人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陈景轩 18020100104

王冰冰

/1806910010

6,张奥

/1803010018

5,程颐

/1804010008

4,李乐楠

/1904020001

卢子

祥,王

倩,谢

琨

讲师,

讲师,

副教授

0811

大、中型图书馆每天的图书借阅量大，图书归类、搬运和

上架等作业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而利用机器人技术实现

图书自动上下架不仅能够减轻图书馆员的劳动强度，还能

提高其工作效率，尤其适用于闭架借阅。本项目产品图书

自动存取机器人能够独立完成一整套的存取书刊操作。另

外，带有避障，防火报警，控温等功能，能够进行24小时

不间断作业。在夜间进行图书防护的同时，可以对图书进

行完整性扫描，自动编制丢失或摆放错误的书籍名单。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03

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车联网资

源分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智浩 17010150049

鞠天杰

/1713018800

2,赵唯珂

/1801040001

9

王琨 讲师 0812

本项目基于车联网云系统“中心云一路侧云一车载云”三

级层次化体系架构，首先采用深度学习算法进行车流量数

据分析，预测目标区域内的车辆用户数，其次根据预测车

辆用户数，使用强化学习算法进行目标区域内的车联网资

源分配，最终使用web可视化界面完成车流量数据和资源分

配数据展示。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04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核桃筛选分

拣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谢秉言 18010100172

姜广泽

/1801050004

8,乔梦薇

/1806910003

7

王楠楠 教授 0813

核桃是我国主要栽培的果种和类之一，因其营养价值高而

备受人们喜爱，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健康意识

的增强使得核桃的需求不断扩大。然而，通过人工方式核

桃品质等级进行分级鉴定效率较低，且质检水平与质检人

员自身技术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应用计算机视觉技术，

开发核桃自动分拣装置，以实现农产品检测和分级一体化

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应用价值。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05
高温压电陶瓷的制备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郭蕾 18170100006

霍真真

/1817010003

3,李泽祥

/1817010005

6

闫养希 副教授 0814

本课题是制备具有高居里温度的压电陶瓷并对其进行研

究，选取三元系Pb(Sc1/2Nb1/2)O3-PbHfO3-PbTiO3陶

瓷，初步确定该陶瓷体系的准同型相界，对不同组分进行

微观形貌测试，分析组分对微观物理机制的影响。最后对

通过制备所得的陶瓷样品进行X射线衍射，分析其衍射图谱

并获得材料内部原子或分子的结构或形态，测定其物相结

构；进行电子扫描显微镜（SEM）测试，分析其微观结构情

况；测量其居里温等。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06

车联网环境下基于博弈论的十

字路口交通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晓晶 18180200007

杨欣蕊

/1818020001

5,王紫蕾

/1805060002

1,王振宇

/1813050027

1

吴建设 教授 0815

目前的十字路口交通灯信号控制是一定时间红灯和绿灯交

替变化并以黄灯过渡。这种控制方式，即便是车流量不

高，也总有一个方向是红灯，通行效率不高。本课题研究

没有红灯的十字路口交通控制方式，通过传感器探测得到

各个方向要通过十字路口的车辆的速度，预测其到达十字

路口的时间，设计算法向各个车辆反馈“加速通过”、“

减速通过”、“恒速通过”等指令，使得各个车辆不需停

车等候，只需调整速度，就可避免相撞，提高通行效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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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如”指掌——智能马桶健

康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文豪 18140200140

赵艳慧

/1814020001

8,常志强

/1914010018

7

卞学

愚,卢

启军

助教,

讲师
0816

科技发展让人类进入了智能家居的时代，但是在关乎我们

每个人生活的马桶这一方向，却鲜有人关注。目前市场上

出现的所谓“智能马桶”大都仅有冲洗和智能设置水温的

功能，但这显然并不能完全满足我们对智能的需要，同

时，如今尿检关注健康成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考虑的因

素，而工作压力大、体医院尿检费事又费力且诊断支出大

等现状迫使我们寻求新的思路，于是我们想到将马桶进行

改造，使之成为居家就可方便了解自身健康状况的系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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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汽车轮胎打气设备 创业实践项目 是 王子俨 18200100177

余甜

/1618028800

4,谭伟晟

/1606912002

5,袁嘉骏

/1803010014

姜奇 教授 0817

共享汽车轮胎打气设备： 汽车轮胎其实需要定期打气。轮

胎一般一年打一次气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会碰

到路边，路过路面的凸起路障，都会让轮胎跑气。因此一

般其实建议每个月检查轮胎，然后定期打气。但是中国人

都不知道这件事，没人知道轮胎需要打气，一般都是车辆

自检的时候去打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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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刻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罗庆廷 19050100232

李皓琨

/1804010014

0,任志远

/1905050013

7,张瑞音

/1802030004

6,李泽宇

/1905010022

卢芳 实验师 0818

在当今物质高度发展的时代，物品更迭换代较快，二手物

品交易发生的也更加频繁。相对于传统的线下交易，二手

交易平台凭借其凭借其较好的服务质量，较为公平的买卖

家对接，高互联性，方便快捷而普遍被二手交易者们所频

繁使用。而针对校园内大学生这一高密度高消费的群体，

二手交易也就发生的更加密集，频繁。此外，大学生与大

学生之间的物质需求较为相似，因此开发一种针对于校园

内大学生的二手物品交易很有必要。一方面这满足了买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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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为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星宇 17040520034

白宇

/1704052003

8,赵文文

/1716021003

0

陈永琴 副教授 0819

不”足“为虑——智能鞋柜，通过电子和机械的技术来取

代现今的传统鞋柜。它能够自发式地收集鞋子规整的放入

鞋柜中，并可以根据使用者的需要将鞋子从柜子中取出供

其使用，并帮助用户脱鞋穿鞋。同时在智能方面，智能鞋

柜可植入操作系统、蓝牙等信息通信技术，在未来智能家

居中可以作为一个‘员工’来实现给使用者带来生活上的

便利性和舒适性，提高生活质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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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的权转移方法与计算机证

明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米雅洁 18070100006

倪成

/1807010001

2,胡旭龙

/1807010006

3

张欣 副教授 0808

图的染色问题的研究源于著名的四色问题，在其证明过程

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权转移方法常用于证明某些构型的存在

性。本项目在借助权转移方法、证明构型存在的基础上，

将理论推导与计算机证明相结合，进一步探讨某些局部构

型的可约性，形成项目组创新性的解决方案。项目取得成

果将可以用于诸多图的染色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其在化学

、生物科学、管理工程、计算机科学以及通信与网络等领

域的应用提供支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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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RGBD相机的高精度三维重

建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彦 18010100165

樊徐铭

/1713013027

2,王可馨

/1801910001

6,冷奕泓

/1801010010

9,吕行

/1801010013

姜光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利用Kinect成本低廉、使用方便、快速获取数据等

优点进行三维重建。但由于Kinect本身测量精度不高、测

量距离有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在三维重建领域的应用

和发展。因此我们目的是提高Kinect的测量精度，在此基

础上进行高精度的三维重建，对于拓展其在各个行业的应

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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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模态深度学习的呼吸系

统疾病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君沛 18200100054

王辰雨

/1820010006

9,赵宇恒

/1820010020

8

缑水平 教授 0810

本项目旨在做出一套方便，安全，准确的呼吸系统疾病检

测系统。基本原理是通过多通道收音设备收录用户的呼吸

音，基于多模态深度学习方法对呼吸音进行智能分析，再

把结果反馈给用户。主要功能是检测呼吸系统常见疾病，

构建用户的健康模型，对潜在发病用户进行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的早期排查和风险量化警示，对已患病的用户进行近

期疗效的评估病提供下一步治疗建议。让用户足不出门就

能完成对呼吸系统疾病的初步诊断和跟踪评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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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多声源成像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朱世健 18020100156

王建明

/1802030008

5,任朝祥

/1802010034

5,方博为

/1802030009

9

王新怀 副教授 0811

室内多声源成像检测利用 FPGA&DSP 平台，搭建多通道模

拟麦克风阵列进行空间声场的测量。使用声源定位方法对

被测物体的声辐射分布进行成像，以期找到主要声源的位

置，为噪声控制和故障诊断提供可靠的依据。在多声源定

位成像技术中，声源定位算法、阵列优化方法以及实时声

源定位系统的设计是三个最为关键的技术。为实现相关功

能，本系统包含麦克风阵列采集板，数字信号处理板，以

及基于FPGA&DSP实现的信号处理链。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15

配备图像合成的360度全景摄

影云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佳琦 18140100069

王方

/1814020023

1,赵功陟

/1814010004

8

卞学愚 助教 0812

摄影云台是以电子控制技术为基础，以高性能无刷电机为

动力输出系统，利用主控板进行数据收集、运算、指令输

出等功能，以达到自由控制云台的目的。图像拼接技术是

通过提取并匹配特征点，将图像配准并加权拷贝，达到影

像拼接的目的。利用这种技术合成的图片没有裂缝，色

差，视觉效果较佳。本项目拟要设计开发一套配备图像合

成的360度全景摄影云台，该云台重要特征是能够通过遥控

控制云台自由运动，并输出处理后的全景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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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独特的多维信息交互

平台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彭聪 18040300048

张琼方

/1804060002

3,胡曌斌

/1806910003

6,凌茜

/1813050002

7,曹越

/1804910000

李华 教授 0809

island是一个以设计精致、极简主义、舒适体验为宗旨，

以实现人与圈子的完美融合为目标的信息交流平台。初期

目标是在高校校园内建立平台，实现校内大量信息有序简

洁地呈现，让用户一秒找到心之所想；师生之间，学生之

间交流无门槛化，通过平台直联直接接触优秀老师和大佬

学长/姐，助力成长之路；独特的求助通道使每个需要帮助

的师生享受全校关怀，建设校园家文化。来提高师生在校

园中的参与度，活跃度，幸福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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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国军 17030110047

马正虎

/1701013003

3,冶晓玲

/1701016005

3

陈龙 工程师 0810

该平台基于大学生群体，解决实际生活中“懒”学生和“

繁忙”的学生不想下楼或者出宿舍取快递或者外卖的问

题，这一群体意愿依赖着他人将快递或者其他物件直接送

到宿舍或者住处，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学生群体： 一、快递

单的发布（作为一种兼职）； 二、想做兼职的同学可以接

快递单，帮取帮送快递； 三、线上实时交流； 四、评论

发布，反馈发表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18

众核AI加速芯片的架构及智能

路由设计及验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治 18010500069

赵子旭

/1801050005

5,傅浩越

/1801010015

2

魏雯婷 讲师 0811

本项目旨在研究众核AI加速芯片的架构和智能路由设计及

验证，通过对人工智能中神经网络训练这一阶段进行深入

研究，总结AI加速芯片中神经网络训练时常见的数据通信

模式，针对这些常见通信模式，面向AI加速设计专有芯片

架构，并结合智能优化算法——群体智能优化算法、启发

式算法等，为众核AI加速芯片设计其专有的单播路由或多

播路由，并通过opnet网络仿真器进行性能验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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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智能体系统能控性的最小能

量控制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珈苗 17040510059

屈震

/1820010019

9,韩宛汝

/1804030010

2

关永强 讲师 0812

本项目将主要以多智能体系统能控性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以实现系统的最小控制能量为目标，研究多智能体系统能

控性的最优控制输入问题。通过设计最优控制输入以最小

能量实现期望的多智能体编队构型，并利用MATLAB软件对

所得理论结果进行试验仿真与验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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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卡尔曼滤波算法的小

体积高性能IMU传感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宽 18050100057

周新杰

/1814020021

3,熊雨舟

/1814010020

4

李欢 讲师 0813

本项目为基于改进卡尔曼滤波算法的小体积高性能IMU传感

器，传统的传感器具有零漂（零点漂移）大、温漂大，陀

螺仪数据不精准等缺陷，本项目拟在传统IMU传感器的基础

上，引入改进的卡尔曼滤波算法，该算法可以在含有不确

定信息的动态系统中对系统做出有根据的预测，同时具备

占用内存小、速度快等优点，对实时问题和嵌入式系统具

有很强的适配性。结合这套改进卡尔曼滤波算法，我们希

望实现让小体积的IMU传感器具有高性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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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细胞计数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秋园 18150100014

吴敬一

/1815910000

1,卓霖

/1815910000

2,孙瑞璟

/1815010001

1

陈雪利 教授 0809

细胞计数是临床研究与诊断中不可或缺的步骤。利用流式

细胞仪和细胞计数仪能够准确计数。利用流式细胞仪计

数，需要荧光标记，并且只能单通道的计数；细胞计数仪

同样以单通道方式进行计数，对大量细胞计数需要消耗大

量时间。无透镜全息显微成像技术具有高通量、高分辨、

低成本的特点，结合微流控技术，对细胞进行高通量的实

时成像。本项目拟结合无透镜全息显微成像技术、微流控

技术、目标识别与分割技术，实现细胞的快速计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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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麦克风阵列的无线音频感

知定位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游霏 18020100212

谷丰登

/1802010008

4,李佳怡

/1802010040

3,程子昂

/1802010044

7

徐茵 讲师 0809

与单麦克风相比，麦克风阵列进行语音信号的数字信号处

理更方便快捷。本系统基于 Xilinx Kintex-7 和 

TMS320F28379 平台，搭建 64 路模拟麦克风构成的麦克

风阵列。利用 FPGA结合AD7606 ADC 搭建数字锁相放大

器测定相位差从而精确实现声源方位的确定；利用 DSP 

将 FPGA 获取到的数字信号进行相位时频掩蔽、多通道 

最小方差无失真响应等方法形成波束并实现声源定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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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快递精准投送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康鑫睿 19140200172

韩浩楠

/1901010003

8,吴瑞泽

/1805060001

9

贺冰涛 讲师 0809

本项目着手解决快递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快递在

配送员与客户之间的转手问题；本项目为一个控制系统，

使其能够接手快递员送来的包裹，并识别包裹需送达的目

的地的具体信息，第一阶段将包裹收纳并送往指定楼层，

第二阶段根据包裹情况与收件人需求，每层将派出送货小

车进行精准投送。后期有可能加入发件子系统，在家门口

就可以发快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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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音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吉家国 18010100130

何书山

/1801010044

7,张正

/1801010014

9

刘龙伟 讲师 0809

随着社会审美的多元化和综艺节目的普及，电子音乐已经

成为了许多当代年轻人的爱好之一，但作为电子音乐表演

所必须的音效合成器却大多过于笨重，因此考虑到市面上

没有价格亲民，体量小的实体合成器，我们利用Artix7实

现简单轻量级模拟合成器的开发，为业余的音乐爱好者提

供便携的音乐制作设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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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者--守护你的每次出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一鸣 18160200061

和嘉平

/1805050004

0,杨文怡

/1806910018

6

王辉 副教授 0809

“守护者--守护你的每次出行”是一款用于保障女性打车

出行安全的软件程序，包括app与微信小程序双用户端。它

功能多元，其中一键报警、紧急呼叫，极大提升安全系

数，降低女性出行风险；语音模拟，来电模拟，危险预判

等功能，则实现智能化服务，多重保险；另外，上线积分

经营模式，以受众兴趣点为导向，提升用户粘性。我们的

目的是用这款软件程序切实守护每一位女性的安全，“守

护者”为你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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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二手交易平台的发展模式

分析与面向大学生的二手交易

平台的搭建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语嫣 18069100067

马佳眉

/1806910019

3,马茜茜

/1806910004

赵彦 讲师 1201

本项目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收集相关信息，进行市场调

研，分析国内二手交易平台现状，总结现有二手交易平台

的优势及不足，计划结合上述分析设计一款用户为大学生

的二手交易Ap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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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 创业实践项目 是 杨智乔 18050100231

杨柳

/1803010044

6,苏正宏

/1801050012

8,高将

/1805050011

3,郭诏伟

/1805010023

李欢 讲师 0807

是以完成梦想为主题的职业信息交流平台，旨在提供完成

梦想的流程与道路，让更多的人真正的走出去。问道，问

我们，也是问自己。人的一生到底要如何度过，是按部就

班，读书上课考研上班结婚生子养老，还是真正的去追求

自己喜欢的事情，真正有目的的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

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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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浸渗热压SMPC成型机理与

形状记忆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开府 17040110019

汪群

/1704011009

4,王小倩

/1704011009

6

马玉钦 讲师 0807

本课题研究旨在通过开展实验研究，明确SMPC真空浸渗热

压成型工艺各组成模块，再结合材料制备效果，对不同工

艺模块进行分析，确定每个工艺流程对材料的性能及强度

的影响，构建真空浸渗热压工艺的体系分析，从而得到最

优化的制备方案。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29

多孔二氧化钛纳米片的制备及

其光催化固氮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许艳红 18170200025

张帅祥

/1817020000

5,段雯婧

/1817020000

9

白晓霞 讲师 0803

光催化技术是一种可持续的绿色清洁能源技术，光催化固

氮可通过光催化剂在光照条件下将氮气转化为氨，有望解

决传统固氮法的高能耗高危险系数和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但氮氮叁键使氮分子体现出稳定的化学特性，导致常规

的光催化材料很难活化氮分子。 我们通过液相法制备多孔

二氧化钛纳米片，利用其大的比表面积和大量的催化活性

位点，提高氮气转化效率。本项目将对其结构和物相进行

表征分析并研究其光催化固氮性能，分析其固氮因素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30

基于图像分割处理的不规范坐

姿识别与矫正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作宇 18200100071

骆心悦

/1820010023

4,姚珊

/1820010012

5

韩红 副教授 0809

基于图像分割处理的坐姿检测系统，能够实时采集使用者

坐于桌前的眼部，头部，胸背部与腰部的姿态信息，与使

用者录入的标准坐姿信息进行对比，达到及时发现并纠正

使用者不良坐姿习惯的目的。监测，提醒，帮助矫正等功

能融为一体，对使用者尤其是其中的青少年群体规范坐姿

有很大帮助，有很大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31
智能温室花卉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铮 18130500133

刘育涵

/1802030002

9,林知豪

/1802010015

8

宋娟 副教授 0809

该花卉智能管理系统通过软硬结合的方式，为现代花卉种

植提供多方面的自动化管理服务。通过配套硬件，可实现

温室内依据植物类别浇水，控制温湿度条件，提供实时监

控并上传数据；通过线上移动端，可以实现对大棚植物的

类别管理，生长状态监控，设定自动任务，并储存历来数

据，为后续种植提供支持。该管理系统可以大幅减少花卉

种植的劳动力成本，替代繁琐的人工记录过程，实现规模

化花卉培育与“一棚多植”。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32

“触目生情”——沉浸式互动

投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兰博 18019100050

赵若愚

/1801210000

7,朱海洋

/1801910004

4

冯磊 讲师 0809

该项目做一个基于计算机视觉实现人机交互功能的互动式

投影产品。其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交互识别技术的创新

和交互方式的创新。不同于市面上主流的人体动作识别和

红外信号的触控感应技术，图像识别的触控检测，可以应

用到不同的复杂场景，可以实现更加精细的互动。此外，

还可以通过识别外部物体并提取轮廓，进行图像处理并对

加工后的图像效果再投影，增加了人机的互动感，使互动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33
灵感键盘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懿璞 18140100166

吕文艳

/1802010034

3

徐少莹
高级工

程师
0809

调查研究表明，音乐对人们的工作具有调节作用。在当今

社会，拖延症是很普遍的存在，为了克服这个难题，我们

团队利用音乐对工作效率的积极影响作用，提出一个新的

想法：假如在人们敲击键盘的时候，同时播放着音乐，当

人们由于拖延症而懈怠了一段时间，音乐就会自动停止，

此时由于美妙的音乐戛然而止就会对人们的工作起到一定

的督促作用，提醒人们继续进行工作，当再次敲击键盘的

时候，音乐就会再次响起。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34

双层二硫化钼的化学气相沉积

生长及其电学性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晨 18170100083

刘峻成

/1817010007

5,白芯瑜

/1815010000

8

王浩林 讲师 0809

层状过渡金属二硫族化合物（TMDCs）是当前半导体器件

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双层TMDCs因其较高的载流子迁移

率近年来备受关注。本项目拟通过系统研究前驱体质量、

生长温度、气流等工艺参数，突破生长模式的限制，增加

双层二硫化钼成核的概率，制备高质量双层样品。并在此

基础上，研究不同层数二硫化钼的电学特性，澄清其迁移

率与层数之间的变化规律，为其在电学领域的应用奠定基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35

矢量控制的直流无刷电子电子

调速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钟茗胜 18040100113

令佳明

/1801019001

0,赖昕卫

/1802010018

叶强 讲师 0809

本项目是以矢量控制的控制方式设计电子调速器对电机进

行控制，其中涉及三相逆变器的电子电路设计，SVPMW波

形调制、PI速度环、PI电流环等算法设计，并最终实现对

电机稳定的速度控制，高速旋转，堵转处理等功能。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36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中国古代

青铜器鉴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颖萱 19040300071

喻鼎渊

/1902910002

1,王子铭

/1903050013

5

付小宁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拟打破文理学科壁垒，以中国古代青铜器为标识样

本，充分利用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技术将其数字化、

信息化，并结合CN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模型，研发出一款具有高准确性、高运算效率

和普适性的青铜器断代自动识别软件，实现对青铜器年代

的快速鉴别，为文博工作者、文物收藏者、文史爱好者高

效工作提供便利，促进文物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37

基于深度学习模型的火星测绘

漫游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梓泉 18012100046

高昂

/1801210003

8,姬晨曦

/1801210001

0

李娇娇 讲师 0808

本项目为基于深度学习模型的火星测绘小车，主要目的是

利用小车勘测火星地形并利用图像识别技术成功绘制出火

星地形图。项目的预期成果是利用自行制作的地形模型，

其中包括多种准确模拟对应的火星地形，使小车在地形模

型中运动，在成功避障走完整个地形的同时还要绘制出相

应的地形图并发送给接收端。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38

Future Touch-投影触控化改

装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黄  旭 18140100080

韩昌洲

/1818010011

0,李佳怡

/1802010040

3

朱娟娟 副教授 0807

现如今，投影仪随处可见。但也有其本身存在的硬伤，那

就是有限的交互性，当你想随意地投影面上的投影内容进

行操作时，往往无能为力。为解决此痛点，本项目将对已

有投影设备进行触控化改装，为方便安装和移植整套系统

将集成于一体化，本系统具有安装快捷方便，触控灵敏精

准，支持多点触控，可移植性强，适配所有投影设备的特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39

多维度自媒体平台个性门户开

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静博 18069100068

苏启航

/1806910009

3

李欢 讲师 0818

多维度自媒体平台个性门户开发设想来源于一有当今自媒

体火热趋势，二有网络应用体系架构由C/S向P2P倾斜的事

实。开发个性门户页面旨在多维度展示个体，不同其他平

台博主的单一方面定格显现。搭建这一平台，基于P2P文件

传输原理，可实现用户间的资源充分共享。预期提供个人

页面设计服务，降低Web页面的学习成本，做到人人拥有个

人门户网站。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40

含摩擦的能量采集器的动力学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子健 18070300005

袁霆锋

/1807020001

7,张凯凯

/1807020001

4

贾纪腾 讲师 0809

本项目以含干摩擦结构的能量采集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

随机激励下此类系统的动力学问题。主要研究内容有：结

合非光滑变换、符号函数、随机平均法等推导出系统平均

随机微分方程，通过求解上述方程讨论干摩擦对系统稳态

响应的影响；借助不连续映射，结合Khasminskii公式计

算系统的最大Lyapunov指数，在此基础上讨论系统的随机

稳定性和分岔等复杂动力学行为。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41S
微漾校园 创业实践项目 否 郭诏伟 18050100232

徐晨恒

/1814020008

1,张国豪

/1805040000

4,白永卉

/1820010024

0,李嘉成

/1705011006

陈海涛 讲师 0204

我们是一个以大学生服务为基础运营模式，通过口碑进行

流量裂变的校园自媒体平台，名为小天使。 核心是为西安

在校大学生提供一个公共、平等、自由的线上校园社区。 

我们与校周围以及西安市内优质商家进行合作来进行流量

变现。 我们的宗旨是：服务于学生，通过对学生的调研，

优化平台服务。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42

基于程序化生成关卡的2D射击

游戏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雨欣 19050500078

张伟

/1713011003

6,杨其祯

/1713012018

3

吴莉莉 副教授 0802

《代号：新星》是一款飞行射击+Roguelike的游戏。在具

备飞行射击游戏爽快感的同时，也相当注重Roguelike程

序化生成关卡的重玩价值。 [流派] 游戏提前设计了多种

流派，比如霰弹流、贴脸莽夫流、导弹海流…… [多机种] 

游戏内置了数种主角战舰，同种战舰也有多套初始装配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43

基于BCI实时运动控制及情感

监测的视频创作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左辰宇 18030100142

何开颜

/1803010017

8,郭天宇

/1803010015

5

杨利英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设计并开发出一个实时分析检测脑电波的系统，通

过对脑电波信号的处理，得到操作指令和情感状态，不同

情感变化分别对应不同的控制指令，再通过蓝牙传输至摄

像设备，并通过调用摄像设备的API来进行拍摄的参数控

制，可以让摄像头直接根据指令内容，调整镜头角度，重

点记录、抓拍特殊场景，从而简化人工控制的繁杂，进一

步提高了“自媒体”中“自”的操作性与自由度，提高人

脑与外界信息的交流和控制能力。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44
基于眼动追踪的阅读障碍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王芳 19010100004

张羽

/1901910000

3,马舒然

/1901010019

9

韩懋杰 助教 0802

基于眼动追踪的阅读障碍检测系统是眼动追踪技术在医疗

方面的应用。由于正常阅读者进行阅读时的视线活动有一

定规律，而轻度阅读障碍者则一般会从左到右扫视单词，

而重读阅读障碍者的眼球会做出许多倒退运动，他们常常

从右到左扫视单词，而且在阅读过程中也不会像正常阅读

者一样做常规的停顿或注视。所以通过比较被检测者与正

常人的眼球运动规律即可得出测试者为阅读障碍症患者的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45
云雁归巢-小型化无人机机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典 18020100015

张鑫

/1806910001

8,陈沛彦

/1820010022

4

邓军
高级工

程师
0802

目前续航时间短是消费级无人机和行业级无人机共同面临

的难点，而电力巡线、警用侦察、搜索救援等工业级无人

机对续航时间的要求更高。无人机遥控距离近、充电时间

长、续航时间短都是无人机行业如今面临的问题。我们通

过对无人机巡航沿线布置起降平台，有效解决这一难题。

我们团队针对小型无人机的续航时间短和在恶劣天气下难

以回收等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为无人机提供了一种在野

外环境中可及时保护、及时补给并长时间续航的解决方案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46

碳纤维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理论

建模与仿真分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靳浩 18040100134

安博涵

/1804010012

7,敖俊祥

/1804010009

0

马玉钦 讲师 0808

通过对已有的复合材料分析模型的学习研究，以及对碳纤

维复合材料的认识和研究，基于商用的ABAQUS软件对碳纤

维复合材料力学行为建模分析，研究复合材料中纤维增强

作用规律与受载过程；进行碳纤维复合材料失效力学特性

有限元建模分析，研究复合材料失效机理；结合现有的实

验条件，对所得模型和分析结果进行优化，最终得到适应

于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分析模型，并撰写成论文进行发表。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47
自动装填电磁轨道炮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宇翔 18140200029

张鹏

/1804010004

1,卜湘锋

/1804010007

康海燕 实验师 0808

电磁轨道炮是利用电磁系统中电磁场产生的安培力来对金

属炮弹进行加速，使其达到打击目标所需的动能，与传统

的火药推动的大炮，电磁炮可大大提高弹丸的速度和射程

。具有较强的军事用途。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48
AI3d建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谭浩 18069100046

雷震华

/1813050025

0,谷辰妍

/1820010013

0,王清

/1903050000

6

卢子

祥,苗

启广

讲师,

教授
0808

现代深层生成模型学会了合成较为逼真的图像。大多数计

算模型只专注于生成2D图像，忽略了世界是3D的本质。因

此我们提VON（可视化对象网络）的图像合成方法。它将物

体的自然图像以一种非纠缠的3D表现形式分解成相互独立

的形状、视点和纹理三个要素。最后，通过训练它便学会

了添加逼真的纹理到这些2.5D的草图，以生成更加逼真效

果的3D图像以及独立的进行对图像的形状纹理进行编辑或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49

化学传感器——基于挥发性物

质诊断癌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毓萱 17170110034

黄苗苗

/1717012000

3,王瑞

/1717012000

吴巍炜 0807

本项目是制作用于检测癌症挥发性有机物的传感器。该传

感器是一个无创和潜在的廉价癌症诊断前沿，它依赖于呼

出气体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的检测。呼吸可以实

时采样和分析，从而产生经济有效的临床诊断程序。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50S
重明 创业实践项目 否 申晴 18010100081

孙文昕

/1813050035

2,华夏

/1803010038

5,李根

/1801210006

李娇娇 讲师 0807

“重明”是一个以APP和小程序的形式、结合大数据和机器

学习技术、以一个社会的角度来治疗或减轻社会大众心理

疾病为目的的创业项目。主要针对焦虑症、轻微抑郁症、

厌学等等普遍、轻度的心理疾病。通过项目的治疗模块和

交流模块来治愈或者适量减轻轻微心理疾病病人的病情，

为罹患心理疾病的患者进行适度治疗或疏导。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51X

基于双向情景智能的校园轻社

交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施翌 17010120058

张民鹏

/1801050000

6,张春雨

/1817010005

9,林增浩

/1803010025

0,厉辰

/1802010016

王云江 副教授 0809

随着时代与科技的发展，当代人的生活愈发便捷，但同时

也使得人与人的交际越来越少，并且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公

共绿化和休息设施得不到充分利用，造成资源浪费。为使

这种情况得到改善，我们意图建设一个轻社交平台，让社

交更轻松愉悦。我们利用微信小程序来构建我们的平台，

通过在各公共设施上发布小程序码作为入口，搭建留言板

系统等对用户提供轻社交服务，构建智能分析系统等提升

用户体验，同时使社交更轻松，并且减少资源的浪费。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52

基于声波传输的自动化管道分

布探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伟申 17050110105

李永宁

/1705061002

1,王鸿玉

/1701012004

6

宋江鲁

奇,王

炳健

讲师,

教授
0807

针对室内管道测绘困难以及漏点不易发现的问题，我们提

出了基于声波传输的自动化管道分布探测系统，其依靠声

波在管道中传播具有损耗小，传播距离远的优点，在管道

口发出声波，使声波在管道中进行传播，然后通过拾音器

在地表检测声波强度来获得室内管道的位置分布与漏点位

置，并将数据上传到软件端，自动绘制管道分布图，还可

基于软件端进行再设计。这极好地解决了室内管道管理困

难的问题，对室内管道的修复，管理具有极大意义。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53
场景虚拟智能多用相机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春雨 18170100059

张施翌

/1701012005

8,张民鹏

/1801050000

6

王斌 讲师 0809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拍照不再是简单的使用美颜功

能，而是在使用美颜功能的同时还要能够保留自己的真实

性。为了满足这种需求，我们致力于打造一款能够实现精

准化美颜的app，在使用美颜功能的同时，极大限度的保证

真实性。同时为了增加产品特色，利用周围环境境虚拟化

技术将人本身以及周围环境将其虚拟成动漫头像、Q版动漫

大头贴、动漫风景甚至动漫表情包等形式将深受新一代年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54
布基双频可穿戴天线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兴宇 18040500103

张漩

/1804050010

2,唐诗杰

/1804050010

9

赵伟 讲师 0809

基于人体中心网络的可穿戴通信系统是新兴的有广泛应用

前景的无线通信技术，近年来受到了极大的关注。通信系

统的各个部件必须分散的缝制于人的衣服、帽子、领子等

上面才能完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穿戴于人体或衣物的可穿

戴通信系统。天线作为无线通信系统的必备部件，也必须

能够穿戴在人体或衣物上。此项目以人体作为通信中心，

通过移动通信技术，可以实现无线体域网与无线传感器等

感应设备的共连，组成具备特定功能的通信网络。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55
"校园寻”多功能app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沛圆 18030100304

彭君茹

/1803010016

3,岳杨

/1803010011

黄伯虎 讲师 0807

“校园寻”多功能app面向在校大学生群体，帮助大学生满

足寻找竞赛队友，失物招领，寻找租房房源以及各种各样

寻找需求。建立一个使用群体广泛，精准匹配寻找的体

系，即时高效地解决有关找寻的问题。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56

公共社区异常事件检测和预警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泽红 17020130015

胡健

/1702013007

8,黄志炜

/1702018802

8,张振

/1803010029

1

路文 教授 0809

本项目拟设计小区、校园等公共社区异常事件检测和预警

系统以提供智能安防服务，利用每天产生的海量碎片化信

息，引入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结合机器视觉理

论，利用影像智能分析，深度机器学习，概率统计模型，

实时场景分析等技术，对公共社区实现了智慧化管理、公

共场所的全方位检测。给智慧性现代化小区提供真正的智

慧“安保大脑”。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57
新农村科技直通桥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曹思宇 19010500066

许志鹏

/1901010031

7,张凌榛

/1901010026

3

康槿
高级实

验师
0807

新农村科技直通桥 本项目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

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与精准扶贫脱贫相契合。本团队

人员接受思想洗礼、学习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希望

将高校的智力、技术和项目资源辐射到广大农村地区和基

层社区，通过农民在平台上的学习和与各类专家直接交流

的方式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建设，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58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图像美学

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佳峻 18040100076

周星宇

/1903010020

6,刘修远

/1816010004

1

李雷达 教授 0809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的审美要求不断提高，市面上的

相机层出不穷，但大多数相机自动美化后图片存在过度美

化、不能做到对除人像之外的景色进行优化、优化及评估

算法较为老套不能根据不同用户的不同审美观美化图片的

问题。本项目采用个性驱动的多任务学习模型以学习图像

的审美品质与用户个体特征之间的关系，通过残差连接膨

胀U型网络及图片裁剪对图片拍摄效果进行优化来解决这一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59X

基于专业心理学知识的社会心

理测评软件的开发与应用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杨谕东 18069100026

冯炎培

/1806910016

1,郭茜雅

/1806910010

1,胡瀛

/1806910019

0,周则旭

/1806910003

谢永平 副教授 1201

我们希望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运用专业的心理状态及人

格量表，开发出自我认知的自我认知APP。我们致力于帮助

青年人正确认知自己的心理健康状态，及时调整自己，适

应自己的学习生活，另外在企业的运营中，充分利用职业

性格检测以及合适的职业性格搭配，能有效提高办公效

率，我们也希望能将这样的工具带给处于改革阶段的企业

或是公司，为他们的转型升级带来帮助。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60

“后真相”时代大学生对主流

意识形态认同状况的调查与分

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昊宸 18080200002

狄鑫

/1808020000

1,宋卓琛

/1820010016

6,高梦媛

/1808020002

0

刘建伟 教授 0101

“后真相”时代作为移动互联网技术催生的新的社会现

象，已经成为当下时代不可忽略的重要特征。事实上，这

一特征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生活，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模

式和习惯。这在青年学生身上也表现地相当突出。 揭示“

后真相”现象的形成机理，其对当代青年学生带来的深刻

变化及其负面影响，探索引导大学生增强对主流意识形态

认同度的方法，以期为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

路径，为纾解“后真相”时代的负面影响提供新思路。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61

基于量子传感器的量子导航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庞钰佳 18140100010

赵冰怡

/1804050010

6,张霁尧

/1814020017

4

陈大正 讲师 0809

量子导航系统是基于量子信息技术,以量子信号的形式实现

高精度导航定位的一种新型导航 系统,本质上也属于惯性

导航系统。当前,各国大力发展的无源量子导航系统,其定

位精度比传统惯性导航系统高 1000 倍左右,令 GPS 等卫

星导航系统望尘莫及。精度高、安全性好,满足精确定位需

求，量子导航系统将成为导航系统的新锐,并给生活的方方

面面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62S
ipepar论文自动排版平台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吴晖宇 17020110022

李博翰

/1701018803

3,吴婉莹

/1705061000

8,段仲琦

/1801010042

3,筵卓栋

/1809010002

侯彦宾 副教授 0808

在每年毕业生论文，导师论文大量产出的背后，是动辄上

万字的排版难题，此时就需要我们提供论文自动排版工具

——ipaper论文自动排版平台。 1.项目优势在于运用了

人工智能实现了减少人类干预的自动排版。 2.项目实现了

论文写作对于模板的识别和大中小标题及图片的突破以及

文的人工智能化分析并进行论点提取。 3.项目考虑到论文

的私密性和数据关键性。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63

应时而动，随地而开——基于

VR技术的异地会议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皓杰 18050300046

莫韩

/1805050000

5,周涵涛

/1805010013

6,杨胜波

/1805050008

9

赵恒 副教授 0809

在VR技术和互联网应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针对如今开会

易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开发异地会议系

统的构想，本项目旨在模拟真实会议场景，提供一个异地

会议互动空间。我们将应用VR技术开发出异地会议系统，

确保人们能够应时而动，随地而开。我们还要结合5G应用

的浪潮，以期通过更快的传输速度，保证用户对互动的效

果有良好的体验。我们相信本项目的成功发展将提高人们

的工作效率，并推动线上会议产生新的重大变革。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64
魔发师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昊坤 19012100072

钱彤途

/1801910001

0,郭姝睿

/1801050001

3,陈兴博

/1901210005

5

陈彦辉 教授 0808

帮助实现实现求救人员的快速呼救和救援人员的高效施救

。 “快速救援系统”项目的目标是对居民楼内发生意外的

人，尤其是老年人，进行准确三维定位。用户持有信号发

射器，当发生意外时，按下发射器上的按钮，发射自身的

二维位置信息和求救信号。外界接收到信号时，指派附近

的无人机对信号发射点进行高度定位并返回求救人员的高

度信息，从而起到三维定位的目的。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65

无人机的微波无线供电演示装

置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雷林森 18040500061

徐琰

/1804050005

1,王子健

/1804920000

8

宋立伟 副教授 0808

本次项目研究的是利用微波的无线传能技术对飞行中的无

人机进行供电，以此来解决当前主流的电池供电无人机所

带来的续航能力差、电池性能不可靠的问题以及系留式无

人机飞行范围受限、飞行稳定性受影响的弊端。采取微波

无线供电技术可以对无人机进行空中直接供电，可以实现

无人机的长时间滞空飞行，大大提高了无人机的工作时长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66
区块链原理体验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文龙 18069100230

张懿璞

/1814010016

6,侯瑞杰

/1806910002

0

王超 副教授 0809

基于目前网上大多数关于区块链教学原理均是视频解说和

文字解释，缺乏交互式的网站体验和教学，所以该项目打

算构建一个区块链原理的教学平台，用户通过我们的网

站，可以实际体验什么是“挖矿”，什么是共识算法

（pow），了解非对称加密，防止篡改，不可伪造等概念，

从而可以深入理解区块链技术背后的原理，实现对普通人

群的大众科普和对从业者的基础培训。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67X

基于大数据和NLP的个性化心

理辅导交流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李泽宇 18079100005

钟文夫

/1813050006

3,安浩铜

/1813050009

4,戴子佳

/1813050019

0,杨诚颢

/1807010004

徐悦甡 讲师 0809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人民压力日益增大，心理

亚健康状态的患者数量急剧增加，有关释放内心压力、辅

助摆脱心理亚健康状态的软件缺乏，因此急需要一款崭新

的产品投入进市场。我们团队决定以抑郁症为切入点，通

过对抑郁症进行研究，利用大数据分析网络上的抑郁症人

群特征，做出一款适用于抑郁症人群缓解压力、自我治疗

的软件作品“sunshine”，并进行一定时间的运营、试

验，得到用户反馈，对后续产品进行推出与改进。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68

“察言观色”-自适应面部痉

挛治疗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兆鑫 18200100008

熊添恒

/1820010020

2,闫斌

/1820010005

7

石磊 副教授 0809

该项目是基于FPGA的面部痉挛治疗，采用外置电极的方

法，隔断异常面神经信号的传播，进而抑制面部痉挛。设

备包括信号接收器，信号处理器，刺激电极。该项目能减

去手术风险和后遗症问题，迅速的减轻病症，费用低，可

针对个体的差异性做出调节，并可在减轻病症的同时按照

患者的意愿辅助以其他手段的治疗，最后彻底的治愈。是

一种新的解决面部痉挛的思路与途径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69
药童——野生中草药采摘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甘与甜 19020600001

李家宣

/1901010036

7,陈子浩

/1914010010

7

刘海霞 讲师 0809

随着人们对中医的发展的重视，人工栽培的中草药相比于

野生中草药，有着无法弥补的劣势；因此，对野生中草药

的采集变得尤为重要。目前传统的中草药采集手段弊端较

多，本项目旨在通过无人小车和无人机结合使用的技术以

弥补传统人工采集手段在安全性、时效性上的不足；本作

品主要由定位模块、无人机、机械臂、无人小车、车载无

人机起降平台五部分组成，利用视觉系统进行植物图像的

学习，控制机械臂以达到无人智能采集草药的目的。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70
高功率密度电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泽宇 18140100041

张舰波

/1814010009

1,赵智泓

/1814010007

1,张宇翔

/1814010005

3,高策

/1814020014

9,张文韬

/1814010008

张艺蒙 副教授 0803

基于现实生活对于电源的便携性与高效性的要求，在开关

电源原理的基础上，减小电源的体积、提高电源的效率。

其中减小体积以提高频率为前提，提高频率及在高频条件

下提高效率将通过第三代半导体的加入来实现，对第三代

半导体与电源电路结构相结合的研究为本次研究的重点内

容。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71

基于ONoC的IP核映射优化算法

的优化工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皮得邑 18020100254

张欣涛

/1801010000

6,刘璐

/1901210002

3

孙德春 副教授 0803

随着集成电路规模的不断扩大，基于总线结构的SoC具有单

一时钟同步和多对用户无法同时通信等瓶颈问题，NoC的提

出从体系结构上有效解决了多核通信问题，为下一代集成

电路设计主流技术。项目面向光片上网络映射优化，旨在

降低光片上网络通信中的串扰噪声和功耗，提高效率、可

扩展性与可靠性，项目选取适合的片上网络拓扑结构，对

实际问题进行多目标同时优化，对算法测试进行评估，最

终提出一种使得网络的性能达到相对最优方案。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72

面向视频目标分割的深度学习

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翼天 18030100121

刁然

/1813050018

1,段佳芮

/1813050023

7

刘如意 讲师 0803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视频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信息传

播载体之一。对于各类特定的视频对象进行分割与跟踪处

理愈加重要。我们小组希望通过学习视频分割的算法，利

用gpu，做到对于特定视频（比如医学影像）的数据集进行

分割与关键帧提取。运用计算机视觉方法对于特定视频中

的各类不同目标（如：视频监控中的行人）能够进行跟踪

识别与跟踪处理。尽量优化已有视频分割算法，提高视频

目标分割算法准确度，降低时间空间损耗。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73

基于协议通信的可视化设备诊

断与监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辰东 18040500001

王隆盛

/1814020020

0,张柯欣

/1814020021

宦惠庭 讲师 0809

该项目旨在实现在嵌入式平台下图形可视化的监控、诊断

系统运行状态、资源消耗情况并实现历史记录和简单数据

图形化，以及在线的程序参数修改调试。 通过可视化实现

编程的简单化，简洁化，提高程序员的工作效率。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74S
影视与音乐制作技术培训 创业实践项目 是 黄乐翔 18080100017

韩镇

/1808010001

5,刘怿

/1808010001

3,刘文慧

/1808010001

6,王茹楠

/1808010001

1,马丹宁

/1808010001

陈春晓 讲师 0104

依托国内影视与艺术行业发展，培养艺术与技术兼具的现

代影视人才，提高中国影视文化影响力，辐射亚洲乃至全

球。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75

NovaHub：面向高校独立游戏

制作者的创新交流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向宇 18130500026

董来发

/1813050016

7,宋雨珂

/1905010015

施建章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为一个面向高校的独立游戏制作人综合讨论、分享

、发布与交流自己作品的平台。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76

Ag-X合金纳米颗粒的可控合成

及其光催化性能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季霖 18170200019

陈鹏

/1817020003

1,索伟然

/1817020000

2

梁燕萍 教授 0808

以果糖作为还原剂和表面活性剂,绿色合成 Ag-X 合金纳

米颗粒。利用 XRD,SEM,TEM等表征手段,对其成分，形

貌，结构进行分析。在光催化降解反应中,测试 Ag-X 合

金纳米颗粒的光催化降解性能。实现各波段太阳光下对目

标污染物的经济和绿色去除。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77

基于深度图处理的无人机室内

飞行辅助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子彦 18010100250

杜昊宸

/1914020002

7,马媛

/1901010035

1

张顺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在传统光流定位+超声波定高的室内辅助飞行系统的

基础上增加了室内空间信息的帮助，使无人机可以自行划

分室内空间的可飞行区域，并能完成室内导航等任务。传

统借助三维场景的定位需要人力提前建立环境模型，而该

系统通过传感器信息读取、前端视觉里程计、后端优化、

回环检测和建图等一系列步骤，可完成自主室内空间建

模，可适应环境的变换，具有更高的鲁棒性。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78

基于二维碳氮材料的镍氢电池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怡鳗 18140100009

庞钰佳

/1814010001

0,李斐翡

/1814020017

1

戴显英 教授 0803

在基于二维碳氮化合物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储氢材料的电化

学吸附氢特性及电催化活性原理制作镍氢电池也符合当今

氢能源应用的一个重要方向。镍氢电池已经是一种成熟的

产品，国际市场上年生产镍氢电池数量约7亿只，日本镍氢

电池产业规模和产量一直高居各国前列，美国和德国仅次

于日本，在镍氢电池领域也开发和研制多年。而我国镍氢

电池的制造技术也日渐趋于成熟，本项目基于二维碳氮材

料的镍氢电池的研究有利于缓解能源短缺以及环境污染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79

基于近红外光谱脑功能成像技

术的疲劳驾驶预警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翁猛生 18150100006

李心达

/1815010001

2,侯晨

/1815010000

2

朱守平 教授 0802

目前，疲劳驾驶已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智能化的疲劳

驾驶预警已成为发展趋势。我们团队利用近红外光谱脑功

能成像技术，使用柔性光电探头对脑组织中的血氧进行光

信号采集，通过功能区域的血氧变化检测大脑活动状态，

进而实现疲劳驾驶自动预警。为了便于携带和市场推广，

本项目将开放低成本、便携式的近红外检测装置；为了精

准检测，本项目将深入研究近红外光谱检测算法；为了检

测装置性能，本项目将设计实验验证血氧检测的有效性。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80
基于Wi-Fi信道的家庭小助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魏帅 18020700007

席家保

/1802070002

4,袁泽伟

/1802070001

任爱锋 副教授 0803

利用Wi-Fi来感知室内人体的行为活动，识别人的站立、

摔倒或坐下等行为， 并且通过对人的手势的识别达到控制

智能家居的目的，或者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判断是否有人

入室偷窃来进行报警。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81
大扭矩动力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靖 18040300094

梅诗坤

/1804010005

0,阴华发

/1804030005

6

王芳林 副教授 0803

随着目前机器人行业的迅速发展，大扭矩电机在机械臂等

机器人领域有着很广泛的应用，但是目前市面上的减速电

机因经过齿轮减速大多为长圆柱体状占空间很大，不能满

足当前机械臂等领域的应用要求，所以此项目以此为出发

点，把直流电机与行星减速机构组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大扭

矩的盘式电机，满足机械臂需要的大扭矩较低速的要求。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82
基于自然语言交互的智能教师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高子昕 18130500408

陈铎晟

/1813050005

8,严方宇

/1813050005

7

宋胜利 教授 0803

该项目以教育信息化和智能化需求为出发点，基于自然语

言处理、知识管理和人机交互技术，将教育教学过程与智

能交互技术相结合，研究面向特定专业知识体系的知识表

示、知识图谱和智能问答关键技术，实现知识采集、知识

存储、知识查询和可视化交互等功能，建立面向特定课程

知识体系的智能问答交互应用，探索新形势下人工智能教

育的技术方案和实现途径，支撑学生的实时性和个性化培

养需求，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83

基于数据流的FPGA AI加速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子腾 17010199035

郭文亮

/1801019000

4,黄琨

/1801050012

1,施灿然

/1701019903

7

顾华玺 教授 0807

本项目名称为“基于数据流的FPGA AI加速系统”，旨在

设计构建基于片上网络及面向卷积操作的数据流计算方案

和用于数据流性能评估的数学模型。该方案将基于现存的

RS、WS等数据流研究内容并进一步拓展。该数据流方案支

持高度并行的计算范例，具有较高的数据吞吐量；并能极

大程度优化数据的调度和访存资源的复用，以减少数据移

动所带来的能耗及时间开销。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84

基于忆阻器脉冲神经网络的类

脑计算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清渝 18140200004

刘嘉豪

/1814020023

6,马鑫睿

/1814010007

3

刘红侠 教授 0807

传统神经网络，具有运算量巨大、运算非并行处理等缺

点，这成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瓶颈。利用忆阻器的类

生物突触这一电学特性，通过革新硬件性能以克服传统算

法的瓶颈，是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的创新思路。此项目将制

作出一个类脑计算平台，具有并行分布式处理、非线性处

理、自我学习和适应性的特性，大幅提高诸如手写识别、

语音识别等依赖于神经网络的应用的计算效率。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85
微波雷达预警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鲍元哲 19069100157

鲁毅立

/1904010014

6,刘喜超

/1918010009

7

尹佳媛 讲师 0809

本项目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无人机的雷达监控预

警系统，在基于无人机飞行监控的基础上，通过增加雷达

监控定位模块和图像采集比对系统，可对作业环境进行实

时监控及报警跟踪，通过无人机上的雷达定位模块取得目

标位置信息，避免出现观察目标被干扰而出现追踪目标不

稳定甚至目标丢失等现象，从而提高系统的使用可靠性，

检测精度高，智能化程度高，可以有效解决各类问题。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86

基于深度学习的口型识别与听

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锦轩 18200100073

黄奕洋

/1702051004

6,左谊

/1806910010

7

冯婕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利用一种基于 Temporal Shift Module（TSM）和

LSTM神经网络的唇语识别方法来帮助聋哑群体更好地像正

常人一样与别人借助我们的app和设备进行交流，项目分两

个部分，1，口语识别，即将别人说的话通过图像传感器采

集之后识别出所说的内容并转换为文字告诉使用者。2，聋

哑人可以借助我们的app对自己的口型进行打分，并且纠

正，让聋哑群体能够更容易学会说出简单的话。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87

基于生成网络对抗算法的对抗

攻击人脸识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寿嘉腾 18020100171

张辰悦

/1802070003

4,高鹏然

/1701012001

4

王磊 副教授 0809

当下GAN的一个热门应用就是人脸识别，主要用于安全性和

隐私性的提高。现在基于GAN算法的攻击可以动态地破坏人

脸识别系统,并且欺骗成功率可达99.5%。既然GAN可以破

坏人脸识别系统，也可以用来对抗攻击。而用GAN实现人脸

识别的案例不多，是比较新颖的思路。GAN本身可以生成以

假乱真的虚假图片，然而我们反GAN的本意用它来鉴别真假

的思想，是对它的本身作用的再发展，因此我们的这个研

究是切实有必要的。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88

基于机器视觉的动态目标追踪

与拦截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怡帆 18010100362

张晓沫

/1713011008

4,柯承晖

/1904020001

付少忠 副教授 0809

成功做出基于机器视觉对动态目标进行追踪，接受信号并

自主开始对动态目标的追踪和预测弹道，并对之进行拦截

的装置。为日后实现集监控、攻击、防御、反击、定点打

击于一体的高度自主机器人，用途偏安保、军事领域。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89

基于深度学习的垃圾分拣智慧

垃圾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涵城 18040300053

石誉欣

/1802010038

3,赵婧羽

/1801050009

3,曾繁博

/1904050007

5,钱尧琦

/1902030000

焦强 讲师 0807

现如今人们生活垃圾日益增加，正在逐渐超出现有的垃圾

处理能力，急需通过垃圾分类在源头上减轻垃圾处理的负

担。但垃圾分类这一措施，却较难实施。本项目致力于开

发一款解决垃圾分类难问题的设备。具体来说是开发一款

集垃圾图像识别，垃圾分拣，使用者日常生活垃圾数据采

集，可交互界面等多功能于一体，能够在多个场景营用的

智慧垃圾桶。致力于在源头上解决垃圾分类难问题。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90

基于集成测试平台的集成芯片

测试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唯 18140200053

马明宇

/1814020021

8,李柱梁

/1814010005

6

张弘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建立一套完整的集成电路测试系

统，其主要测试对象为运放芯片，详细规划了系统控制界

面的设计，并采用LabVIEW图形化编程语言完成其实现过

程，提升整个系统的自动化控制水平，结合虚拟仪器技术

将数据采集精度、数据分析能力和数据操作做了很大的结

合。将虚拟仪器应用到测试测测量，使测试实现进一步自

动化的目的，提高测试的灵活性、扩展性、数据分析性和

可操作性等性能。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91X
时间上的西电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朱婧祎 17160210022

鞠天杰

/1713018800

2,范哲贤

/1718011000

6,谢可新

/1806910022

6,陈祥龙

/1806910011

9,张鑫

/1806910001

8,苏菲斐

/1708031001

朱伟
高级工

程师
0807

时间上的西电项目致力于打造一款基于知识图谱的快速生

成历史脉络的解决方案。用户可通过下载表格，填写历史

信息，一键生成历史图谱。实体部分为预计10M*1.5M 巨

幅图画，可互动，主体为五个时间轴，分别为西电历任校

长、代表人物校史、 信息行业发展史、国家大事年表。将

西电与时代历史结合，以故事的形式进行阐述。每个篇章

配置LED灯，可通过互动触发播放介绍视频。H5页面和微

信公众号线上展示完整图谱。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92X

“共享技术+物品”的校园“

线上约”小程序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顾启宇 19069100031

牛焱森

/1906910009

5,甘亦斌

/1906910002

8

张宁祥 讲师 0807

我们该项目是针对高校群体，服务与学生日常生活，提供

专属于“校园性质”的“专”而“精”的“共享”服务线

上平台，让学生的空闲物品以及自身技能作为要素实现流

传、共享、继而创造价值。在高校范围内，我们要提供一

个叫“共享技能+物品”的服务平台，向所有不同学院的学

子、老师提供一个基于“共享理念”的“线上约”服务小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93
针对PLA材料的3D打印光饰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连志翔 18069100211

宋文龙

/1806910023

0,李安南

/1806910018

5

高建宁 副教授 0808

随着制造业的发展，社会对3D打印技术产品的要求越来越

高。基于市场对于针对PLA材料的3D打印光饰机的空缺，

本项目结合学科特色，根据PLA材料的材质特点和3D打印

技术的打印形式，制造出能够去除多余支撑材料并降低3D

打印产品表面粗糙度的针对PLA材料的3D打印光饰机，弥

补市场空缺，有效提高3D打印技术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94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在低层计算

机视觉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叶福龙 17070110003

田思茜

/1707019901

8,王悦

/1707911000

7,李政

/1707011000

9

贾西西 讲师 0803

图像去噪在低水平视觉上是一个传统但仍然很活跃的话

题，因为在许多实际应用中是不可或缺的一步。图像超分

辨率是指由一幅低分辨率图像或图像序列恢复出高分辨率

图像。图像超分辨率技术分为超分辨率复原和超分辨率重

建。目前， 图像超分辨率研究可分为 3个主要范畴： 基

于插值、 基于重建和基于学习的方法。而我们的工作则是

基于传统的深度学习网络进行图像去噪和超分辨率重建，

并希望能设计出更有效的网络模型。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95
智能型药盒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泽 19012100031

戚梓钰

/1901210009

5,赵婕

/1901019000

3

张静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研究的课题是智能型定位药盒，软件硬件相结合。

该药盒具备多种功能，包括定位功能、定时提醒功能、计

数功能和药品信息录入，该产品包括的多种功能，极大程

度上方便了我们的生活，适用于各个年龄人群，尤其对老

年人群颇有帮助。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96

基于激光衍射的压电材料特性

参数实时测试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明宇 17050410014

彭宝康

/1705041001

2,崔泽成

/1705041002

3

李兵斌 副教授 0803

本项目希望能够将压电材料的关键参数进行实时测量并且

通过软件呈现测量结果，压电材料的特性参数包括压电系

数、介电常数、串并联谐振频率、最大（小）导纳频率、

基频等，我们的目标是设计并实现基于激光衍射的压电系

数实时测量系统。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97S
To gather 创业实践项目 是 赵一楠 18050100120

易中华

/1805010010

8,姚震宇

/1805010002

1,张晓艳

/1805010007

8,肖哲翔

/1805010021

9,周祉汛

/1813050017

吴鑫 讲师 0803

小程序功能 老师 发布项目介绍，必要时分解项目详述 对

项目进行分块及人员分工 通过平台选择学生加入团队 审

核简历 发布测试 学生态度 学生能力 检索学生技能标签 

查看有意向成员的基本信息 学生 向平台提交简历 查看、

检索不同项目信息 志愿选择项目 进行能力小测试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98X

“锋隐”——基于Unity的红

色主旋律游戏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黄睿之 18130500227

陈信皓

/1803010020

5,初庆言

/1803010038

7

张立勇 副教授 0803

游戏内容主要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背景，讲述玩

家作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一员，秘密参与间谍活动，同

国内外反动势力斗智斗勇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玩家可以在

游戏中传递情报、暗杀敌人、组织运动、救助百姓，在国

家危急存亡之际献出一份力。游戏通过描写中共地下党员

在敌后深入潜伏工作，从中共、国民党、日本、共产国际

之间的历史事实，展现近代中国动荡、奋斗与变革的历史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199

Executions——基于HTC 

VIVE与Unity3D开发的VR街机

游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招丽莹 18130500207

李思慧

/1917010001

1,张泽群

/1904910000

霍秋艳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是一个基于HTC VIVE(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器）和

Unity游戏引擎，Steam VR Plugins组件的游戏开发项

目，提供的产品是一个3D射击，冒险，闯关等多要素结合

的VR街机游戏。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00

基于FPGA的农田防护电磁炮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金逸辰 18059100007

程子昂

/1802010044

7,宋家俊

/1814020024

6

康槿
高级工

程师
0807

本装置为用于农田防护的电磁炮系统。本装置基于PYNQ-

Z2平台，使用两个摄像头构成双目系统，利用帧间差分法

对移动物体进行目标追踪，采用双目测距算法生成一套立

体视觉成像系统来获取摄像头与目标物体间的距离，将获

得的参数输入给云台，控制电磁炮的仰角及水平方向使炮

弹击中移动的侵入农田的目标，达到农田防护的功能。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01
仿生机械臂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梅诗坤 18040100050

张波

/1802010015

2,李孟奇

/1902010035

0

段清娟 副教授 0809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业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机械手在生

产中得到广泛应用，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自动化。由于工作

条件的原因，人们经常受到高温、腐蚀及有毒气体等因素

的危害，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甚至于危及生命。于

是，我们希望制造一款仿生机械手，解放人工劳动力，它

能按照生产工艺的要求，遵循一定的程序、时间和位置来

完成工件的传送和装卸；显著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实

现工业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步伐。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02
火星地物目标识别与跟踪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石增辉 18020100047

袁啸天

/1802910002

4,徐鹏越

/1802010010

宗汝 工程师 0809

本项目针对火星地物图像，利用深度学习、人工智能中的

方法对地物目标进行识别、跟踪与预测，对火星车测得的

火星地物的2D图像与3D点云进行处理和分析，进而设计出

一种识别速度快、错误率低的火星地物目标识别与跟踪系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03
斗转星移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正 18010100149

乔敏达

/1805010019

9,王艺琳

/1802010016

3

孙浩 讲师 0809

随着人们对于科幻和航空航天行业的喜爱的增长，普通大

众对观测星空的欲望也逐渐增长。同时随着互联网行业的

发展，人们可通过互联网在任意时间地点对任意自动化设

备进行远程实施操控和获取需要的资料，并能通过视频看

到控制现场的实施情景。因此本项目旨在通过开发一款远

程操控的天文望远镜观测系统，从而开拓天文观测在于大

众中的市场，能让普通大众通过手机APP远程观测天空星

象，促进人们对于太空的喜爱和航天事业的教育发展。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04
基于机器视觉的测距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许扬帆 19200100030

张鸿雨

/1920010012

7,康昊天

/1902910002

7

张小华 副教授 0809

现在无人机都是通过激光雷达来发现障碍物，成本很高，

该种方法对目标物的位置和大小有一定的限制，存在一定

的视觉盲区。而现在无人机一般都携带光学摄像头，我们

研制的无人机仅通过一系列光学图片的变化，对图片中的

目标进行识别并确定和无人机的距离，实现无人机自主进

行路线调整或者悬停。无人机可以在一定程度降低成本促

使无人机进一步商业化。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05
校园树林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凯诚 18050300054

雒雨东

/1805010016

0,柳佳婵

/1805040000

1

李贺 副教授 0807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管理信息化成为各行各业的一种发

展趋势。校园树林管理系统不仅可以方便进行校园浇水、

病虫害防治等需要，还能与同学进行互动增强同学对校园

树木种类和鸟类信息的了解， 提高自觉保护环境的意识。

根据校园树林系统的管理需求，系统分为系统管理、报警

管理、控制管理、测量管理、显示管理和帮助六个功能模

块，具有遥信、 遥测、遥控、遥调、遥视、自动报警、图

形显示、数据分析、查询统计和打印等功能。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06
运动目标检测与跟踪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霖伟 18140200237

孟凡鑫

/1814020007

2,孙昕阳

/1814020007

6

孟繁杰 副教授 0807

为满足动态目标识别与跟踪系统对实时性、低功耗和小型

化的要求,设计了一种以FPGA为核心的电路系统,辅以

OV7670视频采集模块和VGA接口显示器,实现对视频图像进

行采集、处理、矩形框标识,最终实现对动态的识别、跟踪

和显示。其中,对图像的处理部分由FPGA完成,同时加入遗

传算法训练和图像融合、边缘检测，图像分割进行运动目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07
微型光谱仪鉴酒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温 17010140026

胡淇

/1701014001

7,王棣楠

/1805050003

5

林珂 副教授 0807

微型光谱仪鉴酒器采用日本滨松公司C12880MA微型光谱

仪，可以通过微处理器进行光谱分析，从而对酒中掺有甲

醇与否进行初步鉴别，具有分析快速、易于操作、便于携

带等优点。 微型光谱仪鉴酒器首先发射白光，经过样品吸

收的白光再照射到光谱仪中，通过光谱仪的分光、变换，

形成光谱数据，再通过微控制器触发C12880MA的数据管脚

获得数据，得到光谱，进而传回上位机中进行软件分析，

得到初步鉴别结果。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08
”影像会说话“智能医疗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董文灏 18040100126

杨玉云

/1803010026

9,江之行

/1814010019

4

缑水平 教授 0807

本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可供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快速获取医

学影像科谱知识、病变知识和健康常识的医学影像看图说

话智能系统，提供以图搜图、文字、语音等多种交互方式

。通过用户不同的需求以达到科普，初诊等目的，可以起

到了解自身情况，普及医学知识，缓解医患纠纷等作用。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09
多无人机相控阵天线关键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翔宇 18040500129

黄书瀚

/1804010011

0,李正炜

/1804030005

王伟 副教授 0808

以编队飞行的无人机群为载体，布置收发相控阵天线，通

过动态随机组阵形成相控阵天线基本功能，达到灵活机动

之目的。其关键技术，包括无人机群互联与控制、随机阵

列分析与优化、动态组阵技术等。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10

基于LSTM与深度迁移学习的磁

盘阵列故障预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瑞涛 18020100198

李妍榕

/1802030005

1,张宏强

/1701015005

5

邓军,

刘德刚

高级工

程师,

工程师

0809

目前磁盘行业采用预测阙值判定方法对状态良好的硬盘的

S.M.A.R.T数据进行分析，存在精确度较低、磁盘真实情

况不明确、潜在故障监控不突出的问题。随着人们对数据

集可携带化需求的增加，对数据安全及稳定性的期待，我

们基于LSTM和深度迁移学习设计了S.M.A.R.T磁盘阵列故

障预测与自适应负载均衡系统。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11

肺癌及肺癌亚型的机器学习病

理学诊断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振杰 18150100033

薄一凡

/1815010001

5,相皓瑞

/1815020002

7

李军 副教授 0809

近50年来许多国家都报道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明显提

高，男性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第一

位，女性发病率占第三位，死亡率占第二位，仅次于乳腺

癌。诊断出肺癌下一步要诊断出肺癌亚型，这对于确定后

期治疗方案至关重要，目前最佳的诊断方法为医生辨别病

理切片。但对于病理切片筛查，医生工作量巨大且又一定

主观性，为了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我们开发了这样一款肺

癌病理切片识别平台。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12
新型电路特性测试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一龙 18140100104

宋家俊

/1814020024

6,王晓东

/1814020022

3

梁宇华 讲师 0809

我们的目标是制作一个共射极三极管放大电路测试系统，

能够测量电路的输入输出阻抗放大倍数，以及画出增益曲

线。还可以测量固定电路的故障，比如说哪个电阻电容出

现短路，短路等。我的新型特性测试仪具有良好的人机交

互界面，更加方便使用者的操作。此外我们还通过特殊分

析来判断故障点，采用高性能器件以实现低噪声与小信号

处理的能力，全面提高了测量和精度检测，真正做到了一

键式操作的新型电路特性测试仪。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13

基于单片机的太阳能电池随动

控制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戴耀辉 18012100075

李杨子

/1801210003

5,吴伊然

/1801210003

1

许卫东 讲师 0809

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能源和资源的消耗速度越来越快,

人们的注意力正转向再生能源的利用和开发。太阳能电池

已经开始走进千家万户。但是太阳能的利用受地形、地势

、位置、云雨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而太阳能电池的成本

相对较高，转化成电能的效率又太低,因此得不到普遍利用

。而太阳能电池随动系统能使太阳能电池板始终对着太阳,

得到最大面积的太阳光，保持最大的发电效率,具有低成本

、免维护等优点,有较好推广应用价值。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14

静电纺丝苯丙氨酸二肽压电性

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梁欢 18170100068

黄灿

/1817010001

8,李欣悦

/1817020003

3

杨如森 教授 0807

苯胺酸二肽（FF）作为一种具有压电特性、生物兼容性和

可降解特性的二肽，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是FF的应

用还存在难以大规模地合成有序、均匀极化的柔性阵列等

的挑战。本项目以苯丙氨酸二肽分子基元为原料，通过静

电纺丝技术一步合成苯丙氨酸二肽纳米纤维。通过调控静

电纺丝的参数，可在不同基底上大规模地合成极化均匀的

FF纳米纤维，从而研究其压电性能。该FF阵列在绿色纳米

发电机、自驱动传感器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15

基于人工智能的垃圾分类机器

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韦胜生 18050300003

吕瑞涛

/1802010019

8,李沛游

/1805040000

5

高悦欣 讲师 0807

机器人的移动方式我们使用能够全向移动的麦克纳姆轮，

大大增加了机器人的能动性，采用stm32单片机与树莓

派，电机进行通信，并通过PID算法实现对电机的控制。机

器人的定位与自动导航功能我们采用激光雷达仪与slam，

ROS（机器人开源操作系统）进行组合，构建出机器人周围

的地图，从而实现机器人与垃圾分类区域的往返。垃圾的

种类识别我们目前打算采用的是计算机视觉结合深度学习

、传感器对垃圾进行识别。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16

基于PVDF压电材料的指关节储

能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国华 18040100102

张凯峰

/1804010008

9

王作为 讲师 0807

本项目计划采用一种新型的PVDF压电材料，利用其良好的

柔韧性，设计一款针对手指关节的能量收获-储存装置，这

种新型的可控制、可预测的主动式储能装置，或将广泛应

用于自供电智能穿戴设备上。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17

“秦岭文化分类、汇编及信息

库建设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昊哲 18080200022

林依璠

/1808020002

4

马得林 教授 0101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第三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大学生重要回

信精神，把青年筑梦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人文视角去触

摸体验终南文化，整理终南神话传说、儒道本原、隐逸侠

士、诗歌艺术、民间信仰等文化形态与故事，使西电青年

学子了解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托终南文化书院加强

传统文化美育资源建设，形成西电特色的终南美育教育体

系，打造秦岭下的知名人文品牌弘扬秦岭优秀传统文化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18
助职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熊安娜 18030100041

马志远

/1713013028

6,张潇文

/1801910000

1

李瑞 副教授 0807

近年来企业对于高效招聘服务及相关产品的需求很大，同

时许多应届生对简历书写和职场应具备的技能不熟悉，有

可能因为未充分表现出与相应岗位的契合度导致简历被刷

。 本APP旨在建立企业与应届生之间的桥梁，为企业提供

符合岗位的人才，为应届生提供兼职实习、知名企业校园

招聘、现场招聘会等信息和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根据公司

岗位要求和学生求职意向及能力为学生订制专属简历，最

大程度做到人岗匹配。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19
交互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溟浩 18012100043

李金钊

/1801210000

2,吴燕芸

/1701935004

5

李鹏 讲师 0808

通过对视野范围内两个移动机器人的交互状况的监测，即

可以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判断。其中运用深度学习和模式

识别实现对机器人的实时监测，并对机器人出现的的碰撞

、故障等问题进行即时分析，找出原因，并及时作出修改

方案。对需要注意的细节进行细致预判并对任务完成情况

及进度进行宏观把控。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20

自组装碳纳米管晶体管阵列制

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家杰 18140200160

李赟

/1814020018

0,王立炜

/1814010016

5

马海蛟 副教授 0809

项目简介： 现代电子技术的进步一直由硅晶体管尺寸的不

断缩小而推动。然而，硅晶体管缩小变得越来越困难。以

半导体碳纳米管为基础的晶体管作为先进微电子器件中硅

晶体管的替代品，有很好的前景。本项目将利用碳纳米管

自组装的特性，制备大面积的碳纳米管晶体管阵列。在此

基础上，通过设计合适的电路进行集成，制备具有一定功

能的微电路乃至微处理器，为实现全碳纳米管芯片奠定基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21
智能家居姿态控制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邱远祎 18022100015

王星辰

/1802210006

2,常龙涛

/1802910004

8

赵鲁豫 副教授 0809

通过九轴IMU惯性传感器测量模块实现智能家居全新控制方

式——姿态遥控。通常的智能家居控制方式有电话远程控

制、集中控制、无线遥控、电脑控制等。在此我们提供了

姿态控制的新方案：利用惯性传感器对用户手势或步态或

动作等姿态进行检测，将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并与智能家

居控制系统融合来控制不同场景的设备联动，从而实现用

户无需任何遥控终端随时随地对家庭中的多种设备进行控

制，丰富了智能家居控制方式的个性化。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22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垃圾回收

网络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淞 18079100007

林振晖

/1807020000

4,阮高飞

/1807010000

5

刘丹华 副教授 0809

当今社会，如何高效准确的实现”垃圾分类"成为了社会的

一大热点问题。在人工智能的井喷时代，智能垃圾桶的设

计层出不穷,也不乏性能极佳的设计,但是真正落地,在社会

中可持续的发挥其作用的却少之又少。究其根本，是由于

缺少个高效可持续的垃圾回收管理系统。我们的项目在当

前的智能垃圾桶的基础上，结合物联网技术，设计优化管

理网络,搭建一个完整高效可持续的智能垃圾回收系统。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23

基于无人机和AI识别的天气预

报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梁耀 19180200011

吕之越

/1918020000

3,唐超

/1918010001

1

张俊伟

(副教

授)

副教授 0809

用无人机的高清摄像结合AI算法，识别出当前天气情况，

采集到云量和亮度信息，结合传感器获取空气湿度和温度

数据，利用这些数据，通过相关算法计算出短时间内，天

气降雨、降雪等可能性。对局部的短时间的天气预测能做

到较高准确率。方便小范围人群的使用。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24

高斯白噪声激励下含库伦摩擦

的刚性碰撞振动系统的动力学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方德斌 18070300002

马雯悦

/1807030000

4,孟雨欣

/1807010003

3

黄冬梅 讲师 0807

机械系统中普遍存在碰撞和干摩擦因素，且会受到随机因

素的影响，它们可显著改变系统动态力学行为，并可能引

发结构安全性问题。因此，有必要研究随机因素和非光滑

因素作用下系统的动力学行为。迄今，对随机激励下碰撞

和干摩擦耦合的情形研究还很匮乏。本项目以干摩擦碰撞

振动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高斯白噪声激励下此类系统的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25

基于p2p连接的多人移动端游

戏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洪伟 18040500059

张奇夫

/1903050010

0,谢丰源

/1813050018

孙江可 讲师 0808

本项目为基于p2p连接的，无需中心服务器的移动端游戏联

机平台。我们的游戏平台会以手机app的形式呈现，可以搜

索附近的玩家或指定特定的玩家进行连接，适合在休闲聚

会中使用。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26
无线传输自适应图像压缩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高博 17010410005

钱泽丰

/1701936003

3,董开明

/1701019901

1

郭洁 讲师 0809

在集群无人船只水面清理系统中，大范围的无线传输的具

体情况下，船只与主机之间的通信能力有限，因此，需要

对船只图片进行合理压缩，才能实现具体情况下的图片出

传输。目前现有图像的压缩技术难以满足传输要求，因此

需要对现有图像压缩算法在特定情况下进行改进，在允许

一定的失真的情况，以提取图像特征信息为核心，进行尽

可能更高效的图像压缩。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27

基于ROS与STM32的灾后现场环

境检测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天昊 18050500097

王强

/1804010002

8,张浩浩

/1817010006

马娟 教授 0809

设计并装配一种可以自动工作的环境检测机器人，代替人

工对灾后现场进行勘察，尽可能的减少人的危险操作，保

障救援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28

图像百变 ——基于基于FPGA

的多功能图像旋转，放缩，平

移，灰度的实时图像处理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  青 18140100139

张懿璞

/1814010016

6,王瑞青

/1814010013

8

王新

怀,徐

少莹

副教

授,高

级工程

师

0809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机器视觉应运而生，目前的机

器视觉主要还是以依赖GPU为平台，但是随着高计算能力，

低价格且低功耗的处理器的出现，大大缩小了先进FPGA和

GPU之间的差距。将机器视觉和嵌入式相结合就产生了嵌入

式视觉，图像处理一直是机器视觉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我

们想要做一款基于FPGA的图像处理器。它可以实现，对任

意的图像旋转一定的角度，并且可以平移，放缩，灰度等

等，这款产品将大大的方便于图像处理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29

基于二维MXene复合材料的电

磁屏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淋娜 18170100082

赵伟

/1817010006

5,张浩浩

/1817010006

4

胡文文 讲师 0809

制备具有高应变耐受性和应变不变电导率的高性能电磁屏

蔽材料MXene，通过不同的表征手段测试材料的理化性质

与器件的形貌与基本数据参数。根据论文中报道过的方法

刻蚀剥离MAX相的Ti3AlC2制作Ti3C2Tx(x=-OH、-F、-

O)MXene,并将其与单壁碳纳米管混合制作MXene-SWNT

（S-MXene）涂层，进一步制作S-MXene器件，测试S-

MXene器件电磁屏蔽性能，面积应变和电阻变化。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30
我的idea线上文化交流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祝雅轩 18069100155

方鑫磊

/1802010045

5

张宗明 讲师 1201

“我的Idea”线上文化交流平台是一个融人们观点、想法

、关注的热点等为一体并对外展开，大家共同实现、共同

创新的一个新型互联网+线上平台。平台包含着各种奇思妙

想、有想法却没有能力实现、对某些领域自己独特的见

解，同时还有一些寻找点子、开拓思路、寻求伙伴的一群

人。双方通过平台连接，共同实现、共同创新，成为中国

创新动力，促进创新文化氛围，提高国内创新水平，让创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31
基于有源RFID标签定位的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潞东 18010100232

孔德坤

/1801010044

5,刘炫宇

/1801010023

3,丁春霞

/1801010045

0,焦傲

/1801010045

马涛 副教授 0809

随着集成电路、物联网等技术的逐步发展，RFID标签的成

本越来越低，性能也有很大的提高，大规模的应用逐步趋

于成熟，越来越受人关注。本项目通过有源RFID技术，采

用SDR进行标签的ID信息识别，并利用改良的AOA算法，对

源标签的位置信息进行确立，并将噪声环境、多径效应、

同步等问题降到最小，最终实现对标签的信息识别、精准

动态定位，扩充RFID标签给我们带来的信息量。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32
无人全地形底盘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权威名 18020100393

王隆盛

/1814020020

0,李启帆

/1802010034

7

崔家山 讲师 0809

我们通过操作小车，能够使得小车实现不同的速度在不同

的地形下移动，不同地形采用不同的工作模式，能够适应

不同地形的下的复杂地形，实现全地形高速行进以及翻越

不超过轮组高度的障碍物的能力，可满足全天候、全地形

工作与智能化控制的需求；显著降低在崎岖不平路面上运

输时的风险系数。本项目产品可最大限度满足山区物资配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33

旅途守护神-高速轮胎风险预

警系统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盛泰舒 19030500342

彭冠升

/1903010031

0,钱庆辉

/1803010021

7

孙伟 教授 0809

研究目标：研制出一套基于智能摄像头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对轮胎磨损进行识别和处理的预警系统 研究内容： 1.对

比分析由摄像头采集的轮胎磨损数据，而后由云端将判断

信息传至终端设备，判断车胎是否有爆胎危险 2. 基于人

脸属性识别算法将有关模型及算法运用到轮胎属性深度学

习算法的研究，完善并优化算法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34
智能晾衣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秦立宸 18040500118

刘亚磊

/1804040002

4,吴孟雨

/1804010016

7,伊力夏提·

伊克木

/1504012014

解忠良 讲师 0809

基于晾衣架的发展现状，本设计开发了一种能帮助人们摆

脱原始操作的智能晾衣系统。本新型晾衣系统主要特点在

于：可以伸缩，操作简单，占地面积小，结构美观。本晾

衣架只需按下打开按键，衣架杆即可自动伸展开来。 同时

晾衣架通过天气识别，可在下雨或天色变晚时将晾衣架自

动收回。此外，在收回晾衣服的过程中可对衣服进行折叠

放置。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35
智慧AI酒店生态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薛博尹 19140200035

夏赛赛

/1905010008

2,杨瑞麒

/1914010003

6

郭立新 教授 0807

随着AI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交互慢慢进入人们 的生活。

机器变得更加智能，人们的生活也变得 越来越便捷。虹软

对外发布了开放平台产品，现 已被各行各业应用，如今在

旅游行业，人们生活 水平不断得到提升，在旅游或者公务

出行时，对 酒店的服务升级越来越期待。那么AI技术与酒

店 结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该项目旨在打造 智能

酒店管理平台，利用AI技术升级酒店入住体 验。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36
智能猫眼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靖发 17050180039

张校煜

/1702013005

9,贺雨童

/1705018003

1,陈燕怡

/1701015000

3,陈静

/1805010010

周慧鑫 教授 0808

为顺应安防领域智能化应用发展趋势，我们通过强大的硬

件系统与优化的智能算法相融合，将传统猫眼、摄像监控

、人脸识别及数据库存储深度结合，设计出一款集家庭视

频监控、安防及人文关怀于一体的智能化产品。以期为日

益受到关注的安防领域贡献自己的智慧！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37

基于室内无线定位的AR导购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黎振宇 17040110022

林鑫

/1704011002

4,赵嘉煜

/1718028802

4

刘刚 副教授 0809

传统购物方式中对消费者的引导往往通过导购员，导购标

牌指示方式对消费者进行引导，当在商品杂乱人员众多的

场合，传统导购方式往往不能准确全面的提供给消费者商

品的详细信息。该项目旨在将无线室内定位技术与AR技术

相结合改善传统导购方式。系统将通过定位模块获得用户

所在的位置和区域，结合AR技术将商品的各类信息准确无

误的可视化的反馈给用户，消费者通过手机就可以获取眼

前商品的准确信息从而提高消费者的选择效率和体验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38

增强疾病呼气诊断的气体分离

部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毅婷 18170200027

于文欣

/1817020003

2,晁坤

/1817020001

吴巍炜 0809

使用氧化铝和氧化锆，水合之后加上不同的基团，当气体

通过时将受到基团的阻碍，不同气体分子所受到的阻碍程

度不同，可使不同气体不同时从仪器中流出，以达到分离

效果。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39

 基于跨年龄人脸识别的失踪

人口查找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鑫宇 18200100079

王浩轩

/1820010012

3,马浩元

/1804050013

0

曹向海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旨在研究人脸识别应用于失踪人口查找的跨年龄人

脸识别问题。本项目利用深度学习方法独特的特征提取、

人脸重建能力以及更多分类信息的优点，建立基于CNN的人

脸老化生成模型；结合采取多个局部特征，基于深度集成

学习方法进行分类的判别模型。通过建立这两种模型减弱

年龄对人脸识别的影响，以此来提高失踪人口查找问题的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40
基于stm32的唇语识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皓玉 18140200214

苗田

/1814020021

7,张润玉

/1814010014

2

常晶晶 教授 0809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许多基于计算机深度学习

的识别技术涌现出来。通过机器学习去解读唇语，是当前

AI技术聚焦的问题之一。我们小队基于stm32芯片，利用

神经网络学习去搭建一款能实现简单唇语识别的硬件设备

。通过设备与摄像头和语音播放配件的链接，实现唇语的

即时识别和语音播报也将成为可能。使用机器学习解读唇

语，不仅是对大学生课外知识的大丰富，也能对社会中特

殊职业和人群带来益处。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41
倒立摆控制算法设计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鹏 18040100041

张婕

/1805030001

2,张浩浩

/1817010006

4

平续斌 讲师 0809

倒立摆控制系统是一个复杂的、不稳定的、非线性系统，

是进行控制理论教学及开展各种控制实验的理想实验平台

。 倒立摆系统大致可以分为控制器、运动平台、受控杆三

部分。通过对倒立摆系统的研究，来有效的反映控制中的

许多典型问题，通过对倒立摆的控制，用来检验新的控制

方法是否有较强的处理非线性和不稳定性问题的能力。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42X

基于微信的一站式竞赛信息平

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帅军 18020100123

张辰悦

/1802070003

4,郭哲宇

/1802010014

6,党可林

/1802070002

5,周诺言

/1804040000

郑春红 副教授 0807

目前大学生可选择参加的竞赛种类繁多如：数学建模大

赛，电子设计大赛等，西电每年参与竞赛的学生不断增

加，对竞赛信息的需求很大。然而各类竞赛信息发布没有

一个统一的平台，学生只能访问教务处及各个学院的网

站，信息来源繁杂，不易查询，容易错过一些竞赛。我们

想要搭建一个相对集中的信息发布平台，对于各个竞赛进

行介绍，及时发布相关竞赛通知，使学生清楚竞赛流程及

参与方式，在技术允许下，建立竞赛的讨论平台以及报名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43

基于机器学习的日程协助安排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佳河 18010100007

全冠丞

/1801010022

0,计旭

/1801050009

2

王丹洋 讲师 0808

该项目是基于Python语言编写的一个系统，其主要功能功

能为系统自动根据学生课表或是需要完成的任务以及预计

时间来为其生成合理的计划表，辅助功能为通过闹铃等方

式来提醒学生完成任务，同时也可以协助建立一个社交网

络，可以通过加好友一同学习的方式来完成学习任务，最

后我们希望可以将这一系统封装做成一个手机APP来方便大

学生。自动生成的课表需要经过系统验证其可行性和合理

性，这一点需要借鉴大量的优秀学生的作息表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44

面向异构信息网络的隐私保护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牧天 18030100377

郭屹帆

/1803010037

5,韦勃豪

/1803010038

0

张琛 讲师 0809

在大数据技术发展的过程中，隐私保护变得越发重要，在

异构信息网络概念提出前，大部分隐私保护的方法是针对

同构网络数据的，然而针对同构网络的隐私保护在异构网

络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异构带来的多数据融合使得传统

的匿名化、模糊化技术难以生效，数据实时性分析使密码

学技术变得效用性不高，隐私保护将面临新的挑战。本项

目的目标是定义面向异构网络隐私保护机制，在保证隐私

更好得到保护的基础上，确保隐私数据发布后的高效性。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45X
细胞工厂CellCraft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李兆伦 18050100113

王思雨

/1805060002

3,肖玉帅

/1905030003

1,韩婧

/1906910007

4,钟蕴

/1801050011

施小锋 副教授 0809

本作品是以unity引擎为载体，以c#语言编写的纵刨视角

2d游戏；以细胞为游戏背景，在创造性、非线性的游戏过

程中，隐性地科普生物、化学、物理的相关知识，力图不

以科普教育为游戏噱头，而使科普教育真正成为游戏内

容，让玩家享受知识，拥抱知识，为国产独立游戏增加多

样性。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46
"隐身"的无线摄像设备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波妃 18069100135

徐新越

/1818010003

0,郭钦

/1805040002

3

杨超 教授 0809

无线摄像设备正广泛应用于安保监控系统等各个领域，然

而未经授权偷拍，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正引起广泛关注。

防偷拍技术正处于导入期，有很大的社会需求。以往的检

测方案要么受其检测准确性的限制，要么需要专用设备，

难以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隐私保护需求。我们提出一种基于

流量检测与分析，深度学习，生成对抗网络等技术的新型

检测方案，该方案较之前方案检测效果更好，且无需特定

设备，更容易满足社会需求。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47

高斯白噪声激励下含库伦摩擦

的刚性碰撞振动系统在动力学

方向的稳定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梓超 18070300003

白明昌

/1807030000

9,冯馨娆

/1806910002

3

杨贵东 讲师 0809

机械系统中普遍存在碰撞和干摩擦因素，且会受到随机因

素的影响，它们可显著改变系统动态力学行为，并可能引

发结构安全性问题。因此，有必要研究随机因素和非光滑

因素作用下系统的动力学行为。迄今，对随机激励下碰撞

和干摩擦耦合的情形研究还很匮乏。本项目以干摩擦碰撞

振动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高斯白噪声激励下此类系统的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48

基于UnityTinyMode的反语言

暴力公益微信小游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常  皓 19140100067

张伟

/1713011003

6,杨其祯

/1713012018

3

金艳 副教授 0809

此项目将用时下最流行并且交互性最强的“游戏”的方式

向人们呈现语言暴力的严重性。 将组成暴力语言汉字异构

成凶器的零件，让玩家动手去拼接，十分直观 游戏支持微

信小游戏平台，点击即玩 游戏规则简单，无论老少都容易

上手易于游玩，结算页面分享性强便于传播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49
基于脑电的轮椅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亦萱 19010100037

王谢天

/1701053002

9,宗星芃

/1901040001

7

刘继欣 副教授 0826

轮椅是大部分下肢残疾患者日常出行的工具。然而有一些

患者并不能实现对轮椅的完全控制。已有的脑电控制设备

包括脑电控制智能轮椅系统，有些依赖于残疾人的运动想

象，这对于癫痫诱发残疾患者和先天残疾患者是不合适

的，因为这类患者的运动想象能力并不能很好的控制设备

。项目所准备使用的方法是通过患者对前、后、左、右移

动的想象，直接采集信号，通过算法的分析处理，产生控

制信号操纵轮椅的四向运动，实现大脑对轮椅的直接操控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50

水漆微波烘干的多物理场仿真

与优化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兆均 19040100077

刘炳轩

/1904010007

9,王海龙

/1904010008

0

蒋翔俊 讲师 0808

水性漆是家具行业的大势所趋，但是水性漆干燥过程比较

长，且受温度和湿度影响。本课题采用微波加热原理，利

用电磁波穿透物料时引起物料水分子急速震荡而快速产生

热量，针对内外同时加热，因此物料无需热传导过程，避

免了传统加热方式中被加热物料存在温度梯度的缺点，建

立了均匀的物料温度梯度，并实现短时间内快速加热。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51
基于脑电的智控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雷 18020600023

李寒

/1802030008

9,何泽旭

/1802019000

1,张驰

/1902010018

6,殷辰昊

/1902010005

何立火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是以智能控制电动轮椅为目标、基于稳态视觉诱发

电位（SSVEP）的脑-计算机接口（BCI）的智能控制系

统，主要通过SSEVP诱发，信号采集，信号处理，输出控

制四个步骤来实现对于脑控轮椅的智能控制，从而显著提

高电动轮椅的控制性能，达到更加智能化的产品要求。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52

影响大学生学习动机的社会心

理因素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静怡 17090120010

申乐

/1709011001

0,崔艺玮

/1708021000

3,杨艳琴

/1709012001

2

冯维

娜,燕

浩

副教

授,教

授

0501

目前高等学校教育所采用的新型教育模式普遍存在学生学

习动机的激发成效不尽满意的问题。本研究通过SPSS软件

和LISREL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建模，旨在探究教养方式

、家庭环境、婚姻态度和职业选择四个社会心理因素对大

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这四种社会心理因素

的产生是否根源于父母的个体／集体主义价值观；又是如

何通过行为来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和价值观的。为培养学

生学习动机和个体／集体主义价值提供建议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53

基于光声检测技术的宫颈癌及

其癌前病变筛查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佳欣 18150100016

田蕊

/1815020000

2,刘明晴

/1815020001

8

王艺涵 讲师 0809

基于光声效应的光声检测技术是一种以超声为媒介的非侵

入、非电离在体生物医学光学检测方式，其有效地结合了

光学检测与超声检测的优势。为弥补当前宫颈癌癌前病变

在体无创检测系统与方法研究的不充分，本项目拟研发一

套面向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的光声检测系统，研究有效的

多光谱光声信号频谱分析方法，通过仿体、离体实验进行

系统与方法可行性与准确性验证，进而有望实现宫颈癌及

其癌前病变筛查的临床应用。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54

基于R-CNN的自动失物招领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宇轩 18010100148

吉午政

/1801010006

2,王怡

/1801050004

5

杨清海 教授 0809

本项目针对目前大学内广泛存在的失物发现与招领不及时

、失物招领点冗杂、失物招领方式多样化、覆盖范围小等

问题，将充分运用校园已有监控设备管理资源，通过实时

图像扫描，后期图像处理，信息对接等步骤自动扫描并分

析校园内遗失物品的信息判断失主并及时通知失主，实现

失物招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为学生服务，减小财物损失

和人力成本。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55

基于TSV的硅基微波电感技术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雨航 18140200130

刘锦豪

/1814010020

0,丁明康

/1801010022

8

卢启军 讲师 0809

本项目拟提出基于TSV的微波电感结构，考虑圈数、RDL互

连线和TSV尺寸、硅衬底电导率、RDL互连线和TSV之间以

及多个TSV之间的耦合电感等因素，建立宽频带RLCG等效

电路模型。研究TSV尺寸、绝缘层特性、TSV之间的电磁耦

合和屏蔽效应等因素对集成化硅基微波电容和电感的有效

值、Q值、自谐振频率和占用面积的影响，提出有效、可行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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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健康卫士——一款多功能

眼罩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俊峰 17050180022

梁恒翊

/1705018003

4,殷文杰

/1705018000

6,陈勇技

/1705018002

3

王炳健 教授 0807

当代社会睡眠问题愈加严重，存在睡眠问题的人口数量极

其庞大，导致了睡眠医疗行业迅猛发展，眼罩等睡眠辅助

设备需求极大。本项目基于物联网的高速发展，将传统的

眼罩进行智能化，人性化设计，将只有遮光功能的传统眼

罩进行重塑和升级，增加辅助睡眠的若干功能，并使其更

加舒适且适应现今的使用习惯，尽可能提高当代人的睡眠

体验和睡眠质量，为人们提供一个优秀的产品以及甜美的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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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价格预测与投资组合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逸寒 18030100176

周文昊

/1803010019

8,陈宇松

/1803910000

3,张义天

/1813050008

6,孟世杰

/1803010008

戚玉涛 教授 0808

股票市场作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和微观经济的重要指标，

与人们日常经济生活密不可分。由于股票投资风险大，进

行投资决策时需要对股票市场中产生的大量历史交易数据

和财务数据额进行分析以选择投资方向，数据挖掘能够处

理这些海量数据，然后采用机器学习相关算法对数据进行

分析，建立合理的股票数据预测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合理的投资分析和预测，因此，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在股

票分析预测方面的应用，无疑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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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成式对抗网络的实时降

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江河欣 18140200132

郎海洪

/1804050005

5,张柯欣

/1814020021

1

王晓甜 副教授 0809

鉴于目前GAN在图像合成、图像识别、语音识别与语义理解

领域的突出表现，结合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噪声防治和耳机

降噪的需求，本课题将研究GAN算法的应用与优化问题。使

用SEGAN，CGAN等手段完成对音频信号的更精准的分析，

从而解决原有FF与FB降噪中更多依靠硬件层的问题，完成

更精确与准时的反向噪声消除。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59

相控阵天线方向图快速测量演

示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广龙 18040500023

刘汶珂

/1804050002

4,陶森

/1804010011

9

康乐 实验师 0809

目前相控阵天线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由于天线系

统制作以及测试的高昂费用，使得相控阵天线技术的开发

研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据此我们决定采用模块化设计，

即分为电路控制模块、天线模块、上位机软件系统三个模

块，开发出一个相控阵天线快速检测系统。能够精准检测

、快速反映天线设计、形状的变化所引起的天线系统方向

图等方面的性能改变。对学习掌握相控阵天线知识、更高

效便捷研究其性能节省大量时间和成本。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60

阳离子掺杂氧化物电子传输层

及调控钙钛矿光伏器件性能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恒 18020100298

黄锦

/1817010000

2,张玺

/1817010006

6

仲鹏 副教授 0809

基于钙钛矿材料制备的太阳能电池的效率由3.8%增长到了

目前的25.2%，因为其较高的光吸收系数，长载流子寿

命，带隙可调节，双极性载流子传导等优势受到了广泛关

注，且其稳定性较高，所以具有良好的商业前景。本项目

主要采用溶胶凝胶法来合成二氧化钛，并且通过掺入不同

种类的阳离子以及调节阳离子的掺杂浓度，进而改善二氧

化钛的电子传导性以及费米能级位置，从而提高界面电子

传输效率，最终提高器件的光电转化效率。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61
全自动连发电磁炮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桐 19012100100

易沛霓

/1801010024

0,米倩

/1901010008

荣政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的研究目标是制作一个可以连续发送弹药的全自动

电磁炮，强化电磁炮的特点，采用全自动系统简化操作流

程，同时尽可能缩小电源结构，使之更加常规、简便、安

全。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62
无人机侦察部署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子清 18160200021

花煦

/1816020007

4,宋景瑞

/1916010002

朱娟娟 副教授 0809

使用电脑端的地面站来控制无人机的飞行等功能，主要包

括：命令飞机按照设定好的路线飞行到指定地点，在地面

端调取无人机的图像传输并拍摄画面等。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63

万无“疫”失——口罩佩戴检

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甘振川 19050100157

徐瑞锐

/1914020008

5,余承明

/1914010020

4

张小华 副教授 0809

SARS-Cov-2病毒牵动了整个中国人民的心，大家都宅在家

里，但是有时候仍然不可避免的会要出门，大家都知道出

门要戴口罩，但是佩戴是不是规范的呢，有没有因为佩戴

的不规范而导致漏气呢？普通民众或许很难知道自己是不

是佩戴正确，因此需要这样一款装置，来检测人们有没有

戴口罩以及是否佩戴正确，这对现在的疫情是十分有帮助

的，也是对未来我国乃至全球其他地区可能发生的其他传

染性疾病有帮助的。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64
智能分类垃圾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文迪 17020130073

胡健

/1702013007

8,蔡浩文

/1702013007

7

石光明 教授 0807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越来越丰

富，产生的垃圾种类和数量也随之加。这些垃圾如果能够

进行分类处理，那么就能变废为宝，继续产生价值。 当今

社会在大力发展智能家居，国家也在大力宣传垃圾分类，

所以我们的智能分类垃圾桶旨在通过大数据分析来更好的

实现自动垃圾分类，同时让生活更加方便智能。 智能分类

垃圾桶主要用来实现全自动进行垃圾的识别、分类处理，

以及在此基础上支持连续投掷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65X
链车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许景然 19069100010

杨心怡

/1801040001

8,石韶璞

/1906910006

7,谢海涛

/1820010001

9,王鹤淞

/1918010010

詹阳 讲师 0808

链车通过基于互联网+区块链的共享平台是使校园私人单车

变为可共享的单车，共享平台智能匹配单车的供需双方；

区块链智能合约解决共享过程中的信任与安全问题。线下

通过吸引拥有单车可共享资格的学生加入平台，为其单车

加装智能锁并收取轻费用的方式使普通校园单车变为可共

享的单车，使其成为平台中单车的供给方，并以此吸引单

车的骑行者，供给者可以获得一定租金报酬，骑行者也能

方便的使用单车，从而实现闲置资源的价值再生。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66

基于深度相机和激光雷达融合

的slam即时建图一体化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怡 18050100114

刘生鹏

/1805010001

0,魏雨辰

/1820010015

1

郭亮 教授 0809

在实时构建地图的课题上，国内外已经有大量成熟的理论

研究，但实际上把理论算法运用到生产生活中的并不多。

基于目前的市场需求，本项目通过建立解决基于深度相机

和激光雷达融合的slam即时建图一体化方案，推算深度相

机和激光雷达所测得的数据，使载体能够在没有环境验证

信息的情况下，在运动中建立环境的相应模型，能够进行

自我的定位，同时估计自己的运动、识别目标和障碍物，

完成相应的多样化任务。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67

基于激光雷达的空间建图和路

径规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孟雨 18040100167

马克汇

/1820010004

2,许雨婷

/1820010017

3

常建涛 副教授 0809

该项目将搭建一款服务类四驱全向机器人，通过采用麦克

纳姆轮及控制驱动电机，使机器人具有自由移动能力，同

时机器人的算法将在Linux下实现，软件环境选择Ubuntu 

16.04操作系统，编译器使用个g++，并思岚雷达与

RPLIDARA3进行激光测距与数据处理，用基于栅格地图和

ICP点云匹配的SLAM算法或卡尔曼滤波进行定位和建图。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68

基于流水线与强化学习的复杂

神经网络的模型并行策略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恩铭 18019100009

李嘉昕

/1702052001

4,倪淼军

/1801910001

7

余晓杉 讲师 0809

随着神经网络的规模越来越大，网络的计算量与参数所占

内存量越来越大。单个GPU已经无法满足需求，需要使用多

个GPU。将神经网络应用到多个GPU的主要方法为模型并行

策略。模型并行是将模型拆分到不同的设备上，这将导致

设备间的相互依赖，产生一定的通信开销。导致训练时间

增加。本项目旨在利用流水线思路来提高模型并行的效

率，利用强化学习来优化资源分配。这将大大缩短复杂神

经网络在多GPU上训练的神经网络的时间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69

智能规划在城市交通管理的应

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晴 18030100137 陆旭 讲师 0809

智能规划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近年来，交通

工具的增多制约着城市的发展，高效安排交通管理控制，

可以减少污染排放、避免交通拥堵。由于时序规划技术的

发展，使得其更可以解决贴近于现实问题的模型。因此本

项目拟采用时序规划描述城市交通管理，通过将时序规划

模型转换为经典规划模型进行高效求解。最后，项目拟从

历届国际规划竞赛中选取几个规划问题，进行实验数据对

比，证明本项目所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70
靓装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徐建峰 19140200131

李想

/1914020015

6,徐建峰

/1914020013

1,陆云飞

/1914020001

2

李欣芮 助教 0809

“靓装”是一款通过可以为你量身打造妆容发型以及穿搭

的APP，它可以为所有喜爱时尚造型和彩妆的人提供一个造

型穿搭交流的平台，同时VR虚拟试妆可以让用户看到效

果，更有专业人士指导。而用户自己设计的装型也可以系

统收录，而系统也可以根据用户的情景推荐最合理的穿搭

妆容，并且可以直接在APP内下单购买适合自己的化妆品。

在经费充足时，我们会做出一面“屏幕”实现上述功能。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71

基于毫米波雷达的非接触式呼

吸心跳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恋 18040300035

谷春霖

/1804010006

1,张伟

/1804050009

7

何学辉 副教授 0809

呼吸、心率的检测在现实生活中的检测有很多种方法，但

这些检测方法主要依靠附着于人体的接触式传感器来获取

消息，需要直接或者间接的获取消息，受许多条件的限制

。毫米波作为一种非接触式传感技术，可用于检测物体，

并提供物体的距离、速度和角度信息。此外，毫米波能够

穿透塑料、墙板和衣服等特定材料，并且不受雨、雾、灰

尘和雪等环境条件的影响。将其应用到呼吸心跳的检测，

实现多目标的检测，可实现多方面的应用。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72

基于卫星导航/惯性导航系统

的高精度姿态测量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旼鸽 19012100081

王子依

/1801210002

3,艾启航

/1902010029

9

杨春刚 教授 0807

该项目以无人机自主编队飞行、自主着陆等应用为背景，

综合利用卫星导航相对定位技术精度高、速度快、无积累

误差的特点，以及惯性导航姿态测量的自主性、隐蔽性、

连续性等特点，实现高速运载体的高精度航向、位置、姿

态、速度、时间等参量的快速、稳定、可靠测量和解算，

从而实现高速运载体自主编队飞行、自主着陆等应用场景

的高精度导航引导。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73
基于深度学习的脑机接口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邹帅 18200100110

江熹

/1820010010

8,丁微

/1820010022

6

侯彪 教授 0808

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是在人

或动物脑（或者脑细胞的培养物）与外部设备间建立的直

接连接通路。本项目主要致力于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研究，

通过对大脑神经活动的空间和时间信号进行高分辨率的数

据采集，并配合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算法(如深度神经网

络)，将各种感知觉、运动、语言等高级认知功能所对应的

神经信号互相分离出来，最终达到人思维解读目的。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74
低剖面天线电磁拓扑优化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九凌 18040400060

高晶晶

/1804050000

5,吴嘉宸

/1804050002

1

王伟 副教授 0809

微带贴片等低剖面类天线，具有结构简单、易共形、造价

低等特点，正越来越多的被天线工程师采用。然而贴片天

线的带宽窄、增益低、损耗大等缺点也严重制约着其性能

。本项目旨在从贴片天线表面电磁分布入手，采用拓扑优

化的手段，确定其最佳电流分布，保留合理的金属区域，

以提升其电路与辐射性能。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75
Code Community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天旭 18050400007

王萌

/1901010033

0,侯抱朴

/1901010026

1

施小锋 副教授 0809

最近几年，编程、代码、程序员的热度越来越高，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学习编程技术。有很多自学的人，有时会遇到

一些学习困难，也有部分人缺少基础，学起来也会比较困

难。为此，我们想做一个专门的编程学习平台，来创造一

个编程圈子，为广大初学者、在学者（主要面向大学）设

计一个供交流学习的app。考虑到像贴吧、论坛这样，这种

单一形式的平台会有不少局限性，我们的app需要有多元化

的功能，包括答疑、社交、网课、题库等功能。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76
不紧脏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纪璇 19140200096

史甲昊

/1914010017

1,李杰

/1901010007

4,周思妍

/1914020020

2

李康，

李欣芮

副教

授,助

教

0809

在面试应聘主持会议等之前，大多数人会焦虑紧张，我们

希望能够有一款软件，通过系统和使用者的交互提问作

答，来引导使用者自己去设想对方会提出的问题和自己可

能遇到的状况，并自己作答。在对问题ABC和其可能的要求

ABC做出分析之后，利用思维导图和博弈模型提前“预演”

情景；在很多“人生第一次”中因为不了解加上性格原

因，很多人也会紧张焦虑，我们希望我们的软件可以为他

们做出有效全面的科普，将未知变为已知，从而缓解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77X

基于UWB与RFID技术的机场公

益机器人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任一鸣 18069100204

陈景轩

/1802010010

4,刘杰旋

/1802030006

6,文玉心

/1808020000

7,牛少波

/1805030006

王林

雪,张

跃宇

教授,

副教授
0809

机场公益机器人在待命期间可以作为电子向导在机场内部

巡逻，残障人士达到机场时通过手机小程序进行手机预

约，通过电子身份证核实信息后预约，它会获取你的位置

信息并依据航班信息向您建议最近的航站楼入口，相互确

认以后会在航站楼入口等待，对携带轮椅的残障人士进行

轮椅牵引。并且会对用户发出登机建议，确认后可以由用

户自主驾驶也可以确认后自动规划路径将用户送至目的

地，尽可能的将用户送至所能及的最远距离。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78

多模学习控制理论及其在工业

过程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雷玉林 18070100025

李恒洋

/1806910013

3

何超 讲师 0809

可重复系统的迭代学习控制理论，利用之前迭代的系统输

入和状态信息来修正当前的控制输入来改善系统的控制性

能，由于其充分利用系统的可重复特性，在近年来受到了

理论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本项目旨在提出一类多模迭

代学习控制理论，克服现有理论依赖于局部参数化建模的

局限。多模学习控制理论使得系统模型具有更广的系统参

数范围，并整合预测控制的最优设计，在大参数扰动或切

换，扰动抑制上具有鲁棒特性，提升了控制算法的性能。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79
争“分”夺”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嘉恒 17010150056

冯钦雨

/1701015001

0,黄诗芮

/1701015001

5

高全学 教授 0809

为了帮助大学生更好地管理时间，解决因事务繁杂带来的

的不便以及自控能力不强造成的时间浪费，本项目计划设

计一款移动端学习时间管理 App。该 App 能够通过课程

安排、学校任务通知、个人设置代办任务等信息，结合信

息推荐算法，向用户推荐个性化、科学合理的时间日程安

排，以帮助学生掌控自己的时间。APP会根据日程表内容，

在相应时间对学生进行提醒督促，在每天晚上十点，学生

可以在社区进行任务打卡分享，打卡情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80X

电子系统可靠性评估与分析软

件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杜梦丹 18170100072

王紫烟

/1817010008

1,白一心

/1813050031

7,秦兴贺

/1803010039

5,杨馥宁

/1803010033

陈华 讲师 0807

项目旨在开发一款国内首个数据覆盖面广、普适性强、风

险率低，用于评估与分析电子系统可靠性的软件平台。该

软件可用于分析电子系统所可能的故障模式，以及故障模

式对系统的所有影响（包括潜在影响），帮助设计人员发

现产品的薄弱环节，指导其进行产品的可靠性设计，实现

可靠性增长。该软件将依托于云端技术，给予用户高效率

、易操作的用户体验，致力于成为电子产品开发商和应用

商的首选平台。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81X

“初心·原上行”——旅游扶

贫推广宣传微信小程序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吕坤宁 18080300023

周越

/1808020001

2,马茹杰

/1804050011

9,周敏

/1801010035

9,赵雪荣

/1801010001

陈春晓 讲师 0808

在国家大力支持旅游扶贫的良好背景下，本项目致力于通

过微信小程序“初心·原上行”为具备旅游价值却因宣传

力度不够而难以实现脱贫致富的贫困地区扩大旅游文化影

响力度、提高知名度，通过在小程序中展示景点介绍、旅

游项目及农产品，在与当地旅游社、电商平台达成合作的

基础上为游客提供安心保障，使其实现足不出户一键预

订，享受旅游的乐趣、体验文化的魅力,在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目标之年，我们期望贡献属于青年的一份努力。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82
教学型魔方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孟天宇 19140200144

邢昆

/1914020022

5,罗宏亮

/1902010014

2

王树龙 0809

本项目一款基于单片机光电教学魔方，进行结构电气功能

一体的设计，把传统魔方和现代算法相结合。魔方每一面

都是由GRB灯光构成，并在传统魔方里完成机械结构的设计

并利用魔方还原算法控制每个小面发出各种颜色的光来实

现教学魔方功能。该教学魔方不仅具备传统魔方的所有功

能，同时能够一建打乱，一键还原，还可以通过提示来帮

助初学者还原整个魔方, 同时拥有计时、记录和复现用户

的操作的功能，从而实现魔方教学与魔方试验。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83
多地形六足机器人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冯长爽 17040120041

左诗佳

/1804050005

0,卜湘锋

/1804010007

1

陈永琴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以实验室提供的Dream Maker II型六足机器人为实

验对象，通过分析该六足机器人腿的结构，建立其D-H模

型，对其进行正逆运动学求解。对六足机器人的直行三角

步态进行分析，以稳定行走为前提，做运动轨迹规划，实

现多地形行走。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84

社交平台的多模态深度分析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宇航 18020100005

许琛

/1802030003

2,刘畅

/1802010001

何立火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为社交平台多模态深度分析系统的开发。针对当前

社交平台分析系统中存在的数据分析方法单一，数据利用

率不高等问题，通过研究多模态分析和知识图谱，最终搭

建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化社交平台分析系统。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85
垃圾智能学习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昭辉 19010100343

孙文韬

/1901010019

7,费雨露

/1901010034

2

田斌 教授 0809

目前为了更加合理、有序的处理垃圾，保护环境以及更好

的对垃圾进行回收，垃圾分类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但

是，很多人并不懂得如何正确的进行垃圾分类，所以，使

用垃圾分类学习机，可以让更多的人在乐趣中学到如何正

确的对垃圾进行分类。本产品可应用于少年儿童的垃圾分

类学习以及社区中的垃圾分类的活动宣传与推广，操作简

单，有很大的趣味性，可以很大程度上吸引人们参与，调

动对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86

基于多物理量清晰化成像的安

防监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顾胜杰 18050500031

徐逸飞

/1805910000

1,马学周

/1814010007

6

刘飞 副教授 0808

目前现有在市场上普遍应用的监控摄像头的调查，发现现

有的监控摄像头存在一定的弊端和缺陷，主要包括：成像

不够清晰，无法克服雾、霾等天气限制等。在大雾天气

下，视频监控的距离、图像清晰度都将有所下降，实用价

值大打折扣。我们的项目便是利用光波的偏振特性，通过

深度挖掘不同偏振方位角图像间的差异，实现雨、雾、霾

等恶劣天气条件下的清晰化成像去雾技术解决此问题，同

时提高成像清晰度和性价比，满足各领域的要求。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87

巡天利剑——基于北斗导航的

可折叠固定翼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程天宇 18160200055

姚子鸣

/1816020002

8,罗佳申

/1816010002

5

方海燕 副教授 0808

可折叠固定翼无人机，通过伺服电机控制的机械弹簧结

构，将机翼折叠，与机身平行，在水平方向上减小了飞机

所占用的空间，螺旋桨采用可折叠桨叶，进一步减小飞机

占用空间，运输便携性大大提高。采用折叠结构，使得其

通过弹射架弹射起飞成为可能。采用碳纤维与复合材料制

作的机身重量大幅减轻，同时拥有足够的强度支撑飞机弹

射起飞。通过搭载不同的航电设备与飞控系统的不同程

序，即可完成搜救、火灾预警、环境监测等不同任务。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88
＂易领＂农民工绩效管理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谢可新 18069100226

田炜博

/1806910015

9,李昆鸿

/1806910015

0,王晨阳

/1806910024

杨朝君 教授 1201

针对当下农民工索薪难的问题，我们项目建立一个农民工

工作绩效评价系统。农民工通过每日工作打卡以及上传工

作成果，请求建筑单位每日验收成果并发放凭证，以此作

为索薪依据。若建设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则农民工可将此

凭证上传给政府，由政府核实并依法处理。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89

蓝牙-VR(虚拟现实)智能手机

控制系统软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蝶衣 19140200162

黄一耀

/1914010007

0,宋浩宇

/1914010013

0,靳占全

/1914020002

4,侯志昊

/1914020009

王树

龙,李

欣芮

0809

本项目专门为爱奇艺设计开发的蓝牙VR(虚拟现实)+游戏

手柄功能的智能手机控制系统，与爱奇艺VR、APP深度契

合，用户可通过爱奇艺VR眼镜享受VR 3D大屏电影的感官

刺激。主要研究与手机蓝牙连接后自动识别手机操作系

统，适配手机操作系统，自动切换到相应操作系统模式，

实现手柄可以操作不同手机的目的。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90

多智能体机器人网络中的边缘

计算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龙飞 18010100392

王秀程

/1701019904

5

王杰令 副教授 0809

对于多智能体共同协作的情形，我们利用边缘计算技术提

高其工作效率，并将多智能体强化学习应用于边缘计算，

为边缘计算过程中计算任务的卸载做出合理决策，以此实

现多智能体系统的工作效率最大化。利用不同智能体获取

的数据，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得出最优方案，使得多智

能体协作的系统取得最大收益。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91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自动瞄准跟

踪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康方睿 18040300089

葛畅

/1820010017

9,文艳

/1801010029

1

张鼎文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采用深度强化学习来进行目标跟踪，该算法采用卷

积神经网络 VGG-M 提取图像的通用特征而不是重新从头

至尾训练一个新的网络,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基于深度学习

目标跟踪实时性太差的问题,只是在网络的最后一层全连接

层通过随机策略梯度法训练策略函数。跟踪器根据最优策

略函数执行最佳动作,在前一帧目标位置的基础上确定跟踪

器的运动状态,直到奖励函数值不再增加时停止迭代运动,

目标位置得到确定，最终实现跟踪。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92

慧眼行-基于图像标注的视障

人士辅助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泽龙 18020100263

李茂嵩

/1920030008

2,薛云飞

/1914020011

5

王佳宁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针对能帮助视障人群认识世界的算法展开研究。项

目以图像标注技术为基础，综合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和长短

时记忆网络，识别图像中的主要目标场景及对象关系，实

现从图像到文字的“翻译”过程，通过对捕获的图像信息

进行描述播报帮助视障人群获取并播报感兴趣的视觉信

息，方便视障人群的日常出行与生活，成为他们生活的“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93
无人机雷达测高避障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抒阳 18020100168

夏墨颖

/1802010003

7,张东江

/1802010013

7

徐茵 讲师 0809

本项目是无人机雷达测高避障系统，需要实现的功能是通

过搜集雷达采集的信息实时测量无人机距离地面的高度，

同时能通过雷达测距，对障碍物进行规避。它具有测量精

度高，测量实时性好，测量距离长，体积小，工作稳定，

可全天候工作的特点。与其他测高方案相比具有较高的创

新度。本项目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可以用于无人机监测

、测绘、智慧农业等领域。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94X
sharecipe教育资源共享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周兴诺 19050100104

沈思涵

/1905060001

1,邵志恒

/1905010021

9,高启翔

/1905030005

9,徐凯琦

/1905050014

4,王旭

/1906910004

7,胡珈魁

/1905010022

董明 副教授 1201

Sharecipe 是一个主打教育资源共享的平台，它的名字由

share（分享）和recipe（秘诀）两个单词组成，主打的

功能是收集名校高分高中毕业生的特殊学习资料和独家笔

记进行分类，整理，再印刷，通过宣传，推广到其他的低

年级在校生手中。该平台主要针对人群为高中生，高中生

家长和应届毕业生。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95

基于分布式账本和区块链的数

据交易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白光召 18010400026

张志铖

/1801010020

7,贾霄

/1801010027

高军涛 副教授 0809

我们做的是一个数据交易的方案，利用属性加密，代理重

加密，区块链等技术，保证通过代理商交易数据不会泄露

数据内容，并且降低数据拥有者的计算和时间开销。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96S
杏泉新教育 创业实践项目 否 邹芝湘 19140200109

庞泽堃

/1914010002

9,张林莫

/1901050001

0

补钰

煜,陈

万庆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9

杏泉致力于改善中国现有教育格局，已有的教师定向授课

的统考与以学历考试为主，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

试相结合的自考，对人才的选拔无不基于应试教育，为改

善原有的人才选拔模式，打破应试教育一家独大的格局，

我们创立1+1新教育格局：一年期各类职业知识树介绍与自

学能力培养+自学完成获得企业认可的自定义项目，采取以

项目为主导、学生自学为主的学习模式，直接对接人才兴

趣与社会需求，发挥学生的学习能动性。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97

超薄平面型超级电容器的制备

及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耿嘉骐 18170100048

池森林

/1817010001

5,张科

/1817020000

6

杜韬 讲师 0808

可穿戴电子产品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社会对高

能量密度、轻量便携化、柔性化的储能器件的需求。超级

电容器作为一种新型的电能存储器件，能量密度高于传统

的平行板电容器，功率密度和使用寿命优于锂离子电池，

因而被广泛研究。本项目利用聚合物辅助金属沉积技术在

超薄基底上制备金属插指化集流体，形成分辨率较高的图

案化插指电极。进而在插指电极表面沉积不同种类的活性

材料，并滴涂凝胶电解质，制备出超薄的超级电容器。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98

适应多地形侦察六足仿生机器

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乐楠 19040200017

张兆龙

/1904040005

0,程颐

/1804010008

4

王拴柱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围绕六足仿生机器人的前沿技术展开，主要实现机

器人前后左右移动，使其具备良好的多地形适应侦察能力

。研究具有抗冲击性以及多种地形适应能力的仿生机构设

计技术；研究六足机器人适应不同地形环境的能力。研制

系统设计与仿真等核心单元。研制具备高速移动、对典型

非结构化地形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六足仿生机器人，并开

展系统结构、地形适应能力以及侦察能力实验验证。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299

基于可穿戴智能设备的心脏骤

停检测及求救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子毓 18180300026

黄拓青

/1813050011

4,张家祥

/1813050026

3

栾浩 教授 0809

目前心源性猝死（SCD）群体趋于年轻化，由于心源性猝死

的突发性、随机性,使绝大多数病人很难及时得到专业的心

肺复苏术的救治，许多悲剧的发生都是因为病人没有得到

及时的救治。由于智能穿戴设备在市场中的普及，我们团

队打算基于可穿戴设备设计一款心脏骤停预测及呼救系

统，使得用户在心脏不舒服时可以提前自救，及时得到救

治，从而提高心源性猝死的抢救成活率，减少悲剧的发生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00

基于表情识别技术的婴儿智能

看护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宋钰晗 19010100206

彭劲

/1805010013

9,王金潮

/1801010005

5

毛莎莎 讲师 0808

本项目是基于表情识别技术和人脸识别技术的智能婴儿看

护系统，通过实施捕捉婴儿面部表情判断婴儿的状况和需

求并反馈，同时具有禁区闯入提示，基本指标检测和判断

等辅助功能，实现对婴儿的安全保护、实时了解婴儿需求

和周围环境。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01

碰撞振动系统的随机动力学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梦舒 18070300019

徐怡珍

/1807030002

1,阮高飞

/1807010000

5,刘晓程

/1807010005

0,林子程

/1807010005

3,李芳芳

/1807030000

杨贵东 讲师 1201

非线性动力系统广泛存在于物理、生物、化学、医学、经

济和土木、机械、航空航天及船舶等科学与工程领域中，

近几个世纪以来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及学者的普遍关注。特

别是随着计算机代数、数值模拟和图形技术的进步以及现

代计算理论的发展，非线性动力学所处理的问题规模越来

越大，难度越来越高，已逐步接近一些实际系统。时至今

日，非线性动力学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现代科学的知识体

系，而且对工程实践、保密通信及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开展

起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02
智慧实验室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海博 18020100278

张嘉宇

/1802060003

3,陈世豪

/1802010043

4

李翠芸 副教授 0809

“智慧实验室”项目主要针对当前实验室、办公室等作为

公共场所的房间所存在的一些人员相关的问题。问题包括

但不限于：人员进出房间需要登记，打卡，签退；通过房

间的判断区域内有无人员来进行灯光控制。我们结合人脸

捕捉识别、云端数据库、人员检测等方式对房间进行更加

有效，更加智能的管理。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03X
一种高速3D打印挤出喷头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宇翔 18140100053

李雨萌

/1814010015

5,张东江

/1802010013

7,杨俊逸

/1917010004

5,李宇洋

/1903010005

崔江涛 教授 0809

随3D打印市场规模增加，FDM桌面级三维打印机价格逐

降，但因其打印速度慢，阻碍市场扩展，许多用户希望有

能够更快速打印的设备并且愿意付出略高的价钱购买。本

项目志在打造一个从多方面改良的桌面级高速FDM三维打印

机，在尽量减少用户打印时间长与喷头堵塞带来的不便的

同时提升易用性，且保证打印精度。本项目基于打印提速

保质的既定目标，硬件从喷头入手，改良加热、散热与挤

出速率，软件改良算法，提高打印效率。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04
智安管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晨曦 19150300008

彭泽华

/1914010008

6,邵子辰

/1901210001

6

赵磊 讲师 0809

“智安管家”以保障独居老人基本健康、意外发生后提供

及时救助为目标，提供室内宜居环境检测、基本健康状况

评估等服务，以接触与非接触式设备结合为抓手，以人工

智能、物联网、计算机视觉、生物毫米波雷达为手段，打

造一个全方位的基本生命体征监测、异常姿态检测、健康

状况评估的系统。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05
汽车的智能门锁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郭丰源 18019100013

叶丰源

/1801210002

6,沈睿

/1801210006

6

朱敏 讲师 0809

随着人们对汽车智能化和舒适性要求越来越高，为满足人

们的需求，我们致力于开发一款汽车智能门锁app。在车主

未携带汽车钥匙或者汽车钥匙没电时，只需在手机上通过

密码验证或Face ID等技术进行身份验证。在验证身份

后，我们的手机会发出信号，车门会接受信号，互相匹配

后车门即可打开。随后在手机app上，可以一键启动汽车，

实现无钥匙驾驶。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06
太阳能垃圾分类通道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博渊 18040400025

吴术新

/1804040006

5,赵时仲

/1804040001

2

郑峰 副教授 0807

全球垃圾污染严重，垃圾分类势在必行。垃圾分类是一项

肮脏、枯燥且危险的工作。在工作中，垃圾回收工人受伤

的人数是其他工作工人的两倍，此外，居高不下的死亡率

也使垃圾处理成为危险职业之一。随着各国环保政策和理

念的推行，全球对环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加之科学技术

不断向前迈进，我们需要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由太

阳能供能的垃圾分类机械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07

基于GAN的图像到文档

（Latex）的转化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詹荣瑞 18170100045

高怿旸

/1804010009

2,唐诠

/1805050000

8,何维杰

/1813050020

林杰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借鉴若干相关领域专家在文字识别、代码生成等领

域的研究，试图通过将图文转化问题分解成目标检测、文

字识别、代码生成等若干子问题逐个解决，并加以整合和

简化，最终构建出端到端的图文转化系统。同时，我们也

会研究和设计相关数据集的标准和生成机制。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08X

基于深度学习手写中文数字识

别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龙以君 18020700018

夏泽龙

/1802010026

3,姜洪旭

/1801010014

4,白桐宇

/1802010030

2,何良美

/1802010011

张鹏 副教授 0809

项目通过将卷积神经网络进一步推广用于手写大写数字特

征的挖掘，从而依据深度特征对大写数字进行有效的识

别，并将其转化为阿拉伯数字，此应用可为银行票据的智

能化处理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同时鉴于票据的隐私性，

传统数据收集的方式不够适配，项目将通过利用GAN实现数

据增强，并保证积极效果。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09
空中智能作业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尧儒 18010100049

杨礼

/1901010037

1,郑珂欣

/1901210002

0

栾英姿 副教授 0809

当前无人机主要于航拍等消费级市场，在工业级方面开发

程度很低。目前各行业的高空作业均存在用人力则危险，

用物力则消耗成本高的特点。于是我们小组发挥想象，在

无人机的基础上增加一对机械臂，使其变为智能空中作业

机器人。本项目可以实现农田喷药、灌溉，果园果实的采

摘，外卖与快递的物流投递，礼堂的布置，高空电路检修

等等，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10
多轴数控激光雕刻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丹旭 18040500033

杨金莹

/1804010001

0,张程浩

/1902910001

1

李静 讲师 0809

激光雕刻加工是以数控技术为加工基础，以高能激光为加

工媒介，利用加工材料在高能激光照射下瞬间熔化和气化

的物理变性，以达到精细雕刻的加工目的。激光雕刻常用

于在物体上面刻写文字，利用这种技术刻出来的字没有刻

痕，物体表面依然光滑，字迹亦不会磨损。本项目拟要设

计开发一套多轴数控激光雕刻系统，该系统重要特征是能

够通过手机软件对激光雕刻机下达指令，传输图片等，使

之完成相应的雕刻任务。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11
纸基表面增强拉曼传感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娅慧 18170100037

王全丽

/1817010000

5,刘倩倩

/1817010004

赵振环 副教授 0809
利用金属纳米结构的等离激元共振效应，构建纸基表面增

强拉曼传感器，实现对生物小分子的灵敏检测。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12

可视化无人机飞行数据监控分

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易沛霓 18010100240

刘亚磊

/1804040002

4,董菁

/1801010016

王柯俨 副教授 0809

项目的研究目标是制作一个可视化的无人机数据监控分析

系统（黑匣子），通过记录、保存、处理飞行时的一系列

数据，在遭遇飞行事故之后判断造成事故的原因。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13
微纳卫星微波遥感成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心玥 18020700021

刘云飞

/1802070000

4,江晓杰

/1802070002

0,张婧仪

/1802070002

6,郑喻婕

/1802070001

5,吴程锴

/1802910004

0,王正濠

/1802910003

全英汇 教授 0809

主要研究星载雷达成像算法，掌握星载SAR成像的算法仿真

和数据处理，完成雷达图像处理模块的FPGA固件程序的实

现，最终在实验室的星载SAR硬件平台进行性能和指标测试

。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14

基于Unity+Web的虚拟会议室

原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洋洋 19040400014

程宇翔

/1905010010

0,吴俊东

/1903050033

殷磊 副教授 0809

基于Unity开发虚拟会议室，采用Web相关技术，实现虚拟

会议室原型系统各元素的交互，满足虚拟会议的各项基本

需求。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15

基于物联网的老年人轻度认知

障碍的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倪淼军 18019100017

吴顺

/1801010036

1,吴梦

/1801010014

5

李靖 教授 0809

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为了能及早发现并治疗痴呆症

这一老年人高发疾病，我们希望通过物联网的手段来取代

传统的问卷形式来及早发现这一病症。我们的研究项目研

究了使用物联网（IoT）技术区分有MCI和无MCI的老年人

的可行性。通过使用多模式传感器进行连续且无干扰（不

干扰老人正常生活，不侵犯隐私）的“监控”，收集有关

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的数据，通过深度学习的方法处理数

据并周期性反馈结果。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16
基于深度学习的垃圾分类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吴剑飞 18200100025

边梦洁

/1801050000

7,龙婷

/1801010002

3

张铭津 讲师 0809

目前国内各大城市相继开展垃圾分类的各项工作，为了更

好地进行垃圾分类工作，我们小组决定研发一款具有垃圾

分类功能的装置，它通过装置的摄像头捕获所扔垃圾的图

像，依托深度学习的强大功能，能够很好的根据不同城市

分类标准进行准确的分类。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17

高斯白噪声激励下含碰撞的压

电系统的动力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儒凡 18070300013

王一茹

/1807010004

2,李雨萌

/1814010015

5

黄冬梅 讲师 0807

该项目研究对象为含有碰撞的压电能量采集系统，寻求随

机激励下其响应分析技术。以高斯白噪声激励下单自由度

碰撞振动系统为研究对象，利用非光滑变换方法对该碰撞

能量采集系统进行处理，将其转化为一个类光滑的系统，

然后通过随机平均法求解系统对应的随机微分方程，得到

系统稳态响应的位移、速度的概率密度函数。最后，分析

随机激励强度及碰撞恢复系数的大小对系统振动特性的影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18
特色资源共享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其杭 19012100029

王昱晨

/1901019001

1,沈亚南

/1805050014

3

弓树宏 教授 0808

该项目是基于Android平台的明星资源共享的软件开发。

该项目所开发出的应用程序所具备的功能是：通过该平

台，追星一族可以通过给自己喜欢的明星发出邀请，通过

线上付款的方式，让其为自己送上特定的祝福。如此一

来，明星既可以凭借此方式拉近与粉丝之间的距离，维持

自己的人气；粉丝也可以得到由自己喜爱的明星送上的一

些祝福（例如生日祝福）。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19

基于无人驾驶和RFID测速的交

通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旭 19040300067

赵明宇

/1904010013

1

杨熙 讲师 0809

本课题以研究制作一个基于单片机的简单的可移动可测速

的小车，学习探究社会上交通管理问题中的超速问题，研

究测速监管的方案，以求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科技方

法。其基本思路是研究循迹小车来实现测速位置的可移动

化和探究可能实现的动态测速的运动部分，通过对多种测

速方法的研究比较，结合成本、效果等参考指标，确定实

际效果更好的测速方案。同时旨在培养个人的创新思维、

合作、动手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综合素质。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20X
充电桩移动支付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钱永刚 18020100268

王俊伟

/1714022000

6,马致远

/1805030003

2,陈国超

/1802010027

2,张子辰

/1902210007

6,康佳乐

/1902210008

赵岩松 工程师 0809

我国自2006年起大力推崇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使得如今新

能源汽车的市场占有量与普通汽车基本持平，并且研发新

能源汽车的企业也逐步增多。但是，针对于数量众多的新

能源汽车，却没有充足的、便捷的充电桩来适应需求。我

们将要研发的充电桩，满足成本低、使用方便、可定位、

可移动支付等特点，将更好的弥补市场上充电桩数量不足

等空缺。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21
面向AI加速的通信网络策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陶冶 18010100243

任子毅

/1801050009

5,李海斌

/1801050010

4

李慧 讲师 0809

分布式机器学习的关键问题之一即为通信机制的设计，降

低通信与计算之间的时间占比是实现高效训练的主要方法

。本项目将从分布式的网络结构设计为突破口，制定灵活

高效的通信策略，从内容、拓扑和通信频率等方面出发，

在大量的计算和数据传输过程中，既保证数据传输的稳定

性，又加快数据在各个节点间的传输过程，合理地将计算

所需的数据分配到每一个节点，避免部分区域承担过多任

务，以高效分配数据流达到加速训练过程的目的。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22X
科幻生态圈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白泠漪 19080300027

李桂锋

/1802030005

4,韦峰

/1704021000

3,郭银哲

/1701911001

3

王雨程 讲师 1301

科幻生态圈是一项融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科技元素于一体

的文创项目。它紧密结合精准扶贫政策，立足贫困地区实

际，致力于创作成本低、科技感强、文化内涵丰富、贴合

人民大众生活的文创产品，并利用互联网线上销售成本

低，操作易，市场广的优势为实现脱贫攻坚提供行之有效

的商业模式。同时，通过产品流通起到科普效果，以增强

全民重视科学的意识，激发全民创新创业的活力，发扬革

命先辈艰苦奋斗创新创业精神，践行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23
升降式全面清洁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盘国萍 19040100128

程颐

/1804010008

4,段泽颖

/1904030001

4

贺慧敏 副教授 0809

本机器人用于替代枯燥且繁重的家庭清洁，为独居老人及

上班族解决了一大烦恼。本项目主要控制机器人前后移动

及升降，从而实现清扫功能。目前大多数清洁机器人难以

实现对地面较难以清除脏污的深度清理，本项目即研究对

该类脏污的检测及清理。其次，对于床底，桌底等难以清

扫的区域，实现升降及翻转，清洁家具底部。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24
自主飞行的消防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悦辰 19010500006

欧阳嘉杰

/1904050008

1,程哲瀚

/1901050009

费春龙 副教授 0808

设计并制作具备自主飞行扑救火灾功能的无人机。该无人

机人为控制起飞后，可以在特定高度飞行并自主寻找起火

目标，飞向着火点并扑灭火势。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25

基于遥感技术的高光谱图像和

SAR图像的融合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吴成业 19020700019

谢闪硌

/1902070002

3,潘牧晨

/1902070001

1

全英汇 教授 0809

遥感技术经过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在理论、技术和应用

上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高光谱图像不仅在信息丰富方面

有了极大的提高，在处理技术上，也有了更为合理、有效

的分析处理。SAR图像具有全天候、全天时工作的特点；一

定穿透能力，能获得类似光学照片的目标图像；拥有丰富

的极化信息和纹理信息。二者融合,对高光谱和SAR图象进

行特征提取,从而充分让两者在光谱以及极化信息方面的优

势互补,最终实现两类图像的优势互补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26
基于太阳能的多功能用伞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陶海珍 19040100055

杜文静

/1904030009

2

崔明涛 副教授 0809

以伞为主体，太阳提供能量。伞面是防紫外线涂层与柔性

薄膜太阳能电池板相间而成，涂层保证伞外观，太阳能电

池可以吸收并储存能量。伞顶装有光敏开关，伞扣部分装

有小灯，伞柄装有灯管，周围亮度低时，光敏开关闭合，

灯管发光。领花处装有红外线避障器，夜间可以用做导盲

杖。伞柄装有手动开关，控制伞张闭。领花装有微型风扇

和热敏开关，当手动开关闭合且温度达到27度以上时，风

扇制冷， 10度以下时，制热。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27
倾转旋翼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佳平 18050500094

刘生鹏

/1805010001

0,王雪瑞

/1804060001

6

解忠良 讲师 0809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无人机从军用走向民用，渗透到

各行各业。其中，多旋翼无人机因其不受场地限制，可悬

停等优点，几乎成为民用无人机的代名词。但受制于气动

布局的先天缺陷，多旋翼无人机注定在速度、航程等方面

存在劣势。而与此同时，固定翼无人机的使用受到了跑道

、场地的束缚。这时候，倾转旋翼无人机就诞生了，即兼

顾了多旋翼无人机可悬停，可垂直起降等优点，又具有固

定翼无人机可长距离飞行，高航速等优点。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28

基于毫米波雷达的智能探测识

别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佳煜 18029100019

徐启航

/1802010040

6,向俊彦

/1802010044

2

徐茵 讲师 0809

传统的液体检测方法通常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本项目针

对需快速检测液体和液面高度的需求，拟开发基于毫米波

雷达的智能探测识别系统，分为探测识别模块和分类模块

两个部分。探测识别模块将外界信息转化为数字信号并进

行初步处理，得到液面高度信息并将数据传入下一个模

块；分类模块将借助神经网络，利用传来的数据对液面进

行分类。整个系统将会实现的功能是通过仅扫描液面得到

液面高度并对液体进行分类识别。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29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遥感图像超

分辨重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雨峰 18010100024

廖家康

/1801010042

1,徐启航

/1802010040

6

张铭津 讲师 0809

图像超分辨率是指由一幅低分辨率图像或图像序列恢复出

高分辨率图像。图像超分辨率技术分为超分辨率复原和超

分辨率重建。目前，图像超分辨率研究可分为 3个主要范

畴： 基于插值、 基于重建和基于学习的方法． 超分辨率

(Super-Resolution) 即通过硬件或软件的方法提高原有

图像的分辨率，通过一系列低分辨率的图像来得到一幅高

分辨率的图像过程就是超分辨率重建。超分辨率重建的核

心思想就是用时间带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30

新型冠状病毒微波快速加热灭

毒仿真计算与工艺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梓笑 19040100098

丁一洋

/1904010011

9,陈芸琦

/1904010005

8

蒋翔俊 讲师 0809

在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肆虐各地的背景下，针对

急需解决的重灾区医疗物资紧缺难题，以高效、快速地灭

活病毒方法为研究对象，采用微波加热技术灭活病毒方

法，实现医疗物资的快速回收利用。围绕“微波加热灭毒

工艺优化”关键问题，开展含病毒物资样品水分含量、微

波功率、灭毒时间、微波发射器的布局方式等对加热灭毒

效果影响的仿真研究，根据仿真结果建立数学模型，寻找

最优微波加热灭毒工艺参数。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31
西电快递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金宝 18010500042

王虎

/1801050004

3,马丽娜

/1906910005

2

陈健 教授 0807

平台基于大学生群体，解决实际生活中“懒”学生和“繁

忙”学生不想下楼取快递或者外卖的问题，这一群体意愿

依赖他人将快递或者其他物件直接送到宿舍。 我们的目标

是实现学生群体 1.快递单（作为一种兼职）的发布； 2.

想做兼职的同学帮取快递单； 3.线上实时交流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32

无人机智能识别与分拣运输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金潇雨 18020300097

张祥东

/1802010006

2,吴程锴

/1802910004

0

李琦 讲师 0808

为充分发挥无人机的空域飞行与可编程特性。本项目旨在

研究通过研究无人机飞行控制算法，计算机视觉或RFID，

路径规划算法以及串口通信等技术，使得无人机自动识别

目标货物、抓取，以及自主导航到达目的地，完成无人机

智能识别与分拣。进阶过程可加入语音识别以及体感识别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33
无线充电小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兆龙 19040400050

景鑫

/1804050001

5,胡文龙

/1804020001

5

朱言午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围绕无线充电功能展开，主要实现小车的自动无线

充电功能，使其具有良好的续航能力。研究具有驱动模

块，红外寻迹功能模块以及无线充电模块。研究电池的充

放电策略。研究系统提高效率的方法。研究接收电路的论

证与选择。研究发射电路方案的论证与选择。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34
校园自助点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沛沛 18010100083

夏宇

/1801010016

8,周敏

/1801010035

9

刘龙伟 讲师 0809

大学校园餐厅是学生就餐的最主要选择。由于下课时间集

中，餐厅人流密集，学生往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白白浪

费大量时间；除此之外人流密集还容易造成拥挤，引发安

全隐患。除此之外，学生在选择餐品上也会花费许多时间

。综合以上种种，我们团队决定开发一款基于Java的校园

自助点餐系统。学生只需在下课间隙即可在手机上完成点

餐，由于每个窗口有固定编号，学生下课后可以直接去窗

口取。如此便可方便学生用餐并且大大节省时间。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35
Desthub – 数据集交易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符洪浩 18030100107

吕俊霖

/1803010003

5,吕续玺

/1803040000

9

王炳波 副教授 0809

Dsethub是一个数据集来源网站，用户可以下载自己需要

的数据集，数据集缺乏时用户可以发起数据集收集号召来

源社区齐心协力创建数据集，推进人工智能领域发展。 

Dsethub继承了git的版本管理功能，版本信息由中央服务

器管理，从而更新迭代数据集。 数据集采用磁力链接的流

通方式，在此基础上数据集也会储存在我们分布式的中心

服务器，网速得到保障的同时保证了安全。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36
小型无人机编队火灾实时监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桂宇哲 19160200031

韩卓名

/1916020005

6,宁婧

/1902070000

6

谢楷 教授 0809

本项目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利用编队飞行实现对森林火灾

的实时监控，在火灾发生的前中后期设计不同的编队姿态

实现对火灾的不同程度的实时监测，并对无人机编队飞行

在导航定位信号不好时遇到的问题进行改进，利用地面基

站对无人机的定位作用来修改无人机航线。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37
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伟铭 19140200004

张传梓

/1914020007

3,邓博峰

/1914010010

薛军帅 副教授 0809
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可以根据实时照片对不同路况

进行识别并向车主发出消息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38X
智慧教育微信公众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侯瑞杰 18069100020

刘潇

/1801010015

5,吴云翔

/1805050011

9,严宇

/1805050002

5,宋雨珂

/1905010015

柴建 教授 0809

该项目立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把微信作为切入口，以微

信小程序为载体，借助其无需下载，无需安装，用完即走

的特点，同时借助微信公众号的优势，在聚焦于各学科题

库的同时，也将教学视频与课件，竞赛题目及备考练习题

等信息资源进行聚集整合，力图满足学生群体的多样需

求，为学生打造一个扎根于学生群体，服务于学生日常学

习的校园生态系统。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39

Hydrax-sky——基于ogre的

海平面实景渲染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以恒 18020600017

窦鑫

/1805030002

1,王文涛

/1801910004

1,李永苏

/1802010016

9,陈晓璐

/1802030003

7,杨苾妍

/1805010015

马向超 副教授 0807

该项目为一款基于Ogre的海平面实景渲染模型，包括天

空，海洋和海边景物的渲染，海边景物的建模通过3dsmax

或maya或进阶zbrush完成，可广泛应用于电影特效场景制

作，游戏场景制作，旅游宣传片，海边设施建设模拟，海

边救援场景模拟，以及地理、海洋相关知识普及教育等，

给人以真实直观的感受。 指导教师主要成果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40X
一键联-绝地生还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田旭 18180300060

刘松阔

/1813050007

9,王若凡

/1805030005

6,张晨阳

/1918030003

蒋忠元 副教授 0808

本APP项目主要是指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例如地震、海啸

或者被困深山等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救援人员找到被困

人员并在救助时给予一定的帮助，从而大大的增加被困人

员的生还率。例如地震时，没有通信网络的情况下，本款

APP依然可以向周围发出求救信号，并且可以形成自组网

络，以此来提高被困人员的获救率。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41X

文字、动画、视频交互式小说

阅读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郭林琪 19079100006

谢文博

/1905040000

7,侯抱朴

/1901010026

1,柳喆泉

/1801010003

7,杨利伟

/1918020000

刘丹 副教授 0809

意图搭建一个融文字、动画、视频为一体的原创文字游戏

网站，该网站改进了传统的小说发表及读者“打赏”平

台，把单方面的作者输出与读者被动接受的小说阅读模式

改进，作者将文字与画面结合，添加人物立绘，还可以插

入音乐、动画，甚至视频剪辑。作者所用到的画面素材、

动画音效素材等都由平台提供。平台提供故事大纲时间线

功能和关键词查询功能，作者发布作品前先提交大纲，防

止挖坑不填，并且便于判断故事类别，拒绝无脑恋爱作品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42
自动关灯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朝阳 17140120017

商鹏鹏

/1714012002

0,王逸群

/1714012001

8

汤华莲
讲师、

副教授
0809

红外感应开关是基于被动红外传感技术的自动控制开关，

主要感应器件为人体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基于热释电红外

传感技术的红外感应开关，本身不发任何类型的辐射，功

耗很小，白天在光控作用下，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晚间当

有人进入感应范围时，传感器探测到人体红外光谱的移动

变化，开关自动接通灯亮，如果人不离开，开关会一直开

启，人离开后，开关延时一段时间自动关闭灯灭。利用此

原理从而可以控制自习室的光源，实现自动开关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43X

多应力耦合下典型封装结构与

元器件寿命预计方法及软件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刘峻成 18170100075

吕芸萱

/1817010007

9,胡心兰

/1804010014

4,张正坤

/1804010000

3,高浩文

/1804010015

何亮 副教授 0809

通过对典型封装结构和元器件（如TSV、焊点、键合、MOS

、电阻电容等）在单应力条件下的失效机理建模，并结合

有限元仿真结果进行可靠性分析，进而对多应力条件下失

效机理的耦合机制进行研究，最终形成一套多应力耦合机

制下的参数退化与寿命预计方法，并形成实用化软件。本

成果可指导电子产品生产企业的工程设计人员，从可靠性

设计的角度改进产品的设计或工艺缺陷，也可针对不同企

业用户选购的电子产品进行可靠性鉴定与筛选。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44

面向监控的可见光与红外图像

融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荀天旺 18050100007

李堃婷

/1805010007

4,林笑宇

/1805010014

0

刘向增
高级工

程师
0809

普通的监控设备易受光照等条件的影响，因此只在光照良

好的情况下才能较好的工作。红外监控不受照明变化，天

气和其他干扰影响物体的检测。但是，红外图像空间分辨

率低，因此很难区分细节。相比之下，可见图像具有较高

的空间分辨率，并且具有丰富的颜色，使其中的物体生动

且易于识别。因此采用将可见光与红外图相融合的方法，

将两种监控图像融合在一起，可以很好的解决两种监控的

缺点，使监控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正常工作。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45X
机器人世界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罗鑫 18030400028

胡张源

/1803010033

3,沙文杰

/1803010042

7,黄河

/1820010009

7,张家瑞

/1906910018

张涛 讲师 0808

机器人世界是一款重在让玩家发挥想象力创造并模拟机器

人的一款游戏。该游戏再PC端运行，属于模拟经营类游戏

。游戏的故事背景设定为现实时间后的20年，机器人在社

会中已经十分流行，玩家通过收集机器人的各个部件根据

自己的想法创造机器人。游戏中机器人模块化程度高，玩

家发挥想象力的范围广。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46X

基于激光雷达的汽车安全车距

预警仪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陈言 17050120094

高素琪

/1707011000

6,张佳

/1705012008

0,孙硕枫

/1820010014

2

刘春波 副教授 0808

在如今拥挤复杂道路交通中，因为车距太近、司机发呆、

侧方来车、草丛中突然闯入的行人导致交通事故频发，我

们立足于创业创新，以推动现实为导向，研发这套系统，

在司机驾驶的过程中，会通过激光雷达探测周围移动物体

的距离和相对速度，在微型计算机上与已建立的模型进行

分析比对，在必要的时候对车主进行提示或者预警，从而

达到降低事故发生率，保护路人和乘客安全的作用。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47
"浴"你为伴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郑  靖 19149100006

邓雨涛

/1914010003

9,杨瑞祥

/1905010013

9

韩亮 副教授 0809

本智能浴室镜系统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显示系统，

可以作为显示器显示画面，同时具有极强的防水功能，可

以尝试选择实现屏幕的触屏，如果不能实现触屏，则要依

靠第二部分的语音系统。第二部分是语音系统，可以内置

“小爱同学”，使整个系统类似于带触屏的小爱智能音

箱，可以放音乐，也可以用来听用户的语音指令来实现系

统的操作。第三部分是自动加热除雾系统，可以自动检测

镜子上出现了水雾，并且通过一定的加热手段除雾。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48

基于深度学习的工业生产线拉

链产品质量缺陷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灏 18130500183

巢豪锐

/1813050019

2,张重恩

/1813050037

7

方厚章 讲师 0809

本系统算法主要是针对实际工业生产线上对拉链缺陷自动

化检测的需求，结合深度学习的算法来设计拉链工业生产

线链齿缺陷检测系统。该方案克服了传统检测方案耗费大

量人力与时间的问题，弥补了机器学习在拍照取样进行学

习前必须进行图像预处理的缺陷。本项目通过对大量数据

进行标记，进行多次训练以及试验测试，在不同的划分比

、迭代次数等条件下选出最优的训练架构。最后在架构好

网络后编写一个可视化系统以供使用。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49
赛事理解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万子衿 18040500074

吴燕芸

/1701935004

5,吕立鹰

/1705051006

6

贾松卫 讲师 0809

本项目为针对视频中多目标行为识别。 场地空间位置还原

。通过对视频图像中场地特殊标识实时检测和跟踪实现摄

像机标定。多目标识别、定位、跟踪。实现对场地内特定

目标进行实时跟踪和状态更新。行为识别。借助目标之间

及目标与场地之间交互信息实现比赛战术行为描述与识别

。即多分支的行为判断，包括定位、运动及状态信息、建

模不同对象的交互关系，从而给出威胁系数。战术决策分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50

面向个人跨平台桌面与混合云

管理方案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俞阳 17030188025 宋建锋 讲师 0809

本项目旨在探究一个体系,即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实现文件

同步,配置同步,简化远程调用的步骤,最终达成在不同的设

备上形成一致的,自己配置的环境与文件系统; 同时在计算

能力充裕的设备上部署Openstack,将其抽象为 个人的

Paas平台,与公有云提供的Paas平台一起对个人提供Saas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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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单片机的自然声光唤醒闹

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诗雨 19050500127

徐新异

/1905050009

3,刘驰

/1916020006

0

赵文娟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旨在做出一款模拟自然的闹钟，该闹钟款可以模拟

自然界中早晨之景，从而达到用最自然的方式唤醒人们的

效果。 传统闹钟采用铃声唤醒的方法，但是人在深度睡眠

中突然被闹钟叫醒，会引起身体保护性的条件反射，体内

肾上腺素水平迅速提高，心跳加快，血管收缩压升高，长

期受到这种刺激，很可能导致一系列睡眠问题，甚至引发

高血压和精神问题。故此，我们小组决定制作一款模拟自

然唤醒的闹钟，细节要等具体实施。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52

自由行走——自主导航无人驾

驶小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孟凡鑫 18140200072

张青

/1814010013

9,江立峰

/1814010012

2

游海龙 副教授 0809

无人驾驶，一直是国内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伴随着ros机

器人开发和视觉SLAM的发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可能。我

们的项目想将这两者相结合，ros用于控制小车移动，

slam用于地图规划，做出一款可以自主规划出发地和目的

地的无人驾驶小车，这个项目的市场前景广泛，在国创期

间，我们想做出一个小型小车它可以广泛的用到小型货

物，餐饮的配送中去。在后期，我们想根据各种行业的特

定需要，做成特定功能的无人驾驶车，将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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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贝检测的自动降噪耳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秋力 18050100083

闫钰珩

/1805010018

1,张芯瑀

/1805010021

1

闫允一 副教授 0807

这是一款基于环境检测的自动化降噪耳机。它采取主动、

被动降噪相结合，被动降噪即舒适体积合适的海绵套和硅

胶材料，主动降噪即在检测到环境噪音后耳机内部产生一

个与噪声声波相位差为π 的声波进行抵消。其次，我们设

想将一个类似分贝仪的仪器元件植入耳机内部，并设定好

认为环境需要被降噪的界限范围。当环境音量超过这个界

限后，耳机将自动触发降噪功能。除此之外，可设置一个

控制按钮，使用者可通过自身感受选择是否开启降噪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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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AN的图像修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金子诚 18029100023

陈镇威

/1802010021

9,杨泽煜

/1802010021

8

沈玉龙 教授 0808

GAN（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即生成对

抗网络。是学术界一个火热的研究课题，它以独特的零和

博弈与对抗训练的思想生成高质量的样本，具有比传统机

器学习算法更强大的特征学习和表达能力，目前在机器视

觉领域尤其是样本生成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本项目以

生成式对抗网络的不同模型和应用为研究对象，在广泛调

研GAN的最新文献基础上，结合不同模型的对比试验，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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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tm32姿态解算仿生双足

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景  鑫 18040500015

施斯

/1801040001

3,张波

/1802010015

2

马中发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利用stm32作为主控板，利用运动学和机器人原理

的知识，将之前双足机器人的结构进行进一步优化，用电

力驱动，驱动装置为电机，舵机，实现双足机器人的基本

运动状态，如行走，跑，跳，上楼梯等。在linux系统中

利用gazebo仿真软件进行动力学仿真，做到精确完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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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避障及手势控制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鹏吉 18169100008

杨文韬

/1816910000

3,陈攀琪

/1816910000

7

冯冬竹 教授 0809

此项目为自主避障及手势感应无人机，目的是提高无人机

的自主避障能力和简化无人机的复杂操作，提高无人机的

人机交互能力。实现无人机的自主避障功能，综合利用目

前主流的几种无人机避障方法，使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识

别障碍物，在无人机达到与障碍物的安全距离之前实现自

动悬停；无人机的手势控制，通过一些简单的手势实现对

于无人机的一些基本操作；集成蓝牙和Wi-Fi模块，使无

人机能够通过终端实现远程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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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立体通话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淼 19069100189

宗星芃

/1901040001

7,彭冠升

/1903010031

0

韩懋杰 助教 0809

三维立体通话技术，其可实现的人与人的“面对面”交

流，首先，其可满足常年外出的人对家人情况的“真实”

了解与对家庭的关怀，再而，其可应用于网课，员工培训

等，提高交谈的生动性，进而提高教学效率，提升学员的

学习能力，并且，其可强化工业上的远程AR维修，进一步

提高工业产值，提高维修效率，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 指

导教师主要成果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58

同步整流高效率程控电源变换

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新杰 18140200213

令佳明

/1801019001

0,吕立鹰

/1705051006

6,彭宝康

/1705041001

2,周美宏

/1705051007

宗汝 工程师 0809

基于专家系统调试电源系统，提高功能密度与效率，降低

在传输线上的电能损耗，降低电力能源成本，且输出稳

定，减少电力事故的发生概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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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别动它！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凯 18050500122

王丹

/1805040001

4,杨光瑛

/1901010020

0,周涵涛

/1805010013

6

刘德连 教授 0809

当下，手机的应用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很

多人沉迷于手机，以至于学习下降，精神不振等。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我们想设计一款App，可以对不同应用上锁，

设定锁定时间，来缓解人们对手机的沉迷。相比于其他的

锁机App，我们的App更具人性化，在不需要整体锁机时，

可以选择对个别应用加锁，不影响其他功能性软件的运行

。同样也可以做到一键锁机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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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留迹字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贝宁 18030100190

常正奇

/1703014002

9,刘旭杰

/1703014009

3

刘毅
助理工

程师
0809

本项目的产品是一款电子签名板，该产品基于硫化锌锰颗

粒的机械发光以及压电效应与光激发原理，以此来显示签

字痕迹和完成对笔迹的记录，具有信号连续，辨别精准及

自主供电等诸多优势，并且可以完成笔迹的无线传输，可

以应用在银行政府等诸多需要签名的地点，前景与市场十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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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图像视觉域转换技术研究及交

互式娱乐网站建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浩天 18180200005

沈延武

/1818010007

3,郑晓晶

/1818020000

7

吴建设 教授 0807

随着移动网络的发展，社交网络平台，例如微博、微信

等，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发

自拍晒朋友圈已成为一种分享生活的方式，而自拍软件的

盛行又为照片处理多样化带来了可能。动漫文化的流行带

来了动漫时代，合照、自拍等人物照片的动漫化处理迎合

了这种潮流，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的娱乐消遣之一。本项目

组基于生成对抗网络模型创新实现了从真实世界到动漫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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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自动驾驶快递配送小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柯书奥 19140200221

王瑞

/1914020014

3,苏宪霆

/1914010010

8

孙德春 副教授 0808

一辆能够自动驾驶的送快递车，它可以在通过网络上的信

息去接受点取得物件，并通过导航系统进行路径规划，及

客户网上填报的地址信息通过自动驾驶送快递。它会通过

内置系统实现判断路况，平稳驾驶，避让行人车辆等基础

功能，并且，它还会具有记忆储存路线功能，可以记忆第

一遍走过的路线及其路况，方便下一次送快递。送及客户

后，可通过刷二维码来进行取件 并且，该车也适用于配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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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当下大学生重点课程及竞

赛教育的教育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谢文博 19050400007

朱宇杰

/1701014007

1,张志越

/1801210005

9,樊苏颖

/1801040002

7,郭婧妍

/1905010006

李艳辉 副教授 0809

本软件致力于打造大学生专属的教育平台 涉及范围：高等

数学、C语言、高等数学竞赛、程序设计竞赛 功能： 资源

共享：章节总结、教学视频分享、测试卷分享（本校及外

校）、专题总结（对易错点及难点的总结） 讨论功能：题

目互助（参考小猿搜题作业互助板块） 网络教学功能：远

程在线教学、视频录制（各校学霸） 题库功能：构建大学

题库、在线组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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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微型植入式血液检测装置及对

应无线充电装置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  威 19140100022

王雨婷

/1914020013

7,陆云飞

/1914020001

2,潘炜文

/1914010009

9,冯献礼

/1915910004

8,邢依欣

/1905910001

杨熙 讲师 0809

医学血液检测需要通过抽血的方式来进行血液检测，这样

会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不适；本项目试研发一种微型血液

检测装置，以及其对应的无线充电装置，来减少患者血液

检测的痛苦以及提高患者就医效率；无线充电装置的研发

主要利用当前较为成熟的“中场无线传输”技术；“中场

无线传输”技术已在动物试验中获得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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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瞬态/生物可降解人工突

触-为信息安全保驾护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俊啸 17179110002

魏杭东

/1717011000

9,彭艾盈

/1717011002

1

王宏 副教授 0809

人脑中的突触和神经元构建了一个高效、计算能力强的神

经网络结构，可以同时实现信息的传递、处理以及存储。

近年来，模拟人脑功能的神经形态器件受到广泛关注，取

得重要进展。然而，人脑另外一个重要特点—生物可降解

性尚未被关注。本项目拟研究一种模仿人脑神经网络的生

物可降解神经形态器件，用于模拟生物突触的信息处理功

能，为构建高智能、绿色和超低功耗类脑芯片打下基础，

对实现神经网络的安全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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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慧农业管

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彦臣 18030100244

陈涵

/1803010020

3,苏烁

/1813050020

5

张志为 讲师 0809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慧管理系统，是依附于网站，针对传

统农业的人工操作、依赖经验、人工管理强度大、农产品

追溯难等问题，在物联网与区块链的扶持下，提供的涵盖

了新型的综合解决方案的系统 系统面向三方角色：专家、

管理员、农户 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任务，使用区块链技术

来让相关流程更为安全，透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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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文本波动速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静 18050100102

朱欣宇

/1705018000

9,李必清

/1805050014

6

田小林 教授 0808

“基于深度学习的文本波动速读”是利用深度神经网络来

实现文本摘要的自动生成。随着近几年文本信息的爆发式

增长，人们每天都能接触到海量的文本信息，如新闻、博

客、聊天、报告、论文、微博等。从大量文本信息中提取

重要的内容，已成为我们的一个迫切需求。本项目通过对

原文本进行压缩、提炼出关键内容，为用户提供简明扼要

的文字描述，从而大大节约时间并精准地找到使用者需要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68

基于光全反射及LED补光的新

型采光窗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正顺 18050400028

陆天泽

/1805030002

4,范政博

/1907010001

3

崔志伟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基于光的全反射基本原理，以及LED补光系统，研究

一种新型的采光设计，实现室内的光照强度的恒定，从而

营造一个舒适，合理的室内环境。具体做法是在室光源直

射区域布置全反射材料，让光照反射进室内较深处，然后

再在合适的位置继续布置，通过多次反射保证自然光源的

最大利用。另外再利用LED灯光对难以反射到的区域进行光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69

结合红外检测的定向打击系统

飞行控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隆盛 18140200200

万子衿

/1804050007

4,吴承林

/1903050000

8

张弘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使用openmv进行红外目标特征的识别，openmv属于

单目相机，无法通过对单一图片的处理进行深度信息解

算，但导弹在运动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系列连续的图片，

由改进的SIFT算法确定关键点，然后通过openmv上的位置

信息以及系统陀螺仪上的数据结合实现飞行的控制，通过

pwm控制飞行舵面，控制系统的飞行方向，最终实现定点红

外识别和定点的打击。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70X

喀哒乐编——儿童实物编程教

育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尤家瑜 18150200015

王子聪

/1815020003

0,刘彪

/1915910003

8,张星宇

/1906910001

2,秦凯麒

/1801010043

王福 教授 0809

喀哒乐编，致力于5~10岁儿童实物编程教育。使用自主研

发设计的积木式的电子拼插元件模拟编程方法，并在此基

础上实现一定功能。无需编程基础，只要通过动手实践，

就可以在培养孩子计算思维的同时让孩子的思维火花成为

现实。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71
手机搭载VR眼镜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明东 19010100006

郭建道

/1901010010

2,李志清

/1901010007

9,赵仁杰

/1901010010

8

王伟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一代产品是基于基于雷达、视觉（单目）、深度学

习技术的老年智能跟随无人车。主要功能为智能跟随老人

出行，在老人出行的过程中全程跟随防止意外并提供各种

智能服务。首先是通过视觉技术和深度学习，捕捉老人的

特征，实现对老人的跟随。激光雷达和UWB技术帮助定位、

跟踪、避障等。选择跟随方式是考虑到老人的锻炼需求，

同时，智能跟随功能将老人从携带工具中解放出来，真正

做到毫不费力“即想即用”。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72

物联网插座及宿舍智能用电监

控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巍 18010100440

云川

/1801010034

1,刘思源

/1803010036

1

高明 副教授 0809

该项目的目的是打造一个能够实时采集各宿舍用电数据，

并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对各个宿舍的用电情况做出

危险用电水平评估，辅助宿舍管理人员监控宿舍的用电安

全。基本功能大概包括：宿舍总闸实时电流、电压、功率

监控，宿舍危险用电水平评估，宿舍用电安全隐患预警等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73

基于表情识别技术的婴儿智能

看护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宋钰晗 19010100206

彭劲

/1805010013

9,王金潮

/1801010005

5

毛莎莎 讲师 0809

本项目是基于表情识别技术和人脸识别技术的智能婴儿看

护系统，通过实施捕捉婴儿面部表情判断婴儿的状况和需

求并反馈，同时具有禁区闯入提示，基本指标检测和判断

等辅助功能，实现对婴儿的安全保护、实时了解婴儿需求

和周围环境。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74
具有输入缓冲系统的智能电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康文博 18010500032

徐超

/1801910002

4,宁茜妍

/1702013007

9,钟茗胜

/1804010011

陈健 教授 0809

具有输入缓冲系统的智能电源，可实现恒压恒流以及恒功

率模式的调节，可作为模块化产品进行稳压稳流，在电源

不稳定或突然掉电时提供后备能源，避免数据丢失或者电

源无法提供启动峰值电压，并且可以在刹车或下坡时进行

能量的回收贮存从而节约能源并减少刹车时所产生的热

量，增强了系统稳定性。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75
社区医疗服务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钱彤途 18019100010

李昊坤

/1901210007

2

许卫东 讲师 0807

“社区医疗服务小程序“项目目的是在购物，医疗等方面

让居民生活更加便捷。 搭建社区内购物及送货平台。 搭

建技能人员入驻平台，当用户有需求时，可实现@所有技能

人员的功能，有合适时间及技能的人可与用户联系，并一

对一交流。 搭建医师、康复理疗师、药店、社区医疗服务

站、医院的入驻平台，患者根据介绍和需求寻找适合的医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76

基于行为识别的视频暴力行为

检测与警报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彤 19012100009

齐浩天

/1807910000

4,高鹏然

/1701012001

4

杨曦 副教授 0808

本系统利用行为识别检测监控视频中暴力行为的发生并进

行警报。对于校园中、家属区等场景中的暴力事件，及时

的干预能够减少损失，保护生命安全。本系统计划使用CNN

与轨迹结合的行为检测方法，提取监控视频中的空间与时

间特征，与轨迹特征进行结合，消除遮挡、密集人群等干

扰因素带来的影响，通过获取视频、识别目标、行为判断

等措施，有效地对于视频中的暴力行为进行判断，发现异

常时及时做出反馈与警报，调动人员处理以减少损失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77
基于深度学习的加速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玲 18010100425

田鼎义

/1801050006

1,李慧奇

/1801050010

6

雷杰 副教授 0809

近年来，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智能算法，在机器视觉，图

像处理，模式识别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实践与应用。卷

积神经网络作为深度学习中一种重要的算法结构，在实践

中常用图形处理器（GPU），专用集成电路（ASIC）与现

场可编程阵列（FPGA）作为硬件加速平台来加速卷积神经

网络算法、由于FPGA拥有大量逻辑资源，具有可重构，低

功耗与高性能的优势，因此本项目决定通过理论分析卷积

神经网络模型，结合神经网络的结构特点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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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基于多模信息融合的电力电缆

故障精确定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聪 17010530020

崔恒鑫

/1701053000

5,胡俊丰

/1701053001

1

郭万里
高级工

程师
0809

电力电缆故障已经是电力系统中非常普遍的问题，严重影

响着电力系统的安全，给社会带来难以预计的经济损失。

电缆故障的精确定位是解决故障问题的核心，直接关系到

故障定位的快速性和有效性。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的项目

将根据当前电缆故障精确定位技术的发展，比较它们的优

点与缺点，提出并实现基于多模信息融合的电力电缆故障

精确定位模型。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79
空中智能作业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尧儒 18010100049

杨礼

/1901010037

1,郑珂欣

/1901210002

0

栾英姿 副教授 0809

当前无人机主要于航拍等消费级市场，在工业级方面开发

程度很低。目前各行业的高空作业均存在用人力则危险，

用物力则消耗成本高的特点。于是我们小组发挥想象，在

无人机的基础上增加一对机械臂，使其变为智能空中作业

机器人。本项目可以实现农田喷药、灌溉，果园果实的采

摘，外卖与快递的物流投递，礼堂的布置，高空电路检修

等等，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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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基于FPGA的智能家居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池 18010100244

张赤勋

/1801010024

9,赵志恒

/1801010024

5

张健康 副教授 0809

我们小组想要体现的物联网智能家居设计是基于FPGA技术

以及zigbee无线通信技术，能够多媒体控制等功能，为用

户提供全新物联网智能家居生活体验。智能家居系统利用

智能开关、智能插座等传感器和控制器，将门窗、照明、

家电、安防等家居设备连成家居网络，进行统一管理。而

在智能家居的网络中，智能网关负责对整个系统网络进行

信息处理和命令协调，是整个系统的“大脑”或者说“中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81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微表

情识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子欣 19010500004

吴海鹏

/1901010018

3,刘雨涛

/1901210001

4

慕彩红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目的是开发一款人工智能软件，能结合多种日常用

品，成为灵活的智能家居产品。它的主要功能有：可以进

行人脸识别和认证；对微表情的种类判定结果多样化，并

且对主人的微表情进行识别，分析和记录；能够及时根据

分析所得结果来应对主人，表达形式为对话式，同时具有

自主学习能力，借助大数据库来完善应对效果。本项目最

终希望实现人工智能在满足人类的情感需求方面更进一步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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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一苇可航”-车载AR导航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致源 18010400001

吴世龙

/1801050008

9,于彤洲

/1801010035

6

吴宪云 副教授 0809

该产品能够对道路及路口进行检测，并与导航信息匹配，

同时可以对前方车辆或行人进行检测，进行预警，最终将

预警以及指导信息投影到挡风玻璃之上，直观清晰，并且

可以对司机进行提示。我们基于百度Apollo计划，将导航

信息导入设备；利用车载摄像头，基于深度学习进行图像

处理，将导航信息与路面信息进行匹配；利用激光雷达、

毫米波雷达等进行测距，从而感知风险；利用AR-HUD技

术，将信息在挡风玻璃上进行实时显示。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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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基于UWB技术的室内定位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伟康 18010100142

白会宇

/1801010036

4,李函达

/1801010021

9

尚磊 副教授 0807

用于户外精准定位技术已经成熟，但是基于室内的定位系

统还未成熟。超宽带（UWB)技术应用于室内定位有非常好

的发展前景，它是一种使用1GHz以上频率带宽的无线载波

通信技术。它不采用正弦载波，而是利用纳秒级的非正弦

波窄脉冲传输数据，因此其所占的频谱范围很大。UWB技术

解决了困扰传统无线通信技术多年的有关传播方面的重大

难题。而且如若将芯片加在移动设备中，形成广大的定位

网络。那么它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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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基于地铁出行场景的小游戏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郭怡阳 17010120018

郭峥嵘

/1701012001

9

郭万里
高级工

程师
0808

一款基于地铁出行场景的小游戏。通过游戏元素提高用户

粘性，内含闹钟、阅读、备忘录、小游戏、音乐播放等对

网络要求低的模块，满足用户各种需求的同时避免了行车

过程中网络状况不佳造成的问题。结合大数据:用户年龄段

、性别、规律乘车站点、路线、时段等用户画像标签；结

合常见的互联网运营体系进行设计，如用户等级、积分、

成就系统等；实现紧密结合场景特点，具有场景特色、趣

味性的APP内嵌小游戏。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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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基于面部表情分析的人类情感

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杨子 18012100035

吴家麒

/1801910005

1,袁梓昂

/1801910000

6

郭伟 讲师 0809

我们本次的创新项目是基于面部表情分析人类的情感，实

现一个图像情感检测系统，该系统通过静态2D面部表情的

分析识别，实现对于人脸图像的情感检测，系统可以实现

测试图像中人脸的自动化定位、检测，并将人脸信息输

出，作为后续表情识别的对象。提取表情后，通过算法对

人脸进行面部关键特征点的标定，之后再将待检测的人脸

图像分类到训练图集的某个类别里，对比，即可检测相应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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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智能垃圾分类及收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智 18010500124

刘起航

/1801010037

7,张天龙

/1801910002

7

何刚 讲师 0809

智能垃圾分类及收集系统是一款基于图像识别技术和深度

学习图像快速处理算法的垃圾分类和收集系统。该系统包

含图像收集处理系统，门禁系统，智能机器人收集系统，

云端调控系统。图像处理收集系统用于垃圾图像的采集与

识别，门禁系统基于图像的处理结果控制相应的垃圾桶口

开闭。智能机器人收集系统可以在一定区域内收集并分类

投放垃圾。云端调控系统将随时监测垃圾桶内垃圾的数量

来调控垃圾车快速高效的工作。实现智能垃圾分类与收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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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基于人工智能的体感语音交流

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黄盛东 18010100036

曹杰

/1801010022

9,李长青

/1918030000

7

樊凯 教授 0809

项目背景： 由于纸笔书写的不方便性，手语的普及率较

低，普通人不会手语等原因，导致有语言障碍的人在社会

生活中受到了巨大的交流困难。 我们志在设计一款根据体

感系统识别用户在空中所书写的文字并匹配出相应的文字

的设备，并由设备将其读出，设备可以不断学习优化，将

汉字的识别更加切合用户的书写习惯。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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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西安景点讲解服务通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夏霖 18010100328

李丹丹

/1801010032

4,戴宇杰

/1801010032

李静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将VR技术和景区讲解服务结合，利用VR技术使得游

客能够在短时间内了解景点的具体分布以及自己所处位

置，并根据其位置提供对应地点的讲解服务，使游客的旅

游过程充实、便捷、轻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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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早餐了么”app的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健翔 18010100269

刘晓宇

/1801010044

1,孙杨纯

/1901010038

6

严惠娥 副教授 0808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想多睡一会而放弃早

餐，但不吃早餐会使得工作、学习的效率降低，甚至会危

害人的身体健康，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饭是必不可少的，

“早餐计划”致力于让更多的人吃到早餐，吃好早餐。客

户可在前一天晚上进行下单，并预定好明天需要早餐的的

时间，我们招揽的勤工俭学的工作人员将会在确定的时间

段将早餐送到相应的宿舍门口，以保证大家都能吃到早

餐，满足当代大学生的普遍需求。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90

对区域信息集中分析使得问题

解决方案准确多样化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汪嘉毅 18050600024

文艳

/1801010029

1,郗春晖

/1805060003

栾英姿 副教授 0809

如今，百度已经不再是⼈们寻求解决问题⽅案的唯⼀选择

了，很多⼈会通过哔哩哔哩，⼩红书等 app来解决⾃⼰遇

到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做成⼀ 个在⼀定区域内部使⽤
者提出问题我们就能给予⼏个直接可⾏⽅案的软件。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91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教学互动社

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舒钧康 18010100195

姚舜

/1801010041

7,李兴龙

/1801010010

2

董庆宽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是建立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教学互动社区。在这

个社区里，用户可以通过匿名的方式，将自己平时的学习

过程记录其中。这将会起到一个日记的作用，让用户及时

了解自己的状态，并加以调整；在其中宣泄压力；供之后

翻看回忆。对学生而言，该社区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教学的

大体动向，加强与群体间的交流互动。对教师而言，这会

是一个接近学生群体的机会，也会是脱离单调书面工作，

发现不同的可能。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92
好学单词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文顺昕 18010100316

郝佳楠

/1803010031

2

范磊 副教授 0808

英语单词是学好英语的基础。本项目尝试开发“好学单词

”手机应用来帮助中国用户更好地学习英语单词。 好学单

词APP将有针对性地让用户从听、说、读、写四方面学习单

词。 拼读英语单词是APP亮点之一。单词拼读很重要。用

户使用“听单词”功能，不仅可以听单词的发音、例句，

还可以听单词拼读。拼读功能既可以帮助用户学习单词，

也为单词记忆不牢固的学习者提供了方便。 也希望可以带

给所有语言学习者一点帮助和启示。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93
跑腿儿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宁 18010500009

孫琳峰

/1801013000

1,江晓杰

/1802070002

0

白延军
高级工

程师
0808

一个方便于大学生拿快递外卖，可让商家去入驻以及去让

学生去接单的一款软件。学生除了通过不断地接单赚取外

快以外，也可以通过接的次数多少获取额外的奖励。此外

也可以让快递商家入驻能让大学生从软件上看到自己的快

递信息，方便学生在空闲时，顺路时接取任务。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94

基于人脸识别对学生上课情况

以及视频的处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柯沂 18010100406

李慧奇

/1801050010

6,欧阳可铮

/1801010003

8

李娜
高级工

程师
0809

近年来，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智能算法，在机器视觉，图

像处理，模式识别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实践与应用。摄

像头根据智能算法记录学生的抬头时间和抬头率，数据会

发送到我们制作的安卓APP上，每个家长都有机会了解自己

孩子的听课情况。老师也不用浪费精力在提高学生的课堂

学习效率，课堂的效率会全方面的提高。同时我们会处理

学生听课的视频家长也参与到改善学生学习效率的行动中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95
基于uwb的室内定位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贾淳泽 18010100345

高玉全

/1801010037

3,甘棚仪

/1801010024

8

尚磊 副教授 0809

此定位系统采用多基站标签和一个终端的结构，实现目标

物体室内定位，在终端显示方面，通过电子地图，模拟出

具体的房间，其中有标示为红色的危险区域或物品，可以

在电子地图中直观的观察到各个标签的位置、移动轨迹以

及其轨迹的回放，此外还有电子围栏、电量的实时检测等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96X
火灾智能指引疏散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辛雨菲 18010100280

鲁志瑶

/1801040001

5,唐成创

/1803010001

5,张冠华

/1806910015

7,蒋晓天

/1701017001

刘雪芳 副教授 0809

火灾智能指引疏散系统是一款基于 stm32l151、利用 

lora 进行数据传输的智能疏散系统。该系统由节点、网

关和服务器三部分组成，节点将传感器搜集到的信息发送

给网关，同时对网关反馈的信息作出反应；网关充当节点

与服务 器之间的传输中介；服务器对网关发送的信息进行

处理（包括数据计算分析，最优路径的规划等），并将分

析结果 反馈给网关。基于目前的城市建设情况，该系统有

广阔的市场前景。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97

“一苇可航”-车载AR导航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佳雨 18012100003 尚韬 教授 0101

该产品能够对道路及路口进行检测，并与导航信息匹配，

同时可以对前方车辆或行人进行检测，进行预警，最终将

预警以及指导信息投影到挡风玻璃之上，直观清晰，并且

可以对司机进行提示。我们基于百度Apollo计划，将导航

信息导入设备；利用车载摄像头，基于深度学习进行图像

处理，将导航信息与路面信息进行匹配；利用激光雷达、

毫米波雷达等进行测距，从而感知风险；利用AR-HUD技

术，将信息在挡风玻璃上进行实时显示。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98X
“简行”可移动共享储物柜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郭皓 18040100048

白雨珊

/1814010005

9,刘齐月

/1807010003

9,金斌杰

/1705911011

1,李靖

/1804030009

白丽娜 教授 0809

“简行”可移动共享储物柜预想将共享经济与快递物流的

经济形式结合起来，实现了储物箱的既可移动性又可固定

性，满足了用户在一些特定情况（出行行李过多，逛街被

物品拖累等）下的储物需求。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399

面向教育和玩具业的多通道遥

控链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秦健 18040100001

朱恒禹

/1804040001

7,陈毅煊

/1804030008

5

詹劲松 讲师 0809

项目简介：本项目采用无线串口通信技术，制作多通道无

线串口通信接收模块和发送模块，分别连接在接收端和发

送端，实现无线串口多通道通信，减少了电线的使用，并

且实现一个串口进行多通道的通信，同时接收多方面的信

息，应用于玩具和教育行业，让玩具同时实现多个方面的

功能，使玩具功能更加多样化，一对多教课沟通更加便捷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400
基于人工智能的宿舍神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单宏伟 18140200062

郭洪志

/1804010008

8,董昭圳

/1804060000

8

解忠良 讲师 0809

在充分调研了当代大学生用电情况之后，发现浪费电力资

源的情况普遍存在，主要原因是没有做到随手关灯。除此

之外，由于冬季作息下宿舍晚间强制性断电，也存在强制

断电后没有及时熄灯导致浪费电力资源的情况。基于此情

况，我们计划设计一款小型“机器人”，可以利用红外传

感感知的相关原理来探测宿舍内是否有人，从而决定是否

关灯。同时对于这种“机器人”，也可以包括类似于电子

闹钟、天猫精灵和温度、湿度计等功能。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401
“明”心理健康APP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宗媛 18040300037

张宇

/1705061000

3,成涛

/1804030003

4

刘健 讲师 0809

当前大众对于心理健康方面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长，未来市

场总需求量巨大。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团队基于生理监测

、情绪计算与生物反馈减压的三大自主研发技术，开发一

款名为“明”的心理健康APP，以实现了心理压力监测、动

态快速压力调节以及几种常见的场景性减压：提高工作效

率的振奋场景、日常的心理放松场景、不同需求的舒眠放

松场景以及临场的快速减压场景。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402

基于FPGA的三维数字示波器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志欣 18040300030

黄森

/1704052002

1,陈星宇

/1704052003

4

詹劲松 讲师 0809

随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信号的测量技术要求越来越高，示

波器的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数字示波器是模拟式播器

技术，数字化测量技术，信号处理技术的综合产物，它主

要以微处理器，数字存储器AD转换器和DA转换器为核心，

输入信号首先经AD转换器转换成数字信号，辅以FPGA为主

控制器和必备的外围电路，完成基于FPGA的三维数字示波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403

基于缺陷地结构的易共形体域

网可穿戴天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舒涵 18040500093

薛海鑫

/1804050009

8,高媛媛

/1804050011

0

肖建康 副教授 0807

不同于一般类型的天线，可穿戴天线在实际应用中需集成

到衣物内，实现与人体的共形。国内外学者对可穿戴天线

的研究形式主要分为平面织物天线和立体式天线，这两种

天线通过结构、材料的改良，可以实现与衣物的结合。为

了满足易共形体域网的可穿戴天线的研究需要，需要对可

穿戴天线进行详细的研究，并在缺陷地结构的基础上。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404

基于超声波测距和图像处理的

自动避障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磊 19040300002

蒋君睿

/1904010001

3,王恺

/1904050007

4

张菊香 副教授 0808

在无人机的实时飞行技术中, 避障技术是一项十分关键的

技术。无人机避障涉及障碍物识别和避障路线规划,本项目

将运用图像处理，超声波测距的复合式信息获取方式，以

达到精准避障的目的，同时进行无人机自主设计与组装，

以达到预期项目效果。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405
微波自动烘干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炳轩 19040100079 蒋翔俊 讲师 0809

水性漆是家具行业的大势所趋，但是水性漆干燥过程比较

长，且受温度和湿度影响。水漆震荡干膜生产项目，采用

微波加热原理，利用电磁波穿透物料时引起物料水分子急

速震荡而快速产生热量，内外同时加热，因此物料无需热

传导过程，避免了传统加热方式中被加热物料存在温度梯

度的缺点，建立了均匀的物料温度梯度，并实现短时间内

快速加热。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406
多用途小型遥控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正坤 19040200016

谢辛亚

/1904010012

5

许社教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针对在战场环境、狭小空间等需要隐蔽侦察或不适

合人员前往的环境进行侦察、探索的要求，研制轻型便携

、可远程操控的侦察/探索机器人。使之可以满足一定的军

/民用需求，甚至包含机器人的家用化改进方案。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407X
水果采摘机器人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逸卓 18040100070

王英楠

/1801010036

9,张波

/1802010015

2,焦梓洋

/1804030002

0,张浩浩

/1817010006

刘雨晗 工程师 0809

做出实现自动识别水果是否成熟，并进行自动采摘的机器

人，底盘可以进行多种地形的适应。 视觉算法使用

openmv，获取水果信息，并且用slam算法进行水果的定位

。 控制单片机采用stm32，用pid算法控制底盘运动，正

逆运动学等控制机械臂末端执行单元运动。 机械底盘采用

采用月球车型设计，这样可以适应多种地形，如果水果树

在山坡上也可以轻易到达目的地。机械手使用柔性机械手

抓取。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408
高校室内导航结构模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席明宇 19020100356

严拓宇

/1901010033

4

何立火 副教授 0809

在生活中，总有一些结构难以捉摸的建筑，比如各大商场

、图书馆以及各种大型设施，在室内找到具体的位置总是

令人发愁。对于刚进入大学生活的大学生也是一样。初入

大学校园，对于学校教学楼的结构缺乏了解，常常会产生

“找教室难”的问题，并会困扰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此背

景为前提之下，我们提出了该项目的构想，以解决初入大

学寻找目标教室困难的问题。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409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国超 18020100272

韩煜

/1702015006

6,张祥东

/1802010006

2,金潇雨

/1802030009

李甫 教授 0809

智能辅助驾驶，是指利用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传感等

算法、软件与硬件系统保障人们出行安全的技术。基于智

能辅助驾驶技术，驾驶员更易于获得更加完整的道路视

野，还能及时获知行人碰撞、前车碰撞等预警信息，与周

边环境的实时交互更加智能、安全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410
智能红绿灯交通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建明 18020300085

杨舒涵

/1802030007

8,秦英博

/1802030004

5

刘高高 副教授 0809

考虑到当今私人汽车越来越多，交通系统的好坏能极大影

响一个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然而当今的交通系统还存在

着诸多问题。我们希望能够研发出一套完善的红绿灯智能

控制系统，通过对各个路段的车流量的检测以及一定的计

算控制各路口红绿灯秒数的变化，以期能够最大程度上节

省居民的时间，另外对于突发情况我们希望可以做到让警

车、救护车、消防车等无等待通过。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411

基于遥感技术的耕地信息提取

与作物长势预测系统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启涵 18020700037

萧宁洁

/1802070001

3,李澳鹏

/1802070001

1,冯舒彤

/1802070001

2,朱金辉

/1802070003

冯伟 讲师 0809

本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具有批量数据处理能力的小型高精度

耕地信息提取与预测系统，该系统可兼容多源光学遥感数

据，如TM系列、Sentinel系列、GF系列和无人机数据等，

并具备快捷和智能化数据处理能力，可生成并向用户输出

高精度的耕地综合信息。该信息系统成果主要面向耕地面

积监测、作物提取与长势监测等农业遥感工作，此成果有

利于在农业方面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202010701

412

基于毫米波雷达的智能教室人

员统计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诗雨 17029110025

郑文涵

/1702911003

0,张秉昆

/1702911003

7

杨明磊 教授 0809

本项目着重于在毫米波雷达的基础上开发一个应用在小教

室的智能人员统计系统。通过模拟应用场景搭建雷达，雷

达发送毫米波接受回波进行雷达信号数字处理，模拟区域

站位场景，得到房间占位人数，方位以及运动情况，有助

于统计房间使用情况，实时监控房间内人员变动情况，实

时统计教室中学生数量。

√

2020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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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妈妈的小助手——便捷式脚型

测量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炜琪 17020120033

李奕霖

/1915030001

2,宋浩宇

/1914010013

0

武福平 讲师 0807

作品名为“妈妈的小助手——便捷式脚型测量仪”，功能

为测量并形成脚型立体图样，适用人群是无法出门的老人

、病人和外地游子，解决了他们无法亲自试穿又能够买到

穿着舒适的鞋的痛点。本产品容易操作、安全、方便、快

捷、成本低廉，并能准确采集数据，将数据传到云端，结

合计算机形成简单图像，发送到用户终端，是一款适合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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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基于遥感技术的高光谱图像和

SAR图像的融合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吴成业 19020700019

谢闪硌

/1902070002

3,潘牧晨

/1902070001

1

全英汇 教授 0808

遥感技术经过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在理论、技术和应用

上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高光谱图像不仅在信息丰富方面

有了极大的提高，在处理技术上，也有了更为合理、有效

的分析处理。SAR图像具有全天候、全天时工作的特点；一

定穿透能力，能获得类似光学照片的目标图像；拥有丰富

的极化信息和纹理信息。二者融合,对高光谱和SAR图象进

行特征提取,从而充分让两者在光谱以及极化信息方面的优

势互补,最终实现两类图像的优势互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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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微波雷达精确预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步凡 19020700016

李文翔

/1902070001

8,田阔平

/1916010002

9

贺华 副教授 0809

预警在生产，生活，军事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微波雷达

精确预警无人机的核心部分是微波雷达，载体为无人机

（可以遥控或自主巡航），通过软件编程将无人机的“视

野”与微波雷达结合实现精确预警（发现可疑目标向指挥

系统报告）和确立预警对象和控制武器。可以通过雷达发

射出的高频电磁波准确判断物体的位置和速度，并且可以

利用微波雷达精确判断物体性能，以及是否需要实施打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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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工业视觉缺陷检测与分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向阳 18030100288

费佳强

/1813050024

0,昌瑞溥

/1702018801

9

路文 教授 0809

生产线上产品缺陷在线检测是自动化生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相当一部分产品的检测仍然采用人工检测的方法，

我们的工业视觉缺陷检测与分析系统基于机器学习技术，

利用计算机视觉模型代替人工检测，对工业产品进行图像

采集、处理、检测、分析和控制。主要应用场景是拉链生

产在线缺陷检测，系统将与实际生产环节深度融合，为传

统制造业产品的质量检测提供全面定制化的服务，提成生

产线自动化水平，一定程度上实现人工智能产业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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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2010701

417
石油管道无人机巡检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姬昂 18050500127

王鑫蕾

/1805040002

2,许珈铭

/1905050003

2

李林 副教授 0809

石油管道无人机巡检项目利用无人机机动灵活的特点对石

油管道进行沿线巡检。无人机巡检省去耗时耗力的人工巡

检，而且巡航速度快，环境适应能力强，信息反馈及时，

保证了及早发现问题及时修复，同时，综合图像识别和荧

光探测技术进行更准确的探测，可以保证石油管道的故障

和人为盗窃行为的精准定位和处理。使用时只需要提前设

定好巡航路线，无人机完成巡检即可自动返航，将巡检信

息带回监控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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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基于毫米波雷达的智能家居控

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可儿 18020190006

薛郁凡

/1802019000

9,雷佳熠

/1803010042

6,孙基伟

/1702012003

唐世阳 副教授 0809

“基于毫米波雷达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目标是通过毫

米波来感应人的手势，对回波通过RMD算法进行解耦合，再

进行二维傅里叶变换，最后得到手部的位置延时信息，实

现手势识别，并通过识别系统与智能家居的适配，最终实

现手势动作对于特定家居的操控。此项目结合当今科研热

点，并有丰富的研究基础，结合创新设计，可行性高，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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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基于毫米微波雷达自主避障飞

行探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文翔 19020700018

步凡

/1902070001

6,田阔平

/1916010002

9

贺华 副教授 0809

现在社会发展对设备的智能化要求较高，虽然遥控飞机已

经被大规模应用，但是在一些情况下，人工遥控效果很受

限制，误差较大，易发生危险 ，本产品主要由无人机，定

位模块，毫米微波雷达，指挥中心，起降平台，构成，旨

在通过毫米微波雷达与定位系统相结合实现无人机从A点到

B点的自主飞行，利用毫米微波雷达避开沿途障碍，弥补上

述不足，并且可以通过摄像机拍摄实时画面，通过微波雷

达探测绘制的平面或立体方位图传递至指挥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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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VR助眠及焦虑舒缓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文博 18022100026

王选灏

/1802210003

5,姚宇辰

/1820010016

5

万波 副教授 0809

此项目基于VR平台，打造出一款具备焦虑舒缓及助眠效果

的产品。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VR技术的兴起使人们通

过立体眼镜、数据手套等特制的传感设备就能感觉置身于

一个三维世界。同时VR也因其沉浸性，交互性和构想性更

是使其被广泛应用于于多个领域。 本产品将ＶＲ技术运用

到了助眠领域，从听觉、视觉两方面入手，使用户可以自

然地舒缓焦虑，达到助眠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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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毫米波安检仪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吴学昊 19020190015

李易晟

/1902019000

5,胡宇坤

/1902019000

7

王敏 教授 0809

手持式毫米波安检仪采用毫米波探测与毫米波成像技术，

基于毫米波对人体，金属，以及介于金属和人体之间的塑

料，毒品等绝缘体的不同反应进行检测，扩大原有手持式

金属探测仪的检测范围，提高了安检水平。同时，手持式

毫米波安检仪采用毫米波进行检测，对人体无辐射性危

害，使安检过程更安全，更全面。同时，手持式使安检的

机动性更高，方便小巧，成本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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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救护车避让免责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苏航 18020100227

行佳怡

/1802010034

4

朱明哲 副教授 0809

随着城市的发展，许多交通问题也亟待解决。针对避让特

殊车辆可以免除责罚这一政策，由于申请免责手续的繁

琐，民众的热心避让却还要为此付出极大的时间成本，因

此我们希望用计算机的识别和决策来代替人们繁琐的工作

。本项目主要针对在如阴天、树枝遮挡等复杂背景下，对

救护车等特殊车辆进行识别，然后对该背景下因救护车避

让而被判定违规的车辆进行追踪，并对其避让行为进行识

别和检测，最后在交通系统中自动为其免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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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一种基于土壤成分分析生成最

佳作物种植方案的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家旭 19200300139 石光明 教授 0807

该项目通过对土壤成分及相应作物生长的广泛采样，形成

众多样本，在选择种植方案时，将土壤数据画像与样本进

行比对，生产最佳的种植方案。 通过与农业技术中心工作

人员的交流，我们确定了该方案具有一定可行性和可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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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卫”快递盒——基于物联

网技术的智能共享快递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星宇 19069100012

张星宇

\1906910001

2,张家祥

\1813050026

3

杨蓬勃 副教授 1201

为解决快递行业存在的缺乏安全保障问题，以及快递包装

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可实时跟踪定位、NFC触碰开箱、

并且可以循环使用的共享快递盒应运而生。

共享快递盒以“保护收寄件人隐私安全，关注快递盒污染

问题，发展践行共享经济以及物联网技术”为宗旨，将共

享快递盒与智能物流定位、NFC技术结合起来，使用特殊材

质制作快递盒并在其内安装芯片，致力于解决快递运输途

中的安全保障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快递盒随意丢弃造成污染

等问题。

共享快递盒具有保障物流安全、移动轨迹可长期查询、保

护环境的功能。使用时，寄件人和收件人均可通过手机app

查询到快递的精准位置信息以及是否有过开锁记录，内含

的芯片可以将快递盒的实时信息传输到用户的手机中，减

少运输途中发生的问题。

与市面上现有的少量共享快递盒相比，本项目研发的共享

快递盒的优势十分明显。首先，共享快递盒具有高度的保

密性以及安全性，可以解决目前国家邮寄重要文件或物资

的问题，并且直面快递物流行业的痛点，以此争取国家扶

持和补贴，降低共享快递盒的使用费用。其二，分析现有

共享快递盒可知，限制其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其大多由单个

平台负责，所针对的用户仅限于使用此平台的用户，加之

由于成本较高，较少的使用量无法进行资金回笼，因此发

展受到制约；而本项目的创办方作为中间平台，通过与各

大电商平台以及快递公司合作，面向的用户群体迅速扩

大，用户人群不受平台限制，使用费用将有所降低。其

三，我国快递包装垃圾污染问题不断引起政府重视，因此

绿色环保的共享快递盒市场巨大、前景看好，并且目前市

场上类似产品较少，该项目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最后，

共享快递盒与物联网相结合，利用芯片识别的技术，可以

使人工智能、无人机参与分拣或运输，从而减缓运转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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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农智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家祥 18130500263

张家祥

\1813050026

3,樊苏颖

\1801040002

7

沈玉龙 教授 0809

       本产品以规范化耕种活动、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

可监管为主线，通过对农作物生长进行全天候监管、为农

户提供可选择的权威的建议和指导、对农产品生产链进行

溯源，解决了当前耕作活动中过分依赖经验、人为管理农

场难度大以及农产品生产-加工链非透明、不可溯源等问题

。

	侍农智士是针对目前传统农业存在的人工操作、依赖经验

、人工管理强度大、农产品追溯难等问题提出的一种新型

的综合解决方案。它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和组态软件实时

远程获取农业社生产环境的空气温度、湿度、光照强度、

土壤水分温度、二氧化碳浓度、叶面湿度、露点温度等环

境参数及视频图像，通过模型分析，按照专家子系统中专

家制定的标准化生产计划，远程或自动控制湿帘风机、喷

淋滴灌、内外遮阳、酸碱调节、加温补光等设备，保证农

业生产环境最适宜作物生长;同时，该系统还可以通过手机

、计算机等信息终端向农户推送实时监测信息、预警信息

、农技知识等，实现生产环境集约化、网络化远程管理，

另外结合区块链技术，一物一码，实现包括生产、加工、

运输和销售的全程透明可追溯，保证了食品安全的可监管

。

       与市场上现有的相关产品相比，本产品将监控系

统、专家系统与区块链溯源相结合，结合人工智能实现全

自动化生产，使用区块链加密方式对生产-加工-销售环节

的数据进行存储，实现农作物生产销售链全透明、可追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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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精灵-智能垃圾分类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苏颖 18010400027樊苏颖\18010400027,南健\18041211831周水生 教授 0809

      分类精灵COE科技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分类精灵系列

产品，是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化垃圾分类系统。本系列产

品为客户提供智能分类垃圾桶和配套的小程序。可实现语

音识别垃圾种类，并完成对应垃圾桶的自动开关；实现溢

满预警,定位监测，清洁人员可通过平台发出的溢满预警定

位信息优先回收该地垃圾；实现太阳能蓄电,保证产品全天

候持续运行；辅助建立智能垃圾分类大数据交互平台，使

居民在平台上正确投放垃圾获得返积分奖励。

      居民可在小程序上搜索附近的垃圾投放点。居民刷

卡后，对麦克风说出所需要处理的垃圾名称，该垃圾所对

应的垃圾箱会自动打开，对应的垃圾分类积分会反馈到居

民积分卡上。垃圾处理站工作人员可通过小程序管理员端

检测垃圾投放点各垃圾箱剩余容量状况，当剩余容量达到

临界值时会提箱管理员回收。该产品以AI技术为工具，针

对当前传统垃圾分类存在的低精度、难维护等问题，基于

语音识别、语义理解以及物联网技术实现了通过云端或语

音输入实现对不同类别垃圾的精准投递。 

     公司致力于为垃圾分类系统提供最全面的信息解决

方案，致力于发展成为集分类系统平台研发、制造、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节能环保企业，为客户提供具有竞

争力的产品，安全可靠的智能分类产品和最全面的环境卫

生信息咨询、规划、建设和运营垃圾分类系统的解决方案

和服务，不断为客户创造价值。坚持“开放、兼容、共赢

”的合作战略，不断创新，立足客户需求，秉持“技术创

新为根本”的研发理念，不断加大软硬件研发投入，为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公司力求通过“分类精灵COE”信息产

品，和业界合作伙伴一起推动未来智慧城市的生态链建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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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莲高压静电防病毒电子口罩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南健 18041211831

南健

\1804121183

1,陈兆均

\1904010007

7

仝勖峰 副教授 0809

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对我国人民健康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

重的危害，由于该病毒主要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传播，因此

有效的阻断飞沫的吸入和呼出是防止感染的主要措施。本

项目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特点，将高压静电除尘、除

菌的原理应用于新的口罩设计，该新口罩由高压静电发生

模块、叠层电极模块、控制模块、量化检测模块、空气净

化仓、送风单元、通气管和面部口罩等组成，可将吸入的

空气进行有效的净化，通过高压极板中的带点粒子产生的

β 射线（负氧）、负离子等物质有效杀死空气中的病毒、

细菌等微生物。除了能对输入空气净化处理外，还可对口

罩输出“物”进行二次静电处理，完成阻断病毒的进一步

传播。因此，高压静电防病毒电子口罩对于包括新型冠状

病毒在内的流感病毒、病菌、雾霾具有有效的防治作用，

对于阻断病毒的传播和感染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项目特色：

1）采用高压静电场过滤方式，过滤效果更好，过滤仓经清

洗后可反复使用，成本低廉。

2）应用空间设计手段，采用主动送风模式，克服了传统口

罩呼吸困难的弊端，提升了产品的舒适度。

3）采用独立的循环过滤系统，除了净化输入空气外，可对

呼出空气进行杀菌净化，避免二次污染。

4）采用电子口罩产品配合手机app的物联网模式，构建了

用户与产品的生态圈，极大地提升了用户体验。

创新模式：

本产品核心技术为高压静电空气净化技术，因此，可广泛

用于电子口罩、中央空调、公共交通、医疗防护等各种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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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漆微波加热仿真与优化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兆均 19040100077

陈兆均

\1904010007

7,刘俊峰

\1705018002

2

蒋翔俊 讲师 0809

产品描述： 通过实验改进水漆微波烘干技术，达到更好的

烘干水漆产品的的目的，我们主要研究在房屋装修中使用

水漆，以及家具使用水漆的烘干。我们的仿真计算是为了

优化我们在实际过程中的能量损耗，提高生产效率。

用户群体：房地产行业这几年的发展一直是不愠不火，但

对于房屋装修的需求一直是不小的，买房的人群、家具公

司还有旧房翻修的都将是我们销售群体。

项目背景：目前市场上家具行业，水性漆占有绝大部分市

场，然而水性漆的实际使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攻

克，最典型的就是烘干环节，现在市场上大部分是主要采

用自然烘干的方法，但这种烘干方法不仅仅需要很长的烘

干时间，而且如果在低于5摄氏度的环境下水性漆很难成

膜，这样就很大的限制了在冬天和一些北方地区水性漆的

使用。

竞争对手：就目前来说，市场上主要的竞争是源自老牌技

术热空气烘干法，但时代总是在进步的，新技术终究是要

取代旧的技术，我们相比于热空气法是具有极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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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健康卫士——一款多功能

眼罩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俊峰 17050180022

刘俊峰

\1705018002

2,邹汉章

\1818020004

4

王炳健 教授 0809

当代社会睡眠问题愈加严重，存在睡眠问题的人口数量极

其庞大，导致了睡眠医疗行业迅猛发展，眼罩等睡眠辅助

设备需求极大。本项目基于物联网的高速发展，将传统的

眼罩进行智能化，人性化设计，将只有遮光功能的传统眼

罩进行重塑和升级，增加辅助睡眠的若干功能，并使其更

加舒适且适应现今的使用习惯，尽可能提高当代人的睡眠

体验和睡眠质量，为人们提供一个优秀的产品以及甜美的

梦境。

为了顺应时代智能化，物联化的应用发展趋势，我们将传

统眼罩，电子按

摩仪，睡眠监测环及物联网技术与光唤醒功能结合，设计

出一款集助眠放松、睡眠监测、自然唤醒于一体的智能化

产品。当使用者想睡觉时，可以提前在配套app上设置唤醒

时间，戴上眼罩后眼罩通过红外加热按摩相关？位，帮助

使用者放松？睡，并在预定时间发出暖色渐强光，以更自

然的形式唤醒使用者。使用者可以在睡醒后任意时刻打开

app查看自己的睡眠状况，并且依次判断自己的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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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急救教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邹汉章 18180200044

邹汉章

\1818020004

4,杨宇轩

\1801010014

8

刘毅
助理工

程师
0809

产品描述：AID急救教学系统使用物联网技术和射频识别

(RFID)气流传感器模块、压力传感器模块，并提供了PC端

和移动端客户端。系统利用STM32芯片全方位模拟了真实

院前心肺复苏AED操作的全部流程，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操

作正误判定评分系统，语音交互系统以及基于射频识别

(RFID)技术的配套假人实时演练系统。而且通过有方N10

模块与服务器端实现高效的互联，来为被教学者提供模拟

各种真实急救情况的控制输出，并为教学者操控急救情

况，实时监控操作流程，远程教学和考核提供了可能。从

而达到更好的教学目的。

用户群体：（1）全国各省级红十字会和30%以上地市级红

十字会建成标准化培训基地。（2）医科学院（3）乡镇卫

生院和村卫生） （4）交通运输、矿山、旅游、教育、消

防等行业。

项目愿景：尽可能的利用智能急救系统向社会各界普及急

救知识，为尽可能多的医疗机构和其他需求者提供足够的

教学设备，让“急救教学”在未来的十年内不再成为一个

社会问题。

竞争对手：目前国内对于急救教学训练的产品全都是围绕

着简单的物理模型开展的， 例如AID模拟教学仪、CPR假

人产品，市场上鲜有成熟的类似的可智能感知操作，模块

联动，并配套网上APP的产品，或者成本极高。总体来说 

，市场上同类产品基本处于空白阶段。因此，国内目前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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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R-CNN的自动失物招领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宇轩 18010100148

杨宇轩

\1801010014

8,张凯诚

\1805030005

4

杨蓬勃 教授 0809

产品描述：本项目针对目前大学内广泛存在的失物发现与

招领不及时、失物招领点冗杂、失物招领方式多样化、覆

盖范围小等问题，将充分运用校园已有监控设备管理资

源，通过实时图像扫描，后期图像处理，信息对接等步骤

自动扫描并分析校园内遗失物品的信息判断失主并及时通

知失主，实现失物招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为学生服务，

减小财物损失和人力成本。

用户群体：失主

项目愿景：

1、增大同学们物品失而复得的几率，方便同学们提供获取

物品遗失信息，为同学们节省时间与精力。 

 

2、发扬大学生拾金不昧的优秀品质，弘扬同学们的服务精

神，规范校园风貌，创建和谐“无遗”体大校园。

3、健全学生会服务体制，更大程度维护学生权益。

4、解决校园内失物招领等一系列问题，让学生不再担心物

品遗失，同时减轻失物招领的人力负担，将人工智能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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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树林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凯诚 18050300054

张凯诚

\1805030005

4,刘明哲

\1818010009

1

沈玉龙 教授 0807

产品描述：

      校园树林管理系统，应用系统将方便进行校园浇水

、病虫害防治等需要，还能与同学进行互动，增强同学对

校园树木种类和鸟类信息的了解， 提高自觉保护环境的意

识。提高校园树林管理的效率，降低系统运行维护成本，

实现科学化管理，使校园树林的监控和管理提高到信息化

、数字化、高效化和节能化的水平。应用GPS定位管理系

统,实现信息、准确、快捷、高效的运行,加大了树木管理

科技含量,提升了管护水平。

用户群体：

      校园师生，将师生和管理相结合，做到动态交互。

如果校园树林管理系统做到与师生及时交互，同时帮助师

生更了解校园内植被信息，形成良性循环，未来就能占据

有需求的校园市场。

项目愿景：

      校园树木管理系统致力做到让有关爱环境想法的师

生方便地关爱环境，让想了解周围环境信息的师生轻松了

解到植物信息，同时也加深了人与环境的联系，提升了校

园树林的生存质量。定位为服务类型系统软件。系统将做

到时时交互，让师生参与其中，做到信息化、数字化、高

效化和节能化，同时传播植被信息，形成良性循环。降低

学校检查成本，开创新的校园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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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内容分布式确权交易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明哲 18180100091

刘明哲

\1818010009

1,陈晨

\1817010008

3

周水生 副教授 0808

数字内容确权交易平台通过区块链、爬虫、鲁棒水印和零

水印等先进技术手段，解决版权保护中盗版成本低、维权

成本过高、侵权手段多样、侵权监控难等难题，有效保护

数字内容版权权益，同时通过版权许可或转让的方式，让

创作者的版权得到合理的流通变现，帮助数字版权更好变

现和最大化版权人收益,，激发版权创作人创作热情，有助

于其产出更加优质的内容作品。我们的愿景是，我们创新

的技术和理念能够有助于构建版权服务生态，推动行业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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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二硫化钼的化学气相沉积

生长及其电学性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晨 18170100083

陈晨

\1817010008

3,赵睿

\1814010017

0

仝勖峰 教授 0809

集成电路芯片是信息时代的核心基石，是当今世界高端制

造业的典范之一。随着集成电路工艺的不断发展，芯片的

尺寸越来越小，集成电路向微型化方向逐步深入，传统的

硅基场效应晶体管已无法满足集成度急剧增加所提出的尺

寸要求。因此，探索利用新型沟道材料来替代传统硅材料

是后摩尔时代半导体技术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二维材料

由于其原子级的厚度及独特的电学和光学性质在微电子及

光电子方面具备广阔的应用前景，并有望取代硅材料。然

而，石墨烯作为最初被发现的二维材料，存在着零带隙带

来的无法彻底关断的问题，这极大地限制了石墨烯在逻辑

器件领域的应用。二硫化钼的发现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曙

光，其具备独特的晶体结构和可调谐的带隙，使其成为当

前凝聚态物理、微电子及光电子器件等诸多领域的研究热

点。相比于目前广泛研究的单层二硫化钼，双层二硫化钼

具备更高的态密度和更小的禁带宽度，故载流子迁移率更

高，非常适合应用于制备高性能电学器件，诸如传感器、

存储器及逻辑器件等。因此，研究如何制成大面积、高质

量的双层二硫化钼对于集成电路的发展至关重要。双层二

硫化钼虽然具有更高的态密度和更小的禁带宽度，但是材

料的生长和制备却面临着困难。目前化学气相沉积法是制

备大面积、高质量二硫化钼的主要方法之一。遗憾的是，

采用该法通常是能获得单层样品，但双层样品的比例极低

。从原子角度而言，二硫化钼片层的表面极其平滑（可达

原子级，即零点几纳米），缺乏悬挂键，非常不利于第二

层晶畴的成核。此外，如果生长过程为表面扩散成核，则

先形成的单层晶畴会阻断第二层生长的原料供给途径。因

此，二硫化钼的CVD生长过程通常呈现出明显的自限性，且

多层二硫化钼的生长机制目前尚不清楚。针对以上问题，

本项目拟通过系统研究前驱体质量、生长温度、气流等工

艺参数，解决其层数受限的关键科学问题，增加双层成核

的概率，制备高质量双层二硫化钼。并在此基础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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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rolley智能购物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睿 18140100170

赵睿

\1814010017

0,蔡浩文

\1702013007

7

蒋翔俊 教授 0809

       E-trolley针对传统商超购物导购方式的时效性

差，准确性不佳提出定位导航功能解决办法，针对商场购

物车管理模式的混乱，以及轻松购物的出发点，提出跟随

归位功能，针对传统商超集中结账方式效率低，在当下疫

情期间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快速付款功能解决办法。

E-trolley提供集该三个功能为一身的互联网＋购物车产

品，并为商超提供后续的购物车产品维护更新服务的项目

。

       随着社会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对商品的选择越

来越挑剔，上架商超的商品种类也越来越多，难免会出现

想要的特定商品难以寻找的问题。针对该问题设计E-

Trolley定位导航功能，该功能借助UWB（Ultra Wide 

Band）技术完成商品索引和导航，以改善传统室内信息依

靠索引牌，或者导购员引导效率低，提供信息不准确不连

续的缺点，提高购物效率。

       同时针对商超购物车管理杂乱，以及考虑当下疫

情期间对无接触购物的需求，提出设计E-trolley跟随归

位功能。综合考虑实际需求，该功能使用传感器网络，完

成跟随与避障，借助定位导航功能完成归位功能在完成使

用后回到指定地点方便集中管理。该功能减少购物时的肢

体接触，一定程度上保障疫情期间消费者的安全，另一方

面也能节省人力，轻松购物。

       最后，基于疫情期间商超集中结账可能导致的人

员聚集，以及进一步提高购物效率提出E-trolley快速结

账功能。该功能拟实现在购物车内设置条形码扫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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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实验室---网络实验教学

好助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浩文 17020130077

蔡浩文

\1702013007

7,鲍元哲

\1906910015

7

王炳健 教授 0809

“口袋实验室” 是“便携实验测量仪器”+“物联网”的

新型教学用具，集成有“高频DDS信号源”和“信号频谱仪

”的功能，且能通过物联网设备联网实时显示图像，便于

教师实时观察学生的实验情况。不仅能切实满足学生对”

实际操作，自己动手的实验需求，也能满足网络教学环境

下教师能够得到学生的实时教学反馈。让同学们在家也能

“动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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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雷达预警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鲍元哲 19069100157

鲍元哲

\1906910015

7,吉午政

\1801010006

2

0809

本项目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无人机的雷达监控预

警系统，在基于无人机飞行监控的基础上，通过增加雷达

监控定位模块和图像采集比对系统，可对作业环境进行实

时监控及报警跟踪，通过无人机上的雷达定位模块取得目

标位置信息，避免出现观察目标被干扰而出现追踪目标不

稳定甚至目标丢失等现象，从而提高系统的使用可靠性，

检测精度高，智能化程度高，可以有效解决各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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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SM的智能选课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吉午政 18010100062

吉午政

\1801010006

2,王秋力

\1805010008

3

杨清海 教授 0809

产品描述

       我们的选课系统是在各高校现行的选课系统基础

上进行改进的。为了避免已知缺陷，如缺乏公平性、打击

学生积极性等，我们团队基于对于数据结构的控制，算法

以及程序编写的基础, 在web开发中我们选用后台基于

maven使用SSM框架整合(Spring、SpringMVC、

Mybatis)，前端jsp页面样式基于layui框架，bootstrap

和jquery。在学校提供有限的课程、课时、教师及限制性

上课时间的情况下，设计出合理、高效、公正的算法体

系，尽量满足每一位学生的意愿，打造属于学生自己的课

表。

用户群体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高校在校生与担任教学

任务的教师。我们希望他们在教与学的起点就可以称心如

意，便于之后学习工作的进行。

项目愿景

       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网站设计，待完善之

后调用数据，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中试运行；经过

完善推广到西安的各高校，结合校情进行改进，逐步实现

学生选课的公平公正、高效率，实现智能化。

竞争对手

       校方已经使用的选课系统依然不够智能化，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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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贝检测的自动降噪耳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秋力 18050100083

王秋力

\1805010008

3,吴李琳

\1805010018

0

李贺 教授 0809

这是一款基于环境检测的自动化降噪耳机。它采取主动降

噪被动降噪相结合，被动降噪即舒适体积合适的海绵套和

硅胶材料，主动降噪即在检测到环境噪音后耳机内部产生

一个与噪声声波相位差为π 的声波进行抵消。其次，我们

设想将一个类似分贝仪的仪器元件植入耳机内部，并设定

好认为环境需要被降噪的界限范围。当环境音量超过这个

界限后，耳机将自动触发降噪功能。除此之外，这款耳机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为控制模式。可设置一个控制按

钮，使用者可通过自身感受选择是否开启降噪模式，并可

在一定程度内校正耳机的错误判断。当使用者认为该环境

无需降噪时，可通过手动调节，关闭降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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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益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李琳 18050100180

吴李琳

\1805010018

0,高志勇

\1705011007

4

裴庆祺 教授 0807

产品描述：

书益平台旨在整合社会资源，引领一种支援贫困地区教育

发展的新方向。

“书益”平台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书益活动、书益文化

、书益产品。整合社会资源，助力乡村儿童基础教育。书

益活动主要以骑行为主，利用这种低成本，低能耗且能让

更多志愿者参与进来的方式鼓励大学生志愿者加入到公益

活动中来，短期内致力于服务陕西省内贫困地区的小学。

同时通过组织学生们观看由著名书籍改编的动画电影、建

立爱心图书角等一系列活动加强学生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促进学生们课外阅读的兴趣。

书益文化主要包括建立“书益图书文化站”以及“教育数

据库”，首先在陕南陕北等地区进行试点，与试点的贫困

中小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鼓励试点周围的乡、镇、街道

注重学生的课外阅读问题，让公益企业以及高校等对试点

进行集资，增强基础教资力量。形成自己的品牌，同时吸

引企业入驻，并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试点。通过对各个

小学的教学设施、书籍存量等进行对比，总结出一套切实

有效的可帮助到更多学校的“教育数据库”，链接各个可

捐助图书的组织团体。

用户群体：大学生，社会团体如图书馆等，志愿组织，受

众对象为教育发展落后的小学生

项目愿景：利用多途径多方式的方法力所能及的获得更多

的公益金去热心于爱心事业，同时整合多家平台的资源帮

助乡村的教育事业发展。将“书益”新模式推广至校外，

取得合作的同时优化项目，如捐赠爱心图书角、举办与书

藉有关的知识比赛、形成平台自己的文化产品、利用录制

短视频等形式记录、宣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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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户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志勇 17050110074

高志勇

\1705011007

4,张雪

\1705031005

6

王浩林 教授 0808

项目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代大学生们对参加

户外活动的需求日益增长，但是大多数高校内缺乏此类可

向任何学生提供户外活动装备租赁、购买，以及联系同行

者的，有高可行度、高可信度的平台。鉴于此情况，我们

几个有共同爱好的骑友一起创建D-W户外平台。我们立足西

电，放眼西安，致力于为有需求的西电户外爱好者提供便

利，并必将将此平台向其他高校推广，在不久的将来，我

们提供的便利将会让西安各大高校的户外爱好者成为相亲

相爱一家人。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可为任何西安高校的学生提供廉价租赁或出售户外活动所

需装备（包括骑行活动所需的中高端山地自行车、骑行头

盔、骑行手套、风巾、风镜，露营所需的帐篷、防潮垫、

烧烤架等，登山所需的登山杖、对讲机、遮阳帽等，以及

手电筒、打气筒、医疗箱、地图等其他户外用品），为出

行者联系队友、策划路线，提供一定的经验支持和安全培

训。

技术与工艺创新：

填补各大高校内此类户外平台的空白，以实体店为基础并

发展网店，使得有需求的同学不但可以实地查看我们的装

备品质，也可以通过网上平台进行租赁，让户外装备的租

赁更加方便并有一定的安全保障。

成果鉴定与获奖情况：

此项目的雏形已经由学长创立并由大家一起发展三年有

余，三年来已经为包括其他高校学生在内的千余人次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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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物电的聋哑人无线无障

碍远程沟通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雪 17050310056

张雪

\1705031005

6,欧彤

\1705011007

1

靳刚 教授 0809

本项目将脑电波信号处理及转化与骨传导技术结合起来，

研发出一套对聋哑人之间

交流极具帮助的系统。

该系统能由一方将类似于“你好”、

“午安”、

“中文大学”等简单的短句子或词语

传至另一方，由接受、

  识别脑电波信号到通信再至接收转化传至另一方的完整

过程。

系统无疑比直接说话、手语或手写表达慢上数十倍，然而

对于严重瘫痪的病人来说，

他们可以说是身处完全“与世隔绝”的世界，新系统突破

障碍，令他们可以表达自

己，即使只是简单词组，已是难能可贵的“零的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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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创意手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欧彤 17050110071

欧彤

\1705011007

1

0809

红豆创意手作为新式中国传统糕点美食制作坊。旨在为以

年轻消费者群体 为主的一个以中国传统糕点美食为主的，

高度利用信息化时代优势的高颜值、 有情调、有品位的糕

点自制平台，一个可休闲娱乐、可与朋友厨艺切磋的聚会 

场所。 

分析了解到，近年来在西式糕点冲击国内糕点市场之下，

由于中式糕点行 业存在“观念滞后”、“文化疲软”、“

结构薄弱”等问题，导致国内糕点消费趋 势呈一边倒局

面，西式糕点越来越火爆，而中式糕点渐渐被淡漠。此

外，西方 文化的入侵，年轻群体的思想观念西化加重，崇

洋媚外的现象加剧。 

针对这一现象，本项目的提出不仅仅在于为传统糕点行业

结构革新做出尝 试，更是想要结合一个“民以食为天”的

理念，去弘扬中国传统糕点文化，让 更多人感受到中国传

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 

本项目将打造“互联网+DIY”的新型运营模式，线上对大

众传播传统文化 知识，提供给大众一个关于美食的互动交

流平台；线下采用体验式销售模式， 年轻消费者可通过亲

自体验传统糕点制作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父母 

们带着孩子、老师带着低年龄的学生们等亲自体验传统糕

点的制作，可以让小 孩子们从小便能“带着趣味”了解传

统文化，提高动手能力，达到寓教的目 的。 

 “红豆蒂根深，文化传久远。” 传播知识，靠的不仅仅

是教育工作者课堂 教学，更要渗入每一天的生活之中；增

强国民的文化认同感，靠的不该是政策 去阻断“圣诞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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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式扫地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盘国萍 19040100128张家祥\18130500263,樊苏颖\18010400027尹佳媛 教授 0809

本机器人用于替代枯燥且繁重的家庭清洁，为独居老人及

上班族解决了一大烦恼。本项目主要控制机器人前后移动

及升降，从而实现清扫功能。目前大多数清洁机器人难以

实现对地面较难以清除脏污的深度清理，本项目即研究对

该类脏污的检测及清理。其次，对于床底，桌底等难以清

扫的区域，使用机器人顶部升降机构配备测距模块，清洁

家具底部。随着扫地机器人的发展普及，功能愈加强大，

竞争激烈，目前主流热门销售品牌主要集中在科沃斯，石

头科技 ，小米， 美的 等企业，本产品将在保证功用性的

基础上，对成本进行压缩，争强可营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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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控制方案与神经网络

的六足仿生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中旭 18040300093樊苏颖\18010400027,南健\18041211831叶楠 工程师 0809

产品优势：

相较于传统的腿式与四足机器人而言，六足机器人由于有

三条腿作为支撑，在行走时更容易达成机械结构的稳定。

同时，其具有更高的自由度，在面对更加复杂的地形时，

可以更加自由的行走。此外，相对于轮式机器人和履带机

器人而言，其故障容许度要高很多，多足的特点可以让它

在倒地的时候很快的进行自我矫正，继续行走。

经过查询资料，我们发现大部分六足机器人的行走方式仅

仅依靠于人工编辑的状态组，其功能十分局限，没有利用

好六足机器人超高自由度的属性。因此，本项目预期开发

出一套算法，使得机器人能够自主的规划自己的步伐，在

最大程度上保证其灵活性。

产品预期功能：

利用其较高的自由度进行复杂地形，比如丛林，山洞的侦

察、探索；利用其着地面积较小的优势用于排雷排爆；此

外，还可用于教育方面，供嵌入式开发初学者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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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触迹发——基于无线网络的

高性能室内定位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鉴哲 17019110074南健\18041211831,陈兆均\19040100077闫允一 教授 0809

本项目为基于无线网络的高性能室内定位系统。基于相关

的一系列技术，我们可以实现极地成本的亚米级高精度室

内定位，为多种实际应用提供基础的定位服务。该项目的

优势在与该技术无需任何硬件成本，在相同的精度要求

下，它的成本远低于同行业的解决方案。在商业化的方

面，该项目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期中包括：基于用户位

置信息的通信资源管控，商超及地下车库的室内导航，智

慧教室互动，工业亚米级定位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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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盒子--随吃随取的便利神

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珅 18040300075陈兆均\19040100077,刘俊峰\17050180022穆宏浪 讲师 0809

在通过类似与无人售货柜的形式下，我们的盒子在征求宿

舍里人员的同意后直接投放于校内各宿舍，盒子内的货品

专供于其本宿舍人员的消费。宿舍内人员可通过使用“支

付宝”、“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线上付款，然后从盒子

中找到自己付款货品消费。当盒子内货品逐渐消费清空

时，宿舍内人员可通过支付界面中的“申请补货”功能进

行补充盒内货品。补充的货品依旧可先不付货款，只有在

本宿舍人员想吃想消费的时候再进行扫码支付相应货品的

货款。在主体项目带来的高流量基础上开展校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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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卡尔曼滤波算法的小

体积高性能IMU传感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宽 18050100057刘俊峰\17050180022,邹汉章\18180200044副教授 0807

本项目为基于改进卡尔曼滤波算法的小体积高性能IMU传感

器，传统的传感器具有零漂（零点漂移）大、温漂大，陀

螺仪数据不精准等缺陷，本项目拟在传统IMU传感器的基础

上，在结构设计和算法两方面进行改进，一方面通过双重

IMU的冗余设计，来提高在恶劣环境下的测量精度。另一方

面，通过引入改进的卡尔曼滤波算法，可以在含有不确定

信息的动态系统中对系统做出有根据的预测，同时具备占

用内存小、速度快等优点，对实时问题和嵌入式系统具有

很强的适配性。结合这套改进卡尔曼滤波算法和双重冗余

结构，我们希望实现让小体积的IMU传感器具有更优异的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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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考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毛伟 17150110009邹汉章\18180200044,杨宇轩\18010100148秦翰林 讲师 0808

本项目主要为了解决考研专业课问题，在每个学校开展用

户，让刚考完的学生对正在考研的学生进行辅导，提供平

台。在互助考研app中，我们提供单项实时视频通讯，语

音，文字等形式，抛出问题后，有能力者可解答获得积

分，积分兑换酬劳。

市场上的考研机构，收费高、一个老师带一个班导致教学

方案不够灵活等诸多问题。本项目以考研作为研究对象，

从四个方面来展开研究。

（1）考研指导。各个学校各个专业需要考哪些课程，课程

代码，推荐用书等，如何规划考研，初试、复试注意事项

等。

（2）考验专业课经验的分享。app将会为考生推荐专业课

高分学长，一对一交流，实时沟通，让如何考其他学校专

业课不是难题，

（3）在线辅导。App主要是做在线辅导，在学生提出问题

后，问题以任务的形式抛出，若在规定时间内没有人去解

答，则登上APP的难题榜，并提高奖励积分。

（4）出售资料。当用户在APP上注册，登录，寻找到老

师，解决了问题，肯定会有一些人要求推荐教材，目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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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相机和激光雷达融合

的slam即时建图一体化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怡 18050100114杨宇轩\18010100148,张凯诚\18050300054讲师 0809

在实时构建地图的课题上，国内外已经有大量成熟的理论

研究，但实际上把理论算法运用到生产生活中的并不多。

基于目前的市场需求，本项目通过建立解决基于深度相机

和激光雷达融合的slam即时建图一体化方案，推算深度相

机和激光雷达所测得的数据，使载体能够在没有环境验证

信息的情况下，在运动中建立环境的相应模型，能够进行

自我的定位，同时估计自己的运动、识别目标和障碍物，

完成相应的多样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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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心而动-基于手势识别的交

互式三维成像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永宁 17050610021张凯诚\18050300054,刘明哲\18180100091贺慧敏 教授 0809

       本项目由空间成像系统和体感识别设备组成。提

出一种基于FPGA和DLP的旋转体三维图像生成系统的设计

方法。在成像方面：使用螺旋切片算法将处理过的图像进

行投影，并通过多帧数旋转成像技术实现裸眼的 3D成像效

果；在体感识别方面：基于双目摄像头，通过多普勒效应

感知手势的移动状态，并采用空间图像采集技术获取手部

空间位置，形成控制指令。通过指令映射，实现体感识别

与空间成像的对接。并通过对图像的实时算法处理和渲染

处理，使用户无需使用任何复杂的控制设备，完成形如放

大、缩小、旋转、切换等操作，达到人机互动的效果。 

       交互式动态体三维显示技术作为一种虚拟现实技

术和动感捕捉技术，毋庸置疑在未来拥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它将传统的单媒体和多媒体传播形式进行科技化的升

级与应用，它改变的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形式，更是一种传

播理念。我们的目标便是：将交互式动态体三维显示技术

更快速的应用到大众生活之中。主要是对技术的大面积革

新到达向百姓普适性应用的晋升阶段。

       根据项目组调查，将目标市场定位为医疗市场、

军事市场、教育市场和商业市场。研究认为，采用基于手

势识别的人机交互技术，能够使用户克服设备的限制， 实

现自然人机交互，满足医生多方位的操作需求，极大地提

升医学用户体验。军事仿真训练与演练是交互式动态体三

维显示技术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可以实现军事设备表面

图像的分割与重构。将该技术应用于军事演练带来的观念

和方式的变革，将推动军事演练的发展。同时，该技术还

可以作为一般性的教育技术装备被使用，承担交互式白板

、空中鼠标和键盘等功能，丰富了教学活动中的互动。商

业上，交互式动态体三维显示技术可以用于产品的展示与

推销，还可以模拟商品工作时的情景，比单纯使用文字或

图片宣传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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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联新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谢天 17010530029刘明哲\18180100091,陈晨\18170100083刘健 副教授 0809

该产品的基础功能就是通过脑电进行轮椅运动方向的控

制，实现严重瘫痪患者的轮椅使用需求。在我们设计的产

品方案下，患者仅需要通过关注屏幕提示，或者关注身体

的触觉感受，就可以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实现轮椅控

制。

与此同时，我们提供相应的残疾人辅助的附加功能。比如

基于脑电的矩阵打字机系统，可以提供单词和句子的拼

写，也可以实现单词转换为语音的功能。为了控制上的安

全，我们添加了GPS联网定位功能，以及应急避险的自动辅

助功能。该设备能够在最大限度方便使用者的同时，也能

够保证使用者的安全。

由于我们设计的脑电控制设备是可扩展且易于使用的，我

们能够在不同的设备辅助器件中提供多种不同的功能。比

如我们可以提供语音通话功能、求助呼叫功能、饮水给药

功能等。这种便利性是可以集中在不同设备版本中的，也

就意味着可以使用不同的产品定价方案，通过低耦合的插

件方案实现多种功能。整套设备的集成将可以被看作一个

瑞士军刀般的残疾人辅助工具。这种便利的集成特性是很

多产品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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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浸渗热压SMPC成型机理与

形状记忆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开府 17040110019陈晨\18170100083,赵睿\18140100170盛敏 副教授 0809

产品描述：碳纤维形状记忆材料具有很广泛的应用，其具

有的优秀的低密度、高模量的特性让它成为了空间材料的

热门论点，但传统但形状记忆碳纤维材料制作良品率低，

依靠传统的手工制造速度慢，造价高昂，难以被广泛的应

用，因此，我们决定通过全新的制作工艺和制作方法改良

传统的制作方法，规避传统碳纤维材料孔隙多，缺陷多的

缺点，用更加高效的方法去制作碳纤维，让碳纤维的广泛

应用成为可能，进一步推进碳纤维从理论到实践的进程。

用户群体：大到航空航天领域，小至家庭小物件，越来越

多的地方都多了碳纤维材料的影子，其有别于钢铁的密

度，区别于塑料的硬度，让它成为了代替传统材料制品的

优秀备选材料，我们的研究将一改碳纤维昂贵的造价，让

碳纤维更便宜，更实用，让这种具有低密度、高模量的优

秀材料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依赖，让碳纤维成为真正的改变

二十一世纪的新材料。

项目愿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规避传统方法制作

碳纤维材料的缺陷，让碳纤维材料具有更完整的截面，更

光滑的表面，更优秀的品质，让传统的造价高昂的碳纤维

复合材料成为历史，用新的制作工艺，新的制作方法，从

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让航空航天等领域能用上碳纤维，

让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应用更加的广泛，也让它的价格更加

的亲民。

竞争对手：碳纤维作为一种优秀的复合材料，研究的人自

然不在少数，但这次，我们从全新的角度去思考碳纤维形

状记忆复合材料的优缺点，从新的角度去构思制作工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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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市面存在的叠衣机改进的

智能叠衣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冬阳 18040100034赵睿\18140100170,蔡浩文\17020130077张会新 副教授 0808

产品描述：

我们的自动叠衣机机市场上已有的手动叠衣板设计，共分

为翻转衣袖两板和升降台及单面翻转牌三个组成部分。整

体设计上运用三个舵机进行驱动，并中间附有电路，而在

升降台的下方，还加入了烘干机等智能装置，使得我们的

装置更加的贴近生活，极大了方便了我们在生活中的叠衣

过程，并且该叠机的体积小巧，成本低廉，更适用于市场

。

用户群体：我们主要针对普通人群，一般工人回到家没有

很多时间进行衣服的折叠。

竞争对手：对于市面上有的foldimate叠衣机器，我们的

价格更加的低廉。

项目意愿：希望能够方便人们的生活，并且叠衣机的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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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系统与大数据分析

的智能垃圾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星海 18040300068蔡浩文\17020130077,鲍元哲\19069100157李欢 副教授 0808

（一）项目主题

基于物联网的多功能化智能垃圾桶。

（二）目标对象

公共智能垃圾桶面向政府采购市场和企业采购市场。

（三）项目内容

该项目针对以下痛点力图解决市政工程中垃圾回收问题:

1.不同地理位置对垃圾投放需求有差别。

目前的四分类垃圾桶(等比分配空间)出现了空间分配不合

理的情况，如在商业区人们投放的可回收垃圾(饮料瓶)要

明显多一点，而在生活区人们投放厨余垃圾要多一点。大

部分地区都很少进行有害垃圾的投放。该项目意图解决垃

圾分配空间不均的这一痛点。

2.不同区域不同时间，垃圾回收需求不同

在工作日人们投放垃圾的时间主要集中于上班高峰与下班

高峰，此时垃圾桶几乎会在半个小时之内被填满。而垃圾

车经常错过这段时间，回收效率低下。

3.垃圾桶异味与细菌滋生问题

垃圾桶经常会沾满垃圾，由其在夏天的时候，容易成为细

菌与蚊虫繁殖的培养皿。严重影响市容市貌。

4.垃圾桶火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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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生活传感器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家强 18040300099

鲍元哲

\1906910015

7,吉午政

\1801010006

2

陈伟燊 教授 1201

       产品描述：物联网生活传感器系统是采用无线网

络传输技术实现对热源、换热站、用户的热能耗数据进行

采集，实时传输到监控中心，系统可对各项能耗数据进行

收集、归类、整理与分析，从而进行统一的计量数据查询

和报表统计，使工作人员足不出户就能对供暖情况全面掌

握，查找能耗问题，预防能源浪费，为定制最佳节能方案

调度计划提供依据，同时监控中心可以远程控制阀门开关

及开度大小；实现供暖温度可控，从而降低能耗，优化供

暖运行，最终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用户群体：公司将初期目标定位于在生活中需要对

温湿度及其他相关参数的控制有需求的群体如供暖企业和

家庭用户等。通过产品普及及技术发展，为供热行业提高

安全、节能、高效的一体化信息系统解决方案，让更多企

业安装使用我们的系统，使我们的产品遍及工业、农业畜

牧业和生活。

      项目愿景：希望能提高家庭、农业、畜牧业以及工

业生产中的社会经济效益。通过远程温湿度控制，测量出

大棚内或者温室内的温湿度，并且反馈给调节器进行调整

温湿度以达到使粮食最大产量的目的，使经济效益最大

化；畜禽养殖智能化物联网远程温湿度监控系统主要由物

联网远程监控平台、自动化控制系统、数据采集系？统、

现场传感器等部分组成。整套系统可以实现各种动物养殖

场的综合监控，包括室内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

氧气浓度、光照强度、压力等，同时可对室内的温度、湿

度、有害气体浓度、光照度进行自动或手动控制，以营造

一个适于动物生长生活的舒适环境，提高养殖业的经济效

益。

      竞争对手：现如今市面上传统的温湿度传感器体积

较大安装不便，且需人工记录传感器测定数据，不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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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RexNb1-xS2合金的可控

制备及其光电探性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一森 41835056

李维 

/41835074,

杨梓萌

/41835037,

张浩涵

/41835059

徐华 教授 0804

过渡金属硫族二维原子晶体合金因具有带隙随组分可调和

高迁移率的性质使其在电子器件领域有巨大的潜在应用。

本项目提出采用化学气相沉积法(CVD)通过控制Re和Nb源

的比例制备不同组分的RexNb1-xS2合金材料，实现材料带

隙大范围连续可调。对所制备的单体、合金材料的光、电

性质进行具体研究，揭示其组份和结构与性质的关系，以

此为构筑基于这些材料的新型光电子器件提供理论基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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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对延河流域作物灌

溉需水量的影响及节水灌溉有

效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帆 41709202

赵帆

/41709202,

万炜婕

/41809198,

鲁心钰

/41809281,

张恬

/41809202

李晶 教授 0705

延河流域位于黄土高原中部，水资源短缺、全球气候变

暖，农业灌溉受到影响。本项目基于双作物系数法的水量

平衡灌溉模型，采用敏感性系数法定量评估气象因子对潜

在蒸发量的敏感性且采用 Delta 降尺度方法，预估延河

流域未来时期气候变化。利用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将获

得的数据在ArcGIS中可视化，探究降水和潜在蒸发量的单

一变化及共同变化对作物灌溉需水量的影响，进一步探究

延河流域节水农业灌溉有效策略，总结出有效的节水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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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多尺

度时空格局及其风险因子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耀天 41808221

吴少静

/41809157,

李怡扬

/41809233,

赵志敏

/41809203,

王佳媛

/41809274,

王菲儿

/41809280

李晶 教授 0705

本项目将基于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数据，使用

Python、ArcGIS获取并可视化相关数据，提出并构建一种

面向多尺度的高传染性疾病时空分析框架，然后通过构建

模型，对该病的时空分布进行系统统计，最后经地理探测

器对该病的主要风险因子及其决定力、交互作用的差异进

行探测并分析，识别该病的高危风险区，分析高传染性疾

病的预防、监控与排查要点，提出具体可实施性措施，为

防疫工作的高效开展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更科学合理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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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电商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

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倩 41816014

姬彩霞

/41816028,

刘昀婕

/41716035,

罗艳佳

/41912131,

赵光辉

/41806268,

吴俊昊

/41916008

史恒通 副教授 0201

通过对农户电商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而通过

改善调整这些因素来提升农户采纳电商行为的积极性，提

升农户参与电商行为的能力。基于调查与数据分析，对农

户参与电商行为的影响因素分社会资本，风险偏好，交易

成本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构建相应理论框架，构建框

架之后用相应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综合考察农

户参与电商行为的影响机理，为提升农户电商行为能力提

出保障性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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嘌呤配体加速铜催化

Sonogashira偶联反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力颖 41807165

杨岳挺

/41807153,  

 李小娜

/41807175,  

 窦丽淼

/41807228

简亚军 副教授 0703

铜因在地壳中含量丰富和毒性小等优点，成为替代Pd-Cu

或Pd金属催化Sonogashira偶联反应的潜在廉价金属。配

体加速催化是提高铜催化效率的有效手段，嘌呤类配体配

位能力强、毒性小、生物兼容性好，已在催化领域中展现

出优秀的能力，然而尚未在Sonogshira偶联反应中有所应

用。本项目拟合成一系列6-烷（芳）硫基嘌呤配体，并考

察其对Cu(I)催化芳基碘化物和芳基乙炔进行

Sonogashira偶联反应的影响，通过构效关系研究，找到

能够高效催化该偶联反应的催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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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MOF催化剂的可控制备及

其电解水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原潇 41807187

齐倩倩

/41807150,  

 范烨

/41807193,  

 王荣欣

/41807188,  

 方阳

/41814070

翟全国 教授 0703

电解水作为典型的能源存储与转换技术具有极大的应用潜

力和研究价值。其反应过程中的关键电极反应如氧气还原

反应（ORR）、析氧反应（OER）、析氢反应（HER）等，

均涉及到反应中间体在电极上的吸附和离解的复杂反应过

程，因此需要合适的催化剂来加快反应的进行。此项目意

在设计并开发一类结构精确可控的异金属多级 MOF 催化

剂，对解决能源存储与转换技术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

研究意义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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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苯并蔻及其衍生物与纳米石

墨烯的合成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洋 41807001

候文锋

/41807002,  

 陈泽帆

/41807005,  

 袁博

/41807006,  

 刘壮壮

/41807007,  

 魏宇宁

/41807017

魏俊发 教授 0703

六苯并蔻( Hexabenzocoronene，HBC) 是由 7 个苯环

连接排成的正六边形结构的盘状分子，直径约为1.5 nm，

是一种刚性稠合的内联苯单元的大环芳香族化合物，可认

为是最小的石墨烯单元。六苯并蔻衍生物，即六苯并蔻分

子周围的氢被侧基取代后的分子。此前，魏俊发先生已经

在合成六苯并蔻(Hexa-peri-hexabenzocoronene,HBC)

的道路上取得卓越成果，但现有的合成方式依然存在瑕

疵，我们希望通过对现有方式的验证探索，寻找优化制备

六苯并蔻工艺流程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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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小宝”学生档案智能服务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佳宁 41812225

靳雨欣

/41812062,

郭雪飞

/41812169,

赵凯

/41712242,

陈长晴

/41723058,

何炜洁

高旭

王攀

副研究

馆员

馆员

0809

陕师大每年毕业7000多学生，毕业必然涉及到学生档案查

阅转递，但是现有的学生档案工作方式要求必须本人或委

托人或组织部门来馆现场办理业务，这对天南海北的毕业

来说无意是不人性化的。2020年档案馆以人为本提出“数

据多跑路，学生少跑路”的服务宗旨，设计了该学生档案

智慧服务平台，力求实现学生档案利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使学生和组织部门的需求得到最大的尊重和满足。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09

秦巴山区农村学生厌学问题与

政策优化的实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怡乐 41915188

罗起龙

/41915174,

刘欣雨

/41932039,

丁灵儿

/41932152,

周舒桐

/41912071

周兆海 讲师 0401

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教育取得巨大成就，但仍面临许多

发展困难。其中，存在学生缺乏持续学习的动力，产生厌

学问题。这一问题在农村更为突出，秦巴山区同样出现这

一现象。本项目将以秦巴山区农村学生厌学问题与政策优

化的实证研究为主题，从多方面分析秦巴山区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厌学问题的现状，可能对此问题产生影响的因

素，并提出可行且具体的措施，为解决农村学生厌学问

题，提高学生学习动力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10

后疫情时代的医学社会史研究

与实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芷茵 41903195

丁点儿

/41903161,

孙诗颖

/41903149,

杨雯

/41903201,

尹玉祺

/41903213,

周恺人

李化成 教授 0601

医学社会史是一个跨学科、兼具理论建构与实践性的新兴

学科，在国内外史学界备受关注。如今，随着新冠肺炎的

爆发，医学社会史受到大众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

穷。为了回应“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关切，增进学生对医

学社会史知识的了解，促进我校学风建设以及医学社会史

研究中心建设，我团队将以口述史调研、博物馆工作、读

书会、公众号建设等方式，开展有关疫病的医学社会史研

究与实践。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11

红色革命纪念馆自助“云旅游

”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艺煌 41817031

黄宇翔

/41817003,

刘慧霞

/41817011,

苏叶

/41817012,

陈静

袁玉梅 讲师 0305

针对红色革命纪念馆网上观展的局限性，利用互联网技术

对红色革命纪念馆的讲解资源进行整合和推广形式的创

新，旨在通过自助形式为受众提供精准全面的讲解资源

（讲解词或讲解视频）。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12

基于中药材生物学特征的溯源

体系建设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新悦 41808198

贺珍珍

/41808197,

强敏

/41808200,

杨天全

/41812156

强毅 副教授 0710

“秦药”是陕西境内最优质的道地药材，如商洛丹参、柞

水南五味子、城固附子、太白贝母等。陕西省政府明确提

出打造“秦药”品牌和健全“秦药”道地药材标准体系，

实施全程质量管理和质量追溯体系。本项目选择附子、丹

参、南五味子等代表性秦药，依据国家最新规范化生产文

件原件，完善其规范化生产内容，构建质量溯源系统并与

推广应用。实现特色秦药全生产过程可溯源，助力特色秦

药品牌打造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14
黄芩防害预警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园 41808259

白玛曲尼

/41808297,

段家滢

/41808300,

郑诗镕

/41808188,

郭睿闫

/41808170,

黄金洋

/41808286

闫亚平 教授 0710

黄芩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中药作物有巨大药用及经济价

值，其野生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蕴藏量锐减，不足以满足

市场需求，人工栽培却易受病菌感染，损失巨大。本项目

通过分离纯化腐烂黄芩中的病原菌，并对其进行分子生物

学鉴定。然后针对其管家基因设计LAMP特异性引物，以

LAMP技术的高灵敏度和高特异性快速检测土壤中潜在的致

病菌。在植物发生病害或大面积病害发生前进行有效预

防，降低农业损失和农药的使用，实现绿色生产、健康生

产的目的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15

 淫羊藿生物碱对致泄性大肠

埃希氏菌的抑制作

用及其机理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怡秀 41814133

赵世雯

/41814010,

孙佳

/41814131,

高苏豫

/41814017,

李恩泽

/41808001

张华峰 副教授 0827

本项目以食源性致病菌致泄性大肠埃希氏菌为供试菌，研

究我国特色药食两用植物淫羊藿的生物碱抑菌作用及其机

理。采用二倍稀释法、牛津杯法等测定淫羊藿生物碱的抑

菌作用，通过生物碱对大肠埃希氏菌生长曲线、可溶性蛋

白、核酸、电导率、金属离子等指标的影响以及扫描电镜

观察生物碱对埃希氏菌形态的影响，探究淫羊藿生物碱对

埃希氏菌的抑菌机理，为开发高效低毒的天然防腐剂提供

理论依据，也为淫羊藿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16

助力精准扶贫，迎革命老区春

天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一璠 41805141

南早红

/41716049,

王安楠

/41805074

黄晓燕 副教授 0701

以精准扶贫为出发点，创办联合服务型的新型红色旅游合

作社，以陕北杨家沟村为试点，预计对全国各地老区进行

推广。在试点，因地制宜，联合附近19个村委会，为村民

提供场地规划建设指导，旅游路线导览设计，预计开发导

览app，开发新型4D实景投影活动场馆，及科学经营方

法，精准营销策略，销售分析等等，帮助其做好品牌建

设，推进红色革命旅游目的地“大旅游” 发展格局，从而

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建立起一条完整的红色产业链，将

试点切实打造成为“红色摇篮、生态乡村、精神家园”。

充分做到联系市场和农民，以农民为主体，授予其“渔

”，创造性地开发一系列农业产品，科学规划各区域格

局，为老区人民谋幸福，走出一条富裕的好路子。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17

陕西户县城隍信仰及其仪式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邹嘉欢 41802125

贾心怡

/41832074,

谢同霜

/41812067,

闫寒霏

/41802134,

郭南丁

/2185021729

赵颖 副教授 0501

陕西户县（现行政规划为陕西西安鄠邑区）位于古都西安

西北部，在其北部村落群中长期存在着一项特有的民俗活

动——“迎城隍”。“迎城隍”及相关民俗文化意蕴深

厚，是北乡人民几百年来城隍信仰的重要承载。经初步研

究发现，该民俗文化当下宣传力度低，传承存在困难。此

项目通过研究其历史沿革、民俗活动背后的文化深意，比

对当地不同群体对该民俗的认知，促进户县北乡“迎城隍

”民俗文化的记录、保护与传承；同时，通过新媒体手段

的介入，向国内外大众创新宣传陕西户县北乡“迎城隍”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18

人生目标相关压力应对的动态

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雨田 41824034

赵煊

/41824019,

朱思雨

/41824074,

康仪婷

/41924030,

卢煜涵

/41924056

王彤 讲师 0711

人生目标指个体朝向某事物或理念较为长期稳定的动机性

心理倾向。拥有明确人生目标可否帮助缓解压力感是人生

目标领域尚待解决的理论争论。目前，既有研究显示拥有

明确人生目标可缓解日常压力，然而其能否缓解目标追求

中的目标相关压力尚不清楚。基于此，本项目通过两项研

究探讨人生目标对目标相关压力反应的影响：研究通过2项

子研究，分别基于实验室创设压力与真实生活压力，探讨

人生目标对目标相关压力反应及其变化的影响。预期本项

目结果可为解决理论之争提供新证据，并可帮助确定人生

目标可否作为目标相关压力情境下有效的压力缓冲之策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19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网络直

播带货”新业态的发展路径优

化研究——以陕西省柞水县金

米村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标 41832124

王珂

/41832139,

徐馨然

/41832135,

杨柳佳

/41832140

王文略

、李春

玲

讲师 0303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阻断了农产品销售渠道，但此次危机促

使网络直播带货的新业态成功破圈，焕发出流量时代的生

命力。本项目将直播带货的特点与乡村供销结构性失衡的

特点相匹配，以陕西省柞水县金米村为切入点，聚焦于“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网络直播带货’新业态的发展路径

”，充分运用实地观察、问卷法、访谈法等分析方法，探

讨乡村网络直播的理论模式、内在逻辑及其存在的问题，

从而给新业态行稳致远提供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20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回流人口

对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影响调

查                       

 ——基于甘肃省部分县区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进龙 41932163

何可佳

/41932191,

罗金

/41911144,

马维娅

/41712180,

莫嘉丽

戴均 副教授 0303

以2017年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农村经济得到发

展，农村人口回流量增大为背景，展开对该时期农村回流

人口对农村空巢老人娱乐生活的影响的调查。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21X

道物兼济：西北民间美术非遗

新文创
创业训练项目 是 侯晓洁 41717151

张俐婕

/41716040,

孙楚苏

/41717131,

苏楠

/41717158,

马瑞哲

/41716018,

李嘉琪

/41712222,

陈燕燕

/41716158

王东红 副教授 0305

项目将选取五个西北老少边穷地区的绣、塑、剪、编等为

典型个案，以破解非遗传承面临的共通性难题，打造新文

创品牌，致力于开发非遗文化助力精准扶贫、经济带动社

会效益的模式。项目秉持抽丝剥茧式和解剖麻雀式的方

法，着重以澄城刺绣为试点，于澄城县创办公司，达成多

边合作框架，专注刺绣产品的创新性研发，利用新技术手

段，讲好品牌故事，提升产品文化附加价值，实现新文创

产品售卖，形成“非遗文化（Culture）+特色经济

（Economy）+政府部门（Government）+网络手段

（Internet）+群体致富（Rich）”，即CEGIR模式，谐

音“兼济”。该项目旨在通过开发非遗文化推动社会共建

共享，以经济手段解决西北老少边穷地区发展落后的痛点

问题，同时为区域文化传承发展难题提供模式参考，为实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22

SIRT1-ALCAT1在有氧运动保

护心梗心脏中的作用及分子机

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婉瑜 41810172

朱婉瑜

/41810172,

臧文静

/41810176,

曹洪雪

/41810173,

秦宏扬

/41810126

田振军 教授 0402

1.采用已建立的ALCAT1-/-和WT小鼠制备心梗模型和有氧

运动干预，检测心脏结构与功能、心肌HIF1α 、SIRT1和

PGC1α 、COXⅠ、线粒体ROS、线粒体损伤与自噬、凋亡指

标，确定ALCAT1在有氧运动改善心梗心功能中的作用。

2.构建ALCTA1敲入和ALCTA1敲低载体转染H9C2细胞，采

用低氧(模拟心梗) 、AMPK激动剂（模拟运动）、SIRT1

激动与抑制剂干预，测定VDAC、PINK1、P62 、LC3-Ⅱ

、ALCTA1、SIRT1、HIF-1α 、PGC1α 、COXⅠ磷酸化和线

粒体ROS、mtDNA，揭示其分子机制。该研究将为缺血心脏

运动康复和临床应用筛选新靶点提供依据。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23X
珍硒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赖雪梅

417091
41801001

赖雪梅

/41709164,

路鹏飞

/41709139,

孙楠

/41714025,

夏新禹

/41707190,

蒋妍冰

张华峰 副教授 0705

三年来，珍硒平台团队长期帮扶陕南汉阴，紫阳，西乡等

多个县，在技术与产品创新上，联合设立省级星创基地，

安康专家大院，联合实验室10余处，开发多项富硒产品，

并申报7项专利；人才引流服务上，构建多元专家库，团队

自2017年起为数十家富硒企业派驻“科技特派员”上百人

次；构建新营销体系上，专为富硒产品打造“线上直播+线

下体验店”电子商务模式，打造汉阴富硒地方产品展销馆

为富硒体验样板间，培育陕南独特“富有机硒”品牌。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24

线上线下儿童运动健康管理模

式构建与实践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钐 41810166

姜 钐 

/41810166 ,

陈咏祺 

/41910181 ,

戴一郎 

/41810004 ,

黄柱丁 

/41810170,  

      徐一新 

/41810168 

 

宁科 副教授 0402

运动康复是体育与健康、医学交叉领域，这一行业在国内

还处于起步阶段，运动健康管理产业是未来体育产业GDP中

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本研究基于美国、德国、日本、瑞士

等儿童运动健康最近技术和理念，综合形成一套较为完备

的儿童运动健康管理体系与算法。通过线上平台与线下评

价与干预的方式对3~12岁儿童进行健康管理与指导。在线

下记录儿童群体多项体质健康指标和动态数据，并现场实

地教学，根据运动处方指导运动方式。对体弱多病、发育

迟缓及特殊儿童群体进行运动健康管理与运动康复，恢复

其身体功能，促进其健康成长。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25
六角铁氧体磁介电性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炜婷 41806092

徐阳

/41806096,

买子桐

/41806067,

熊晗晞

/41806162,

刘佳豪

/41806194,

谭景芳

/41806191

周剑平 教授 0702

磁介电特性是指材料的介电常数在外加磁场中会发生的效

应，该特性在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方面有极大的意义。M型

六角铁氧体的磁介电耦合特性主要源于特殊的螺旋磁有序

结构，具有磁介电耦合温度高强度大的特点。我们计划利

用固相反应法合成BaFe12-xInxO19（x = 0, 1.2, 2.4, 

3.0）固体陶瓷块材，并对其磁性、磁介电耦合特性进行系

统的测试，详细分析数据获得实验规律并解释，旨在深入

认识磁致电极化的微观机制，并为信息存储与处理器件的

研制提供可能。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26

基于学生表情的课堂教学效果

智能实时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徐西 41806284

刘孟源

/41806243,

周嘉伟

/41806226, 

范瑶

/41806205,

杨奕姝

/41806217,

赵萌

/41806282,

杨渊元

高翔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旨在定量分析学生上课表情与课堂学习效果的相关

性。首先录制真实大学课堂中学生上课的影像；其次利用

人工智能中人脸识别与表情识别算法，计算出每位学生每

秒钟七种基本表情值的时间序列；然后利用just-in-time

教学法给每位同学的课堂效果打分；最后使用大数据分析

中PCA降维、K-means聚类、ARMA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学

生上课表情与课堂教学效果的相关性。基于研究结果，我

们将建立一套利用学生表情实时分析教学效果的系统，从

而帮助课堂教师和慕课平台达到因材施教的高效课堂要求

。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27

PEDOT增强石墨烯电容及柔性

器件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徐艳 41835027

张璇

/41835016,

刘悦

/41807213,

胡可欣

/41807185,

何佳欣

/41835028,

李柔妤

/41835068

雷志斌 教授 0804

石墨烯可以保持很好具有高的的导电性，具有很、大的比

表面积，但其易堆叠、易团聚，导致性能下降，PEDOT具

有优异的导电性及机械性能，表面电阻小，电容量高，而

且在弯曲及扭曲环境下有很好的稳定性，为使得制备更轻

、，更实用、，且成本低的电极材料成为可能，但其应用

受到其较差循环稳定性的影响。本项目将以石墨烯及

PEDOT通过简单地方法复合，宏量制备出具有优异的电化

学性能及机械性能的复合电极材料及器件。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28

基于GIS的西安市医疗资源空

间配置合理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雨婷 41809243

杨丽丽

/41809276,

吕伟

/41809242,

赵茜

/41709208,

翟敏君

/41809241,

张馨予

张立伟 副教授 0705

从2003年的SARS到今年的新型肺炎疫情的救治过程中不难

发现，大型城市的医疗资源数量及其空间配置的合理性对

人民生命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本项目以西安市为例，利

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综合集成多源地理空间数据和方法，

量化研究城市医疗资源数量与空间分布规律，并揭示其与

城市人口空间分布之间的空间配置合理性，研究结果以期

为西安医疗资源的高效配置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29

秦岭北麓山地型景区品牌个性

与旅游流空间演变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巩彤彤 41809186

张舒阳

/41809180,

李奕菲

/41809177,

崔书文

/41809158

冯庆 副教授 0705

品牌个性与旅游理论分析。梳理旅游流相关的理论和研究

方法，并结合个性理论，总结出国内外人类个性理论，品

牌个性理论，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理论等相关研究成果。

并对秦岭北麓山地型景区进行实地调研，问卷访谈。基于

Aaker的大五模型，通过实地调研，选择合适指标像专家

进行咨询。将品牌个性量表中各要素与本土品牌个性因素

结合，对秦岭北麓山地型景区进行调查，构建模型。根据

品牌个性与实际旅游流，分析差异，提出建议。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30

教育公平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

响研究：基于代际流动的微观

视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翟宇航 41916110

杜郑扬

/41916108,

杨杰克

/41916107,

赵雨琦

/41915193,

张  圆

/41916140,

郭佳欣

吴海霞 副教授 0201

本项目通过匹配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中的父

子两代教育信息，构建中国省际层面的教育代际流动指

标，测度中国省际层面的教育代际公平，并将其与省际宏

观数据、微观个人数据、区域差异数据和区位差异数据匹

配，研究教育机会公平对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进而

从教育公平视角提出提升社会信任水平的可行性建议。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31

吡唑并三嗪类抗肿瘤化合物的

设计与合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苗筱婉 41807014

闫潇玉

/41807026,  

 高子琪

/41807061,  

 王子涵

/41807049,  

 郭嘉怡

/41807043,  

 张惠

/41807057

李宝林 教授 0703

本研究将在分析多种突变型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

野生型EGFR (EGFRwt)和HER2的结构特点和前期所获得的

构效关系的基础上，设计、合成以吡唑并三嗪为母核的新

化合物，以期发现对突变型EGFR和HER2有高抑制活性、而

对野生型EGFR低活性或无活性的EGFR/HER2选择性双靶向

抑制剂，为精准治疗耐药非小细胞肺癌提供高活性、高选

择性、低毒性的新型候选药物。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32

电子废弃物中金元素的绿色溶

解与提取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姜薇 41807146

高雨婷

/41807169,  

 冯雅欣

/41807143,  

 王靖婷

/41807170

魏灵灵 副教授 0703

电子废弃物中含有Au、Pt、Pb、Ag等多种贵重金属，其处

理处置的无害化、资源化成为目前一项重要课题。本文通

过使用安全的试剂来实现对金的溶解，说明利用配体与金

形成配合物从而有效降低溶金电极电势的化学原理，普及

科学原理，树立科学理念。介绍电子废弃物处置的常识，

普及绿色化学的观念，避免新的污染与危险，树立环境保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33

两亲型Poly(DVB-co-NVP)多

孔整体材料的制备及吸附性能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培清 41808134

李辰玥

/41807091,  

 王凡

/41807092,  

 皮晓玲

/41807131

刘忠山
副研究

员
0703

二乙烯基苯(DVB)交联的聚合物整体材料具有制备简单、

比表面积高、溶胀性低、耐酸碱等优点，但其对水相体系

的润湿性较差，且对极性目标物的吸附效果不理想，极大

地限制了该类材料在水相样品中的应用，如环境水样、唾

液等。本项目拟引入亲水性单体N-乙烯基吡咯烷酮

(NVP)，优化两种单体的比例，制备亲油-亲水型

Poly(DVB-co-NVP)多孔整体材料，设计合成具有合适尺

寸和形状的整体材料，采用流动吸附方法，提高水相体系

中极性目标化合物的高效、快速吸附分离。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34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中国方言

语种识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万苗 41812234

胡晓娟

/41812278,

鲁育铭

/41712232,

许诺

任杰 讲师 0809

以构建轻量级高准确率的方言识别模型为核心，同时考虑

到用户隐私问题。从建立单任务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多

任务学习模型的建立，到对此模型进行迁移学习，再到对

已建立模型进行模型压缩。考虑到分布于多个设备后的数

据隐私性和安全性，对选题进行完善深入的研究。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35

大学生综合考评办法的优化路

径研究

——基于三所部属师范类高校

学生综合考评办法的比较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建国 41815136

苏萍

/41815165,

杨婧文

/41815129,

董海霞

/41915194,

孙颖

/41915140

王鹏炜 教授 0401

大学生综合考评制度是当前我国高校普遍实行的一种能较

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综合表现与素质水平的制度办法，

但在其指标构建与赋值、评价实施过程、考评结果的处理

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问题。

本项目基于对三所部属师范类高校学生综合考评办法及其

实施情况的比较分析，结合其各自的优势特点与缺陷不

足，尝试对其指标体系的完善、评价过程的优化和评价结

果的改进等方面提出优化对策，以期更好发挥该制度对学

生全面发展等目标的促进作用。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36

西学东渐背景下古代才女的现

代化转型——以清末民初女医

曾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思源 41903098

张戴达吉

/41703173刘

坤瑶

	/41932125 

李苏熠

	/41903078

焦杰 教授 0601

清末民初之际的时代变革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

的。传统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政治鼎革等重大历史事件，

对于女性在这个变革时期做出的应变、适应、参与以至于

引领的过程的研究仍然是不足的。而曾懿作为社会转型时

期的亲历者，在其人生经历之中，经历了传统才女、女医

、平权主义者等多种身份的容纳与转化。她的人生经历，

本身就可以作为这一时期进步女性的一个范例，可以带给

我们更多的视角与思考。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37

农村基层治理语境下宣传画创

新性发展机制探究——基于西

安市村庄的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晓莹 41815014

高强

/41817061/

周文强

/41815132,

杨子润

/41817001,

韩美玲

/41811110

朱尉 副教授 0305

本项目计划通过对西安市香积寺村等几个代表村庄的实地

考察，了解与分析当前农村宣传画的生存与发展现状，在

此基础上总结当下宣传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其后通过对

其它地区村庄的对比调研，为西安市农村宣传画工作中出

现的现实问题提出完善建议，探寻出一套推进农村宣传画

创新性发展的思路方法和长效机制，以使中央的政策方针

和理念切实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工作

中的宣传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38

AIM2调控MFN2蛋白表达促进线

粒体分裂的作用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佳丽 41808216

芮晓艺

/41808290,

沈月

/41808240,

闫珮瑶

/41816129,

宁盼娇

/41808195,

李妍

邵焕杰 教授 0710

线粒体形态变化与癌细胞的生长密切相关，AIM2的表达调

控了线粒体动力学。实验室前期发现：在NSCLC细胞中，

AIM2基因敲减后，MFN2蛋白的表达明显增强;反之，AIM2

的过表达却导致MFN2蛋白下调。本项目将在前期工作基础

上进一步探索AIM2与MFN2的相互作用以及AIM2促进MFN2

蛋白下调的分子机制，深入研究AIM2是否通过调控MFN2的

泛素化修饰进而调控MFN2蛋白的稳定性。本项目的开展将

揭示AIM2对MFN2的具体调控机制，阐明NSCLC细胞中线粒

体动力学异常的分子机制。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39

Nano-TiO2/石墨烯环氧富锌

重防腐涂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封少杰 41807183

张佳乐

/41807224,  

 毛程羽

/41807177,  

 贾浩博

/41807178,  

 李辰康

/41808245,  

 周莹

/41835030

白云山 教授 0703

环氧富锌底漆本身是一种优秀的重防腐涂料，但是在耐热

性与导电性上性能较差，加入纳米TiO2及石墨烯，尝试对

其导热性和耐热性进行提高方向的改善，同时尽量保持乃

至提高其本身的优良特性，在混入纳米TiO2及石墨烯的过

程中，对其比例方面进行调整，通过对不同比例下产物涂

料的性能测试比较，找出在尽量去除掉由于新物质加入带

来的对涂料方面的不利转变的改变，使得涂料比例的改变

达到所能实现的使用确定材料TiO2及石墨烯的最优秀性能

状态。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39

气候变化背景下国家保护植物

生存状态评估—基于物种分布

模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莹涓 41808088

李蓉蓉

/41808094,

雷洁

/41808085,

周小熙

/41808082,

刘子祺

/41808066

钱增强 副教授 0710

气候是决定大尺度上物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气候变化

会影响植物的生理生态特征和生态分布范围等。因此，了

解物种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对濒危或

受威胁物种保护策略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项目

拟采用最大熵物种分布模型，预测100种以上国家保护植物

的当代（1970-200）及未来两个年代（2041-2060、

2081-2100）适生区分布情况，并进一步估算其与当前国

家自然保护区网络的重叠程度，从而实现对其在气候变化

背景下生存状态的评估。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40

广谱抗菌免洗特种洗手液配方

的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靖怡 41808266

屈可

/41808235,

曹苗苗

/41808234,

向南姝

/41808254

孙燕 副教授 0710

在当前防重于治的背景下，注意个人卫生尤为重要。目前

的洗手液易造成皮肤干裂或不够天然绿色环保。本实验室

前期研究的来自于中国林蛙天然抗菌肽的 B2CE-N26-V5K 

多肽，具有广谱抗菌活性，无任何毒副作用，同时分子量

小、无复杂结构、生产成本低。本研究拟以 B2CE-N26-

V5K 抗菌肽为重要组分，优化具有广谱抗菌功效的免水特

种洗手液配方，研究其理化性质、抑菌活性以及感官评价

指标等，为开发具有市场前景的免水特种洗手液提供实验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41

别开生“面”——低GI方便面

的研究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储峤 41814086

温欣

/41814078,

李笑然

/41814083,

杨雨锦

/41814093,

马丽

/41814101,

储峤

/41814086,

王张拓

李小平 副教授 0827

方便面是我国食品工业的重要支柱产业，然而，近年来，

其发展缓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方便面高脂肪、高碳水化

合物，不能满足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后，人们对待食品更加

注重健康和营养的需求。为此，本项目通过筛选低GI原

料，添加高纤维、高活性成分的粗粮于小麦面粉中，研究

低GI方便面的生产配方和加工工艺技术参数，开发出低GI

的方便面产品，提高方便面的营养健康价值，丰富产品种

类，满足市场需求，为方便面产业发展提供一臂之力。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42

基于众创空间之间的对比分析

探究众创空间发展的影响因素

—以西安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宇君 41805176

杨英

/41805181,

杨嘉媛

/41816131,

陈向喆

/41816116,

段珊珊

/41816128,

王浩民

/41805163

李生刚 教授 0701

在当下西安快速发展，国家大力支持双创项目的背景下，

“创客”这类人才正被当地企业和政府所需要。但就西安

地区的众创空间而言，存在良莠不齐的现状，大部分空间

存在对创客吸引力不足的问题。基于此，本项目主要通过

数据采集、对比分析及相关性数据处理等方式，对西安市

内各创客空间的发展现状作一定分析研究，剖析影响创客

和创客空间发展的主要因素，就各个问题提出解决性的建

议，以促进建设更好的创客空间，提升其吸引力。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43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传统文化

传承类社团“两线三向”公益

培训模式初探—以砚友书画社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欣乐 41902265

武筱涵

/41902295,

张雅静

/41902269,

江若莲

/41902246,

何思萌

/41902262,

杨国庆 讲师 0501

在互联网+背景下，依托砚友书画社，建设一个以"两线三

向：线上线下,以创作交流助力培训"为初步探索方式的公

益培训平台，旨在校园内扩大书法传统艺术的感染力和影

响力，进而面向社会，为传承书法传统文化做出一份贡献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44

网络教学中的动态课件与社会

线索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基于

眼动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常誉文 41824057

葛猷勋

/41824005,

胡洁

/41824016,

朱瑾瑶

/41924034,

普佳音

/41924025

马国杰 副教授 0711

随着网络教学的兴起，怎样设计网络课程才能取得更好的

教学效果成为了该领域的研究课题。前人研究多考察教师

提供的社会线索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并提出了社会代理理

论。也有研究基于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考察了课件呈现

方式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但还没有研究将动态课件和教师

的手势、眼神等社会线索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并且以往的

实验多采用虚拟教师，也忽略了对长期教学效果的评估。

认知负荷理论认为，教学过程中线索的不恰当组合会给学

生带来认知负荷，影响学习效率，而动态课件和社会线索

共同呈现会给学生带来认知负荷还是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

仍然未知。因此，本研究拟使用真人授课，考察动态课件

和社会线索共同作用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并增加延时后测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45

西安市内机动车礼让行人政策

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辰宽 41932118

赵明杰

/41932119,

马一爽

/41932121,

石煜瑶

/41932122,

赵佳豪

/41932123,

汪勇勇

/41932124

刘佳

副教授

/硕士

生导师

0303

西安市于2017年5月起正式开始对机动车礼让行人进行专

项整治，该政策执行两年多来，已经收到明显效果，同时

行人恶意慢行所造成交通拥堵，特定路况下的政策难以推

行，电动车交通主体地位如何确定等问题不断凸显。本组

成员基于此针对此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希望能够为进

一步完善政策内容，优化道路交通秩序，增强西安市道路

交通安全感，提升西安市民文明素质，打造文明城市起到

积极作用。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46

陕西省域内政府门户网站政务

服务能力精准提升的实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淼 41932157

姬惟玥

/41932186,

郑心怡

/41932140,

周榆琳

/41912160,

杨杰克

/41916107,

杨静宜

/41932071

郑家昊 副教授 0303

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服务能力是衡量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

”水平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实效的重要指标。2020年陕西开

启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精准提升省域范围内各级政府

门户网站政务服务能力意义重大。本研究基于陕西省域各

级政府门户网站工作报表的数据，综合运用统计分析等方

法对陕西省各级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服务能力进行评估、开

展问题诊断与归因分析，并结合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以及陕西追赶超越战略提出对策建议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47X
红烛远程教育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杨淑婷 41817138

赵博韬

/41817007,

朱小梅

/41717097,

鲍思洁

/41817117,

赵彤曈

/41717046,

陈婷婷

/41717046,

黄涛

殷一博 副教授 0305

“红烛远程教育平台”为非盈利性质的社会组织，团队成

员由陕西师范大学七名本科生组成。本项目以“乡村振兴

视域下的秦巴山区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模式调研”主题调

研活动为实践依托，以计划达成的《远程教育扶贫合作协

议》为创业指导，以“扎根西部、甘于奉献、追求卓越、

教育报国”的西部红烛精神为公益使命，借助师范大学的

师资力量优势，致力于在双方课余时间通过电话、网络等

媒介，为陕西省内建档立卡中小学生及留守儿童开展“送

教下乡”和远程辅导。助力教育扶贫，平衡教育资源，彰

显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48

西藏西部高原牧区女性初中生

体育锻炼方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泓澜 41810182

林成远

/41910176,

梁志诚

/41910177,

胡永翔

/41810163,

何小涵

/41810180,

于舜尧

/41810162

黄聪 教授 0402

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战略部署制定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我国对国民健康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

。近年来，关于西藏人口体质健康调查较少，但根据少量

资料显示西藏人口体质健康不容乐观。由于多种因素影

响，西藏牧民的体质健康形势非常严峻。目前，我国对藏

区牧民体育锻炼方式研究较少。本项目旨在响应国家政策

、社会需要，通过调查西藏拉孜县牧区女性初中生体育锻

炼的方式研究其对健康的影响。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49

陕西省绿色发展的绩效评价与

改进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武通 41916155

饶佩翼 

/41914100,

蒋赫

/41916025,

孟思妤

王文军 副教授 0201

本项目研究目标是构建陕西省绿色发展绩效评价体系。通

过选取合适的指标体系，采用空间指数和杜宾模型、高阶

验证性因子方法等进行测算，从时空间两个维度对绿色发

展进行绩效评价；构建陕西省绿色发展体系、改进机制以

及提出适宜于陕西省绿色发展的路径、保障对策及建议。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50

有氧运动抑制ALCAT1改善肺动

脉高压的分子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晓云 41810179

谭晓云

/41810179,

邓欣

/41810178,

孙龙

/41810157

王友华 副教授 0402

本研究建立慢性持续低氧诱导肺动脉高压模型，采用有氧

运动干预，研究有氧运动干预肺动脉高压的分子机制，探

讨ALCAT1基因敲除对肺动脉高压肺动脉表型转化和功能改

变与内质网应激相关蛋白和信号通路改变的相关性，阐明

ALCAT1在有氧运动调控肺动脉诱导重构中发挥保护效应的

分子机制。本研究将有助于阐明有氧运动抑制ALCAT1调控

肺动脉重构的分子机制，为低氧诱导的肺动脉血管重构的

防治提供新的干预靶点。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51

用THURMES软件包分析高能核-

核碰撞的粒子产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海峰 41806236

李阳

/41806195,

王尊

/41712095,

张邹健

张文超 副教授 0702

该项目在THERMUS软件包的基础上，拟用正则系综，巨正

则系综和混合系综理论推导出高能核-核碰撞下的末态粒子

产额，然后用理论模型来拟合验数据，进而抽取出末态粒

子化学冻结时的温度以及碰撞系统的化学势。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52
液体膜过滤器性质的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一凡 41906075

魏一波

/41806211,

陈文涵

/41806057,

赵光辉

/41806268

王恒通 副教授 0702

在一定条件下，一个重颗粒可以穿过水平的“液体膜”而

不使其破裂。然而，一个轻粒子可能穿不透薄膜，并可能

停留在它的表面。而现在所研究的过滤膜大多是透过轻粒

子而阻断重粒子。本项目讨论“液体膜”成分、浓度、温

度等因素对膜稳定性、通透性以及透膜物质的亲疏水性、

是否浸润、运动速度、压强等因素对膜通透性的综合影响

。结合所学物理知识对对项目实验所得到结论进行理论建

模和分析，并进一步将本项目的结果推广到实际应用。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53

高导电性锰基混合磷酸盐/碳

纳米管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电

容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宇星 41935037

杨萱芸

/41935030,

李妍

/41935016,

刘思怡

/41935073,

薛嘉瑞

/41935056

李琪 副教授 0804

混合磷酸盐Na4Mn3(PO4)2P2O7是一种具有开放型三维框

架结构的材料，这种材料的优点是结构稳定性高、电压平

台高以及锰的价格低且资源丰富。其大的框架结构有助于

离子的快速嵌入和脱出，但其缺点是理论容量有限和电子

电导率低。因此，本项目拟采用静电纺丝法来制备高导电

性的锰基混合磷酸盐复合材料Na4Mn3(PO4)2P2O7@C,并将

这种材料应用于超级电容器电容性能的研究中。这种材料

本身固有的优势使得这种材料用于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具

有巨大的研究潜力和价值。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54

复配改性海泡石和埃洛石对土

霉素吸附机理对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伍子轩 41709194

陈绍兴

/41709216,

周晴晴

/41709205,

付莉娟

/41809252,

黎茜

/41909271,

李嘉瑶

王艳华 讲师 0705

为探究阴-阳离子表面活性剂改性不同黏土矿物的对比以及

能否进一步提高黏土吸附水中有机污染物的能力，本研究

以1:2型海泡石和1:1型埃洛石为吸附剂，以土霉素为吸附

对象，采用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MAB)和十二烷基苯

磺酸钠(SDBS)两种离子表面活性剂对黏土矿物进行改性，

制备新型吸附材料。结合Zeta电位、SEM、XRD、XPS、

FTIR等表征手段，从吸附效果→表征→修饰机制的角度进

行系统研究，为新型吸附材料的制备和应用提供技术储备

和数据支持。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55

祁连山七一冰川1999-2019年

时空变化特征及其未来变化趋

势预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小雨 41809016

浮田恬

/41809120,

邱星沙

/41809034,

王煜茹

/41809111

石培宏 讲师 0705

本项目以祁连山内陆河流域七一冰川为研究对象，通过遥

感资料解译和数值模拟，结合地统计学方法，研究1999至

2019年祁连山北大河流域七一冰川面积、体积等的时空变

化特征，分析其于与相应时间段内周边区域气象要素变化

之间的关系，探寻影响冰川变化的主导因素。进而结合最

新CMIP6预估数据，预估七一冰川在未来气候情景下冰川

面积、长度和冰储量的可能变化，探讨七一冰川变化对区

域水资源的影响。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56

陕西省绿色经济发展绩效评价

与影响因素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佳玮 41916190

马一宸

/41916148,

江含

/41916164,

李燕

/41916193,

姚柳杨 讲师 0201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

丽中国”、“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绿色发展理念。

为了更好促进陕西省绿色经济发展，本文拟对陕西省绿色

经济发展进行绩效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从经济社会繁荣

度、自然资源可持续性及绿色发展潜力等若干个方面选取

指标，全面反映陕西省绿色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使用因子分析法、熵值法等对指标进行降维，得到陕西省

整体及各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绩效评价的结果；建立影响绿

色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探究区域差异产生

的原因及提升路径。基于调查研究的成果，提出相应的政

策建议，为支持陕西省未来绿色经济的发展政策的出台提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57

双金属离子发光材料实现硅太

阳能电池全光谱转换利用的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雅婷 41807078

凌钰婷

/41807084,  

 张裕

/41807109,  

 王玉瑜

/41807126,  

 董世林

/41807071,  

 张梦洁

/41807077

焦桓 教授 0703

本项目主要研究能把硅太阳能电池利用率低的300-500 nm 

太阳光转换为硅太阳能电池吸收效率较高的近红外光(波长

小于1100 nm)发光材料。通过不同离子之间的能量传递设

计，利用过渡金属离子的光谱可调制性使其宽频谱的吸收

长波太阳光，结合三价稀土离子的丰富能级及其优良的发

光性能，研究它们的光谱可调制性和能量传递过程，并设

计和制备附加光转换材料层的硅基太阳能电池器件。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58

基于三苯胺结构的线粒体探针

的设计合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菲燕 41807121

蒲欣清

/41807089,  

 吴琦凌

/41807085,  

 赵曼邑

/41807027

赵娜 副教授 0703

研究发现三苯胺是强的给电子基团，可作为电子供体增强

AIE分子的D-A效应，使化合物具有长波发射。设计含有三

苯胺结构的AIE分子，通过改变三苯胺上的取代基R，合成

一系列具有不同推拉电子效应的AIE分子，并将其应用于生

物、细菌等生物成像中。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59

超薄镍铁双金属氢氧化物的制

备及析氧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辛贻 41807030

王雪

/41807022 , 

  李逸欣

/41807060,  

 刘阳禾

/41807025,  

 刘玉洁

/41807113,  

 李淑花

/41807012

李淑妮 教授 0703

为解决能源需求的增加及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污染问题，

电解水制氢或水分解产生氢（和氧）被认为是替代化石燃

料的清洁、有效、可持续的策略。水电解阳极的析氧反应

OER是一种缓慢的四电子转移步骤，限制了电催化水分解的

实际应用。故本项目在基于具有明显OER催化活性的镍铁纳

米薄片的研究基础上，对具有高效催化活性、高稳定性且

安全、易于制备的NiFe LDH进行合成，并探索其在大规模

水电解等绿色能源开发方面的应用，此项目研究成果将极

大地促进清洁能源生产领域的发展。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60

基于深度学习的语音识别技术

在中小学机器人课程教学中的

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静妍 41812174

江志武

/41812213,

吕佳伟

/41812208,

段帅

/41812261

祁超 副教授 0809

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迅速发展，各类机器人已在各个领

域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今年，部分城市的中小学生

将全面试点学习人工智能的课程。中小学的人工智能教育

已经迫在眉睫，但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人工智能课程中使用

到的教具智能化不足，通常只能依靠提前预定的顺序运行

程序。我们研究的程序可以嵌入到教具中，做到通过识别

简单的语言来控制机器人的运动。我们将通过这种方式为

教育机构，产商提供基础化的服务，来构建机器人模型，

让中小学生在人工智能教育过程中，真实的感受到人工智

能在语音识别方面的功能。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61

创客教育背景下的开源软件课

程设计与教学实践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小明 41615091

谢先莲

/41815130,

罗晓瑜

/41815112,

刘觅

/41715132,

任泽清

/41915118,

王生梁

秦健 副教授 0401

本项目以创客教育背景为基础，开展开源软件课程设计与

教学实践探究。项目主要内容包括:（1）实施面向中小学

生的线上开源软件课程课程；（2）教学实践过程中结合创

客教育理念，首先对国内外开源软件教育在中小学的发展

现状进行分析，设计课程实施方案，开发本门课程的教学

资源，实施教学，通过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方面对

整个过程进行评价；（3）完成一个面向中小学生的线上开

源软件课程设计方案。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62
一战中的华工情况及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晨睿 41903238

胡箫南

/41903177,

冯源

/41903176,

王宇翔

/41903182,

李思莹

/41903229,

高健健

杨松
副研究

员
0601

欧洲人观念里有着浓厚的种族和阶级因素，将中国华工称

为“苦力”、“中国佬”等等，这也致使华工被边缘化，

几乎被遗忘。他们是伟大的，是有巨大贡献的。该课题就

以他们为中心，包含着一战中的华工在欧洲生活、劳作以

及对西方社会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以不一样的视角看不一

样的一战，让人们对华工了解更加深刻，让历史对其记载

更深刻。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63
西安市国际友城发展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华飞 4817066

鲍思洁

/41817117,

葛灿灿

/41817084,

杨柳

/41817078,

苗小宇

/41817109,

赵佳毅

王东红 副教授 0305

本项目立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深入

挖掘西安市作为国际友城的发展历史，从多角度出发揭示

西安市作为国际友城的发展现状，旨在提出当今国际背景

下西安市结合“一带一路”推动国际友城发展格局的新举

措，为中国更好的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提供西安案例。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64

ABA功能类似物SLG1在干旱胁

迫中的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江梦雪 41808016

孙彤

/41808074,

孙玉辉

/41808128,

郭昱辰

/41808114,

王世敏

/41908245,

武昕

刘瑞琪

李广林

师资博

士后

教授

0710

植物激素脱落酸(Abscisic acid，ABA)可调控植物生长

发育及应答病菌、干旱、高盐和低温等多种生物和非生物

胁迫反应。实验室筛选到一种化合物SLG1，在拟南芥

（Arabidopsis thaliana）应答干旱胁迫下可能和ABA发

挥类似作用。本研究以拟南芥为实验对象，通过检测SLG1

与ABA受体的结合情况、SLG1在种子萌发以及干旱实验中

的作用情况来初步验证SLG1为ABA的功能类似物，为今后

SLG1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奠定一定的基础。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65

交叉抚育对小鼠母本行为及子

代自闭样行为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姝慧 41808140

曹芸

/41808152,

李波

/41808014,

彭兰兰

/41808144,

张衡

/41808153

贾蕊 副教授 0710

选取亲本随机配对，亲本产仔当日（子代PND0）分组建

模，对照组不受干扰，即与同窝亲缘同胞共同由亲生母亲

抚育，实验组进行部分对换式交叉抚育（对换半窝），即

与部分同窝亲缘同胞交换至另一窝中有养母抚育。建模

后，分别在子代PND0,7,13,21对两组母鼠母本行为进行记

录分析；PND 21母本行为记录结束后子代断奶分窝；PND 

30依次对子代进行旷场、明暗箱、埋珠、三箱、社交互动

实验探究其情绪、刻板行为、社会行为的变化。分析两组

母本行为的差异；分析子代亲生鼠、交叉家庭亲生子代、

交叉家庭寄养子代间的情绪、刻板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差异

。最终探讨和揭示交叉抚育对母亲母本行为和子代自闭样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66

气候变化对濒危植物独叶草空

间分布的潜在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柴蓉 41808191

赵震

/41808178,

吴银霞

/41808181,

王照倩

/41808091

叶新平 教授 0710

气候变化能够引起物种分布范围、物候特征等生态现象和

过程的变化，被认为是21世纪全球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最主

要威胁之一。独叶草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保护植物。近

年来，环境变化和人为扰动极大地减少了独叶草自然分布

区。本项目拟以独叶草为研究对象，应用组合模型法结合

物种扩散能力构建独叶草空间分布模型，分析和预测气候

变化对独叶草分布范围及空间格局的影响，为科学保护独

叶草提供科学依据。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67

小扁豆抗性淀粉材料结构及其

对茶多酚缓释功能间关系的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文强 41814007

周慧敏

/41814024,

俞小于

/41814033,

王瑞琪

/41814068,

郑芙蓉

/41814031,

李佳琦

/41814028

马蓁 副教授 0827

本项目拟通过对小扁豆淀粉进行不同工艺加工获得具有不

同结构的抗性淀粉，与茶多酚自组装形成复合物，利用其

抗缓释特性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改善肠道健康，实现

茶多酚功能性因子的有效释放，为进一步开发预防疾病的

新型功能食品配料提供参考。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68

“双师课堂”教学模式在高中

课堂的应用效果及其优化模型

的建构——以四川省广元外国

语学校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梓璇 41805016

夏雪艳

/41805084,

梁娜娜

/41805042,

乔智亮

/41805006

刘晓琳 讲师 0701

以四川省广元外国语学校为实践基地，结合专业特色，进

行问卷调查、焦点访谈等，运用桌面研究和基于设计的研

究、行动研究等研究方法以及spss统计分析等数据分析方

法研究该校多年来 “双师课堂”教育模式在高中课堂的

实践效果，建构优化模型，给出“双师课堂”教学模式的

合理、可行的改进方向，实现教育成本相对较低以及教师

结构合理化下的优质教育资源利用率最大化，缓解优质教

育资源的分配问题和教育不公平问题，助力乡村教育发展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69

贵州道真仡佬族“非遗”傩戏

助力脱贫攻坚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韩晗 41902218

王珊

/41803154,

冉朴

/41908109,

江蕴涵

/41905198,

张玲

/41907236,

孔军 讲师 0501

精准扶贫脱贫战略应以乡村文化复兴先行,如何让非遗在乡

村振兴战略中发挥出最大价值仍是我们需要长期摸索与探

讨的问题。仡佬族傩戏是人类宝贵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

财富,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内涵。本课题将傩戏的

传承与当下的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相结合，力求用传统

文化精华来助力现实的发展问题，调整产业结构以促进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更好地践行各民族共同

繁荣原则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服务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70

初中生学业健康发展的时间管

理机制与反馈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钟凯馨 41924066

蒲  倩

/41924053,

巨玉露

/41924070,

李静妍

/41924060,

李嘉欣

/41924053,

宋淑媛

/41924054,

李阳威

/41924046

王雨晴 副教授 0711

初中生时间压力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是全社会和教育界

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初中生学习时间过长、存在学习倦怠

倾向、睡眠时间被过度剥夺等问题 仍缺少有效对策。本研

究基于工作需求—资源模型，采用日记法，向初一学生 发

放心理量表，探究时间压力与学习投入间的曲线关系及心

理资本与睡眠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建构师生间学习时间、

学习投入、作业量和睡眠质量等因素间的反馈机制，为新

生入学、新班建立时的学业适应问题提供反馈系统。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71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流通合法

利益豁免的正当性及可行性分

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晨静 41732028

魏涌雪

/41732007,

张琴婉 

/41732008,

杨梦莹 

/41732030

王蓓 教授 0301

《民法典》承认个人信息自决权，而大数据时代的复杂性

、多变性使个人信息自决失灵，在这种现实的矛盾下，如

何在保障个人信息的权利的同时，适应时代的发展，因

此，通过对个人信息自决的重新定义和赋予个人信息流通

合法利益豁免的必要性，最后得出用赋予个人信息公共属

性和对价性的方式来论证个人信息流通的合法利益豁免的

正当性，并期待对合法利益豁免的可行性进行探究。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72

沉睡与新生：濒危古建筑的文

化创新——以西张关帝庙奏乐

亭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植丹 41932035

樊力玮

/41902127,

王诗雨

/41932072,

苏语彤

/41932064,

冯祎雪

/41903239,

徐丽君

/41823126

曹静
助理研

究员
0303

该项目基于对西张关帝庙奏乐亭及其引申出的关中历史、

文化、民俗、艺术等进行一定程度的调研，分析该遗产的

价值要素以及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戏楼

建筑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新的思路，创新文化传播手段和方

式，从而让大众直接和重新认识，并深刻体会到 以奏乐亭

为代表的关中戏楼的文化之价值，从侧面让人们更为重视

失修古戏楼的珍贵性和保护的必要性，并以此契机将文物

保护与修复的理念推广开来，发挥本项目的社会影响力。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73X
苍术熏蒸消毒产品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松奇 41808203

范含祉

/41808283,

段家滢

/41808300,

顾家颖

/41808287

牛俊峰 讲师 0710

苍术作为其中的一种药用成分其熏蒸消毒的药用功效在古

代就有考证。因此，本课题组通过提取苍术挥发油中有效

成分探究苍术的灭菌效果，了解其熏蒸灭菌的原理，进而

开发相应的喷雾剂或熏蒸剂等产品用于公共卫生消毒及疫

情防治。而后通过研究更多苍术的衍生产品，逐步成为一

个多元化成熟的公司。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74

不同ELABELA蛋白亚型在运动

促进心梗心脏保护中的作用比

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收 41810159

潘 收 

/41810159,

李威渝

/41810181,

胡心男 

/41810177,

曹洪雪

/41810173,

田振军

席悦

教授

讲师
0402

本项目拟开展不同ELABELA蛋白亚型在运动促进 MI 小鼠

心脏保护中的作用比较研究，在整体动物、组织学和分子

生物学水平，比较ELABELA-21和ELABELA-32两种重组蛋

白干预对有氧运动刺激MI心肌血管新生、心肌纤维化抑制

和心功能提升的效果差异，初步验证ELABELA保护MI心脏

的分子机制，为后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研究的开展提

供实验基础。拟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提高学生对运动人体

科学专业的兴趣，加强学生的科学研究素养，培养逻辑思

维能力和实验操作能力。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75X

“逍遥游”—竞价预约个人专

属导游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岳依洋 41809169

王茜琳

/41809162,

方妍

/41809163,

岳贤

/41809153,

陈润

/41816177

李君轶 教授 0705

大众旅游时代已经到来，日益增加的出游人次下也呈现出

了一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导游市场的供需结构性失衡。基

于此背景，本团队创建了竞价预约专属导游服务平台——

“逍遥游”。其主要功能有：汇集各类优秀的导游资源、

基于“LBS”的预订功能、竞价服务、双向的售后服务等。

旨在通过竞价模式使导游价格回归其价值，并创建一批专

业强、素质高的优秀导游队伍，以满足游客对于不同类型

导游的需求。乘着共享经济的浪潮，在导游体制改革以及

旅游信息化不断深入的支持下，本平台在不久的将来将会

成为人们寻找导游的不二之选。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76

体育专业大学生力竭运动后

HRV变化特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司继银 41810167

赵焕

/41810164,

蒋欣成

/41910172,

王敬芝

/41910171,

杜哲

/41910169,

匡有世

/41910170

池爱平 教授 0402

本研究拟筛选40名体育专业大学生（男女各半）进行实

验；采用体成份分析（Inbody3.0）对实验对象进行身高/

体重/BMI值等基本情况测定；有氧运动能力测试采用有奥

斯特兰德(Astrand)列线图法，无氧运动能力测试采用温

盖特（Wingate）法；采用运动跑台布鲁斯（Bruce）方案

进行力竭运动，通过佩戴心率变异性检测仪（ActiGraph 

GT9X Link，美国）于运动前、运动后、次日晨检测其HRV

各项指标变化，此外，在力竭运动前后检测受试者疲劳相

关的生理指标以对其运动性疲劳程度进行评估。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77

基于超声波的高层玻璃清洁器

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婧荣 41806204

魏一波

/41806211,

冯楚楠

/41806242,

叶伯瑞

/41806201

张小凤 教授 0702

超声清洗的主要机理是超声空化效应。空化是液体中的一

种物理现象。液体中导入超声后,原来存在于液体中的微气

泡(空化核)将在声场的作用下振动。当声压达到一定值时,

一部分气泡在负压期迅速长大,在正压期又突然闭合,产生

高达数千大气压的冲击压力和局部高温,这就是空化效应。

我们小组主要的项目内容是制作一个小型的高层玻璃清洗

器。首先使用计算机软件建立有限元仿真模型，对玻璃的

振动进行仿真，选择合适的换能器工作频率和几何尺寸，

并对换能器在玻璃上的分布进行设计。其次，为了激励换

能器，建立激励电路的仿真模型，依据仿真结果制作激励

电路。最后，通过实验测试玻璃清洁器的清洁效果，并投

入实际运用中进行检验反馈,进行参数调整,设计出简单、

实用的可供高层住户清洗玻璃的超声波清洗器。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78
可听声定向传播的实现与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舒 41806294

虞倩

/41806287,

刘亚琦

/41806293,

陈静

/41806264,

纪松辰

/41906011,

李新意

郭建中 教授 0702

本项目旨在研制超声定向传播的设备，并通过市场调研尝

试进行商业推广。基于调幅技术，并通过超声波与空气的

非线性作用，在空气中还原出可听声波，实现可听声波的

定向传播。首先用电路对可听声音频信号和超声载波信号

进行调幅调制，经过功率放大器后，由超声波换能器阵列

发射；在空气的非线性作用下，调幅波在空气中发生自解

调，还原出原始的音频信号。基于理论和实验结果从而设

计出能定向传播可听声的扬声器。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79

环境友好型油水分离材料的构

建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梦培 41835034

李为上

/41835022,

史瑞新

/41835036,

王昕

/41935020,

徐苑婷

/41935024,

魏永腾

/441935072

邓字巍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通过对海洋贻贝类生物粘附表面特性以及荷叶表面

超疏水特性的模拟，采用多巴胺氧化聚合实施仿生修饰，

在不同基材表面构筑出超疏水涂层，并应用于油水混合物

的分离。通过多巴胺氧化聚合反应的调控，控制基材表面

涂层的粗糙程度；并引入低表面能物质参与多巴胺的仿生

修饰，最终降低材料表面的表面能，赋予基材表面的超疏

水特性，并构建出环境友好型油水分离材料。促进具有特

殊浸润性材料在污水处理，环境保护等领域中的应用。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80

网红旅游产品生命周期与调控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薄乐 41809179

巨淼

/41809165,

李乐乐

/41809168,

马雯霄

/41809166,

张芷悦

/41809181

李君轶 教授 0705

随着旅游业和新媒体运营的迅速发展，两者的结合也逐渐

紧密，从而诞生了许多受游客追捧的网红旅游产品。为深

入了解网红旅游产品的发展趋势，解决如何延长网红旅游

产品生命周期等问题。本项目选取了大唐不夜城不倒翁艺

术、重庆洪崖洞等五个近几年的网红旅游产品，通过搜集

游客量、曝光指数等相关数据，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基

础，旨在研究网红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曲线，为网红旅游

产品的未来发展起一定的指导作用。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81

基于微孔荧光法的秦岭次生林

土壤生态酶化学计量及与其理

化性质关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窦祥祥 41809224

常顺

/192057, 金

瑶凤

/41809229,

宋小风

/4180925

李春越 副教授 0705

土壤酶在森林生态系统营养物质循环和能量代谢等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活性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反映出土壤

环境状况的变化。秦岭是我国南北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分界

线是我国温带山地植被最典型的山区之一，研究该区土壤

生态酶化学计量内稳性对了解秦岭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本项目选取秦岭地区油松等不同次生林土壤为研

究对象，使用微孔板荧光法研究秦岭自身磷酶活性生态化

学计量及其与土壤理化性状关系，可为秦岭山区的土壤环

境评价和保护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依据。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82

“发展效应”或“债务效应

”：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的

政策效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雨梦 41816232

胡项淼

/41816145,

曾怡霏

/41816018,

李冰

/41816057

刘杰 讲师 0203

本项目梳理了“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之间的逻辑关联与协同特征，针对目前国

际上流行的“债务陷阱”言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分析，

基于沿线国家债务数据、投资数据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数

据，实证检验了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的政策效应。在新

冠肺炎（COVID-2019）冲击全球经济的不利环境下，为提

升“一带一路”投资的发展效应、促进沿线国家可持续发

展水平提供政策建议。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83

硝基还原酶活性响应的红外二

区荧光探针的设计与合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曾琳琳 41807152

徐雨涵

/41807147,  

 袁育航

/41807171,  

 赵晓兰

/41807156,  

 强伊励

/41807145

段新瑞 教授 0703

红外二区荧光在活体中具有高穿透性，克服了深部组织分

子成像的自荧光/散射问题，与分子识别单元结合，可用于

肿瘤的早期诊断与术中导航。打开型红外二区荧光探针只

在目标分析物存在的情况下，才发出荧光，因此可以大幅

度提高分子成像的信噪比，从而提升成像的对比度与分辨

率。打开型红外二区荧光探针仅有少量报道，限制了该领

域的发展。本项目拟设计合成硝基还原酶活性响应的打开

型荧光分子探针，硝基还原酶是肿瘤的重要标志物之一。

该探针在肿瘤组织中的硝基还原酶的作用下产生荧光信

号，对于肿瘤的早期诊断与术中导航具有明显的科学意义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84

基于磷酸锰催化剂电催化水氧

化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晶 41807230

胡瑞洋

/41807230,  

 任雨晴

/41807047,  

 曾菲

/41807234,  

 徐旭

/41807159

张伟 教授 0703

电驱动的水分解研究是开发清洁能源的重要途径之一，发

展高效、稳定、易获取的分解水电催化剂是实现有效水分

解的关键。本项目中我们选择采用储量丰富、价格低廉的

过渡金属锰作为催化剂，主要开发锰基磷酸盐作为一种新

型电催化剂，用于在中性水溶液中有效电催化OER反应，通

过金属锰与磷酸根的配位构筑不对称结构，研究其在OER过

程中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期望实现锰基磷酸盐催化剂

的定向设计和宏量制备。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85

多孔结构碳基材料的可控构筑

及其锂离子电池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巍 41809228

张淼

/41816250,  

 张梦盼

/41816238,  

 吴晓

/41816249,  

 刘力宁

/41807203

张航
副研究

员
0703

锂离子电池作为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能源可持续利用的

重要元件，提升其容量和循环稳定性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关

键问题。其中，开发新型的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是

提升其储锂性能的有效途径。针对商业实用的石墨负极材

料相对较低的理论容量（372 mAh/g），本项目基于碳材

料优异的循环稳定性，通过结构设计来弥补碳基材料的容

量劣势。通过软模板法联合固液反应可控地构筑MOFs基复

合材料，并以此为前驱体基于氧化锌高温还原蒸发的特性

实现多孔碳材料的构建。通过调控前驱体制备探讨出最优

的合成路线，开拓出具备高可逆容量、优异倍率性能和稳

定循环的锂离子电池碳基负极材料的新途径。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86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车控制算

法研究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雪 41712171

纪思源

/41712178,

赵明敏

/41708307,

向灿

/41705207

彭亚丽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以TensorFlow作为基础系统平台，采用卷积神经网

络，利用智能车搭载的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作为训练数

据，得到智能车运动方向预测模型，并将该预测模型运用

到智能车上进行方向控制，以实现智能车的自动控制。首

先收集资料，研读最新论文，搭建智能车模型和实验场

地，采集训练数据集，根据模型对数据集进行预处理，利

用数据集训练网络预测模型，分析结果和不足，再根据训

练结果优化网络预测模型。研究成果最后将以论文和专利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87

内地城市家庭教育的困境及建

设路径研究——以安徽省淮南

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静明 41915170

陈俊光

/41915171,

徐凯

/41915169,

周生旭

/41915172,

李平

/41915175

杨洁 教授 0401

家庭作为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对个人发展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青少年成长条件的家

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普遍来看，家庭教育的水平与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并非完全同步，父母与孩子之间，家庭

与学校之间的矛盾层出不穷。因此，探寻家庭教育发展的

困境，并以此为基础寻找解决的办法，增强家庭教育服务

能力，不仅有利于帮助各类家庭解决教育的难题，也有利

于构建和谐的家校关系，促进孩子的健康全面发展。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88

五凉时期河西走廊的政治地理

研究——以姑臧城为中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宇飞 41803012

梁萍悦 

/41803057, 

折雨亭 

/41803050,

王迪 

/41803062,

巩彦君 

/41803033,

张晓月

/41803064

牛敬飞 副教授 0601

该项目以姑臧城为中心以政治经济方向为主，文化影响为

辅，通过分析姑藏相关地理因素对河西走廊地区的政治影

响，探究姑藏建都的选择原因。大致从姑臧历史沿革、姑

臧地理情况概述、姑臧地区军事地位概述、姑臧的基本经

济状况、姑臧与丝绸之路商路的关系概述、姑臧地区人口

成分与来源概述、以儒学和佛学为主的河西文化影响等方

面较为全面地进行探究。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89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模式的创

新性发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弘芳 41917063

梁竹

/41917014,

罗勤

/41917044,

陈佳凌

/41917020

成彬 讲师 0305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

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目前，劳动教

育在高校被弱化、被淡化，受各个方面的影响，大学生的

劳动价值观存在偏差。本项目组旨在调查现阶段高校劳动

教育开展现状和大学生劳动观现状，探究具有时代性、创

新性、综合性的高校劳动教育开展方式，引导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新时代高

校劳动教育模式的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方案。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90

R-Ras调控炎症条件OPCs细胞

增殖分化的作用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蕊 41808171

张盼望

/41808168,

李芊默

/41808193,

陈俊霖

/41808169,

程浩

/41808166

李星 副教授 0710

脱髓鞘性损伤是多种神经系统疾病共有的病理特征，少突

胶质前体细胞(Oligodendrocyte progenitor cells，

OPCs)成熟是髓鞘再生的治疗靶点。前期研究发现脱髓鞘

病灶区的OPCs不能正常分化，原癌基因R-Ras（Ras相关基

因）的表达异常显著，但其在炎症微环境下对OPCs的分化

调控机制未知。本项目将探索炎症条件下R-Ras调控 OPCs 

的具体环节和分子机制。该研究有助于阐明OPCs在炎症微

环境下的分化机制，可为炎症微环境中细胞的命运决定与

分化研究提出新思路，为脱髓鞘疾病治疗提供新靶点。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91

rs2853669通过TERT表达促进

前列腺癌恶化的分子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海成 41808167

周美丽

/41808213,

阮泳彤

/41808217,

毕潆心

/41808180,

何光欢

/41708273

高平 教授 0710

E2F1与MYC同时结合在rs2853669区，风险基因型CC可以

促进TERT的表达。DHT可以增强MYC在该SNP区域的结合，

降低E2F1在该SNP区域的结合强度。因此，本研究拟深入

研究rs2853669促进TERT在前列腺癌上调的分子机制，并

探讨MYC和E2F1在激素敏感性向激素非依赖性转变这一过

程对TERT表达调控的分子机制。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可拓展

对TERT在前列腺癌中的功能认识，还可揭示前列腺癌恶化

过程中新的调控机制。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92

基于多功能卟啉脂质体的激光

免疫疗法治疗乳腺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昕妍 41808226

付帆

/41808228,

黄思玥

/41808212,

谢瑜

/41808273

王筱冰 教授 0710

项目以偶联紫红素18的磷脂作为载体，包载免疫激动剂Ｒ

848，构建一种基于Pp18-lipos-R848的光动力、光热治

疗体系。通过光学治疗过程中引起的免疫反应和Anti-PD-

L1免疫阻断疗法联合治疗原位肿瘤和远端肿瘤。项目拟通

过理化性质鉴定、光诱导免疫应答、肿瘤联合治疗疗效及

机制研究，将成像引导的光学治疗与免疫治疗紧密结合，

为拓展光学治疗应用于远端和深部转移肿瘤治疗提供实验

和理论依据。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93
猕猴桃康普茶发酵饮品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段天池 41814092

田文欣

/41814096,

沈婧婧

/41814084,

刘冠绪

/41814075

李婷 副教授 0827

陕西猕猴桃产业是极具竞争优势的朝阳富民产业，虽然近

年来发展势头迅猛，却面临着鲜果不耐贮藏，加工品种类

单一，加工技术含量低，高档次产品少等诸多挑战。因

此，开发高附加值的新型猕猴桃加工品成为必然。康普茶

是由醋酸菌、酵母菌和乳酸菌等发酵而成的天然益生菌发

酵饮品，因其多重保健功效而深受消费者喜爱。本项目拟

联合康普茶与猕猴桃的独特风味与营养功效，开发一款新

型猕猴桃康普茶营养发酵饮品，促进猕猴桃产业提质增效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94

大数据背景下排队论在医院就

医问题中的运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燕 41805201

黄龙格

/41805247,

康晨雨

/41805216,

兰燕

/41805251

鞠恩霞 讲师 0701

此项目运用理论研究、数据分析和模型估测相结合的方

法，以排队论为基础，将大数据技术与医院运营管理相结

合，着重对医院挂号排队系统的相关数据予以分析，归纳

。从队长、等待时间、忙时等运行指标方面予以阐述，并

运用有关医院系统的排队问题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方法，

以期找到门诊窗口所需最佳排队数量。以利于减少患者等

待时间，提高医务人员工作效率，提升医院服务形象。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95
“雪窗萤火”大学生线上支教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婷 41802048

王锦 

/41704100,

马一凡

/41702052,

马欣

/41702047

贺卫东 副教授 0501

线上支教是将现代互联网技术与支教二者想结合起来的一

种新型教育模式，旨在利用现代传媒手段来解决贫困地区

师资短缺、学生作业家长无法辅导等问题。这种教学模式

整合了线上线下两种教学模式的优点，打破了空间与时间

的限制，不仅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与教育资源的合理分

配，同时也有利于大学生充分利用空余时间，实现人生价

值。它具有公益性强、便于操作实施、投资少等优点。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96

手机分心对行人过街决策中判

断车辆到达时间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段苏娜 41824012

陈泓薇

/41824013,

代姗姗

/41824020,

梅宇杰

/41824026,

李嘉欣

/41924053,

孙丽颖

/41924026

庄想灵 副教授 0711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功能日益丰富，其诱发的分心干扰

作用对行人过街安全的威胁日益增加，因此探究手机分心

对行人过街决策的影响尤为重要。本研究首先评估了一系

列的手机分心任务的心理负荷，然后选了几种负荷程度不

同的手机分心任务，在不同手机分心任务下测量行人对车

辆到达时间（Time to arrival, TTA）的评估。研究的

结果可以在行人交通安全规划、教育和管理等方面提出相

关管控措施, 对降低行人过街伤亡事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97

吸毒驾驶实务中的认定       

                         

    与入罪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杨 41832040

罗杨

/41832040,

杜格

/41832032,  

李慧

/41732041,

杜淦

/41732041,

李瑞

/41832058

张娜 副教授 0301

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一

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

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

金。”正式将酒驾纳入危险驾驶的处罚机制中，道路安全

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保障。而在如今的社会，毒驾逐渐成为

了道路安全的一大“杀手”，刑法修正案（八）所规定的

危险驾驶行为（仅包括酒驾，超速驾驶）无法完全适应新

交通形势。因此，毒驾的刑法规制处于空白急需填补。本

次项目拟针对新的社会形势与法律理念并结合司法实务中

的处理方式对比分析，对毒驾行为的入罪问题进行实践研

究，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利益与道路交通安全。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98

“互联网+”时代农村电商扶

贫机制法律适用困境及解决路

径研究——以陕西省周至县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梦真 41932087

宿正康

/41932078,

李丁柏兰

/41932112,

李昕怡

/41932104,

刘淑敏

/41932106

向东 讲师 0301

本研究以陕西省周至县为例，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通过

文献法、问卷法以及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陕西

省周至县的电商扶贫进行调查研究。以期解决当前农村电

商扶贫中存在的电子支付安全保障较弱、电商经营主体监

管难度大、电子合同规范不足、经营中存在的侵权问题、

消费者维权现实难度大、市场无序竞争造成的不良后果、

农户法律意识等具体问题，并提出完善法律援助、细化知

识产权保护、重点规范电子合同等措施。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099X
慧文·博新秘书事务所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罗潇 41802228

李英杰

/41702230,

沈建英

/41702234,

马子祎

/41702292,

李璇

/41702271,

刘扬

/41702306,

赵颖 副教授 0501

项目以“慧文·博新秘书事务所”为依托，通过企业与高

校专业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将市场、案例、企业文化融

入教学过程，让学生真实参与秘书职业工作，实现应用型

人才培养理念，改革秘书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专业

人才培养体系，打造秘书学专业特色品牌，提高核心竞争

力，完善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与时俱进，解决教学知识与

社会发展脱轨问题。提高学生专业能力和就业能力以及教

师研发能力，拓展教育改革途径、创新教育改革方法。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00X
基于DCGAN的仪容设计服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宇苗 41912278

顾子安

/41912253,

吴思思

/41806289,

薛丽娇

/41915138,

贾瑞萱

/41935078,

陈子建

/41912258

曹菡 教授 0809

通过DCGAN模型和大数据技术，建立大量的“良好”妆容

、发型和服饰设计案例库，训练生成对抗网络，然后利用

手机APP根据客户的脸型、肤质，身材以及事先设置的场景

来推荐专属护肤品以及生成候选仪容设计效果，方便用户

判断和选择。我们将与众多企业合作，给用户推荐不仅适

合，而且性价比高的产品，支持用户一键购买。在此基础

上，我们设想，将该技术产品封装为一个应用程序编程接

口（API），面向家居企业，制造为类似智能魔镜的产品。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01

大学生身体活动与静态平衡能

力的相关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桐舟 41810155

程志伟

/41710140,

侯建羽

/41710141,

刘雨熙

/41710167,

陆子骏

/41710153,

徐龙缘

/41710148

朱文斐 副教授 0402

静态平衡能力是指个体在静止状态下能有效控制自身姿态

摇摆的能力，可以反映出人体平衡控制水平，为进一步进

行运动指导、运动训练、伤病防治提供重要参考。本研究

通过加速度计客观测量大学生的身体活动水平，探究日常

身体活动与人体静态平衡能力的相关性，为有效指导大学

生提高身体姿势控制能力，防止运动伤病提供理论重要理

论基础。对比有体育训练经历的体育生和没有从事过体育

训练的非体育生静态平衡能力测试结果，控制参试者的男

女比例，探究体育训练经历与性别因素与人体静态平衡能

力的相关性。通过在静态平衡能力测试中设置单任务和双

任务实验，探究认知任务对个体静态平衡能力的影响，从

而掌握执行任务种类差异对静态平衡能力的影响，为进一

步理解人体静态平衡能力影响因素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02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健康体适能

的特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凯 41810154

张凯 

/41810154,

冯浩 

/41810156,

梁志浩 

/41910155,

张玲 

/41910178

张婧 副教授 0402

我国足球整体实力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体适能水平

的差距尤为突出。然而青少年时期是体适能发展的关键时

期，对今后成年健康水平以及未来足球专项水平起着决定

性作用。本研究针对此情况，以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足

球运动员和陕西省U15女子足球运动员为研究对象，通过测

试健康体适能相关指标，系统分析不同性别、不同年龄阶

段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健康体适能特征，从对而为青少年足

球运动员个性化体适能训练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03

陕师大教室中常用穿孔板声学

性能的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博 41906175

徐天福

/41806135,

薛景仪

/41806100,

槐以慧

/41806107

凤飞龙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的教室中常用的穿孔板的声学性

能，利用Comsol Multiphysics 建立模型研究带有圆孔

的简单穿孔板，研究由粘度和热传导引起的线性效应，确

定模型穿孔板的转移阻抗、表面法向阻抗和吸声系数。并

将结果与转移阻抗的半解析表达式进行比较，再得到实验

室常用多孔板的声学性能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04
石墨炔在超快激光方面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文晖 41806058

姜宇博

/41806076,

王方雨

/41806035,

唐昊

李晓辉 教授 0702

本项目将根据石墨炔优良的光吸收特性，将其用于脉冲光

纤激光器等超快激光系统，让石墨炔和光学相结合，通过

实验探究石墨炔作为可饱和吸收体在超快激光领域的应用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05

 西安市工业结构调整与碳减

排潜力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明月 41809261

朱嘉菱

/41809266,

郑瑞鑫

/41809264,

李展飞

/41805185

丁永霞 讲师 0705

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一直以来

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此，本项目基于城市尺度视

角，以西安市作为研究区，分析工业结构演变与碳排放之

间的关联关系，运用因素分解方法识别影响碳排放的主要

因素及贡献率，在此基础上，结合多种发展情景，采用

LEAP模型预测未来时期西安市的工业结构变动趋势并测算

碳排放量，进而分析工业结构优化的减排潜力。研究结果

可为城市产业结构的低碳化、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对策提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06

探究大型街舞赛事对城市旅游

经济发展的影响——以长沙市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弥佳佳 41809178

潘姿伊

/41809152,

唐荣

/41809155,

党刘璇

/41809171,

李星燕

/41809172

吴冰 副教授 0705

近年来，随着《热血街舞团》、《这就是街舞》等综艺节

目的热播，街舞逐渐走向大众视野，成为人们广为喜爱的

娱乐健身活动。各类街舞赛事亦相继举办，对承办城市社

会经济产生诸多影响，但尚未引起国内外学者足够关注。

基于此，本小组以2018KOD街舞世界杯承办城市长沙市为

例，利用综合分析法、统计数据分析和问卷调查等方法来

探讨街舞赛事对长沙市旅游经济影响，分析城市举办街舞

赛事对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07

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农户参与行

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伟华 41816067

曹淑慧

/41809230,

吴鸿宇

/41909076,

刘思语

/41809278,

徐浪

/41808034,

张芊

史恒通 副教授 0201

近年来，建设黄河生态经济带，把黄河生态经济带上升为

国家战略呼声渐高，也势在必行。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举

措，同时也有利于畅通“一带一路”，需将黄河流域生态

治理与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流域生态治理属于公

共资源管理，具有集体行动属性，需要公众集体参与才能

取得成效。因而需从多个方面来探究影响农户参与黄河流

域生态治理行为的因素。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08

能量传递的多掺杂体系实现硅

基氮氧化物近红外发光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灵娴 41807018

叶淑芬

/41807016,  

 杨素雅

/41807097,  

 何雨竞

/41807083,  

 胡  群

/41807087,  

 宋佳宁

/41807021

王晓明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基于太阳光谱转换应用的角度，通过对硅基氮氧化

物中通过Eu2+、Ce3+和Yb2+等f-d跃迁离子掺杂，可实现

近紫外和可见光区具有宽带吸收；硅基氮氧化物中尝试实

现三价稀土离子掺杂，并实现不同稀土离子之间的能量传

递，并通过量子剪裁过程获得近红外发光，开拓出硅基氮

氧化物荧光材料的应用新领域，同时为太阳光谱转换材料

的实际应用的提供新材料。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09

新型呋喃去芳构化偶极环加成

反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甘露 41807186

王文哲

/41807189,  

 华欣然

/41807199,  

 李晶晶

/41807210,  

 高倩

/41807216,  

 苏贵楠

/41807218

俞斌勋 副教授 0703

当前的化学化工原料强烈依赖于传统石油资源，随着世界

化石资源的日趋枯竭，合理高效地开发利用天然生物质资

源迫在眉睫。因此，发展基于生物质资源的有机合成新方

法具有重要意义。呋喃作为重要生物质原料，大量存在于

农副产物中。本项目拟发展呋喃去芳香化环加成新方法，

高效快捷地构筑复杂且结构多样的杂环化合物。作为基础

研究，期待所发展的有机合成新方法能够在天然产物、药

物及新功能材料的合成中得到广泛应用。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10

ChemMatters 中化学科普资

源的应用研究——古法造纸及

再生纸中的化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东青 41807197

何东青

/41807197,  

 李艳

/41807050,  

 李选晋

/41807011,  

 高溥

/41807008,  

 谢旭东

/41807067,  

 张华峰

/41807069

张颖 教授 0703

本项目以我国传统文化中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为载

体，挖掘其中的化学原理，并将现代造纸工艺用到的化学

药品与原理以趣味性介绍、对比实验等方式进行科普，再

从绿色化学出发，延伸到再生纸，制作家庭版再生纸，让

公众在进行化学科普的也能提高文化自信，接触到环保的

生活方式。同时本项目还将线下的科普活动素材创作成时

下受人们欢迎的科普微视频，借助现代多媒体平台进行推

广，举办线下科普活动，实现线上线下全方位的化学科普

。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11
基于深度学习的健康预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嘉蕊 41812128

田凯旋/西安

电子科技大

学，

于月

/41805196,

严美娟

/41812121,

翟江雪

/41805196,

白群群

张玉梅

张钰

教授

副教授

0809

新时代发展浪潮下，疲劳猝死事件却屡见不鲜，疫情期

间，医护人员过劳猝死，更是将如何有效预警疲劳摆在了

大众面前。本项目就疲劳猝死问题为主要切入点，通过面

部特征、眼部信号等生理变化识别及基于光电容积脉搏波

、血氧饱和度的心率提取算法，研发基于深度学习的疲劳

预警系统，并提供与用户各类健康指标所适应的营养及运

动建议，力图最大限度减少医务工作者、司机、学生等各

行业人员因过劳而引起的意外事故。此外，本系统将通过

图像识别、拉曼光谱等手段进行皮肤超量细菌预警，旨在

提供更充分的健康预警保障。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12

基于SWOT分析的幼儿教师科研

素养及其提升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悦 41715072

邓雨露

/41715034,

郭咪

/41715027,

邬文翠

/41715062,

谢佳妤

/41815071,

赵卓懿

/41815070

许倩倩 讲师 0401

幼儿教师需要具备基本的研究素养，以及开展教育教学的

实践研究能力。推进研究型教育改革，着力提升幼儿教师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目前关于幼儿教师的科研素养方

面仍存在诸多问题。

本研究选取西安市不同层级幼儿园，通过问卷调查与结构

性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幼儿教师科研素养发展状况。

在此基础上借助SWOT分析法，全面地分析幼儿教师科研素

养发展的内部与外部的优势（S）、劣势（W）、机会（O)

和威胁(T)，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进而提出相应的

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提升策略，以促进我国幼儿教师科

研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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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国大陆女医生形象嬗

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之飏 41903092

王庆愉

/41903088,

王心悦

/41903095,

罗扬

/41903094,

侯佳坤

/42903116,

李锦韬

郭海文 教授 0601

    近百年来，我们在各个领域看到了越来越多女性的身

影，她们对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而这些现象的出现与百年来的女性的职业的发展密不可

分，女医生这一职业形象进一步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本项

目将研究百年来（1912-今）女医生形象的嬗变，以女医

生在不同时期的形象变化为侧重点，涉及对影响女医生形

象变动因素的探讨， 抓住典型人物在时代中的特点，以小

见大，进一步来研究近现代女性在追求独立自主、寻求解

放这条道路上的心态及实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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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高校大学生参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舍乃拜 41817150

周文强

/41815132,

高强

/41817061,

杜淦

/41832003,

黄阔

王东红 副教授 0305

在国家重大公共事件中，庞大数量和较高素养且作为祖国

未来的大学生知行状况对社会的影响尤为重要。以西安主

要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深挖教育层次、学校类型、专

业、生源地等变量不同的大学生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情况，探讨公共事件中大学生的认知、情感、参与，特别

是就有序参与疫情防控的意愿引导、成长收获、手段途径

、体制机制、技术支撑等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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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效生长因子为靶向的神经

胶质瘤治疗性疫苗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郝一点 41808043

崔琬婧

/41808022,

李萍

/41808010,

丁水思

/41908004,

黄山芷

/41908288,

林育多

张磊 副教授 0710

神经胶质瘤作为成人最常见的颅内恶性肿瘤，目前其治疗

手段极为激进且患者存活时间较短，因此本项目将通过研

究并制备以 PTN 为靶向的治疗性疫苗，为神经胶质母细

胞瘤的治疗提供副作用小，特异性高的全新的有效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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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铅胁迫对日本鹌鹑法氏囊

形态发育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晓晴 41808126

高愉涵 

/41808019,

李守德

/41808004,

钱品珏

/41908230,

王毅

/41908296

赵洪峰 副教授 0710

该项目以100只雄性日本鹌鹑为研究对象，分5组饮水给毒

（铅浓度为0、50、250、500、1000ppm）。我们采用

ELISA试剂盒检测技术、组织学分析技术，Illumina测序

技术和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探究铅暴露后鹌鹑形态学指

标,血液生化指标、法氏囊组织学指标、法氏囊免疫基因表

达量的变化。从而研究了重金属铅暴露对日本鹌鹑免疫器

官法氏囊及免疫功能的影响，本实验在鸟类生态环境保护

及家禽饲养技术方面有一定指导作用，为今后的实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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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螺菌H.5-28诱导拟南芥对

PstDC3000抗性的代谢组学分

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玉娟 41808176

刘雨琪

/41808189,

张艳茹

/41808267,

孙清荣

/41808248,

崔浪军 副教授 0710

Herbaspirillum huttiense 5-28（H.5-28）是课题组

发现能提高植物产量和抗性的促生菌，但其提高植物抗性

的机理并不清楚。该课题拟以接种H.5-28、病原菌

Pseudomonas syringae（Pst DC3000）和二者共同接种

的拟南芥为材料，采用GC-MS技术对其进行非靶向代谢组

学检测，利用LECO-Fiehn Rtx5、NIST数据库等比对处

理，在筛选出差异代谢物的基础上进行功能富集和通路富

集分析。再通过HPLC-MS技术检测相关激素的含量，以对

上述代谢组学的结果进行验证。其研究结果有望对揭示

H.5-28提高植物抗病性的机理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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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食黄花菜加工工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妍 41914058

李照辰

/41914031,

张皓淼

/41914062,

张梦曦

/41914060,

张艺可

/41914042

张宝善 教授 0827

黄花菜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富含糖类、蛋白质、无机盐

、维生素及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而我国的黄花菜多以干制品形式进行销售，产品单一，不

能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严重制约了黄花菜产业的发

展。本产品以黄花菜为主要原料，利用乳酸菌发酵，充分

保留了黄花菜固有的营养和保健成分，营养价值高、风味

好，并且加入牛肉，使得产品风味更佳，营养成分更加均

衡全面。旨在丰富产品种类，方便消费者食用，提高黄花

菜资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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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坝村茶旅一体化发展规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倩 41705062

李春蓉

/41805047,

李乐乐

/41809168,

薛心如

/41809156,

赵星阳

/41809145

窦井波 教授 0701

本项目以贵州省遵义市核桃坝村茶产业为依托，综合利用

现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发展茶旅一体化，减小贫富差距，

助力精准扶贫，打响脱贫攻坚战。项目组将通过政府扶

持，利用360°虚拟漫游技术打造新型全景广告投入宣传，

开发微信小程序，利用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为

游客提供个性化定制体验式旅行，打造粉圈交流社区，完

成便捷式购茶电商平台建设，线上线下全方位辐射，多措

并举，切实改善当地农户生活水平，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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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差异对文学创作风格

的影响探究——以《诗经》和

楚辞中的植物描写对比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旭聪 41902274

马雪妍 

/41902243,

朱雅茹 

/41902268,

杨小凡 

/41902245,

高士琪 

/41902242,

彭文彬 

/41902237

刘银昌 副教授 0501

地域文化同古往今来的文学创作有着不解之缘，它对文学

作品的艺术品味有着客观规定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多

层面的，但最终都指向创作风格的形成。本项目拟以开创

中国诗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的《诗经》和《楚辞》

中的植物描写为例，梳理地域因素在作品创作中的不同程

度的体现，对比探究地域文化差异与文学创作风格之间的

内在联系，并试图阐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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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还是补偿？旁观者不同行

为对受害者报复行为影响的比

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俊超 41724047

江可欣

/41724056,

葛猷勋

/41824005,

覃正惠

/41724045,

段宇轩

/41924049,

杨世鹏

/41924048

罗扬眉 副教授 0711

维护社会公平是人类的重要职责。我们作为第三方在遇到

不公平时，常采取惩罚违规者或补偿受害者的方式来维护

公平。但是这两种方式是如何影响受害者的报复行为以及

在效果有何差异目前还不得而知。基于该问题，实验一将

通过六个人的博弈游戏对比两种措施对受害者报复行为的

影响；实验二将情景拓展到得失情境中进一步验证。实验

三探讨这种现象产生的心理机制。预期研究结果能进一步

拓展公平理论，为促进社会公平和和谐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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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营商环境满意度调查研

究 ——基于民营企业的视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瑞娜 41732167

杨博琳

/41732182,

张莹

/41732154,

李亚斐

/41732139

刘佳 副教授 0303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在推动发展、增加就业、改

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营商环境是企业创立、发

展的前提与基础，营造相对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

境，有利于助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但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发展的成效如何，需要通过对企业

满意度的调查才能获得感知。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文本

分析法、问卷调查法，进行西安市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满

意度的调查研究，从而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可行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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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中的中文流行语隐蔽化

语言结构和效力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颖妍 41832095

李颖妍

/41832095,

龙颖琳

/41832096,

李晨姝

/41832098,

宋玉玺

/41832120

王  晶 副教授 0303

本项目将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出发，着力研究互联网中

“字母化、隐蔽化的中文”，主要内容有：第一，收集整

理“字母化、隐蔽化的中文”在互联网中的典型案例；第

二，分析“字母化、隐蔽化的中文”对社会群体，尤其是

网络群体产生的影响，比如对网络群体产生的分割性；第

三，探析“字母化、隐蔽化的中文”与“特定的网络群体

”之间的互相构造关系；第四，此种构造关系对人们的认

知或者生活产生的实际影响；第五，针对不好的影响，本

项目将提出扬益避害的可行性策略，以期能够达到促进互

联网环境的优化的目标，尤其是互联网语言使用环境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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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融入手账类文创产品

设计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袁婷婷 41817050

林曼娜

/41817032,

罗家庭

/41817041,

尹婷

/41923187,

钱晓堂

/41817005

刘力波 教授 0305

“红色文化”商业化、经济利益社会化是我们项目设计的

初衷。产品以手账周边为主打，根据不同系列主题进行设

计创作开发。将“红色文化”和“手账文化”相结合，将

时事热点或经典著作与产品内涵相联合。让“红色文化”

更加生活化，让“手账周边”更加具有意义。以创业团队

为核心，发展广大大学生进行主题设计创作。产品类型主

要有本子、贴纸、胶带，印章，便签等。并每售卖出一份

产品，就会有一笔资金用于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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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对大学生

身体成分及下肢肌肉状态影响

的比较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洋 41810093

梅佳月

/41810128,

季宗捷

/41910115,

付婷

/419100140

张婧 副教授 0402

大学生体力活动不足，导致学生体质下降，各种慢性疾病

发生呈现低龄化趋势。本研究针对此情况，以我校30名大

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两种运动方式

对其进行干预，干预前后测试学生身体成分和下肢肌肉状

态等各项指标，并进行系统比较，分析两种运动方式对大

学生身体成分尤其是内脏脂肪含量和骨骼肌含量、下肢肌

肉状态影响的效果，从而为指导大学生选择合适的运动方

式进行科学锻炼， 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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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钒基氮化物/硫化物微型超级

电容器构筑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静静 41935039

申克文

/41935014,

孙雪妮

/41935028,

王一诺

/41935001,

王怡辰

/41935003,

丁渝桂

/41935013

何学侠 副教授 0804

微型超级电容器是一类新型的高功率微型电化学储能器

件，其不仅能够解决二次电池功率密度低和电容器能量密

度低的问题，而且能够作为功率源与微/纳电子器件直接集

成。钒基氮化物/硫化物具有较高的电导率、硬度和机械强

度和高温稳定性能，是极具潜力的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

本项目拟通过插层剥离法，制备超薄VN，VS2纳米片并将

其作为活性材料组装微型超级电容器，旨在构筑高能量密

度、高容量微型超级电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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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豐杂谈—新型媒体助农助商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李子丰 41823142

李祯元

/41823168,

李英杰

/41823164,

丁颖

/41923128

冯民生 教授 1204

主要以直播助农助商和子豐杂谈访谈栏目产品植入两种形

式进行带货为农创收。

有产品宣传，产品代卖，项目宣传三个方向。在助农前拍

摄本次助农计划宣传短片在抖音等可添加商品平台或访谈

视频中投放，吸引流量客户与目标客户。从西安出发，并

拍摄记录其旅途中的见闻，并在当地提前联系当地特产农

民或店铺商家，与其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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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形聚焦透镜对束斑透过率及

分辨率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欣婷 41809108

谷淼

/41806154,

穆兰

/41806179,

曾慧昕

/41809113,

任健康

/41809078,

尹峰 教授 0702

运用SIMION软件通过构建静电透镜模型，对带电粒子束的

聚焦影响进行研究。从传统轴对称透镜获得圆形束斑入

手，将透镜模型所测得数据与实验室中装置所测得数据对

比，进一步结合电磁学理论，突破传统的轴对称透镜限

制，改变透镜的相关参数使之变为非轴对称的异形透镜，

同时探究各个参数分别对束斑通过率以及分辨率的影响规

律，最终找出最佳透镜形状和参数，使带电离子束能以最

佳纵横比聚焦，为获得高灵敏度和高透过率的离子束提供

理论基础。若进展较好，将制备出实体透镜，验证理论结

果，并将其运用于团簇束流源、质谱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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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状态的智能评价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合利 41706287

张钰洁

/41714032,

吴依桐

/41716041,

孟艺

/41806186,

王晨

/41814036

葛宝 教授 0702

线上学习以其打破时空限制的优点，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学

习方式。然而在在线教学过程中，老师无法对学生的学习

状态（例如是否在思考）进行有效的评价和判断，造成了

教与学之间的鸿沟。本项目计划应用最新的消费级脑机接

口设备，对学生学习过程中脑电信号进行采集，并开发相

应的深度学习算法，识别以及分析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

脑活动状态、认知状态甚至情感状态，并将这些信息同步

反馈给教师端，从而帮助教师及时对教学进程进行监督和

调整，最终完善在线教学的环节，提高在线教学的效果。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30
甲酸盐电化学重整产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雅楠 41835018

岳雅琪

/41835019,

张海洋

/41835002,

赵降龙

/41835041

陈煜 教授 0804

利用甲酸盐氧化电化学重整产氢，开发高活性、稳定性FOR

和HER电催化剂不仅可以降低水电解产氢的商业成本，还可

以提升水电解产氢的整体功率。考虑到碱性介质中PdH纳米

晶对FOR高的电催化活性、自身独特的物理化学特性，本项

目拟通过水热法合成具有高活性和稳定性的PdH纳米晶并应

用于甲酸盐电化学重整电解池，实现对PdH纳米晶的可控合

成；综合分析电催化性能数据，掌握PdH纳米晶形貌、尺寸

、化学组成等因素对FOR和HER活性和稳定性的影响规律。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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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EE的陕西省生态系统服

务与人类活动强度的时空权衡

与协同关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欧胜亚 41709236

王昌鹏

/41709185,

张雪茹

/41909283,

方铭源

/41909264,

宁乐华

/41909275

李晶

教授

（博

导）

0705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急剧增长，陕西省的生

态系统结构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平衡遭受了一定程度上

的破坏。本项目以陕北黄土高原、关中平原、陕南山地为

研究区域，在GEE平台数据支持下，拟采用时空相关、格网

化、可视化等分析方法，以定量分析和比较这三个地理单

元中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活动强度的时空权衡与协同关

系，以期为实现该省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基

础及优化方案。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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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上市公司现金流影

响的传导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馨雨 41816223

余诗曼

/41816230,

赵薇薇

/41816222,

于汶珊

/41816239,

周冰玥

/41816236

芦笛 讲师 020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2020年一

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通过对疫

情影响下三大典型性行业（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服

务业）的年运营现金流动性情况、不同风险等级下中国国

内上市公司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健康危机影响下现金流动

的情况进行数据分析，进而评估政策，为有效减轻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造成的现金短缺的风险和防止大量的企业破产

提出更好的建议或策略。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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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催化碳氢键不对称氧化反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婵 41807248

贾雪

/41807229,  

 赵倩

/41807233,  

 刘书琪

/41807241

李超群 教授 0703

手性醇广泛存在于药物分子、天然产物中，通过不对称氧

化可以直接、高效把碳氢化合物转化成手性醇。生物酶可

以催化氧化生物体内有机分子生成手性醇。基于非血红素

酶结构功能启发，我们计划合成手性四齿含氮锰配合物并

用于催化氧化反应研究。考虑到选择性氧化合成手性醇挑

战性，我们计划通过设计合成新型锰催化剂、及催化反应

条件优化实现对碳氢键氧化合成手性醇的反应研究。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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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轭聚合物与纤维素复合纳

米   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迪航 41807168

张子钰

/41807142,  

 李君婷

/41807155,  

 李航

/41807176

唐艳丽 教授 0703

共轭聚合物具有良好的荧光量子产率、结构修饰多样性等

特点，在生物医药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然而，共轭

聚合物不可避免存在聚集效应，降低了其荧光量子产率。

本课题拟将共轭聚合物与纤维素通过静电作用、分子间弱

相互等方式，制备共轭聚合物与纤维素的复合纳米粒子，

利用纤维素骨架对共轭聚合物的锚定及稀释作用，有效抑

制共轭聚合物的聚集，提高共轭聚合物的荧光量子产率。

该策略具有普适性，对提高共轭聚合物荧光性能具有重要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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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监督学习中基于流形结构的

自适应边加权算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倩雯 41712057

周小霞

/41812281,

杜君

/41812114,

甘毓琪

/41712036

肖冰 副教授 0809

基于图的半监督算法是半监督学习的研究热点。基于图的

半监督算法其核心是构建一个能够表达数据分布的图结构

。本项目基于流行假设，主要研究基于流形结构的自适应

边加权算法及其优化求解。项目通过对图结构中的边权

值，利用相似性函数参数化和基于局部线性重构误差最小

化的方法，实现优化。前期的一些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

构造的图结构能够拟合数据的分布结构，更好的表达数据

样本之间的关系，提升基于图的半监督算法的分类效果。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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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组织气氛及其影响因素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龙海慈 41915036

崔佳

/41815020,

宫甜甜

/41815013,

邓雨露

/41715034,

屈竞怡

/41915058,

陈秋珠 教授 0401

幼儿园组织气氛是指一所幼儿园区别于另一所幼儿园并影

响其组织成员行为的一系列内部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特征

能被组织成员亲身体验，并影响着组织成员的身心发展、

组织行为与工作绩效。本研究以幼儿教师和管理层为研究

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对幼儿园组织气氛及其

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了解幼儿园组织气氛的特点，在此基

础上探究影响幼儿园组织气氛的因素，针对研究结果提出

改进幼儿园组织气氛的建议，促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健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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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奁史·器用门》整理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帆 41803180

李霄倩 

/41803145,

苏倩文 

/41803220,

左予辰 

/41803169

郭海文 教授 0601

《奁史》是清人王初桐编撰的一部卷帙浩繁的类书，保存

了大量有关我国古代女性的珍贵资料，对研究古代史、女

性史有重要意义。然而该书并未得到深入利用，学术界对

其价值发掘较为薄弱。依此现状，本课题分为整理与研究

两部分。首先从文献学角度，对《器用门》部分作标点、

校勘及注释等一系列古籍整理工作。继而对所记录的内容

进行研究，分条缕析，撰写论文，并配合文物图像等材

料，以资绘制一幅真实的中国古代女性生活画卷。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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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 大学生发挥“地

摊经济”优势助力贫困区农产

品外销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玙璠 41817141

张佳宁

/41814153,

张琳

/41817154,

蒲星宇

/41817136

李后东
副研究

员
0305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并在全国扩散，给

我国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严峻挑战。在经过近半年的努力

下，得到有效控制，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但是受疫

情影响，由农产品滞销而引发的农民增收问题严峻。着眼

于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

本项目将进行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如何发挥“地摊经济”

优势助力贫困区农产品外销的路径研究。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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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AR-T活化原理的用于筛

选针对PD1/PDL1中和抗体的新

型系统的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青玄 41808211

邵佳

/41808231,

莫亦乐

/41808293,

王裕文

/41908266

张伟峰 副教授 0710

针对免疫检查点的肿瘤免疫治疗是目前肿瘤免疫治疗领域

的研究热点。但如何快速筛选获得针对这些免疫检查点分

子的中和抗体是目前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传统方法存在

耗时长、灵敏度低及结果不稳定等不足。因此探究用于检

测中和活性抗体且更灵敏高效的体外检测系统具有重要的

应用价值。本课题利用CAR-T细胞活化原理，介导了

PD1/PDL1激活相应的CAR受体的活化，并采用NFAT motif 

Luciferase作为报告基因定量分析CAR的激活信号，建立

针对PD1/PDL1中和性抗体的生物学活性检测系统，为抗体

生物活性检测系统奠定基础。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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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氏柠檬酸杆菌对菊酯类农药

的降解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师星怡 41808051

黄镇

/41808008,

宋子怡

/41808048,

李雅宁 

/41808020,

王璇 

/41808044,

娜娜 

李治 教授 0710

本项目基于上学期的cx2019303“高效氯氰菊酯降解菌的

研究及粗酶的提取”项目，对弗氏柠檬酸杆菌的降解谱做

一个深入的探究。由于能力及资金的不足，所以我们只做

几个重点物质的研究：溴氰菊酯、氰戊菊酯以及N－（2－

苯并咪唑基）－氨基甲酸甲酯（多菌灵）。溴氰菊酯和氰

戊菊酯是与高效氯氰菊酯同为菊酯类农药，多菌灵是酯类

的农药，所以我们选用这三个物质做弗氏柠檬酸杆菌降解

谱的一个简单的探究。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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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裸子植物中AP2基因家族的分

子系统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静 41808271

谢静

/41808271,

侯梦雨

/41808261,

高琴

/41808269,

温亚丽

/41808311,

孔祥乐

/41808265,

李雪

/41808296

康菊清 副教授 0710

AP2基因是植物特有的基因，AP2家族与植物的生命活动息

息相关，在被子植物中被研究很多，但在裸子植物中的系

统研究尚未完成。本申请首先将确定目前植物数据库中基

因组完整的裸子植物作为代表性物种，然后找到代表性裸

子植物中所有的AP2基因家族成员，接下来构建各物种包含

基因的系统发育树，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各个蛋白序列所属

的亚家族进行分析，从而最终研究裸子植物AP2基因家族的

演化历史。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44

甘杏汁饮料加工工艺研究与产

品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琴 41814081

李妍

/41814098,

卢阳阳

/41814100,

温欣

/41814078,

朱银龙

/41814077,

张清安 教授 0827

杏在我国种植已有悠久的历史，杏果实品种和味道多样，

但多以鲜食为主，同时由于杏果酸度较高，因此不宜直接

开发成杏汁饮料，这限制了杏果的加工和产业链条延伸。

为此，本项目拟通过用甘草汁来代替化学甜味剂，同时以

苦杏仁脱苦水做辅料来增加杏仁风味；并探究鲜杏汁、甘

草汁的比例进而调节饮料的糖酸比，最终研究开发一种具

有纯正杏味、口感甘甜、健康营养的一种甘杏汁饮料，来

满足消费者对于饮料多样的需求。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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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线上教育”现存问题以

及未来发展研究——基于“陕

师大网络学习平台及自习室实

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祁心悦 41811046

华芳楚楚

/41811048,

刘嘉郁

/41811057,

师文清

/41811069

马聪敏 副教授 0503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媒介进一步发展，线上教育逐步迈

向现实。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在疫情倒逼下，线上

教育成为刚需，迎来了高光时刻，但在全国实行的过程中

暴露了大量的问题。本项目以此为基，通过统一学习平

台，线上自习室的深入开展，使用调查问卷，数据收集对

比分组实验等形式对线上教育产生的问题和影响进行调查

研究，并由此对线上教育在之后的发展提出一些思路和预

测，为学生切实营造线上学习氛围，提升学习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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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2010718

146

音乐类型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机

制研究：基于重量感知的中介

效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青松 41824046

刘斌

/41924015,

项星茹

/41924068,

张嘉欣

/41924014,

许珂云

/41924031,

宋淑媛

/41924054

刘志远 副教授 0711

具身认知的隐喻观点认为抽象概念会影响身体的感知，例

如，研究发现触觉、味觉和嗅觉线索会影响道德判断。而

听觉线索是否会影响道德判断还未可知。基于此，本项目

通过系列实验，从听觉线索的视角，探讨轻音乐、重金属

音乐这些音乐类型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并揭示重量感知在

该影响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不仅可以丰富具身

认知的相关理论，还将为生活中如何降低不道德行为的发

生概率，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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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条件下“码农”维权方

式对马克思实践理论的继承与

革新——基于对“996icu”的

过程-事件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传豫 41732068

李传豫

/41732068,

周一鸣

/41732094,

王辰碧

/41732065

张建雷 副教授 0303

996.icu 指发生于2019年3月-4月的 GitHub 事件，中国

程序员为抗议 996 工作制，发布了 996.icu 项目，短时

间内获得超过20万颗星星。由于此事不断发酵，各方均有

发声，程序员们自发进行网站的建立，并依赖互联网兴起

后的新技术来进行抗争。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利用工

具有血有肉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生命活动，是人与自然进

行物质、信息、能量互换的过程。在人类对象性地改造自

然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工具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其作

用和演变又如何反过来变革人的存在方式，才是马克思的

“问题式”。因此，对该问题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去更深刻

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并以新的现实来为其增色。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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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兼职家教的法律维权及

其援助机制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方中 41832004

郑长安

/41832006,

李佳乐

/41832176,

胡玉涵

/41832166

周园 讲师 0303

 本项目将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聚焦大学生在从事兼职家

教中可能遇到的法律维权问题，并协同学校学生处和家教

服务中心，深入探讨相关的法律援助和普法教育机制。最

终拟在法学系教师的指导下，编撰内容详实、形式丰富、

贴近学生的有关兼职家教维权的普法宣传册。若条件允

许，该册将用作公益普法宣传，大量印制后，免费派发。

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亦将以实践报告或学术论文的形式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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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拼课”App——基于众包

的个性化学习资源构建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陈胥言 41812078

蒋山

/41812065,

郭洁馨

/41812076,

王琳

/41812084,

李梅

/41812195,

任美睿 副教授 0809

该项目拟采用众包技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个性化、

碎片化学习资源的整合和构建。针对个性化，通过建立用

户的特性模型，组建适合用户的个性化学习资源系统、收

费标准等；每个用户同时是学习资源的上传者和学习者，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有效组织碎片化的学习资源，使用户

的学习资源系统化。该项目旨在利用碎片化的学习时间、

学习材料，组织形成个性化学习资源系统，提高在线用户

的学习兴趣。现阶段目标用户主要是高校学生。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50X

子非创意工作室：以“剧本杀

”原创剧本创作为核心的校园

创意发掘与内容孵化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柏毅恒 41902201

沈楚凡

/41902200,

余明埌

/41902202,

方明丽

/41816195,

李雅琪

/41802233

李跃力 教授 0501

基于当前“剧本杀”游戏快速流行的趋势和剧本质量良莠

不齐的现象，“子非”创意工作室将从游戏创作的内容端

出发，专注于提供情节精致、逻辑严谨、体验度高的剧

本，通过举办高校创作大赛吸引高校创作人才，打造专业

的高校剧本研发团队，形成剧本杀原创剧本与高校创作团

队结合的研发创作模式、高品质内容与高现实参与度相结

合的商业发展模式。针对剧本故事的“一次性”弊病，工

作室提出了“可回收式剧本”的概念，结合情景互动模式

推出一本多用的全新架构，向用户提供长效持久的游戏体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51
肢体动作类教学管控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佩佩 41806259

何玉

/41806253,

李高峰

/41805351,

李阳

/41806195

马骁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具体涉及用于肢体动作类教学管控的方法及系统：

首先通过动作传感器模组,通过物联网分别采集和上传教师

和学生的肢体运动数据；然后分别在接入点和云处理平台

对运动数据进行统计压缩和数据降维,并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实现人物识别与动作特征感知；根据这些参数,结合历

史训练数据,给出下阶段的训练方案；尝试通过将教育教学

管理平台和物联网相结合,来解决现有教学平台无法应用于

肢体动作类学科的问题。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52

基于马赫—曾德尔干涉法的高

精度低膨胀系数测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鲁瑶 41806036

冯恩靖

/41806004,

彭飞

/41806009,

孟川川

/41806019

孙辉 副教授 0702

马赫—曾德尔干涉仪能对极小相位变化作出反应，而相位

记录了激光光程信息。本项目拟基于马赫-曾德尔干涉仪开

展固体材料（尤其是低膨胀系数材料）膨胀系数的测量研

究。通过对马赫-曾德尔干涉仪的光路进行改装，将待测低

膨胀系数材料由于温度变化引起的形变量予以放大，待测

材料的极小形变即可产生可观测的干涉图样的变化，进而

实现低膨胀材料线膨胀系数的高灵敏度测量。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53

苯并噻吩类有机小分子受体材

料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堉琨 41835044

仲伟

/41835009,

王英煦

/41835039,

贺琰茹

/41835040,

李泰宇

/41835008,

行家宝

/41835048

王强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拟开发两种非富勒烯小分子太阳能电池受体材料，

以4,4,9,9-四己基-4,9-二氢-s-茚并[1,2-b:5,6-b']二

噻吩-2,7-二醛为给体单元，以5-氟吲哚酮、5-氯吲哚酮

为受体单元，通过Knoevenagel缩合反应，设计合成两种

D-A型小分子电子受体材料1和2。在合成之后对材料进行

提纯。对合成的材料进行核磁氢谱、核磁碳谱、质谱和元

素分析等表征以确定材料的结构和纯度。对受体材料的光

物理性质、电化学性质和成膜性质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得

出材料分子结构与性能的关系。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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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TEAM教学的高中地理新

教材教学模式创新探索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铂川 41809074

魏新宇

/41809025,

辛景涵

/41809096,

李政隆

/41815092,

贺誉涵

/41909053

户清丽 教授 0705

随着《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和高中地理

新教材的发布，创新地理核心素养培育的学习方式已经成

为新时代地理教师的基本素养要求。本项目基于STEAM教

学理念对2019年地理新教材进行深度分析，构建高中地理

教学设计内容与实施路径、效果评价。将对高中地理必修

一六章的“问题研究”进行STEAM教学可行性分析，为是

否开展STEAM教学提供建议；并以地理1中《何时“蓝天”

常在》为例，设计教学方案，为STEAM教学提供思路。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55

联合GRACE重力卫星和水文模

型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地下水

储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浩起 41809258

韦弈辰

/41809257,

宋纪元 

/41809256,

王开庆 

/41809259

刘宪锋 讲师 0705

地下水是人类活动的重要水资源，在当今世界淡水资源紧

缺的背景下，开展对气候暖湿化对中国西北干旱区地下水

资源的影响研究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利用GRACE重力卫星2009－2010年资料分析得到西北干旱

半干旱区陆地水储量，并依据SWAT模型模拟研究同时间段

研究区的地表水和土壤水储量，从GRACE重力卫星分析结

果中减去SWAT模型模拟的地表水和土壤水储量，得到研究

区地下水储量变化，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地下水资源利用

提供科学依据。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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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手性樟脑衍生物的设计与

合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呼延珂怡 41807201

贺玉婷 

/41807206,  

 曹阐尹 

/41835064,  

 余沛琳 

/41807196,  

 陈金有

/41811098

徐峰 教授 0703

项目实验具体涉及新型手性樟脑衍生物催化剂的合成及表

征；首先通过廉价易得的天然手性产物D-樟脑磺酸和樟脑

经过简单高效的方法合成了手性产物(1S,2R,4R)-1-氨基-

2-羟基-7,7-二甲基二环[2.2.1]庚烷，即D-樟脑β -氨基

醇和(1R,2S,3R,4S)-2-羟基-3-氨基-1,7,7-三甲基二环

[2.2.1]庚烷两种氨基醇配体；然后以此樟脑氨基醇为骨

架进行化学修饰，合成手性樟脑衍生物配体。根据分析所

合成的配体的结构和化学性质，结合参考文献和本实验室

以往的研究成果，拟将这些配体应用于不对称催化反应

中，实现催化活性的同时构建手性分子。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57

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结构设计

及其衍生材料超级电容器性能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师冉婷 41807045

王雪茹

/41807101,  

 郭晓萌

/41807090,  

 张鑫璇

/41807019,  

 肖晨鑫

/41807212

张航 副教授 0703

超级电容器（Supercapacitors）,因其高功率密度、快

速充放电能力及长循环寿命等优势被视为继锂离子电池之

后最具竞争力的化学电源之一，作为驱动及后备电源广泛

应用在诸多领域。因此，提高其能量密度是当前研究需要

解决的关键问题。而电极材料作为储能器件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决定储能设备性能的重要因素，因此高比电容材料的

制备是超级电容器发展中的关键。对于具有优异高比容量

的镍钴基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可以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

和成分调控使之不再受制于其本征低的导电能力和循环过

程中的团聚问题，有望发展出具备高功率密度和高能量密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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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气体式钯催化羰基化反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旻昱 41807223

陈定雯

/41807242,  

 王松超

/41807004,  

 陈菁

/41807058,  

 李浩

/41812060

张伟强 副教授 0703

二芳基酮类化合物是一类重要的有机合成中间体，其合成

一般采用Suzuki羰基化反应实现，针对传统Suzuki羰基化

反应中使用高压CO气体安全性低，污染大，操作难度高的

缺点，本项目旨在创新性地使用Fe(CO)5作为CO释放源完

成Suzuki羰基化反应合成2-羟基-4-甲氧基二苯甲酮（UV-

9，一种紫外吸收剂），降低操作难度，提高效率，进而形

成一种新的二芳基酮类化合物的合成方法。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59

分布式p2p 流媒体传输技术研

究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蕾 41812118

孙焰明

/41812200,

胡泽新

/41812204,

陈泽灏

/41812099,

刘富明

/41812095

王涛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旨在为因异地或其他原因(如疫情隔离)不能在一起

观影的朋友，家人。情侣等提供一个同步看电影的网络平

台。本项目将选用以p2p 下载技术为主的技术方案，通过

去中心化避免版权纠纷的问题，使用户可以在自己一键搭

建的p 2p 网络内，用自己的手机，iPad 等移动设备同步

看电影。在看电影的同时支持语音，文字等聊天形式，方

便身在异地的朋友，家人，情侣也能享受一起看电影的乐

趣。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60

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的现实困

境与优化路径探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阿龙 41815138

哈雪卿

/41815140,

朱

/41815139,

王冰莹

/41815162

袁利平 教授 0401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决胜之年，扶贫工作即将全面进入后扶贫时代。本

项目基于“相对贫困”的视角，拟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

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教育扶贫的现实困境进行考察与分

析，并结合国内外教育扶贫的经验与模式，对已有解决路

径进行优化与创新，为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的政府决策提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61
网络信息化历史遗迹保护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云泽 41903008

刘宇新

/41903002,

张宇轩

/41903007,

谢霆宇

/41903012

吕东超 讲师 0601

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但是由于过度开发和时间的演变，很多的历史古迹都已经

没有了当初的色彩。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于这一类的问题，

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思路，通过现代科技，保护和复原历史

古迹，对于之后的历史学科研究意义重大，同时，通过科

技复原和保护，可以更多的人看到历史古迹的美，是新时

代创新性的文物保护方式，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创新性。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62

鞣花酸对CD4+ T细胞分化和功

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惠腾 41808224

马雪榕

/41808233,

赵露

/41808236,

王茜

/41808229,

田英兰欣

/41808232

张媛 教授 0710

多发性硬化症（MS）是中枢神经系统（CNS）的一种自身

免疫性疾病，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EAE）是研究

MS的经典动物模型。在前期工作中我们发现，低剂量的鞣

花酸（EA，1 mg/kg/d）即可有效延缓EAE小鼠病情的发生

发展，减少 CNS的炎症细胞浸润及脱髓鞘，抑制 Th1 及 

Th17细胞分化和促炎性细胞因子的生成，但EA发挥治疗作

用的细胞基础和作用机制并不清楚。由于CD4+ T细胞的分

化对MS/EAE疾病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项目拟从体内和体

外研究EA对于初始T细胞向不同亚型分化的作用和功能的影

响，并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63

基于共生萌发关系建立杜鹃兰

快速繁育体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段红霞 41808065

巴文婷

/41808099,

张含

/41808092,

刘雨民

/41816051,

王瑞云

/41808238,

牛俊峰 讲师 0710

兰科植物杜鹃兰被广泛应用于抗肿瘤药物之中，在此次新

冠疫情的预防及治疗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很高的药用

价值。为解决日益增长的供给需求，取代传统周期长、效

率低的繁殖方式，本项目利用杜鹃兰与共生菌的关系，将

分离得到益于种子萌发的菌体,促进种子的萌发。再通过育

苗基质的筛选使萌发的种子快速生长，最终建立一种基于

共生菌作用的杜鹃兰快速繁育体系。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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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d5的新型通用疫苗载体

的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兰媛媛 41808274

邢浩迪

/41808249,

周小靖

/41808250,

鲁雪妮

/41808277

夏海滨 教授 0710

腺病毒作为基因表达载体，具有病毒颗粒稳定、外源基因

表达效率高且不影响病毒复制、易于高滴度生产等优势，

是疫苗开发的常用载体，其中Ad5腺病毒疫苗应用最为广

泛；但Ad5腺病毒疫苗临床应用中，依然存在如携带的外源

基因持续时间较短、靶向性差等问题。基于此，本项目选

择了mGM-CSF、RGD、CpG及HBc四种元件修饰Ad5腺病毒疫

苗，利用几种元件增强机体免疫反应等作用，进一步提高

腺病毒疫苗免疫效果，最终获得更高效、更优化的腺病毒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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炖制横山羊肉工艺优化与产品

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广东 4181403 5

高帅

/41814041,

黄腾

/41814042,

卫钰成

/41914030,

林梦翔

/41914003,

卢艺欣

/41914013

刘永峰
教授 0827

目前市场上对横山羊肉的制作以企业化冻品和鲜品生产及

家庭式烹调为主，尤其是著名的“铁锅炖羊肉”还没有熟

制品的工业化生产。

因此，本文提出了炖制横山羊肉产品的工业化生产设计，

为横山羊肉熟产品的多元化开发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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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方言语音特征差异性的陕

西南北民歌对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康卓琛 41902033

覃怡佳美

/41902021,

陈馨怡

/41902036,

常晶慧

/41813195

李虹 副教授 0501

陕西民歌分为陕北民歌和陕南民歌。陕北民歌粗犷高亢与

陕南民歌柔婉妩媚等在曲调唱腔、词语句式方面的差异与

陕西南北方言语音的发音习惯、语调异变有着深刻的联系

。本项目旨在从语言学方面深入探讨方言语音差异对陕西

南北民歌曲风的影响。本项目将在疫情期间考虑各方因

素，使用实地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充分运

用如录音笔等现代科技进行研究，运用地理语言学和社会

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最终以论文方式呈现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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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压力与产品类型对网络冲

动性购买倾向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可晴 41824024

马冰玉

/41824075,

李一静

/41824073,

谢凯琪

/41824023,

万钱林

/41824031

张媛 副教授 0711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于冲动性购买的研究虽然较多,但对新兴

网络环境下的冲动性购买行为的研究却较为欠缺。关于时

间压力对网络冲动性购买倾向的影响前人得出看似矛盾的

结论。基于此，本研究引入产品类型这一变量，以ELM模型

、激活理论和维生素模型为基础探究产品类型和时间压力

对于消费者网络冲动性购买倾向的影响以及不同产品类型

和时间压力大小对网络冲动性购买倾向有何交互作用。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68

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追责制度的

反思与完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雨濛 41832027

李思宇

/41832038,

杨锐青

/41832037,

刘慧婵

/41832018,

李梦桐

41832014

张娜 副教授 0301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趋势愈发明显。低龄未

成年人犯罪具有随意性、暴力性和不可预估后果的严重性

。由于低龄未成年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刑法无法对其

加以刑罚，对于他们的处理多以要求父母管教或收容教养

告终。故我国亟需借鉴国外有关的追责制度，来完善我国

法律在此方面缺失的制度体系。本项目致力于研究分析“

恶意补足”规则和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在我国的可行性，以

达到完善追责制度，降低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率的目的。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69X

大学生打工旅行行程的构想与

实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亦清 41932182

张雨濛

/41909171,

陈晓华

/41932174,

陈晓彤

/41932177,

韦胜钰

/41909170

王洒洒 讲师 0303

该项目为了有效解决大学生旅游难的问题，提出由旅行社

设立一套完整的打工旅行行程。该行程由旅行社对接旅游

地员工需求量大的正规打工地点，大学生们需支付旅行社

一定费用参与此行程，得到旅行社所提供的信息，在相应

工作地点兼职打工，换取此地的旅游资金支持，从而使得

全套旅行计划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也能顺利完成。既有利

于解决大学生出游难和旅游旺季商家用工难的问题，又催

生新业态，促进旅行社与打工地点的双向获利。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70X
幸归·慢生活体验馆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安琪 41811154

马艺珈

/41811169,

胡歉

/41816110,

张琪琪

/41811108,

曹颖

/41811175,

喻莉聃

/41811183

屈雅利 副教授 0503

创建一个以体验农家生活为主的“慢生活”体验馆，在商

业运营的同时扶贫助农，延续乡村记忆，营造清爽社交氛

围，为快节奏的都市人提供一方静谧轻松的天地。提供农

家劳作和乡村文化体验服务，同时以扶贫助农为内核，以

农民入股、提供岗位培训和帮助其销售农产品积极扶贫，

响应国家政策。其他收入则来自出售周边产品如手工艺品

、自然写真等物件或服务、外包项目如接送业务、以及与

周边景点合作或者承办活动的收益。围绕体验村打造专属

小程序，创建绿色社交圈，延续乡村体验记忆。根据时令

变化定期变更体验主题和项目，延续优秀传统文化、技

艺，丰富顾客体验。承担社会责任，兼顾社会效益。不定

期开展自愿支教、自愿咨询等活动，顾客实现自我价值的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71X

“古都·画卷”：基于虚拟现

实技术与历史名画再现的传统

文化沉浸式闯关游戏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丁俊智 41902270

丁俊智

/41902270,

刘若楠

/41902261,

覃琬婷

/41902220,

赵奕桐

/41902227,

梁亚晋

/41902227,

苗家瑞

/41916044

柏俊才 教授 0501

本产品将中国传统绘画与现代虚拟现实技术相融合，通过

对于传统名画及其内部场景的复原及再创造，借助于虚拟

现实技术，向用户展现中国古都的历史风貌与人文情怀，

同时将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作为游戏的主要内核，使用户

在感受历史底蕴的同时收获知识，进而激起更多人对于传

统文化的兴趣，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

展，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72

PN基陶瓷的低温制备及其结构

、电学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磊 41814005

程浩

/41806276,

刘淑琪

/41706037,

邱子洋

/41814052,

刘颖

/41806203,

赵辰霖

陈晓明 教授 0702

采用传统固相反应法制备致密的PN陶瓷，对烧结温度要求

很高（~1230℃），往往造成晶粒的异常生长，影响其性

能.本项目拟采用传统球磨/高能球磨法制备亚微米/纳米量

级的PN基前驱粉体，并结合冷烧结工艺（CSP）降低制备

温度，详细探究冷烧工艺中是否添加液相及添加液相的相

对含量、冷烧温度等工艺参数对试样致密性、显微结构和

介电、铁电与压电性能的影响。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73

基于纸质基体铅笔画导电电路

特性的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晓丽 41906113

冯楚楠

/41806242,

张春秋

/41806249,

陈思

/41906184

黄育红 副教授 0702

铅笔画，是指铅笔在纸上书写时，石墨材料被磨去而形成

的“铅笔痕迹”。 本项目拟通过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FESEM）观察不同情况下的铅笔痕迹微观结构，分析不

同温度、压强、材料等条件对痕迹微观结构以及其导电特

性的影响，获得性能最佳时的条件，并以导电性能最佳的

铅笔画为元件制作简易电阻-电容（RC）滤波器，对RC滤

波器性能进行测试，以期获得更加简易、环保的导电器件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74

TiO2基氧还原电催化剂制备及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致萌 41935065

付一诺

/41935079,  

 贾瑞萱

/41935078,

毕肖悦

/41935084,

杨涵越

/41935066,

张姝杰

/41935059

陈沛 教授 0804

Pt催化剂中所用载体的性质对燃料电池的长期生存至关重

要。Pt和碳之间的弱相互作用会导致烧结损坏载体。而

TiO2作为载体具有优异的电化学稳定性和耐酸性。但电导

率较低，催化活性较低。所以利用碳纳米管、石墨烯等碳

材料作为电子导体，将TiO2沉积在碳上，再将Pt 纳米粒

子沉积在TiO2载体上，会增加催化活性。我们的项目是合

成高活性的TiO2基ORR催化剂，并分析合成参数对材料结

构和形貌的影响规律，揭示材料微观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关

联。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75

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

工具与3S技术下榆林市土地利

用时空变化及生态价值的评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仁华 41809255

郝文瑄

/41809188,

韦弈辰

/41809257,

季金昊

/41805203,

庞旺

杨喜平
副研究

员
0705

我们的项目计划利用３S技术在Google　Earth　Engine

这一工具中进行土地利用的研究，研究榆林市2000年到

202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得到的关于榆林市土地利用变化

的成果。根据研究生态利用价值的数学模型，计算出榆林

市的2000年到2020年的生态服务价值，探究20年榆林市生

态服务价值发生了什么变化。最后通过榆林市20年来的土

地利用变化的角度分析榆林市20年来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的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76

Surfer软件在高中地理试题设

计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钰 41709132

向惠霞

/41709104,

郭晗雅

/41709101,

罗书美

/41709090

李小妹 讲师 0705

为提升教师自主命题能力，设计有效创新试题，利用

Surfer软件进行辅助地理试题设计，解决如何应用Surfer

软件进行地理试题设计的问题。其中理论研究为Surfer软

件技术与地理试题编制的适宜性与应用的可操作性；应用

实践即根据地理新课程标准要求进行高中地理模拟试题设

计，对试题的信度、效度和区分度进行调查、测试与分析

。最后，输出利用Surfer软件进行地理试题设计的范式操

作流程图，以及优秀的地理试题，作为地理教师进行试题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77

手性药物中间体(3S,4S)-3-

甲基-4-羟基哌啶的合成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开凤 41807258

刘珂轩

/41812284,  

 朱勤俭

/41807240,  

 赵祥

/41807259,  

 唐雨琳

/2018070706

3,呼小娟

/41812240

汤卫军 副教授 0703

设计合成手性药物中间体（3S,4S)-3-甲基-4-羟基哌啶，

并优化合成路线中的反应条件以获得更高的产率；凭借该

药物中间体，合成更多的药物。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78

基于氢键作用的金纳米粒子比

色法检测尿酸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惠敏 41807076

赵恬

/41807111,  

 白婵

/41807110,  

 刘怡帆

/41815099,  

 谢蕊冰

/41812019

岳宣峰 副教授 0703

尿酸的测定是临床检测重要的生化指标之一，尿酸含量高

可使人产生痛风等疾病。本实验运用基于氢键作用的金纳

米粒子比色法检测尿酸，利用金纳米粒子的吸光度较高且

三聚氰胺能诱导金纳米粒子的聚集的特点，通过尿酸与三

聚氰胺反应后，抑制三聚氰胺诱导的金纳米粒子聚集，从

而达到检测尿酸的目的。溶液的颜色随着尿酸浓度的升高

由蓝变红，灵敏度高，差别明显。此法简便、快速，肉眼

即可分辨，对尿酸含量的检测具有重要的意义。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79

基于重铬酸钾氧化比色法的乙

醇浓度检测纸芯片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涵虚 41807100

焦娜 

/41807246,

刘丹 

/41807117,

王博泽 

/41807181,

郑惠文 

/41807236,

吕淑芸 

/41807104

刘伟 副教授 0703

微流控芯片作为现在的一个热门检测方法，具有许多优点

。而纸芯片，作为微流控芯片的一种，拥有很多其他微流

控芯片不具有的优点纸质材料在检测装置中可以起到分离

和支撑作用，有其独特的、极具吸引力的品质其成分是惰

性的纤维素，来源丰富、廉价、可再生、易处理、可循环

利用易于使用和运输，易于化学修饰，有着较好的稳定性

和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目前，市场检测酒精浓度的方法已经有很多，但大多

方法方式还不够简单，成本不够低。我们基于重铬酸钾氧

化比色法检验酒精这一传统的检验酒精的方法，后期可能

通过1、设计一种重铬酸钾和硫酸修饰过的纸芯片，2、气

相色谱法这两种路径来实现乙醇浓度的检验。可以大大改

良传统方法的弊端，提升精确度和速度。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80

新冠肺炎疫情数据可视化及预

测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庞梦吟 41812173

王海宁

/41812186,

万通明

/41812171,

周玉莹 

/192349

马苗；

任杰

教授；

讲师
0809

2019年12月新冠肺炎发展至今，疫情几乎涉及全球87个国

家和地区。如何利用先进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技术展现和

预测疫情态势，对这场“战疫”的监控有着重要意义。本

项目选择多种图表可视化疫情数据，拟通过对于实时可变

长数据处理技术、数据可视化和基于地域的数据分析技

术，对现有疫情数据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预测分

析模型与动态仿真程序相结合，并结合当前疫情发展情

况，绘制直观实时的多区域数据图像，预测未来发展态势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81

中国学龄前“超前教育”问题

产生原因及对策

——对比日本学前教育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雅迪 41804238

宗辰玥

/41804231,

洪宜煊

/41804219,

张若萱

/41832111

刘骥 教授 0401

教育需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进行，而目前学龄前的“

超前教育”越来越受到中国年轻家长们的欢迎，但“超前

教育”对儿童学习过程往往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不利于

儿童身体健康与想象力、创造力的发展，而超前教育下的

早慧儿童在成年后其很难在更高层次领域做出成就。项目

希望通过在探究我国学龄前“超前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

同时对比邻国日本学前教育对待“超前教育”的态度，以

及探索日本学前教育如何在快乐教育的同时提高儿童素质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82
20世纪战争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大愚 41903141

闻桥妍

/41903223,

王可雨

/41903226,

王嘉怡

/41903170,

王思哲

/41903146

忻怿 讲师 0601

综合各机构所作出的统计，仅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直

接死亡人数就达到7000万左右，发生具体战斗的区域就超

过300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把这片从远东一直绵延至西欧

的土地拼在一起，我们会得到一个领土面积像印度一样大

小，但四处布满烧毁的遗迹和败落房舍的荒凉之境，然而

对20世纪而言，战争的覆盖面积远不止于此。战争对自然

环境的影响是巨大且难以恢复的，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

相对较少，我们希望填补一些空白。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83

山茱萸鲜果无糖发酵果酒的工

艺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薛洁 41708115

刘欣悦

/41808024,

劳丽

/41808031,

戴璐航

/41908324

白成科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测定山茱萸自采摘后起最高糖度时间及最佳无糖发

酵时间并进行无糖低酒精度山茱萸发酵酒的酿造。项目方

案分成三大流程：糖度的测定，山茱萸鲜果发酵，结果评

价测定。山茱萸鲜果前发酵设置不同梯度的酵母量以探究

不同酵母接种量对无糖发酵山茱萸酒的影响。结果评价测

定包括七方面：酒精度，7种药用成分、总环烯醚萜苷、总

有机酸、糖度的含量测定，微生物检验和感官评价。该项

目可为山茱萸酒生产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84

杭菊花水提取物对酒精性肝损

伤的治疗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芮芮 41808089

魏文婕

/41808100,

于汐爽

/41808081,

包蕊

/41808090,

欧莉莉

张延妮 副教授 0710

回流提取制备杭菊花的水提物，通过建立小鼠酒精性肝损

伤模型，测定血清与肝脏中一系列相关指标，评价其对酒

精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通过HPLC-MS及HPLC对水提物中

的化学成分进行鉴定分析，筛选出含量较高的一种成分作

用于HepG2肝细胞损伤模型，检测凋亡相关蛋白水平，研

究其保肝机制，进而为开发杭菊花作为一种功能产品的解

酒保健技能提供实验依据。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85

抗疫明星中药材：山慈菇多糖

的分离纯化及抗氧化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思彤 41808196

叶素敏

/41808252,

程诗妍

/41808263,

杨佳晨

/41808175

王喆之 教授 0710

山慈菇为兰科植物杜鹃兰、独蒜兰等的干燥假鳞茎，其多

糖具有抗肿瘤、抗血栓、降压等作用，目前也是新冠肺炎

抗疫新药成分。 前人研究大多局限于提取的多糖混合物，

其中多种糖类并没有详细区分。因此本项目着眼于单独的

成分分析，更加精细地探讨单一糖类的药效。实验主要鉴

定纯化分离的多种糖类在抗肿瘤、抗氧化、抑菌方面的效

果，分析是哪一种多糖起最佳作用，亦或是混合在一起效

果更显著,以利于提升药效、给临床病理治疗提供更大的方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86

高产γ -氨基丁酸乳酸菌的诱

变    选育和发酵工艺优化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阳洋 41814107

蒲妹雪

/41814121,

王治元

/41814071,

张迪

/41914052

党辉 讲师 0827

γ -氨基丁酸（GABA）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是哺乳动物

大脑中的重要抑制性神经递质，具有降血压、抗焦虑、预

防糖尿病和肥胖、保护肾脏、增强免疫力等多重功效。本

项目拟对前期工作中筛选得到一株产GABA的乳酸菌进行诱

变，选育出高产的GABA乳酸菌突变株并对其发酵工艺进行

研究，通过单因素试验和响应面法对其产GABA的发酵工艺

条件进行优化，从而提高GABA产量，对于GABA的发酵生产

具有参考意义，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开发功能性的新型

发酵食品和促进工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87

探究如何唤醒当代大学生对于

地方民歌的文化印记——以21

世纪以来陕甘宁边区民歌的发

展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涂可妍 41902244

勾松焓

/41902235,

吴沁芮

/41902225,

赵奕桐

/41902261,

张琪琪

/41902290

刘艳 副教授 0501

民歌既具有时代性，也具有地域性。本项目拟以陕甘宁边

区革命民歌为例（曲目包括《东方红》、《八路军是人民

子弟兵》、《自卫军歌》、《胡宗南进攻延安》等不同时

期的民歌小调），探究当地民歌在21世纪的发展和传承状

况。通过走访调查、查阅文献等方式，注重陕甘宁边区革

命民歌的现实关切，探索将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与时代趣

味结合的方法，从而使其在新时代仍能发挥巨大的精神力

量，激励当代年轻人。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88

情绪智力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

影响：来自纵向研究的证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曲韵涵 41824052

文兴宇

/41824047,

贾佩琪

/41824076,

刘可欣

/41824070,

高景帅

/41824059,

郑努力

/41824003

赵晶晶 讲师 0711

以往研究表明情绪智力与大学生手机成瘾存在相关关系，

但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仍未知。本研究旨在探究大学生

情绪智力与手机成瘾间的因果关系。研究1通过横断研究的

方法复制前人研究结果。研究2密集纵向研究，即周记法考

察二者间的因果关系。研究3采用纵向干预方法，考察情绪

智力干预对手机成瘾的影响进而揭示二者间的因果机制。

本项目为情绪智力和手机成瘾的因果关系研究提供新证

据，为手机成瘾的干预提供理论支撑。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89

支持与连接—老年大学功能探

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包娜娜 41732073

贾凯伊

/41732091,

赵倩林

/41732090,

阮欣欣

/41732078

郝娟 副教授 0303

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养老保障问题亟待解决。本小

组拟利用西安市实地调研数据，从老年大学为老年人提供

的社会支持、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探究

老年大学是否为老年人提供了有效社会支持，老年人在老

年大学的支持下是否能够与社会进行连接增加社会参与程

度。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90

“悦己者容”还是“容者悦己

”：当代女大学生化妆行为的

身体社会学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思韵 41832060

李瑞

/41832058,

张艺馨

/41832059,

陈宝敏

/41832061

张方旭 讲师 0303

近几年来的中国，随着网上购物以及各种身体技术的流

行，我们的生活好似被各种身体图景所淹没，也衍生出“

颜值即正义”观念等有关于颜值、身体的公共话题。化妆

技术出现与发展使当今女性塑造美丽身体得以可能，她们

化妆过程的身体背后的身体故事都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

本文以陕西师范大学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基于身体社会学

视角的切入以及以拟剧理论为研究框架进行分析，从身体

“前台”和身体“后台”两个线索切入来研究，研究当今

女大学生为什么化妆，以此来尝试回答当今女大学生化妆

是“容者悦己”还是“悦己容者”的问题。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91X
STEM少儿科普推广营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宁倩颖 41806101

杨理斌

/41806104,

薛洁莹

/41807195,

张文敏

/41906243,

胡霜

/41812196,

孙晓妮

/41906258

李佳伟 副教授 0702

对现阶段，社会对于善于质疑、勇于实践和敢于创新的学

习品质，以及具有跨学科知识素养和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

人才日益需要，以及家长对孩子在科学素养培养方面越来

越重视，但市场上能孩子探究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机构

缺乏，因此我们推出STEM少儿科普推广营。通过研究幼儿

年龄特征和认知能力来开展STEM教育，以科学与数学为核

心，整合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内容，为幼儿提供真实

的情境，引导幼儿思考与行动，帮助幼儿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体验科学探究的乐趣，将STEAM 教育融于幼儿科学素

养、解决问题能力、幼儿人际关系与团 队协作能力方面的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92X

具有持久缓释清新剂或药理性

物质功能的陕西特色文化创意

产品的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晗 41807184

岳三鼎

18381601612

邱子洋

19829396339

刘叶丹

18035827585

周文凤

18220151659

胡歉

17806676279

严军林
高级实

验师
0703

    本项目以化学化工学院光子鼻与分子材料团队开发的

具有多重孔道的轻质高强聚苯乙烯材料（STPS）工艺为基

础，在制备过程中添加清新剂或药理性物质（如气味清新

剂、提神醒脑或助力睡眠物质等），利用模具一次成型制

作具有陕西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以此种方法生产的文创

作品一方面融入了陕西地方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因其连

续的多维孔道结构和可调性实现清新剂或药理性物质的持

久缓慢释放，使其能够持续发挥作用，进而打造出兼具纪

念性和实用性的陕西文创产品。本项目的基材是由光子鼻

与分子材料团队开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制备

的，具有完全地创新性，同时，市场调研也发现，目前市

场还没有同类型产品，因而本项目的进行具有广阔的市场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93

乳酸菌在黄精发酵物降血糖效

应中的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柳 41808064

妥万花

/2018321112

0,      王

蓉

/2018321112

2,      林

文瑜

李发荣 副教授 0710

黄精经乳酸菌发酵后产物具有良好的抗二型糖尿病效应，

其效应物质基础尚不清晰，是由于乳酸菌本身的益生菌效

应导致的降糖效应，还是乳酸菌本身的代谢产物导致的降

糖效应尚不明确。本研究拟比较活性乳酸菌，灭活乳酸菌

及黄精乳酸菌发酵物黄精对二型糖尿病的降糖效应，分析

乳酸菌在黄精发酵物降糖效应中的贡献度，为黄精发酵物

产品的生产工艺改进及产品优化奠定科学基础。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93

不确定条件下的UUV集群路径

跟踪及协同避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熊思博 41806278

尹健

/41806280,

赵美婷

/41806283,

李丹

/41806288,

杨笑

/41806275,

陆蔓玉

梁洪涛 讲师 0702
基于UUV集群内部非平均协同控制以及外部群体避障的算法

的集成与优化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94

基于非线性偏振旋转效应超快

光纤激光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志顺 41835004

李瑞麟

/41812159,

贺佳贝

/41835012,

陈虎

/41814004,

罗雨婷

/41814014,

左馨怡

李晓辉 教授 0702

NPR是一种新型的被动锁模技术，它可以做到输出飞秒量级

的脉冲，并且只需要一个谐振腔就可以完成锁模。全正色

散被动锁模光纤激光器可以产生高能量，全正色散耗散孤

子产生的机理是激光腔内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

的工作重心是基于NPR锁模技术和引入色散管理后，通过对

谐振腔的优化，开展实验，对正色散锁模技术存在自启动

困难的问题进行解决。并且后续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

上，对平坦性和长时间的稳定性问题也可以展开研究。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95

自组装单分子层的设计和制备

及其对基底材料的改性及 

CsPbI3光电性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思捷 41835033

方琳雅

/41835025,

周贺涛

/41835054,

赵旭 

/41835007,

王璇 

/41835078,

全佳乐

/41835062

赵婉亘
副研究

员
0804

本项目以制备高效的全无机CsPbI3钙钛矿太阳电池为目

标，围绕自组装单分子层对基底能级调节和钙钛矿成膜调

控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主要着眼于自组装单分子层的研

究，和其对基底能级的调节及对CsPbI3薄膜光电性能的影

响。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96

 线粒体靶向光动力治疗探针

的设计合成及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馨婵 41835031

张天羽

/41814099,  

 夏婧

/41814062,  

 薛思雨

/41808039,  

 马慧敏

/41808153,  

 何开心

/41907217

李楠 教授 0703

目前，商品化的光敏剂对肿瘤细胞的靶向能力一般，因

此，我们迫切的需求对肿瘤细胞具备优异靶向能力的新型

光敏剂。该项目在原理上基于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的线粒

体膜电位不同，设计了具有肿瘤细胞线粒体靶向能力的光

敏剂，从而实现特定位点的光动力治疗目标。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97

 手性1,4-二氢异喹啉-3-酮化

合物的不对称催化合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邢冰冰 41807158

齐璐

/41807148,  

 王倩

/41807162,  

 薛鑫玉

/41807173,  

 刘姣辰

/41807207

王涛 副教授 0703

手性1,4-二氢异喹啉-3-酮化合物具有重要的生物活性，

其经还原后还可以转化为有用的药物分子骨架-手性四氢异

喹啉。该类手性化合物的光学异构体目前主要通过外消旋

体的拆分得到，或者通过手性底物进行合成，操作复杂并

需要化学计量的手性试剂。本项目拟采用手性布朗斯特酸

催化的炔烃氧化/不对称官能化反应来实现该类化合物的合

成。该方法操作简单，避免了化学计量手性试剂的使用，

便于在合成中进行应用。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98

新型MALDI—TOF MS基质的制

备及在小分子检测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颖 41807244

洪春

/41807243,  

 徐未

/41807239,  

 魏思雨

/41807256,  

 周勇

/41807221

张静 教授 0703

本项目旨在制备一种用于小分子检测的MALDI—TOF MS基

质及其应用，该基质为金纳米粒子-共价有机框架复合材

料，它是以带有硫醚的共价有机框架材料为基底，通过Au-

S键的相互作用，将金离子在共价有机框架材料上还原成为

金纳米粒子而成。本项目的金纳米粒子-共价有机框架复合

材料作为MALDI—TOF MS基质，可用于快速检测小分子化

合物，如核苷、核酸、环境有机污染物、药物小分子、雌

激素、氨基酸等有机小分子，具有低检测限和较高的灵敏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199

基于深度学习的食物卡路里检

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佳乐 41812190

夏雨涵

/41812172,

朱冰倩

/41812182,

高通

/41812258

陈昱莅 副教授 0809

全球范围的人口肥胖化，究其根源，除缺乏必要锻炼，还

因为人们不规律的饮食摄入，比如追求甜度导致糖分过

高，又或者高血压患者摄入过量的钠盐，这些情况都极为

危险。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以图像识别分割技术为基

础，检测用户日均卡路里摄入量，并据其饮食习惯进行营

养规范推荐，实时对用户的饮食进行监测。这不仅有助于

肥胖者调理身体状况，也有利于其余人健康饮食，在日常

的卡路里摄入方面得到一定保障。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00

大学生在线讨论中学业情绪的

动态变化与在线讨论质量的关

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戴熠贤 41715122

邓硕

/41715118,

司文馨

/41715125,

谢坤艳

/41715134,

刘梦婷

/41815095,

孙颖

刘晓琳 讲师 0401

近年来，教育领域越来越关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的研究。

情绪作为一项重要的非智力因素，相关研究已表明学习者

的在线学业情绪对学习过程及成效具有一定影响。因此，

我们的项目旨在深入挖掘在线学业情绪与在线讨论质量间

的关系，研究在线讨论过程中学业情绪是怎样动态变化

的，并通过对在线讨论质量的测量，了解出现哪种情绪时

讨论质量更高，进而提出提高在线讨论的质量的策略。项

目最终的研究成果将以论文形式发布。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01

建国初中国贫困地区女性权益

发展状况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屈彪 41903079

徐梦凡

/41903105,

李若曦

/41903127,

杨葆青

/41903125

侯亚伟 副教授 0601

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经历了一个及其漫长的过程，

戊戌变法后有加快的趋势，辛亥革命后，中国妇女解放运

动进入了一个新局面，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妇女解放

迎来了一个高潮，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妇女在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压迫的政权特

性，妇女解放迅速发展起来。妇女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一

个重大方面，反映着社会的进步与现代化的进程，因此研

究建国初我国妇女权益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02

PGRN对脑缺血后血管生成作用

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学艺 41708137

徐萍

/41808227,

周韵冰

/41808137,

徐舜豪

/41808278,

古丽米热·米

热布拉

/41808055,

卓思童

/41808009

田英芳 教授 0710

脑缺血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脑血管疾病，促进脑缺

血后的血管生成对疾病的愈后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颗粒蛋

白前体PGRN (progranulin) 是具有多种生理功能的细胞

因子，在神经系统中具有抑制炎性反应、促进细胞增殖和

神经营养因子的作用。已有研究证明，PGRN可调节癌细胞

增殖、存活、干细胞特性和血管生成。本项目通过体内实

验和体外实验，分别研究PGRN是否可以通过促进脑缺血后

血管生成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03

菘蓝MYB29转录因子调控芥子

油苷合成代谢的分子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子瞳 41808097

陈佳

/41808256,

李嘉蕾

/41808268,

强凡奇

/41808272,

房禹含

/41708079,

潘秋如

/41708098

李焘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克隆得到菘蓝MYB29基因，进一步对其进行生物信

息学分析、表达模式探究和亚细胞定位研究。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MYB29基因干涉和过表达载体的构建，通过农杆

菌介导的遗传转化实验，验证其对芥子油苷生物合成的调

控作用，同时运用酵母单杂技术寻找与MYB29转录因子互

作的酶基因，初步阐明IiMYB29转录因子在菘蓝芥子油苷

合成代谢中的分子调控机理。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04

海洋放线菌抗补体活性物质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温浩宇 41808298

鲁乐乐

/41808190,

马慧慧

/41808314,

江鸿标

/41808279,

卢玥晴

/41808292,

杨壮

苏春 讲师 0710

补体系统是人体重要的免疫防御系统之一，在消除微生物

入侵和维持机体的平衡等生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天然

产物来源的抗补体活性成分具有体内易被直接消化吸收等

优点。海洋放线菌所产生的次级代谢产物种类多样、结构

新颖，生物活性良好。本实验通过分离能够产生抗补体活

性物质的菌株的次级代谢产物，筛选出有效的抗补体活性

物质，利用CRISPR/Cas9技术对基因定向改造，进一步提

升产量。本研究将为新型抗补体天然药物的研发利用提供

研究基础。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05

漆树籽皮油制备食品级漆蜡的

工艺条件与关键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邱甜 41814097

张艺皓

/41814106,

华雨彤

/41814079,

陈星宇

/41814109,

田丹 

邓红 副教授 0827

主要以漆籽为原料，研究利用漆籽皮开发食品级漆蜡的生

产工艺规程和产品质量控制标准，其研究任务为：（1）漆

籽种皮原料筛选，探明种皮中硬脂酸分布与贮存、皮籽分

离过程中变化规律，确定漆籽原料品质标准；（2）漆蜡精

制关键技术研究，重点突破联合脱色工艺，建立相关参

数；突破冷冻法富集饱和油脂组分的参数优化，确定工艺

参数，制备食品级漆蜡产品。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06

汉服文化产品传播策略研究—

—以西安地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璨 41911172

王霞

/41711160,

蒋欣雨

/41911188,

廖诗婷

/41911074,

裴思媛

/41911184,

王韬丞

/41911004

屈小宁 讲师 0503

近年来，“国潮”二字日趋火热，古典元素重回视野，“

汉服”成了独立于当代服饰文化之外的一股清流。本项目

通过以承载着汉唐文化的西安为例探究地域文化对于汉服

文化产品传播推广的影响力，并结合其他地域普遍现状，

为汉服文化产品在当今新媒体融合时代的传播寻找普适化

、有实效的策略。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07

圆与快乐论和实现论幸福的隐

喻关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岳 41824058

李妍菲

/41824018,

常成杰

/41824009,

包鑫雨

/41824014,

鲜佳悦

/41924074

孔风 副教授 0711

理论研究表明，幸福与圆形似乎存在隐喻关系，但很少有

实证研究探讨这种关系。本项目从快乐论和实现论幸福的

角度出发，系统考察圆形与两种幸福的关系。研究一采用

stroop范式，考察两种幸福与圆形之间的隐喻关系。研究

二采用幸福概念和图形启动任务，考察这种关系是否具有

双向性。研究三采用外国被试，进一步验证幸福的圆形隐

喻的文化特异性。总之，本项目为圆形与幸福的隐喻关系

提供科学依据，并丰富和发展了幸福隐喻的研究和相关理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08

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理想

政制及其古典根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秉格 41832121

龙颖琳

/41832096,

杨小西

/41832100,

张瑞钰

/41832101,

杜新岩

/41832012

 宋宽

锋
教授 0101

本项目研究的是关于西方现代理想政制的起源问题，具体

研究的是卢梭的理想政制，寻找这一政制的古典根源。卢

梭作为18世纪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法国大

革命的思想先驱者。他的思想是最有争议和代表性的。本

项目将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深入的文本解读，聚

焦于其理想政制的构想和论述。并追溯西方政治哲学史，

探寻其理想政制构想的古典思想根源。这一研究也有助于

我们重新思考西方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古今之争”。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09X
EduX性教育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巨玥 41832165

孙安婷

/41832172,

孙千然

/41832161,

蒋金霖

/41816082,

郭卿霄

/41832157,

王梓萱

/41832174

刘佳 副教授 0303

EduX性教育APP是一款围绕“性”这一主题，传播专业科

学的知识、包容平等的理念和通俗易懂的教育方法的安卓

应用。该APP的目标人群为全体公众，大部分内容可免费获

取，商业化的外表下，是社会公益取向的内核。除了以公

益性为内核，它还具有专业性、针对性、时效性等特征，

为用户提供了学习性知识的途径，交流教育经验的平台和

结识新朋友的方式，满足了用户安全的、社交的、尊重的

需求。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10X

助扶有你——扶贫地区农产品

云销售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刘旭阳 41811170

张珂

/41711114,

原继昕

/41714073,

张晨

/41811016,

王奕童

/41811188

杨晓林

宋飞朝

主管

（就业

创业中

心）

董事长

0503

目依托互联网，致力于搭建“助农+培育+社群”平台，与

农户搭建网络销售平台的需求相对接，依托新闻传播专业

优势，收集整合优质原生农产品销售信息，深度挖掘农产

品新媒体销售方法、经验，利用新媒体平台和新媒体社

群，搭建优质农产品云销售孵化平台。在生产“农产品云

销售孵化”课程产品，帮助农户提高媒体素养，以“学习+

实践”的方式孵化更多优秀互联网农产品销售产品，提升

农村生活水平，助力扶农助农。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11X

中国古都城市传播竞争力指数

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贺率欣 41712246

张钰洁

/41714032,

林俏伶

/41712259,

吴依桐

/41716041

张钰 副教授 0809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对数据的重视越发不同以往

。“中国古都名城文化传播竞争力指数平台”的建设，就

是考虑到当前火热的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广泛，再结合当前

文旅融合、文化科技融合、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从而开

展的一项工作。此项工作的目标是基于当前古都城市文化

发展的现状和古都历史文化资源的城市传播影响力，利用

大数据分析技术为古都名城评分，综合收集的数据和分析

的结果，使用可视化等技术构建一个古都等历史文化城市

的推介和宣传平台，为古都等文化名城的城市文脉保护、

城市文化建设、城市形象塑造等提供支持和帮助。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12

基于深度学习的车辆特征及车

流量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延秀 41806225

肖燕珍

/41806208,

赵佳宜

/41806215,

孙语欣

/41806223,

范明佩

/41806212

强宁 讲师 0702

本项目拟搭建深度学习平台，通过分析监控视频获取车辆

型号和车流量信息。拟构建基于yolo3的视频检测系统，

设计快速的深度学习算法进行实时的视频多目标检测，构

建车辆数据库用于深度学习模型的训练，最终实现交通监

控的车辆特征和车流信息的检测和统计。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13

金属泡沫复合橡胶类声学超材

料的制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庞雪蕾 41806291

贾子煜

/41806300,

王思妍

/41806298,

刘依婷

/41806295,

刘明智

/41906277

王公正 副教授 0702

本实验的目的在于制备一种能使低频段的声音产生带隙，

使其不能通过，且无污染、重量轻、成本低的多孔橡胶颗

粒与泡沫金属(或压电陶瓷)复合的超材料。 通过Matlab

数值仿真了弹性波在此类结构中的传播，并调节参数对带

隙进行设计。将这些吸声材料应用到交通、建筑工业等生

活中可以起到减振降噪的作用，还能够在航空航天、军事

工业用于吸波隐身。它与其他吸声材料结合在一起更容易

得到人们所需的吸声频率范围。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14

基于氟硼骨架的近红外荧光探

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方玉珍 41807031

李京晏

/41807015,  

 黄婷

/41807020,  

 古彩霞

/41807056,  

 吕红波

/41807052

赵娜 副教授 0703

在聚合物或固体状态下高效发射的有机荧光材料的设计和

合成在光电子器件，荧光生物探针，疾病诊断和治疗等各

种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应用，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

不同的有机荧光材料中，近红外荧光材料对于生物技术展

现出非凡潜力，其拥有独特优势，包括低自体荧光干扰，

减少光漂白，深层组织渗透以及对生物基质的最小光毒性

。硼配合物，具有荧光量子产率高、消光系数大、吸收和

发射光谱锐利等优异的光学性质，是最重要的荧光染料。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15

纳米纤维素可燃药筒中5种组

分的分离和鉴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端睿 41907209

韦婉瑶

/41907246,  

 李娇娇

/41907258,  

 钟张磊

/41907154

岳宣峰 副教授 0703

可燃药筒是以硝化纤维素为主，辅加木质或纸质纤维，树

脂及二苯胺等可燃材料制成的炮弹药筒，其主要组分包括

富氧含能材料（硝化纤维素）、增强材料（木质纤维素）

、粘结剂以及安定剂等主要组分。精确测定火药中各成份

可严格控制火药的生产质量，即提高火药生产及使用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本实验着手于后五种之前尚未被测定组分

的分离与测定，主要利用各组分溶解性等差异，选用合适

的方法进行分离，并运用仪器分析方法对测定结果进行精

密度、回收率等数据的测定。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16

利用离子液体作为夹带剂分离

共沸物的动力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佶蔓 41807157

徐雨涵

/41807147,  

 白巧巧

/41807161,  

 胡锦霞

/41807172

边红涛 教授 0703

碳酸二甲酯(dimethyl carbonate，DMC)，是一种低毒、

环保性能优异、用途广泛的化工原料，是一种具有发展前

景的“绿色”化工产品。但是工业上合成碳酸二甲酯的过

程中常常会有甲醇和碳酸二甲酯共沸物产生从而影响碳酸

二甲酯的生产效率。本实验的重点是利用部分离子液体作

为夹带剂分离甲醇-碳酸二甲酯共沸物，我们拟通过研究离

子液体在共沸物中产生的影响来研究离子液体在其中的动

力学行为，从而为分离不同共沸物，使用不同的离子液体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17
亿点点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关雨欣 41912293

薛丽娇

/41915138,

顾子安

/41912253,

沈璐佳

/41915146,

李娜

杨红红 讲师 0809

研究表明人临睡前学习记忆可以显著提高记忆效果，睡前

听到的信息会不自觉残留在大脑中，并不断重现。该项目

借助智能手表和手环广泛携带的PPG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

器，获取用户的睡眠信息，实现多媒体的播放与暂停。在

用户准备睡眠时，可循环播放希望记忆的文本。这样可以

辅助记忆需要记忆的材料。当智能设备检测到用户已进入

睡眠时，将自动暂停并记录暂停点，便于下次使用时从该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18

新时期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实

证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柳潇 41815152

吴昌梅

/4181560, 

高鑫荣

/190226, 冯

璐瑶/190242

常亚慧 教授 0401

流动儿童作为游离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特殊群体，他们不

仅仅面对日常身处环境的变化，还面对城乡环境中大的社

会环境的变化，这是流动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面临的巨大

困境。本项目基于现有家庭结构，以流动儿童作为研究对

象，验证当下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适应是否优于以往流动

儿童，并探析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性根源。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19

真菌杀菌剂对苹果腐烂病病原

菌抑制作用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心蕊 41808017

魏晓珂

/41808131,

王礼勤

/41908132,

储怡浩

/41908075

马小魁 副教授 0710

哈茨木霉菌是一种性能优良的的生防真菌，但由于环境等

诸多限制因素的影响，防治效果不如化学试剂明显。课题

组前期经菌种诱变分离纯化出一株哈茨木霉菌株，保藏在

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3302实验室。本项目拟使用该

生防菌，开展其对苹果腐烂病病原菌抑制作用的功能学研

究，探究哈茨木霉菌对苹果腐烂病病原菌的抑制作用机理

并且进行效果评价，推动生防制剂哈茨木霉菌在防治苹果

腐烂病等植物病害防治中的生产应用。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20

超声响应性卟啉脂质体治疗三

阴性乳腺癌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尹戈晖 41808112

董文静

/41808130,

赵彬

/41808113,

冶晶晶

/41808155,

雷洋

/41808142,

张坤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拟设计并制备对超声敏感响应的Purpurin-磷脂偶

联的脂质体，同时携载抗肿瘤药物Dox和低剂量细胞周期检

验点抑制剂SRA737的纳米体系，利用聚焦超声作为外部刺

激手段，深部调节卟啉脂质体精准有效递药，同时促进药

物在肿瘤区域的弥散分布和细胞内摄取。此外，利用卟啉

多模态成像识别肿瘤，提供影像导航聚焦超声位点的实施

。以期实现卟啉多模成像、声控释药、声动力协同化疗联

合治疗三阴性乳腺癌的高效精准新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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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源小泛素化特异性蛋白酶2

敲低载体的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铠露 41808173

李悦轶

/41808182,

张茜淼

/41808192,

艾晓雅

/41814129,

薛小瑾

/41908301

齐以涛 教授 0710

项目以pGreenPuro载体为框架，以构建敲低载体，目标片

段是人工合成的一段长度为60-80bp的核苷酸片段，直接

退火，将目的序列和质粒载体连接，进一步对获得的载体

进行转化、挑取单克隆、抽提质粒并进行测序，以鉴定载

体的正确性。比对氨基酸序列，若一致则进行克隆后纯化

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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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处理对豆腐的杀菌效果及

品质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毛智恒 41814050

卢阳阳

/41814100,

颜悦

/41814051,

王梦寒

/41914117

赵武奇 副教授 0827

豆腐是一种传统食品，它富含脂肪、蛋白质等营养物质，

由于生产设备受限，丰富的营养物质在成型过程中极易受

细菌感染，保质期短而限制了豆腐行业的发展。射频杀菌

技术是一种新型的热杀菌技术，极具商业应用潜力，可实

现对物料快速加热，且穿透深度大、加热均匀性好。采用

射频处理对豆腐进行杀菌研究，在不影响豆腐品质及口感

的情况下，替代化学防腐剂和传统热杀菌技术，延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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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公共交通领域沟通障碍

人群语言服务现状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若嘉 41802275

谢方琦 

/41802262,

张子璇 

/41802321,

陈彦婷 

/41802299

李琼 副教授 0501

西安市作为国家“一带一路”重要城市和建设中的国家中

心城市，西安的全面发展是我国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建

设的重要一环。而语言服务作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

领域，在西安当下不断发展之中城乡人口大量流动和在不

断开放之下中外人员密切交流的大背景下，西安市对于语

言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目前，西安市在公共领域对于特

殊人群的语言服务尚存在较大空白，相关的政策、人员和

设施都尚未完善。本课题旨在通过综合调查西安市相关设

施与人员、对比国内外政策，深入分析现状，为后续城市

语言规划和发展提供指引和参考，促进西安市的人文关怀

水平，提升城市形象。项目起止时间：2020/3-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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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朱者赤？背景情绪影响表情

识别的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鹤龄 41724054

吴灵杰

/41724003,

江可欣

/41724056,

杨卓

/41824049,

黄瑞云

/41824062,

聂辰雨

/41824017

陈煦海 副教授 0711

古语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亦说“出淤泥而不染”

。在心理学研究中，前人报告了“向背景均值靠近”和“

补齐小概率刺激”两种矛盾的情绪背景影响表情判断的方

式。这种矛盾源于实验的范式和被试情绪粒度的差异，故

本项目改进了实验范式，并选取不同情绪粒度的被试完成

实验，以探索背景情绪信息影响表情识别的机制。本项目

在理论上可阐明背景情绪影响表情识别的机制，在应用上

可对深入认识人际交往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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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圈病态追星下的现状

——追星青少年的心理诱因及

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鲍端 41832035

张雨露

/41832024,

武彦妤

/41832015,

王桦溦

/41832028,

卢思璇

/41832071

张方旭 讲师 0303

娱乐时代悄然来临，不少青少年把自己的认同和归属感投

射在“偶像”身上，“粉丝现象”及由此构成的“饭圈”

文化引发了诸多争议。研究饭圈少年的心理，引导其走上

正确追星的道路，为其创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已成为当务

之急。

本项目从心理、认知、行为、人际关系四个层面解读当代

狂热青少年粉丝的病态追星行为，帮助青少年处理好现实

与网络的对接矛盾。同时打造家校学生一体机制，帮助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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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大学生对同性婚姻合法化

态度及立法可行性相关研究—

—基于西安市各高校的实证调

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雨溪 41932185

雷若云

/41932188,

马艺珊

/41932100,

段雅文

/41932170

李卫东 副教授 0303

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总体认识——偏见、误解、歧视大于

理性、包容、尊重。随着社会包容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

性少数人群被不同程度的理解和接纳。而性少数人群也逐

步加深对自我权利的追求愿望。本项目通过调查问卷与结

构性访谈，同时结合文献资料，深入社会群体，调查大众

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态度及背后的原因机制，分析立法可

行性，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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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哼唱转谱的在线音乐创作

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莞姝 41812113

刘佳俐

/41812138,

熊利花

/41812237,

王丹

/41816050,

张奕妍

/41716165

祁超 副教授 0809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灵感爆发，哼唱出优美曲子的时

刻，但苦于不通乐理无法记录。

我们为此制作一款小程序，实现以下功能:

1. 将人声哼唱转换成乐谱

2. 提供平台吸引乐队及音乐专业人士入驻，用户可以自行

购买其服务，将乐谱变成实质的音乐或歌曲

3. 设置社区板块，用户可以自行上传作品并配备简单契合

的视频内容或在此发布歌词

该APP依托于将人声哼唱转为乐谱的技术，让每个喜爱音乐

的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音乐，打造真诚可感的音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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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说新语-互联网农业助力扶

贫
创业训练项目 是 侯秋源 41812022

李嘉琪

/41712222,

王越

/41712223,

陈姚乐

/41716093,

文皓彦

/41912062,

王佳敏

任杰 讲师 0809

项目以火晶柿子为原点，采用纵向一体化的运营模式进行

经济创收。火晶柿子种植广，口感佳，营养丰富，市场前

景广阔。项目计划打破原有的鲜果直销的销售模式，开发

企业网站进行产品宣传，研发火晶柿子的精加工产品，并

以新系列设计的进行包装，扩大产品市场。项目计划采取

线上+线下的模式。线上通过多种app和企业网站进行销售

。线下和当地政府合作，搭建政府+农户+互联网的三方平

台。另外，项目会与高校合作改进柿子种植方式，将经济

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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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血红蛋白对荧光二氧化硅纳

米颗粒与硫化锌量子点共振能

量转移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振霞 41806260

唐海峰

/41806236，

窦越

/41806248,

郑佳欣

41906281，

褚雅萍

/41906286

郝长春 教授 0702

该研究通过制备氨基化二氧化硅纳米颗粒，将荧光素与氨

基化二氧化硅纳米颗粒偶联，再制备高荧光量子产率的硫

化锌量子点，将荧光二氧化硅纳米颗粒与硫化锌量子点制

成复合体系，研究牛血红蛋白对该复合体系荧光共振能量

转移的影响。通过TEM、SEM、EDS、FT-IR对制备的材料进

行表征，通过UV-vis、DLS、Fluorescence技术探究牛血

红蛋白与该复合体系的相互作用机制，以及牛血红蛋白的

构象变化，使该复合体系作为一种新型荧光探针检测血红

蛋白的含量成为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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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主体分子组装和多层C60二

聚反应的范德瓦尔斯超分子框

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秀 41806216

冀盈绚

/41806149,

马蛟

/41906098,

李翰璐

/41806098

高健智 教授 0702

样品是通过在Au（111）衬底上沉积一层OT来制备的，然

后将样品转移到为Omicron费米扫描隧道显微镜配备的超

高真空（UHV）系统。用电化学蚀刻的钨尖进行成像，样品

在超高压下加热至120°C，持续3h，导致OT部分解吸，出

现覆盖率为0.0.23ML的条状δ 相。我们将每个Au原子被一

个OT分子所占据的覆盖度定义为1ML，原则上，条状δ 相

的形成是由于分子间范德华相互作用形成规则空间所致。

在适当的实验条件下（如适当的底物温度和硫醇覆盖

率），其他硫醇也可以形成具有不同长度的类似条状相，

如先前报道的那样。C60分子在RT下用自制的升华源沉积

在OT单层上，制备出具有二维C60网络特征的范德瓦尔斯框

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第一层C60的控制，进行多层C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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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级结构钴基电催化剂制备

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新月 41807093

杨子函

/41807024,  

 孔美懿

/41807088,  

刘宝鹏

/41807068,  

田铮

/41807009

郑浩铨 副教授 0703

 氧气还原反应及析氧反应都是涉及到反应动力学缓慢的4

个电子转移的反应过程，是金属空气电池这个清洁高效的

新能源转化装置的两个半反应，因此制备高效的催化剂能

极大地提升能源转化的效率。贵金属催化剂依然是最常用

的商业化电催化剂，但是它稳定性较差、价格昂贵而且在

地球上储量非常少。本项目拟研究多级孔钴基材料在电催

化氧气还原反应及析氧反应中的应用前景，构建多级结构

提升催化过程中的传质效率，调控多级结构钴基催化剂的

催化活性位点，优化催化剂电催化反应的活性，初步探究

多级结构材料对电催化氧气还原反应及析氧反应的作用机

制，最终制备高活性、高稳定性及具有可设计性的多级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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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青铜结构Ba2NaNb5O15棒状晶

体的合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施灏 41807138

陈熙亮

/41807134,  

 高焕焕

/41807138,  

 周建成

/41807135,  

 王宁

/41807166,  

 王艳玲

/418807174

魏灵灵 副教授 0703

拟采用二步熔盐法合成棒状形貌良好的纯相BNN，不仅降低

其反应温度和反应时间，而且易于控制其形貌。所谓二步

熔盐合成法，就是将原料BaCO3、Nb2O5混合均匀后用CMO法

首先在1200 ℃预烧6 h，合成出纯正交相BaNb2O6（BN）

的粉体；同时将原料Na2CO3、Nb2O5混合均匀后也用CMO法

在800 ℃预烧3 h，合成出NaNbO3（NN）的粉体；然后再

将BN、NN和NaCl熔盐混合均匀后在1150~1220 ℃的温度

范围内进行反应来合成得到BNN粉体，经洗盐，除去Cl-之

后，分别采用XRD和SEM手段表征其相结构和微观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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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迁移性高氮二茂铁化合物的

合成及燃烧催化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彬炀 41807149

乔俊馨

/41807255,  

 张琪

/41807245,  

 沙俐

/41807262,  

万雨婷

/41807253,  

姚贤江

/41807036

张国防 教授 0703

针对常用的卡托辛等中性二茂铁衍生物存在高迁移性和挥

发性问题，引入已形成强氢键的氮原子和氧原子降低中性

二茂铁化合物的迁移性和挥发性，同时利用点击反应的诸

多合成优势和高氮基团的引入提高推进剂的能量水平，设

计合成以三氮唑、四氮唑以及它们衍生物为基础的中性高

氮二茂铁化合物。通过评价该类化合物的迁移性和挥发性

以及它们对AP, RDX和HMX热分解过程中的催化作用，筛

选性能优异的二茂铁化合物，为复合固体推进剂燃速催化

剂提供新的候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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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半监督的交互式图像分割

算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紫绮 41712060

何胤莹

/41712052,

张悦莺

/41812141,

夏雨涵

/41812172

马君亮 讲师 0809

本项目基于图的半监督学习提出交互式图像分割，较为简

单，可用于许多交互式图像分割领域。该种技术由用户“

涂鸦”获得标签信息，通过加权边缘传播该信息到未标记

的像素点，从而对每个像素点进行分类，实现图像的分割

。其过程主要分为两步，首先是基于预处理图片上的所有

像素之间的相似性建立K-NN图，在该图上进行标签信息的

传播。其次是基于原尺寸的图片构建一个新的图，第一步

中没有可靠标记的结点上再次进行标签信息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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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乡村教师信息素养

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A地区乡

村小学教师线上教学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培丽 41815142

陈昱泽

/41815133,

洪辰

/41815131,

刘江珊

/41815157

冯加渔 副教授 0401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我国教育教学带来许多挑战，全面

线上教学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教育差距，后疫

情时代线上教育发展、线上线下教学融合发展已经是大势

所趋。本项目通过调查A地区乡村教师线上教学活动中所呈

现出的信息素养现状，发现乡村教师的信息素养中存在的

短板以及提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究适切的乡村教

师信息素养培养方式以及提升乡村教师信息素养的路径，

以期能从提高乡村教师信息素养入手来提高乡村地区线上

教学质量，促进乡村线上教育发展，助力乡村教育现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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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CoV-2病毒S基因序列与

遗传变异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远 41808241

刘鲜

/41808187,

阮泳彤

/41808217,

王素雅

/41808194,

晏鸿

/41808242,

冯雨欣

李广林 教授 0710

2019年12月，中国武汉报道了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其临

床症状与2003年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不同，因此推断

该病毒可能是冠状病毒的一个新变种。为研究SARS-CoV-2

病毒引起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在流行过程中发生变异所产

生的序列上和构象上的变化趋势，以及在不同的地区不完

全一致的性质，我们选取了多组不同地区的病毒毒株,对其

编码冠状病毒重要功能蛋白的S基因进行了全基因序列分

析,并进行三维模型构建和系统进化树构建，试图找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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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靶向纳米颗粒多模态成

像与PDT抗肿瘤能量代谢效应

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美琦 41808121

张若男

/41808148,

白亚妮

/41808147,

张储楚

/41808125

冯晓兰

、王筱

冰

助理研

究员、

教授

0710

项目以肿瘤微环境敏感响应的二氧化锰纳米片作为载体，

共载光敏剂Ce6和带有线粒体靶向的糖酵解抑制剂LND，设

计一种基于MnO2-Ce6@TPP-LND的靶向肿瘤能量代谢的光

动力治疗体系。通过光动力治疗过程中引起肿瘤线粒体损

伤与糖酵解代谢阻断的联合治疗策略增强抗乳腺癌治疗研

究。项目拟通过纳米颗粒合成及鉴定、光诱导细胞应答和

糖酵解抑制分析联合治疗疗效及机制，将肿瘤微环境响应

的二氧化锰片层作为载药系统联合肿瘤代谢特征，将给药

和靶向治疗紧密结合，为拓展光动力治疗应用于临床肿瘤

治疗提供实验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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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荧光法测定泡菜里亚硝酸

盐含量及探究其最佳食用时间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倩 41809170

苏利

/41808304,

邓芬芬

/41808309, 

孙亚宁 

/41808284, 

王淦 

/41808280,

苟凯峰

/41808282

董亚非 教授 0710

泡菜作为我们日常食用的一种食品，其中却含有一种致癌

物“亚硝酸盐”。本项目主要是通过使用催化荧光法这种

可以测量痕量亚硝酸盐的方法对泡菜发酵过程中的不同阶

段进行亚硝酸盐含量检测，然后分析从泡菜开始第一天到

亚硝酸盐含量趋于恒定过程中亚硝酸盐含量的变化曲线，

进而得出泡菜的最佳食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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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皮多糖的提取及体外降脂

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潇 41814038

李静

/41914089,

侯晨梓

/41914039,

文悦

/41914025,

牛艺衡

朱彩平 副教授 0827

石榴是我国的特色果树之一，但目前石榴皮只有一小部分

被作为药用，产生了严重浪费。本次创业创新项目拟为石

榴皮资源的利用提供新思路，减少石榴皮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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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助力语文

课堂改革—非遗手工艺皮影融

入中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实践改

革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嘉涵 41902063

邓田心怡

/41902160,

马瑜

/41902034,

乔佳慧

/41902030,

陈羽茜

钟海波 副教授 0501

通过了解非遗手工艺皮影的内涵和发展现状（以陕西华县

的皮影为例），将皮影引入中小学语文课堂，使之与课堂

的教学内容有机结合，在丰富和发展了现有语文课堂教学

模式的同时，激发学生对于语文学习的兴趣，增强师生对

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进而帮助优秀传

统文化获得创新性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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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条加载动画中速度线索对

等待时间估计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爽 41824044

张璨

/41824051,

卫雪

/41824021,

李雪莹 

/41824027,

粟泽波

/41824045,

王雅涵

庄想灵 教授 0711

由于技术的限制，用户在使用计算机时无可避免地要面临

资源或程序加载时的等待，本项目关注如何通过降低用户

对加载时间的主观感知，提升用户满意度。项目基于时距

知觉的相关理论，分两个实验分别探讨进度条的物理速度

和进度条动画隐含的速度线索对用户时距知觉的影响。研

究结果将对等待情境中的进度条设计提供心理学角度的优

化方案，从而改善人机交互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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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庭暴力法》视角下反家

暴干预机制的完善与创新——

以西安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晶晶 41832033

李思宇

/41832038,

张佳乐

/41832034,

张敬悦

/41832013,

王丹阳

/41832031,

吕小萌

/41832023

张娜 副教授 0301

在家暴现象高发的社会背景下，越来越多妇女儿童的合法

权益正遭受侵害。家暴行为不仅破坏着家庭关系，还危及

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民事、刑事案

件。因此，我们将着眼于这一社会热点问题，以西安市为

例，通过问卷、访谈等形式获得数据，分析致暴原因。在

现有干预机制的基础上，从法律角度进行完善与创新，为

进一步解决家暴问题提供制度化、系统化、模式化的方

案，以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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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近郊农村拆迁补偿问

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党一程 41832011

杨世峰

/41832008,

杜新岩

/41832012,

刘宇轩

/41832010

高学强 教授 0303

随着西安市近些年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西安城区范围日

益增大。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农村规模逐步缩小。在西

安民用航天产业开发园区的建设中征用了原先近郊的农村

用地。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拆迁补偿问题成为关注热点。本

项目意在为村际间拆迁补偿标准差异问题提出相关解决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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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畅彤 41814064

杨蕾

/41812118,

范含祉

/41808283,

顾家颖

/41808287,

张舒睿

/41812298

李良福 副教授 0809

2020年初，一场因人类对野生动物的伤害给人类带来了一

场难以估计的灾难，此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中宠物似

乎成了一个家庭中必不可少的“成员”，人类与动物的关

系越来越密切，但两者的相处中仍存在着“磕磕绊绊”。

因此，我们计划开发一款软件，用户可以借助它深入地走

入“动物世界”。其中可分为两大板块“现实”与“虚拟

”：“现实”块，我们计划将设置动物公益、宠物识别，

野生动物动态等部分，可通过此为动物提供援助、解决人

与动物相处之间发生问题；“虚拟”块，我们计划开发一

款“养成系”游戏，用户可养成一电子宠物，此部分为不

可养殖者提供乐趣或为计划者提前感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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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之轮胎艺术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班莹莹 41802070

纳婷

/41802097,

谢心怡

/41802063,

谭静玮

/41802077,

汪佳

/41916080

刘军华 讲师 0501

21世纪，人类进入知识经济、循环经济时代。世界各国正

把“发展循环经济”和“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随着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废

旧轮胎的生成量也越来越多。本次创业项目将废旧轮胎与

循环经济与结合发展，分为九大块内容进行创业项目规

划：摘要（项目背景、项目名称、项目意义、公益目

标），公司介绍，产品分析，市场分析，营销计划，运营

管理，管理体系，投资与财务分析，项目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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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学习的语音识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嘉振 41806189

罗弟恒

/41806192,

廖迈伟

/41806188,

王琪

/41806196,

高淑婷

/41806302,

马惜羽

杨秋菊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拟通过利用机器学习中的隐马尔科夫模型对研究语

音识别，提高语音识别正确率这一技术进行进一步优化。

利用隐马尔科夫模型加以限制减少混乱状态，增加识别文

本容量；通过收集更多语音识别训练数据，强化训练的鲁

棒性，降低识别文本词汇的错误率，更好地提升语音识别

的准确度；通过建立语言模型，提高状态网络较大时识别

的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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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V 密集集群自主协同控制方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解邦鑫 41806021

叶伯瑞 

/41806201,

周思琦 

/41806207,

韩思佳

/41806265,

刘大千

/41814108,

刘宇 

梁洪涛 讲师 0702

UUV 集群作为一种智能无人系统，在复杂且干扰较多的水

下环境中，普遍存在着在集体中个体既难与其他个体交

互，也很难与外部环境交互的困难。针对此问题，本项目

提出一种适用于多 UUV 集群松散构型的自组织控制方法

。与其他控制方法相比，利用势场函数实现对集群系统的

控制，可以使得其与参考航行器构成最大距离可控的空间

构型，克服了 UUV 个体之间交互性差的困难，保证 UUV 

集群中的所有航行器共同构成松散的空间集群结构，从而

实现 UUV密集集群自主协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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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PET高分子的合成及性能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思琪 41807144

张曼婷

/41807151,  

 宋雅慧

/41807163,  

 李萦

/41807164

薛东 教授 0703

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是一类芳香族聚酯，在薄膜

、塑料等领域应用广泛。与脂肪族聚酯相比，芳香族聚酯

具有较好的化学稳定性、机械性能、卫生性能及透明性能

等，因此，在PET结构中引入芳基官能团，有望改进材料性

能。从生物质来源的芳基醛为原料合成二芳基乙二醇，取

代煤化工生产的乙二醇与对苯二甲酸聚合得到引入芳基的

PET，既是一条绿色、经济的合成PET方法，并有望得到性

能更为优越的新型PET高分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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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均苯四酸的MOF离子热合

成其对尿酸的选择性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千喜 41807251

陈嘉艳

/41807238,  

 王晓琳

/41807231,  

 粟睿歆

/41807257,  

 张英佳

/41807235

徐玲 副教授 0703

采用离子热合成法，以[EMI]I离子液体为反应溶剂，选用

发光性能良好的Eu3+和Tb3+作为金属源，能量较高的苯均

四酸为配体，合成具有双发光中心的镧系金属有机框架材

料，选取确定的金属盐作为MOFs材料合成的原料，通过不

断调节Eu3+/Tb3+比值，进行一系列化合物Eux/Tb1-x-

BTeC的合成探究，对所合成的化合物进行XRD和荧光检

测，最终将两者发光强度相近的Eu/Tb共掺发光MOFs作为

最佳荧光探针。用该荧光探针对尿酸进行检测，研究在一

定的尿酸浓度范围内，该荧光探针的荧光强是否与尿酸浓

度之间存在良好的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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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习轨迹中的大数据的隐

私保护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雨卿 41812178

王洁琪

/41812269,

刘佳越

/41812068,

孟华仪

/41816073,

衣芳朋

/41815098,

金芳竹

/41812167

郭龙江 教授 0809

本项目致力于在教育学习的隐私保护中寻找新方向及突破

点。从当前形势看，采用学习类app人数呈稳定上升趋势。

尤其是今年的疫情特殊情况下，几乎所有的老师都采用网

络教学的模式与学生互动。然而，在享受方便快捷的同

时，我们又不得不思考个人的信息是否也在不断地被窃取

传送？我们又为何总是收到陌生电话？我们将用计算机大

数据分析及特殊路径点的加密覆盖等方式，帮助用户选择

性地隐藏生活轨迹，提供最安全有效合理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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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背景下中小学生对在线教

学的满意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祺 41815097

邓妮

/41815111,

夏梦媛

/41915022,

贾渃岚

/41815117

张文兰 教授 0401

由于疫情影响，全国中学生开展了大规模在线学习。这是

培养中学生数字化学习能力，为其终身学习奠定基础的契

机。但是中学生对在线教学的满意度水平会影响其后期在

线学习的态度、能力、参与度及持续在线学习意愿。基于

此，本项目拟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回归分析法，对

中学生线上教学满意度现状进行研究，探讨中学生在线学

习的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并提出改进策略。以期为在

线学习及疫情后混合式学习的发展提供参考。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53

三叶木通花性别分化中

AktAP3-1基因的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心慧 41708176

李心慧

/41708176,

孟文静

/41708171,

王宇

/41808127,

王瑨

张铮 副教授 0710

三叶木通成熟的花为雌雄同序异花，由发育早期的两性花

到单性花经历了I型花发育途径。为了探究三叶木通两性花

向单性花发育过程中，AktAP3-1基因在花的性别分化中的

作用，我们通过转录组、实时定量分析该基因在花各个分

化阶段的表达，并且通过将该基因转入野生型和缺失突变

体拟南芥中，分析该基因异位表达状况，进一步阐释

AktAP3-1基因在三叶木通花分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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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股蓝超微粉多糖：提取、纯

化及保肝活性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苗畅 41808123

敖小曼

/41808159,

李佳怡

/41808135,

张欢

/41808150,

凯丽比努尔·

艾尼瓦尔

宋双红

王攀

高级实

验师

教授

0710

项目拟从绞股蓝超微粉中提取粗多糖，经DEAE-52阴离子

交换柱和Sephadex G-100葡聚糖凝胶柱纯化得到单一多

糖组分（GPP），通过高效液相色谱、红外光谱、核磁质谱

等对GPP的结构进行解析，并对GPP的体内保肝活性及生物

学机制进行探究，为绞股蓝超微粉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理

论支撑和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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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叶绿体基因组探讨红景天

属的系统发育关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炀 41908306

张熙怡

/41908317,

张馨怡

/41908323,

毛雅

/41908313,

胡明娜

/41908310,

马润通

张建强 副教授 0710

与核基因和线粒体基因相比，植物叶绿体基因小、结构稳

定、序列保守性高，含有丰富的系统发育信息，使得叶绿

体基因组成为研究系统发育的一个良好载体。近年来有学

者研究了景天科植物的系统发育关系，其中包括部分红景

天属植物。但由于红景天属植物分布于高山地区，样品采

集难度大，红景天属内系统发育关系并未得到完全解决。

本实验拟通过对红景天属代表植物的叶绿体全基因组进行

组装和分析对比，探讨红景天属内系统发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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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代谢组学技术的滇黄精化

学成分和抗氧化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兰荠 41814091

王业希

/41814125, 

陈渌

/41814082, 

佘昕阳

/41914076, 

俞紫瑶

/41914095

施琳 副教授 0827

 本项目将采用现代高通量色谱-质谱联用代谢组学技术，

结合多元统计分析和单因素分析等数据分析方法，系统探

究炮制和提取工艺对云南"血气双补之王"滇黄精化学组分

的影响；分析不同处理和提取方法得到滇黄精组分的抗氧

化活性，并建立代谢物组-抗氧化活性预测模型，筛选、评

价最大化凸显抗氧化营养功效的代谢物质组分，为滇黄精

特征物质功效研究与验证、营养型产品加工方式的优化选

择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57

探究作家笔下的地摊书写与地

摊经济政策的互证及其启示—

—以汪曾祺、石一枫、刘平勇

为对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佳慧 41802123

朱璐荷

/41802115,

马海燕

/41802143,

毕慧珍

/41802168

张自春 副教授 0501

本创新项目从汪曾祺、石一枫、刘平勇三位作家的作品入

手，探究作家笔下的地摊书写与当时地摊经济政策之间的

关系并形成时代对照。探寻各个作品中体现出的地摊经济

政策，分析作品中地摊主经营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找寻地

摊主的经营与当时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以期获得当下地

摊经济发展的启示。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58

注意状态对视觉工作记忆精度

维持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馨瑶 41824065

王俊英

/41824053,

吴璇

/41824055,

杨卓

/41824049,

李一静

/41824073

李雅 副教授 0711

工作记忆是对人脑中的信息进行暂时存储和操作的记忆系

统，其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是精度。工作记忆的精度指的

是工作记忆相对于原视觉表征的精确度。研究发现，工作

记忆的精度相比容量更为重要，它决定了人们最终的行为

表现。目前研究还发现工作记忆精度随着维持时间的增长

会降低，然而，尚未有研究对精度降低的原因进行探究。

本实验拟结合实时触发范式来实时测量被试的注意状态，

并考察不同的注意状态对工作记忆精度维持的影响。研究

结果将为进一步探究影响工作记忆精度维持的因素奠定研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59

城市治理理论视域下大学城治

理研究——以长安大学城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鹏 41832151

黄佳慧

/41832169,

孙安婷

/41832172,

高雅楠

/41832160

牛静坤 讲师 0303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城市管理必然转

向新型的城市治理。大学城的发展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

研究长安大学城的治理问题，是建设新时代品质西安的需

要。本项目以城市治理的相关理论知识为基础，运用文献

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调查长安

大学城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究问题出现的原

因，进而提出完善长安大学城治理现状的对策建议。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60

网络伪新闻对大学生的影响及

其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浩菁 41932164

魏一帆

/41032086,

王路阳

/41932181,

徐帅

/41932038

冯燕 讲师 0303

网络时代下，高速化便捷化成为主流，网络新闻的真伪性

难以辨别，大多数人追求新闻报道事态的逆转带来的刺

激，而非真正关心新闻的真实性。大学生作为今后时代发

展的主力军，网络伪新闻和谣言的层出不穷，对于大学生

的影响十分显著。这种情况出现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们需要怎样解决这种现象，让网络新闻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是项目的中心。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61

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以《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基

础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葛宏达 41902199

张星奇

/41902239,

张雅静

/41902269,

王沁霖

/41932023

雷龙乾 教授 0501

本项目拟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基础，研

究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异化理论，对“异化劳动”“类本

质”“扬弃异化”“共产主义”等概念进行阐释和探讨，

并对其思想体系和论证理路进行研究，探究马克思早期对

政治经济学、古典哲学与社会主义进行融合的尝试以及对

黑格尔辩证法思想进行的初步批判和改造。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62X

音乐教育对儿童创造性思维的

训练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石佳鑫 41713055

张欢

/41713071,

徐双

/41713062,

马梦洁

/41713056

王爽 讲师 12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素质

化教育的普及，使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成为了培养孩子全面

综合素质的重要措施，良好的音乐艺术教育对儿童创造性

思维的训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大部分幼儿园忽

视了学前音乐对儿童培养的积极作用，导致各区域之间学

前音乐的培养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何为儿童提供更

优质的音乐训练，创造优质的音乐学习形式，从而满足儿

童实际学习的需求和特点，以此实现儿童学前音乐教育的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64

在校大学生兼职平台规范化研

究--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雨妍 41935076

葛灵秀

/41932051,

任玮

/41932049,

杨文龙

/41932160,

王颢莹

/41912191,

向东 讲师 0303

大学生兼职领域无论是市场监管，还是法律保障都有所欠

缺。大学生兼职渠道单一匮乏，且无有效保障。兼职大多

以口头契约的形式，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学生权益易受

到侵犯。该项目致力于研究平台运营制度，建立完善的审

核机制，促使大学生兼职平台规范化。并依据充足的法律

理论，制定相应策略，保障大学生权益。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65X
音画一体名著绘本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冯澄莹 41713023

韩雨彤

/41713033,

刘畅

/41713032,

罗晶晶

/41713024,

钟雨含

/41713061

林蔚丽 副教授 1202

随着全球通识的发展对于学生的阅读要求也不仅仅局限于

文学内，国际文凭组织IB课程中的PYP(小学项目），就强

调了学科交叉学习，目前全球流行的PBL项目式学习也非常

强调学科的融合性，再结合中国的学情，我们针对中小学

必读书目，以一对多的形式以文学结合艺术做一本通识艺

术体的书籍，包括音乐和绘画等艺术层面，着重对学生的

美学培养引导学生拥有良好的审美能力，从读者的角度出

发制作一本不仅能帮助提高阅读兴趣又能更好的带入书籍

深度学习的书籍，培养有探究力会思考会交流的全面人才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66X

“与爱（eye）同行”视障人

士-大学生志愿服务公益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椰 41904258

张琴

/41904298,

苏群惠

/41932146,

郑颖

/41916018

郭文

斌；乔

露

教授；

讲师
0502

“与爱（eye）同行”志愿服务公益平台是“线上＋线下”

交融的非营利的公益创业项目。项目旨在建立大学生志愿

者帮助视障人士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关注视障群体。视

障人士线上与志愿者视频通话，得到及时的帮助，通过线

上预约，得到线下的帮助。视障人士可以上传心愿，经过

审核后，由平台聚集志愿者和社会的力量达成心愿。团队

定期举行活动，并将动态展示到网络平台。团队力争以“

互联网+志愿服务”模式，更好地帮助视障群体。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67

基于多种多孔材料的复合新型

排气消音器模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月 41706303

何敏莉

/41706257,

乔彩凤

/41811105,

李赛

郝长春 教授 0702

本项目在分别模拟多孔材料的吸声效果和固体挡板对声波

的反射作用后，将提出一种基于多孔吸声材料和固体障碍

物的新型复合排气管降噪模型，通过仿真模拟软件comsol

进行实验，得到一种降噪效果很好的排气型消音器。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68

基于群智感知的公共卫生紧急

事件情感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艾美 41812181

翁子茹

/41812193,

马铭含

/41812168

马苗 教授 0809

2020年新型冠状疫情突然爆发，迅速侵袭全球，群众难免

出现焦虑、恐慌等不良情绪。因此，关注群众情感状态，

对打赢抗“疫”战是十分重要的。本项目通过Python网络

爬虫浏览微博等社交平台以及“问卷星”问卷调查获取民

众有关疫情的言论，后利用已经训练好的情感分析模型将

情感划分为正常，轻度焦虑，中度焦虑，重度焦虑四个等

级 ，并分纳归类不同地区各类人群，利用Echart进行可

视化处理，绘制可视化图表。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69

遗传标记rs3817198与乳腺癌

相关的分子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玉芳 41708316

石萌萌

/41708315,

何光欢

/41708273,

朱思静

/41708287,

黄琬清

/41808257,

周慧杰

/41808270

孙昌 教授 0710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前期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发现遗传标记rs3817198与乳腺癌显著相关，但其分子机

制仍不清楚。本项目拟对该区域千人基因组计划数据进行

分析，筛选强连锁位点为潜在致病位点。进而克隆这些SNP

临近区域，并使用突变生成构建包含对应等位基因的质粒

。通过转染乳腺癌细胞系、荧光素酶表达测量和比较，以

确定功能性致病位点。进而使用染色体构象捕获方法和染

色质免疫沉淀，确定该位点所在增强子的调控基因和作用

机制。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70

基于超声刺激携氧纳米载体触

发肿瘤细胞铁死亡的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师怡 41808152

郭晴

/41808080,

章雨桐

/41808124,

黄嘉雯

/41808030,

李亦然

/41808058

王攀 教授 0710

项目以偶联DVDMS的TiO2作为纳米基材，修饰蛋白冠-血红

蛋白（Hb），构建一种基于HDT声动力治疗体系。通过蛋

白冠修饰提升颗粒生物相容性并智能输送氧气，改善肿瘤

乏氧，从而由声动力触发肿瘤细胞铁死亡，有效提升抑瘤

率。项目拟通过超声触发颗粒诱导铁死亡、肿瘤治疗疗效

及机制的研究，将成像引导的声动力治疗与纳米声敏剂应

用开发紧密结合，为拓展声动力抗肿瘤及触发肿瘤细胞铁

死亡新模式提供实验和理论依据。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71

镉胁迫诱导果蝇翅发育缺陷及

其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郝晓娅 41808209

苏绽蕾

/41808313,

朱婕妤

/41808295,

何悦

/41808258,

朱玉婷

/41808288,

付敏杰

张敏 副教授 0710

重金属镉对果蝇的毒理学研究发现，镉可以显著延迟果蝇

羽化前的发育时间，并且从卵期开始一直暴露于镉环境的

果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翅膀发育缺陷。果蝇成虫的翅是由

幼虫体内的翅盘发育而来，从幼虫期的翅盘到成虫飞行

翅，翅经历了复杂的细胞增殖和形变过程。因此本研究探

讨镉胁迫对果蝇羽化前发育时间和翅膀形态的影响，并检

测了三龄幼虫期翅盘中细胞凋亡情况及相关基因的表达，

以探究其产生毒性效应的分子机制。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72X
茯生若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左心如 41904189

孙俊哲

/41904205,

毛凯文

/41904180,

刘睿文

/41809087,

王海溶

/41809121,

赵方圆

/41809133

牛俊峰 0502

茯生若茶项目立足于弘扬茯茶文化及周边产品，秉持着“

创意、健康、体验合一”的核心理念，旨在为消费者提供

药食同源的优质茶品以及完整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

而茶圏APP为茶友提供消费交流平台，体验消费店配有专业

茶师和讲解员，提供DIY茶品活动，给予消费者更好的体验

。一方面严格把控茶品原料的药用价值及纯度，另一方面

采用茯茶压制工艺和茶精华提取技术，可以让消费者通过

简单的操作，品饮茶的口感与中药材的精华，使保养贯穿

于忙碌生活中，以美味取代中药的苦涩。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73

基于NAO机器人的垃圾分类回

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可欣 41806255

王晨

/41814036,

卫九蓉

/41806244,

石玉 

/41806220,

李程 

/41814039,

杨嘉融

/41806218

强宁 讲师 0702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机器人已经在工业制造、服务行业

等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人形机器人更是吸引了大量的

关注。本项目拟基于NAO机器人实现垃圾的识别和分类回收

。首先设计实时的目标检测算法通过NAO机器人的高清摄像

头识别一片区域内的垃圾，然后设计最优的路径规划方

案，再通过NAO机器人的控制系统编程实现机器人的行走和

抓取动作，最终实现区域内垃圾的依次分类回收。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74

超声对有机-无机杂化材料LB

膜表面形貌的影响及其变温荧

光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秀峰 41806152

盛文博

/41806176,

陈浩

/41706084,

丁捷妤

/41806109,

孙相林

/41706150,

郭丽庄

郝长春 教授 0702

杂化材料LB膜的应用前景十分突出，但目前LB薄膜的质量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针对不同的要求改进生长系统以

得到高质量的材料是目前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通过控制

制备n-ZnO LB膜过程中成膜液的超声时间，研究不同的超

声处理时间对n-ZnO LB膜形貌结构的影响，利用激光荧光

对所制备的LB膜进行了变温荧光光谱的研究。探究超声震

荡对n-ZnO LB膜的影响和最适超声时间和频率。为制备性

质稳定的杂化材料LB膜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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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催化氟烷基胺的芳基化反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胜 41807225

梁伟怡

/41814019,  

 刘永浩

/41807226,  

 赵子卓

/41807252

黄治炎 副教授 0703

相较于氮原子上普通烷基取代芳胺衍生物，含有吸电子氟

烷基取代的同类衍生物更耐受体内P450氧化酶，从而提高

了芳胺类药物的代谢稳定性。与此同时，氟原子所具有的

提升分子间作用力、溶解性等优势使得氟烷基化芳胺类生

物活性分子具有重要的医药研究价值。本项目以芳基溴代

物和氟化烷基胺为底物，溴化镍为催化剂，旨在研究发现

光催化合成氟烷基化芳胺衍生物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开

发合成具有重要生理活性分子的连续流合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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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3杂化态亲核性硼试剂的制

备及反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耀 41807072

沈有帅

/41807073,  

 刘宇川

/41807074,  

 朱晓佳

/41808076,  

 吴碟

/41807105,  

 薛雅慧

41907040

李高强 副教授 0703

针对当前烷氧基负离子与Bpin-Bpin通过原位生成Bsp2-

Bsp3加合物活化B-B键反应体系中存在亲核性烷氧基负离

子与亲核性B中间体的竞争反应等问题所引起的亲核性B中

间体不能发生类似于碳负离子亲核试剂所进行的与脂肪族

卤代烃、磺酸烷基酯的亲核取代反应及与氮烷氧基环丙烷

和环氧乙烷的亲核开环反应等问题，旨在提出并合成一种

新的、易分离、具有良好稳定性及高活性的sp3杂化态的亲

核性硼试剂，实现上述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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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骨架信息和人脸关键点的

学生课堂行为分析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武柯 41812292

刘赛

/41812277,

田琪

/41812282,

万志杨

/41812255

裴炤 副教授 0809

学生的身体姿势和面部表情反映了学习者的学习状态，学

习者的课堂行为分析能够有效地评价学习者的学习状态，

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针对老师对学生在

课堂上玩手机等不认真听课行为管理不力的现象，本项目

拟开发课堂行为分析算法。考虑到面部表情对部分课堂行

为有着重要的代表性，本算法将实验条件下的课堂行为模

拟视频作为输入，运用行为识别结合表情识别的方法，基

于骨架信息和人脸关键点特征，对视频行为进行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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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头盔检测软件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学亮 41806198

熊宇凌

/41806199,

张莉

/41806250,

赵以利

/41806219,

薛帅

/41806263,

强宁 讲师 0702

近年来，深度学习技术在图像识别和目标检测领域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本项目拟搭建深度学习平台通过交通监

控摄像头实时检测骑手头盔。拟基于yolo3设计深度学习

多目标检测算法，同时构建数据库用于模型的训练，利用

多种手段不断优化模型以提高目标检测的速度，最终实现

交通监控的实时多目标骑手头盔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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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红色事迹中的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慧兰 41812126

李欢

/41812129,

高啸骄

/41812136,

陈泽灏

/41812099,

沈小荻

/41912098

张玉梅 教授 0809

目前，爱国主义教育方式迫切需要改进和创新，积极开展

红色教育，大力传播革命的历史、传统和精神,有利于提高

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爱国主义情怀。本项目致力于使

用科技创新推动红色教育发展。在虚拟场景下还原红色事

迹，设置交互环节，体验者扮演历史角色进行两种体验，

一是按照历史原本的轨迹进行体验；二是由体验者站在今

天自己的角度去思考并决定历史的轨迹。通过不同的体

验，让体验者深入思考历史，从而推动红色教育发展。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80

桑黄液体发酵培养基优化及增

强免疫力机制初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瑜 41808038

冯欣宇

/41808244,

何佳宁

/41808068,

向亮

/41808087,

向文梅

梁健 副教授 0710

桑黄是一种珍贵的药用真菌。通过现代化发酵手段可获得

大量桑黄菌丝体。利用不同碳源、不同氮源对桑黄进行液

体发酵，测定胞内多糖、黄酮产量，筛选出最佳种类的碳

源和氮源。进一步通过单因素试验考察不同浓度碳、氮源

对胞内多糖、黄酮产量的影响。利用响应面分析法对桑黄

黄酮发酵培养基进行优化，获得黄酮产量最高的培养基组

合。利用小鼠体内外试验探究桑黄菌丝体增强免疫力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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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P基因家族的鉴定及功能分

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倩倩 41808162

高艺轩 

/41808132,

耿婷婷

/41808157,

熊雅琦

/41808160,

陈龚怡 

/41808136,

韩岩

肖光辉 副教授 0710

因为棉花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纺织工业

的重要原料。LTP是脂质转移蛋白，对于棉花的生长有着重

要作用。但是，有关棉花LTP家族的进化、生物学功能及其

作用机制目前并不清楚。我们查找得到LTP的核酸与蛋白质

序列；分析LTP基因家族的进化；分析LTP家族基因在染色

体上的定位；筛选高表达的LTP基因，将其过表达到拟南芥

中，研究野生型和转基因拟南芥表皮毛及根毛的数量；从

而探究LTP生物学功能，进而提高其在棉花中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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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GB1基因表达与胃癌细胞恶

性度的关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芮娜 41808210

王梦恬

/41808230,

袁嘉怡

/41808186,

李卓航

/41808225,

黄思玥

/41808212

侯颖春 教授 0710

前期研究发现在肝癌细胞的DOX抗药性形成过程中，ITGB1

基因的表达与肝癌细胞的MDR（Multiple Drug 

Resistance）具有密切关系。为了进一步研究ITGB1基因

表达在胃癌的药物治疗过程中的作用以及ITGB1本身与胃

癌发展的关系，必须获得ITGB1基因敲除的胃癌细胞系

（SGC7901-/-ITGB1）！本项目拟以目前最新的基因功能

研究技术CRISPR对胃癌细胞的ITGB1基因进行敲除

（Deletion），然后用于研究该基因的功能及其与胃癌

MDR的关系。本课题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ITGB1基因敲除的

CRISPR载体系统，转入胃癌细胞后建立细胞系，获得

SGC7901-/-ITGB1细胞，初步观察该基因敲除后细胞的基

本行为等的变化，初步推测该基因在胃癌发展过程中所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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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须哑蟋声学通讯能力丢失后

的生殖信号替代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格 41808301

刘璐

/41808285,

李亚燕

/41808312,

甘甜

/41808214,

崔琳

/41808303,

李瑞

/41808215

马丽滨 副教授 0710

蟋蟀是一类以鸣叫著称的昆虫，同鸟类的毛色、萤火虫的

微光一样，鸣声作为重要的生殖信号在蟋蟀的求偶和繁殖

中具有关键作用。但是，有些蟋蟀却在演化中失去了声学

功能。黑须哑蟋Goniogryllus atripalpulus Chen & 

Zheng, 1996就是一种不能鸣叫，并且不具听器的蟋蟀。

它们的声学通讯被完全阻断，这对两性之间的信息交流造

成重要影响。种内个体识别以及求偶的客观需求将促进黑

须哑蟋在行为、生理方面做出应对，然而，因为缺少相关

研究，人们对此一无所知。本研究拟对黑须哑蟋失声后的

生殖信号传递方式开展研究，期望通过实验探究黑须哑蟋

是否可通过CHCs传递生殖信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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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分枝杆菌及其耐药性即时

检测平台的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清琳 41808129

吴淳

/41808139,

曾馨怡

/41808138,

幸好

/41808143,

唐小龙

/41808118,

次仁塔宗

/41808146

闫亚平 教授 0710

本项目基于我国结核分枝杆菌致死率高这一背景，为了更

迅速灵敏的区分结核分枝杆菌和非结核分枝杆菌，并检测

其耐药基因，在深入了解现有多种检测方式的基础上，选

择环介导等温扩增法（LAMP）来检测结核分枝杆菌，同时

与实时荧光定量PCR法进行对比，以反应时间和灵敏度为评

价指标开展试验，建立结核分枝杆菌及其耐药性即时检测

平台。研究对于实现结核分枝杆菌的快速诊断、精准治

疗，推进环介导等温扩增法的进一步普及具有重要的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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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低氧适应通路基因的平行

标记扩增子二代测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月 41808201

安晶

/41808237,

穆慧敏

/41808239,

马楠

/41808156

朱筱佳
副研究

员
0710

在低氧环境下生物体的血红蛋白低氧适应会防御有机体免

受红细胞生成异常和活性氧化物损害的进化机制（慢性高

山病），涉及低氧适应通路的功能基因。本项目是分析雀

形目山雀科鸟类与高海拔低氧适应相关的直系同源基因，

找到与已知功能位点的与血红蛋白基因树相似的基因，并

对血红蛋白进行初步种群遗传分析，最终得到低氧适应通

路中与高海拔适应相关的功能基因及高低海拔显著差异种

群的遗传变异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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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双酚类物质的快速原位

电化学检测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申峰 41814044

贺春萌

/41814061,

彭丹丹

/41814023,

莫剑惠

/41914032

张玉环 讲师 0827

食品中双酚类化合物(BPs)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发展BPs的

快速原位检测方法对实现BPs高效检测，保障食品安全意义

重大。BPs电化学检测方法稳定、快速，具有原位检测的潜

能。本项目拟以食品中BPs为检测物，以构建BPs电化学传

感器为手段，制备对BPs具有高催化检测性能的功能纳米材

料；阐明该材料对BPs的电化学检测机理；结合丝网印刷电

极，建立BPs高灵敏、原位检测新方法，制备BPs的集成化

柔性传感器件，为食品中BPs高灵敏、快速原位检测提供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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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难度排列顺序对时间感

知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小静 41824035

耿超

/41824050,

李昕婷

/41824054,

代玉洁

/41824038

李宝林 副教授 0711

任务难度是影响时间感知的重要因素。在现实生活中，个

体在某一时间段可能会面对具有不同难度水平的多个任

务，那么完成不同难度任务的顺序是否也会影响时间感知

呢？为了揭示这一问题，本项目拟以“任务难度排列顺序

对时间感知的影响”为题，以任务难度和排列顺序为自变

量，时间感知为因变量，采用预期式时间估计、回溯式时

间估计任务，探讨个体在面对不同难度的任务时，完成任

务的顺序对时间感知的影响，进而时间感知中的顺序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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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中国境内传播的平均

场分析与控制策略有效性评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德敏 41806167

庄婧

/41806180,

刘小语

/41806159,

王昕瑞

/41806174,

郭泓利

/41806169

陈理 教授 0702

新冠病毒（COVID-19）的爆发给中国及全世界带来了巨大

的生命与经济损失，极大地改变了全世界的格局。本项目

拟基于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新冠数据，1. 从物理平均场的角

度出发，厘清此次爆发进程的基本动力学过程，所属已知

流行病爆发类型的大类；2. 模型考虑进流行病控制带来的

效用，分析比较不同强度的控制措施会带了何种规模疫

情，从而初步定量衡量此次管控措施的的有效性。3. 分省

考虑疫情爆发的差异，及评估各省管控措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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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脱苦水的回收利用与产品

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淼 41814112

白津羽

/41814111,

袁佳璐

/41814127,

高铭舒

/41814132

张清安 教授 0827

苦杏仁在我国加工产业正处热门，其经加工后排放的废水

包括黄酮醇、黄烷醇、原花青素、酚酸、蛋白质、苦杏仁

苷等多种营养物质，产生的脱苦水污染环境又浪费资源。

本项目拟研制一种以脱苦水为原料的杏仁水复合饮料，通

过改变料液比，确定其最佳配方。在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口

味需求并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对

资源进行了回收处理，提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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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音乐歌词诗性特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明昊 41802290

柴玉琳

/41835067,

万欣怡

/41802244,

余明埌

/41902202,

沈楚凡

/41902200,

郑婷宇

/41902208

吴言生 教授 0501

古风歌曲作为一种新兴音乐形式，深受以青年为主的当代

听众喜爱。古风歌词古雅隽永、措辞整饬、音韵流畅，自

觉借鉴了古典诗词，具有一定艺术价值。本项目以诗学研

究方法对古风歌词加以审视，就其诗性特质展开探讨。本

研究主要围绕古风歌词概念界定、音律、辞藻、结构、情

节、修辞、风格、意境以及审美心理等基本问题展开，以

论文、专著的形式呈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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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自闭症儿童的世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兰玉 41932192

杨克

/41932189,

阮莹

/41932178,

康敏

/41932165

冯燕 讲师 0303

通过查阅资料，了解自闭症儿童这一群体，以及存着的原

因和社会概况，为走进他们的生活积累基础知识，走访西

安该群体服务机构，去跟他们进一步接触。了解他们生活

日常以及一些生活表现，然后相应的建立文档，确定大概

主体后，开始招募志愿者，可通过网络，学校社团等，可

以采用志愿者服务时间等，使具有良好品德与知识储备的

志愿者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后期再进行分析，继续进行宣

传等，为自闭症儿童带去精神与物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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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细分环境下录播教育与网

课受众适应创新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俊艳 41811042

王建蕊

/41811160,

冯晓芊

/41811054,

张雨荷

/41811193,

方润琦

/41811155

王安中 副教授 0503

疫情期间加之互联网+的推动，线上教育线上网课得到了长

足发展。钉钉'腾讯会议原本作为办公软件也被应用到了线

上教育的行列，并成为教育平台的黑马扩展到了国际线上

教育中。当然，除了线上教育平台的发展之外，网课的技

术和受众人群的细化也越来越受关注。我们本次研究的主

题正是线上网课技术创新与受众推广之间关联性的研究。

我们团队将自主进行网课制作并进行线上推广，观察推广

成果以此为研究课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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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文工作室：打造全平台新媒

体矩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范馨 41902293

刘珏

/41916104,

姜美冰

/41902278,

赵一遥

/41923137,

韦伊

田刚 教授 0501

基于信息化时代、新媒体平台缺乏优秀传统文化的现状，

弘文工作室建立全平台新媒体矩阵，根据平台分期投放视

频、文章、语音等普及性内容，针对不同平台受众的差异

性选择更易于接受的内容进行孵化，并于获得关注后转化

为后期文创等相关IP收益，提出“内容孵化——流量变现

——内容孵化”的模式，以便实现传统文化的循环可持续

输出。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94

探究激光光斑对漂移的斑点的

原因及影响因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瀚泽 41906004

买提卡斯木·

买买提明

/41906033, 

张兴益

/41906052,

杜汶亮

/41906019,

蔡婧湲

/41906011

谢小涛 教授 0702

本项目旨在解释现象并研究漂移如何取决于相关参数，考

察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内容：PT对称系统具有时空反演对

称性而不具有厄米性的哈密顿量仍有实的本征值，这大大

扩展了量子力学的适用范围，时空反演对称量子力学系统

也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因此，我们对PT对称系统的性

质，以及它的实现条件和意义进行一些探讨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95

一款缓解视疲劳富硒菊花固体

饮料的研制及其功能品质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聪聪 41814095

李雪梅

/41814123,

吴莹露

/41814115,

母鹅菡

/41814122,

肖文艳

/41814118

张华峰 副教授 0827

菊花是我国特色药食同源植物，具有疏风清热，平肝明目

之等功效。富硒菊花含有有机硒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之一，有机硒更，利于人体吸收利用。适当补充微量元素

硒，可显著缓解由长时间看书、看电视电子产品引起眼肌

过度疲劳并提高改善视力。本研究以安康市汉阴县富硒菊

花为研究材料，运用现代营养学、食品工艺学原理和技

术，通过对富硒菊花提取物的制备、提取物活性的测定以

及富硒菊花固体饮料配方的优化以及速溶性、营养性及功

能性等评价，开发缓解视疲劳新型富硒菊花固体饮料。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96

汉语言文学公费师范生的教学

技能培养现状调研与提升模式

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涓 41902029

赵安娜

/41902031,

王杏

/41902144,

侯傲雪

/41902184,

陆学章

/41902052,

樊力玮

李军亮 副教授 0501

本项目通过对部属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培养硏究论文

的梳理整合，基于对汉语言文学公费师范生教学技能培养

现状的调研和分析,探究当前汉语言文学公费师范生教学技

能培养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在此基础上，对不足之处提出

新思路，创新教技培养方式、学习模式等。从而适应课程

教学改革，促进汉语言文学公费师范生教学技能的提高与

发展等。在提高公费师范生培养方面的针对性、教学技能

考核的有效性、教学技能的自主发展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97

超声协同光催化剂降解有机污

染物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雪果 41806099

明美

/41806114, 

余瑶璐

/41806155, 

罗鲲鹏

/41806126, 

龚雨秋

/41806153, 

肖慧

/41806040

王成会 教授 0702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水污染问题也愈发突出，

水环境中的难降解有机物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本项目拟根据目前国内外超声-光催化降解有机物的降解机

理，采用超声波协同光催化剂的方法来降解污水中残留的

有机物，通过超声协同光催化实验探究降解医药、印染废

水的手段，以达到高效率降解医药废水的目的。该研究将

为降解工业污水提供新的路径。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98

基于拉曼光谱快速检测奶粉营

养成分技术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志强 41806281

黄军

/41806270,

牛延文

/41806304,

于乐乐

/41806305,

常旭睿

/41809197,

潘东林

/41806271

付正坤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主要采用拉曼光谱技术对市面上几种品牌（贝因美

、飞鹤、爱他美、美赞臣等）的不同阶段奶粉营养成分进

行测量分析。相较于传统化学检测方式，拉曼光谱技术方

便快捷，且不耗费除测量物外的其他原材料，有较高的实

用价值。本项目将重点分析影响婴幼儿智力发育的主要营

养成分如DHA、DPA、乳铁蛋白、核苷酸、氨基酸、维生素

、牛磺酸、胆碱等物质的含量，并与生产厂家的营养成分

表进行对比；最后，将不同奶粉的拉曼光谱与母乳光谱进

行对比与分析，探究最接近母乳成分的奶粉品牌。该项目

的实施可提供一种快速鉴别奶粉品牌的方法，具有巨大的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299
基于CNN的多目深度估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金丽 41812297

邹圣俊

/41812147,

万至杨

/41812255,

李杭飞

/41812127

裴炤 副教授 0809

传统的MVS方法对深度估计的研究存在较多的难题，对几何

方法要求较高。本项目将采用深度学习的方法利用多目视

图邻近视角间的视差，通过训练的神经网络对不同视图进

行预测，和真实图像进行比对得到损失函数，反向传播训

练网络，根据视差与深度的几何关系，进行深度的估计。

本项目利用多视角的方法进行深度估计的算法研究，借助

于深度学习的方法来提升深度估计的准确性。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00

蜜蜂总科α -葡萄糖苷酶的系

统发生和基因组共线性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家欣 41808302

张丽敏

/41808199,

李乐

/41808308,

高欣悦

/41808289,

王家伊

/41808275

魏朝明 副教授 0710

蜜蜂与蜜源植物的协同进化及自然选择使蜜源植物不断演

化，蜜源植物花蜜的化学特征对蜜蜂的适应是一种潜在选

择压力。蜜蜂对花蜜的利用离不开其体内的消化酶，蔗糖

、麦芽糖等糖类的水解主要依赖于α -葡萄糖苷酶。本研究

旨在通过构建蜜蜂总科α -葡萄糖苷酶的系统发生树和基因

组共线性分析，结合不同物种蜜源植物的不同，揭示蜜蜂

总科中α -葡萄糖苷酶的进化关系及其对蜜源植物的适应

性，从分子水平追溯蜜蜂总科与蜜源植物的协同进化关系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01

华中五味子不同时期藤茎三萜

抗氧化能力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俙羽 41808163

吴淳

/41808139,

曾馨怡

/41808138,

幸好

/41808143,

唐小龙

/41808118,

次仁塔宗

/41808146

顾蔚 教授 0710

选取亲本随机配对，亲本产仔当日（子代PND0）分组建

模，对照组不受干扰，即与同窝亲缘同胞共同由亲生母亲

抚育，实验组进行部分对换式交叉抚育（对换半窝），即

与部分同窝亲缘同胞交换至另一窝中有养母抚育。建模

后，分别在子代PND0,7,13,21对两组母鼠母本行为进行记

录分析；PND 21母本行为记录结束后子代断奶分窝；PND 

30依次对子代进行旷场、明暗箱、埋珠、三箱、社交互动

实验探究其情绪、刻板行为、社会行为的变化。分析两组

母本行为的差异；分析子代亲生鼠、交叉家庭亲生子代、

交叉家庭寄养子代间的情绪、刻板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差异

。最终探讨和揭示交叉抚育对母亲母本行为和子代自闭样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02

椋鸟科两种鸟类的种群动态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怡 41808183

韦紫君

/41808184,

马海婷

/41808202,

储澄鑫

/41708294,

陈光宇

/41808204

黄华腾 教授 0710

选取椋鸟科的两个物种，性单色的八哥和性二色的丝光椋

鸟为研究对象，运用ddRAD测序技术获取数据，通过Fst等

分析方法来探索和验证种群历史、扩散模式在性二色不同

物种中是否有差异，最终期望能够重建和比较两种鸟类种

群内谱系历史。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03
户太八号葡萄果醋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丹丹 41814023

潘鑫燕

/41814113,

王亚希

/41814125,

许嘉欣

/41914079

赵育 副教授 0827

葡萄中含有丰富营养物质，以其为原料酿制的葡萄果醋不

但风味独特，而且营养丰富，是集调味、营养与保健功能

于一身的功能性饮料。本项目以户太八号葡萄为主要原

料，通过优化酿造工艺中的关键技术参数，如菌种的选择

、发酵温度、接种量、醋酸发酵初始pH等，开发一款色泽

、风味、营养保健功能具佳的高品质户太八号葡萄果醋。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04

新时代下民俗旅游村发展研究

——以陕西关中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秦旖旎 41802286

陈嘉伟

/41802252,

王若嘉

/41802275

孔军 讲师 0501

新时代下，要打好脱贫攻坚战，必须挖掘深藏于民间的文

化遗产，将其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民俗是人民群众智慧

的结晶， 也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目前，陕西关中已形

成了一批有特色、效益高的民俗旅游村。本项目将着眼于

民俗文化视角下的乡村旅游业，通过典型例子，透视民俗

旅游发展现状，并在新的发展阶段，提出行之有效的可持

续发展建议，助力脱贫攻坚。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05

面向医患服务机器人的手势识

别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睿琦 41806209

郭梦非

/41806221,

李嘉欣

/41806206,

张春秋

/41806249,

姜羽菲

/41806214

吕倩 讲师 0702

本项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一款面向医患服务机器人的人机

交互系统，主要实现基于手势识别的移动控制，体温测

量，消毒，基础护理等。采用一个或多个3D实感相机作为

传感器或摄像头，可监控用户的手势变化，形成手势信

息，并传输实时数据，控制机器人实现相应功能。此人机

交互系统具有交互友好，不依赖于网络，识别速度快等优

点，为医护人员提供一款减轻压力，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全

面的服务的多功能低成本医患服务机器人。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06

西瓜成熟度检测仪的研发及推

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晗 41806254

田文甲

/41806257,

王苗

/41806262,

杜艺昕

/41906287,

王艺霏

郭建中 教授 0702 本项目拟通过声音信号处理判断西瓜成熟度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07

多功能水凝胶联合光动力抗菌

化学疗法治疗细菌感染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鑫 41808013

张雯婷

/41808021,

刘姝琪

/41808018,

魏佳媛

/41808049,

薛昱昆

/41808011,

肖鑫葳

/41808033

刘全宏 教授 0710

项目拟合成透明质酸及壳聚糖为基础的水凝胶载体，装载

光敏剂（甲苯胺蓝）及包裹抗生素（庆大霉素）的乳酸/羟

基乙酸共聚物(PLGA)纳米粒子，从而构建具有光敏特性及

持续释放抗生素特性的抗菌水凝胶复合材料，并从细胞和

动物水平深入探讨其联合光动力疗法对细菌感染的治疗效

应及相关机制。本项目通过设计多功能水凝胶纳米载药系

统，联合光学疗法和抗生素治疗，研究结果有望为治疗局

部微生物感染疾病提供实验基础和数据参考。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08

香芹酚对镉致神经元和PC12细

胞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欣迪 41808165

马义财

/41808208,

辛志霞

/41908078,

付麟茜

/41908105,

付蕊

范娟 副教授 0710

重金属是环境污染中影响最为严重的毒物之一，而人类作

为食物链末端的生物，重金属对人体产生的危害也不容小

觑。其中，重金属镉会危害人类各种器官，还可导致骨质

疏松和软化。Cd会利用必须金属的转运机制进入细胞，所

以镉很可能通过TRPM7通道进入细胞。因此TRPM7的阻断剂

香芹酚可以有效限制Cd的进入，从而减缓其对神经元的损

伤。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09

EEFSEC基因的克隆及其在前列

腺癌中的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诗虞 41808158

张稀媛

/41808047,

杜佳凤

/41808041,

陈奕雪

/41808050,

钱昕

/41808027

董小明 讲师 0710

近年来，前列腺癌相 关 单 核 苷 酸 多 态 性的研究涉

及到 EEFSEC 基因与前列腺癌风险密切相关在多个人群中

分别均有报道, 但目前并未有关于 EEFSEC 在肿瘤细胞中

功能的报道。本研究拟通过克隆EEFSEC基因、构建病毒载

体、建立细胞稳定株、研究EEFSEC基因在前列腺中的具体

功能等步骤，比如对细胞生长，迁移等的影响，深入研究

EEFSEC基因在前列腺癌发病中的功能，为更进一步研究该

基因作用机制乃至临床中治疗前列腺癌提供新方法。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10

实时可视检测生鲜牛肉新鲜度

的智能包装材料制备及应用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费颖 41814012

苏乔

/41814030,

薛娇娇

/41814029,

李佳琦

/41814028

任田 副教授 0827

食品货架期与储运环境密切相关，食品包装表面印刷的保

质日期具有参考价值然而不能提供准确的新鲜度信息。鲜

肉和水产品富含蛋白质，食品开始腐败后由于细菌代谢会

生成挥发性盐基氮释放到包装顶空，改变包装环境的pH值

。我们利用这一规律，制备可以感知酸碱度变化并有相应

颜色显示的新鲜度指示膜，进一步探索食品微生物—挥发

性盐基氮—薄膜颜色之间的量效关系，建立数学模型并在

食品中验证，最终实现食品新鲜度的可视化监测。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11

青年群体有声阅读现状调查及

引导策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龙 41811082

张文静

/41811089,

过忆霖

/41811090,

何玉

/41806253,

韦曼玉

/41915019,

肖超 副教授 0503

有声阅读是指用户通过互联网使用和收听有声读物的行为

。有声阅读内容覆盖小说、少儿教育等类别。课题组拟从

四个方面对青年群体有声阅读现状及对策进行研究。首

先，采用调查法，对青年群体有声阅读现状进行调查；其

次，分析青年群体有声阅读存在的问题；第三，对青年群

体使用“喜马拉雅FM”有声阅读进行个案研究；最后，采

用比较研究法，通过比较大学生群体和青年农民工群体有

声阅读的不同特征，提出引导青年群体有声阅读的策略。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12
无刷直流电机调速系统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宇欣 41806027

李思陶

/41806043,

李殿琛 

/41806127,

蒲彦甫 

/41806133

张引红 讲师 0702

无刷直流电机( BLDCM) 是最近几十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一

类新型永磁电机，它实现了电换向取代机械换相，在未来

几年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所以，我们准备用MATLAB来仿

真模拟实现用转速电流双闭环控制电路，来调节无刷直流

电机的自动化调速调频控制。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13

黄土高原森林植被恢复对土壤

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其驱动

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媛 41808023

王映双

/41808032,

赵洁

/41808042,

徐浪

/41808034,

马雯

/41908322,

杨文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以黄土高原子午岭植被恢复不同阶段植被类型为研

究对象，以周围弃耕地作为对照研究，利用磷脂脂肪酸浸

提、高通量测序等技术，分析黄土高原森林植被恢复对土

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多样性及遗传多样性的影响，厘清驱动

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和遗传多样性变化的环境因素，从而

揭示植被恢复对森林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影响的驱动机

制；此研究有助于阐明植被恢复对森林生态系统环境修复

中政策的实施提供更切实有力的科学依据。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14

G蛋白偶联型受体GCR1和异三

聚体G蛋白在UV-B辐射调控拟

南芥硝酸盐重新分配中的作用

及其与MPK和乙烯的关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万小颖 41808220

向文杰

/41808207,

林晓静

/41808255,

李嘉龙

/41808206,

孙本若

/41808205,

韩笑

贺军民 教授 0710

本项目以拟南芥野生型和功能缺失的G蛋白相关突变体为实

验材料，借助基因表达分析、激酶活性测定、硝酸盐和乙

烯含量测定以及蛋白互作分析等方法，研究G蛋白在0.5 W 

m-2紫外线B（UV-B）辐射下调控拟南芥MPK3/6激酶活性、

乙烯生成、ERF类转录因子和硝酸盐运转器NRT1.5/1.8基

因表达以及硝酸盐分配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目的在于

阐明G蛋白信号通路在UV-B调控拟南芥硝酸盐重新分配过

程中的作用机制。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15

三种分子佐剂对新冠病毒

（COVID-19）Spike蛋白核酸

疫苗免疫增强作用的比较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文霞 41808276

程梦雪  

/41808262,

王汝淇

/41808179,

李轲

/41808177,

何滕啸

/41808246,

杨诗莹

杨章民 副教授 0710

刺突蛋白S是COVID-19病毒吸附和侵入宿主细胞的关键表

面衣壳蛋白，与其感染宿主细胞有关，也是诱导宿主保护

性免疫反应的主要抗原。本研究在对S蛋白结构-功能关系

分析的基础上，拟以S蛋白的1-815位为靶抗原，构建与三

种分子佐剂（Flic、CTB、人补体蛋白C3d）融合的真核表

达载体，制备核酸疫苗，免疫小鼠后，从体液免疫和细胞

免疫两个层面检测免疫保护作用，为COVID-19疫苗的研制

提供科学依据。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15

传染性疾病地理空间传播规律

以及潜在发病地区预测模型构

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嘉媛 41809219

马静

/41809214, 

邓利芳

/41809194, 

庞旺

/41809223,

高雅慧

/41809207

薛亮 副教授 0705

2020年初，湖北省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爆发，

随着大量人员的出行活动，疫情迅速扩散至全国省市。本

项目结合标准差椭圆算法，对各省市确诊病例的空间地理

分布情况进行方向性的度量。利用地理信息技术，分析总

结出疫情的空间传播方向和分布的趋势，利用地理信息技

术进行密度分析，制作疫情空间分布热力图，找到潜在可

能的人员聚集区域，进行提前的管控和预防，也便于资源

合理高效率空间分配，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便于疫情的有效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16

石榴多酚及其单体抑制ACE的

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轶珂 41814016

彭渴婕

/41814048,

任艳莲

/41814063,

吴媛

/41814067,

雷乔阳子

/41814026

陈立 讲师 0827

高血压是常见的慢性病，是心血管疾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现患高血压人数约3亿。如何有效预

防高血压成为人们共同面对的挑战。ACE在是一种含锌的羧

二肽酶，可使血管紧张素I生成具有升高血压作用的血管紧

张素II。经研究表明，多酚类物质对ACE活性的抑制有积

极的作用，从而达到降血压的效果。通过研究不同浓度石

榴皮多酚对ACE的抑制作用，可以为石榴皮多酚的降血压作

用提供佐证，从而推进对石榴皮多酚的利用和开发。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17

5G技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云

传播方法和策略研究——以贵

州省纳雍县滚山珠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猛 41811142

王文睿

/41811131,

尹顺

/41811164,

张旭鹏

/41811126

周宏刚 副教授 0503

进一步加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保护与交流

力度，是促进民族团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

贵州省滚山珠作为非遗代表，在此关键时刻更应发挥独特

的作用。我们将把非遗的传承与保护，提升到5G时代新技

术时代的高度上来，将滚山珠文化内涵作为文化遗产的基

础，结合已有的创新案例，以传播理论为支柱，运用新媒

体平台来助力滚山珠的发展，以期加大对少数民族优秀文

化精髓的传播与弘扬，能够推动少数民族的地区发展。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18

金-金在束流扫描能量碰撞下

的谱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党明 41806261

张怡雯

/41806296,

毕雨萱

/41806245,

王蓉蓉

/41806256,

钟雨晴

/41806251

张文超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利用Tsallis Blast-Wave模型（即TBW模型）参数

化金-金在RHIC束流扫描能区给定能量碰撞下产生的末态

粒子谱，进而抽取系统的横向流速，温度T和偏离平衡的程

度q。另外，分析T对q-1的依赖进而探究夸克胶子等离子

体(QGP)相变的能量阈值及临界点。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19

基于无线AP的大学生校园行为

轨迹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渊 41806200

谢紫玉

/41806202,

陈林

/41806227,

田乐

/41806234,

温骞

/41806240,

余景景 副教授 0702

校园网无线接入路由器(Access  Point,AP)在提供网络

接入的同时，也记录着与用户相关的信息 ，本项目对校园

网日志文件进行数据挖掘，通过聚类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

等识别校园网用户的类别及不同类用户的行为轨迹，分析

结果可为管理部门的更精细的管理和个性化服务提供辅助

信息。

√

2020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S202010718

320

外源油菜素内酯对棉花幼苗抗

冷胁迫作用机制的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毛佳宜 41808026

王盈佳

/41808028,

马学芳

/41808046,

徐蜀妍

/41908170

吴宏

梅；肖

光辉

副教

授；副

教授

0710

棉花是喜温作物，苗期易遭受寒潮冷害，油菜素内酯在其

抗冷胁迫中发挥重要作用。本项目创新采用2,4-表油菜素

内酯（EBR）处理棉花幼苗，幼苗表现出对冷害较好的耐受

性，其细胞MDA含量、相对电导率均较对照降低；而叶片光

合速率和脯氨酸含量较高。为了进一步分析EBR在棉花幼苗

抗冷胁迫中的重要作用机制，对EBR处理组和对照组分别取

样进行转录组测定。全面分析参与抗冷胁迫的基因，研究

其分子机制，为有效解决棉花冷害问题提供理论基础。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01

基于微生物诱导的水泥砂浆微

裂缝自愈合性能与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力安 2018901447

余汶潞

/2018902706

,张彤

/2018904106

刘状壮 副教授 0810

通过本研究，明确微生物诱导水泥砂浆微裂缝自愈合原理

和规律，揭示影响其自愈合的深层机理和影响因素，同时

得到水泥砂浆裂缝愈合性能的综合性能评定，并在微生物

诱导的新型自愈合材料开发方面有一定的进展突破。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02

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路用集

料智能化检测及管理系统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凌风 2018902167

赵宇洋

/2018902705

,闫照宇

/2018901719

,顾宇峰

/2018901441

,常家瑞

/2018904088

王旭

昊,李

程

副教

授,副

教授

0818

本项目拟研发基于计算机视觉识别技术的智能化路用集料

物理特性质量检测系统，用于快速、精确且经济地采集路

用集料级配和颗粒宏细观形态等主要物理参数，并建立用

于记录集料物理参数以及用途和去向的大数据管理系统，

从源头上保证集料质量。本项目能够引领行业发展，帮助

传统砂石企业向高度集成化、自动化的现代化企业转型。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03

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城市隧道

排水系统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蒋有有 2018903955

邓焱

/2018902287

,江文烨

/2018901031

,张天义

/2018902444

邱军

领,张

久鹏

讲师,

教授
0810

结合城市海绵工程理念，将海绵工程技术运用到隧道防排

水系统中，更好的改善城市地下空间洪涝，同时也是在不

断优化城市地下空间设计。使在同一空间内实现雨洪调蓄

和空间使用的双重功能,在解决城市地下空间内涝的同时高

效利用城市空间。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04

海拔5000米级高寒区多年冻土

路基建设关键技术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艾奇 2018903857

朴辛遥

/2018902660

,黄世舰

/2018901403

,谢舒珂

/2018903884

,邹鹏程

/2017903836

包卫星 教授 0810

在总结50 多年来青藏公路的设计及施工经验和已取得的冻

土科研成果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多年冻土区路基断面结构

形式、冷却多年冻土路基的工程措施以及适用条件，在路

基的设计理论、施工及质量控制等方面，全面、系统地研

究不同冻土条件下不同结构的路基工程的修筑技术，得出

适合海拔5000 米级多年冻土路段公路建设技术。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05
智慧交通下的无人引导体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楷峰 2019902055

黎一豪

/2019904824

,温晓雅

/2017906037

,俞婧

/2017902990

,曹学琳

/2018901299

高小

育,柏

强

讲师,

副教授
0818

研究智慧交通的理论框架是提出陕西省智慧交通领先战略

设计的前提。首先，本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外相关

文献进行分析，借鉴生态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外

部效应理论等，利用到Depthmap软件、hightopo 软件

等，从制度保障、基础设施、配套工具、技术支持、理念

宣传等维度，构建“智慧交通”理论框架，阐明发展智慧

交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研究陕西省智慧交通发展要素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06

基于稳态传热数值模拟的新型

热管路面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锦元 2018902908

刘昌

/2018904641

,王伟

/2018900885

,林淞山

/2018901670

,毕晨晓

/2018906164

冯振刚 副教授 0810

本项目将探究不同工况下，埋置热管的车辙板其周围温度

变化的理论模型；利用实验得出热管铺设对沥青路面的路

用性能的影响及其高温稳定性的改善情况；并通过探究热

管在沥青混合料内部降温的实验及理论模型，揭示热管对

沥青路面的降温机理，为采用重力热管实现沥青路面降温

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07

大跨桥梁钢-混叠合Π 型主梁

涡振性能及减振措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凤溶 2017903323

汤子扬

/2017902413

,丁家萱

/2017903998

,任学元

/2017903182

,邓誉

/2019904402

王峰 讲师 0810

结合近日虎门大桥、武汉鹦鹉洲大桥在风荷载作用下发生

的涡激振动，选取大跨桥梁钢-混叠合Π 型主梁为研究对

象，运用风洞试验测振和主梁表面测压结合的方式，探究

动力特性对Π 型梁涡振响应的影响规律及其表面流场特性

、以及各种气动措施的抑振机理，风嘴、栏杆的透风率、

稳定板等对于涡振响应的影响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理

论与工程经验，对现有的气动措施进行创新优化。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08

黄土地区植物根系生态式边坡

加固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佳壕 2018900296

丁访乔

/2018900042

,郑福航

/2018900199

,宋茂星

/2019900126

,丘嘉东

/2019901142

雷胜友 教授 0810

利用植物根系对土的固定作用，用适当方法取代钢筋混凝

土在边坡固定时的作用。以达到节省材料，优化生态的目

的。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09

道路基础设施全风险评估系统

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仁杰 2018902290

邓陈帅

/2018901644

,程中良

/2018900145

,雷洹乙

/2018902363

,侯美羽

/2018902947

李家春 副教授 0810

通过公路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以及已有风险评估实践基础

上（如公路上边坡灾害评估指南），针对公路路基各灾害

特点，从风险的两个评价要素出发，提出危险性评价和期

望损失评价，开发一款路基病害评估软件，用于便捷评估

公路路基（包含边坡）的各种病害，为养护管理和防灾减

灾提供强大支撑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10

疫情下无接触物资配送平台优

化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瑞 2018903686

霍玮玮

/2018902217

,崔晓璇

/2018900061

,薛一琳

/2018904871

,林若雪

/2018901660

胡卉 教授 0818

2019年12月以来，武汉市爆发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疫情。武

汉于12月31日首次通报，此次病毒为“新型冠状病毒”。

在疫情迅速扩散的同时，暴露出很多应急处置的问题。当

务之急是解决医院医用防护物资匮乏的问题。确诊人数短

期剧增，对于疫情扩散估计不足是防护物资短缺的主要原

因。其次，口罩、防护服等物资医院各储备有限，春节放

假导致产能不足。再次，我国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管理水平

与经验不足，应急预案处置较慢，应急物资组织与调度的

效率低下，均导致了医院医用防护物资短缺。为此，研究

推广“无接触”物流配送模式，对疫情防控具有重要指导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11

基于GPS数据的公共交通站点

周边共享单车出行特征挖掘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玥骄 2017900213

高晋红

/2018900205

,王子涵

/2017900101

,陈维翰

/2017900090

,胡靖琨

/2018900019

邓亚娟 教授 0818

针对公共交通站点周边共享单车存取困难，区域投放不均

等问题，本研究围绕公共交通站点周边共享单车的精细化

出行展开分析，运用Python进行共享单车数据处理，研究

站点的实际影响范围，并借助ArcGIS工具进行共享单车出

行起终点的可视化分析，研究共享单车起终点和周边居民

出行目的地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进行具有较高出行频率

的单车轨迹可视化分析。以期在数据驱动下，挖掘站点影

响范围内共享单车的出行特征，为共享单车的出行集散点

布设提供参考资料。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12

基于RSSI蓝牙信标的视障人群

公交登车定位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敏 2018901757

谢栋城

/2018905491

,秦泽

/2018902659

,周辰泠

/2018902387

姚振兴 讲师 0818

本项目基于RSSI技术在室内测距的研究，对其应用于室外

测距进行可行性分析。针对RSSI测距精度受环境影响因素

较大的问题，基于无线信号路径损耗模型，定量地分析不

同的环境参数对测距精度的影响，构建误差分析模型确定

出环境因素中的最大误差来源。依托无线信号路径损耗模

型的各类优化思路，根据本项目实际应用特点构建出误差

优化模型，并设计出配套定位算法，后实地测试检验该测

距定位模型的可行性与准确性。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13

基于多源智能感知信息的车辆

主动防碰撞功能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小凤 2018903737

张溪婷

/2018901264

,谢栋城

/2018905491

,唐敏

/2018901757

董是 讲师 0818

基于车-路协同相关理念，通过智能感知技术采集车、路的

多源信息，利用DSRC无线通信技术，通过KX5通信模块实

现各类车-路、车-车数据的传输；通过分析多点传感器协

同输出信息，基于大数据多时空可视化与数据挖掘理论，

分析不同时刻和不同条件下的大容量数据，表征与车辆智

能主动防碰撞功能关联的数据类型，针对车辆智能主动防

碰撞的特定需求，构建车辆行为路径预测和安全距离模型

的数据筛分、挖掘方案，并构建防碰撞预警模型。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14

基于驾模实验的无灯控人行横

道诱导设施引导机理及组合优

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玥 2017905269

夏墨萱

/2018901758

,黄世玉

2017902014,

刘佳祺

/2017901097

,赵彬越

/2017901552

王宝杰 讲师 0818

本项目基于机动车驾驶模拟实验的研究方法，在无信号控

制人行横道影响区，通过对驾驶人眼动特征、头部运动轨

迹、车辆控制的深入研究，揭示无信号控制人行横道诱导

设施对驾驶行为的影响机理，提出诱导设施组合的优化方

法。通过研究，形成有效支撑无信号控制人行横道诱导设

施组合的优化设计理论、方法，为各城市正在实施的交通

精细化改造提供有效地科学支撑。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15

一种用于识别驾驶员是否分心

驾驶的墨镜及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浩 2018904420

刘昊明

/2018901520

,王灿坤

/2018902207

,尹嘉洁

/2018902467

,齐怀远

/2018903688

王畅,

许超然

副教

授,助

教

0818

在驾驶过程中，尤其是夏季的晴朗天气下，大多驾驶员会

佩戴墨镜来防眩。针对追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及驾驶员

会佩戴墨镜这一情况，我们提出的一种利用墨镜防止驾驶

分心的方法。通过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判断，若确认驾驶员

处于分心驾驶状态，且自车追尾前车的风险较高，将发出

语音预警信号。本产品结构简单，工作可靠，可有效解决

戴墨镜驾驶员分心驾驶的情况，防止追尾事故的发生。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16

混入智能车的高速公路匝道区

交通流建模与仿真分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文豪松 2018903804

邹弘辉

/2017902907

,郭嘉诚

/2018903795

,方永楷

/2018903866

王宝杰 讲师 0818

项目以国家倡导自动驾驶车发展作为社会背景，针对高速

公路匝道区的交通运行不稳定特征，利用交通流基本理论

构建混有智能车的混合交通流模型，通过仿真模拟与理论

分析各级智能车混入率对交通运行效率的影响，旨在研发

混入智能车的高速公路匝道区交通流仿真分析系统。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17

考虑里程焦虑和用户满意度的

电动汽车充电站选址优化问题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驰 2017901572

文豪松

/2018903804

,白俊

/2017902660

, 王孟达

/2017901569

韩飞 讲师 0818

本研究主要是基于里程焦虑和用户满意度进行电动汽车充

电站选址优化问题研究。

（1）提出电动汽车充电站优化选址的双层规划模型：上层

模型是交通系统总成本最小化的充电站选址模型；下层模

型是考虑里程焦虑和用户满意度的用户均衡交通分配模

型；

（2）设计上述双层规划模型的双层迭代混合求解算法，其

中外层迭代确定最优的充电站选址方案，内层迭代确定相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18

无人方程式赛车人机交互系统

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文权 2017901392

张乾玉

/2018901806

,李奥霖

2019902136

李博 副教授 0818

本项目研究电动方程式赛车人机交互系统的设计与调试。

电动方程式赛车的人机交互系统需要实现电池电压、电流

、SOH、SOC等实况数据的显示。本项目需进行传感电路选

择、传感器以及各种电子元器件的选择。在电路结构尽量

简单的情况下实现功能、同时，保证电路在方程式赛车各

种工况下的稳定性。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19

考虑交通流状态的分心驾驶行

为监测预警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双焱 2018904706

陈波佑

/2018904717

,谢余晨

/2018905855

,别佳文

/2018905854

张玉婷 讲师 0818

本课题通过查阅和整理国内外关于分心驾驶研究的文献，

总结不同分心任务对驾驶行为的影响，并选择合适的分心

驾驶模型，并将其用于Vissim微观仿真模型中，研究分心

任务对驾驶行为影响机理。分心驾驶行为对驾驶绩效的影

响是显著的，且多数学者选取“执行免提通话”、“语音

短信”为主要驾驶此任务进行研究，但当前的分心驾驶相

关研究多局限于观测单个车辆在某一种交通流情况下的驾

驶绩效，在考虑到不同交通流状态下的车与车之间存在的

相互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提取

驾驶人在“免提通话”时会引发的驾驶行为，通过VISSIM

搭建仿真路网，以十字交叉口为例，模拟两种交通流状态

下的十字交叉口，采集驾驶绩效数据分析对比在车与车之

间的影响下分心驾驶所产生的不同的驾驶绩效，并通过主

成分分析建立车辆驾驶稳定性综合评价模型，对比分心状

态的车辆与正常状态的车辆的综合评价，为分心驾驶预警

系统的开发提供理论基础。并建立起多种次任务的分心驾

驶模型并进行优化、建立不同交通流状态下驾驶员分心监

测指标体系和设计不同的驾驶员分心监测的预警方案。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20

基于网联式资源集约化的报废

车辆回收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昱辰 2018900619

冯朝阳

/2017905029

,王湉湉

/2018905964

,范文昱

/2018902874

,陈明星

/2019901805

田顺 讲师 0818

如今，报废汽车引发的安全、环保、资源回收再利用等问

题越来越被高度关注,如何实现报废汽车回收利用工作，已

成汽为车产业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关键。因此，

我们小组建立了以资源导流为主体的废旧车辆再循环利用

网站平台，以实现废旧车辆资源导流的最优化。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21

道路急陡弯路段货车侧翻侧滑

风险预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方思柯 2018901342

胡金

/2018903118

,彭畅暄

/2017900973

,耿宵坤

/2018902239

,王沁宇

/2018905857

王永岗 教授 0818

本项目将依托运输工程学院“生态安全屏障区交通网设施

管控及循环修复技术”交通运输行业重点实验室和“西部

城市群交通可持续发展”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研发急陡弯

路段货车侧翻侧滑风险评估系统。该系统动态采集货车的

即时车速、车型、载重和路面实况等参数，并结合道路线

形指标，基于车辆动力学预测急陡弯路段货车发生侧翻侧

滑事故的概率，在货车进入急陡弯路段前评估并发出侧翻

侧滑风险预警信息，最后利用TruckSim仿真软件进行验证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22

一种基于儿童手表的校车防遗

漏报警系统及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昊明 2018901520

尹嘉洁

/2018902467

,王湉湉

/2018905964

,齐怀远

/2018903688

,刘彦鹏/  

2019902400

张凯超 讲师 0818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儿童手表的校车防遗漏报警系统及方

法，通过车速传感器检测车速以判断校车运行状态，再结

合校车和儿童手表的GPS系统，通过比较儿童与校车的速度

、位置等信息，判断儿童上下车情况，并对采集的数据进

行分析，初步判断是否发生遗漏现象，结合预警装置确定

校车是否出现儿童遗漏现象；若发生儿童遗漏现象，数据

处理模块启动预警装置，预警装置将发送儿童遗漏信息给

驾驶员和老师，且预警装置持续报警直至儿童获救。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23

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载客量智能

监控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丽娜 2018901910

边政广

/2018902692

,李晗

/2018900844

,张红

/2018904470

,李言彧 

/2018905716

徐培娟 讲师 0818

针对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需求持续增长导致地铁列

车内拥挤现象，提出列车载客量智能监控系统，该系统利

用蓝牙定位，通过APP采集乘客到站信息，再利用LoRa传

输技术将数据传到网络服务器中进行数据处理，提前检测

出每个站的下车人数。该系统对于乘客车厢的选择有引导

作用，为指挥中心安排调度车辆提供了参考依据，提高了

车辆的利用率也增加了的乘客的满意度。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24

基于现场图像的道路交通事故

分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鹏举 2017905059

马兰婕

/2018902418

,赵世超

/2017901567

,蔡鹏亮

/2017905007

,刘传攀

/2017902035

刘永涛 讲师 0818

选合适分心驾驶模型仿真研究分心任务对驾驶行为影响机

理。通过Vissim搭建仿真路网，模拟两种交通流状态下的

十字交叉口，采集驾驶绩效数据分析对比在车与车之间的

影响下分心驾驶所产生的不同的驾驶绩效，通过主成分分

析建立车辆驾驶稳定性综合评价模型，对比分心与正常状

态的车辆，为其预警系统的开发提供理论基础。建立多种

次任务的分心驾驶模型与优化、建立不同交通流状态下驾

驶员分心监测指标体系和设计驾驶员分心监测的预警方案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25

城市交通安全智能监测系统开

发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段晶莹 2017906124

苏倩

/2017123018

,邹弘辉

/2017902907

,李晨辉

/2017902163

,郭睿玥

/2017906100

汪勇杰 讲师 0818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道路交通的需求大幅增

加，人们对交通安全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加。我国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作为交通安全的管理和执法的主体，承担

着交通指挥以及道路管理等的工作任务。交通安全问题多

年来一直是城市出行安全的重要问题，然而传统低效率管

理的矛盾在目前城市道路交通面临的高社会需求下愈加凸

显，如何有效的提高交通部门的管理是交通社会目前的一

个痛点。本项目通过对城市交通安全智能监测系统开发和

应用，利用城市监控设备观测路面情况，人车以及非机动

车的交互情况。再利用城市监控设备监测到的数据基于

YOLOv3算法和deepsort算法进行物体识别和刻画轨迹，将

画出的轨迹进行分析处理，计算出速度，位移，加速度等

参数，再利用安全评价指标对数据进行评判，结合有关交

警部门联合进行提前预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市交通

安全问题，同时也对城市道路交通治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也是重要的补充。以此提高交通部门的管理效率，促进城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26

公交服务APP对常规公交串车

的影响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盼盼 2018905533

王雅馨

/2018900334

,梁辰 

2018902398,

赵云飞 

2018901355

辛琪 副教授 0818

该项目研究内容围绕公交串车问题,采用理论模型和基于实

际数据的实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展开. 项目在系统分析串

车问题基础上,通过建立公交车串车的预测模型,实现对公

交车串车问题的有效预测,从而为串车问题改进模型的构建

提供数据支撑，考虑公交到站预测App的常规公交串车建模

及影响分析。运用相关性检验,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多种

统计分析方法,找到了实时数据之间的数量关系,并结合逻

辑分析确定了实际情况中导致串车问题发生的影响因素。

通过开展公交串车机理分析及时距一致性控制研究，揭示

公交预测App、信号控制等网联化产品对公交运行指标的影

响，确定公交不稳定运行边界和致因，为公交运行可靠性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27

基于节能减排的AIT智能交通

系统 

  

 

   --基于西安草滩各路口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建建 2017905014

周伟

/2018901661

,王雅馨

/2018900334

,薛盼盼

/2018905533

袁宁波 助教 0818

通过西安市草滩各路口的调研设计了AIT智能交通系统，利

用北斗定位系统及数据传输系统获取行车数据、并通过人

工智能Relife算法实现交通数据流的深度学习，以条件约

束为基准，进行数据加工处理，数据结果传递给智能信号

灯的中央数据处理器，智能信号灯内神经网络训练数据并

将数据进行应用，3D斑马线和智能信号灯在神经网络数据

的深度学习下运行，达到人车不相互干扰，最短时间内通

行，减少停车怠速等待，节能减排。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28

基于大数据分析和统计调查的

关中平原城市群城际旅客运输

流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占启华 2018903127

周康胜

/2018903693

,李培明

/2018902926

,黄飞扬

/2018901336

,李晨光

/2018904714

陈波 讲师 0818

本项目通过客运需求表征体系的构建，对交通大数据进行

大数据分析并对交通客运需求量进行统计学调查，实现交

通大数据与统计学调查的联合分析，为分析关中平原城市

群的旅客运输流提供科学有效的理论和方法支撑。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29

高速公路客货混合交通流建模

与仿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捷文 2018901265

陈芳熔

/2018903113

,王意洲

/2019900906

,石挺睿

/2019901819

陈亦新 讲师 0818

本项目通过对智能网联环境中客货混合交通流的跟驰及换

道行为进行分析，考虑不同类型车辆性能对车辆跟驰行为

的影响，对车辆跟驰智能驾驶员模型（IDM）进行改进,利

用Matlab/Simulink对模型进行仿真，使模型能更准确地

描述不同性能车辆对车辆跟驰行为的影响，更好得描述高

速公路客货混合交通流的特性。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30

用于提升车辆驾驶人危险感知

能力的互联网云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兰婕 2018902418

杜宇佳

/2017900656

,徐鑫

/2017900923

,蔡鹏亮

/2017905007

,袁天宇

/2017901198

刘永涛 讲师 0818

项目针对我国新驾驶员人口的快速增长给道路交通安全带

来了巨大挑战，因而开发一套适应于我国交通环境下的危

险感知训练体系，与现存的驾照考试体系进行互补，对促

使我国整体道路安全系数的提升，保证道路使用者的生命

财产安全具有深远意义。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31

面向超级快充的动力电池热管

理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武志强  2018902845

宣齐煜

/2018903490

,胡铖威

/2018901431

,任兆贤

/2018904744

,陈瑶

/2018904131

马菁 副教授 0805

电动汽车的热管理主要是保证电池的可靠性与使用性能，

温度高于动力电池的最佳工作温度区间的上限时对其进行

散热，温度过低时对电池组进行加热，同时控制各单体电

池之间的温差，使电池在均匀的温度场中工作，使其发挥

最佳性能。合理地设计电池热管理系统，优化电池组散热

结构，对于提高电池的使用寿命乃至推动新能源汽车的进

一步发展。我们将借助COMSOL 模拟在不同超快速充电倍

率下模拟电池充电，得出温度场的分布来做好快速充电时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32

基于近红外线光谱血液酒精浓

度检测的防止酒驾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谷宇欣 2018904801

张书涵

/2019900658

,李玫

/2919906033

,陈丹晨

/2019902130

陈占明 讲师 0818

研究如何将近红外线酒精浓度检测与车辆和驾驶员结合到

一起，从而准确识别出驾驶员为酒后驾驶状态，通过限制

发动机点火，有效防止酒驾的发生。将独立酒精浓度检测

装置集成到机动车方向盘手握处，传感器转换成的电信号

直接控制汽车的动力系统，根据交通法规对于酒后驾驶的

规定，判断出驾驶员是否为酒后驾驶，若为酒后驾驶，汽

车ECU将限制发动机点火并以声音和图像的方式作为报警信

号灯，提醒驾驶员和车内乘客，有效避免了酒驾的发生。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33

燃油喷射参数对柴油机排放特

性影响的试验与仿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昆 2019904928

李冰

/2018902517

,黄吕萌

/2019901505

,俞菲凡

/2019901477

,王宇芬

/2018904175

耿莉敏 副教授 0805

本项目拟通过调节发动机的轨压，重点分析喷油压力对颗

粒物排放数浓度和粒径分布的影响；在不同负荷条件下，

调节发动机的不同的喷油正时，研究不同负荷下，喷油正

时对发动机排放特性的影响；采用不同的喷油控制策略，

研究喷油控制策略对柴油机排放特性的影响；对试验条件

无法实现的工况，采用AVL-Fire仿真分析软件。拟解决以

下问题，通过喷油控制ECU的开发设计，实现柴油机高压共

轨燃油喷射系统的喷射压力、喷油正时、喷油持续期和喷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34

城市快递末端配送创新模式研

究及云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仁悠 2018904785

汪昱辰

/2018900619

,曾庆怡

/2018904824

,何琦

/2018902304

,任梦茹

/2018902258

赵博

选,李

金檑

讲师 1206

城市末端配送是物流配送链的末端环节，也是问题频发的

环节。本项目对城市现有的末端配送模式进行综合的论述

和比较，指出现有的城市末端配送模式仍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一种可试行的城市末端创新模式；结合学校优势和已有

资源，搭建城市末端配送综合创新管理平台，并将平台投

入实际应用，基于后台得到的数据，对城市末端配送模式

进行优化。从而既可以实现不浪费资源、快递公司保证盈

利、客户满意度也高的双赢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35

无人方程式赛车的环境感知系

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龙 2018906026

刘腾龙

/2018902208

,曾一帆

/2018904128

汤宏博 副教授 0802

激光雷达信息处理会涉及大量点云数据同时计算资源有

限，这往往会造成点云中丰富的环境信息得不到及时有效

的处理，同时传统的计算机视觉算法已经不具备解决这种

问题的能力。本项目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训练出可以处理大

量点云数据的神经网络优化点云数据处理的质量。同时采

用深度学习中著名的量化、蒸馏等模型优化技术将大模型

加载到小模型之上，以此提高模型运行的速度又基本可以

达到大模型的效果。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36

基于虚拟样机的赛车操纵稳定

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涵旭 2018900033

陈庚谷

/2019902069

,金泰峰

/2019903326

,焦子峤

/2018903526

,李润喆

/2018902471

余宾宴 讲师 0802

运用虚拟样机技术,可以根据要求对汽车操纵稳定性进行开

发设计.建立起车辆系统的仿真模型(即“功能化虚拟样车

”),将车辆作为一个完整的控制系统进行分析研究。进行

可行性研究和优化设计利用仿真模型进行模拟实验，能减

少试制、试验的轮次，节省设计经费、缩短设计周期。可

培养学生应用教学知识的能力，让学生更直观的了解汽车

评价标准。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37

无人方程式赛车线控底盘系统

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殷健元 2018901848

魏梦卓

/2019901205
王飞 讲师 0812

本项目首先从无人驾驶赛车的底层控制系统相关改造开

始，对无人驾驶赛车的横向控制系统和纵向控制系统进行

改造，具体包括加速、减速、转向系统的改造，底层控制

系统相关模块的设计；进一步对车辆的横、纵向运动控制

进行了研究，设计无人驾驶赛车具体的底层控制算法。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38

对一种低能见度下自动开启车

辆雾灯的装置及方法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伟东 2018900704

刘亚

/2018903942

,周佩炫

/2018902313

,李文军

/2018901976

,白冰儿

/2018905543

吴付威
高级工

程师
0818

本研究属于车辆安全领域，开发出了一种在低能见度下自

动开启车辆雾灯的装置及方法。该研究利用摄像机、雷达

传感器、ARM处理器、电磁开关等元件捕捉行车环境并进行

信号分析，使其达到在低能见度下自动开启车辆雾灯的效

果。本研究具有投资少、适合规模化推广、智能化、自动

化，无需操作且可靠性高的特点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39
车载连续封装垃圾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源 2017901566

王舜影

/2019902747

,周宸辉

/2018903123

,李洋

/2019900657

,黑海涛

/2019903443

解少博 教授 0802

车载连续封装垃圾桶，主要研究如何克服现有车载垃圾桶

的缺陷设计出一款方便间接地连续封装垃圾桶。本项目旨

在针对大型交通工具车厢中垃圾收纳封装容器的种种缺陷

问题，提出一种车载连续封装垃圾桶产品，旨在实现简洁

、连续、卫生、局限性小的连续封装垃圾功能。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40

基于人工智能训练的燃烧过程

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云泽 2017905481

薛实力

/2017905629

,刘田彬

/2018901056

张鹏 讲师 0805

本项目拟通过已有缸内燃烧高速摄像图像，采用多种人工

智能算法进行计算训练，训练中取优计算火焰图像特征

量，构建燃料燃烧状态表征方法，建立完整的燃烧过程预

测和评价的人工智能学习模型。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41

基于驾驶员性别的家庭用车驾

驶辅助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志远 2018904410

尹嘉洁

/2018902467

,刘昊明

/2018903688

,齐怀远

/2018903688

,何琦

/2018902304

张凯超 讲师 0818

通过实施此项目可以进一步使驾驶辅助系统在面对不同性

别导致的驾车差异问题上更好地面对与解决，同时完善了

驾驶辅助系统与智能网联的配套使用，使其功能更完善。

使用本发明方法基于性别识别家庭用车的驾驶员，为驾驶

辅 助系统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便捷性，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对

驾驶员的驾车给予辅助，可以有效 提升驾车的舒适感、安

全性和经济性。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42

无人方程式赛车的整车控制器

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润喆 2018902471

刘慧美

/2019903185

,薛明尧

/2019903865

王飞 讲师 0802

项目主要是针对整车控制器进行静态参数的标定，如电机

最大转矩/功率、基速等。仿真模拟各种行车工况，如启动

、驱动、制动等，测试设计功能，分析动态 特征。

根据参数的记录，掌握参数标定规律，确定大致的参数参

考值及标定范围。然后根据驾驶员感受和车辆状态，调整

参数，改善行车性能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43

基于ANSYS的FSAE赛车大链轮

拓扑优化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斡维 2018901407

王佳璇

/2019905096

,黄华轺

/2019901134

,时博

/2018900788

,雷志轩

/2018904322

郭金刚 副教授 0805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赛车是由各大学车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构想、设计、制造、开发一辆小型方程式赛车并参加比赛

。赛车必须在加速、制动和操控性方面具有优异的表现，

同时必须具有足够的耐久性和经济性以能够完成规则提及

的所有比赛。为了获得良好的加速性、制动性、操控性、

耐久性和经济性，传动系统的链轮设计尤为重要。作为传

动系统的动力传递的重要零件，在轻量化拓扑设计的过程

中必须要进行严格的CAE分析和实际测试。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44

基于超声的润滑油液磨粒浓度

分析及报警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永 2018902205

牟进超

/2018903679

,贾海霞

/2018902907

,冷健伟

/2018903129

李猛 讲师 0802

基于超声回波技术测量润滑油液磨粒浓度，实时在线检测

润滑油液的浑浊度，并将检测数据与经实验获得的阈值对

比，若润滑油液的浑浊度超过阈值，控制器将超标信号发

送至报警器，报警器给出使用者警示，从而降低故障使

用，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45

车载无人机群发装置的设计与

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苗 2018905623

宋少林

/2018905078

,康舒

/2018903433

,左鑫琦

/2018904957

庞欢 讲师 0818

针对无人机的协同工作需求，研究一个车载无人机集群发

射装置，实现无人机的的快速、连续、高可靠性、高机动

发射，大幅提升无人机的发射效率，为无人机的协同工作

奠定基础。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46
全向智能路灯清洁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辛裕福 2018902752

陈婧岚

/2019902003

,高冠华

/2018903709

,王建新

/2018901313

雷震 副教授 0802

该项目基于清洁路灯时存在消耗人力且有一定不安全性，

废水回收存在问题，清洁效率低下及影响交通的现状，通

过设计一种全向智能路灯清洁车，提供一种城市路灯自动

清洁装置及清洁方法，并依靠本装置降低道路路灯的清洁

成本，提高路灯的清洁效率，减少清洁过程中给环境带来

的污染。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47
移动机器人编队运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心平 2017902063

杨嘉伟

/2018903344

,杨薇

/2018904984

蔡宗琰 教授 0802

  随着智能化的发展，机器人在我们生活中得到更多的应

用，但在实际任务中，单个机器人由于受到自身条件的约

束，运动过程中对外部环境信息感知能力不足，使其适应

能力较差，完成复杂任务时效率较低。因此，我们需要多

机器人协同编队完成任务，多个机器人相互协作，通过建

立有效的通信方式进行信息共享，每个机器人可以根据其

他机器人的状态对自身进行调整，提高作业效率。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48

便携式高精度地理位置采集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铠宾 2018903701

尹佳凯

/2018902819

,陈婧岚

/2019902003

,朱子康

/2018902564

,范培哲

/2019902899

李金

平,高

婷婷

讲师,

副教授
0802

为克服现有高精度定位多集中在专用设备使用，而基于我

校特色的公路和建筑行业需要移动的高精度定位需求，因

此本项目提出利用千寻位置的高精度云端定位设备，采用

智能手机开发app系统，通过蓝牙与千寻位置通信，获得高

精度的轨迹，并在手机上进行位置记录和地图显示，同时

也可把测量数据上传到服务器存储，满足高精度的地理信

息定位需求。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49

高速贴片机独立供料机器人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俊杰 2018904959

李彬

/2018904240

,张锁利

/2018904958

,卫鹏翔

/2018904972

王国

庆,苏

燕芹

教授,

副教授
0802

21世纪以来，我国电子信息行业迅速发展，每年保持较高

增速（20%），参照《中国制造2025》，国内电子制造业

市场必将迎来新一轮的竞争。表面贴装技术（SMT）是其重

要组成部分和主体技术，一直是国家发展计划中电子装备

类别的重点发展项目之一，结合中小型企业对紧凑型贴片

机器人的巨大需求，本项目提出了对高速贴片机独立供料

机器人的研究，由三个驱动装置构成，其中研究内容主要

涉及对其主体结构——供料系统结构的设计。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50
新型防疫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俊朝 2018904877

王一丁

/2019903155

,王嘉宁

/2018901370

,刘一凡

/2019903617

,孙嘉琛

/2019903572

黄超雷 讲师 0802

本项目目的是设计出一款可以进行快速的全向移动，具有

图像回传功能的防疫机器人，从而实现公共区域消毒杀菌

的工作。针对人力进行作业消毒存在疫情感染的风险，本

项目研制的智能消毒机器人，可以有效防止人工作业可能

产生的交叉感染，且效率大大提升，同时底盘较强的通过

性，使得防疫机器人可以适应多种特种工作环境。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51
仿生跨障行走式擦窗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一丁 2019903155

朱警波

/2019905055

,董鹏斌

/2019904153

,杨佳伟

/2019901723

,丰宁

/2019903456

张泽宇 工程师 0802

本项目旨在设计出一款可以依附于玻璃上，具有窗户污渍

检测与清洁功能的小型机器人。通过仿生的方法，仿照蜘

蛛在蜘蛛网上的行走方式，利用风机使吸盘紧密吸附在玻

璃表面不脱落，同时机械臂协调运作，使其能够在各种类

型的窗户上灵活跨越。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52
桥梁拉索视觉检测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嘉文 2017905117

李昆

/2016905767

,代孟岩

/2019903581

,郝李飞

/2019901779

,张纯

/2019903164

梁佳,

夏晓华

工程

师,讲

师

0802

本项目在广泛地学习现有的缆索检测技术与参考成型检测

设备的基础上，结合工程应用的需求与现有的资金情况，

以工程原理探究的形式，尝试新型缆索检测机器人的研发

。通过对电力平衡稳定原理较为深入的理解，建立机器人

的力学分析模型，探讨出实现提高机器人结构稳定性的方

法。分析实现机器人自动爬行检测的可行性，寻求出最佳

的数据采集方法并设计相应的数据分析算法。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53
跳跃式多功能救援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瑞洋 2019902430

加尼别克

/2019902649

,李悦

/2018904937

,寇博文

/2017902065

,孙傲然

/2018903500

郭万金 讲师 0802

我们致力于研发一种具有很强避障能力，且可以根据实时

数据反馈做出反应的，灵活、稳定、高效的救援机器人。

其多功能的特点体现在可以根据不同的救援目的，通过修

改或添加一定的结构来实现不同灾情下的救援情况。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54
拳击陪练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鸿 2018902014

刘新宇

/2018900802

,曹兵

/2018903345

,张海毅

/2018902034

王国庆 教授 0802

针对拳击市场对辅助训练设备的旺盛需求，本项目提出了

一款能尽量满足拳击者需求的陪练机器人，弥补传统训练

设备存在的不足，其中主要完成机器人机械系统的设计与

实物制造工作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55

基于深度学习和语义分析的聋

哑人日常手势识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鑫淼 2019902438

孟帅

/2019902923

,陈毓航

/2019906064

,周雅琦

/2019902858

,董钊岐

/2019902970

张军 讲师 0802

本项目拟开展智能手语手势识别研究，作为一种聋哑人用

手语作为语言进行翻译的辅助工具，实现手语中手势识

别，通过机器图像识别技术获得手势特征信号，建立实现

实时翻译手语并且组成有逻辑性语句的双向翻译一体化系

统，建立手语识别模型，后期可为基于云平台的手语实时

翻译提供基础，从而达到协助非系统学习过手语的人与聋

哑人进行交流与沟通的目的。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56
理财意识培养“汇咻”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南蔼玲 2019905145

赵嘉曼

/2018901098

,董兆龙

/2019905211

,王欣悦

/2018900638

,罗丰云

/2019902294

王丽

萍,孙

启鹏

讲师,

教授
0201

“汇咻”小程序是大学生规划日常财富，提高理财意识的

好帮手。旨在帮助大学生丰富财商知识、提高财富规划能

力、培养良好的理财习惯。

现今世面的同类小程序基本只针对记账和统计功能，规划

功能欠缺或不够易于理解。当今大学生普遍缺乏对财富的

规划能力以及财商知识，以至于出现生活费超支，无法存

储积蓄等情况。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团队研发了这样一款

小程序来帮助大学生养成理财习惯。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57

西安“地铁＋物业”协同开发

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章力文 2019905611

冯嘉会

/2019903608

,汪怀华

/2019902170

,陈奎臻

/2019905635

 

白礼彪 副教授 1201

本项目在综合考虑西安地铁、物业、政府等主体间协同合

作关系的基础上，设计出协同视阈下的西安“地铁+物业”

开发模式，阐释该开发模式的内涵、特征，并提出该模式

下的实施策略，以期实现西安地铁外部效益反哺其自身建

设运营，在提升西安地铁自身“造血”功能的同时，提升

西安城市品质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58

基于TAM的城市居民自动驾驶

公交车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武思含 2018903028

袁诗慧

/2018905870

,邹璇

/2018902515

马飞 教授 1201

技术不断发展，自动驾驶公交车逐步被人们所重视。本研

究拟在技术接受模型(TAM)和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引

入创新性、环保意识和感知风险等多个变量构建城市居民

自动驾驶公交车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理论假设模型，通过设

计调查问卷获取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调查

问卷数据，并进行模型验证，最终得出城市居民对自动驾

驶公交车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对于城市公共交

通管理部门革新公交设施、提升服务质量等提供理论支撑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59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交通场景智

能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钰儿 2018904230

何佳乐

/2018905062

,姚鹏洁

/2017905413

,李泓博

/2017904176

朱依水 副教授 0809

随着机动车数量不断增长,交通问题日益严重。该系统基于

对公共交通路口摄像头类似视角的影像数据进行处理，采

用计算机视觉的算法对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机动车占用公

交车道等类似各种复杂的交通情况进行检测识别，覆盖了

几乎白天黑夜12时辰和所有的天气场景和城市场景，通过

摄像头代替一系列的传感器感应周围的环境，收集数据，

进行静态、动态物体的辨识、侦测，从而降低交通的拥堵,

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加强交通的监管及安全性。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60

共享出行平台绩效压力对灵活

用工人员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叶世平 2018901097

弓卓玉

/2019903092

,刘辉辉

/2018902513

,邢海颖

/2019905564

,张紫琳

/2017902865

陈建校 副教授 1202

本项目采用文献研究法，对绩效压力、工作绩效等变量的

概念、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再结合灵

活用工情境，设计有针对性的变量量表，并通过问卷（线

上+线下）收集数据；然后，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

处理，从而探究灵活用工模式下的绩效管理方式与传统组

织相比存在的差异、零工在新用工模式下感知到的绩效压

力来自何处、这种绩效压力如何影响其工作绩效、平台组

织需要采取哪些管理策略以确保零工绩效压力处于适度或

适当水平而提升其工作绩效。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61
“菜篮子”扶农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郭雅茹 2018900814

赵嘉曼

/2018901098

,曹舒雯

/2018901102

,胡安瑜

/2018901397

,梁雅文

/2018901100

王超 讲师 1208

“菜篮子”扶农计划，通过多对多的对接模式，连接城市

家庭厨房与乡村家庭菜园。打造简单易操作的电商平台，

让农户可以将家中的剩余新鲜农产品售卖出去，增加收益

。同时也可以让同城的居民享受到购买新鲜农产品的服

务，节省其时间精力。通过平台的相关准则，把控农产品

的质量与数量，提供快速完善的售后服务，打通城市家庭

厨房与乡村家庭菜园的壁垒。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62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校园建筑能

效监管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潜 2018901328

张哲宇

/2018902792

,吴豪杰

/2018901372

,龙建华

/2018901113

,李东晓

/2019902963

巫春玲 副教授 0805

设计开发一款基于物联网的智慧校园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借助Zigbee无线通信技术实现在人工干预少的情况下对校

园建筑能效的智能化监测，实时反馈数据、问题，寻找节

能改造重点，提出优化方案来降低能量损耗，控制成本和

人力资源，更好地实现建筑节能在节能减排、充分利用能

源方面的作用。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63

智能网联汽车车路协同控制测

试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子潼 2018902544

王少聪

/2018900824

,张乾玉

/2018902806

,周健鹏

/2018901411

,吴心滢

/2019902478

汪贵平 教授 0818

本项目以小型智能网联汽车（ICV）集群和典型为应用场

景，目的是建立一套具有低成本、灵活开发与装配、面向

有限测试需求等特点的车路协同控制测试平台，为关于后

续智能网联汽车实际测试提供测试平台。主要研究典型应

用场景下单辆、多辆及复杂情况、突发情况下车辆对环境

的感知、车路通信、控制平台对车辆的协调控制。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64

疫情防控形势下的零接触校园

配送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龚耀威 2018902084

王海蛟

/2018903753

,尹康迪

/2018303764

,陈妍妍

/2018305192

,韩子仪

/2019905235

李艳波 副教授 0806

本项目拟研发一种零接触的校园配送机器人，通过电磁寻

迹的方式，用户通过WIFI给机器人下发指令，机器人到达

指定位置，可以解决取件和取餐时面临人员聚集、人和人

之间存在接触且无法时时消毒等诸多严峻问题。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65

高速公路收费广场交通与设施

运行虚拟仿真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凡 2018905165

田月

/2018905931

,任永全

/2018902089

钱超,

许世燕

副教

授,副

教授

0818

本项目拟构建高速公路收费广场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开发收费广场通行效率可视化平台，直观展示在不同收费

车道配置方案下收费广场运行状态；同时建立收费站通行

效率评价指标与分级标准，根据最大通行效率原则，自动

生成最优收费车道配置方案。项目面向高速公路设计、运

营、管理部门的实际业务需求，为解决如何对收费车道进

行合理改造、提升收费广场通行效率提供仿真验证平台。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66

六足仿生轮腿转换隧道与山地

公路交通救援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郝鹏辉 2018903755

汪浩

/2018903157

,王卿安

/2018902353

,林逢源

/2018903720

龚贤武 副教授 0808

为满足交通强国建设，先进技术在交通行业应用以及我国

目前大量隧道公路和山区公路监测和不可避免的救援需要

。本项目为解决公路隧道与山区公路受灾后应急救援的问

题而设计。针对受灾环境探索，获取伤者位置，运送必要

物资，协助制定方案的问题，本项目采用六足仿生轮腿转

换模式，通过机器人在平稳路段以轮式快速运动，在障碍

物环境路段采用腿式运动。通过机身中通讯、定位和障碍

识别等模块，满足在不同场景下救援工作。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67

新型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楚涵 2018903610

肖凌宇

/2018900532

,周文琅

/2018905928

,刘一帆

/2018905189

,张婷玉

/2018902551

于雅鑫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将针对目前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存在的充电距离

短、功率低、稳定性低的问题进行优化，选择从电动汽车

静态和动态两种充电模式开始进行研究，以耦合线圈、供

电轨道、补偿电路作为研究方向，将分别在静态场景、动

态场景下设计出新型无线充电耦合结构，并对系统的性能

进行测试优化，然后与高阶补偿电路相结合，最终将搭建

起高效、稳定的新型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68

基于NB-IoT 的水土保持监测

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陶俊杰 2018900412

黄心怡

/2018900421

,谢梓硕

/2018902543

,韦啸

/2017905645

,邸渤皓

/2017901654

曹雯,

胡延苏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以陕西省黄河流域水土保持信息系统为科研依托和

应用推广对象， 重点从数据采集与云服务平台框架、通用

NB-IoT应用层通信协议、终端节能与超低功耗技术、采集

数据分析计算的云服务等角度展开研究，研发基于NB-IoT

构架下的水土保持数据采集与监测系统。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69

管廊巡检机器人的机器臂伺服

解算控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小龙 2017901246

许云

/2017905885

,张文逸

/2019903194

,杨治全

/2019905258

,董兆龙

/2019905211

周熙炜 副教授 0808

这一项目实施的旨在以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为应用背景，以

巡检机器人为运动载体，以机械臂为伺服执行机构，研究

指令的伺服解算方法，通过对机械臂的伺服控制，达到抵

近和捕获被检测目标的能力，提高机器人的巡检精度和效

果，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运维服务。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70

基于深度学习的地铁接触网悬

挂装置状态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浩然 2018905782

征珂馨

/2018906007

,苏佳利

/2018905363

,徐小东

/2018905337

姚锐 讲师 0808

本项目借助Caffe深度学习框架和Open CV开源图形库来开

发一套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接触网悬挂装置状态检测。主

要实现对地铁接触网上的螺栓和螺母进行定位与识别，目

的是判断螺母是否掉落或者松动。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71

基于多维单步LSTM网络的车辆

检测与轨迹预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玉 2017901680

张家珲

/2018905320

,杨凌钰

/2017905853

王威 教授 0809

本项目通过深度学习网络模型训练，实现对无人车周围车

辆变道的预测，通过构建多维单步LSTM时间序列预测模

型，对车辆的历史轨迹进行学习从而预测将来一段时刻的

位置，可使驾驶员提前感知潜在的碰撞危险，提供一定的

制动时间，减少车辆碰撞等交通问题，对提高车辆行驶安

全，进一步实现智能辅助驾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社会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72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城市管廊安

全监测及预警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景宇鹏 2018902558

吕炯颖

/2018903776

,郝睿

/2018903773

,王诗迪

/2018901863

,曾露

/2018902366

罗向

龙,傅

攀峰

教授,

讲师
0807

为了研究城市管廊结构的安全性要求，对城市管廊系统的

结构与环境状态变化做到实时、精确的检测，拟研究关于

城市管廊结构与环境安全的多源监测系统的建立方式。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73

安全防疫就餐实时智能监测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翰楠 2018905233

李智飞

/2018905201

,李恒阳

/2018905197

,李堃

/2018905947

,欧连康

/2018903349

高涛 教授 0803

项目旨在设计并实现基于深度学习与单片机的餐厅系统。

通过对大量样本进行训练，使得本系统可以快速而精确地

判断人员是否佩戴口罩，用餐是否违规等信息。并且通过

硬件系统部分判断人员体温是否合格，对应餐厅人数是否

在最大饱和人数的三分之一一下，并且提供其他餐厅的人

员信息，推荐人数密度最少的就餐餐厅。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74

基于Thingsboard的隧道环境

综合监测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桃靖 2018902560

方舒靖

/2018901623

,刘颖颖

/2018905193

,罗婷婷

/2018903993

冯兴乐 教授 0803

本项目能够实时监测隧道环境多项指标，并及时采取有效

的控制措施，同时搭载云平台使用做到了远程监控情况、

及时发现异常，保障了隧道的正常运营、行车安全及人员

生命健康。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75

复杂背景下基于深度学习的视

频目标跟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晨 2018903790

李洋

/2018903783

,周涛

/2018905024

,牛亚妮

/2018905986

杨小军 教授 0809

针对基于孪生网络的视觉目标跟踪算法的特征提取主干网

络大都采用浅层的AlexNet网络模型，不能够充分利用深

层次网络的表征能力，设计一种新的目标特征提取主干网

络，即内部裁剪残差单元，以消除潜在的位置偏差，然

后，通过堆叠内部裁剪残差单元搭建了更深、更宽的提取

深度特征的主干网络来代替SiamFC当中使用的浅层

AlexNet网络模型。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对孪生网络目标

跟踪算法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均匀分布的采样方式让待跟

踪的目标在中心点附近进行偏移，训练基于Resnet网络模

型架构的孪生网络目标跟踪器，同时将不同卷积层的特征

进行卷积特征融合，从而充分考虑底层信息和高层语义信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76

基于盖亚开放数据的网约车动

态匹配与优化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玉倩 2018902112

王佳瑶

/2018905273

,潘锡灿

/2018902571

,叶聪

/2018905975

,刘洋

/2018900291

慕晨 副教授 0809

网约车服务作为共享汽车的一种主要形式，近年来是国际

学术界和运输企业都关注的研究热点。尽管网约车的乘客

匹配已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多乘客共乘和衔接的问题由于

其模型复杂，随机性强，求解算法实时性高等原因，仍然

缺乏有效的方法。因此，本项目基于盖亚数据开放计划，

采用机器学习方法研究网约车的时空需求分布，在此基础

上采用元胞自动机研究单一乘客和多乘客共乘系统的匹配

和优化，最后构建可视化分析系统。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77

基于单目视觉的车道偏移预警

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邢骁泽 2017901499

赵嘉成

/2017904344
侯俊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旨在克服现有的技术不足，提出一种基于单目视觉

的车道偏离检测方法。对于本项目来说，通过输入车载单

目摄像头采集到的视频数据，输出在原视频上的车道线识

别结果，并根据车辆是否偏离车道中线超过安全距离来判

断是否需要进行预警，同时根据车道识别结果判断前方车

道的方向、偏离当前车道的距离等信息。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78

基于单片机和自动控制的隧道

智能喷水灭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铖 2018903777

马晓龙

/2018904484 

,谢昊江

/2018902554

,马晨雨

/2018902561

,孟佳

/2018902984

屈八一 副教授 0803

本项目是基于单片机和自动控制制作的隧道智能喷水灭火

系统。当收到火灾信号之后，可以迅速反应并且报警，同

时，在隧道内的喷头自动开启喷水从而起到灭火以及阻止

火势继续蔓延的作用。该系统能够在发现火灾之后及时抑

制火势，减少隧道火灾所带来的人员伤亡和次生伤害，为

进一步的消防救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79

基于车路协同超视距感知的网

联车个性化跟驰诱导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婳 2018902992

王建

/2018902109

,郑国辉

/2018902114

,王圣洁

/2018902991

,黄婷婷

/2018900526

龚思远 副教授 0809

车路协同系统建设早期，相较于全面换装昂贵的智能网联

车，对传统车辆进行网联化改造，成为充分利用车路协同

系统的高性价比选择。现有网联车跟驰诱导策略并未考虑

驾驶员个性化服从度特征，存在局限性。本研究重点研究

车路协同下网联车个性化跟驰协同诱导技术，打造“服从

度类别化-个性化驾驶员在环诱导-在线学习服从度实时迭

代-系统开发与测试”技术路线。本研究将为充分利用车路

协同系统的早期建设成果，提供新的思路。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80
无忧旅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豫川 2018902105

尹佳凯

/2018902819

,唐方颖

/2018905789

,吴辰沂

/2018900718

,游家俊

/2018902372

徐琨 副教授 0809

针对游客在旅行途中普遍面临的排队时间过长、行李寄存

配送不便、照片不合心意、对当地特色不了解、消费超额

等等问题，本款APP均提供了与之相对应的服务，在解决实

际问题的同时，充分满足游客对于旅行品质以及旅行个性

化的需求，有助于游客在旅途中实现真正的身心放松。本

项目旨在有效地解决消费者旅行途中的痛点，满足消费者

对于旅行品质的要求，提升消费者的旅游体验，弥补这一

市场空缺。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81

一款面向农民和消费者的微信

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晓萌  2017900303

康佳园

/2017904635

,李海峰

/2017902825

,胡俊鹏

/2018905977

,张浩明

/2017904438

李颖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致力于开发完善基于滴滴GPS数据的滴滴出租车需求

预测方法，旨在提高滴滴出租车利用率，降低其空载时间

和距离，提高其经济收入，协调滴滴出租车挤占道路情

况，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现状；提升乘客的乘车体验，节约

等待出租车的时间，帮助乘客在较短的时间内搭载到合适

的出租车。通过对滴滴GPS数据的信息挖掘，寻找到其中包

含的出租车与乘客间的供求关系，找到某时段出租车缺口

较大的区域，为出租车公司派单提供更可靠的参考。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82
隐私保护的快递信息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廷轩 2018901134

张金龙

/2017903467

,严莉莉

/2017903472

,李鹏

/2017904579

,曲海波

/2017900149

王青龙 副教授 0809

项目针对目前快递过程中存在的用户姓名、住址、电话等

个人隐私信息泄露的现实问题，设计实现隐私保留的快递

信息系统，主要方法是在快递收发过程中，肉眼可见的快

递有关信息部分仅为二维码，对二维码信息的获取进行身

份认证并设置权限控制，只有授权的快递工作人员能通过

扫描二维码获取转运或投递快递包裹所必需的用户信息，

从而阻止用户隐私信息的不必要泄露。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83

面向疫情的北斗+superset智

能测温手环+APP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青青 2018902375

胡燕晶

/2018905997

,薛祎明

/2018902586

,辛瑜彬

/2018902893

,王晟哲

/2018900992

瞿伟,

潘迎

教授,

讲师
0812

针对当前流行性传染病特别是近期新冠病毒事件严重性，

如何有效及时探测疫情导致的最直接表象—温度变化，对

疫情早期预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项目“面向疫情的北

斗+superset智能测温手环+APP开发”应疫情而生，通过

佩戴手环，使佩戴者实时了解自身体温及所在公共场所安

全距离范围内探知有无温度异常者，通过北斗定位及大数

据分析得到体温热力图，为佩戴者提供规划风险分析最优

路线服务，及为防疫预警提供技术支撑。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84

基于神经网络的隧道瞬变电磁

超前探测成像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宇 2017901023

马骁骋

/2018901497

,章志庸

/2017902944

,吴义斌

/2017900841

,杨立伟

/2017904004

张继锋 副教授 0708

通过前方水体灾害的正演，计算出感应电动势后，将瞬变

电磁数据转换为时间常数和相应幅度。经多次模拟对比

后，用相应数量的样本集选择较合适的训练函数来对BP神

经网络进行训练。神经网络训练结束后，虽然达到了误差

函数的精度要求，但其泛化能力仍需要进行验证后才能进

行误差分析与反馈才能实际计算，最后输出拟电阻率成像

。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85
长大图书馆导航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润 2018901933

孙文杰

/2018905991

,杨婉羚

/2018901898

,李民

/2018902887

,王媛媛

/2018902585

李昕,

赵丽华

讲师,

副教授
0812

基于前期对长大图书馆室内环境、定位导航需求做了充分

调研后，拟采用基于移动机器人SLAM技术实现图书馆内自

主定位导航系统。创新性的结合二维码识别技术，实现书

架（图书）信息和SLAM技术获取的室内地图相关联，构建

带图书馆属性信息的室内高精度语义地图，构成服务器端

数据库重要先验信息，方便实现后续用户通过离线地图数

据库匹配定位和导航路径规划查询功能。大大提高学生或

老师的查询、借阅效率。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86

基于CASA模型的渭河流域植被

NPP时空模拟及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蒋欣宇 2017900453

李怡璇

/2017903986

,窦新玉

/2018902883

,高俪倩

/2018900568

王丽霞 副教授 0812

本项目将以渭河流域为研究对象，以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

为技术手段，利用NDVI数据、气象数据、植被类型数据和

研究区矢量数据等资料，以CASA模型为基础，对渭河流域

2000、2006、2012、2018年植被NPP进行模拟及精度验

证；基于模拟结果，结合趋势分析法、相关分析法和CA-

Markov模型分析并预测植被NPP时空动态变化，并探究植

被NPP与环境因子相关性。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87

基于浅-深层学习的滑坡灾害

智能检测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雨琛 2017903997

张潇

/2018901480

,姜跃锋

/2017901256

,李昕

/2017902941

席江波 讲师 0812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气候变化，发生滑坡灾害的频率越来越

频繁。在灾害管理领域，滑坡检测及实时监测已变得至关

重要。故本方案提出基于浅-深层学习的滑坡灾害智能检测

方案。

通过快速的深度学习目标检测模型实现大范围疑似滑坡区

域的高效筛选，接着对疑似区域结合其异质特征通过浅层

网络进一步检测确认，得到滑坡检测分类结果及其敏感性

图。最终通过搭建的分布式深度学习云平台，实现滑坡灾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88

基于地震定位技术所研发的乒

乓球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游希然 2018903361

李瑞妍

/2019900344

,郭思怡

/2019900351

,浦琛

/2019900756

,苏琦

/2019902882

戚志鹏 副教授 0708

该乒乓球台是一种将检波器与计算机软件有机结合的一种

新型设计，通过乒乓球撞击乒乓球台所激发的弹性波来检

测乒乓球是否擦边、确定乒乓球的轨迹及转速，极大地提

高了比赛的公平性与球队训练的效率。由地球物理学专业

中的地震动监测及地震精确定位等工作的方法技术来实现

。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89

关于双一流高校建设背景下大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建潮 2018904405

陈建潮

/2018904405

,周绍钰

/2018900009

,孙晋青

/2019900345

,郑苏雅

/2019903083

,崔继璇

/2019901630

段少帅 助教 0401

当今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成为时

代发展的“前沿”之一，而“双一流”也对创新创业提出

了新的要求，当前形势如何？当前又存在哪些问题？如何

解决？如何在现状下明确新的要求，适应新的形势，分析

现有错误，找到新的突破？这应当是整个时代关心的问

题，而本项目就将聚焦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展

开讨论与调研。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90

浅地表复杂介质瑞利波波形反

演成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龙权 2019900187

吴柏蓁

/2019904369

,李莲增

/2019900427

,杨佳豪

/2019900343

,马哲宇

/2019906083

邵广周 副教授 0708

本研究针对我国西部浅地表复杂横向不均匀介质，提出复

杂介质瑞利波波形反演成像技术研究，以克服常规多道面

波分析技术对西部地区复杂介质的横向分辨率不高的缺

点，提高瑞利波的成像精度，为我国西部地区黄土暗穴、

溶洞、采空区等探测提供技术支持。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91

“易骑行”——校园单车监管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翟伟伟 2019903970

黄斌

/2019903674

,王珂一

/2019903044

,郑文

/2019903039

,陈正明

/2019901501

黄观

文,王

乐

教授,

工程师
1204

建立一个微信小程序解决学校因归属权不清楚，没有处置

权等情况带来的单车大量堆积的问题。为想要买卖二手单

车的人提供一个相对专业的交易平台，使得二手单车资源

得到充分利用，避免出现“一届学生一批车”的情况。减

少废旧单车堆积，造成的公共空间资源占用，美化校园。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92

治沟造地工程地质与土壤湿陷

稳定技术与标准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昊昕 2017903357

师浩元

/2017901918

,景小斌

/2017901455

,袁思凡

/2017900744

,杨晋铎

/2017902176

黄强兵 教授 0708

该项目依托指导教师黄强兵教授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课题“研发治沟造地工程地质与土壤湿陷稳定技术与标准

”，针对黄土丘陵沟壑区治沟造地新造农田土壤的湿陷沉

降问题，开展室内外试验，结合数值模拟技术，揭示治沟

造地新造农田湿陷沉降机理，基于内部土壤改良、外部诱

因阻隔、施工方案优化理念，探索黄土高原地区治沟造地

新造农田土壤湿陷沉降控制方案和技术方法。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93
多功能地质学眼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凡 2019901791

王浩男

/2019901794

,郑宇航

/2019900426

,封晴

/2019900475

,张嘉豪

/2019901795

武银婷 讲师 0708

项目旨在为地质业余爱好者和地质初学者提供简单、基本

的测量工具，便于其对部分地质构造有初步了解。将数学

和设计能力手工技能结合，通过实践设计出该眼镜。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94

环保型生态固沙保水有机材料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海林 2018900426

叶胜利

/2018900696

,王斌强

/2018900836

,梅庆幸

/2018903812

,陈建潮

/2018904405

李萍,

李同录

副教

授,教

授

0902

我国是沙漠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并且沙漠化历史由来

已久。随着生态发展的需求，固沙材料也快速发展起来。

本项目主要研究环保型生态固沙保水有机材料的制备、性

能和应用前景，旨在为我国治沙做一份贡献。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95
富硒矿转化工艺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群佳 2018900322

徐浩

/2018900428

,王龙鑫

/2018902621

李荣西 教授 0815

本项目针对陕西紫阳高硒区富硒矿进行研究，针对富硒矿

活性低的问题，采用机械活化及化学活化的方法，强化富

硒矿中的硒元素的转化，改变其赋存状态，提高硒元素的

释放效率，促进植物对富硒矿中硒元素的吸收利用效率。

开发适于富硒矿中富硒矿物的选矿分离/富集工艺技术方

案，阐明分离/富集技术工艺参数。依据国家富硒肥标准，

强化硒释放效率，同时确保有害重金属组分的脱除，通过

选矿预富集富硒矿物和机械/化学活化技术制备富硒肥。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96

口镇一带地质构造的点云获取

及其构造几何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向东 2017904705

瞿川豪

/2017902446

,雷静

/2017904712

王秀方

/2018900427

,卢凌霄

/2018902617

王冉
高级工

程师
0708

基于新近发展起来的SfM（运动恢复结构）技术，针对口镇

一带多期构造演化形成的褶皱和断层等构造露头，进行影

像采集、数字露头模型构建、姿态和尺寸校正，产状等构

造几何学参数提取，分析和恢复该区构造变形序列，为鄂

尔多斯地块南缘构造演化提供依据。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97

金膏玉的宝石学性质以及市场

前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国庆 2018905391

袁昱

/2018900846

,王晨旭

/2018902201

,彭雨帆

/2018902903

,盛湘旗

/2018905889

谢星 副教授 0709

本项目以研究程度很低的小秦岭地区金膏玉为研究对象，

通过常规宝石鉴定仪器测定其宝石学性质，利用电子探针

、X射线衍射、拉曼光谱、红外光谱仪、紫外可见光谱仪、

X荧光光谱仪等大型分析仪器对金膏玉的化学成分、矿物组

成、结构构造及致色机理进行研究。本项目研究为丰富我

国宝玉石市场，发掘新兴玉石的潜力，及金膏玉玉种文化

宣传和传承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可带动当地经济

发展。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98

扬子北缘毕机沟层状岩体演化

过程中粒间熔体排出方式的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洁 2018901227

王振华

/2018901225

,梅佳成

/2018905741

,刘忠宇

/2019902771

,王秀方

/2018900427

王梦玺 副教授 0709

通过选取扬子北缘毕机沟层状岩体为研究对象，对此岩体

开展显微结构和晶体粒度分布的研究，反演岩浆房晶粥层

厚度、晶体生长和堆积速率，查明压实作用/成分对流进行

的方式、程度和持续时间，分析毕机沟岩体的岩浆房中晶

粥粒间熔体排出方式的差异及其原因，探讨粒间熔体排出

机制对镁铁-超镁铁质岩体冷凝过程的控制。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099

陕西宝鸡千河水系演化与新构

造运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源芝 2018900319

韩东星

/2018900325

,黄浩

/2018900317

,陈心怡

/2018900726

樊双虎 副教授 0709

河流的侵蚀、沉积以及河道的迁移主要与新构造运动有关

。通过对千河及其不同级别的支流组成的整个水系的时空

演化过程开展研究，旨在揭示出千河流域区新构造运动速

度、幅度及几何学和运动学特征，进而为鄂尔多斯西南缘

地区新构造运动及千河-渭河盆地区地震研究提供基础地质

资料。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00

基于大视域岩矿鉴定照片获取

技术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国卿 2018903438

侯康师

/2017900354

,闫垚琪

/2017904708

,凡亚龙

/2018900209

,徐浩

/2018900428

张贵山 副教授 0709

通过对大视域岩矿鉴定图像获取技术的研发，服务于矿物

学、岩石学和矿床学研究，有效解决了偏光显微镜由于视

域限制不能进行大视域研究的问题，为岩矿鉴定和岩相学

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技术支持。操作简单、高精度数字化

岩矿鉴定照片获取技术研发，对提高科学研究质量和深度

具有重要帮助，对清晰认识矿物间的结构构造特征、显微

构造发育与演化程度、矿物解除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为

科学研究提供更多有力证据。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01
梁山实习基地数字化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圣杰 2017905824

李江啸

/2017901929

,罗薛

/2017903395

,雍媛媛

/2017903393

,王振华

/2018901225

刘磊,

肖良

教授,

副教授
0709

梁山实习基地为长安大学地学类专业主要实习基地，于

2014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供地质类、地质工程、水文地质

等专业填图实习使用。为提高基地信息化、数字化建设，

项目拟建立野外路线、地质点、生物化石采集点及相应照

片视频数据库并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三维实景

讲解平台。最终形成汉中梁山数字化地质公园三维实景讲

解平台，宣传地质知识、提升影响力、带动区域地质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02

事件地层学在GLB界线的应用-

-以陕西汉中梁山           

    王坡段斑脱岩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熊诗蕾 2018903173

薛荣跃

/2018900845

,张博耀

/2018902740

郭俊锋 副教授 0709

通过对陕西汉中梁山地区二叠系瓜德鲁普统与乐平统界线

附近的王坡段斑脱岩进行岩石学、古生物学、地球化学和

锆石年代学等综合研究，查明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火山活动

与中、晚二叠世之交的GLB生物灭绝事件之间的成因联系，

明确该时期生物对重大地质事件的生物学响应，揭示峨眉

山大火成岩省火山喷发与GLB生物灭绝事件之间的耦合关系

。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培养团队成员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

力，提高本科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03

致密砂岩中自生矿物特征及其

对储集性能的影响-以陕北延

长组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乐 2018900313

左佳涛

/2018901305

,雷腾辉

/2018900316

,张群佳

/2018900322

赵虹,

党犇

副教

授,副

教授

0709

本研究以陕北延水河剖面延长组致密砂岩为研究对象，通

过对野外露头、岩心、铸体薄片及扫描电镜的观察，结合

钻测井及X衍射等测试资料，对致密砂岩自生矿物的赋存形

式、含量以及分布进行研究，进而分析其对储层物性的影

响。研究成果可为下一步油气勘探和砂岩特征及成岩作用

研究提供资料。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04

道路绿化带“土壤-植物”系

统铅污染分布

及富集性研究——以西安市街

道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润佳 2017901719

王欣如

/2017904013

,肖欢

/2017904728

,牛连涛

/2017902195

,韩召阳

/2018902624

韩磊 副教授 0823

    我国交通建设成果显著，随之引起的道路重金属污染

问题也日益凸显，对城市宜居性影响巨大。本项目拟选取

城市街道不同铅污染水平的典型绿化带样区及典型植物材

料，通过对样品的采集、处理及统计，研究典型样区土壤

及植物材料中铅的空间分布特征，不同功能路段间的铅污

染水平差异，以及“土壤-植物”系统的铅富集特性，从而

探究城市环境下，不同浓度的铅胁迫对植物铅富集能力的

影响，为城市环境治理中植物材料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05
武功县土地整治潜力评价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召阳 2018902624

杨润佳

/2017901719

,龙萌

/2017904012

,肖欢

/2017904728

,牛连涛

/2017902195

徐唐奇 讲师 0902

根据当前武功县社会经济技术条件，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

、社会经济条件及利益相关方等条件的影响，对武功县农

用地、农村建设用地、土地复垦和宜农未利用地的整治和

开发潜力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对武功县各类用地的整

治、开发潜力进行评级，最终明确武功县土地的整治重点

和整治方向，从而达到改造中低产田、科学地确定各类用

地规模和合理利用土地的目的。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06

乡村振兴视域下区域科技兴农

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卓 2018905393

牛连涛

/2017902195

,安健吉

/2017902344

,苏强俊

/2017901462

,陈萍

/2019902539

徐唐

奇,陈

阳

讲师,

讲师
1204

本项目将通过对浙江省和陕西省现有科技兴农模式的研

究，综合分析地区差异，精准提炼其核心要素，建立一套

集技术、知识、组织、管理、政策为一体且便于推广的科

技兴农新模式。旨在增加对农业科技的资金、农用物资的

投入，进一步加强农业科研工作，建立农业科技试验基

地，促进农业资源合理配置，推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

及乡村振兴战略工程的实施，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精准

扶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07

混凝土帆布与CFRP联合加固RC

方柱轴压承载力计算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孟锴 2018900852

王欣睿

/2018903219

,张澳

/2018905464

,王祥

/2018905479

,王繁

/2018905872

邢国华 教授 0810

本项目开展CC与CFRP联合加固RC方柱研究，在掌握联合加

固性能和工作原理的基础上，进行RC方柱的承载力退化机

理和计算模型研究，尝试将混凝土帆布（以下简称CC）引

入到RC结构的加固体系中，即在常规CFRP加固方法的基础

上，增加CC防护层，将其置于CFRP与混凝土构件之间，形

成一种新的防护加固方式。此项工作既是对工程结构加固

研究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又能有助于RC结构的长久使用，

项目研究成果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和推广价值。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08

适应装配式框架结构主体变形

的预制外墙板连接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筱洋 2018902855

邵宝承

/2018905808

,杨开云

/2018905521

,乔鹏飞/ 

2018900853,

资永昆

/2018901864

秦朝刚 讲师 0810

本项目以适应装配式框架结构主体变形的预制外墙板连接

装置为研究方向，从双向耦合外挂墙板的新型节点，受力

性能以及设计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来优化解决实际应用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09

电场催化生物发酵废油资源化

再利用的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明杰 2018903835

秦泽

/2018902659

,孙敬洋

/2018902126

,郑清熙

/2018903836

秦晋一 副教授 0825

运用一系列的电催化生物发酵技术，将食堂油脂进行资源

化处理，主要是将餐饮油脂转化表面活性脂，和部分小分

子量油脂进行混合投放生活污水处理厂，为水处理补充碳

源，解决生活污水处理厂碳源不足而带来脱氮除磷，特别

除磷效果较差，未能达到污水排放标准的问题。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10

CFRP网格—聚合物水泥砂浆

（PCM）加固梁抗剪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媛媛 2017903490

田铃松

/2017905543

,王征鹏

/2018128030

,任宸豪

/2017902586

,刘嘉驹

/2018904215

王博 副教授 0810

FRP网格-PCM加固方法是一种新型的混凝土结构加固技

术，目前在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被广泛应用，但前，在

我国还处于研究与初步发展阶段。本课题聚焦于FRP网格-

PCM抗剪加固RC梁的承载力计算方法，在课题组前期已完

成的试验研究的基础上，拟通过有限元模拟与理论分析，

解决现有相关研究未能有效考虑FRP网格与纵筋、箍筋的协

同工作问题。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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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混凝土板壳结构在中小型

站房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雨楠 2017901725

何洋

/2017904516

,吕航

/2017904493

,梁乐

/2018904520

,李启阳

/2018904358

刑国华 教授 0810

传统中、小型站房平面布置由于柱网小，投资少，多采用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但为了突出站房的地方性和独

特性建筑效果，通常处理手段是在主体结构外侧单独再设

置立面装饰或幕墙体系，与主体结构形成两层相对独立的

装饰体系，不仅增加了造价，而且增加了车站后期维护的

难度。

针对目前中、小型旅客站房存在的问题，本课题拟引入新

型混凝土板壳结构体系，将结构单元与建筑有机结合，既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12

废弃物资源化吸附功能材料除

氟性能及其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严桦 2018903181

张京新

/2018903862

,周思淼

/2018902651

,袁立杰

/2018906070

,付超明

/2019905530

何皎洁 讲师 0810

近几年来污水的排放导致水体中氟化物含量升高，饮用水

氟污染问题亟待解决。吸附法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除氟方

法，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除氟剂成本高、除氟设施连

续运行时间短等。而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工业废弃物产

生，造成严重环保问题。如将这些废弃物通过煅烧、改性

、溶剂热法、共沉淀法等制备成吸附材料，不仅能够简化

工艺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还减少了废弃物处理过程中带来

的环境压力，达到以废治废的目的。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13

一种新型的惯容减震（振）系

统装置的设计和实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宗凯 2018903844

王貞懿

/2018905416

,狄增辉

/2018902851

,亓泽印

/2018903851

,孟锦昕

/2018905450

雷拓 副教授 0810

传统的调谐质量阻尼器（TMD）在工程结构安装与运行需要

安装很大的质量元件并考虑较大的空间，从而造成了设计

、施工成本的增加。因此，寻求一种新的元件代替质量元

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惯容元件由此提出。虽

然目前国外的惯容器研究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国内对于惯

容器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项目针对此问题提出了一

种新型的惯容减震（振）系统，这种系统可以为惯容器减

震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14

钢筋-预置集料混凝土粘结滑

移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鑫鑫 2018902134

王浩

/2018901818

,张家驰

/2018905413

,马晨

/2018904351

,李锦豪

/2018902121

吕晶 工程师 0810

生产水泥熟料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损害，相较于传统水泥

混凝土，预置集料混凝土的浆体占比小，且骨料能充分发

挥集料嵌锁和骨架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普通混凝

土的研究已经十分成熟，而由于制备技术较高，在预置集

料混凝土方面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还有待深入研究。本

项目拟将通过制备预制钢筋混凝土块进行拉伸试验，系统

的研究钢筋混凝土块的粘结性，进而得到钢筋与混凝土的

本构关系，为改善混凝土现状提出新的办法。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15

基于城市污水资源化处理的正

渗透膜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村 2018904159

史旭杰

/2018905465

,谢晓阳

/2018902138

,仲超

/2018905412

,邵长磊

/2018902650

孙燕 讲师 0810

如今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在未来，

水一定会成为不可多得珍贵资源，因此需发展一种新型的

低能耗和低成本的净水技术。正渗透（FO）作为一种膜技

术，也是一种新型绿色能源技术，具有无需外加压力，能

耗更低，对污染物截留率高，膜污染趋势低等优点，同时

还可以将自然界常见的渗透能直接转化为电能，对解决水

资源短缺和能源危机起到重要作用。城市污水中含有丰富

的能源物质，采用正渗透膜技术对城市污水进行处理可实

现污水的资源化和能源化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16

高延续地聚合物混凝土智能修

复与高效加固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钟玥 2018901815

闫松奕

/2018900849

,杨婷

/2018903581

,李秦川

/2018905461

,苏治屹

/2019902564

刘喜 副教授 0810

近年来，地聚物在交通抢修、高强防火材料等领域显示出

巨大的应用前景。本课题在明确地聚物材料特性与现有道

路修复加固技术的研究基础上，深入开展粉煤灰地聚物混

凝土（Fly Ashbased Geopolymer Concrete，

FAGC）力学性能研究，对比分析地聚物混凝土与普通混凝

土的工作性能、力学性能的差异，配制一种新型室温固化

的粉煤灰地聚物道路修补材料。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了地聚

物混凝土力学性能的研究范畴，对促进地聚物混凝土在道

路修补加固中应用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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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自适应

减震支座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婕 2019903362

王浩同

/2019903235

,冯明辉

/2019902558

,方梦瑜

/2019901271

,刘恒

/2019902570

段留省
高级工

程师
0810

针对典型装配式剪力墙结构强震作用下的破坏机理和薄弱

环节，研发以压电堆为核心元件的半主动摩擦可控转动/滑

移新型水平连接装置，建立相应的模型，完成半主动控制

系统设计，形成一种具有自适应减震功能的新型装配式剪

力墙结构系统。通过试验，系统研究各方面原理，建立相

应的优化分析和计算模型，探讨该墙体减震机理和一般规

律，提出相应的地震响应分析理论和优化设计构造方法，

为装配式剪力墙结构的推广应用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18

基于室内空气品质与噪声控制

的老人房间通风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冠铭 2018904167

黄冠铭

/2018904167

,胡叶楠

/2018904534

,刘依凡

/2018905425

,高云飞

/2018903209

,石玉欣

/2018903235

隋学敏 副教授 0810

在当今社会中，人的一生中有大部分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

。不良的室内空气质量会导致人们患上诸如病态建筑综合

症（SBS）之类的严重疾病，目前我国居民面对着严重的“

内忧外患”，所以室内空气质量与通风策略的研究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尤为重要.低频噪声就是

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危害源之一. 所以解决老年人室内空气

质量和噪声控制问题是我们当下必须重视的问题之一，改

善老年人居住环境也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19

考虑温度、压力、流速及溶液

浓度的岩石溶蚀试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绍钧 2018902386

张平

/2018906060

,孙泽龙

/2018905495

,陈建宇

/2018905801

,张大拴

/2018901493

王瑞,

胡志平

讲师,

教授
0709

我国可溶岩面积高达346.3万km2，是世界上岩溶面积分布

最广、发育类型最多的国家。岩溶的发育极大恶化了工程

地质条件，为工程建设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严重制约岩

溶地区的发展。本项目拟通过自主设计一种考虑温度、压

力、流速及溶液浓度作用下的岩石溶蚀试验装置，在最大

程度还原天然岩石溶蚀环境基础上研究碳酸盐岩的溶解动

力学过程，阐明动态条件下可溶岩的溶蚀作用机制及岩溶

发育规律。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20

结构保温板热工性能的试验及

数值模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帅 2018902998

刘定洲

/2018902836

,王祥

/2018905479

,张兴扩

/2019903724

,蒲育

/2019904208

吕晶
高级工

程师
0810

由木质材料以及高热阻的保温材料组成的结构保温板具有

良好的热工性能，不仅响应了建筑节能的号召，而且能促

进国内相关节能建材行业上下游产业发展及住宅建筑市场

深化改革。本项目对结构保温板热工性能的影响因素开展

研究，并对现有热工设计方法进行修正，可以为结构保温

板建筑热工设计提供参考依据，以达到经济与技术最优。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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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装配式剪力墙结构中新型

阻尼器的研究及优化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易山凤 2017903511

迟鑫

/2018903859

,郑锐祥

/2017904041

,李琦

/2018903512

,杨亚华

/2017906098

秦朝刚 讲师 0810

近年来，装配式建筑因其在可持续发展、绿色环保、节能

减排、质量控制等方面的优势而被中国政府定为建筑业升

级转型的发展方向并大力推广。但是地震作用下装配式构

件连接的受力机理和非线性行为不明确是制约装配式结构

在高烈度地区推广应用的技术瓶颈。本项目欲在建筑物上

设置阻尼耗能装置，通过在结构的层间空间、建筑结构节

点、连接缝等位置使用一种结合了以往阻尼器优点，结构

简单、性能优良、价格便宜，并趋避了其缺点的新型阻尼

器，消耗输入结构的振动能量，衰减结构的地震反应,使得

主体结构承受的地震作用减小,，以解决剪力墙自身变形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22

RPC力学性能及钢管RPC柱粘结

滑移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思佳 2017904575

赵辰宇

/2017901742

,吴俊杰

/2018903232

,赵玺

/2018903839

,涂小龙

/2019903408

朱倩 讲师 0810

本项目针对钢管与普通混凝土的粘结性能不能很好地诠释

钢管与活性粉末混凝土之间的粘结滑移机理问题，基于普

通钢管混凝土柱的粘结性能研究结论，研究钢管活性粉末

混凝土柱的粘结机理、粘结抗剪刚度及失效性态，进一步

开展钢管高性能RPC柱的粘结滑移机理、荷载滑移曲线、界

面耗能能力、损伤演化过程及粘结失效性态，探讨徐变对

钢管高性能RPC柱粘结性能的影响，为新型钢管高性能RPC

柱的工程设计与实践应用提供可靠的试验数据与理论依据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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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高架桥新型减隔震装置的

研发及抗震性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淦 2018904163

刘杰僖

/2018902389

,程子安

/2017901035

,余国伟

/2018903579

,程宇扬

/2019901036

傅博 副教授 0810

该项目是以城市高架桥的减隔震装置为研究对象，由于如

今桥梁结构和抗震设施还未能达到完美结合且地震强度与

预期无法控制，所以提出一款新型城市高架桥减隔震装置

来更好地解决当下现状所存在的问题，在通过对其抗震性

能进行分析的前提下，不断总结并完善经验。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24

土遗址修复新型工具、工法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家冬 2018903207

朱涛

/2018905432

,王俊

/2018904174

,叶智天

/2018902421

,林凯

/2019901829

孔德泉 讲师 0810

中国是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无数的古文化遗产，而

土遗址是最特殊的一类。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

值、科学研究价值均无可估量。它们是不可复制的宝贵文

化资源，华夏民族生生不已发展壮大的实物见证。相对于

其他文物，土遗址有着难以搬运、易损坏、耐久系差、抗

风能力差的特点。所以对于它的保护需要更加的细致。本

次项目旨在发现新的土遗址裂缝修复的工法和改进创造土

遗址裂缝修复工具，为中华文物的保护献出一份力量。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25

光催化剂的合成及在解聚木质

素成芳香族化合物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奕彤 2018901191

李畅涵

/2018901194

,郭宇龙

/2018901187

,陈文倩

/2019904572

,段星宇

/2018902401

李宇亮 教授 0825

木质素是自然界中唯一能直接提供大量芳烃和芳香族化合

物的可再生资源，利用其制备高附加值的芳香族化合物更

有利可图。本课题拟构建一种高催化活性、低成本、高效

稳定的绿色新型复合材料光催化剂——通过铜铋氧和含氧

空位二氧化钛的自组装，并负载Ni元素，合成具有永久孔

隙度的Ni-CuBi2O4/TiO2（NCBT），在可见光的照射下用

于木质素的解聚，研究得到光催化木质素解聚反应材料的

最佳用量及其高效光催化的反应机理。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26

光照强度和二氧化碳浓度对能

源微藻生物膜生长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意 2017904612

马晓静

/2017906133

,雷梣岑

/2017906129

,杜伟豪

/2017901067

,张高山

/2017900366

李彦鹏 教授 0825

通过研究二氧化碳对微藻⽣物量的影响，确定藻细胞⽣⻓
所需的⼆氧化碳浓度，避免因⼆氧化碳不⾜导致的⽣⻓抑

制和过⾼浓度导致的培养基酸化及成本飙升；通过改变光

照强度，确定两种培养⽅式下⼩球藻的光抑制点、光补偿

点、光饱和点等参数；同时确定⼆氧化碳浓度和光照强度

对细胞内各化学组分含量的影响，并通过能量转化率分析

制定出最为经济合理的微藻⽣物膜培养⽅案。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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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地裂缝灾害监测预警

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刁秋月 2018900567

阴冬旭

/2018901930

,李嘉骥

/2018902173

,庞佳璐

/2019901082

卢玉东 教授 0814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为地裂缝灾害勘查和监测方案制定以及

地质灾害信息监测系统建设。我们将收集北堡村气象、水

文、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及地质构造等资料，通过野外调

查和勘查手段，查明地裂缝所处的区域地质环境条件，地

裂缝的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地裂缝的的变形特征及其活

动性，预测地裂缝灾害发展趋势，提出自动化监测的方案

。同时建立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对北堡村、丰润村裂缝的

相对位移、绝对位移、降雨量、地下水位等进行监测数据

的智能分析，实时掌握该地质灾害安全状态，并做出预测

预警，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为目标。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28

稳定同位素示踪西安周边河流

氮污染来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天昊 2018903871

毕世楹

/2018900365

,田淇

/2018902669

,吴明哲

/2018903389

,马华宸

/2019905543

关卫省 教授 0825

利用稳定同位素技术示踪西安周边河流氮污染来源，选取

泾河、渭河等六条河流距离城市较近的中下游地区进行取

样。通过研究水体中硝酸盐氮、氧同位素，结合不同端元

氮氧同位素典型值范围分析研究不同区域的主要氮来源，

分析不同河流氮污染来源的异同之处，并探讨可能存在的

无机氮相互转化过程。根据氮污染来源针对性地提出治理

河流氮污染的措施，同时结合前期已获得的相关实验数

据，分析两次采样期间河流氮污染变化趋势及原因。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29

基于丝状真菌的羟基磷灰石生

物诱导合成及在重金属污染治

理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元 2018902664

李凌霄

/2018901250

,李洁滢

/2018903381

,陈朝宇

/2018904441

杨莉 副教授 0825

本项目拟利用丝状真菌黑曲霉诱导合成HAP，构建黑曲霉菌

丝球-HAP复合体，分析其对重金属离子（如Cd、Pb、Cu

等）的去除效果，揭示微生物代谢与HAP协同吸附重金属离

子的机制。为生物诱导微纳米颗粒合成提供研究思路，为

重金属治理提供新的高效、绿色、可持续途径。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30

CuBi2O4/Bi2MoO6光催化剂的

制备及其光催化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璐瑶 2018903870

年冠羽

/2018905547

,秦艺通

/2018905540

,王进生

/2018902246

,樊林奎

/2019900398

郭冀峰 副教授 0825

结合Bi2MoO6和CuBi2O4的制备方法，寻找合适方法将两者

复合得到一种新的高光催化性能的CuBi2O4/Bi2MoO6 p-n

异质结复合光催化材料，并应用复合光催化材料对实验室

模拟印染废水（罗丹明B、亚甲基蓝废水）和抗生素废水进

行光催化降解处理，考察不同的反应物比例，反应时间等

影响因素对复合物的结构以及处理废水效果的影响，来研

究其光催化降解有机物的性能。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31

离子液体双水相体系治理氯酚

污染物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金珠 2018901181

卢奕彤

/2018901191

,张凤麒

/2018903378

,澹台靖鑫

/2019903050

李宇亮 教授 0703

课题拟构建一种高富集处理效率、高效循环的新型绿色方

法—离子液体双水相体系治理2,4-二氯酚，用于废水和废

料中含有2,4-二氯酚污染物的处理。本课题以5种绿色介

质离子液体作为溶剂（N-丁基-吡啶硝酸盐、N-丁基吡啶

三氟甲磺酸、1-丁基-4-甲基吡啶四氟硼酸盐、N-乙基吡

啶四氟硼酸盐、N-丁基吡啶四氟硼酸盐），形成5种离子液

体双水相萃取体系（离子液体+柠檬酸铵+水）对含有氯酚

的污水处理与回收氯酚。旨在构建离子液体处理酚类污染

物新体系；利用离子液体处理酚类污染物和离子液体可回

收的优势，高效率处理酚类污染物；研究离子液体预处理

酚类污染物机理和处理条件对其的影响；研究离子液体理

化性质对双水相体系的影响及影响机理，筛选出适合于预

处理酚类污染物的离子液体，建立适用于回收离子液体的

双水相体系,为进一步研究离子液体预处理酚类污染物提供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32

渭河流域气候变化对水与生态

的影响与风险应对关键技术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轩 2018905 548

张源

/2018901495

,温慧敏

/2018903869

,赵洋

/2018900965

,李金超

/2018900711

王周锋 讲师 0825

本项目以水资源（地下水资源和地表水资源）为纽带，围

绕影响渭河流域水资源和地表生态环境的气象要素 进行研

究，分析近50年来渭河流域气候变化特征、水资源和地表

生态环境响应的时空演化特征，解释气候变 化、水资源和

地表生态环境之间的互馈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水循环

系统的区域水资源，解释水资源演变 特征及影响因素。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33

农药的光控释材料制备及其释

放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兴泉 2019900226

刘悦颖

/2019902216
赖坤容 副教授 0825

本课题拟针对农药使用率低的难题，以聚吡咯和明胶作为

基质，以多菌灵为模板农药分子，构建出PPy基光敏感体

系，制备出光敏感农药缓释体系，研究光吸收带来的微结

构变化在农药释放中的作用。研究价值具体体现在：1. 光

敏感控缓释体系更加符合农作物的生长周期（白天有光照

的时候农作物利用光合作用生长，此时光敏感控缓释体系

释放农药），期待农药的释放符合农作物生长的周期，光

照时施放农药，黑暗时停止释放，以此达到控缓释的目的

。2. 利用廉价的明胶及聚吡咯作为构建光敏感控缓释体系

的基质，来源广、成本低、易加工、环境兼容性好，在实

现精确农药释放的同时，减少浪费和污染，大大提高农药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34

花簇状g-C3N4/ Bi2MoO6微米

球的生物模板法制备及降解有

机染料废水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晓雪 2018903868

王瑞雪

/2018902889

,贺雪峰

/2018905544

,姚宸智

/2019901531

,田彬灿

/2018903593

杨莉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以酵母为生物模板，制备花簇状g-C3N4/Bi2MoO6复

合微米球光催化剂，探究在生物模板法合成过程中不同条

件对材料形貌、性能的影响，研究其形成机理;探究不同因

素对光催化降解有机染料废水的影响及光催化机理。以期

总结生物模板法制备多级结构微纳米材料的策略和优势，

评述这类新型光催化剂应用于水体污染治理的前景，为解

决日益严重的水体污染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35

不同地下水位埋深条件下沙地

植被根 

 

系分布特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通 2018901502

徐祥森

/2018901772

,奚茹茹

/2018901324

,李雨婷

/2019903264

,何昭良

/2019901084

贾志

峰,刘

秀花

副教

授,教

授

0811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地下水埋深会影响植物的水分生理，

导致植物的根系形态发生相应的变化，植物根系生长状况

会随地下水位的埋深情况进行相应的改变。探究不同地下

水位埋深条件下沙地植被根系分布特征，有利于推进对干

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治理，揭示沙地对于植被生长的最合

理地下水位深度，为该地区植被种植、地下水水位控制、

生态的治理、改良及恢复重建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对于从

地下水水位及植物根系分布方面指导沙地种植，保持可持

续性发展，加快优化传统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意

义重大。

本项目拟选取多年生沙蒿草本植物作为实验对象，开展不

同地下水埋深条件下沙地植被根系分布特征研究，并定量

评价地下水对沙蒿根系分布特征的影响程度，为西北地区

乃至更为广阔的干旱区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水土保持和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36
一种城市内涝检测设备的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子博 2018900613

刘书越

/2018902873

,路丰年

/2018900766

,王浩宇

/2018905551

,田中耀

/2018901323

罗平平 教授 0811

基于物联网和高精度超声波的非接触式淹没水深监测设备

利用高精度超声波来测量淹没水深，通过高精度超声波探

测器发出超声波，根据其反射回来的超声波，进而分析得

出淹没水深，以此达到更好地监测城市淹没水深的目的。

基于分析得到的淹没水深数据，会通过4G或5G信息传输装

置发送到终端设备，通过太阳能/储电池独立供电的方式供

电，体积小、低成本，为城市及市民安全提供可靠数据，

并使政府有关部门发布政策有据可依。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37

螯合絮凝剂的制备及在土壤重

金属去除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雪佩 2018901188

吴欣

/2019900397

,冯雨晴

/2018901190

,李喆

/2019902221

关卫省 教授 0825

本课题拟研究同时具有絮凝功能以及与重金属离子结合功

能的高选择性、高去除率的新型螯合絮凝剂的制备方法，

并作用于土壤重金属治理。通过分光光度法等对实验前后

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变化进行测定，得出螯合絮凝剂的最

佳合成条件以及与作为活化剂的离子液体的最佳配比，来

探究螯合絮凝剂的物化性能，同时验证此类螯合絮凝剂与

作为活化剂的离子液体混合对土壤重金属去除率的作用效

果，为辅助植物修复，提高修复效果奠定基础。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38

多壁碳纳米管对黄土中的氟元

素的吸附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方仁杰 2018900356

刘兆宇

/2018903865

,闫凯熙

/2018902892

窦妍 副教授 0811

在课题组前期的室内实验研究工作当中发现，有碳纳米材

料存在的饱和黄土介质中，有大量的氟化物从土壤矿物中

析出，使得水中氟化物浓度高出正常值数倍。本课题将选

取新型纳米碳材料中的代表性结构——碳纳米管作为研究

对象，从纳米化学、水动力学和水化学的研究角度出发，

研究其对饱和黄土介质的作用机理。以其为地下水环境保

护提供科学理论依据，也希望研究成果为其他新型纳米污

染物在环境中的影响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39

既有社区智慧共享停车系统构

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学亮 2017903054

李照熠

/2017903054

,白孟委

/2018903420

,王佳蕊

/2018905601

,万秋兰

/2018902402

刘勇,

袁荔

教授,

讲师
0828

城市居住区是城市居民私家车的密集停放点，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以及消费层次结构的变化，社会机动车保有量不

断攀升，众多既有居住区出现停车饱和现象，住区停车空

间承载量到达极值，面对这种情况，停车空间向活动交往

空间延伸的现象广泛出现，道路和消防通道被占用，住区

内部停车混乱，居民停车与日常活动间的矛盾逐渐加剧。

因此，如何平衡社区停车与居民生活，整合既有社区的停

车资源，建立可持续的停车管理模式，实现城市社区停车

空间共享，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也是本项目拟解决的问题

。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40

基于特色乡土文化的秦巴山区

乡村振兴新路径探索——以商

洛棣花古镇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雨迪 2018904561

朱子阳

/2018905906

,丁若玥

/2018903189

,彭茗

/2018904158

,张紫媛

/2018905576

余侃华 副教授 0828

为了带动乡村建设，各类产业园、特色小镇等层出不穷，

然而由于建设水平不高，经营意识落后，许多特色小镇以

失败告终。本项目从此矛盾点入手，以秦巴山区棣花古镇

景区为例，调查景区的发展情况，以期发掘这一案例中折

射出在特色民俗村发展中存在的优点及问题、探寻其特色

与不足。并通过对同类乡村旅游产业的调研，对比成功与

失败的案例，以期提出对棣花古镇和其他类似情况乡村旅

游产业的发展建议，探寻当今乡村振兴中旅游产业的发展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41

卫生防疫视角下景区独立盥洗

设施增设布局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佳姝 2018903877

李雅淇

/2018902723

,郭苏莹

/2018904546

,曹慧珍

/2018904157

,闫泽众

/2018903540

蔡辉,

张月

教授,

讲师
0828

2019年末，新冠疫情使公共防疫工作备受瞩目。世界卫生

组织提出，避免感染肺炎的最佳方法是正确地使用肥皂和

水洗手。现阶段我国公共场所，尤其人流密集的旅游景区

内，盥洗空间数量及可达性均无法满足游客的高频洗手需

求。本项目针对此问题，拟定以陕西省曲江大雁塔景区与

金丝峡景区为例，交叉运用景观学、规划学、地理学的研

究方法，确定景区盥洗设施布局点位及数量，提供切实可

行的方法，优化陕西省乃至全国景区卫生防疫工作。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42

基于Ti-Al-V-Mo新合金设计

的激光增才制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康晨诺 2018905667

田雪

/2018905660

,闫铂

/2018903485

,曾宪锋

/2018900514

,李松霖

/2019903272

张凤英 教授 0804

本项目提供一种基于激光增材制造的类TC4钛合金。该类

TC4钛合金中加入Mo，在激光增材制造的热循环作用下，

提高基于激光增材制造的类TC4钛合金强度和塑性，我们以

预合金TC4和Mo粉末为原料，通过直接混合法制备不同成

分的Ti-Al-V-Mo系近TC4钛合金成分粉末，采用优化的激

光成形工艺参数完成成形实验同时研究Mo元素含量对激光

成形试样的组织和性能的影响以及 TC4预合金粉末与不同

Mo元素含量的混合粉末为原料时，成形试样的硬度分布规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43

铝合金表面双层结构涂层制备

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明文 2018902972

蒋逍

/2018903270

,霍海洋

/2019905742

,卿毅

/2019901664

,张淼

/2019903276

徐义库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以6061铝合金为基体，采用脉冲电沉积的方法，在

铝合金表面在不同电沉积条件下分别制备Ni-Mo镀层、Ni-

Mo-TiN镀层和Ni-Mo/Ni-Mo-TiN纳米复合涂层。研究镀液

成分和电流密度对镀层成分，组织结构，形貌和硬度的影

响，以及双层镀层对铝合金机械性能、耐腐蚀性的影响。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44
无人驾驶熔喷棉吸油小船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柯洁 2018900861

赵瑞琪

/2019905758

,徐甜甜

/2019903278

颜录科 副教授 0804

   回收利用口罩中的熔喷布，使用熔喷工艺技术制作熔喷

棉吸油材料，测定其在实际环境中的吸油效率。通过测定

熔喷棉吸油率、吸油速度、保油性等吸油性质，以及模拟

无人船搭载熔喷棉后实际的吸油效率，完善熔喷棉的特

性，从而优化油水分离效果，用于海上溢油事故中快速实

施清理和回收原油工作。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45

钛合金在低温振动下的力学性

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尧 2018902785

李云龙

/2018902055

,曹胜

/2018901456

,王晨昱

/2018905684

陈永楠 教授 0804

研究低温下钛合金振动的力学性能，从而使钛合金仪器能

在太空低温领域能更好地使用，以及在航海领域中钛合金

零件抗振性能得到提升。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46

沥青路面用高性能蔗渣纤维制

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安王聪 2018902768

邰梦洁

/2018905691

,何珍庆

/2018902411

,张恒

/2019900773

,王宇行

/2019903756

李祖

仲,邢

明亮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4

为提高沥青路面使用性能，本项目针对蔗渣纤维微观结构

及物质组成分析、蔗渣纤维表面改性机理研究，确定蔗渣

纤维表面改性方案，制备出高性能蔗渣纤维，并确定蔗渣

纤维的路用性能评价指标。对蔗渣纤维沥青混合料进行性

能测试，结果表明新的改性方案可改善路用蔗渣纤维的吸

油性和热稳定性，改善蔗渣纤维沥青胶浆的稳定性和粘附

性，进一步改善蔗渣纤维沥青混合料的高低温稳定性、水

稳定性等路用性能。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47

陕西最美沿黄公路上的中华魂

与红色革命精神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冯首力 2019905703

吴欣荣

/2019905748

,崔康柬

/2019901000

,王涵玉

/2019901042

,王宇轩

/2019903754

许培

俊,陈

华鑫

副教

授,教

授

0807

通过建立微信公众号并进行运营在上发布原创文章关于沿

黄公路景区沿途历史文化特色产品风土人情介绍，并与旅

游社合作在平台上推销旅游福利，宣传红色文化历史底

蕴，民风民俗，人文情怀，弘扬中国精神，带动当地经济

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在网络上进行宣传，对沿黄公路在

社会上进行宣传，并且将它打造成一条网红公路。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48

MOFs基光催化剂的制备以及对

污水中复合污染物降解性能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靳睿茜 2018904320

朱玉玲

/2018900737

,付海涛

/2018900391

,杨 营

/2019902324

,李清盈

/2019905723

吴蕾 副教授 0804

针对目前环境污染严重，尤其是水污染形势严峻的问题，

本项目旨在开发一种绿色高效可持续利用的光催化剂材

料，拟采用具有高热稳定性和高孔隙率的MIL-68(Ga)为本

体材料，利用“前功能化”的合成手段，以助色基团氨基

对本体材料的孔道进行功能化处理，从而制备具有可见光

响应的MOFs基光催化剂。并以Cr6+及亚甲基蓝（MB）模拟

污水中复合污染物，探索所制备材料对Cr6+及MB双重污染

物的光催化降解效率以及作用机理。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49

面向智慧交通的新型压电材料

的探索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浩天 2018903895

付泳淇

/2018903484

,邬良怡

/2018905630

,位丽姿

/2019903746

,何佳颖

/2019905717

倪磊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拟采用传统无机压电材料与有机压电材料相结合的

方法制备压电和机械性能良好的新型压电复合材料，通过

改变制备工艺及参数、复合材料中PZT的含量及粒度来研究

PZT/PVDF性能的影响规律。并开发具有创新性的室内试验

方案，模拟真实的道路使用环境，研究PZT/PVDF复合材料

在压电常数较高情况下的抗压程度综合机械性能。研制适

用于“智慧交通”的高稳定、长寿命、抗老化的新型压电

材料。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50

铸态与激光熔凝Nb-Si合金的

氧化行为对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永帅 2017904659

杜珂

/2017900716

,张帅

/2017904677

,程嘉甜

/2018902057

,谭雅松

/2019902227

孙志平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以Nb-Si合金为研究对象，进行Nb-Si合金表面激光

重熔；研究其高温下的氧化行为；重点关注重熔后合金的

抗高温氧化性能、氧化产物的种类、氧化膜的组织与形

貌，并将激光熔凝合金与铸态Nb-Si合金进行氧化行为和

氧化机理的对比研究。为获得综合性能良好的Nb-Si合金

奠定基础，对于开发高性能的高温结构材料提供指导。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51

电镀法制备SOFCs合金连接体

（Cu、Mn）3O4尖晶石涂层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凯 2017904657

张博

/2017900410

,马祯

/2017905555

,程珮婕

/2019905738

张勇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拟以（Cu、Mn）3O4尖晶石涂层为研究对象，采用

电镀法制备（Cu、Mn）3O4尖晶石涂层，揭示制备尖晶石

涂层的最佳烧结温度以及涂层保护合金高温氧化过程中涂

层与基体间的界面氧化机理。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52

C/(C-SiC)n复合材料的制备

、 

  

  

   微观结构设计及抗氧化性

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童 2018904312

卿馨瑜

/2018902409

,郑斌

/2018901326

,金辰皓

/2018903279

,吴祉若

/2018901212

贾研 讲师 0804

本项目拟采用CVI工艺在C/C复合材料中构建(C-SiC)n结

构，即制备多层结构C/(C-SiC)n复合材料，并从优化复合

材料制备工艺、微观结构设计两方面入手，提高复合材料

的抗氧化性能。该项目不但对推动C/C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

领域的深入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新一代热结

构/热防护材料的研制与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53

 多重刺激响应性智能变色材

料及器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豆祥云 2018902056

苏丁畅

/2018905761

,张霄喆

/2018903896

晏妮 讲师 0804

本项目拟制备侧链含硫紫罗精的聚合物，引入对温度敏感

的聚合物基元，制备具有光、电、温度敏感的变色材料，

通过相应的制备方式，制备多重刺激响应的功能器件，并

深入研究其电致变色、电致荧光变色以及温敏性变色器件

的性能，为后续的实际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54

高熵合金增强钛基复合材料的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姝瑢 2018905699

王梦园

/2018905620

,陈思颖

/2018903072

,赵童

/2018905683

,叶凯鑫

/2019903275

袁战伟 副教授 0804

本次实验选用纯海绵钛(99.9%纯)粉末作为复合材料的基

体，采用不同体积百分比的Alх CoCuFeNi HEA粉末颗粒作

为增强相，利用热压烧结工艺制备高熵合金增强钛金属基

复合材料，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55

“纳米晶/非晶”双相合金微

观结构与力学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武文璐 2018905644

时宁

/2018900616

,黄燕

/2018900516

,林晓禹

/2018900976

,李有福

/2018900004

虢婷 讲师 0804

  纳米金属薄膜材料因其独特的力、磁、电、热等综合性

能而被广泛应用于微电机系统和微电子领域等新兴产业，

这些电子元器件结构的微/小型化和高度集成化要求薄膜材

料的特征尺寸减小到微纳尺度范畴，并具有良好的服役性

能。本项目针对单相纳米多晶和单相非晶金属薄膜强度高

而塑韧性差的关键科学问题，拟采用电沉积法在纳米多晶

金属中利用非晶形成能力较高的合金元素诱导“纳米晶/非

晶”双相合金的产生。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56

基于有限元模拟的纤维增强塑

料复合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春红 2017902425

魏祖春

/2017905552

,黄图

/2018900515

,牙典娜

/2017901122

张学敏 副教授 0804

针对纤维增强塑料复合管从运输安装到服役期间面临不同

的载荷作用以及性能测试工作量大、成本高等问题，采用

有限元模拟分析法探究了复合管的承压性能、拉伸性能、

弯曲性能以及扭转性能，并建立起管道生产工艺参数与其

性能之间的关系，优化纤维增强塑料复合管的生产工艺，

为复合管的生产以及使用提供科学指导。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57

铝合金表面复合镀镍前处理工

艺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屈尚坤 2018905637

高洋

/2018901208

,李帅奇

/2018902780

,高丹蕾

/2018905607

,李华然

/2018905654

田晓东 副教授 0804

通过电镀的方法，尤其是复合电镀技术，可在铝合金表面

沉积高硬度、低摩擦的耐磨复合镀层。本校的研究人员通

过在Ni-SiC复合镀层中添加MoS2微粒形成Ni-SiC-MoS2复

合镀层，以增加镀层的自润滑性能，降低镀层的磨损速率

、延长其使用寿命。在研究过程中发现，Ni-SiC-MoS2复

合镀层与基体结合情况不稳定，镀层和界面出现裂纹的几

率较高。基于此，本项目提出研究Ni-SiC-MoS2复合镀层

的前处理工艺。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58

铋基化合物对锌离子电池长循

环寿命的提升与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俊 2018905682

马喆凡

/2018902690

,张雨鹏

/2019902919

,王旭强

/2019902611

苟蕾 教授 0804

二次中性水系锌离子电池由于高安全、高容量、宜组装、

低成本和环境友好等优势，在储能设备中有巨大应用前

景，其性能提升是研究关键。针对目前锰系材料循环性能

差的问题，本项目采用含铋化合物对锰系中性系锌离子正

极材料进行改性，从而提高材料循环性能。通过对比实

验，获得最佳电化学性能材料的改性方法、工艺及参数。

通过电化学测试和表征手段探明Bi2O3对循环稳定性的提

升机制，为水系锌离子电池材料的设计、开发和应用提供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59

脂肪酰胺类沥青乳化剂的合成

及其在道路养护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佳音 2018901201

方晓晨

/2018903068

,罗帅

/2018905622

,杨本一

/2018903889

,陈慧平

/2018901613

高莉宁 教授 0804

目前应用于道路养护的沥青乳化剂存在一些问题，如价格

较昂贵，制备过程复杂，对不同沥青或不同集料使用效果

差异大，慢裂快凝效果不佳等。因此研究适用于路面养护

的慢裂快凝型沥青乳化剂具有较大的意义。本项目从沥青

乳化剂的分子结构考虑，选用不同脂肪酸和不同的多乙烯

多胺合成沥青乳化剂。通过复配研究，期望获得合成工艺

简单、价格便宜、综合性能突出的复配型乳化剂，并在高

等级高速公路养护微表处技术中有良好的使用效果。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60

“数字化”垃圾：从硬到软，

垃圾需要智慧新高度

                         

 ——以西安市垃圾治理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滑一凡 2018902726

李志峰

/2018903101

,谢宇歌

/2018903633

,石昕炜

/2018904578

,鲁镓睿

/2019903418

刘兰剑 教授 1204

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市为目标案例，在论证“垃圾全生命周

期智慧管理”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后，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分析在智慧城市背景下西安

垃圾治理的现状及实际成效。在此过程中，将智慧管理作

为关键点，探讨该市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并就此进行要素

分析和问题成因。同时在采用经验总结法充分分析其他地

区多个案例的基础上提出“垃圾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的

实现路径，促进智慧城市的建设。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61

基于深度学习模式下的人工智

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玉 2017901174

董翌

/2017901802

,邹昱

/2017902877

,蒋铖煦

/2017903662

,周小娟

/2018900604

刘志 教授 0301

全球产业界已经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引领新一轮产业

变革的重大意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把发展人工智能技

术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为了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运

用法律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提供保护十分必要。大数据时

代，如何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是无法回避的问题。针对这

一问题做出回答，则需要对人工智能的法律属性、生成物

的可著作权性以及生成物的权利归属设计进行系统研究。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62

大学生社会化阅读平台持续使

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超 2017901179

张萌

/2017903074

,郗钰

/2017901126

,苏悦

/2017903382

,杨泽楷

/2018904615

苏蕾 副教授 0503

传播媒介的变革，催生出新的阅读方式——社会化阅读，

即以微信读书、豆瓣读书等社会化阅读平台为媒介，以读

者为中心、鼓励读者互动的阅读方式。研究将在调研大学

生使用社会化阅读平台现状的基础上，从接触动机与感知

价值两个维度，创新地采取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方法探究大学生社会化阅读平台持续使用意愿

的影响因素。此项研究成果将对促进高校学生社会化阅读

行为以及对社会化阅读平台制定发展策略兼具理论意义与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63

先进复合材料低速冲击响应及

冲击损伤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宏宇 2018902963

刘欢

/2018902744

,杨琛

/2018905707

,徐清玄

/2018902015

,王劲松

/2018902745

拓宏

亮,尹

冠生

讲师,

教授
0801

建立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低速冲击三维有限元模型，采用

Hashin准则预测纤维和基体损伤，研究不同冲击能量下的

冲击响应和冲击损伤，同时进行试验验证，研究其损伤机

理，为先进复合材料的抗冲击性能优化提供理论基础。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64

交通网络中连通顶点覆盖问题

的算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起鹏 2019901522

胡森贵

/2019901986

,朱悦

/2019901011

,王红强

/2019903764

李玉

超,张

引娣

讲师,

教授
0701

每天有无数汽车行驶在城市的道路上，因此需要在路口安

装摄像头来监控交通状况，而如何选择合适的路口，以最

优的策略来安装摄像头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65

高阻尼支座在桥梁抗倾覆稳定

性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建军 2018903557

马建军

/2018903557

,陈一凡

/2018901215

,张少颖

/2018905710

,段鸿斌

/2018902958

,余欢

/2018905892

袁振

圣,张

宏

讲师 0801

为了研究高阻尼支座的抗倾覆性能，以某高架桥为研究对

象，利用时程分析方法，结合ANSYS有限元计算，对采用

不同支座桥梁的抗倾覆性能进行对比分析，得出高阻尼支

座在桥梁抗倾覆稳定性中的作用特性。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66

基于阻尼橡胶和空气弹簧的防

撞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和英鹏 2018901838

袁由超

/2018903199

,王富丽

/2018903939

,孙家鸣

/2018903984

赵建

华,石

晶

讲师,

副教授
0801

本装置包括外部高阻尼多孔橡胶耗能装置，中间层空气压

缩弹簧耗能元件及内层承载力杆三部分，主要应用交通领

域。当车

辆撞击到该装置时，橡胶变形和空气弹簧压缩消能能量，

减小冲击力和动能，保护人员和车辆安全。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67

基于波纹管发声的瞬间强风检

测及预警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莎莎 2018900120

刘蒙蒙

/2018900065

,李皖

/2018905865

,赵云飞

/2018901355

,杨馨怡

/2018905702

徐春龙 教授 0702

本项目依托于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CUPT）第三题，

拟进行实验研究和软件模拟，进一步探究波纹管发声原

理，基于此发声原理，应用上述实验分析结果，自主研发

瞬间强风检测及预报装置，并进行实际应用。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68

基于风洞试验的单主缆悬索桥

的风振控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朴 2018900295

杜烨

/2018900293

,肖嘉昕

/2018900277

,胡晨龙

/2018900060

,边博涛

/2018900294

李宇 副教授 0810

虎门大桥悬索桥结构近日在一定风速下主梁发生周期性规

律竖向振动，对于悬索桥，桥梁抗风稳定性尤其需要关注

。为了确保大桥施工阶段和成桥阶段的抗风安全以及运营

期的舒适性，本项目主要针对单主缆双分离式箱形悬索桥

的这一特殊桥型，通过开展一系列节段模型的大桥抗风试

验，详细研究各种气动措施对于此悬索桥的涡激振动性

能，并提出优化措施。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69

基于IPP 图像处理的粗集料棱

角性评价及其对沥青混合料高

温性能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宇航 2018900306

冯豪杰

/2018900305

,王琛

/2018900290

,刘龙飞

/2018900300

,陈家权

/2018900304

汪海年 教授 0810

沥青混合料是以粗集料颗粒作为刚性固体、沥青材料作为

胶结体的典型多相体复合材料，从体积构成看沥青混合料

中绝大部分为集料，约占总体积90%，而粗集料的三维形态

特征对沥青混合料的路用性能有着重要影响，所以亟待提

出能最真实有效的表征集料形态特征的定量评价指标，从

而更好地指导实际工程。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70

"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高校文

化创意产品开发对高校形象文

化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丹妮 2018900114

黎正德

/2019903417

,高梦柯

/2018905706

,李智勇

/2019903328

,袁燕

/2019904280

张萌 讲师 0503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正以强劲的势头在我国发

展。本研究课题针对“文化强国”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推动高校品牌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调研，旨在寻找

兼具实用性、功能性、艺术性、创新型、纪念性的校园文

创产品，进一步营造校园文化氛围，提升校园文化品位，

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使以一种新的形式进行传播, 更使传

统文化得以再次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促进优秀文化的

传承。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71

基于纸牌飞行的刚体稳定性及

其运动方程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金成 2018900132

汪子睿

/2018900140

,邵进

/2018900122

,王耀鹏

/2019900034

,王品

/2019900064

王凤

龙,王

真

讲师,

副教授
0702

项目主要致力于研究在流体环境中的纸牌飞行问题，对具

有6个自由度的刚体动力学进行建模，分析其刚体稳定性及

运动方程。项目的目标是对于扑克牌运动有一个定量的解

释，对牌承受的力、力矩等有一个明确的解释说明。得到

综合考虑流场、升力、阻力、重力等的复杂条件下的运动

微分方程组。为薄板刚体稳定性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72

健康中国小分队：“长大——

商南”体育帮扶的“五进”模

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陆辰洋 2018900635

张明智

/2017900006

,付雨茹

/2019901046

,曹肖庆

/2019900102

,王勇

/2019900003

杭兰

平,康

冬

教授,

讲师
0402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本项目“健康中国小分队”以乡

村振兴为目标设计，将体育帮扶纳入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和

工作体系。推动体育工作与帮扶工作深度融合，实现原贫

困地区脱贫后的成果巩固。依托长安大学对商南县的扶贫

合作经验积累，以“体育文化、体育健身、体育设施、体

育赛事、体育旅游”进农村为“五进”模式框架，为体育

事业主动融入商南社会发展贡献体育智慧、体育力量。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73X

齿科钛合金抑菌涂层材料成套

解决方案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赖玉培 2018900517

李满强

/2018905680

,冯萌萌

/2018905617

,刘香伶

/2019900534

,傅俊杰

/2018900466

陈永

楠,郝

建民

教授,

教授
0804

基于国内牙植体市场需求量大，价格昂贵且有术后感染风

险的现状，本项目主要通过对钛合金进行微弧氧化处理，

使在钛合金表面原位生长一层内部结合紧密外部多孔的含

有钙磷化合物的生物陶瓷膜，从而获得生物相容性好且具

有优异抗菌性能的齿科医用钛合金材料。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74X

“西小安”文创手礼创意有限

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承洋 2018905639

汪寒辰

/2018905766

,刘悦

/2018905678

贾侃 讲师 0804

为了响应国家脱贫攻坚号召，我们团队围绕西安周边贫困

地区特色文化资源与产品资源，通过打造标志文化品牌“

洋小县”，对上述资源进行大胆而合理的使用，将古都文

化融入对特色农产品等周边贫困地区特色产品的包装加工

和销售中，最大程度上发挥周边贫困地区文化产业等发展

优势，带动周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75X

农村混杂废塑料免造粒直接成

型托盘的高值化应用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许巍 2018903488

吴涛

/2018905605

,关婉晴

/2017903269

,李一萱

/2018905647

,肖晨瑶

/2019905770

晁敏 副教授 0804

通过自主研发的废旧塑料免造粒直接成型技术将托盘从生

产到回收的弱势性能进行优化处理。保证国家标准化托盘

要求前提下，进一步优化产品性能，并致力于提升产品的

环境亲和力，从产品的原料采取、材料加工、产品成型、

废旧产品的回收等方面提升产品的环保性和循环性。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76X

绿源材料环保技术研究有限公

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吉雪丽 2018905619

李美彦

/2018902941

,李欢

/2018901524

,秦雯

/2019905736

,冯瑞霞

/2019904300

李红伟 讲师 0804

针对我国的汽车回收利用水平低效的问题。本项目以汽车

金属材料回收技术为核心竞争力，通过研究车用金属材料

的成分，种类，可循环利用性，以及回收可行性，积累和

整理相关的数据并提供经济技术报告，为汽车工业材料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技术手段，为政府的汽车、环保等

产业决策发展提供评价工具，为汽车产业链企业满足环保

要求提供技术咨询、技术合作开发、技术转让等，为环保

组织、基金等提供技术报告等。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77X

“三一博士”视频科普公益项

目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杨屹绵 2018905970

陈芳熔

/2018903113

,张兢宇/ 

2019904792

,刘继超 

/2019904756

薛恒潇 讲师 0818

“三一博士”视频科普公益项目是在国家全民科普和扶贫

攻坚背景下提出的公益项目，项目依托“三一博士”科普

账号，通过招收与培训高校及行业专业人才，创作兼具专

业性与可读性的优质科普类视频，孵化二级IP，扩大影响

力，升级规模，进而引导科普创作方向，营造良好的科普

环境，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同时项目也致力于公益帮扶，

共三阶段的知识下乡活动将线上线下相结合，为贫困地区

的人民带去科学知识、生产技术等，助力国家扶贫脱贫。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78X

基于纯电动汽车整车热管理系

统的控制策略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樊鑫鑫 2018900789

李一鸣

/2018902043

,胡待方

/2018904130

,乔治

/2018900795

,杨润基

/2018904777

马菁 副教授 0805

目前国内对于纯电动汽车冷却系统控制方式的研究还较

少，常用的控制方式为开关式控制、多档位控制以及 PID 

控制。我们将在满足纯电动汽车动力总成温度控制要求的

前提下，研究动力总成冷却系统能量消耗最小的控制办

法，设计一个新型的热管理控制系统。并将其与采用开关

控制和采用PID控制的热管理系统进行对比。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79X

基于3D打印技术的教学用具的

设计与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田鑫 2017902036

王浩

/2018904412

,田佳

/2018902298

,曹泽

/2018904743

,姜沅辰

/2019904077

罗耿,

孟德安

讲师,

讲师
0818

本项目包含如下研究内容：构建教具三维模型数据库、研

究教具高精度、快速3D打印技术、开发教具在线定制服务

管理平台。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80X
铭心科技—智能安全带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嘉胜 2018904755

滑一凡

/2018902726

,段继铭

/2018900504

张韡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的智能安全带利用物联网传感技术，打破了传统采

集生命体征的方式。通过内置传感器，可以对使用者的基

础体征包括心率、呼吸、体动等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分析

统计、异常提醒等功能。该智能安全带适合于驾驶者、高

空作业者以及老年患者等相关对象。体征数据还可以分享

给医院各信息系统，为临床科室的教学科研提供数据支持

。目前市场上亟需一款能有效保护驾驶人员、作业人员和

老年人的穿戴式设备。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81X
秉均持轴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祥玉 2018903016

毛帅

/2018904794

,高畅

/2018900036

,王瑞昌

/2019903986

李猛 讲师 0802

航空滚动轴承作为航空飞行器的重要支承零件，工作转速

较高，极易发生轻载打滑现象，轻则造成轴承早期失效，

影响轴承的正常使用寿命，重则造成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

。本公司基于国际最新的滚动轴承超声无损检测技术，研

发与优化高速航空轴承保持架转速超声检测仪来解决打滑

研究中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和预防事故发生。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82X
Perabin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泽宇 2019905047

赵雅婷

/2019900519

,何浩然

/2019901160

,李学海

/2019902428

孟夏薇 讲师 0802

Perabin是一种立体、安全有效的管理方式，其借鉴并改

进了荷兰的自行车管理方式，设计出拥有前后槽的单元格

和机械运输装置的自主停车装置，用户可通过APP进行存

取，缴费。该装置结构简单，造价低廉，维修方便，同时

可以最大化的利用空间，提高自行车存储的安全性，促进

自行车绿色出行的发展。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83X

Ace-VCR--打造性价比最高的

大学生专业媒体制作服务新标

杆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于海云 2019903609

滕飞龙

/2018900603

,李皖

/2018905865

,王雪莹

/2018905851

,李泽巍

/2019903612

王丽萍 

夏明学

讲师 

讲师
0503

在短视频行业兴起的大背景下，我们团队面向高校、个人

企业等受众群体，提供性价比最高的VCR服务，当下，我们

的项目已经取得初步进展，创造出了很多优秀的代表作

品，采用专业技术，保证产品质量，力求在当下能够弥补

市场这方面的缺陷。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84X

“益易”校园二手交易APP项

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康佳园 2017904635

李丹阳

/2017905255

,覃嘉贤

/2017900592

,杨静

/2018903873

,高奇琪

/2019903693

房路生 讲师 1202

“益易”是一个针对于大学生建立的二手交易平台。当下

购物环境中，闲置物品的增多使得二手市场的出现和发

展，但现存大型二手市场的问题较多，对于没有经济能力

的大学生并不十分友好方便。为了有效处理这些问题，“

益易”将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校园二手交易平台，为大学

生的二手交易提供更有保障的市场，也为闲置资源的有效

利用尽一份力。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85X
时间管理习惯养成小程序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白婧薇 2019905152

赵培杰

/2019901367

,于林冰

/2019903611

,张文涵

/2019904102

王丽萍 讲师 1201

据调查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了99.3%，而网民职

业占比中学生群体最多。根据我团队所做的问卷显示，近

半被调查者没有利用好时间的原因是“没有努力的动力”

。市面上也有多款类似app，但均没有激励用户持续使用、

养成习惯的能力。为了让青少年群体有更好的时间管理计

划充分利用时间，合理安排工作，提高学习、工作效率，

有更充实的大学生活，我们开发一款科学且人性化的小程

序，帮助大学生培养自觉意识，学会如何规划时间。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86X

益升云志愿——基于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的志愿信息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若云 2018903149

张豪轩

/2018902345

,蔡雪琪

/2018901684

,张耀中

/2018901178

,吴卓文

/2018905440

王芳,

马飞

高级工

程师,

教授

1201

益升云平台致力于通过大数据分析拟合而形成的人物画像

判定不同用户的性格与兴趣倾向，同时与智能分析平台合

作获取学生的在校学业水平数据，进行多维度评估后根据

自研推荐算法向考生推荐合适的专业信息介绍与院校详细

信息，并辅以交流论坛讲座和定制的专家咨询系统，对考

生的专业和职业选择提出更加科学的建议和指导，大幅度

提高学生的专职业了解程度，增大选择范围，进而改善我

国毕业生“盲目跟风选择未来”的现状。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87X

视觉装饰-”一站式“DIY在线

装修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周明珠 2019903190

张敏

/2017905218

,郎丰伟

/2017904023

,马睿

/2019904404

,徐卓

/2019902458

史金召 讲师 1201

该项目旨在为用户提供“一站式”DIY 室内装修设计方

案，同时着力解决“装修全生命周期”内产生的供需匹配

、余料处理、社区互动等多样化需求。这是一个便捷且专

业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设计出心之所向的室

内设计方案，同时能够信任平台内所提供的专业建议进行

调整，最终通过平台联系装修公司以及建材家居公司进行

装修。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88X

基于身体指标实时监测技术的

大学生体测保护手环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子函 2018905038

王欣媛

/2018905059

,哈海翔

/2018904532

,毛荔瑄

/2018901349

,于成城

/2018904061

徐晟 讲师 0807

本产品是一款针对于保障大学生体测安全的手环。在技术

方面目前主要需求搭载实时测量心率和血氧浓度技术.其必

要性其一在于国家对于大学生体测要求严格，大学生在日

常生活运动量不足或者体测身体状态不佳的情况下对于大

学生的生命健康的保障；其二在于手环市场上虽然普及，

但是大学生并没有完全普及，再加上市场上手环功能繁

多，成本高昂，没有体测安全性针对性。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89X
万户通-社区生态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聂剑飞 2018902268

周一鸣

/2018905012

,司科为

/2018903291

房路生 讲师 1202

“万户通”——社区生态APP结合业主-物业-商户，利用

业主对社区经济的诉求和物管公司先天性的围墙优势、客

源优势、客户信任优势，以给物业公司提供服务为切入

点，加速打通这一流量巨大的业主市场，提供平台供业主

整合自己的生意和资源成为商户，以业主所居住的小区为

中心辐射到社区周边的企业和商户，加快本地O2O的发展，

进而打造一个完整的社区商业生态闭环。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90X

基于智能自然语言系统的交互

式商业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雷萌萌 2018905868

褚星波

/2018902714

,张智超

/2016902664

金栋昌 副教授 0809

智能语音在人工智能产业中产业化相对成熟，产业规模较

大，全球及国内智能语音市场规模仍然会保持快速发展。

网络购物以其独有的便利性、普惠性，对实体商铺造成了

巨大的冲击，整个行业进入了成熟期之后逐渐步入新业态

。

Live2D技术相对于真正的3D模型，可以更好地还原手绘风

格。在当今市场上具有非常高的应用度，让智能系统更加

生动化。

根据团队调研，约七成受访者表示希望有沉浸式的购物体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91X

哎呦-基于红色旅游的脱贫“

金饭碗”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周大朋 2017901229

徐佳佳

/2018902525

,张婧

/2018900469

,贾梦瑶

/2018905066

,李佳欣

/2018904178

夏明学 讲师 1209

哎呦项目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的业务包括了消费者旅行线路

的定制、景区产品的线上销售、3D云观览服务、志愿者招

募培训、客户服务等多项内容，在红色文旅市场需求增大

、国家大力支持红色文旅发展的背景下，抓住先动优势，

以优良的旅行产品博得用户的喜爱，并通过旅游业带动农

村产业发展与地区脱贫，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高知名度与

社会效应，从各个方面入手吸引游客。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92X
“长安灯”扶贫助农公益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吕炯颖 2018903776

郝睿

/2018903773

,何健乐

/2018905260

,马菁一

/2018903508

,王欣悦

/2018900638

和洁 副教授 0806

 为响应国家扶贫助农相关政策、帮助贫困大学生减少生活

负担，本团队特推出帮助大学生兼职家教、搭建大学生扶

贫支教实践桥梁、收集闲置物品捐赠给贫困地区、帮助贫

困地区销售土特产等众多功能为一体的扶贫助农公益平台

。本项目平台系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系统前端为家教市

场、社交圈子、社会实践等功能页面组成，主要运行于不

同类型人群的手机端；系统后台功能为数据管理与信用评

价。平台采用腾讯云开发技术。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93X

“友灵”校园信息共享与需求

交互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何健乐 2018905260

尹晓博

/2017902132

,张桃靖

/2018902560

,王镯樾

/2019902196

刘鑫一 副教授 0809

校园、社区等拥有一些共同属性的人群，个体之间难以实

现信息互通或缺少完善的信息互通秩序。当前同一群体的

信息发布与共享主要还是通过QQ群、微信群及公众号等方

式实现，但此类方式存在信息时效性难以保证、信息分类

不足、难以筛选和检索等问题。项目主要利用微信的用户

基数及微信小程序已经较为完善的开发流程和功能体系，

以开发并上线小程序的形式，为同属性群体提供信息发布

与共享平台，从而促进同区域或跨区域的快递、文件等实

物的送取、代购等个体间的互助，实现全民可参与的“点

对点”的服务供求对接。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94X
造梦工厂——虚拟实验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姚昱辰 2018903810

苏智聪

/2018902603

,张坤

/2018900371

,李昕楠

/2018904122

李萍,

李同录

副教

授,教

授

0814

虚拟实验平台的搭建与虚拟实验项目的开发与设计，应用

Unity3D、有限元等技术实现实验虚拟化，同时保证数据

的真实性，此项目倾向于校企联合，实现资源共享化，为

有需要的虚拟实验项目开发者提供便捷的资源获取方式和

有力的帮助。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95X

毕业季市场开拓者-西安刚毅

坚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徐荣堂 2018901914

鲁镓睿

/2019903418

,潘贝贝

/2019901100

,魏凯

/2019901961

,郝凌艺

/2019901101

丛铭 讲师 0503

本公司致力于打造一个高性价比便捷、实用、符合毕业生

真实拍摄需求的毕业季服务平台，我们通过在校内招募短

中期摄影师、后期处理人员、服装配送管理人员等工作人

员，租赁服装、道具、器械等资源，充分发挥公司的平台

的共享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大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

率，完成：客户线上或线下下单→前期服装道具准备→中

期拍摄→后期处理→成品交付顾客 的运营模式。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96X

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陕南地区

农村住宅适老化改造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黄锶仪 2018901198

张怡然

/2018901198

,王洁茹

/2018901513

,何显

/2018905587

李凌,

余侃华

讲师,

副教授
0828

陕南地处秦巴山地核心区，社会经济相对落后，中青年外

出务工人数多，许多乡村住宅空置或仅为留守老人居住。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陕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建筑特征、

生活习惯等方面深入调研，找出当前陕南村镇住宅在居家

养老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

经济性和美观性为前提，从专业角度提出陕南村镇住宅的

适老化空间设计与改造方案，形成一套具有较强操作性和

适用性的改造与建设模式，用于指导当前陕南村镇住宅的

改建、扩建与新建活动，大幅提升当前陕南地区老年群体

居家养老的生活品质。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97X
田野上的思政课堂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刘雨婷 2018903056

马常清

/2019901685

,王子艺

/2018903055

,岳晓燕

/2018902948

,肖燚宇

/2018901750

黄蜺 教授 0301

在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过程中，学校、家庭、社会都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受各种因素影响，落后农村地区中小学生

思政课教育资源匮乏，需要借助社会力量来推进思政教育

工作。大学生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进行线上思政课反哺，不

失为大中小学生思政课一体化互助模式构建的有效途径。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98X

“职为你”共享云平台服务项

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德瑶 2018900724

贾晰雯

/2018901506

,贾雯斐

/2018904617

,李家宁

/2018904595

,石雨萌

/2018900405

王东,

王飞

讲师,

讲师
1208

“职为你”共享云平台作为一款新型学生就业云平台，致

力于为长安大学毕业班学生打造简易、可信、方便的招聘

信息平台，为学生离开校园，实现经济独立提供第一机会

。“职为你”共享云平台服务项目以为长安大学在校学生

提供全方位的就业/兼职优质服务为项目理念，以为学生与

附近企业之间建立一座桥梁，方便学生找到理想中的职

业，同时为将服务目标向陕西其他高校延伸，最后达到服

务全国所有在校学生为最终目的。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199S

基于车联网的实验教学系统研

究
创业实践项目 否 樊华阁 2017904983

王今朝

/2018902051

,殷健元

/2018901848

,王涔宇

/2019900910

,阿力虎龙

/2018903589

韩毅 教授 0802

本智能车辆实验教学平台通过集激光雷达、惯导系统、工

控机（包含can通讯卡）等，通过自主开发的上下位机控制

系统可以开展智能汽车多项实验项目。下位机实现与传感

器的连接进行环境的感知、控制车辆的执行机构、完成与

上位机的实时通信；上位机系统的软件主要是基于可视化

编程软件MFC进行编写，对下位机采集的数据进行滤波和分

析处理、规划智能汽车的行进路径，控制策略、实验车辆

能够完成启停、加速、避障等一系列的功能，达到无人自

主驾驶的行驶效果。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00S

陕西聚麓英才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张展铭 2018901922

崔维秀

/2018903639

,冯青青

/2018902375

,邹煜晖

/2019901251

,潘贝贝

/2019901100

,苗晨宇

/2019902623

段少帅 助教 0503
以自媒体平台为核心的校园文化传播及相关文创产品的设

计营销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01

溶胶-水热法合成钙钛矿高熵

陶瓷粉体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崇琦 2018905686

马喆凡

/2018902690

,陈泳阳

/2018901205

,刘元培

/2018903071

,方舟

/2018900509

俞鹏飞 副教授 0804

当传统材料的发展无法满足各行业日益增长的需要时，开

发新材料变得尤为重要。高熵陶瓷材料由于其“高熵效应

”以及优异的性能，近年来已经成为陶瓷领域的研究热点

之一。本项目拟采用溶胶-水热法，先行制成高熵陶瓷粉体

溶胶，再用矿化剂沉淀得到前驱体，在水热反应釜中进行

水热反应。以钛酸钡为基体，通过改变替代钡和钛的多种

组元，研究反应条件对粉体性能的影响，最终获得高纯度

、小粒径且具有较好分散性的钙钛矿高熵陶瓷粉体。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02

 硼元素对聚合物转化陶瓷结

构和吸波性能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党睿 2018903481

于磊

/2018900049

,刘风梁

/2019902598

,牛晓涵

/2019902601

骆春佳 讲师 0804

采用不同的硼源进行合成，并改变实验中有机硼单体的添

加量得到一系列不同结构，不同硼元素含量的聚合物前驱

体。采用高温热重分析仪、高倍透射电镜、扫描电子显微

镜、X射线衍射仪、电子能谱仪等方法对上述陶瓷进行性能

测试。探究聚硼硅碳烷从有机三维交联网络向陶瓷微晶结

构演变过程及规律，观察复相陶瓷中可能的相畴结构，分

析硼元素对聚合物裂解转化陶瓷的影响以及带来的对陶瓷

吸波性能的改变。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03

基于冷喷涂铜涂层减缓地铁铝

-铜汇流排接触腐蚀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瀚樟 2017900503

陈炯睿

/2017902426

,代甜甜

/2019310204

,赵文旭

/2019900425

,马蕊

/2019902634

邢亚哲 教授 0804

随着性能优良的架空刚性接触网地铁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在使用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为了提高接触网的使用

寿命，需研究影响汇流排-接触线腐蚀的因素。通过冷喷涂

在铝合金表面制备铜涂层来大幅度降低甚至消除连接件界

面间的电位差，进而提高铝铜连接件的耐腐蚀性能。本课

题使用三种不同粒径的铜粉末制备涂层，研究不同粉末粒

径对涂层微观结构和性能的影响。目的是缓解铝铜连接件

之间的腐蚀，提高接触件的使用寿命。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04

树脂/沥青复合氮掺杂多孔炭

的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宗靖山 2017903300

马翔骏

/2017904672

,舒禹锟

/2017902855

,颜唐沣

/2017902974

艾涛 副教授 0804

本研究拟以含氮树脂和沥青为炭材料的起始物，将沥青和

树脂共混固化后，制备成树脂改性沥青。研究不同树脂与

不同种类的沥青共固化后，在碱熔盐活化作用下热解成氮

掺杂多孔炭材料的工艺参数。研究改性沥青热解成兼具软

炭和硬炭优点的复合氮掺杂多孔炭材料的电化学性能，揭

示多孔炭结构与炭电极电化学性能的关系。项目成果为超

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制备提供了新思路，对于提高多孔炭

电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05

基于橡胶粉组成成分的橡胶沥

青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耿海鹏 2018902778

杨慧雨

/2018900864

,陈惠坤

/2018900622

宋莉芳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主要针对公路工程中沥青改性用橡胶粉的质量控

制，拟利用化学分析、热重分析等手段对不同来源的胶粉

的挥发性组分、有机物、炭黑、丙酮提取物、橡胶烃、灰

分等进行定量分析对比，结合胶粉改性沥青的性能，系统

研究胶粉成分对橡胶沥青性能影响的规律，得出影响橡胶

沥青性能的胶粉成分主要指标，从而控制胶粉原材料的质

量，能够判断一种胶粉是否满足道路改性沥青性能指标要

求，可以对不同来源的橡胶粉的质量控制起到指导性作用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06

莫来石改性硅基陶瓷型芯的析

晶机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坤洺 2018903281

高奔

/2018905615

,张恒硕

/2019903747

,张嘉伟

/2019901389

许西庆 讲师 0804

空发动机作为飞机的“心脏”，其发展直接推动着飞机乃

至整个航空工业的发展。推重比（发动机推力/发动机重

量）是衡量发动机性能优越与否的重要指标，而其关键技

术则在于陶瓷型芯的制造.莫来石作为一种优质的耐火材

料，具有极好的热震稳定性、抗蠕变性好、荷重软化点高

等特点[15]，可作为高温稳定相对硅基陶瓷型芯高温性能

产生显著影响。鉴于上述分析，本项目拟研究莫来石粉改

性对氧化硅基陶瓷型芯析晶行为与综合性能的影响。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07

环境友好的荧光分子印迹材料

的制备及性能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珺雨 2018905643

唐艳姿

/2018904219

,李啸航

/2018905767

郑佳红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旨在构建环境友好、无毒、价格低廉的量子点分子

印迹传感器的制备方法；以四环素类抗生素为检测对象，

以ZnO或碳量子点等为基体材料和荧光材料，通过多种聚合

方法制备得到不同的表面分子印迹荧光传感器，并且研究

其选择性识别与检测 TC 的性能和机理；建立在复杂环境

中荧光检测 TC 的新方法；总结各种聚合方法对 荧光材

料结构和性能的影响。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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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塑性变形陶瓷材料的制备与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柏文 2018901202

李可

/2018905700

,齐威

/2018903898

许西庆 讲师 0804

针对陶瓷脆性这一致命弱点，本项目提出一种可塑性变形

的非晶陶瓷材料，以Al2O3-ZrO2-Y2O3体系为研究对象，

利用溶胶凝胶法合成纳米尺度的非晶陶瓷粉体，采用二步

热压烧结法进行成型与致密化，探究非晶陶瓷的热压烧结

机理，获得结构可控的非晶陶瓷致密块体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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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交通的光敏传感器件设计

和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明硕 2018902680

张慧龙

/2018900973

,杜心悦

/2018902420

,章忻宇

/2018906016

段理 教授 0804

本项目首先从丰富的半导体材料中优选成员并以此为基础

设计半导体光敏传感器，进行光电测试并将其应用到智慧

交通传感系统上。在系统中，光敏传感器检测光线变化，

车辆检测模块收集车辆经过信息，采用LED模拟的照明系

统，根据不同环境进行亮度调节以确保行车安全。针对有

无车辆经过、行车数量以及光线变化等问题进行信息采

集，以实现车辆检测和智慧照明，并在某些配套的应用设

施上能够实现更加智能化的控制，体现交通的智慧性。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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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相氮化碳与二氧化钛纳米

管复合材料在光催化降解污水

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含月 2018900980

李佳伟

/2018903487

,易龙斌

/2019904413

,唐菁

/2018902415

魏星 讲师 0804

本项目的石墨相氮化碳与二氧化钛纳米管复合材料有硬度

高、密度低、化学稳定性好以及耐摩擦等优点，主要研究

包括二氧化钛纳米管的制备、g-CN的气相沉积、复合材料

的表征分析、光催化性能的研究评价与影响因素的探讨等

几个方面，将使用阳极氧化法和气相沉积法，在宏观网状

基体上制备有纳米尺寸多孔结构的g-CN@TNTs复合材料。

通过SEM、XRD等检测手段对其表征分析。最后，通过模拟

降解有机污水实验，评价不同制备条件下的g-CN@TNTs光

催化剂的降解性能。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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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压烧结Ti3AlC2/Al2O3复合

材料吸波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猛 2018906019

严军

/2018904318

,董倚辰

/2018902784

,刘佳强

/2018903486

,王文豪

/2019902616

周亮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以Ti3AlC2为吸收剂，以Al2O3为基体材料制备

Ti3AlC2/Al2O3吸波材料。从初级颗粒尺寸和吸收剂形貌

出发，研究初级颗粒尺寸、吸收剂形貌和组分含量对

Ti3AlC2/Al2O3吸波材料微观结构的影响规律，建立不同

微观结构吸波材料的制备方法。在此基础上，研究吸收剂

形貌、初级颗粒尺寸和组分含量与涂层电磁参数和反射率

的关系，发现Ti3AlC2/Al2O3吸波材料电磁波吸收性能调

控机理，为制备性能可控的复合吸波材料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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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参数及元素微调对激光立

体成形IN718高温合金的显微

组织结构和力学性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红伟 2018900337

张孟延

/2018900621

,张洁

/2018902779

,李梦阳/ 

2018903275 

,钱宗豪

/2019901556

李尧 讲师 0804

IN718合金已成为航空发动机领域应用最广泛的镍基高温

合金材料。通过对IN718合金的成形工艺及其相关参数的

优化、合金成分的调控以及微观组织演化的研究，得到性

能更加优异的合金，进一步扩大IN718合金的应用范围具

有重大战略与经济意义。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为（1）

IN718合金激光熔覆区和热影响区微观组织演化规;（2）

IN718合金熔覆层和热影响区内缺陷演化的定量研究;

（3）IN718合金试样的力学性能的定量研究。拟解决的关

键问题为工艺参数对熔池及热影响区微观组织的影响以及

Ti含量对合金力学性，从而进一步扩大IN718合金的应用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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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钛纳米管的制备及其NO

降解性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郎磊 2018906020

孟宪宇

/2018901288

,张景怡

/2018902767

,王磊

/2018900978

夏慧芸 副教授 0804

 本课题拟采用水热法制备一种具有高比表面积的TiO2纳

米管（TNs）。采用X射线衍射仪（XRD）、扫描电子显微

镜（SEM）、透射电子显微镜（TEM）、紫外可见近红外分

光光度计（Uv-vis）和全自动比表面积和孔隙分析仪

（BET）等进行微观表征。进一步的，通过NO降解试验箱

对其降解NO性能进行测试，并通过改变光源的强度分析NO

降解的影响因素。为了保证光催化剂可长效稳定的发挥光

催化降解作用，采用循环降解试验对可见光响应TNs的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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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含量对CoCrFeNiHfx共晶高

熵合金 

显微组织与力学性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浩哲 2018904252

彭昶源

/2018901312

,莫子健

/2018900513

,邹芷芮

/2018900070

,苏兴

/2019900730

艾诚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以Hf含量不同的CoCrFeNiHfx系共晶高熵合金为研

究对象，基于Co-Hf、Cr-Hf、Fe-Hf、Ni-Hf四种二元相

图设计Hf含量不同的CoCrFeNiHfx系共晶高熵合金，先利

用电弧熔炼制备CoCrFeNiHfx系共晶高熵合金，利用扫描

电子显微镜观测CoCrFeNiHfx系共晶高熵合金的显微组

织，再利用能谱仪与X射线衍射法测定特征相的成分与晶体

结构。基于CoCrFeNiHfx系共晶高熵合金的组织特征，测

定CoCrFeNiHfx系共晶高熵合金的室温压缩性能与显微维

氏硬度，揭示Hf含量对CoCrFeNiHfx系共晶高熵合金显微

组织与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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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晶/非晶多层膜界面微结

构调控 

及强韧化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珍颜 2018901950

孔新龙

/2018901438

,徐炜信

/2018901209

,李毅

/2018900989

,林逸鑫

/2018901610

虢婷 讲师 0804

本项目围绕单相纳米多晶和单相非晶金属薄膜强度高而塑

韧性差的关键科学问题，结合纳米金属多层薄膜组元尺寸

和组元成分易控性的显著优势，拟采用磁控溅射法制备一

系列纳米晶/非晶多层膜试样，通过退火工艺调控晶体/非

晶界面成分和结构，探索晶体/非晶界面微结构在塑性变形

中的物主要影响效应和强韧化作用机理，为获得优异综合

力学性能的纳米晶/非晶多层膜的微结构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和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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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超级电容

器的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一桐 2018905618

张璇

/2018902685

,石钰莹

/2018901496

,韩宜均

/2018903897

,陈俊婷

/2018905674

苏兴华 教授 0804

当今能源社会中，储能装置的优劣尤为重要。为解决传统

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活性表面积较低、电极电导率较低、

循环寿命和能量密度等方面性能不足的弊端，本项目以

Co3O4@Ni0.5Mn0.5Co2O4核壳复合材料的合成来制备新型

超级电容器电极，采用水热技术及两步煅烧法，拟将具有

独特核壳结构的Co3O4纳米线@ Ni0.5Mn0.5Co2O4纳米花

刺球(NWFs)直接生长在泡沫镍集流体上，有望提供一种材

料的综合优化策略，推进该材料进一步应用与生产。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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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光体在金相观察中的反光行

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康 2017904669

潘一凡

/2017904654

,杨弘列

/2018900863

,文清雅

/2018900511

张荣军 副教授 0804

金相显微观察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研究金属内部组

织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观察金相组织时选用合适的腐蚀剂

对试样的表面进行浸蚀，使试样表面有选择性地溶解掉某

些部分，从而呈现出微小的凹凸不平。珠光体（P）经4%硝

酸酒精溶液浸蚀后，光学显微下珠光体呈黑色的一团，成

为分辨珠光体与其它组织的典型特征。珠光体作为铁素体

和渗碳体的两相混合物，经过浸蚀后，为什么在光学显微

镜下呈现出黑色（灰色）成为学习过程中的难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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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2010710

218

增材制造技术类型对316L不锈

钢的显微

组织结构与力学性能影响的对

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宇航 2018901521

谢鑫

/2018900339

,原荣峰

/2018901229

,李青泽

/2019904412

,李卓

/2019905731

李尧 讲师 0804

增材制造316L不锈钢具有比传统铸造的316L合金更加优异

的耐腐蚀和力学性能，可制造更加安全的反应堆容器。本

项目拟采用激光立体成形、激光选区熔化和电弧丝材增材

制造技术，通过对比不同制造技术所获得的316L不锈钢的

显微组织结构特点，建立其与力学性能之间的内在联系，

构建“增材制造技术-微观组织结构-力学性能”之间的关

系，同时结合增材制造效率、合金表面粗糙度、凝固缺陷

数量等指标，评估最适合于316L不锈钢的增材制造工艺技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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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储存式常温SBS改性乳化沥

青补料的制备与应用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世豪 2018903892

马振霆

/2018901952

,王玮龄

/2018900390

况栋梁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以环保、高效、快速和耐久的沥青路面薄层罩面材

料的制备与应用作为研究对象，开展可储式常温SBS改性乳

化沥青冷补料的制备与应用技术研究，可延长沥青路面使

用寿命，有效提高路面行车安全性，改善道路行驶质量和

舒适性，大大降低路面交通事故，为行车安全与舒适提供

有力保障；同时SBS改性乳化沥青冷补料在常温即可施工，

节约能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符合国家大力推广的绿色

交通理念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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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胶粉橡胶沥青的微观表征

及低温流变特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哈富贵 2018901708

黄山

/2018906010

,管毓辉

/2019903273

,刘昱梦

/2019905796

,叶凯鑫

/2019903275

常明丰 讲师 0804

本项目通过研究获取异型胶粉橡胶沥青的图谱、微观形

貌，开展微观结构信息及微观形貌的半定量分析，并根据

线黏弹性函数之间的内部转化关系，提出其低温性能的评

价指标。研究成果有利于健全该橡胶沥青的改性机理，探

究橡胶沥青微观形貌演化行为，完善橡胶沥青低温性能评

价体系，有利于拓展异型胶粉橡胶沥青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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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杂不可逆热致变色纳米颗粒

的聚苯乙

烯冷链储运指示标签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明 2018901457

陈铮

/2018901290

,刘建荣

/2018901433

王凤燕 讲师 0804

  本项目将在文献以及前期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利用工作

站对设计的分子进行模拟计算，考察能级、能隙、空间堆

叠方式、键长键角等关键的参数，设计并制备具有不同官

能团的新型不可逆变色材料单体，通过高效分散技术制备

成纳米颗粒并与聚苯乙烯掺杂后制成塑料薄膜，进一步通

过图形和文案设计制成可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冷链储运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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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路面用热电发光颗粒的研

究及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耀华 2018903890

王禧龙

/2018900620

,唐一涵

/2019903277

马晓燕 讲师 0804

沥青路面蕴藏有巨大热能，且这些热能未能得到有效利

用，不仅对沥青路面的使用性能造成不良影响，而且加剧

了城市的热岛效应。不同于以往大规模改造路面发电而对

路面结构造成破坏，本项目利用新兴的热电材料制成微储

能颗粒，形成发光单元体集料，掺入沥青混合料中作为表

处层使用，将沥青路面热能转化为电能，进而转化为光

能，达到白天吸热储存能量、夜晚发光的目的。本项目依

托坚实理论基础和已有实验设备，具备开展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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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柔性显示的聚芳醚荧光

薄膜的制备与性能调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书瀚 2018901527

李晓龙

/2018904221

,曾昌毅

/2018901845

魏俊基 讲师 0804

本项目从分子设计出发，优选合成工艺，制备三种含羧基

的高分子量聚芳醚聚合物。选择所设计制备的含羧基的聚

芳醚腈、聚醚醚酮、聚醚砜作为与稀土配合物复合的基

体，通过简单的离子键合的方式，使稀土离子Eu3+、Tb3+ 

与聚合物配位，制得透明、柔性、荧光颜色可调控的薄膜

材料。通过改变聚合物主体结构、稀土金属离子的比例及

其离子种类来调控薄膜材料的荧光颜色和荧光强度，探究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24

三元锂离子电池的湿法回收技

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仁健 2018905690

何建舜

/2018901515

,张飞雄

/2018905664

,黄浩

/2018903441

,杨淞

/2018905635

田晓东 副教授 0804

近年来，随着锂电池需求量的剧增，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

废旧电池，此时锂离子电池的回收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和

迫切。本项目提出研究三元锂离子电池的湿法回收技术，

通过将电池溶解于酸，然后加沉淀剂析出主要元素的沉淀

物实现回收，该方法具有总回收比例高、成本适中的优

点，通过优化碱浸试剂、酸溶试剂、沉淀试剂的种类和溶

度，以及工艺温度和时间等参数，可有效提高回收效率并

降低废液的排放量，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和经济价值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25

TiAlN硬质涂层的内应力调控

及摩擦磨损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明昊 2018905649

蒲思宇

/2018900440
张龙 工程师 0804

高品质的刀具涂层与涂层的前后处理工序、镀膜工艺具有

密不可分的关系，涂层前后处理工艺对刀具使用寿命以及

加工质量的影响和涂层本身已不相上下，打底层和过渡层

的微结构如何匹配并影响TiAlN涂层的力学性能是优化刀

具涂层的关键，另外，如何调节TiAlN涂层的微结构来缓

释涂层内应力是提高TiAlN涂层质量的重要环节，本项目

将通过基体偏压、工作气压来改变薄膜生长过程中的能量

输入大小，优化涂层应力分布，从而实现TiAlN涂层综合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26

多孔金属-有机晶态杂化材料

的构筑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聂晓双 2018903900

曹海如

/2018900671

,黄宇

/2018902777

,王昊

/2019900406

,赵新颖

/2019902604

李江 工程师 0804

合成氮杂环和羧酸两大类功能基团的芳香族有机配体，利

用上述合成的系列功能配体分别与金属离子中心反应，通

过不同合成方法（一锅法、分步制备等）制备出拓扑结构

丰富、性能突出的微孔MOFs 材料，并进行相应系统的表

征，分析不同合成技术、实验条件对获得材料形貌和性能

的影响，总结内部结构形成规律得出最佳实验参数，最终

达到可控制备 MOFs材料。重点探索影响 MOFs材料宏观性

质的金属中心和有机配体在结构空间的集成方式。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27

基于p-SnOx/n-Ga2O3异质结

的高性能深紫外光探测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继博 2019904173

耿龙

/2019900870

,卢科帆

/2019902226

,尉博洋

/2019902933

,余振发

/2019904169

沈浩 讲师 0804

本项目选取p型SnOx和n型Ga2O3作为研究对象，借助溶胶

凝胶法（sol-gel）开展氧化物半导体薄膜材料的制备研

究，利用现代分析手段对所得薄膜物相、晶体结构和物理

性质等方面进行表征，并通过掺杂、后退火等手段对薄膜

物性进行调控。在此基础上构建得到SnOx/Ga2O3 p-n异质

型结，研究界面结构及内建电势等关键因素对p-n结特性以

及载流子在p-n结界面处的输运特性的影响机制，揭示器件

结构对光电特性的调控规律，并得到高性能的p-SnOx/n-

Ga2O3深紫外光探测器。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28

Zr掺杂KNN基无铅压电陶瓷的

闪烧制备及其压电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常旭雯 2018905641

刘佳睿

/2018903269

,孙星

/2018905673

,辛亚

/2017902524

苏兴华 教授 0804

为克服KNN陶瓷高温烧结的弊端并优化KNN陶瓷的压电性能

。采用离子取代改性、增加第二组元两种方式与闪烧技术

相结合，对电场辅助烧结技术的机理做出理解，探究电场

强度、电流密度对KNN基无铅压电陶瓷的相结构、致密度、

压电、介电等性能的影响。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29
低成本莫来石晶须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弛 2018903280

龚锦云

/2019901309

,田思怡

/2019905713

,张海萍

/2018900698

,周彪

/2019901067

曾德军 工程师 0804

    莫来石晶须作为一种长棒状颗粒，最大的用途在于作

为增强体提高陶瓷材料的韧性。但是高的制备成本，极大

地限制莫来石晶须的应用推广。因此，研发低成本的制备

工艺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项目拟利用粉末冶金知识，研

究低成本Al2O3和 TEOS原料对莫来石晶须形貌和分散性的

影响，利用不同纯度Al2O3和TEOS系统地制备莫来石晶须

。借助材料现代分析方法，分析原料纯度对莫来石晶须形

貌的影响，达到利用原料精确控制晶须合成过程和成本的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30

路用压电陶瓷发电性能的有限

元模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正阳 2018904319

梁思晨

/2018905640

,赵延龙

/2018905677

李辉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基于有限元理论及相关软件（COMSOL），选择几种

PZT陶瓷（如PZT-5A、PZT-5H、PZT-5AJ等）作为研究对

象，研究其在路面结构中的铺设方式，铺埋深度等工艺参

数对其发电性能的影响，最终为压电材料在道路中的应用

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31

石墨烯基电子器件中纳米级介

质层的制备与界面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屈玉丽 2018905625

常希燕

/2018901325

,颜雨欣

/2019902600

,胡红利

/2019904506

樊继斌 副教授 0804

石墨烯基场效应晶体管(G-FET) 具有尺寸更小、速度更快

、能耗更低等优点，最有潜力成为未来纳米集成电路的基

本构成元件。但由于石墨烯的表面化学惰性，在石墨烯表

面很难直接成核和生长出均一高质量的栅介质材料，这限

制了石墨烯基电子器件的性能。为此，项目拟对石墨烯表

面反应界面构建入手，研究石墨烯表面纳米级介质层的生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32

蔗渣纤维沥青混合料耐久性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宇行 2019903756

周浩

/2019900997

,胡宗欣

/2019900539

,张程强

/2019905754

,龙禹成

/2019905787

李祖

仲,虢

婷

副教

授,讲

师

0804

甘蔗渣是甘蔗经破碎和提取蔗汁后的甘蔗茎的纤维性残

渣，是制糖工业的主要副产品，为可再生资源，每生产出

1t的蔗糖就会产生约1t的蔗渣[1]。甘蔗渣的成分中纤维

素为32%~48%、半纤维素19%~24%、木质素23%~32%、灰分

约4%[2]。因此，将蔗渣制成纤维，并将其应用在道路工

程建设中具有可行性。未来蔗渣纤维在沥青路面的应用既

能够满足当前高流量交通对沥青路面的功能性要求，又能

够控制工程成本，有着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

效益和生态效益.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33

氮化碳磷酸银复合光催化剂的

制备及可见光催化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鑫 2017904124

高琦琦

/2018905675

,张熠

/2018901846

,李文雅

/2018903272

,陆昌杰

/2018906011

阎鑫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通过熔盐合成方法对氮化碳的形貌进行调控，从而

制备一种纳米管状的氮化碳材料；其次以管状氮化碳为基

体，通过化学沉淀法将磷酸银纳米粒子复合在管状氮化碳

上，最终形成氮化碳磷酸银纳米复合物，并对其可见光催

化性能进行了测试。通过本项目的研究，可得到具有高催

化活性的氮化碳磷酸银复合光催化剂，在可见光催化领

域，特别是光催化降解有机废水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34

宽温区高稳定性钛酸铋钠基介

电材料的

相结构设计与储能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鑫帅 2018902782

李明翰

/2018901207

,赵坤荣

/2018903921

,覃志旺

/2018903597

,刘扬

/2018902683

李卓 副教授 0804

钛酸铋钠是复合型的ABO3结构弛豫铁电材料，其低的退极

化温度和大的极化强度在大功率器件方面有独特优势，但

由于高的电导率和大的矫顽场以及存在极化滞后等问题，

极大限制其的应用。现拟采用离子掺杂和多元固溶的方

式，通过BaTiO3和BiMg2/3Nb1/3O3掺杂调控NBT陶瓷的相

结构，使具有较高的击穿场强、较大的极化强度、较低的

剩余极化强度和矫顽场，获得宽温区、高稳定性、高储能

和长寿命的无铅介质陶瓷材料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35

g- C3N4 /TiO2复合材料的制

备及其光催化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浩楠 2018905638

赵宝雁

/2018902769

,叶婷

/2018902406

于晓晨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拟将具有合适禁带宽度的g-C3N4与TiO2半导体光催

化剂进行复合，通过形成的半导体异质结构来有效促进光

生电子/空穴对的分离，降低复合几率，从而有效地提高

TiO2材料的光催化性能，以达到高效的降解工业废水及生

活废水的目的。研究不同制备条件，如煅烧温度、时间、

摩尔比等因素对产物的结构、形貌、光催化活性的影响规

律，找出最合适的制备条件，分析光催化机理。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36
聚合物防水水泥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嘉祺 2018905651

杜牧

/2018902686

,闵靖怡

/2018905693

,冯心雨

/2018905611

,连丽香

/2018901611

郑雪萍 副教授 0804

随着人们安全环保意识的日益提高，聚合物防水水泥以使

用方便、安全环保等优势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实际工程当中

。 针对防水水泥的环保、成本低廉、施工方便等优点，本

次研究将对聚合物防水水泥进行防水性和阻燃性进行深入

研究，并进一步对其进行改性，提高其自修复性能，此项

研究将对防水水泥的应用提供更广的前景。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37

基于多孔钛酸钴薄膜的高精度

气敏传感器件的设计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峰骅 2018902774

韩思雨

/2018905665

,李斌

/2019905776

,马姝

2019900731

魏星 讲师 0804

本项目组成员基于自身半导体材料的基础理论与知识，结

合社会实际问题。计划通过合成多孔钛酸钴薄膜，以制备

出一种新型的气敏半导体材料，使其对于酒精蒸汽有着灵

敏的感知度。将其制成的气敏传感器件安置于汽车驾驶员

位置，便可以根据乘员呼吸中散发的酒精蒸气进行判断并

预警。若判定为饮酒驾驶则可自动警报并阻止车辆发动。

以此从根源上杜绝酒后驾驶的出现。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38
磷石膏水泥缓凝剂性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子木 2018901525

孙浩栋

/2018900058

,潘诗宇

/2018901144

,何阜振

/2019901060

,张健搏

/2019903998

郑雪萍 副教授 0804

在磷石膏水泥缓凝剂的研究中，其缓凝机理直接影响其使

用性能、生产成本以及制备工艺的各个环节，因此确定其

作用机理成为了本次研究的关键问题。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39

新型含苯环聚硼硅氮烷结构设

计及其转化陶瓷吸波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柳岸 2018903894

赵佳瑞

/2019905756

,胡妮娜

/2019905460

,石天鑫

/2019904171

骆春佳 讲师 0804

在充分了解PDCs吸波陶瓷的基础上，我们使用聚合物前驱

体法制备新型的SiBCN基陶瓷吸波材料，利用其结构可设

计性、制备方法简单和可降低陶瓷的制备温度等优点，设

计主链含苯环的新型超支化聚硼硅氮烷，通过分子结构中

引入苯环官能团，在聚硼硅氮烷中引入sp2杂化碳原子，高

温裂解得到含有纳米结晶碳介电损耗相的陶瓷基体，通过

结构设计和退火工艺调整得到新型耐高温的吸波陶瓷材料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40

基于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的荧

光探针的合成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若愚 2018905616

曹雅静

/2018905633

,朱小波

/2018901739

,王晗叶

/2019905719

,祁佳敏

/2019905725

李江 工程师 0804

项目立足于有荧光特性的功能性MOFs，用于检测Cu2+离子

和硝基芳香化合物。我们选择合适的功能有机配体，与金

属离子配位，从而制备具有预期结构和性能的MOFs材料；

进而研究功能配体和实验条件对MOFs结构和性能的调控，

总结影响规律、获得可控合成MOFs的最佳条件，最终制备

出具有选择性荧光性能的MOFs材料。同时，根据实际功能

需求，设计制备具有不同形貌和孔结构特点的MOFs材料，

建立材料的表征与评价体系，最终获得能够选择性荧光的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41
透水混凝土透水性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捷 2018905606

丁杰

/2018903194
郑雪萍 副教授 0804

抗压强度和透水率是透水混凝土的两个重要设计参数。在

本实验中，开展了一系列的试验来证明水灰比，骨料、水

泥比对透水混凝土性能的影响。本试验选择的骨料分别为

粗骨料、细骨料、粗细混合骨料，来探究配合比对其性能

的影响，结果表明：透水混凝土的透水性和抗压强度与混

凝土的配合比有关；此外，研究表明，配制的透水混凝土

的抗压强度越高，透水性越差。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42

多预期双向信息交通流模型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江韶龙 2018902698

杨烁

/2018905723

,曹灿培

/2019903785

,王鹰飞

/2018902005

,周艳红

/2018901805

胡彦梅 副教授 0701

在车联网环境下，驾驶员可实时获取网联中多车辆的运动

参数，用以调整自身车辆的运动状态，基于这种协同驾驶

策略，构建多预期双向信息交通流模型，研究交通流的特

性，有助于提高交通流的稳定性，缓解交通拥堵。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43

精神病的遗传影像大数据特征

提取以及特征选择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珂 2018900985

顾文慧

/2018900984

,姚子涵

/2019903509

王凯明 副教授 0701

以高维大数据特征提取以及特征选择的主题，以精神病的

遗传影像大数据为支撑数据，发现解释大脑活动的基因变

异，并研究如何提高精确诊断和预防精神疾病的结果的稳

定性和可重复性。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44

基于粘性流体磁悬浮的动态起

源于稳定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雨 2018902017

阎信辛

/2018900983

,宋玖龙

/2018900062

,杨烁

/2018905723

赵小

刚,侯

兆阳

讲师,

教授
0702

悬浮是一种利用磁场、电场或声场来使物体与重力保持稳

定的机械平衡的技术。这里我们讨论一种新的无源磁路，

使用标准实验室工具悬浮：磁力搅拌器。在特定的情况

下，磁力搅拌器的“搅拌子”在工作时，能在粘性流体中

稳定的上升和悬浮。本研究使用磁力搅拌器，探究“搅拌

子”在粘性流体中动态稳定的原因以及它的运动如何依赖

相关参数，得到相关理论。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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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叶片的主动振动抑

制理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硕 2019903795

杨文发

/2018901837

,郭振中

/2019905810

,袁从敏

/2019901312

,夏雄

/2019901316

张博,

邓庆田

讲师,

副教授
0801

高速旋转机械作为一类典型的传动装置，在航空发动机中

发挥重要作用。为了飞的更高更快更远，设计师对叶轮机

械的输出功率、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叶片更薄，切

线速度更高，服役条件更严峻，发动机在研发、试验和使

用过程中经常因发生颤振或大幅振动导致故障。旋转机械

的可靠性严重影响到整机的性能和使用寿命。设计相应主

动振动控制器，发展针对旋转机械的振动抑制技术，不仅

蕴含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工程应用价值。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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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蛇形冷却通道的旋转叶片

动力学特性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昊楷 2019901313

张壹哲

/2019905990

,李宇燕

/2018902742

,孙东生

/2019904489

,马达

/2018902730

,

张博,

秦于越

讲师,

高级工

程师

0801

高速旋转机械作为一类典型的传动装置，在航空发动机中

发挥重要作用。为了飞的更高更快更远，设计师对叶轮机

械的输出功率、稳定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叶片变得

越来越薄，切线速度越来越高，服役条件越来越严峻，发

动机在研发，试验和使用过程中发生颤振或大幅振动导致

故障的例子时有发生。旋转机械的可靠性严重制约了影响

到整机的性能和使用寿命。应该在叶片复杂动力学特性把

握的基础上，设计相应主动振动控制器，发展针对旋转机

械的振动抑制技术，不仅蕴含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

重大的工程应用价值。该课题会涉及到MATLAB和ANSYS等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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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的广义逆及其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寒 2018902697

尚凡琦

/2018905720

,阮昊桐

/2018903407

,周艳红

/2018901805

刘奋进 副教授 0701

如果方阵满秩那么它一定存在逆矩阵。如果矩阵是长方形

矩阵或降秩方阵，那么它没有逆。Moore-Penrose提出了

矩阵广义逆的概念并给出了广义逆矩阵的一些重要性质。

广义逆矩阵在计算数学、数理统计、系统理论和控制论等

多领域中有重要应用。本项目将研究广义逆矩阵奇异值的

性质及其在图论中的应用。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48

反乌托邦主义对青年主流意识

形态的影

响与解决路径——基于影视传

播的视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纪阳 2018900015

杨云生

/2018900204

,程中良

/2018900145

,唐治豪

/2018900111

,孔健增

/2018900024

黄珞,

何乐

讲师,

讲师
0305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日益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

生的反乌托邦主义已开始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有所冲

击，在青年塑造价值观过程中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就这一问题，本项目将采用文献梳理与调查问卷等方

法，旨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探究相应的解决措

施及应对方法。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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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洞口预警装置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家伟 2019900173

任荣佳

/2019900026

,宋同骥

/2019900122

,孙一鹤

/2019900065

,王宝烽

/2019900094

  邱军

领
讲师 0818

近年来，隧道交通事故频发，本项目基于对隧道进出口安

全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将从隧道进出口过渡段长度，隧

道进出口警示标志及结构物，隧道洞门结构形式等方面进

行调查，研发具有提醒作用的声光预警设施，并开发出相

应的隧道行车安全APP，以此来帮助司机分析隧道交通状

况，减少隧道进出口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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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屋顶多功能除雪装置的设

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鲁俊杰 2018900275

汪子睿

/2018900140

,陈子贤

/2018900037

,苏子硕

/2018900031

,方哲浩

/2018900298

万一品 讲师 0802

家用多功能智能除雪装置，由太阳能电池提供动力，当遭

遇降雪天气，机器检测到积雪厚度达到一定量时会自行启

动，通过机器的除雪功能部分清理屋顶积雪并集中于一容

器内，收集的积雪经过过滤处理装置后，被转化为纯净度

较高的水。对于处理北方屋顶积雪有着良好的作用。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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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设备AED的投放点选取—

—以西安市未央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明昊 2019900041

宋铭达

/2018900035

,陈旭岳

/2019900097

,刘兴源

/2019900037

,郭子卿

/2019900274

包雄雄 副教授 0701

AED，又称自动体外电击器、自动除颤器等，是一种便携式

的医疗设备。西安市内AED仅两台，未大面积覆盖，当患者

病发，不能及时得到救治。

因此本项目以西安市未央区为例，进行人流量及人口密度

调查，利用数学建模及MATLAB语言以确定AED的最佳安置

地点，以保证成本最小下的急救范围全覆盖。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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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非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学

生铸牢中华共同体意识现状与

培育路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浩 2018900141

梁淑娟

/2018900308

,李佳玥

/2019900277

,范志浩

/2019900128

,芮品君

/2019900182

冯迪 讲师 0304

为加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项目聚焦于当前陕西

省内非民族地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从而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处理好

民族关系。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53

基于耐久性的沿海地区混凝土

桥梁使用环境区划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思源 2019900042

李思成

/2019900261

,潘美林

/2019900181

,赵俊颖

/2019900056

,王鹏焜

/2019900061

陈峰 副教授 0810

我国气候多样性特征明显，桥梁结构尤其是预应力桥梁结

构耐久性病害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耐久性病害强

烈的地理环境差异使得进行桥梁耐久性分析和评定时，有

必要根据环境条件的影响程度将全国范围划分为不同的耐

久性环境区域。本项目的意义在于使每个环境区域内都可

以根据其对耐久性损伤的影响特征对桥梁进行耐久性设计

和评定，从而做到因地制宜得采取措施，就能够有效地提

高桥梁的使用寿命，节约大量的维修养护资金。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54
陆壳分异的成因分析及对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孟蕴睿 2018900113

袁刚

/2018900287

,剡旭东

/2018900279

,孟腾飞

/2018900112

赵少伟 讲师 0709

地球是人类居住的场所，其形成和演化与我们的生活紧密

相关，但早期地球缺少坚硬外壳-地壳，它是后期地球演化

过程中形成的，同时出现了上下层的分异。本项目聚焦地

壳形成和分异的机制，了解和探索该机制的具体过程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55
多功能衣物保养仪初步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治豪 2018900111

李晨曦

/2018900013

,孔建增

/2018900024

,张同浩

/2018900025

,赵杨

/2018900200

张贵山 副教授 0817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

也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对衣物的爱惜程度也变得

越来越深。本小组成员针对北方冬季衣服晾晒不干，南方

雨季衣服发霉发臭等问题准备设计一款衣服保养仪，以解

决上述问题。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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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反光材料对隧道照明

节能的设计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少华 ‘2019901459

罗可典

/2019901460

,斯宇航

/2019901461

,高毅鑫

/2019904829

彭余华 教授 0810

本项目结合前沿理论研究基于不同反光材料对隧道照明节

能的设计方案，通过模型模拟公路隧道，改变公路隧道内

壁材质，分析采用不同反光率的反光材料及改变反光材料

的布置位置对隧道内光线照度的影响。使用照度计、行车

记录仪来测量数据，进行图表的绘制，最终分析数据得到

成果，设计出能有效提升亮度、减弱“黑洞白洞效应”同

时节约光照资源的可行性方案。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57

基于BIM技术及大数据应用的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嘉琪 2019901397

何雨轩

/2019901395

,苏浩然

/2019902372

,夏嫣姿

/2019904811

,曹昱杰

/2019902050

卜杉杉 讲师 0818

主要是通过BIM技术对城市地下空间进行合理规划，地下空

间用于建设城市快递集散点以及城市地下专属管道空间，

将遗弃的地下管道用于地下物流运输。利用大数据合理分

析市民需求，根据供需关系及地形特点合理设计出快递集

散中心的位置以及地下管道的布局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58

基于电磁力的固定翼飞行器起

飞辅助装置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祝照阳 2018902441

张昕

/2018903518

,刘宇航

/2018901262

,罗一楠

/2018904671

张艳杰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旨在研发固定翼小型飞行器起飞的电磁弹射辅助装

置，为飞行器起飞提供足量初速度或缩小加速时间，改善

目前固定翼小型飞行器对起飞时所需较长时间和较大空间

加速，并对所处环境要求较高的局限性。适应固定翼小型

飞行器起飞特性，使飞行器可适应绝大多数不良地面条件

下的起飞，并同时降低起飞难度，缩短起飞时间,更好的发

挥固定翼飞行器速度快、抗风能力强、巡航半径大的相对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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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方法的道路裂缝

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欣 2018903910

曹胡杨

/2018904112

,常家瑞

/2018904088

,申泽宇

/2018904090

,赵彦博

/2018902165

冯霄 讲师 0818

本项目在提取道路路面裂缝后，还能够快速、精准地获取

裂缝宽度和裂缝密度等主要物理参数。这些参数是后期道

路裂缝修补必不可少的数据支持。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将在

未来路面裂缝检测中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具有重要的科

学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60

土工格室加筋土结构设计计算

方法探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辰泠 2018902387

周辰泠

/2018902387

,艾奇

/2018903857

,宋紫玉

/2018903849

,冯双千

/2018902655

,仇家烙

/2018904139

宋飞 教授 0810

土工格室加筋土结构在土木工程建设中已有应用，而土工

格室加筋层的工程性状研究非常有限，对土工格室加筋土

结构设计计算方法缺乏系统的研究。本项目围绕土工格室

加筋土结构设计计算方法展开研究，推导土工格室加筋土

地基承载力和沉降计算公式，建立加筋边坡稳定性分析方

法。本项目研究成果可为土工格室结构的优化设计提供更

可靠的依据。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61

海底滑坡诱发极端海啸灾害对

跨海大桥工程              

            影响及风险评

价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奕璇 2018902155

王茜茹

/2018902863

,吴善昊

/2018901332

,邵垚碧

/2018901880

,杨航

/2018900557

王佳

佳, 肖

莉丽

讲师,

讲师
0810

国际上针对极端风事件对桥梁工程结构影响评价研究较为

深入，然而针对极端海啸影响跨海大桥结构稳定性的研究

至今没有引起工程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为此项目开展

海底滑坡诱发极端海啸对跨海大桥工程影响和风险评价研

究，准确评估海底滑坡灾害发生的危险性，基于此探讨跨

海大桥灾害风险的预警机制和应急对策，保障保证跨海大

桥建设和运营安全，具有重要的工程价值和意义。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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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大型地下洞

室开挖围岩片帮破坏预测模型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星潮 2017902248

王孟欣

/2017902075

,吴玥

/2017904839

,牛家祥

/2018902689

,李晓天

/2018902196

刘国锋 讲师 0810

位于山区等复杂地形条件区域内的地下厂房可以不受地表

地形的限制，安全性较高，且受地震与不良天气等外界因

素影响较小，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在硬岩中开挖大型地下

厂房可能遇到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即为围岩的片帮破坏。本

项目基于贝叶斯网络相关理论，根据白鹤滩水电站地下厂

房的开挖施工数据，分析围岩片帮破坏发生的致灾因素及

内部机理，建立贝叶斯网络，以完成多元因素围岩片帮破

坏贝叶斯量化预测模型的构建。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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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碱性溶液侵蚀膨胀土的水

土化学耦合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雨菲 2017902383

马勇生

/2018903566

,陈泊伍

/2018904385

,柳明宇

/2017903825

, 李嘉煜

/2017904853

雷胜友 教授 0810

考虑到实际上不同地区酸碱环境与水土环境的联动变化，

有必要对酸、碱性溶液侵蚀膨胀土的水土化学耦合作用进

行深入研究.探索酸、碱环境对膨胀土膨胀及强度影响规律

和机制, 归纳总结不同PH环境下膨胀土强度与膨胀规律和

变化机理,用土的细观结构来证实膨胀变形机理，并构建化

学试剂的渗入控制方程。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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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背景下公众全过程参与

城市交通建设的方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笑嫣 2018904111

张恒

/2018904089

,袁海燕

/2018906090

 李昕

怡,柏

强

讲师,

副教授 0818

作为城市交通项目的最终服务对象--广大公众全过程参与

城市交通项目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包括微博、微信公众

号、微信小程序等互联网新媒体，能够为城市交通项目建

设的各参方提供与公众沟通的低成本、高效的信息渠道。

项目建设的各个阶段，在新媒体发布对公众有影响和切身

利益相关的项目建设信息，以调查问卷、评论、留言等方

式获取公众的需求和建议，获取的公众诉求将成为项目各

阶段决策的重要依据。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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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中人非共板潮汐区域

的设计与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蕾 2018902446

刘宇飞

/2018900784

,申鑫泽

/2017901716

,葛顺

/2018901341

,马勇生

/2018903566

董治 讲师 0818

为合理利用道路资源，提高慢行交通的通行效率，本项目

基于慢行交通一体化及潮汐车道的设计理念，提出了人非

共板的潮汐区域理论。根据行人与非机动车的时空分布特

性对潮汐区进行配置，以满足其相应的道路需求。以最小

化慢行交通系统的饱和度为目标，相关设计规范为约束，

建立了整数规划模型，并通过分支定界法进行求解，确定

了潮汐区域

的分配方式。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66

重金属污染膨胀土的物理力学

特性及其化学处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刚 2017901812

刘宇飞

/2018900784

,胡一凡

/2018904662

,芦地

/2017904290

,温小宝

/2017900194

雷胜友 教授 0810

为探究重金属污染膨胀土的物理力学特性及化学处理方

法，以重金属离子Pb2+和Cd2+制备污染膨胀土，对素膨胀

土和污染膨胀土进行物理力学试验，对比分析二者物理力

学性质的差异。结合双电层理论和土的结构性，从微观角

度研究重金属溶液与改性剂对膨胀土的影响，由此得出重

金属盐溶液侵蚀膨胀土及改良作用的机理。最后探究不同

改性剂治理重金属污染膨胀土的效果，筛选出高效实用的

改良剂。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67

基于有机蒙脱土改性的抗老化

沥青路面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瑞鹏 2018900919

马锦元

/2018902908

,郭飞扬

/2018906035

,张淼

/2018902640

,邓新龙

/2018905555

冯振刚 副教授 0810

为提升沥青的抗老化性能，使用有机蒙脱土作为沥青插层

剂以提升沥青的抗热氧老化，光氧老化性能，并研究抗老

化性能提升的原因。进而设计出一种基于有机蒙脱土改性

的抗老化沥青路面，并且综合研究该路面的路用性能。以

期改善在我国大范围存在的沥青道路老化状况。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68

基于化学加固法的HEC改良膨

胀土的加固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康南 2018902250

王鹏誉

/2018900043

,聂麒恒

/2018901021

,胡浩辰

/2018905423

,仇家烙

/2018904139

雷胜友 教授 0810

本项目以安康地区膨胀土为试验土样, 通过试验数据确定

最佳HEC用量，建立改良膨胀土自然膨胀率、加荷膨胀率与

HEC用量的理论模型，建立改良膨胀土抗剪强度与HEC用量

的理论模型，建立改良膨胀土压缩模量与HEC用量的理论模

型。并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测素膨胀土与改良膨胀土的

SEM图像，分析土体改良前后的微观结构，探究HEC对膨胀

土改良的加固机理。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69
驾驶应急反应测评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宸辉 2018903123

霍玮玮

/2018902217

,刘腾飞

/2018902222

,陈姝屹

/2018904055

,王舜影

/2019902747

朱彤 副教授 0818

以难以短时间且大幅度提高驾驶人的应急避险能力为突破

口，代替传统单一且低效的经验传授，通过提出基于已有

的交通安全事故场景，开发一套驾驶模拟场景和测评系

统，让驾驶人进行模拟驾驶。驾驶人完成模拟驾驶后，该

测评系统能自动对驾驶数据进行详细分析，对驾驶人的应

急测评能力进行测评打分，并结合交通法规和实际情况提

出适当建议，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提高人驾驶时的避险能

力，对于提高交通安全水平、减少交通事故伤害具有重要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70

MaaS背景下的网约车拼车出行

实时匹配算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荣 2018900908

何健乐

/2018905260

,旷文颖

/2018901746

,闫云翔

/2018900115

,王顺

/2018901899

韩飞 讲师 0818

将MaaS（即以乘客为中心的门到门高度整合的一站式出行

即服务,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模式的一部分

特性融合到网约车出行模式中，研究其出行特征、服务过

程和路径优化方法，最终得出对网约车拼车出行的实时匹

配问题的研究结果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71

基于海量低频GPS数据的干线

交通协同控制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姜会 2017900106

刘子逸

/2017900084

,梁淑娟

/2018900308

,韩韵兴

/2018900064

,邵进

/2018900122

李岩,

丁玲

教授,

讲师
0818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本项目致力于利用海量的交通大

数据和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商业运营车辆的GPS数据，可

提供实时的道路上的运行时间等信息，根据交通流状态进

行实时的交叉口信号控制方案调整与优化，并建立评价指

标对优化结果进行评价，为干线交通信号的优化控制提供

数据和决策支持。则能最大程度地提高绿灯时间的利用效

率，从而可以减少车辆排队，提高交叉口的交通效率。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72

道路干线交通信号协同控制优

化及绩效评价工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雨佳 2017903192

罗捷文

/2018901265

,邓玥

/2017905169

,陈杰军

/2017900895

,胡金

/2018903118

李岩,

丁玲

教授,

讲师
0818

本项目拟开发道路干线交通信号协同控制优化及绩效评价

工具，其功能可以根据建模输入交叉口的位置，应用

MULTIBAND模型及启发式算法优化绿波带宽以及相位差，

计算协同配时的评价指标并加入普渡控制评价图来评价交

叉口运行效率。为主干道运行车辆提供尽可能大的绿波带

宽，实现交叉口整体效率最优化，降低车均延误、停车时

长、停车次数等指标，对干线绿波协调起到更优的控制效

果，保证干道交通流的通畅。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73
现代空港物流体系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曾庆怡 2018904824

雷慧莹

/2018903150

,王舜影

/2019902747

,周宸辉

/2018903123

,张桁

/2018904747

王来军 教授 0818

项目选取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空港物流为研究对象，设计现

代空港物流体系。项目秉持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理，

以系统性和逻辑性相结合，文献分析和实例分析相结合，

先进性与可行性相结合为基本导向。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74

基于人工智能的环境异常检测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晨宇 2018901368

魏威

/2018900884

,马琛

/2018902468

,康舒

/2018903433

,李晨

/2016901213

高扬 副教授 0818

本项目拟定从物流环境和货物分配工具两个方面出发，研

究在物流链上的各个工作环节的工作环境安全的限度，基

于人工智能算法（以SOCKET通信、MySQL数据库、SVM分类

器等为基础）对整体或者器件的工作环境做出科学的评

测，开发出环境监控系统的服务器端，实时监测物流活动

的环境参数变化以及异常信号的识别与预警，提前遏止灾

患的发生或者将灾难的人力物力损失降到最大化，做到防

患于未然。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75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际休闲/旅

游出行特征与方式选择行为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斯畅 2018903415

林梦霞

/2018901675

,秦子怡

/2018902235

,尚健

/2018903660

,高歌

/2018904700

马书红 教授 0818

本项目基于多元异构交通大数据和深度学习，分析研究城

际休闲旅游中出行群体的出行行为和出行方式的选择，探

索外界环境、个人社会因素等因素对出行时段和出行目的

地的影响，深度对比自助出行和公共出行等不同交通方式

的优势差异和选择趋向性。通过分析，对出行方式进行组

合，优化出行行为，为出行群体构建最优出行方案；同时

剖析出行交通分布和规律，为交通政策制定、设施规划布

局、出行改善和功能品质提升提供参考依据。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76

《碳排放政策下的出行链优化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贇兴 2018902916

刘济源

/2018902469

,李亦婷

/2017902324

,王欣媛

/2018905059

,薛丁楠

/2018902909

朱文英 副教授 0818

近年来，社会受到碳排放影响甚广，如何在不影响日常出

行的情况下，有效降低由于交通出行方式带来的碳排放量

成为一大难题。我们此项目就是以减低碳排放为目的，将

对如何优化出行方式，即降低碳排放进行深度研究探索，

通过大量的实验分析，对具体案例进行研讨，从而打造最

便捷、经济、环保的交通出行链，进一步优化国民出行方

式，提高我国交通的综合水平。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77

基于大数据平台的疫情后交通

预测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康胜 2018903693

朱雯波

/2018904729

,赵祥君

/2018902928

,吕航

/2018903662

,肖天明

/2018904155

卜杉杉 讲师 0818

本研究项目通过对本次疫情同期全国各地不同交通方式交

通量的历史数据的统计和整理，基于Hadoop大数据平台，

对疫情后的交通情况进行准确的预测，并总结出在特殊情

况下交通量变化趋势的预测方法与相应解决措施，以此了

解疫情影响下交通现状、人们出行受到的影响；帮助减少

交通运输行业的经济损失；预测交通流以及人口流动体量

大的地区，为政府部门和的防疫工作提供参考。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78

一种基于驾驶员状态的车辆启

动装置和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齐怀远 2018903688

尹嘉洁

/2018902467

,王浩

/2018904420

,刘昊明

/2018901520

,贺星晨

/2019904990

袁宁波 助教 081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驾驶员状态的监测装置以及报警装

置，并配有相关监测软件系统：触发单元，主控单元，信

息采集单元，蜂鸣器控制单元 ；所述单元分别与所述主控

单元连接，能够通过检测驾驶员当前状态识别其是否适合

驾驶，并将信息通过网络连接传输给软件后台，如果酒

驾，软件报警并将驾驶员车辆GPS信息于电子地图上显示，

执法人员观察车辆的行车轨迹，以判断驾驶员是否酒驾，

从而提醒交警及时执法、准确执法。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79

大数据背景下综合运输服务质

量影响因素及评价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欣媛 2018905059

王繁

/2018905872

,           

      李文军

/2018901976

,           

            

 羊家豪

/2018901519

 杜凯,

宋京妮

副教

授,讲

师

    

0818

本项目在大数据背景下，以大数据和调研为支撑，结合统

计学，进行数学建模，利用回归分析确定影响因素及因素

相关性，利用模糊层次评价法确定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

建立顾客满意度模型确定评价模型，模拟分析出最实际有

效运输服务影响因素，及时准确的把握综合运输服务水

平，以此为参考对原有运输服务系统做出优化，不断提高

完善运输服务质量，建设满足需要和完善的最优综合交通

服务系统，激励综合运输服务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

让综合运输服务走向成熟化、细致化、人性化。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80

我国西北内陆干盐湖区盐岩筑

路技术可行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敏 2018902918

郭婕

/2018904808

,周梦蝶

/2018903585

,王思童

/2018900119

,朱子潇

2018900286

王朝辉 教授 0810

目前，国内仅有少部分低等级公路路堤采用盐岩填筑，高

等级公路工程未见盐岩填筑路堤的应用。可见，推动高等

级公路盐岩路堤的应用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该项目拟全

面调查我国西北内陆干盐湖区采取盐岩进行公路建设的技

术可行性，系统分析盐岩路用工程性质，并综合研究盐岩

常见病害类型及防治措施，以期能够降低盐岩环境对道路

工程的不利影响，且实现盐岩资源的合理化利用，以便为

西北内陆盐湖区公路修建提供技术支持。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81

基于人工智能传感网络的隧道

安全监测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雪芸 2018903241

任典

/2018904265

,刘雨辰

/2018905145

,张彦鑫

/2019903000

,田家新

/2019903710

胡涛

涛,王

学智

讲师,

讲师
0803

利用无线传感器和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对于隧道使用的状

况，内部结构安全进行实时监控的平台，将数据进行整合

分析，对危险情况做出预警，在合理范围内给出解决方

案，减少人工投入，提高监测效率。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82

基于车辆运行轨迹的国家公路

货运分析模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悦 2018904713

裴若蕾

/2017902696

,高伟

/2018905692

,马艳婷

/2017906010

,王意洲

/2019900906

付鑫 副教授 0818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基于车辆运行轨迹的国家公路

货运分析模型（National Freight Analysis Model, 

NFAM），开展以货运车辆时空数据为基础的流动性分析工

作和预测工作,最终建立出国家货运分析的交互式系统，实

时显示城市内或城市之间的公路货运车辆运行轨迹，并给

出对应的效率评价和未来预测。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83

基于机器学习的生态驾驶风格

自动识别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闯 2017901721

谈荣桂

/2018905969

,唐文睿

/2018904711

,胡国栋

/2018902925

于谦 讲师 0818

随着我国交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交通引起的环境污染，

能源消耗与生态破坏愈发严重，人们对生态的交通系统与

生态驾驶风格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开展研

究，主要通过实测数据分析处理，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

结合当前已有成果，对自动识别生态驾驶风格的算法进行

深层次研究。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84
基于道路线形的众源路网精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晨祎 2018902185

张婧

/2018900796

,陈慧平

/2018901613

,陈芳熔

/2018903113

,王茜茹

/2018902863

闫吉星 讲师 0818

立足于OSM数据，对其中的路网噪点进行清洗与处理，并通

过道路几何设计的线形模型的设计，实现路网的精化。路

网逐渐精化将会为现代城市居民提供丰富的导航信息，并

且对促进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为交通生活提供高效的路

网信息服务具有很重要的实际应用意义。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85

小汽车通勤向公共交通转移意

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洋 2018905557

邓晓荣

/2018901309

,郭婕

/2018904808

,黄秋月

/2018902309

,杨平天天

/2018902310

李琼 讲师 0818

高度密集的城市居住人口和有限的道路空间资源决定了大

城市必须优先发展“人均占用道路空间资源较少、能耗和

污染较低”的公共交通系统。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小汽

车保有量越来越高，项目通过研究小汽车通勤向公共交通

转移的意向，分析通勤时间对意向转移的影响，为交通政

策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合理的建议。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86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西安机场定

制客运组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雅馨 2018900334

薛盼盼

/2018905533

,马一帆

/2018904827

,张景涵

/2018904851

,王倩

/2018903260

朱文英 副教授 0818

西安机场定制客运组织是以多人共同乘用交通工具的形

式，为相对来讲处于相同区域、相同出行时间，具有相同

出行需求的人群量身定做的一种公共交通服务，采用一站

直达的服务模式。该项目是基于乘客的需求、出行选择和

线路等的大数据分析，设定运营模式、路线和定价等。目

的在于满足西安市民定制化客运服务的需求，有效地吸引

私人机动化出行，打造便捷性、舒适性上比传统客运更具

吸引力，在经济性上比私家车更具吸引力的客运组织。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87

基于互联网智能交通技术的“

PINK”通勤优化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万思伟 2018901664

罗智

/2018902376

,苗宇

/2018900962

,李冰

/2018902517

李武强 讲师 0818

基于互联网智能交通技术的“pink”通勤优化方案是一种

整合联合公交公司旅游大巴租赁公司车辆信息，整合大、

中、小型企业对通勤车有需求的乘客信息，利用“PINK”

相关技术合理规划线网，合理配置车辆，使得城市一部分

上班族通勤效率提升，资源合理利用，从中取得经济效益

的通勤优化解决方案，其关键技术在于客源信息统计和线

网规划以及车辆智能调度。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88

行人过街行为及其对城市交通

效率的影响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施烨波 2018901334

齐智铖

/2018904411

,王晓芙

/2018903796

,马勇

/2018904344

,聂慧

/2018904852

陈波 讲师 0818

面对行人过街和交通效率之间的矛盾，本项目组通过数据

采集、数据分析、模拟仿真等方式研究行人过街的规律和

特征，并进一步研究行人过街和交通效率直接的影响机理

和行人过街的管控策略，从而对城市交通管理，提升交通

效率起到积极影响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89

共享机制下定制城际客运班线

规划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文慧 2018903675

吴洋

/2018902307

,李雅澜

/2018902910

,陈洵臻

/2018901381

徐婷 副教授 0818

本项目就是着眼于共享机制条件下城际定制公交的发展，

基于一定的调查研究，对西安及其周边城市城际定制公交

进行规划设计，并结合其他城市的成果经验进行分析，探

求定制城际公交规划设计的方法，为加快中国定制公交的

发展做出努力.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90

基于海量数据挖掘的交通出行

分析与服务效率分析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聂显懿 2017905731

潘昊轩

/2018901551

,王梦璇

/2017902635

,王政焯

/2019900606

,王雨芊

/2019901916

付鑫 副教授 0818

基于海量数据挖掘的交通出行分析与服务效率评估系统能

够实时监测与分析城市相关地点的交通服务水平，交通有

效性；并可以从路网、社区、城市三个层面实现城市OD分

析，重点线路的流量与预测等功能；直观分析各个交通小

区的公共医疗，交通站点等的覆盖程度。系统可以依托以

上功能，实现准确反映城市交通问题，帮助城市交通决策

的目的。对现阶段提高城市交通分析水平，解决城市交通

问题，促进城市交通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91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出租车供

需匹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洋 2018902307

张圣琪

/2018902927

,李彤昕

/2018901908

,张思雨

/2018904426

王宁 副教授 0818

在智能打车平台的影响与冲击下，出租车行业遇冷，出租

车行业的运营模式亟待调整优化。本研究以西安市出租车

行业为例，在目前出租车运营模式下基于“互联网+出行”

背景下进行出租车影响调查研究，研究市民对出租车需求

以预测未来市场，运用复杂网络技术研究西安市出租车运

营中存在的供需问题，建立出租车运营供需匹配模型，从

宏观政策对出租车数量进行管控以供需匹配为基础提出运

营建议，为市民创造更加优质的出租车出行体验。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92

基于公交车运行速度安全性分

析的评估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文军 2018901976

刘亚

/2018903942

,周佩炫

/2018902313

,李伟东

/2018900704

,白冰儿

/2018905543

袁伟 教授 0818

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缓解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要措施。

该项目为基于公交车运行速度安全性分析的评估系统,可通

过对公交车运行速度进行评估测定，通过这些测定来给行

驶的公交车辆和驾驶员的驾驶状态打分，既可以作为辅助

管理系统来给公交车公司提供管理参数，而且也能在驾驶

员有驾驶失误趋向的时候予以提醒。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

公交车在行驶中的安全性、高效性和舒适性，优化公交车

服务。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93

城市轨道交通换乘站客流组织

仿真与优化研究---以西安地

铁小寨站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毛帅 2018904794

万炜琪

/2018901032

,高歌

/2018904700

,邓雨萱

/2018901821

,

丁嘉纯

/2018904868

韩晓宇 副教授 0818

本研究以西安市地铁小寨站为例，通过实地调查，运用基

于社会力模型的Anylogic仿真软件进行高峰期与平峰期的

现状仿真，通过对比分析，得到客流分析造成拥堵的原

因，依据分析所得的问题设计优化解决建议，通过仿真模

型验证优化方案可行性，进而继续改进，最终提出可行性

高、实用性强的优化方案。为城市轨道交通换乘站的运营

生产组织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推动公交出行、绿色出行的

发展。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94

面向人本交通的城市轨道交通

一体化衔接服务的评价与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涵上 2017901570

陈希珍

/2018903663

,

申鑫泽

/2017901716

,

汪依婷

董治 讲师 0818

本项目旨在基于人本交通原则，借助系列数学评价模型，

建立一套适合轨道交通换乘系统特点的多准则决策综合评

价体系。项目将通过对轨道交通换乘站的服务质量进行创

新性评价，找出换乘服务体系的阻滞点与短板，评估换乘

站点内部换乘与外部衔接的服务水平，从而对评价结果做

出针对性优化方案，以提升旅客换乘体验与出行幸福感，

更好地贯彻城市交通体系中以人为本的理念。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95

校内共享单车优化及推广-基

于OD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聂梦婕 2017900147

李泓利

/2018900056

,           

 王全德

/2019900112

,杨雪滢

/2019902380

,房熠辉

姚振兴 讲师 0818

我们的项目针对“共享单车”这一交通方式，研究校内对

共享单车各方面需求。在OD调查的基础上，研究校园内人

们移动的轨迹，分析各区域对共享单车的需求，并据此对

车辆停放点、APP的后台功能进行改善，得到更加人性化、

更加便利、更加经济实用的校园共享单车运营方案，成熟

后将其落实为软件。为校内提供更好的交通条件，满足校

内学生对共享单车等出行方式的更人性化的需求。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96

疫情下城市轨道交通乘客出行

行为研究-以西安市轨道交通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钟子睿 2018900014

韩嘉程

/2018900014

,闫华鑫

/2018900063

,高晋红

/2018900205

,叶奇羽涵/ 

2018900886

马超群 副教授 0818

探究通勤时城市轨道交通乘客出行行为的特征，探究疫情

对其行为特征的的影响，同时为轨道交通接驳系统的规划

和建设提供理论借鉴。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97

城市大数据下服务设施可达性

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猛 2018903639

曾小玥

/2018903936

,张大炜

/2018902212

,卢嘉锐

/2018901104

,曾祥

/2018903687

韩荣良 讲师 0818

城市服务设施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空间可达性可以用

于评价城市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合理性，也可用于评价人

民的生活水平。本项目所研究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

分析对于评价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合理性有着重大意

义。其不仅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城市居民获取公共服务的难

易程度，还能反应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缺陷及不足，

从而有利于优化城市规划布局，为促成城市良性可持续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98

基于车路协同的城乡公交车辆

空停控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高洋 2018902294

赵祥君

/2018902928

,

万炜琪

/2018901032

,

胡  金

/2018903118

于少伟 教授 0818

开发一个网联城乡公交运行控制仿真系统，系统能够仿真

出在一定范围内所有公交线路汇入一段真实道路的运行情

况，在设置为有越站条件下，能够设置一定百分比的越站

站点数量，随机更改公交线路上某些公交站点的停车时间

分布，从而实现公交车辆在部分站点的随机越站。系统可

以通过仿真得到公交汽车“越站”与“逢站必停”条件下

公交车辆运行的时间、油耗、排放等参数，得出相关能源

消耗以及行程时间的差异，证实系统的可行性。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299

TX型固化剂改良黄土的路用水

稳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霜 2018905455

张婧

/2018900796

,吴仁悠

/2018904785

,褚少辉

/2018902232

,秦子怡

/2018902235

梁燕,

王春

副教

授,工

程师

0810

黄土遇水软化，直接作为路基用土易发生变形、失稳等工

程问题，故需要进行改良后用于工程建设。通过对TX型固

化剂改良黄土、TX固化剂水泥改良黄土的无侧限抗压强度

试验、浸水试验、抗冲刷试验、饱水强度试验，研究改良

黄土的路用水稳性。该研究成果可以为黄土的改良提供理

论依据和技术参考。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00

基于高德地图的城市公交站点

覆盖率指标获取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懿格 2018904853

周维

/2018900580

,李微

/2018905676

,王通

/2018904838

,范文昱

/2018902874

姚志刚 副教授 0818

公交站点覆盖率是反映城市公交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居民接

近公交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做好对公交站点覆盖率的研

究对于评价城市公交发展水平，提高公共交通服务能力有

重大意义。本课题通过利用高德/百度地图手动获取公交站

点数据，计算公交站点覆盖率指标，最终制作一个可以自

动化获取数据、计算覆盖率指标的系统，实现自动化、批

量处理公交站点覆盖率。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01

城市道路空中步行系统设计方

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锦灏 2018902919

彭云龙

/2018902210

,牛晨祎

/2018902185

,陈乔汉

/2018901663

王志 讲师 0818

本项目将通过对立体交通的深入研究，着重调整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在空间上的相对位置，优化空中步

行系统结构，拓宽和优化通行空间，提升系统连续性与整

体性，提高城市密集区域的交通通行效率和安全性。在此

基础上加入功能设施，提升系统功能性、可行性和实用性

。本项目将参考其他典型城市的立体交通发展优势特点，

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在平衡成本投入和社会效益的

同时设计出一套空中步行系统的设计方案。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02

大学生绿色出行意愿与行为调

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倩 2018903260

朱敏

/2018902918

莫诗诺

/2018900577

,任婕睿

/2018903128

,刘倩孜

/2018904414

李琼 讲师 0818

在对大学生的绿色出行行为及其驱动机理进行深入研究，

开发大学生绿色出行行为调查问卷，以获取其出行现状及

绿色出行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数据，厘清其绿色出

行行为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变量与行为变量的作用关系

以及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而通过多元统计分析和

结构模型分析大学生出行行为的驱动机理和特征差异，以

检验和修正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采用鱼骨分析法提出有

针对性的促进我国城市居民绿色出行的政策建议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03

上下学时段私家车接送情形下

学校周边交通组织流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涵 2018900963

周爱雨

/2018900887

,家禧彤

/2018902914

,吴子祺

/2018903760

,蔡雪彤

/2018902675

邬娜 讲师 0818

针对当前“中国式接送”现象，本项目拟研究一种学生智

能接送系统来解决上下学时段私家车接送情形下学校周边

交通拥堵问题。在前期调查所得数据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类

型的学校用地布局、缓冲区设置以及车辆停放范围等指标

进行分类设计，利用系统化、智能化的技术手段来实现对

学生流及接送车流的科学组织与合理优化，以达到安全、

有序、高效接送的目的。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04

基于改进MOG-LRMF的城市轨道

动态异物入侵车载检测方法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烨 2018901550

郑杰鑫

/2018901123

,高畅

/2018900036

,张红

/2018904470

刘丹 讲师 0818

为有效精确进行轨道内异物入侵警报，本项目将改进MOG-

LRMF算法求解参数，以其快速准确检测目标，对外界扰动

具有一定的鲁棒性；在数据采集方式上也将做一定的创

新，将采用车载摄像的方法进行数据采集，以其提高背景

更新的实时性，并检测更为广泛区域内的异物及时预警。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05

多种交通方式下区域旅游客运

量的预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璐娜 2018902917

张雨萱

/2018902339

,张景涵

/2018904851

,张思雨

/2018904426

,于昀锦

/2018903614

张志俊 教授 0818

本项目是对区域旅游运输企业旅游运输量进行预测、对区

域内行业饱和度进行评估、考虑旅游业发展变动对运输行

业及旅游运输量的影响，解决企业在旅游运输方面投入资

产多少的问题，以达到帮助企业合理规划资源的目的。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06

上海市分时租赁共享汽车前景

分析与发展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芮晓芳 2018901472

张天月

/2018900762

,李艳芳

/2018900797

,吕文萱

/2018902615

,毕薪纤

/2018903392

邹海波 副教授 0818

本项目以上海市为选址，调查上海市消费者对于分时租赁

共享汽车的需求意愿以及企业的投资意向，并对分时租赁

共享汽车在发展中会遇到的各种阻碍进行梳理和整理，结

合当地的企业经营管理政策和法律法规进行分析研究，通

过SWOT等分析方法对上海市分时租赁共享汽车的发展前景

做出前景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改进方法，做出一套可

行性发展策略，对分时租赁共享汽车在上海市的进一步发

展做可行性规划。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07

面向信任的智能驾驶车辆人际

交互界面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丽华 2018900581

陈鑫

/2018901765

,韩浩然

/2018904823

,李瑛

/2018901851

,张悦

/2019902134

葛振振 讲师 0818

本项目是通过人机界面设计来建立人对自驾驶的合理信

任，对于创造良好的体验，推动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以及

充分发挥其在效率、安全、体验上的优越性有着极其重要

的意义。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08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车牌识别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朝艺 2018904778

施海林

/20190084,

金启航

/2018904768

,石杨

/2019900180

,吕照耀

/2018903574

刘玉 讲师 0809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由此带来的城

市拥堵和停车困难等问题。为解决此类问题，我们基于卷

积神经网络构建车牌识别系统，通过对车牌号智能识别，

高效迅速识别进出车辆，同时通过车辆车位检测判断车辆

是否停好从而开启计费系统，有效的提高停车管理效率，

最终在广泛停车管理系统中引入车牌识别系统与停车位检

测系统从而构建一套智能的停车场停车网络。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09

一种低成本的ADAS系统行人碰

撞测试装置及其测试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湉湉 2018905964

汪昱辰

/2018900619

,冯朝阳

/2017905029

,刘昊明

/2018901520

,李东婕

/2018902209

王畅 副教授 0818

本项目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低成本的ADAS系统行人碰撞测

试装置及其测试方法，该测试装置真人替代度更高，测试

结果更加可靠；并且本项目中的系统简单，成本低，利于

普及，测试方法简便，可方便进行多次试验。本项目能够

使智能车辆对行人的识别和防撞保护系统的测试的普及范

围更加广泛，同时可以在低成本的前提下大大提高测试的

精确度、灵敏性，且相应地降低测试过程中操作的复杂性

和繁琐性，得到的结果也更加准确可靠。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10

电动小车智能无线充电系统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子童 2018902681

蔡东哲

/2018902971

,陈炜鹏

/2018901054

,杨文静

/2018904843

,张丹童

/2018902911

杨阳 讲师 0802

本项目基于无线电能传输技术，对一款智能无线充电小车

展开研究，主要实现四种功能。首先，小车可以实现自动

充电，充电过程无需人为看护。其次，充电装置具备一定

的抗偏移能力，即充电并不要求发射线圈和接收线圈完全

对正。第三，实现小车的动态无线充电。即当小车在铺设

轨迹上行驶时，可以实现“边走边充”，延长小车续航。

最后，智能无线充电装置能通过身份识别算法识别不同的

车辆身份。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11
无人方程式赛车仿真模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舒宇 2018905819

杨根

/2019902161
汤宏博 副教授 0807

该项目旨在搭建一个仿真模拟平台，用户在使用时可以体

验各种车型以及车联网实时信息的交互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12

FSAE赛车具有单向门和挡板的

油箱设计与实验验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安子龙 2018904779

朱林

/2019900909

,李夏西

/2019904505

,赵坤

2018904883,

黎若晗

/2019902343

蔡红民 讲师 0802

FSAE方程式赛车轻量化对赛车的动力性和耐久性有着至关

重要的影响，但由于正向与侧向加速度过大，可能会导致

油泵吸不上油的情况，影响发动机的正常运行。因此，如

何使用最合理尺寸的油箱还能保证油泵能持续稳定的供油

成为了供油系统的重要研究方向。我们打算通过搭建油箱

单向门与挡板的实验平台，对赛车急油箱内汽油晃动的情

况进行实验，结合有限元分析，逐步优化单向门内部挡板

的位置和形状。最终制作一个能够保证正常供油的油箱。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13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上课点名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焦子峤 2018903526

杜金航

/2018903530

,王欣媛 

/2018904852

,聂慧/ 

2018904852,

吴仁悠

/2018904785

余宾宴 讲师 0809

微信公众号的上课点名系统依托微信公众平台，对学生进

行实时定位，实现签到、外出请假登记、资料推送、答疑

讨论、发布作业、答题抢答、翻转课堂、思政课等功能，

与教务系统有力衔接，为高校教师的科学管理带来极大的

便捷。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14

无人驾驶水陆两栖全地形搜救

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宗彤 2018904750

刘腾龙

/2018902208

,毕晨晓

/2018906164

杨炜 讲师 0802

本团队旨在开发一款可以适应较为复杂的地形进行自发移

动，结合热成像、声音、图像等特征来对伤员进行搜救，

并及时向搜救人员发出多维定位信息的无人驾驶水陆两栖

全地形搜救车。此款搜救车与传统的智能搜救装备不同，

可以实现在事故发生现场进行自发搜索，到达钢筋混凝土

废墟深处。通过配有生命侦测、声波探测、光学声波探测

以及红外探测等系统收集信息，这些系统将信息收集后进

行筛选分析，来锁定目标，目标锁定后，将待搜救人员多

维定位发送至搜救人员处.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15

基于机器视觉的汽车类零部件

表面缺陷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政 2018901545

陈洵臻

/2018901381

,王涔宇

/2019900910

,任可馨

/2019904078

孟德

安,罗

耿

讲师,

讲师
0802

近年来，随着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机器视

觉的软硬件技术也得到飞速发展，为产品表面缺陷的在线

检测提供了一种最佳方案。用“机器”来取代人眼，进行

表面缺陷检测，已成为现代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而

现行检测方法由于受外界环境、传输过程等造成的图像灰

度模糊以及噪声干扰制约较大，易产生较大误差，不利于

零部件具体缺陷位置的确定以及后续修复工作，同时亦存

在贪婪搜索、匹配速度慢的缺点。本项目意在学习改进相

应算法，基于立体视觉与图像处理改良零部件凹坑与裂纹

的处理方法，进行合适的实验数据分析，实现对汽车类零

部件表面缺陷的准确检测和判定。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16

基于RFID的冷链物流全过程实

时状态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瑜 2018904803

王湉湉

/2018905964

,刘昊明

/2018901520

,陈姝屹

/2018904055

,余洲鑫

/2017901328

付颖

斌,李

金檑

讲师,

助教
0818

本项目致力利用RFID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确识别产品信息，

并实现供应链生产、仓储、运输、配送等物流环节的过程

状态进行监测，实现智能化管理。其主要功能包括实时温

湿度监控、监控点的配置、监控路线的设置及GPS轨迹的显

示等。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17

电动客车双电机系统动力匹配

与控制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小曼 2017902027

孙飞虎

/2017903869

,顾毓辰

/2018904825

,刘腾龙

/2018902208

,刘雨函

/2019903327

田顺 讲师 0806

纯电动大客车双电机耦合驱动系统相比于单电机驱动系统

具有更多的驱动模式和操作灵活性，在需求功率比较低时

使用一个电机工作，可以提高驱动系统的效率；在需求功

率比较大时两个电机工作，从而满足车辆的功率需求。双

电机驱动系统工作模式的选择、双电机工作模式时两个电

机的功率分配以及双电机驱动系统参数的确定对双电机耦

合驱动系统的性能具有重要影响，据此本项目针对双电机

耦合驱动系统控制策略和参数匹配展开深入研究。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18
无人驾驶红外测温预警巡逻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畅宏达 2018902763

董世浩

/2018904237

,刘腾龙

/2018902208

,翟继元

/2019904911

,牛一帆

/2019905260

杨炜 讲师 0802

在针对目前疫情的大背景下，我们有针对性的开发这样一

款无人车。它不仅可以在相对拥挤的公共场合中进行人员

的体温检测，未来也有可能发展到其他的各个领域，如爆

破勘测等。它主要是以Jetbot无人车配合红外热感应相

机，运用人脸识别与无线传输等相关技术。再对传统算法

进行改进，引入深度学习技术，使相机对人像的识别更为

细致，识别人物身份，再将信息传回控制中心，实现整体

控制。最终研制可初步实现无人驾驶红外测温预警巡逻车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19

多种缓速器协同工作下重型货

车长下坡PID控制策略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毕晨晓 2018906164

马搏涛

/2018904846

,熊鲲翔

/2018905968

,刘腾龙

/2018902208

,陈礼美

/2018903935

闫晟煜 讲师 0802

我国西部地区，长下坡路段屡见不鲜，在客、货车辆不分

流行驶的情况下，由6轴半挂列车采用行车制动器引起的热

衰退失效，导致恶性交通事故层出不穷。相比于易造成交

通安全问题的“淋水”降温法，选择缓速器辅助制动更为

科学。当发动机缓速器和液力式缓速器协同工作时，有限

的冷却系统功率的分配成为关键。本项目旨在设计基于PID

控制和模糊控制技术的多种缓速器协同控制方案，合理分

配冷却系统功率，保持良好的冷却效果，确保行车安全。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20

主动控制移动式智能灭火器开

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曾博涵 2018904748

殷健元

/2018901848

,任梦茹

/2018902258

,王今朝

/2018902051

,金嵩

/2018900508

史培

龙,赵

轩

讲师,

教授
0802

该项目的研究，开发可移动式智能灭火器的行走驱动系统

、火灾识别系统和灭火器 自动控制系统。主动控制移动式

智能灭火器具有主动识别、主动靠近火源和自动控制灭火

器的特点，可以用于博物馆、图书馆以及一些消防安全较

高的场所，一旦发生意外火源可以及时进行救援，以此提

高消防安全性，降低火灾到来的损失。对于保护价值不可

估量的资产具 有重大的意义。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21

电动汽车如何实现电池分布最

佳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铭然 2018902049

苏胜君

/2018903671

,朱凯军

/2018903669

,邓乔扬

/2018900507

陈轶嵩 副教授 0802

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研发的号召，解决电动汽

车续航问题、快充问题、电池安全问题等等，为电动汽车

厂商提供“长大方案”。我们期望兼顾电池能量密度、电

池散热情况、充电时长等方面得出电动汽车电池排布的最

佳方式。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22

二甲醚对汽油着火性能的改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一铎 2018903414

韩春婷

/2018901544
陈朝阳 副教授 0805

目前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是内燃机面对的两大挑战。一方

面，随着世界汽车和内燃机保有量的增加，石油消耗量逐

年上升；另一方面，内燃机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贡献者，

也是CO2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不断提高内燃机热效率和

大幅减少有害物排放是内燃机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因此我

们尝试用二甲醚来改善汽油的着火性能以达到目的。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23

关于轻型运动赛车转向传动机

构中复合材料拉杆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健鹏 2018901046

李永佶

/2018904932

,李子添

/2019901135

,崔康柬

/2019901000

,安子龙

/2018904779

朱国华 讲师 0802

赛车文化运动日渐崛起，在赛车运动中，赛车的轻量化设

计对比赛成绩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本项目意在研究一套

赛车转向传动机构中的复合材料拉杆来代替传统赛车转向

机构中的金属材料拉杆，从而在保证赛车转向传动机构的

可靠性的前提下实现赛车的轻量化设计。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24

道路交叉口信号配时和规划辅

助软件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诗浩 2018904802

荚胜琪

/2018905962

,邰英豪

/2018904842

,钟雨时

/2018904788

,周子欣

/2018904797

牛世峰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突破以往按照点、线、面的交通网络研究顺序，以

交通控制系统信号配时参数优化为主线，在总结信号配时

和辅助规划现有的成果基础上，利用优化理论，大数据分

析分别在流量、道路宽度、流向图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

致力于开发一款能够智能化控制道路交叉口的信号配时及

规划辅助软件。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25

具有避障功能的汽车车道保持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今朝 2018902051

殷健元

/2018901848

,杨若霖

/2017903993

,刘彦鹏

/2019902400

,姚伟

/2018902787

张平 副教授 0807

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具有避障的车道保持系统，包括车道

保持以及避障功能基本方法原理的选择，基本执行逻辑的

设计、计算方法的确定、算法的选择与确定、模型的搭建

以及仿真，最后对该车道保持系统进行优化与改进。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26

基于无人机的交叉口路面参数

数字化转化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津 2018905467

蔡文铧

/2018904424

,李文军

/2018901976

,王瑞昌

/2019903986

,雷俊腾

/2019904999

牛世峰 副教授 0818

本项目针对于无人机在信息获取方面的高实用性以及交通

参数对于交警、设计院等相关交通行业的积极作用，将二

者联系起来，选择以无人机作为交叉口的路面图像数据获

取设备，使用相关的计算机使用、数据处理知识来开发一

个能够对图像信息进行处理以及复刻出所需的交通参数的

高效系统，直观、形象地将所需数据参数如车道数量，距

离，交通路，道路等级，绿植覆盖等输出在图像上，从而

提高交叉口路面参数在获取途径上的便捷性。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27

西安地铁车致振动对文物建筑

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佳晨 2018904865

包宇

/2018901828

,范启鑫

/2018902783

,刘梦雪

/2019902417

,胡瑞龙

/2019902274

张大伟 讲师 0818

本课题根据地铁振动干扰下的西安文物建筑保护的迫切需

要，旨在研究长期地铁荷载条件下的西安文物建筑的振动

问题，从试验和理论分析两个维度出发，探明西安文物建

筑振动受地铁车辆动荷载的影响规律。针对该类问题的重

点和难点展开研究，解决西安地铁交通网络建设和文物建

筑保护这一矛盾问题，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研究价值。

研究成果有助于助力我国西北地区文物建筑保护工作的开

展，并为完善文物建筑保护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撑。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28

二甲醚/甲烷均质混合压燃数

值模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春婷 2018901544

张一铎

/2018903414
陈朝阳 副教授 0805

随着近几年油价的不断攀升以及能源供给的日益紧张，人

们对车用发动机的燃油经济性更加重视，采取了许多的有

效措施，近几年提出并正在积极研究的一种汽油均质混合

气压燃烧（HCCI）技术可望使内燃机的排放性能去获得新

的突破，我们的研究是寻求一种合适的燃料来使HCCI技术

得以稳定运用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29

具有限滑式轴间差速器的减速

器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幸双权 2019902278

时博

/2018900788

,姚斡维

/2018901407

,任勇鑫

/2019902732

,程寅峰

/2018901501

郭金刚 副教授 0802
利用限滑差速器设计制造一款适用于巴哈四轮驱动，具有

轴间差速功能的减速器。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30

电动汽车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系

统设计与仿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嘉诚 2018903795

杨小雪

/2018905760

,闫蕃帆

/2018902765

,温钱越

/2018901543

颜黎明 讲师 0806

本项目为了实现对高性能永磁同步电动机矢量控制系统准

确分析，在MATLAB /Simulink 环境下建立永磁同步电机

的控制模型并搭建仿真平台，通过不断优化调整控制算

法，进行矢量控制策略的实验验证，并用 MATLAB 

/Simulink 工具给出仿真结果，实现对永磁同步电动机的

高性能控制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31

基于多材料系统的汽车横向稳

定杆轻量化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勇杭 2018901762

郑旭

/2018901764

,陈鑫

/2018901765

,魏巍

/2018904738

朱国华 讲师 0802

本项目以汽车横向稳定杆的制作用料与应用为研究背景，

建立新型多材料系统并针对不同材料系统所制造的横向稳

定杆，建立有限元模型，进行仿真分析。将平衡材料-性能

-经济三者关系，并引进先进的结构设计方法且利用优化手

段，对横向稳定杆的性能和轻量化设计进行优化，充分发

挥新型材料轻质高强的特性。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32

一种客车起火应急屏蔽帘系统

及屏蔽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方鑫 2017903189

王浩

2018904412,

王一飞

2018902477,

王瑞昌

2019903986,

姜沅辰

2019904077

王畅 副教授 0818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

种客车起火应急屏蔽帘系统及其屏蔽方法，可以针对行驶

中发生火灾的客车合理使用本发明的起火应急屏蔽帘系

统，将火与烟气困住在局部范围，从而预留出更多的时间

给乘客逃生。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33

基于热驱动效应的镍钛合金发

动机热功转换机理及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腾龙 2018902208

何晓夏

	/2018902059

,冯豪杰

/2018900305

,宗彤

/2018904750

,施海林

	/2019900084

令狐佳

珺,

徐春龙

讲师,

教授
0805

本项目旨在开发一种基于热驱动效应的镍钛合金发动机，

并对其热功能转换机理及其应用进行进一步研究，从理论

和实验两方面对SMA发动机的旋转机理及其输出特性等进行

研究。通过利用镍钛合金的热驱动效应，使能量的转换更

直接高效，产生的能量的形式更易以多种的应用途径，该

项目镍钛合金发动机对于低品位余热的利用效率更高,能够

更好的实现对废热能的利用。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34

一种机械-液压混合四驱传动

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志轩 2018904322

李瑾

/2019904958

,姚斡维

/2018901407

,李永佶

/2018904932

,时博

/2018900788

张德鹏 副教授 0802 设计制造一套适用于巴哈赛车的机械-液压四轮驱动系统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35

基于百度人脸识别的驾驶员违

章处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毅超 2018904753

张雪阳

/2018902764

,郭良宇

/2018903684

,厉成鑫

/2018903667

,徐江涛

/2018903715

马骊溟 副教授 0802

当前交通违章仍处于只对违规车辆进行处罚的阶段，无法

有效约束司机个人的驾驶行为。基于这个问题我们团队开

发一种软件识别系统可有效的借助高清摄像设备，运用人

脸识别技术，准确定位个人，从而为套牌，肇事逃逸，顶

包等道路交通刑事案件提供更多可靠线索，最终实现用个

人违章代替车辆违章。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36

西安市综合交通一体化出行服

务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云坤 2018903528

董丽华

/2018900581

,杜一伟

/2018903972

,杨静

/2018903873

,马丽丽

/2019904934

魏文辉 讲师 0818

建设该平台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西安交通信息化建设水平，

是为社会公众交通出行提供及时、准确、权威、全面的出

行服务信息，让交通出行者可以选择最合理的出行方式；

交通运输行业管理者可以为行业运营提供最佳的管理决策

和监督服务管理对策，最大限度地提高交通设施的利用效

率、降低出行成本，使西安的交通更加通畅，从而切实提

高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37

装载机动臂结构拓扑优化设计

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子睿 2018900140

苏子硕

/2018900031

,金成

/2018900132

,蒋晨钰

/2018900505

,张行文

/2018905758

万一品 讲师 0802

动臂是装载机工作装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构设计与

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装载机的燃油经济性和生产成本。如

何保证动臂在使用、安全等性能和成本控制的前提下，将

轻量化设计技术、新材料技术、制造工艺三大技术有机结

合实现工作装置的轻量化，成为装载机动臂结构技术研发

的方向。由于通过新型材料加工成本较高，短时间内难在

装载机上有所应用，因此通过装载机动臂结构力学分析和

拓扑优化实现结构减重，这也是本课题的研究意义所在。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38

基于排队论的纯电动物流车充

电站选址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旭冉 2018903262

王春淇

/2018904054

,乔治

/2018900795

,吴仁悠

/2018904785

,王繁

/2018905872

丁楠 讲师 0818

根据排队论，可以建立电动汽车充电站排队模型，并进行

分析得到相关数值的数学模型,对现阶段充电站的网络布局

加以改善.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39

巴哈赛车全时四驱传动系统的

开发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明杰 2018902460

时博

/2018900788

,任勇鑫

/2019902732

,幸双权

/2019902278

,程寅峰

/2018901501

蔡红民 讲师 0802 设计制造一套适用于巴哈赛车的全时四轮驱动系统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40

碳纤维三明治结构的设计和验

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乔治 2018900795

赵坤

/2018904883

,王自臣

/2019903130

,邱兆乾

/2019903566

,乔治

/2018900795

,阮传勇

/2019902016

刘喜东 副教授 0802

根据特定的力学环境进行碳纤维三明治结构的设计和优

化，并进行相关的实验，确定并验证碳纤维三明治结构的

蒙皮，芯材，胶层的选择和组合方式。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41

具有轮间限滑差速的减速器设

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永佶 2018904932

姚斡维

/2018901407

,时博

/2018900788

,张凌霄

/2019903676

,任兆贤

/2018904744

张德鹏 副教授 0802
设计制造一套具有轮间限滑差速的减速器结构,最终与巴哈

赛车上进行实验。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42

基于用户画像的不确定同时取

送货车辆路径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玲 2018903938

栗雅清

/201890324,

池海

/2019902938

,陈文静

/2018901017

,罗银龙

/2019903446

陈希琼 讲师 0818

根据问题实时信息的更新情况不断进行行车方案的优化，

实时调整车辆的行车路线。采用“先聚类，后规划”的两

阶段法，以用户满意度最大为目标对同时取送货问题进行

深入研究。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43

自适应楼梯台阶的辅助老人上

下楼的智能爬楼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尹锐 2018905753

高逸飞

/2018904288

,李一鸣

/2018902046

,徐秋琳

/2019901284

,王子旭

/2019903994

刘琼 副教授 0802

该项目是一款根据老人切实需要设计的一款可以由上楼本

人即可操作的一款辅助上楼机器人。此装置在兼顾安全上

楼功能的同时还兼顾代步功能，完全从老年人切实需求出

发，能够通过稳定的自动化机械给老人带来足够的安全感

来上下楼出行。后期可以通过结合无线网络、5G网络，与

大数据云计算融会贯通，能够与分析系统结核打造一套未

来城市多领域的信息互通、物件上楼配送、单元化共享共

赢、智能管理的便捷化管理方案。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44

挖掘机液压系统可靠性工程平

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彬 2017903024

凌培杰

/2018900896

,闫宇桥

/2018904948

蔡宗琰 教授 0802

本课题主要是针对挖掘机液压系统可靠性工程平台的研究

。为了提高挖掘机可靠性指标，使挖掘机在全寿命周期的

可靠性研究形成闭环系统，合理有效的利用挖掘机研究成

果。本课题主要以液压系统为研究对象进行平台的设计，

并采用了可靠性工程技术的相关研究方法，建立挖掘机的

可靠性模型，对各系统进行合理预测，确定其可靠性指标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45

面向桥梁巡检无人机应用的桥

梁病害视觉检测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金宝 2017905197

张帅

/2017902068

,张茜

/2017905202

,段智威

/2017905190

,穆国军

/2019906098

夏晓华 讲师 0802

本项目基于无人机在桥梁病害检测方面的研究，利用计算

机程序对图像进行处理，可以极大的减少资源的浪费，能

够为桥梁病害预警，桥梁维护，桥梁抢修提供精准的信息

支撑，具备工程应用价值。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46

针对小型湖泊的自动垃圾清理

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杨帆 2019904385

龚湖怡

/2018902053

,郑杰鑫

/2018901123

,张和智

/2019900059

,陆嘉星

/2018904290

黄超雷 讲师 0802

本项目致力于研发在中小型人造湖泊中具有灵活移动、能

够自主规划路线、收集垃圾并将其运送至指定位置的水面

机器人。这是一个应用面较广的构想，后阶段经过改进与

修改参数，可以使其在各大景区，高校，甚至小区的中小

型湖泊等地方进行作业，达到高效率、低成本清理水面垃

圾的目的。在环保高效的同时，也节省了一定的人力资源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47

基于深度学习和特征提取的垃

圾分类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金昊 2018904299

向柯

/2017902780

,刘书越

/2018902873

,李月江

/2019904152

张军,

王斌华

讲师,

教授
0802

本课题针对现有垃圾分类技术存在的缺陷，我们将借助最

新的深度学习知识设计一款可以方便准确快速的对单个垃

圾及垃圾袋中的垃圾进行分类识别的便宜实用垃圾分类装

置来对垃圾进行分类，便于中大型垃圾站更快进行垃圾分

类处理。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48

面向独居老人的智能助力床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海龙 2018904911

宋欣阳

/2018904903

,张浩浩

/2018904891

,徐延宁

/2018903765

苏进展 副教授 0802

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原有的老年人护理

方式急需变革，护理人员的纯体力护理方式越来越不适应

社会和家庭的护理需要，而社区专人护理和自动化、智能

化护理设备的运用正是解决上述矛盾的有效途径。本团队

研究了一种智能化的多功能护理床，通过将编程自动化和

矩阵式多点组合控制技术应用于此设备之中，以达到减轻

护理人员劳动强度，增强受护理人自理能力的效果。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49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FMS故障诊

断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火焕 2017901322

王柄智

/2018905751

,肖幸雅

/2018903140

蔡宗琰 教授 0802

柔性制造系统(缩写FMS)是指适用于多品种、中小批量生

产的具有高柔性且自动化程度高的制造系统。本课题采用

支持向量机算法对FMS进行故障诊断，并结合遗传算法和改

进的粒子群算法对SVM进行参数优化，进一步提升物流系统

和加工系统的故障诊断正确率，还设计了FMS故障诊断系

统，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很好地应用于FMS故障诊断领域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50
多功能伸缩储物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骁俊 2018904190

 谭江麒

/2018904195

,郝沐雷

/2018903724

,闫逸豪

/2018902503

朱文

锋,李

嘉

讲师,

讲师
0802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智能拐

杖目前处于刚开始发展的阶段。而申请人的项目目的在于

解决老年人腿脚不便、无法弯腰捡物等诸多问题，其中核

心部分为藏于拐杖内部的机械抓手，此项目应用机械结构

、电子信息、三维建模与自适应控制等技术，将可伸缩拐

杖与机械手臂相结合，从多方面满足老人多元化的需求。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51
老年人辅助穿衣装置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鑫鑫 2018901004

胡炳旭

/2018903471

,鄢伟丞

/2018900803

,林子祺

/2018903721

,陈聪

/2018905912

王欣,

魏立基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2

针对老年人身体不便而带来的穿衣困难，本项目旨在帮助

老年人自主穿衣。本产品以机械结构为主，并配有动力设

备，通过一系列机械装置产生的机械动作来帮助老年人穿

衣，从而达到助老的目的；针对于老年人穿衣困难等问

题，贴心地给出了解决方案，操作简单，使用方便，适用

于老年人群。通过两个机械结构的独立工作，基本上解决

了主要上衣类的穿衣问题。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52
水面遥控救生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运海 2018900670

曹景明

/2018904976

,伍立广

/2018900501

,黄宏斌

/2018901590

白杰 讲师 0802

水面遥控救生装置是运用远程控制的方式,完成水上救援任

务的水上救援机器，它只需要遥控控制便可完成各种水上

各种救援，非常的灵活，便捷和有效救援。相比于传统救

生方式，水面搜救装置是更加方便操作、高效且危险系数

低的智能救生装置，并且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应用前景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53
无源助力护膝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雨沛 2018904916

尹锐

/2018905753

,易贵洲

/2018901786

,王天泽

/2018902749

,王超凡

/2018904914

张烜 讲师 0802

本产品致力于帮助众多因股四头肌老化萎缩而难以保持起

身、上台阶，行走等日常活动的老年人，因考虑方便维修

、保持轻便和价格等因素放弃电源与舵机采用无源形式，

以高强度合金扭簧作为护膝的动力来源，主要原理是将膝

盖弯曲时的能量储存在扭簧中，在股四头肌发力，膝盖绷

直的过程中将能量逐步释放，通过扭簧产生与股四头肌同

向的扭矩，起到助力的作用。有效的解决了老年人日常起

居中因股四头肌无力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54

基于TTC轮胎数据考虑轮胎侧

偏特性的悬架转向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诗禹 2019904392

李润喆

/2018903185

,刘慧美

/2019903185

,朱忠浩

/2019901572

程博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通过对FSAE 赛车进行悬架设计、轮胎数据分析和

整车动力学研究，应用ADAMS 对其性能进行评估，在未进

行全面的实车试验的情况下，使驾驶者和设计者对其性能

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初步建立了一个准确的FSAE 赛车整

车设计和仿真试验平台,减少设计、试制过程中的消耗浪

费，并能缩短开发时间,降低整车的设计、实验成本后期调

试车辆所需的精力、时间。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55
助力智能老人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逸飞 2018901087

吕俊朝

/2018904877

,周麒麒

/2018902319

,王正康

/2018901005

封硕 讲师 0802

截止2018年末，我国60周岁以上的人口达2.49亿，占中国

总人口的17.9%而且老龄化还在加速。我们了解到老年人

日常生活中的不便，计划设计制造一款椅子，该椅子相较

于普通扶手椅增加了一个可以锁止的弹簧装置和阻尼装置

并连接在座板上。闲置状态时坐垫处于高位并向前微微倾

斜，老人要坐下时通过阻尼和弹簧让老人缓缓从站立姿态

转为坐姿，减少坐下时的冲击力，在老人坐到最底部时，

坐垫会自动锁死。当老人站起时，坐垫抬起，帮助老人起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56

一种模块化具有自动识别及轨

道巡逻机器人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佳伟 2018903133

高逸飞

/2018904288

,徐秋琳

/2019901284

,吕俊朝

/2018904877

,邢禄彬

/2019902436

陈佩 讲师 0802

该项目是一款基于便于拆装的底盘系统搭建的可集合温度

检测、消防救灾、智能配药等智慧城市管理并具有安防功

能的轨道机器人，能够实现廊道空间自动化管理新模式。

应用领域可涵盖医疗监测、空中管廊、轨道交通、桥梁隧

道、地下管廊、高危场所、边境巡逻等。通过结合无线网

络、光纤、5G网络，与大数据云计算融会贯通，能够与分

析系统结核打造一套未来城市多领域的信息互通、安全监

控、快速处置、智能管理的便捷化管理方案。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57
老人如厕辅助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冠华 2018903709

刘波

/2018902479

,胡嘉敏

/2018903143

,张泽田

/2018902498

,王建新

/2018901313

李旋 讲师 0802

我们设计的老人如厕辅助装置主要是考虑到当今社会老龄

化严重，随着年龄的增大，人的身体机能逐渐下降，而且

老年人多患有关节炎及脑血管疾病等，不能快起快坐，日

常生活中的起身坐立对老人来说变得困难，对于日常如厕

来说，这两个动作必不可少，而我们的作品便是要给老人

提供一个力帮助老人在如厕时完成这些动作。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58
水下仿生机械鱼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嘉龙 2018904879

吴仪姣

/2018902020

,韩拓

/2018904919

,王世伟

/2018903714

,佟泽北

/2018902968

白杰 讲师 0802

基于目前国内外水下小型探测器的广阔市场，设计一款水

下仿生机械鱼，在民用军用都有广泛用途。仿生灵感来源

于了乌贼的肉鳍，极大的提高了能源利用率，同时也兼具

灵活性与隐蔽性，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同时配备了一个水

下探照灯和摄像头系统，可以在环境复杂多变的水下保证

任务出色的完成。可以胜任反潜、搜救、探测、巡逻等多

种任务。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59

基于视觉识别与自动避障的取

运一体运输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为栋 2018901081

赵泽宇

/2019902429

,郑杰鑫

/2018902750

,马圣明

/2018902750

,肖凌宇

/2018900532

王刚锋
高级工

程师
0802

基于图像识别技术与道路优选的轻型取运一体运输车能够

在普通居民楼的正常尺寸楼梯内自由出入，也能够适应餐

馆里复杂的环境变化，能够做到道路优化，高效而且安全

的将任务完成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60

桥梁拉索表面损伤视觉检测方

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子涵 2019903578

于广澍

/2019902426

,王帅

/2019905110

,王纯

/2019905024

,袁先军

/2019903166

田明

锐,夏

晓华

工程

师,讲

师

0802

目前国内外对拉索表面保护层的主要检测方法有人工检测

法、激光扫描法、局部漏磁检测、索力检测、模态检测和

光纤检测。这些方法存在效率低、成本高、智能化程度不

足等局限。本项目通过图像滤波，边缘检测等基本的图像

处理知识，明确桥梁拉索表面损伤视觉检测，可以实时检

测桥梁拉索的损伤的状况 ，并反馈给检测人员，从而减少

桥梁事故的发生。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61
智能轮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震 2018904285

凌培杰

/2018900896

,汤昀妮

/2018904189

,夏磊

/2018901079

程博 副教授 0802

随着中国老龄化的极速发展，老年人群体正变得越来越庞

大。另外目前中国的残障人士就有近1000万，就轮椅来

说，如今还主要以人力为主，但通过智能设备来替代或部

分替代人力，让生活更加便利，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

准备通过此项目，为老年人养老，残疾人生活，以及临时

需要使用轮椅的人群提供新的思路，为他们提供舒适，智

能，方便的轮椅生活。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62
基于太阳能发电的新能源汽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江雨贤 2019902144

魏宇涵

/2019901358

,刘增晖

/2019903165

,宋龙成

/2019906049

,李厚霖

/2019902162

万一品 讲师 0802

当今大部分汽车是靠电能让汽车打火，同时如今许多汽车

都配备有数据线插头可以实现路上充电，但如果汽车蓄电

池的电量耗光，汽车将无法启动。当今普遍的汽车蓄电池

充电是靠车速行驶在40码以上才可以实现充电，。第二方

面，在炎炎夏日，太阳直射汽车使汽车内部温度过高，汽

车皮革等会产生甲醛等有害气体，会危害健康。于是我们

小组想到了在汽车内部安上太阳能电池板，一方面实现了

新能源利用，为汽车蓄电池充电，同时，还可以吸收大量

的热量，降低汽车内部温度，不用在汽车暴晒后，起步行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63

 新型高速公路垃圾清扫装置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米泓宇 2019905070

胡傲群

/2019903160

,毛陶恺

/2019901510

,王帅

/2019905110

,谭海运

/2019901153

叶敏 教授 0802

当前中国高速公路维护工作中垃圾清理问题越来越突出。

人工清除垃圾工作强度大、危险性大，即阻碍交通，清洁

效率也十分低下，因此用机械化清扫设备替代人工清扫，

显得极其重要。高速公路路面垃圾自动快速清洁技术的研

究和装备的开发对于提升高速公路垃圾清扫效率、降低成

本、减轻工作强度、减少交通安全隐患和事故，保证交通

流量和通行能力，从整体上提高我国高速公路日常养护技

术水平和安全生产保障能力。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64

网红营销的KOL，KOC营销趋势

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蕊 2017902795

梁秀文

/2017900959

,续宇洁

/2017902648

,魏苗苗

/2018904452

陈波 讲师 1202

本项目的目标就在于通过对于营销方式的调查与分析以实

现对于用户消费心理的洞察，以实现业绩的提额增长，通

过对现在接受度较高的营销方式的调查了解，找出影响消

费者对不同营销方式（KOL、KOC）的接受度不同的原因，

从而可以发现其中规律，并推断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营销

趋势，为公司未来的营销方案提供参考数据，使得企业的

营销方案符合当代趋势以及能够被消费者接受，产生最大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65

基于消费者视角下电商直播发

展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春燕 2018903743

魏苗苗

/2018904452

,郑雨欣

/2018902253

,藏雨婷

/2018902942

,李丽云

/2018905061

王丽萍 讲师 0201

直播为传统电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商品“社交”营销模

式，它不仅提升了互联网中消费者的黏性，而且提高了电

商的商品销售转化率，让电商平台吸纳互联网中的流量，

并将这些流量最大限度地变现。但它依旧存在诸多问题，

本项目是基于消费者视角下的对直播电商的现状及存在问

题进行分析，并为其提供未来发展建议，让直播电商行业

能够稳步提升，实现直播电商更大的风口。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66

基于经济效益角度的回收垃圾

再处理成合成材料的最优方式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奕杉 2018902343

任鹏

/2018902949

,郭旭

/2018901744

蔡晓琰 讲师 0804

在中国，垃圾分类没有一种很好的处理垃圾的方式，所以

垃圾分类的最终目的并没有达成。基于以上我们试图通过

实验将分类回收的垃圾以一种合适的比例通过合成再处

理，形成建筑材料，并分析改良后材料的经济效益，提出

最好的改良方式，增加回收垃圾再利用的效率，从而带来

更大的经济效益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67

高校线上答疑系统的研究与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俞靖 2018904449

范俞靖

/2018904449

,张一凡

/2019905945

,武佳茹

/2019906043

,马春燕

/2019906097 

闫淑荣 副教授 0401

针对于大学生有问题问不出，没处问的情况，重视老师与

学生的沟通，极大地缩近老师与同学的距离，使学生可以

更方便快捷的从老师，学长学姐获得优质问题答案，同时

有利于增进学校的学习氛围。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68
益耳同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苗梦露 2018902260

单翠翠

/2018903148

,李芳

/2018904209

徐永超 讲师 1202

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专业服务于各年龄层听力残疾患者的

集盈利与公益于一体的服务机构。专注于传播先进科学的

听力健康知识和预防方法；面向听障儿童提供语言训练方

法；集合资源培养高层次听力学人才，提高听力知识水

平；利用最新验配软件与声场测试设备做到“早发现、早

放大、早康复训练”；依据专业听力知识达到客观，专业

化，科学选配助听器；并且利用一定比例的收益进行贫穷

听障患者的听力测试和助听器补助等的公益活动。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69
扶贫项目协同管理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婷 2018901980

谢奇

/2018901103

,王晨烁

/2018901548

,汪则宇

/2018904208

,万紫浪

/2018905057

白礼彪 副教授 1201

本项目通过分析陕西省扶贫产业类型、特征以及实施现

状，采用实地调查、问卷调研等研究方式分析、识别陕西

省扶贫项目群最优化管理的影响因素，拟以“精准扶贫”

为目标导向，结合项目群协同管理方法，探究扶贫项目群

协同管理模式，进而提出优化建议措施，以期为陕西省实

现脱贫攻坚发展目标提供参考。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70
声临其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晨雨 2018902520

范露予

/2018902944

,刘文莉

/2018904274

,张盼

/2018902996

,李梦含

2018904207

徐和平 讲师 1201

本企业推出一款为聋哑人士专门打造量身定制的即时通讯

软件，帮助实现聋哑人与聋哑人、聋哑人与非聋哑人正常

的线上线下交流。

这款通讯软件将参考传输手语图像的计算机智能通信系统

研究资料，运用手语合成与手语识别等人机交互技术，为

有不同程度语言与听力功能障碍的三类聋哑人士提供语音

文字转换、手语翻译、线上授课、视频聊天、个性设置、

益趣游戏等多样化功能。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71

基于车联网的精准广告推送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邵泷渤 2018904064

梁雷凯

/2018905074

,田纪元

/2018905070

,郭媛媛

/2018902729

戴涛 讲师 0809

随着车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为户外广告业务带来了

新的发展契机。车联网利用人、车、路一体化的网络，能

够有效收集用户日常出行数据，使得精准化、智能化和动

态化的户外广告成为可能。本产品利用车联网技术，动态

分析未来时间内经过广告牌的车辆，采集其目的地和轨迹

路径等非安全信息，生成这些车辆的群体画像信息，最终

获取最符合这些车辆群体偏好的广告信息，并利用电子户

外广告牌展示给用户。 整合现有资源，在车联网大数据的

背景下进行数据挖掘，充分利用车联网的数据实时动态分

析用户画像，以电子立柱广告牌为表现载体，在合适的时

间和合适的地点把合适的内容推送给合适的人，从而最大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72

关于服装贴袋机的智能改进—

—新型空气系统总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梦真 2018904920

高冠华

/2018903709

,傅俊杰

/2018901348

,胡嘉敏

/2018903413

,贺延峰

/2018903413

赵睿英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主要研究关于贴袋机智能改进的主要技术问题。我

们提出一种总气管与分支气管的分配系统总成，能够较全

面改善多个用气设备的压缩空气供应问题，适合用于智能

贴袋机的操作系统中。我们期望通过设计改进测试，最终

能够取得合格制成品。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73
智能安全座椅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亚楠 2018904455

何倩如

/2018900596

,刘腾龙

/2018902208

,何琦

/2018902304

,魏志远

/2018904410

,李宁桐

/2018902341

汪勇杰 讲师 0818

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成为有车一

族。汽车数量的增加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交通事故发

生的概率，其中以汽车碰撞事故为主，这对驾驶员以及乘

员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汽车碰撞事故中，乘

员与车内结构件之间发生的二次碰撞是造成伤害的主要原

因，而人体的常规姿势却是将身体各部位充分暴露于车

内，与车内结构件的可能接触面积很大，并且碰撞发生时

车辆巨大的减速度导致乘员来不及采取自我保护姿态，使

得乘员的自我保护效果非常有限。因此急需一种人体卷曲

运动驱动机构，以便于一种有利于碰撞发生时乘员人体形

成自我保护的卷曲姿态，以减轻其受伤害的程度。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74

基于"电商＋直播＋网红"模式

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因素影响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洁 2018902957

张俊琪

/2018903545

,叶世平

/2018901097

,高文杰

/2019905071

,霍志苗

/2019902894

蔡晓琰 讲师 1102

该项目以“电商+直播+网红”的销售模式为基础，采用市

场调研，数据分析等方法，通过研究销售模式的发展过程

中，消费者消费观念以及态度等方面的改变，具体找出影

响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因素影响，找出对于消费者能够有效

避免冲动消费的方法。同时根据该分析，改善电商直播大

环境，完善电商直播的消费体系，在电商直播销售与消费

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使消费更加理智性、合理性。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75

“富澎”系列微生物有机肥料

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芮嘉 2018903736

漆敏慧

/2018903288

,赵文清

/2018903728

,周珺怡

/2018903727

杨红 副教授 0823

与传统肥料相比，微生物肥料在保护生态、农业废弃物资

源利用、维护土壤健康、提高肥料利用率和农产品品质等

方面具有优势。

本次实验项目旨在通过对“富澎”系列相关有机肥料的研

究与开发创新解决上述问题。用科技的力量解决天气地理

等各个因素对农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产量和质量的制约。

并在保证品质的同时最大程度的降低污染和成本，做出高

性价比的产品。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76

疫情复工背景下的平台型企业

员工关系管理创新研究-来自

外卖平台的实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延峰 2018905011

王梦真

/2018904920

,李青霖

/2018904451

杨骏 讲师 1201

近年来伴随着国内外网络技术发展促使国内外出现了大量

的平台型公司，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有阿里巴巴、美团外卖

、滴滴等公司。而由于平台型企业新型且独特的商业模

式，企业内员工关系存在较大的问题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

矛盾。尤其在疫情期间复工复产之时，企业员工关系管理

领域也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因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下，该项目以快递行业为例，通过对目前平台型企业员工

关系的调查，找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创新型的解决措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77
3D打印餐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铁轩 2019901924

欧阳小雪

/2019901181
赵杰 讲师 0827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时代，效率成为了工作中最重要的

指标之一。因此，省时省力的外卖在如今的生活中变得越

来越受欢迎。但配送时间长，备餐时间长的缺点使许多顾

客感到反感。

本产品立志于通过3D打印技术进行食品的生产，并提供外

卖服务，可选择无人机配送的方式使配送时间降到最低，

让顾客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外卖，并体验新技术带来的便

利。本产品旨在满足当代百姓的心理需求，在服务百姓的

同时通过新的技术取得最大的收益。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78

从拼多多的营销模式看助农新

思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邬瑞雪 2018902527

汪谊涛

/2018900136

,肖斯怡

/2018905737

,陈成

/201905944

孙铭 副教授 0201

我们通过对拼多多的营销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如何打通高

消费与低消费群体之间的壁垒，创新农产品的商业模式、

流通业态，让农产品更好地“走出去”，让农民得到更高

的收益。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79

系统失灵视角下政策对新型工

业化建造体系推广的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新雨 2019903088

杨澔宇

/2019901919

,张一星

/2019905630

韩言虎 副教授 1201

系统失灵思想源自演化经济学的创新系统理论，该方法能

揭开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反馈机制，在科学界和政策领

域受到了广泛认可。本课题以系统失灵理论为分析框架，

诊断我国新型工业化建造体系推广的系统失灵问题，理清

政策的作用路径和机制，实现相关政策、措施的匹配制

定，为我国新型工业化建造体系的有效推广和健康运行提

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持。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80

基于深度学习的输电线路行波

故障测距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艳波 2018902529

申振

/2018903745

,杨春元

/2018903432

,万全

/2019900547

,莫嘉琪

/2019901199

徐先峰 副教授 0806

我国高压线路供电距离长，易发生故障，故障的及时排查

对电网的安全经济运行意义重大。本项目在研究已有的行

波故障测距手段情况下，尝试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

输电线路行波故障测距方法。首先，采用卷积神经网络对

采集到的故障信号进行训练，优化降噪过程。然后在传统

方法的基础上，提取特征故障信号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样

本，建立神经网络模型，利用该网络模型输出故障距离，

完成对故障的定位。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81

面向智慧蜂业的自动控制系统

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积伟 2018901958

段晓龙

/2018902085

,张宗伟

/2018905155

,王文心

/2018900933

周经美 讲师 0808

本项目针对目前蜂蜜质量参差不齐、养蜂行业产量低、养

蜂技术手段落后等问题，提出一种大数据环境下基于多源

传感器融合的智慧养蜂系统，旨在通过大数据、物联网、

Android、STM32等技术实现智慧养蜂系统研发，使用多源

传感器实时采集蜂箱内部数据，并通过无线与有线网络相

结合的方式来实时传输采集的数据，开发手机APP实现对蜂

箱的监测与控制。对蜜蜂最优生存环境进行分析，实时调

整蜂箱温湿度，同时根据气候与地理数据规划最佳放蜂路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82
Doggo仿生四足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介昌 2019902477

马震

/2019903626

,周俊

/2019902822

林海,

秦小利

副教

授,高

级技师

0808

本项目研究和设计一种新型Doggo仿生四足机器人控制系

统。该系统将优化电机控制性能进一步提高整个机器人的

控制品质。机器人将具有功能重复编程，结构简单，成本

较低等优点，它能实现步行，跳舞，后空翻，跳跃和小跑

等基本多种运动功能。项目的研究工作对于教育应用、生

产生活、勘测监控等多方面有重大的经济价值和研究意义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83

固态激光雷达相控阵芯片优化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世龙 2018902093

梁晟洋

/2018900518

,贾一鸣

/2018902981

,王宇辰

/2018905141

,陈靖益

/2018901859

张赞 讲师 0807

固态激光雷达领域的研究正从器件向系统级演进，而硅基

光相控阵是固态光雷达系统的理想解决方案。通过将光学

相控阵与片上激光器和片上光电检测器结合起来，可以实

现独立的芯片级的激光雷达，这将有利于激光雷达系统在

诸多领域的商用化发展。本课题研究硅基光学相控阵基本

原理和结构，建立光栅耦合器、分束器等核心器件基本模

型，采用数值仿真软件开展硅光子器件原理和设计研究，

提出器件的结构与设计方案；针对由长光栅构成的光学天

线阵列，建立阵列模型，优化光学天线参数，提出优化的

光学相控阵芯片设计方案。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84
无人机道路检测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梦晗 2018905187

王圣智

/	2018901128

,温夏露

/	2018905140

,尹康迪

	/2018903764

,李东强

/	2018902091

黄鹤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主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是基于无人机航拍图像的道路

检测。通过查找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和资料，对无人机图像

处理的现状和道路检测研巧的现状进行调査和分析。通过

无人机采集遥感图像，以Matlab算法设计平台，在了解传

统道路检测方法和无人机航拍图像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构

建道路检测算法，对无人机图像道路进行识别和检测。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85

基于深度学习语音增强算法的

智能蓝牙助听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泽淮 2018902352

刘刚刚

/2018905186

,王右卫

/2018901230

李演

明,雷

旭

副教

授,高

级工程

师

0808

此项目旨在研究通过蓝牙耳机与手机APP结合，在远场和嘈

杂等环境中，将所需声音信息经过降噪和放大后通过蓝牙

传输给使用者的一种智能系统。在降噪过程中使用深度学

习领域全新的噪声抑制技术，达到比传统语音增强方案更

智能更有效的目的。同时，在不通过手机app的情况下也能

实现一般助听器的所有功能。此系统还可以通过接入各种

API（如百度翻译API，科大讯飞语音API等）来拓展同声

翻译、语音控制、录音等功能。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86

联合空谱信息的遥感图像决策

融合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浩鑫 2017901643

秦海龙

/2018901006

,杨帆

/2017905402

,汪浩

/2018903157

叶珍,

权思文

副教

授,讲

师

0808

在高光谱图像的分类研究中，传统分类方法一般仅考虑图

像的光谱特征，忽略了空间信息，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提

出一种联合空谱信息的遥感图像决策融合系统，在现有的

分类方法基础上，充分发挥空间信息的作用，旨在有力地

提升高光谱图像分类效果。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87

基于物联网与云平台的公路隧

道智慧运营管控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方建 2018903758

冉辰昊

/2018905135

,贾振帅

/2018903769

钱超 副教授 0808

针对公路隧道通风和照明安全、节能需求，设计了一套公

路隧道智慧运营管控系统。采用stm32微处理器实时采集

隧道内有害气体浓度、温度、气压、能见度、风速风向以

及照明亮度等环境信息，应用4G-DTU进行远程传输和数据

上云。基于所采集的监测数据以及交通运行结果，设计隧

道通风与照明联动控制算法精准计算风量需求和亮度需

求，通过变频调节风机转速和调压改变灯具亮度，最终实

现隧道污染程度精准调控和通风照明设施智能管控。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88
智能巡航小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佩瑶 2018902897

王明远

/2018905184

,肖清水

/2018901797

,韩宏智

/2018903977

,郭望磊

/2018902542

惠萌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主要需要研究的主要有三个部分，首先是自主巡

航，利用程序设定好机器车需要走的路线，机器车按照路

线行驶，或者根据标志物的指示，机器车依照指示物指定

的路线行驶。第二是障碍躲避，利用超声波或摄像头探测

行驶路线上是否有障碍物，进行躲避。最后是目标识别，

可以提前设定好标志物，当机器车的摄像头识别到标志物

时进行之前程序规定好的相应动作。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89

基于心肺复苏的社区医疗急救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闻宇 2018901271

王欣芮

/2017905332

,马云聪

/2019903618

,曾佛帮

/2019901206

相里

康,胡

欣

讲师,

副教授
0806

考虑到心脏骤停的发病人群多聚集在社区以及社区化的进

程逐年递进，我们设计了基于心肺复苏的社区医疗急救系

统。

社区医疗急救系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基于物联

网的健康信息监测报警系统，监测患者身体情况并通过物

联网实现快速数据传输，对心电异常实现记录并实时向监

控主站报警，同时传输终端位置信息；第二部分便携式电

动心肺复苏机，在监控主站急救人员迅速抵达后用其对患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90

基于物联网的增强型室内空气

质量监测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宇 2018902347

孙德永

/2018902528

,邵子健

/2018905940

,刘润东

/2018904066

,孟子捷

/2018902797

巫春玲 副教授 0806

智能建筑中空气污染物数据的多传感器融合一直是解决居

住者幸福感和舒适感的重要参考。集成监测系统是智能建

筑的一部分，在智能建筑中，实时室内空气质量数据通过

传感器进行全天候监测，并在物联网（IoT）环境中运行。

本文中，我们在由传感器实时测量所得数据基础上，将室

内空气质量指数（IAQI）和湿润指数合并为增强型室内空

气质量指数（EIAQI），并由此提出一种空气质量管理系

统。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91

桥墩攀爬作业病害自动检测机

器人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沛琪 201890349

王思怡

/2018905950

,刘嘉尧

/2017902643

,李龙

/2018906026

,柴琦松

/2018905759

王会峰 教授 0809

开发由多个视觉摄像机，攀爬机器人和控制计算机组成的

环形攀爬机器人系统。通过在近距离扫描条件下沿着目标

桥墩在空间上移动攀爬机器人系统，可以连续获取高质量

的原始视觉图像。然后通过基于特征控制的图像拼接，基

于深度学习的语义分割和基于欧氏距离变换的裂纹量化算

法来处理原始视觉图像。最后，可以自动建立目标桥墩的

感兴趣区域（ROI）上的数字裂缝图。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92

基于放电等离子体的室内空气

净化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昕哲 2018902533

刘博涵

/2018901369

,汪泽旭

/2018903297

,刘天祺

/2018900818

,田荣昌

/2019902483

许桂敏 讲师 0806

本项目属于电气工程学科中放电等离子体技术及应用的创

新研究，首先通过最新的文献调研，获得等离子体的性质

、气体放电形式以及气体放电产生低温等离子体的过程；

然后分析低温等离子体中富含的高能粒子、活性基团等成

分与空气污染物发生物理化学反应的内在机理；最后搭建

放电等离子体处理室内空气的实验装置，测试放电等离子

体净化室内空气的效果。该项目可以为室内空气净化新型

技术的开发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撑。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93
基于深度学习的建筑能耗预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阳 2018900926

王怡凡

/2018902069

,尹康迪

/2018903764

,黄卓飞

/2018901109

,黄暖珊

/2019901201

徐先峰 副教授 0806

近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使科技进步的同时出现了能源危机，

其中建筑能耗占比巨大，本项目利用深度学习实现建筑能

耗预测，利用主元分析算法对其进行降维处理，将降维之

后的样本集利用一种基于集成学习算法的能耗预测模型进

行预测，结合AdaBoost-BP算法，修正了BP神经网络算法

的已陷入局部极小值、收敛速度慢等缺陷。通过建模分析

关联规则，挖掘结果应用在公共建筑能效管理的可行性。

利用人工智能，对实现建筑智能化和节能化具有重大的指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94

雾霾环境下无人车交通标志感

知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琦妍 2018905126

李东芃

	/2018901542

,黄志宁

	/2018902088

,邢百超

/	2018902987

,陈靓

/	2018901630

黄鹤,

汪贵平

副教

授,教

授

0809

本项目的目的正是针对雾霾天气无人驾驶汽车采集图像模

糊不清的问题，本项目通过无人车成像设备对车辆周围环

境信息进行感知并采集，以Matlab算法设计平台，构建去

雾算法。从采集到的图像数据中提取出有用的交通标志信

息，然后对交通标志信息进行关键域解析，将解析得到的

信息传递给驾驶员或者无人驾驶汽车的控制设备。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95

数据驱动的新能源汽车电控系

统故障诊断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钟子期 2017900981

资湖海

/2018904136

,马嘉伟

/2018905170

相里

康,陈

金平

讲师,

副教授
0806

针对新能源汽车电控系统工作环境复杂多样的特点，有效

融合新能源汽车运行监测数据和实验测试数据，建立多时

间/空间尺度的电控系统安全状态感知模型，分析电控系统

安全性能表征参数的特性趋势，建立面向实际场景的电控

系统全生命周期安全性能演化规律分析模型，并通过数据

驱动的专家系统对电控系统进行故障诊断，突破数据驱动

下的故障诊断理论方法，解决故障关联、演化及诊断规则

提取等关键问题，完成故障诊断技术体系的构建。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96

基于停车资源浪费的智能交通

解决方案--易停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雨辰 2018905145

任典

/2018904265

,姚雪芸

/2018903241

,王博

/2018904145

,刘治麟

/2018902644

姚振兴 讲师 0807

为缓解城市停车难问题，减少停车位资源浪费。因此，我

们希望研发一个智能停车APP（小程序）通过无线通信技术

、移动终端技术、GPS定位技术等对城市停车位进行综合的

采集、管理与信息发布。解决方案，改善停车问题。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97

用于户外天气识别的雾天检测

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晓龙 2018904484

彭铖

/2018903777

,孟佳

/2018902984

,何金芝

/2018903347

,梁雨寒

/2018902802

李晗,

杨洋

副教

授,讲

师

0807

户外天气的准确识别在天气预测、灾害预警、自动驾驶以

及场景理解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目前对于恶劣天

气的观测，仍然主要依靠人工观测、器测法或者天气预报

等措施。人工观测受外界环境和地域条件影响较大，导致

观测数据较少且不连续。因此，使用基于视频图像的户外

天气识别及雾天检测成为一种广受关注的方法。本项目是

针对户外视频图像数据中的天气相关线索分析、特征提取

与选择以及分类器的构建展开的研究。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98

基于深度学习的遥感图像目标

检测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美瑄 2017903418

李德航

/2019901873

,廖若晨

/2019901228

,孙培果

/2019903485

,张荣

/2019903209

陈柘 副教授 0807

遥感图像目标检测在国民经济多个行业内有重要应用，其

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遥感图像中的目标大都呈现小目标特

性，表观特征极其有限，现有的目标检测算法在处理遥感

图像目标检测时性能均有显著下降，因此，研究新型的目

标检测方法显得十分必要。本项目基于深度学习方法在：

1）遥感图像数据增强；2）面向遥感小目标特征提取的深

度卷积网络设计；3）目标候选区域快速搜索方法等三个方

面展开研究，力图在目标检测性能上取得新的突破。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399

基于嵌入式GPU的智能软件无

线电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婷 2017900768

刘阳

/2017903961

,吴宇轩

/2017905397

,张闰馨

/2018905777

,赵佳慧

/2018902982

宋蓓蓓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基于嵌入式GPU平台和软件无线电平台，搭建低

SWaP、高性能人工智能软件无线电收发系统，接收无线电

信号进行深度学习实现无线信号智能识别和侦收，发送利

用深度学习生成信号实现无线信号智能攻击和欺骗。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00

自动驾驶中异常天气下的交通

标志识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彦棕 2018902559

张楠

/2018902072

,米小艺

/2018903771

,汪非

/2018902076

,朱明龙

2018905980

吴向

东,罗

向龙

副教

授,教

授

0818

该项目通过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处理技术来识别异常天气

下的交通标志标识，给自动驾驶提供技术保障。项目主要

是针对于异常天气对基于图像处理的交通标志识别算法的

影响分析、基于深度学习的异常天气下交通标志识别和检

测技术研究以及异常天气下自动驾驶模拟系统开发。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01

数字图像加密效果评估方法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华元 2018905206

刘晖

/2018906017

,杨佳

/2018905656

,程佩佩

/2018902078

,樊娇

/2018905239

李珊珊 副教授 0807

现如今层出不穷的图像加密算法使得如何评估图像加密效

果的好坏成为了热点问题,目前已有几十种评估方法被提

出,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个好的加密算法需要综合

平衡加密的视觉效果、加密时间、效率以及稳定性、图像

加密的程度等等，加密算法也需要一个准确且客观的评估

方法来度量。本项目拟对现有的数字图像加密方法与数字

图像加密效果评估的方法进行讨论与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

题，同时研究一种通过局部特征的图像加密效果评估和压

缩图像加密效果评估的新方法。本项目旨在将所研究的方

法应用于数字图像加密效果评估中，给数字图像加密效果

评估方法增添了新的内容，积极推动数字图像加密技术的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02

基于射频通信技术的车辆识别

功能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栋城 2018905491

张溪婷

/2018901264

,刘晨曦

/2018905237

,姜小凤

/2018903737

,秦泽

/2018902659

靳钊 副教授 0818

本项目基于无线射频通信技术（RFID），利用IHACA-

CpSPIEL算法分析标签与读写器天线的距离、读写器天线

的波束宽度对信号读取率的影响，确定出恰当的公交车站

天线部署方案；针对影响读取率的各因素设计正交实验，

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实验数据，得出各影响因素与

RFID读取率之间的数学关系；最终在考虑标签与天线距离

、天线波束宽度、标签运动速度等五大因素对于读取率影

响的情况下确定出各设备最优布设方案，并进行实际测试

验证。本项目可帮助视障人群实现对进站公交车辆的识

别，推动智能公交导盲系统的建设。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03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大学生学习

能力评估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跃东 2018904210

毛新越

/2018905203

,吕志遥

/2018905230

,杨劲松

/2018902096

,刘泽瑜

/2018905195

傅攀

峰,吴

向东

讲师,

副教授
0809

本系统是利用计算机视觉采集学生获奖证书和试卷答题情

况，利用一套已有的评估体系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评

估，并且将评估结果服务于企业，学生，老师。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04

非平稳信道下LDPC码的联合信

道估计与译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昊江 2018902554

郭一霖

/2018903352

,何跃

/2018904536

,贾智云

/2018902579

,张启文

/2018902557

杨洋,

李晗

讲师,

副教授
0807

随着移动通信应用场景的持续增多，非平稳信道成为越来

越常见的传输环境，而非平稳信道下的可靠传输依赖于准

确的信道估计。基于信源编码中用于信源参数估计和信源

相关性估计的滑窗置信传播技术，本项目拟将其迁移进入

信道编码领域，提出一种非平稳信道下LDPC码的联合信道

估计与译码算法；同时，对滑窗置信传播技术中复杂度最

高的自适应滑窗长度设置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利用不同的

手段降低其复杂度。力争提出一种具有接近理想信道估计

下置信传播译码的性能的，高效率、低复杂度、强鲁棒性

和不导致错误平层的联合信道估计与译码算法。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05

基于机器学习和Thingsboard

的城市垃圾处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方舒靖 2018901623

张桃靖

/2018902560

,彭铖

/2018903777

,何健乐

/2018905260

赵彦

锋,张

利川

讲师,

讲师
0809

本项目针对现阶段我国垃圾分类和垃圾收运中存在的难点

问题，分两方面进行解决：1.基于机器学习的垃圾分类方

法：通过构建垃圾分类数据集，确定基于机器学习的模

型，将数据喂入模型进行训练，最终形成垃圾分类的算法

模型。2.基于Thingsboard的垃圾收运系统：红外传感器

作为检测模块，在垃圾桶内壁特定高度安装该传感器，当

桶内垃圾量达到该高度时，通过数据传输模块将传感器设

备绑定到云平台，并通过GPS定位模块搭配地图进行位置显

示，方便后续垃圾站安排相关人员进行垃圾清运。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06

基于最优化理论的多基地声呐

阵型布放方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一祺 2018905221

何江波

/2018905215

,陈嘉喆

/2019905320

,金丽洁

/2019901500

,谭金杰

/2019901472

刘若辰 讲师 0819

本项目在研究多基地声呐作用范围的基础之上，利用最优

化理论对多基地声呐系统冗余数据进行处理，提高系统的

定位精度。由于多基地声呐系统的性能与其配置形式紧密

相关，在对多基地声呐进行配置时，利用一些现代最优化

理论方法对阵型进行优化，给出不同条件下多基地声呐系

统的站址布放方案，研究结果可为我国多基地声呐新体制

的建立提供预研基础和可行性论据，为航空声呐、声呐浮

标等多种声呐装备与母舰声呐的联合反潜作战提供科学依

据。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07
超市自动分拣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子晨 2017901106

蒋维

/2017904388

,孙傲然

/2018903550

,冯晓祥

/2018905249

,舒元辉

/2018905317

王伟 讲师 0809

传统零售业的确是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传

统零售业相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说又很多的弊端。比如营业

时间相对固定，需要大量的员工进行管理，交通不方便顾

客到达等等不利因素。那么对于这种情况，线上购物可以

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得益于快速的物流，货物完全可以

保持新鲜的状态送到顾客手中。对于线上购物，已经有一

些超市开始建设这线上购物系统，但这些系统中，有很多

需要解决的问题。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08

基于深度学习的算术码算法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楼鑫晖 2019901473

孙于晶

/2019902987

,张贤

/2019902709

,孟维毅

/2019903659

,陈兆龙

/2019903884

单博炜 讲师 0809

算术码 (Arithmetic Coding, AC) 是到目前为止编码效

率最高的统计熵编码方案，对其实现良好的解码具有重要

理论和实际意义。本项目将当前流行的深度学习技术和算

术码相结合，研究开发出性能优异的算术码编码解码算法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09

新型的数字化的相位差测量仪

的设计与实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叶超 2017901818

张振钰

/2017905441

,徐忠承

/2018903346

,郝睿

/2018903773

,吕炯颖

/2018903776

屈八一 副教授 0803

本项目在分析传统的模拟方法测量相位差和频率稳定度缺

陷的基础上，提出数字化的线性相位比对方法，用相位处

理的方法测量稳定度，并将这种数字化线性相位比对方法

从信号的测量扩展到相位控制，该方法不仅应用在信号测

量中，也能应用到相位控制中去。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10

基于滴滴GPS数据的滴滴车辆

需求研究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濡瑕 2018905792

杨晓萌

/2017900303

,朱东阳

/2017904311

,孙航

/2017900238

,仝宗宇

/2018902830

李颖 副教授 0809

现代中国农业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等方面存在问题，严重

制约着农业的发展。传统的农业发展战略面临着极大障

碍，已经远不能适应农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本项目利用

前沿科技解决种植难题，引导农产品培育过程；为农民提

供专业的种植交流平台，加强技术学习；提供种植材料查

验途径，保障农资质量；提供农产品销售渠道，减少农物

滞销现象。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11
多自由度图像拼接软件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立铭 2018900527

刘恒言

/2018901768

,安杰

/2018904212

,唐炜

/2018901770

,陈文浪

/2018903094

焦立男 副教授 0807

图像拼接技术是将数张有重叠部分的图像拼成一幅无缝的

全景图或高分辨率图像的技术，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重要

研究内容。目前，该技术在生活中应用广泛如手机全景照

相，无人机航拍，遥感图像等。本项目着重于研究基于特

征点的图像拼接技术，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拼接算法进

行研究改进并开发应用，实现大量乱序图像拼接、不规则

图像拼接等功能。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12

基于移动机器视觉的车距监控

及车辆防撞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志杰 2018903428

王嘉沛

/2018900328

,李美芸

/2018905365

,王天祥

/2018900937

,侯瑞宇

/2018905332

徐琨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结合多种图像处理技术及相关

机器计算与判断方法，在车辆撞击事件发生之前，对驾驶

员进行预警，及时控制车辆避免撞击事件的发生。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13

雨雪天气下无人车交通场景视

觉感知图像增强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鑫 2017902549

吕兴源

/2019905313

,殷凤娟

/2019904183

,宁杰

/2019900549

,王子航

/2019902496

陈柘 副教授 0807

无人车交通场景视觉感知是无人车应用中面临的重要问

题，但在雨雪等恶劣天气条件下视觉感知图像质量会出现

严重的退化，造成目标检测、场景理解困难，现有无人车

图像增强方法在去雨雪效果及实时性方面均无法达到实用

要求，十分有必要研究新型的处理方法。本项目基于现有

深度学习方法，在：1）无人车雨雪天气数据增强方法；

2）新型网络结构；3）雨雪快速检测判别等方面展开研

究，力争获得更好的去雨雪性能，提升无人车的感知能力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14

端到端基于深度框架多目标在

线行人识别与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楠 2018901637

贾晓航

/2018901314

,杨睿宁

/2018902104

,马丽千

/2019903663

刘占文 副教授 0809

针对复杂环境下行人识别及跟踪问题，本项目拟设计一套

Track-By-Detect的端到端基于深度网络多尺度多目标的

鲁棒实时行人检测跟踪模型，将从端到端深度框架多尺度

多目标检测模型、多目标鲁棒性快速跟踪算法和端到端检

测跟踪级联这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15

“精准扶贫”理念下数据分析

系统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亚辉 2018904345

赵鹏阳

/2018902115

,邓清泽

/2018905284

,刘宇航

/2018905763

张利

川,赵

彦锋

讲师,

讲师
0809

本项目针对现阶段我国精准扶贫中农产品售卖与农产品种

植的问题，分以下两方面进行解决：1.实现农产品售卖的

精准对接：通过大数据降维算法和匹配算法（协同过滤）

对农产品销售对接数据进行获取，以实现农产品售卖的精

准对接；2.实现农产品种植的精准指导：以惩罚线性回归

算法对分析预测进行建模，并通过分析预测对农产品的种

植进行精准指导。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16

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卡通画

APP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春辉 2017900689

刘泽东

/2017902572

,查尔苏

/2017901107

,唐毅

/2018902365

,李周

/2017900810

王伟 讲师 0809

随着国产数字动漫的崛起，一系列有关的动漫产业都在慢

慢探索发展，人脸卡通画一直都是人们追去的方向，但目

前人脸卡通画的处理仍然有很多不足，比如清晰度不足、

连接不自然、难以完成部位夸张化等。深度学习的在数字

图像上的应用已渐渐成熟。基于此，我们采用深度学习技

术，希望设计出一款APP可以完美的规避不足，解决现今存

在的问题。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17

改进教学视频质量的图像处理

算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天 2018900826

屈万珍

/2018901020

,刘娇娇

/2018903986

,程少鹏

/2018901401

,王博一

/2018901559

杨俊 讲师 0809

由于受疫情影响,很多学校采用远程在线授课的方法。但教

学视频录制质量无法保证。本项目主要研究家居条件下,如

何利用数字图像处理算法提高教学录制或直播的效果,主要

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实现抠像算法和图像颜色亮度的校正

升级。前者提供虚拟环境并将其它画面设置为透明通道保

证教师的隐私,后者校正不同光照条件下统一的图像质量再

现真实的图像颜色。上述两种技术的使用可以保证教学视

频的质量,我们尝试为广大教师通过图像处理算法提供方便

的软件解决方案。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18

氧化镓单晶的水热合成及生长

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振武 2018905329

王泳清

/2019902517

,刘越恒

/2019904052

,刘梦雪

/2019902417

,纪舒杰

/2019901262

沈浩 讲师 0804

本项目旨在借助水热法，设计液相化学反应线路，开展β -

Ga2O3单晶的合成与取向生长研究。利用现代分析手段，

对所合成产物进行了物相、晶体结构和物理性质等方面的

表征，并对其生长过程加以探索。通过对晶体结构、形貌

以及晶体生长动力学因素的综合分析，提出有关β -Ga2O3

单晶的合成与取向生长的可能机理。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19

车道标线及其路面区域检测与

跟踪算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玉赵璧 2018905974

朱子怡

/2018905982

,张蕊妮

/2019902985

刘占文 副教授 0809

针对传统的车道线检测方法存在易受天气环境影响、易受

障碍物干扰、实时性不强等困难，对于实际行驶道路中复

杂的场景和环境不能有效应对。本项目拟采用Hourglass

深度学习网络进行算法构建，实现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

的车道标线检测方法。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20

一种通用性特种小型运载底盘

与其配件的开发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沛亭 2018905378

郑杰鑫

/2018901123

,王一丁

/2019903155

,孙嘉琛

/2019903572

,谢柳青

/2019901180

许锐 讲师 0829

针对现在一些危险与对人体有害的工作环境的人工的代替

工作，实现在不良或者危险的工作环境下的通用化的小型

运载平台的设计与针对性配件的开发（支持客户定制），

并且提供完整的控制的解决方案与后续的控制优化与对安

全性的评估的工作。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21

秦岭景区地质安全科普系统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紫凯 2018905862

师浩元

/2017901918

,刘雪娅

/2018902599

,尹启豪

/2018901737

,王子倩

/2018905355

吕艳 副教授 0708

秦岭景区区地质安全科普系统，是针对于大众，尤其是秦

岭地区的游客，通过前期对秦岭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地质地

形地貌和游客统计调查以及与相关人员访谈交流，后期微

信公众号和小程序以线上的方式，进行安全知识的科普。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22

基于百度地图的校园地图新生

辅助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若雪 2019901786

罗嘉恒

/2019900333

,王凯厅

/2019902528

,王润涵

/2019900306

白林 讲师 0812

本项目针对长安大学（渭水校区）占地面积大，东西跨度

广，建筑物多，新生容易在学校中迷路或者走错教室等问

题，利用百度地图等现有的软件、人工测量工具等方式进

行测距，徒步和自行车等主要工具以及计时工具，计算不

同的出行方式的速度和时间，构建一个数据平台，为新生

提供最合理、最有效、最省时的出行方式和路线。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23

基于互联网的少数民族大学生

国家认同教育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禧龙 201804394

徐菲

/2019900165

,田玉雪

/2019901662

,唐源

/2019900074

,李莲增

/2019900427

潘迎 讲师 0401

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发展离不开任何一

个民族。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基

础，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感与国家安定、社会进步有着紧密

联系。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少数民族中的先进人才，对于

民族的安定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国家认同教育意在培养

国民国家归属感，荣辱与共，建立维护国家的利益和荣誉

的主观意识思维。探索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教育路

径对国家的安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24
土行孙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世祺 2018900250

陈建潮

/2018904405

,陈文浩

/2018902607

,田微

/2018901291

,刘雨

/2018901492

李萍 副教授 0708

本项目是基于地质工程有关知识，以勘探设计研究为主要

内容，以封神演义的外壳来展现的多样的游戏软件。在游

戏中，玩家通过操控各种不同等级的工程师（土行孙），

进行对地形的勘探设计研究，从而获取金钱和经验等。在

游戏过程中，玩家能从一步步的积累，通过不同程度的探

索开发，解锁一项项的新科技与新内容，一步步增加游戏

性，完成一个个工程，提升自己的等级，达成一个个目标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25
智能安全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盛恺 2019900744

苗晨宇

/2019902623

,苏清嘉

/2019900359

,李佳琪

/2019903690

,丁凯

/2019906036

屈璐,

翟越

讲师,

教授
0829

本项目是结合大数据及GPS科技对目前市场上功能较为单一

的安全帽进行技术改良并构建智能安全帽服务平台，完善

后台实时监控，中央数据处理等功能，其中加入语音对讲

模块、生命体征监测模块、脱帽警告模块以及电子围栏与

GPS结合的危险区域检测警告模块。以达到运用科技手段在

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的基础上提高使用者的舒适度，降低

施工单位工作人员的伤亡事故发生率，同时方便管理人员

掌握施工情况、调度工程进度、提高施工效率等目的。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26

长安大学数字智慧孪生校园建

设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和壮 2019903675

李昕玥

/2019901903

,石一洁

/2019900329

,梁雷晨

/2019901380

,王智博

/2019901253

张静 讲师 0812

长安大学数字智慧孪生校园建设是在数字化日益普及的当

下，以方便长大师生的生活，教学和众多工科类专业学生

学习为目的所计划建设的项目。

该项目以网络和3D建模为基础，将虚拟现实技术运用在校

园建设中，建立可视化校园模型，为校园建设指明方向，

实现智慧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达到智慧校

园建设支撑智慧教育的目的。

在该项目建成后，可以作为其他校园建设智慧校园的案

例，亦可助力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27

新型便携式人性化雨水收集雨

伞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雨阳 2017903546

赵鹏玉

/2017983544

,史志勇

/2018902939

,王程

/2018905995

,耿天宇

/2018902591

丛铭 讲师 0802

此项目是一种新型雨伞设计，主要解决以下问题：1、下雨

天，很多人会把雨伞上的雨水抖在食堂门口，导致地面湿

漉漉成水洼； 2、下雨天，很多人会把雨伞带到室内导致

地上全是水； 3、因为雨伞有水没有带进室内而导致丢伞

或者拿错； 4、一般雨伞平躺在地上沾上地面的泥水，再

次用的时候可能会将泥水甩到身上； 5、下雨天打过伞

后，不能将雨伞带进室内，因为会导致室内地面湿滑，从

而会出现很多同学丢伞或拿错伞的现象。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28

基于同步挤压S变换的煤层裂

缝形成机理和发育规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章志庸 2017902944

杨立伟

/2017904004

,安文凯

/201790145,

吕嘉歆

/2017903550

,王新业

/2018900262

马见青 讲师 0708

    低速薄煤层、高密度发育的煤层裂缝使横波高频能

量损失严重，加剧了横波分裂的复杂程度，不利于定量预

测煤层裂缝。同步挤压S变换时频技术不仅有很高的时频分

辨率，还能很好地反映煤层裂缝横波的高频弱振幅信息。

项目拟开展时频域煤层裂缝各向异性横波分裂分析研究，

研究煤层裂缝横波分裂的形成机理和分布规律，估计煤层

裂缝的各向异性程度。形成时频域煤层裂缝地震波场识别

、分离和去噪，时频域自适应横波分裂分析及参数提取工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29

基于大数据统计的主要国家新

冠疫情韧性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星宏 2018900079

刘曦曦

/2018900691

,黄艺凯

/2018903170

,李佳怡

/2018905356

,李皖

/2018905865

李寻

昌,汪

班桥

副教

授,副

教授

0829

疫情韧性指的是一个国家遭受疫情后适应变化，持续存在

的能力；该国家的某些方面可能发生变化。此次突然到来

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的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并由此可

能导致一轮世界性的经济波动，而此次研究的是受疫情影

响的主要国家受疫情影响后经济政治的变化。

获取多个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主要国家的确诊人数、增长率

、死亡率等数据，其次，需要从疫情前、疫情时和疫情后

三个阶段分别对各个国家的应对措施造成的经济政治变化

进行比较，利用大数据和数学建模的专业知识对所搜集到

的数据进行韧性分析，得出主要国家经济政治因疫情所造

成的损失、主要应对措施以及恢复速度与程度。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30
智慧钻探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窦新玉 2018902883

陈建潮

/2018904405

,董礼斌

/2018903321

,陈正明

/2019901501

孟妮娜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以研究开发地质勘探信息管理系统、综合设置硬件

软件信息联动作为主要目标。主要针对于城市内钻探的安

全隐患、部分工作中偷取进尺等违规造假行为进行一定的

防控与监管，以提高钻探的安全度和工作效率。所开发的

信息管理系统，针对信息管理及汇总的不便进行优化，提

高勘探作业效率。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31

基于InSAR技术的2020年中国

地区6.0级以上地震监测与反

演研究（以2020年1月新疆喀

什6.4级地震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昊 2018905360

王程

/2018905995

,冯青青

/2018902375

,何荣鹏

/2018906102

,王昊昊

/2018905375

杨成生 教授 0812

基于InSAR技术的2020年中国地区6.0级以上地震监测与反

演研究（以2020年1月新疆喀什6.4级地震为例），是使用

InSAR技术对发生地震的地区进行监测获得该地区发生地

震前后的形变数据，以形变为约束，结合相关地球物理模

型，确定引起地震发生的地球内部因素及相关参数，为后

续进一步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研究资料。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32

一款基于安全防护的自动化机

械撑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施海林 2019900084

刘腾龙

/2018902208

,郭如凤

/2019900223

,陈沛男

/2019900220

,唐源隆

/2019900325

王腾军 副教授 0808

目前非机动车的撑脚采用的是人力的方式改变撑脚的状态

的，由于需人为操作，生活中常有人会忽略，从而导致在

行驶过程中，因撑脚与地面的摩擦造成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目前还没有关于全自动化撑脚这

一方面的产品，但是我们这个项目能实现撑脚的全自动

化，可以弥补这个缺憾。该项目主要方向为机械自动化，

将GPS导航或者北斗导航系统与红外传感器与压力传感器相

连，结合我院优势学科，贴近生活，且发展潜力巨大。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33

陕西黄土地区生态环境安全性

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郑苏雅 2019903083

王昊昊

/2018905375

,潘贝贝

/2019901100

,侯慧颖

/2019900072

,王涛

/2019900014

许锐 讲师 0829

本课题组将在退耕还林、水土保持等重点工程的实施大背

景下对陕北延安地区的生态安全展开再调查评估，主要统

计黄土地区典型边坡等对象的水土流失及其诱发的次生灾

害的特征，分析影响黄土边坡地区水土流失的内外因素，

并进一步探讨不同环境因子在其变化过程中的作用，量化

分析水土流失影响因素，划分等级，对未来灾害发展趋势

做出预测，并对此提出解决对策。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34

新城市格局下西安烟火气息的

体味—  

基于西安饮食消费情况的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管国荥 2019902521

陈正明

/2019901501

,范欣

/2019901645

,谭子淑

/2019900779

,张新彦

/2019903978

刘聪 讲师 0710

对新时代对西安的饮食文化展开调查，发现最近几年来西

安旅游业的发展状况，游客消费倾向的变化，也能反应西

安许多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小吃，美食在当代的发展和

存在状况，引起人们对西安饮食文化的关注和反思。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35

搭建空天地协同地质环境智能

感知云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虹博 2019901902

苏晓丽

/2019900826

,徐菲

/2019900165

,符誉腾

/2019902202

,颜旭海

/2019901694

张双成 副教授 0812

搭建空天地协同地质环境智能感知云平台，能够提供较为

精准的地质信息，且可以利用人工智能逻辑推测地形环境

变化，提前预警地质灾害并为地质研究提供数据信息，并

将数据信息共享出去，为大众预警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来

源与研究思路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36

新形势下高校混合教学模式的

教学质量评价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志勇 2018902939

韩树鹏

/2018126021

,王雷

/2018900843

,韩珠琳

/2018902252

汪班

桥,李

亚兰

副教

授,讲

师

0401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结合了线下传统教学与线上网络

教学优势的混合教学模式迅速发展并展开应用，因此对于

这种新形势下高校混合教学模式的教学质量评价也成为研

究的热点。从分析混合教学相关文献的结果来看，有关混

合教学的效果或者混合教学质量评价的研究并不多，而传

统的教学质量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再适应混合教学模式

。因此，建立一套准确科学、动态可调、循环改进的教育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37

基于深度学习的地空电磁响应

数据自动去噪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柴嘉 2019900352

王隽雨

/2019900086

,张轲涵

/2019903789

,王育聪

/2019903686

,魏湖海

/2019901973

周建美 副教授 0708

电磁勘探数据存在噪声干扰，主要采用人工手动去噪处理

。地空电磁法会产生海量数据，人工去噪工作量巨大。采

用深度学习技术，通过对人工去噪技术进行学习，可以实

现数据的自动去噪，显著提高数据处理的工作效率。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38

结合西安市地铁研究地铁建设

中的地质工程问题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卜阳 2019903053

陈雨麒

/2019904253

,孔德靖楠

/2019903979

,和耀民

/2019900189

,卫泽尘

/2019900294

于渤 讲师 0705

随着世界各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的交通压力将会

由地上、地下这俩种交通方式所缓解。未来地质工程专业

也将会致力于地铁的建设，所以我们作为地质的新人应该

对将来地铁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有所了解，并通过自己的分

析设计，初步构建对地铁建设的认知。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39
CSSKiosk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思璇 2017903774

蔡浴阳

/2018901499

,李晓暄

/2018900727

,苏志萍

/2018903814

苗行生 讲师 1208

在校园里设计一个书报亭，不同于图书馆，在这里有着诸

多图书馆里没有的期刊、氛围，让人感觉更加轻松、让我

们吸收更加专业、科学而广泛的信息，享受期刊报纸带来

的愉悦与充实；让大学变得温暖生动，有一处歇脚点可以

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交流，共同分享。让当代新青

年逐渐重拾文艺，重新审视，重塑思维。

同时，这一抹文艺进校园，将微型书报亭与长大之景相融

合，创造属于长大学子的标志，填补校园里唯一的空缺，

设计长大的文艺歇脚点。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40

基于三维的实时监测古建筑群

落环境信息的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彬 2018905352

王璐

/2018902186

,屠学博

/2018904392

,郝靖宇

/2018903331

吉伟勇 讲师 0705

该项目主要针对需要保护的古建筑群落，通过对其损坏处

或者其他具有价值的重点区域的信息收集，开发出能够实

时监测其环境信息的三维系统，以便于进行进一步的数据

分析。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41
AR技术与大学生安全教育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贝贝 2019901100

赵雨心

/2019906095

,于艺堃

/2019902538

,管鑫/ 

2019901054,

马思琪

/2019906087

李凯玲 副教授 0829

通过对AR技术的应用来增加当代大学生对安全教育的理解

。初期团队将以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的形式进行安全

教育，后期将会把AR动画与安全事故结合，以更有趣的方

式来对当代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42

基于遥感检测技术的农作物长

势预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尹灵飞 2019900167

任佳鑫

/2019901901

,邹煜晖

/2019901251

,臧铭慧

/2019903041

,梁月

/2019904481

彭晓东 讲师 0812

本项目使用遥感观测技术对农作物进行长势的连续监测，

通过数据处理监测农作物生长的异常表现，同时推测及异

常发生的原因，并将结果通过网站和移动端APP分发给各级

政府，农业管理部门或直接通知注册用户，帮助农户和农

场及时查证原因，并采取对应的措施，以保证农作物的健

康生长和产量。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43
夜光遥感数据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解孟泽 2019902532

郭佳丽

/2019903036

,卢震

/2019900318

,薛珂静

/2019900330

,唐佳豪

/2019900326

王爱萍 讲师 0812

　夜光遥感数据处理，包括几何纠正、辐射定标、云检测

地表反射的月光去除、噪声去除。一般情况下，用于社会

经济数据挖掘的夜光影像来自于一定时期内的平均夜光影

像。从夜光遥感数据中获得的知识可以用于社会经济参数

估算、城市化和区域发展评估、光污染分析、渔业检测等

方面。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44

互联网背景下两性健康知识公

益科普平台的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佳 2018900832

梁小溪

/2018901150

,郭欣茹

/2019903054

,于水欢

/2017902296

余智勇 助教 0503
根据对青少年的性教育现状的研究开发出一款具有公益性

的两性健康知识科普平台。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45

地球演化过程中板块运动对生

物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轲一 2019903044

梁琪

/2019900823

,苏文欣

/2019903685

,杜云龙

/2019903683

,周楚涵

/2019906053

王爱萍 讲师 0708

目的：建立超大陆形成过程的模型，并将其划分为具有普

适性的阶段，确认规律性的超大陆的形成是否与物种灭绝

有直接关联。

意义：对于以后人类的生存与物种多样性的保护以及过去

生物大灭绝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46

校园自行车安全管理网络平台

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啟帆 2019906077

徐龙祥

/2019900229

,王俊淏

/2019900303

,谢玉兵

/2019900158

,王寿江

/2019902522

余智勇 助教 0829

校园自行车是学生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个人自行车的管理

使用的及弹性调节自行车存放时间地点对于提高校园空间

利用率，提高私人自行车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拟在

全面登记处理学生个人自行车数量，收集梳理学生使用存

放自行车时间及地点，利用“一车一码”二维码身份识别

技术，构建数据库及软件系统，最后形成一个及管理，查

询，防盗于一体的系统。通过此系统，学校可及时处理废

旧自行车，弹性规划自行车存放地，治理乱停乱放，保证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47
基于VR的建筑安全培训体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雷 2018900843

盛恺

/2019900744

,谢东

/2018906050

,李佳琪

/2019903690

李凯玲 副教授 0829

借用VR技术与建筑安全培训相结合，使日常的安全培训更

贴近实际事故方向发展。以此方式来丰富培训方式，进一

步提高员工的参与积极性与安全培训的效果，改变传统建

筑安全培训的低效率、员工参与度不高、积极性不够、培

训手段单一化、与实际操作不符的缺点，基于VR的建筑安

全培训平台能从日常安全培训层面提高员工的安全生产素

质，可以从根本上减少建筑施工全过程中的事故发生频率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48

关于大学生的适应情况相关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钟启轩 2019900297

武仪

/2019903975

，尚晓龙

/2019902520

,穆湫原

/2019900227

，

余智勇 助教 0814

中学到大学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很多新生入学以后表

现出较不适应的状态,部分学生心理、学习、自我管理、人

际交往还会产生诸多问题。因此,准确了解新生入校后的适

应状况和规律性特点、根据新生的思想特点及时地进行适

应性教育,对帮助其迅速融入大学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49

陕西千河盆地第四纪地貌演化

特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世保 2018900988

金旭文

/2018900950

,俞诺贝

/2018901421

,张博耀

/2018902740

,宋雨檀

/2018900321

陈淑娥 教授 0709

本项目以陕西千河盆地为主要研究区域，通过对研究区域

地貌形态、物质组成等的调研，结合卫星遥感图像，划分

地貌单元，依据地层学、岩石学、动力地质学、大地构造

、构造地质学、年代学等的理论与方法，探究该区第四纪

地貌演化的动力学背景，最终综合研究成果，得出陕西千

河盆地第四纪地貌演化特征。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50

鄂尔多斯盆地西南部平凉组深

水沉积精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欣 2017900725

闫垚琪

/2017904708

,马玲

/2017903000

,王晓伟

/2017901417

,臧儒韬

/2017901931

,王茂

/2017900302

,王乐

/2018900313

梁积伟 副教授 0708

上奥陶统平凉组是鄂尔多斯盆地下古生界天然气源岩，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油气勘探价值。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平

凉组的烃源岩、成藏条件、孔隙结构、储层特征及物源等

方面取得进展。平凉组沉积环境和沉积相的研究也取得了

进展。但是，平凉组尚缺乏高精度的剖面测制。通过高精

度剖面测制，分析其形成环境和构造背景，对于解释鄂尔

多斯盆地晚奥陶世的古环境和古构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所得成果还可作为实例，应用于课堂教学当中。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51

松科球果化石超微立体结构重

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青山 2018900688

王振华

/2018901225

,王俊

/2017900612

,梁探星

/2018902011

肖良 副教授 0709

  该项目基于内蒙古发现的立体保存的精美球果化石，通

过CT扫描技术和三维重建的手段获得松科球果内部的形态

学特征以及球果内部的三维立体结构，从而更好的了解松

科球果化石内部结构，进行更为细致的鉴定，为准确确定

植物种属提供充分条件。同时，对于这些保存精美的化

石，又能够保证其完整性，为后期开展进一步的古地理、

古气候、古环境研究提供可靠证据。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52
尾矿制备轻型建筑骨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坚 2017900616

吴斌

/2017905946

,蒋鹏飞

/2017900615

,田洪浩

/2018904019

左可胜 副教授 0815

针对矿山企业尾矿粒度细，处理困难的现状，及城市建筑

材料紧缺的现状。本项目提出采用尾矿、玻璃粉等固体废

弃资源造块焙烧工艺，制备建筑轻型骨料。 研究内容包

括：确定最佳的造块工艺参数、焙烧温度制度；确定所制

备块材的力学性能。项目的实施可综合利用固体废弃资

源，解决秦岭地区矿山企业尾矿处理难题，同时也可为关

中地区建筑行业提供紧缺的生产物资。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53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神木气田主

产区储层岩性特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琪钊 2018901491

徐媛

/2018904540

,凡亚龙

/2018900209

,宋万万

/2018903437

王震 讲师 0708

研究长庆油田神木气田主产区储层岩性特征分析储层岩石

特征，解释SiO2来源及长石消失原因。本项目将对今后致

密气甜点区的预测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又对中石油长庆

油田最主要的的产气区增产挖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54
新型选钼乳化剂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喻庆 2017903556

李子木

/2017900380

,耿清清

/2018903385

李治杭 讲师 0815

以陕西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辉钼矿为研究对象，针

对传统柴油捕收剂回收辉钼矿效果不够理想的问题，本项

目着眼于改善柴油捕收剂的捕收能力，从而强化辉钼矿的

浮选回收过程。通过化学合成及复配，制备多种类型选钼

乳化剂，从而实现对柴油的高效乳化，获得粒度均匀、性

能稳定的乳化液，增强柴油对辉钼矿的回收效果，这对于

提升辉钼矿回收指标意义重大。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55

不同岩性壶穴口径深度比及其

对侵蚀作用的指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兴伟 2017903729

聂昌

/2017904702

,吴悦昊

/2017900394

,樊敏敏

/201701430,

周柔

/2018900690

王冉
高级工

程师
0708

一般认为基岩河道侵蚀速率与岩性有关、单一磨砺产生的

壶穴口径/深度比与岩性无关，但该比值实际上有一定的波

动，且并未得到合理解释。本研究采用先进的微地貌观测

技术，如SfM三维建模技术，进行壶穴的正射镶嵌图和DEM

数字高程模型的构建，再通过图像分割技术进行壶穴几何

学参数的计算分析，探讨壶穴口径深度比与不同岩性、构

造之间的关系。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56

新型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的

合成与吸附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宇轩 2017902190

蒋鹏飞

/2017900615

,张枭

/2018905519

王浩 讲师 0815

本项目研究了一种新型金属有机框架吸附材料，用于废水

的净化。以天然微晶石墨制备石墨烯吸附基底，在基材上

负载金属有机框架吸附材料，形成石墨烯-金属有机框架复

合材料。项目首先研究该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与工艺，建

立复合材料结构特征与制备工艺，参数的联系；其次研究

复合材料的吸附性能，探明吸附机制和强化方法；最后研

究复合材料对模拟和实际废水的净化性能。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57

基于土壤地球化学调查的土地

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左旭刚 2017901432

付禹川

/2018900311

,王洁

/2018901227

刘军锋 副教授 0708

对宝鸡市眉县进行土壤地球化学调查，确定当地土壤地球

化学状况，结合土壤污染状况，提出有效治理发案。同时

利用优化种植模式，帮助地方脱贫。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58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与人类远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微 2018903202

历祥

/2018901318

,苏兰欣

/2018900669

,汪靖渊

/2018900327

,翟永辉

/2018903410

邵铁

全,刘

云焕

副教

授,教

授

0814

本项目将借助于Micro-CT、SEM、切片等研究手段，观察

分析鳃曳动物、可能动吻动物化石及共生胚胎化石的内部

结构，探索亲缘关系不明的胚胎与有棘动物之间的关联，

为化石胚胎学作出贡献，在有棘动物与节肢动物尚未明朗

的进化关系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59

关于宝玉石鉴定实验课程规划

管理的构思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颖兴 2018904014

王仪卓

/2018905386

,王国庆

/2018905391

,张玉兰

/2018902203

,刘振辉

/2018900361

晁会

霞,谢

星

讲师,

副教授
0807

    本课题基于“宝玉石鉴定”实验课程的实际问题：实

验课中手工登记借还标本，给教学使用带来不便，同时对

标本的管理也有一定的隐患。拟对珠宝实验室标本进行考

察、分析，对每块标本进行综合信息录入，实现实验室标

本管理和使用的信息化，在录入大量调研和实践数据后建

立、完善和成熟信息库和小程序，初步投入长安大学宝玉

石鉴定课程使用，陆续开始投入到全国高校和珠宝玉石市

场使用，并及时收集用户反馈信息，做好后台管理和更新

。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60

Mg同位素高温条件下的分馏-

以橄榄岩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宏典 2018903823

张力帆

/2018904409

,杨雄辉

/2018900733

刘军锋 副教授 0708

本研究选择出露秦岭造山带核部的松树沟纯橄榄岩（蛇绿

岩）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化学法溶解样品后经离子交换树

脂纯化，并用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MC-ICP-MS) 

测试，在元素地球化学研究的基础上，对该岩体不同组成

岩石和铬铁矿进行系统的Mg同位素分析，探讨高温条件下

松树沟蛇绿岩Mg同位素是否可以发生明显分馏以及蛇绿岩

中Mg同位素分馏是由于豆荚状铬铁矿重Mg引起的，还是碳

酸盐交代引起的。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61

大数据时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

信仰培育的双重境遇与破解之

道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邦妮 2018906097

宋万万

/2018903437

,王龙鑫

/2018902621

,王洁

/2018901227

,张煜国

/2018903556

梁青青 副教授 0305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一方面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者

和教育评价拓宽了新视野,另一方面也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

信仰个性化教育和科学化调研提供了新渠道。课题旨在对

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研究，将调查数据、现实访谈

、生活观察上升为理论分析，对新时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

信仰教育状况及其效果进行基于现实考察的整体把握。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62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亚军 2017901715

王佳新

/2018900336

,张源芝

/2018900319

,梁汝薇

/2018900479

,张旋

/2018906113

查方勇 副教授 0401

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危机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情

境契机、主题素材契机和检测评估契机，是大学生社会化

的特殊载体、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径，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本项目通过对长安大学

本科生在疫情期间的思想动态调查，伟大精神探讨，深入

教育内容等方式，了解重大疫情对大学生群体思想的影响

与改变，明确大学生在重大疫情期间应该承担的责任，并

为重大疫情期间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提供思路。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63

依托“世界地球日”的大学生

低碳环保素养提升与社会责任

感培育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浩 2018900428

唐国卿

/2018903438

,王国庆

/2018905391

,张群佳

/2018900322

梁青青 副教授 0401

坚持和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继续前进的核心动力源泉。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大学生是

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生力军，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

培育青年大学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新的时代条件下

凝聚青年力量的重中之重。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64

资源学院公众学习与交流平台

的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雨帆 2018902903

徐媛

/2018904540

,袁昱

/2018900846

,王国庆

/2018905391

刘志武 副教授 0814

随着互联网、新媒体、VR、AR等各种新技术的迅猛发展，

在线学习和交流平台将成为重要的学习媒介。本平台立足

虚拟社区，师生共同参与，采取交互式、合作性和自主学

习等各种方式，及时开放和共享各种学习资源和经验以及

就业、考研等相关讯息，实现线下和线上学习深度融合，

对参与学生可以提供个性化指导，并宣传科普专业知识，

提高专业趣味性和推动学科的进一步融合，努力打造成国

内各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的共享交流学习平台。该平台也将

是展现长大资源学子风貌的重要窗口。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6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加强大学

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战雨仟 2019902544

刘家旭

/2019900882

,马红瑞

/2019906006

,张珀苑

/2019900363

赵联

党,巩

昌盛

讲师,

助教
0401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在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带领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

国的疫情防控已取得积极成效。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力军，其对爱国主义精神的认同

如何？能否将爱国主义信念转化为行动自觉，事关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本项目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研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66

高陵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现状

评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莉莉 2018901254

郝荣慧

/2018902738

,李金娜

/2018903034

,张康

/2018900153

,卢小荟

/2018900373

杨瑾 副教授 1204

通过底线管控，结构效率，生活品质等评估指标，明确高

陵区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现状，并对高陵区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进行整体评估。与高陵区最近几年数据相比较，得出

高陵区完成规划程度与发展效率。并依托本课题对比高陵

区十三五规划，对高陵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现状进行全面

评估，进一步交流完善研究成果，并针对高陵区国土开发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能的解决方式，以便更好地对高陵区

国土开发进行保护。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67

黄河流域（陕西段）耕地时空

格局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瑞涵 2018903828

刘子彦

/2018901475

,员杨洋

/2018903418

,程宇辰

/2018901571

,张舒媛

/2018903417

卫新东 副教授 1204

本项目以黄河流域陕西段为研究对象，针对目前国家在耕

地时空格局演变方面的不足，研究其耕地时空格局演变及

驱动力，为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等提供数据支

撑。为黄河流域如何合理处置生态经济比重以及如何控制

经济发展速度方面提供材料，以期达到推动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的作用。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68

不同类型村庄撂荒地的土地整

治及再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安梦凡 2018900763

王嘉琰

/2018901255

,刘莉莉

/2018901254

,金晓荣

/2018906104

,夏凡

/2018901474

员学锋 教授 1204

由于非农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耕地质

量较低等原因，耕地撂荒现象日趋严重，破解耕地撂荒问

题迫在眉睫。本项目拟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分析比

较等方式，分析归纳典型村域土地利用情况的发展变化，

获取其耕地撂荒的现状，分析得出陕西省村域尺度下耕地

撂荒问题的影响因素，针对性地提出方案，促进典型村域

乃至陕西省对撂荒土地进行土地整治，达到撂荒土地高效

再利用，提升耕地经济和生态效益和农民收入的目的。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69

用地审批权下放监管实施方案

与执行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郝荣慧 2018902738

苏强俊

/2017901462

,刘莉莉

/2018901254

,金欣悦

/2019906038

,陈萍

/2019902539

卫新东 副教授 1204

2020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

》，下放属于国务院的部分农用地转用审批、土地征收审

批权限给省级人民政府，使地方政府用地更加方便、高

效，从而利好地方项目投资建设和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给

予地方政府更大土地管理自主权，容易导致地方建设项目

用地面积增加，大量占用农业用地。本项目拟通过研究全

国试点区域的执行情况，构建一套完备的监管制度以及政

策执行评价体系，保障地方政府权力的执行。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70

农村生活污水生态处理技术与

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祝建树 2018902139

郑小平

/2016901482

,王毅航

/2018902144

,宋佳奇

/2018900346

,孟祥天

/2018901530

赵晓红 副教授 0810

针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生态处理技术与创新提出的项目，

以磁黄铁矿为基础，研究其在人工湿地系统中对农村生活

污水脱氮的应用与创新，提高农村污水处理中脱氮的效

率，使农村污水能够很好地回收或者排入河道而不污染环

境。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71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体系应用于

绿色生态小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青峰 2018905480

施涛涛

/2018906054

,刘嘉祥

/2018901009

,李江涛

/2018903236

,陈刚

/2018905507

管宇 讲师 0810

为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我们项目打算应用冷弯薄壁型钢结

构体系建造绿色生态小镇，首先从各个方面对比传统建筑

结构和冷弯钢结构体系在小镇建设中的优缺点，证明冷弯

结构体系是最合适的方案。下一步设计一个2-3层房屋的设

计方案，包括建筑和结构，作为小镇建设的图纸，接着采

用软件验证计算设计结构是否满足抗震受力等要求，最后

对冷弯钢建材的回收利用情况做一个调查研究。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72

干湿循环作用下岩石宏微观性

能劣化规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瑞 2019905467

章城源

/2019901035

,艾冬青

/2019901887

,田润平

/2019903015

,肖普砚

/2019901648

李培 讲师 0810

本课题致力于研究干湿循环作用下岩石强度劣化规律中宏

观状态变化与微观参量变化之间的量化响应关系，从而得

出岩石强度演变与各个微观参量之间的数学联系，更深层

次的揭示经干湿循环后岩石性能劣化的规律，与前人研究

成果相辅相成，为建筑的选址、稳定性分析等提供理论支

持。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73

陶厄氏菌富集同步硝化反硝化

脱氮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家华 2018905499

丁磊

/2018904255

,来依凡

/2018905484

,王宇豪

/2018902392

赵红梅 讲师 0810

利用微生物进行污水中氮素的脱除是目前最为经济的污水

脱氮方法，但市面上的方法大都会有有0.05%～25%的含氮

化合物会转化为N2O释放到大气中。本项目以富集优势微生

物、改变其分布形态作为手段探索新的控制方式，即通过

富集陶厄氏菌，分离、筛选高效陶厄氏菌株的方法优化微

生物达到N2O逸出控制。研究拟通过在特定培养环境下，富

集优势菌、驯化、优 化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强化陶厄氏菌

富集的活性污泥系统对N2O的降解能力。达到提升污水处理

厂环境友好度的目的。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74

3D打印技术在复杂岩体动态力

学中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嘉楠 2017905677

肖榜峰

/2018903965

,周苾婷

/2018905459

,刘天蛟

/2018905500

,刘鑫源

/2018905442

田威 教授 0810

在岩土工程的应用中，3D打印技术能快速打印大量结构完

全一致的复杂三维结构体，解决了人工制作类岩石时遇到

的试样结构不均一、制样周期长及程序复杂等问题。岩石

所处的地下并非一个静态环境，地热引起的热力效应以及

地块活动等等都会引起岩石的碰撞与冲击，地下资源开发

时也会引起岩石的碰撞、冲击，因此对岩石的动态力学性

能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结合以上背景，本项目为3D打印

岩体在动态力学作用下的力学特性研究，以此分析3D打印

岩体代替天然岩体进行冲击试验的可行性。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75

一种应用于高铁桥梁的新型减

振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泽 2018901422

胡晋荣

/2018904357

,许新

/2018900955

,杨金坦

/2018900674

,丁凯璇

/2018901531

陈瑾 讲师 0810

基于高铁和桥梁本身结构，通过对于各种振动影响因素数

据的分析和计算，根据已有的阻尼器形式进行改进和调

整，使能够适配于高铁和桥梁减振工程，具有提高列车稳

定性，降低风荷载影响的功能。最后申请1-2项专利，形成

1-2篇论文。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76

再生砖块骨料混凝土的制备与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琳琳 2018903841

兰海

/2018901874

,乔鹏飞

/2018900853

,杨开云

/2018905521

,王欢

/2018904353

刘云霄
高级工

程师
0810

建筑垃圾的再次利用在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等方面举足轻

重。而砖骨料孔隙率大、强度低、吸水性强等特点使得再

生骨料混凝土在性能上不尽人意。为实现变废料为资源，

团队将在分析砖的自身性能的基础上，研究以废弃砖为再

生骨料时对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和易性、体积稳定性等技

术性能的影响，从而实现对再生砖骨料混凝土的性能的完

善和改进。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77

基于下垫面类型的大学校园热

舒适地图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依凡 2018905425

万嗣泽

/2018904079

,李世同

/2018902129

,马靖杰

/2018901414

,张振

2018902146

檀姊静 讲师 0810

通过对长安大学渭水校区校园内典型下垫面周边的热湿环

境进行实测，进而对各类下垫面周边热湿环境指标与人体

热舒适范围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主观热感觉问卷调查，

获得各下垫面附近的热舒适程度，最终绘制出长安大学校

园的热舒适地图。本研究成果能够为学校室外热环境优化

以及学生的室外活动、出行路线提供有效建议。最后也希

望可以为城市从下垫面的层面改善热岛效应提供一些支持

和帮助。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78

黄土中隧底仰拱置换施工过程

三维模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欧潭 2018903595

任泽鹏

/2016905432

,张恒

/2018905430

,张雨恒

/2018905802

,王佳文

/2018902835

张勋 讲师 0810

西安市某黄土中地铁区间隧道施工时偶然揭露了雨水管

道，造成管道侵入隧道初支外轮廓线，导致隧道断面严重

缩减。为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建立BIM模型，先对雨水管

道进行应急加固，避开已揭露的雨水管道，设计了长距离

调坡换拱的方式对原有隧道断面进行调整，三维模拟整个

隧底仰拱置换施工过程，提高施工效率，后期养护服务，

对推动BIM在建筑行业的应用范围、普及程度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对类似隧道换拱提供一定参考。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79

走滑断层位错下隧道破坏模型

试验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辰阳 2017902211

宋郭峰

/2018905812

,林江源

/2017902202

,方思超

/2017903321

,邓煜生

/2017902835

王启耀 副教授 0810

项目以川藏铁路工程为背景，通过资料收集和调研，在了

解川藏铁路沿线走滑断裂活动特征及与隧道工程的几何关

系后，设计走滑断层位错下隧道破坏模型试验系统，并结

合实际科研项目，初步开展模型试验，测试试验系统的可

靠性，并做适当的优化改进。项目研究成果可为川藏铁路

重大工程的断层位错灾害防控研究提供可靠的试验平台，

具有很好的实际意义。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80

基于正渗透质子膜的微生物燃

料电池深度降解养殖废水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欣曈 2018900958

包明坤

/2018900850

,王世龙

/2018902632

,江体童

/2018905811

,王智洁

/2018905453

杨利伟 副教授 0810

我国面对水资源短缺、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严峻形势，

微生物燃料电池技术的出现，为缓解和解决能源消耗、社

会发展与环境问题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种切实有效的新思

路。本试验将正渗透微生物燃料电池技术与微藻进行结合

（即微藻型OsMFC），考察微藻型OsMFC处理养殖废水及产

电的可行性，该方法有效和改善生态环境、解决能源危机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81

一种减轻列车运行对车站振动

影响的新型阻尼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兆炜 2018900957

陈政言

/2018905516

,尹承双

/2018906055

,李世林

/2018903861

,许天雄

/2018901878

陈瑾 讲师 0810

主要是针对车站结构，减轻地震的震动和列车振动的影

响，在车站结构上，考虑有效的减震措施，采取一种有效

可行的装置，在满足日常减振需求的同时，面对地震灾害

也有抵抗作用。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82

软岩隧道失稳塌方过程微震场

与位移场分布规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泳皓 2018902637

刘宇洲

/2018901375

,关腾达

/2018903848

,王杰

/2018901869

,宋郭峰

/2018905812

刘钦 副教授 0810

本项目旨在揭示光纤内置式智能格栅材料与软岩隧道围岩

的变形耦合机制和软岩隧道失稳塌方过程中微震场与位移

场的变化规律，为预警模型与灾害辨识提供学习训练样本

与理论依据。并通过分析典型塌方灾害高发地区的地质条

件、孕灾环境与诱导因素，研究软岩隧道失稳塌方过程中

微震场与位移场多场信息演化规律。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83

含镧半互穿网络水凝胶的除磷

性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兴浩 2018903863

李美琪

/2018903639

,孙琛鹏

/2018906078

,徐静茹

/2018902132

,赵培培

/2018902131

何皎洁 讲师 0810

该项目以新方法去除给排水管网中所含的磷元素为题，着

手高效能磷吸附剂的设计与开发，分析除磷效果及其机

理，实现引入金属阳离子的半互穿网络结构水凝胶的高效

除磷能力，同时实现吸附材料的重复使用及磷的回收；通

过对材料本身与交联方式的协调优选，对制备参数的调

控，筛选得到理想的吸附材料；在比较选择最优的吸附材

料后，评估水凝胶吸附剂对磷的动态吸附性能，以考察其

对实际污水的处理效果。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84

木质素改性派酶改良路基黄土

工程力学性能及耐久性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雪珂 2018906063

王文浩

/2018904515

,马万里

/2016905974

,苏俊堂

/2018904253

,胡文波

/2016905392

贾能 讲师 0810

本项目依托指导老师在研科研项目。派酶作为一种土壤固

化剂，研究黄土在派酶的作用下取得的改良效果，意在增

强黄土力学性能及耐久性，并使其在未来的路基工程中得

到广泛应用。木质素改性派酶改良黄土工程力学性能及耐

久性是指利用“工程黑液”木质素对现有生物酶固化剂进

行改性使其得到有效利用，分析木质素改性派酶改良黄土

的参数评价指标，充分发挥黄土在低湿状态下的高承载能

力。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85

建筑垃圾微粉制备轻质陶粒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宜纪 2018903234

张鹏

/2018903218

,姚金伟

/2018903243

,魏晓斌

/2018904227

,潘德文

/2018901533

屈雅安 讲师 0810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建筑工程

项目日渐增多，建筑垃圾的数量和种类也陆续繁杂，建筑

垃圾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由于

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对于较大粒径的建筑垃圾利

用率较高，但粒径小于0.075mm建筑垃圾微粉的综合回收

利用仍处于起步阶段。本项目利用建筑垃圾微粉进行制备

轻质陶粒，用来取代传统的粗骨料，对于建筑材料的革新

及绿色建材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86

西安某高层办公建筑开窗行为

与能耗预测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学跃 2018906057

吴克麒

/2017903230

,胡叶楠

/2018904534

,陈源梓

/2018905448

,赵宁

/2018901494

谷雅秀 副教授 0810

本项目是通过研究西安曲江新区一办公建筑开窗行为与建

筑耗能之间的关系，在办公建筑内进行实地测量相关数

据，也借助问卷调查了解室内人员的生活作息，对各开窗

行为影响因素进行逻辑回归分析和借助相关能耗模拟软件

如energy plus等，以此建立影响开窗行为影响因素（如

室内温度、PM2.5浓度、二氧化碳浓度、声环境等）与建

筑能耗预测模型，编写一套结合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特点

且可自动分析得出决断的程序对开窗行为智能控制，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87

高温后内填混凝土加固圆钢管

柱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元泽 2018900741

李锦豪

/2018902121

,何景新

/2018902388

,王安桐

/2018905797

,宋博阳

/2018902136

陈建锋 副教授 0810

采用内填混凝土加固，将原有钢管柱变为组合柱。加固柱

中钢管与混凝土两种材料共同受力，改变原有钢柱的破坏

模式，提高其承载力，实现火灾后钢管柱加固目的。并通

过理论研究，试验研究，结合大量数值分析，揭示火灾后

内填混凝土加固高初应力比钢管柱在荷载作用下的变形特

征，破坏机理，承载性能。在此基础上，建立火灾后内填

混凝土加固钢管柱设计方法。为工程设计提供可靠依据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88

VR技术在建筑类教学中的应用

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泽升 2018902997

许帆

/2018903177

,席柏音

/2018903609

,韩森

/2018905456

,李子桐

/2018903606

井彦林 教授 0810

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中，老师最主要输出知识的方式局限于

课本，投影仪，口述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在对某些知识点

的传授中却显得有些不足；例如建筑行业中梁板柱的内部

结构的介绍，建筑内部的装潢的展示等等；我们于是把目

光向了VR技术。VR技术在使用过程中, 学生可以通过手持

传感手柄等各个工具来跟系统进行互动, 这种交互性是传

统信息化教学都很难实现的, 同时也能够强化系统的真实

性与体验性。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89

西部地区高校建筑光环境舒适

度调查测试研究——以长安大

学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邸浩然 2018902633

靳国耀

/2018902143

,刘宇航

/2018906061

,王泽远

/2018903843

万蓉 副教授 0810

在构建绿色节能校园的背景下，本项目拟对目前高校建筑

的光环境现状进行调查问卷研究，通过对高校建筑室内光

照强度，色温等因素的实测及分析，再结合不同建筑类型

、建筑朝向、开窗面积比等的建筑特点进行综合测试分析

及模拟，得到不同类型高校建筑光舒适度评价指标。项目

研究对现有建筑提高光环境舒适度的优化策略提供建设性

意见及设计指导，对于构建绿色节能高校建筑，提高光环

境舒适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90

关于PET塑料颗粒在混凝土中

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后青林 2018904366

王颖

/2018905435

,何泽希

/2018905436

,王宇轩

/2018903237

,张宇曦

/2018901872

梁坤 讲师 0810

混凝土在我国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其各种成分的原材料

的需求量在日益增多，相关资源的开采利用导致的浪费情

况日渐严重，因此研究新型材料代替混凝土骨料成为国内

国际的研究热点。将废弃塑料通过回收加工应用于混凝土

骨料对解决资源浪费问题有很大帮助，其中废弃塑料如PET

塑料在混凝土中代替砂石作为骨料的研究同样缺乏，故对

利用废弃塑料代替传统混凝土骨料制作新型高分子材料再

生混凝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91

基于再生骨料吸水特性的混凝

土拌合物和易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鹏 2018902949

张政

/2018901224

,展恩虎

/2018900686

,朱磊

/2018904356

,李一帆

/2018901918

梁坤 讲师 0810

破碎混凝土块与开采的天然骨料相比，其本身吸水率等多

项指标与普通的天然骨料有较大差异，因此以再生混凝土

拌合物拌和配比与再生混凝土本身性能与普通混凝土差异

明显，因此我们希望对再生混凝土和易性进行进一步研究

以确定较理想的再生混凝土拌和水胶比。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92

仿生吸附结构磁基聚合物对重

金属微污染水的强化絮凝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昊玥 2019905472

康玲

/2018902853

,包明坤

/2018900850

,坎国斌

/2018904371

,袁立杰

/2018906070

赵传靓 讲师 0801

在不增加工艺的前提下，通过操作简便、处理成本低的絮

凝法对不同污染程度的水源水进行有效处理，这无疑是降

低净水厂应急处理成本、保障饮用水安全的有效途径。因

此，认真开展探索新型功能增强型磁性复合絮凝剂的制备

及相关机理研究，具有广阔的实际应用前景。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93

关于地下城市综合管廊的新型

减隔震装置及抗震性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执源 2018902130

罗鸣

/2018900856

,黄淦

/2018901814

,杨言

/2018902634

,尹历红

/2018903855

傅博 副教授 0810

城市地下管廊的安全与否直接影响到城市居民生活、工作

、医疗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地震多发地区，提高城市地

下管廊应对以地震为主的突发情况的能力，对保障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有重要意义。本项目研究的是一种新型减隔

震装置，将其与传统的管廊抗震设施结合，以达到进一步

的提高管廊的抗震性能的目的。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94

区块链技术在建设工程招投标

过程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嘉驹

20189042

15

田振军

/2018902872

,姬雪明

/2018905003

,田钰平

/2018902834

,焦钰寒

/2018904526

张静晓 教授 1201

区块链技术作为未来大数据发展战略之一，具有可信任性

、安全性、不可篡改性等特点。本项目以建设工程招投标

过程为研究对象，以区块链为基础，通过分析建设工程项

目招投标过程中存在的诸如不规范招投标、行业从业人员

和企业信用机制失能、各级政府监管机构监管力度不够等

一系列行业问题，深入剖析区块链的特点与工程项目管理

的结合应用，规范建设工程市场行为和工程项目招投标过

程，促进生态的良性发展。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95
含汞废物处置技术应用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皓 2018904078

张鑫

/2018902849

,张慧甜

/2018904520

,王文成

/2018900959

,郭宇兴

/2018902856

赵庆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将针对陕西省履行水俣公约行动中的重点行业或领

域，梳理行业间的相关联系，研究汞废物管理政策法规及

废弃添汞产品汞回收处置技术在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和汞

危害知识的不断普及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为建设“美丽

陕西”做贡献，该项目具有很好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96

基于膨胀土特性的新型添加剂

改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淼 2018905424

魏创

/2018905806

,刘炎

/2018903444

,冉伟

/2018900462

,朱海龙

/2018903224

张志权
高级工

程师
0810

膨胀土是种高塑性黏土，性质极不稳定。常使建筑物产生

不均匀的竖向或水平的胀缩变形，造成位移、开裂、倾斜

甚至破坏，且往往成群出现，危害性很大。

膨胀土在我国的分布范围很广，对于膨胀土新型添加剂的

研究和对膨胀土性质的改良对于我国的土木工程建筑有很

重要的意义。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97

纤维自身特性对混凝土性能的

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业扬 2018901424

程非

/2018903179

,秦根

/2018904355

,王正聪

/2018904354

,陈理宏

/2018903443

刘云霄
高级工

程师
0810

我们团队拟就纤维自身性能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展开研

究，研究的内容为纤维不同自身性能对混凝土的作用，以

及应用于建筑结构中以后的效果。检测纤维加入混凝土

后，混凝土拌合物对的和易性的变化，以及对混凝土抗

拉，抗弯，抗冲击强度及延伸率和韧性的提高，及其对混

凝土早期抗裂等的增强。探究不同品种，不同长径比对混

凝土拌合物性能的影响，以及纤维弹性模量、表面状态不

同对混凝土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98

课程类型与人体代谢的相关关

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兰天雨 2018902662

邢庆庆

/2018903847

,单硕

/2018901284

,马靖杰

/2018902414

,罗亚欣

/2018903222

檀姊静 讲师 0810

人体代谢率作为影响热舒适的一个重要生理因素,研究不同

活动类型影响代谢率允许变化范围以及影响的显著程度如

何,就可以快速判断不同热湿环境中人体的舒适度，有助于

更好的指导人们的实际生产生活。我们拟以大学生群体学

习类型与人体代谢率的相关关系为样本，可以为人体代谢

率与活动强度或脑力活动的学习类型的相关关系等相关研

究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支撑。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499

适用于冻胀土基的优质垫层材

料及实用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代宏伟 2018903854

蔡可为

/2018905523

,付帅

/2018905528

,刘少雷

/2018901294

,唐致绪

/2018904347

袁昊,

田威

工程

师,教

授

0810
本项目主要研究内容为尝试寻找一种或多种优质垫层复合

材料，使得其能够用于冻胀土基的建筑与道路基础垫层。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00
多孔钢梁优化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泊霖 2018902627

尚鑫宇

/2018902648

,周思成

/2018902837

,王貞懿

/2018905416

邓庆

田,李

新波

副教

授,工

程师

0810

基于蜂窝梁的制作方法，理解在使用相同数量或更少数量

的钢材，如何提高梁的梁高和强度。认知并能讨论蜂窝

梁，多孔梁与宽翼缘钢梁，混凝土梁之间存在的内在结构

差异。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01

污水源热泵污水换热器强化传

热数值模拟与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左雯婧 2017902839

陈晓宇

/2017901495

,谢玉龙

/2017903059

康凯,

谷雅秀

讲师,

副教授
0825

污水源热泵在众多热泵中拥有极大优势，不仅节约能耗，

还能回收城市污水热能，利于我国资源可持续发展。而换

热器作为核心组成，我们将其换热能力作为根本，以高效

、节能、环保为目标进行研究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02

复杂脑疾病的遗传影像大数据

建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苡然 2018903216

张枭

/2018905519

,谢韬

/2018901639

,林中月

/2018901641

,回泽

/2019902548

王凯明 副教授 0701

众所周知，脑病最难治。脑部是神经的集中点，而且神经

元的损坏大部分是不可再生的。因此我们想利用相关基因

位点数据，通过遗传影像学来展开对复杂脑疾病的研究。

从以基因特征为代表的生物组学数据和以影像表型特征为

代表的多模态影像数据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进而通过

机器学习或统计学习的方法进行分析并最终指导精神疾病

的诊断、治疗和疗效评价，为后续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依

据。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03

渭水校区校园节水节能调研分

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全奕帆 2018900345

朱宏镇

/2018903840 

,董浩宇

/2018903212 

,杨博

/2018903594 

,殷鸿翼

/2018906077

王彤 副教授 0810

我们对渭水校区节水节能进行调研分析，旨在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形成城市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04
新农村建筑风光综合应用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闻轩 2017904491

李元基

/2017902225

,李泽辉

/2017284776

,黄冠铭

/2018904167

曹立

新,万

蓉

讲师,

副教授
0805

本项目利用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将通过太阳能电池方阵、

风力发电机发出的电能存储到蓄电池组中。当用户需要用

电时，逆变器将蓄电池组中储存的直流电转变为交流电，

通过电路送到用户负载处。风力发电机和太阳电池方阵两

种发电设备共同发电，互相弥补缺点，保证供电稳定。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05
膨胀土梯田暗管排水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金诚 2018901503

高盛涵

/2018903875

,胡云飞

/2018901935

,王杰

/2018905571

,金浩哲

/2019902584

刘秀

花,贾

志峰

教授,

副教授
0811

本项目以陕南当地梯田为研究对象，进行梯田暗管排水技

术研究。分析暗管在不同埋深与不同间距对膨胀土排水的

特征与效果，优化最优埋藏深度与间距。再通过土壤入渗

特征，建立暗管埋深、间距与膨胀土排水效果的关系，进

一步揭示暗管排水对治理膨胀土排水效应，获取最佳位

置，从而为实际解决膨胀土梯田排水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并将研究措施应用于当地的梯田排水，改善其目前面临的

难题。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06

基于多种方法的河流型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区划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兴翰 2018904280

许琳琳

/2018905554

,罗琪

/2018901298

,侯元玺

/2019904286

杨银科 副教授 0811

本课题以陕西省柞水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这一典型河流

型饮用水水源地为研究对象，基于充分论证和研究相关文

献、保护区划分成果，经过现场踏勘、收集研究区水质监

测数据和环境现状等资料，通过运用多种方法分别对该水

源地保护区的水域、陆域范围进行划分，对比分析各个保

护区划分方法适用范围及划分结果，结合实际情况选择科

学的最优方案，并确定保护区划分范围和面积。最后依据

水源地存在的环境问题，提出对水源地保护措施。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07
长安果蔬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盛涵 2018903875

杨君柱

/2018900707

,石泽雨

/2018901484

,郑智文

/2018906023

陈洁 副教授 0823

本项目通过互联网电商平台模式，优选优质果蔬实现农户

与顾客双赢。由于农产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缺乏技术指

导和销售渠道的情况下，商品滞销可能加速农户返贫。本

项目致力于助力贫困户脱贫，与陕西省各村镇党委直接对

接，针对西北地区电商滞后现象，对农户进行上门指导。

同时，开展线上直播与线下周边游、进园采摘等形式，全

面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08

超临界CO2在非饱和页岩孔隙

中的渗流特征及突破过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奚茹茹 2018901324

桂绪

/2018900706

,阴冬旭

/2018901930

,刘爽

/2019900238

赵艳 工程师 0825

项目针对超临界CO2在非饱和页岩孔隙中的渗流特征及突破

过程进行了实验及数值模拟研究，创新性地提出采用气体

吸附实验以及岩心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含水饱和度

与孔径尺寸对CO2渗流特征及突破过程的双重影响机理，具

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09

地表反射率对我国季风气候的

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哲煚 2018901427

陈婕

/2018901452

,杨晨钧

/2018900743

,唐腾宇

/2018906022

程大伟 副教授 0706

地表反射率是气象、农业和水文科学应用非常广泛的参数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跨纬度较广，并且地势高低起伏，

地形类型多样，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气候类型。其中季风气

候在我国分布面积广，影响大。中国对地方的规划与改

造，改变了地貌与地表反射率，进而导致季风气候的变化

。探求地表反射率与季风气候之间的关系，不仅会拓宽我

们对季风气候的知识，也使我们可以更好的实践于社会生

产、更好的改造和利用自然资源。本项目就是基于此进行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10

纳米纤维素增强PVA基水凝胶

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文博 2018905537

王福俊

/2018906008

,李鑫

/2018902666

,王新平

/2018901244

杨明琰 副教授 0813

由于目标解决传统水溶胶的力学性能和热稳定性较差的问

题，本课题采用助水溶剂对甲基苯磺酸和超声相结合对玉

米芯秸秆进行预处理，得到纳米纤维素。采用高碘酸选择

性氧化纳米纤维素得到双醛纤维素，以双醛纤维素作为交

联剂在酸性条件下通过羟醛缩合反应制备功能化纳米纤维/

聚乙烯醇水凝胶。预期可以得到互穿网络结构的

（LCNF/PVA）复合水凝胶，其力学性能及热稳定性能够得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11

地下车库空气污染及其环境健

康风险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薄雅楠 2018902935

胡欣宇

/2018902936

,张杰

/2018905456

,廖伟健

/2018901182

,王大为

/2018900463

张力元 讲师 0825

在本项目中，目的在于研究自然通风条件下商业中心和居

民区地下车库中TVOC、BTEX、甲醛、PM10、PM2.5、CO2

等污染物的时空分布，并对交通流量、换气率、室外浓度

等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旨在通过统计分析，确定

地下车库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为未来研究人类暴露于地

下空间（隧道和车库）的污染物提供指示，并有助于确定

通风系统的设计标准，使我国的地下车库环境走向绿色和

环保。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12

　雨知——高精度城市雨洪预

报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郝帅 2018901485

刘燕林

/2017900311

,陈奕卓

/2018901257

,孙梦盈

/2019902586

,王淼淼

/2019902583

史文海 讲师 0811

本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利用“城市雨洪预报系统”打造

“城市雨洪预见者”这一产品服务一体化的微信小程序查

询平台，旨在提高居民的出行质量，有效缓解交通压力等

问题，并应用于城市环境、城市布局等工程中，对改善城

市环境，预防城市洪涝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13

磁性Fe/N改性木质素材料的制

备及其对废水中As(Ⅲ)的吸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年冠羽 2018905547

赵璐瑶

2018903870,

任浩源

2018905573,

樊林奎

2019900398,

陆攀

2019906060

孙永昌 副教授 0825

本项目主要通过从酸性造纸废液中提取木质素磺酸盐并对

其改性，磁化，从而高效的除去工业废水中的具有很强毒

性的As(Ⅲ)。该项目实现了对吸附材料的循环利用，且除

杂效果优良，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14

激光诱导击穿光谱技术在土壤

重金属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文静 2018903377

吕松璋

/2018903867

,郭成龙

/2018905539

刘小

丽,车

红荣

副教

授,讲

师

0825

该项目致力于激光诱导击穿光谱技术在土壤重金属分析中

的应用研究。通过对测量参数以及回归模型优化，希望为

土壤重金属检测提供快速、原位、同时进行多种元素分析

的激光诱导击穿光谱分析手段。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15

“三元嵌入式”负载型杂多酸

催化剂的制备及其对燃油氧化

脱硫性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文琪 2018900677

王鑫航

/2018902247

,缪佳好

/2018903591

,路柯

/2019904009

,石钰钰

/2019901099

李斯文 讲师 0825

针对于目前脱硫成本高，技术复杂，脱硫率低的现状，本

项目的脱硫方案根据尺寸大小以及结合有机-无机孔洞材料

特征，选择MCM-41分子负载金属框架MOF包裹的杂多酸对

杂多酸进行固定以及去团聚化（利用3D-QSAR(三维定量构

效关系)建立“三元嵌入式”模型）作为反应催化剂，进行

相关理化性能和氧化脱硫催化活性测试：以正辛烷和噻吩

为模拟燃油，以氧气为氧化剂将模拟燃油中的噻吩转化为

砜，由于噻吩和砜极性不同，用辛烷值促进剂将砜萃取，

从而实现高效率、低成本脱硫。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16

退耕还林区典型植被适生区及

适宜盖度评价——以黄土高原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舒烨 2018901415

王鹏森

/2018902400

,杨柳

/2019903033

,游远山

/2019903263

,李瑞楠

/2019900770

史文海 讲师 0811

黄土高原降水少而蒸发量大，难以获得地下水补给，水分

是限制植被建设的主导因子。我们将在了解黄土高原各典

型植被适生区的基础上，通过计算黄土高原不同气候、土

壤、地形区的径流、渗漏和蒸散等水分平衡要素的空间分

布，最终确定黄土高原不同区域的各植被可持续生长的适

宜盖度，为黄土高原和其它同类地区科学合理地开展植被

建设提供参考。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17

大气气溶胶浓度与粒径分布对

分布式光伏发电功率及地表紫

外光辐射强度作用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奕琪 2018901193

白冰儿

/2018905543

,苏铭聪

/2018901189

,张敦涵

/2018900960

,温慧敏

/2018903869

张力元 讲师 0825

本项目通过分析我国西部地区2000年以来的总辐射强度与

PM2.5浓度时空演变过程，结合太阳辐射量标准方程和

PM2.5化学组分特征，计算不同区域的消光系数，分析西

部地区不同省份的气溶胶消光特征，确定不同区域和季节

气溶胶和云量对于太阳辐射削减量的贡献比例；得到气溶

胶对光伏发电效率影响的时空分布规律，为光伏能源的科

学利用提供更加精确的理论支撑。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18

双室潜流型湿地微生物系统去

除硝酸盐的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啸 2019900988

穆佳欣

/2019905656

,赵阳东

/2019900989

,李潇洋

/2019902585

,蔡晨曦

/2019904470

李军媛 讲师 0811

过度施肥等因素使土壤中的硝酸盐污染日益严重。湿地型

微生物燃料电池系统在处理土壤中的硝酸盐方面具有环境

友好、去除率高等优势。本项目拟构建双室潜流型湿地微

生物系统，探究不同条件下该系统对土壤中硝酸根离子的

去除性能，揭示其对硝酸盐的处理机理，为土壤中硝酸盐

的治理提供科学的依据。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19

水库大坝野外实习虚拟仿真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黎 2018905556

任浩源

/2018905573

,刘旭峰

/2018900566

,姜晓雪

/2018903868

,马勋博

/2018900745

霍艾迪 副教授 0811

本次申报的水库大坝野外实习虚拟仿真系统项目主要依托

强大的GIS虚拟仿真技术平台，利用网络、三维地理信息系

统、数据库、虚拟仿真以及OpenGL等技术，结合水利工程

专业知识，以水库大坝水利枢纽工程为对象，开发水库大

坝三维可视化系统。对水工建筑物和水利施工过程采用三

维引擎建模，将动画、图文、语音等知识讲解形式融合一

体。学生可突破时空限制，身临其境地与水利枢纽及其环

境进行交互体验。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20

柠檬酸交联固定化小球藻复合

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裴柯 2019902576

梁琳琳

/2019903049

,彭可慧

/2018905877

,王贺铭

/2019906001

罗钰,

姚以亮

工程

师,讲

师

0813

本项目综合考虑小球藻生物吸附特性及经济成本后，利用

柠檬酸对小球藻进行化学交联，制成柠檬酸交联固定化小

球藻复合材料，并对其表面特性进行表征，探讨材料的合

成机理，研究柠檬酸交联固定化小球藻吸附剂的溶胀性能

、Ketoprofen的吸附及释放性能。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21

水文变异对日径流预报精度影

响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洋  2018900965

高宏洋

/2018902671

 ,李盛雨

/2018901929

 ,陈奕卓

/2018901257

,赵洋

/2018900965

 

孙东永 副教授 0811

渭河是黄河的第一大支流，是干旱半干旱的典型代表流

域，受全球气候异常和人类活动影响，渭河流域的水文要

素发生了变异。作为干旱半干旱典型流域，渭河流域的水

文变异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研究表明，近40多

年来，渭河流域年平均气温在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由西

北向东南逐渐增加；大部分地区的蒸散量呈现增大的趋

势，年潜在蒸发在1993年发生了突变；降水量在空间上呈

现由西向东的上升趋势，时间上自20世界60年代以来呈现

下降的趋势；径流量呈现下降的趋势，发生了几次较为明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22

极端气候时空演化及其对我国

植被盖度演化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磊 2018904248

王忻歆

/2018904181

,孙志鹏

/2018906159

,张元帅

/2018904245

,张承轩

/2018905558

王妮 讲师 0811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前提下。极端气候事件频率发生，并且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变化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

响。所以，研究极端气候的时空演化及其我国植被盖度演

化不仅有利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成果的维持，

同时也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23
AI智慧校园虚拟仿真教室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一帆 2018901504

申思齐

/2018901487

,王铭瑶

/2018903588

,曹克

/2018903608

 李惟
高级工

程师
0807

本课题依托项目申报人已有的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核心新

技术科研成果，首先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建设 AI 智慧校

园，模拟打造一个更加舒适、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

智慧的学习环境，造就一个物联网时代下的 AI 智慧化校

园仿真教学生活模型；采用深度模式识别和数据挖掘、深 

度卷积神经网络、深度防伪等技术，为智慧校园系统中的

教务管理、校园服务、校园安防等智 慧校园核心要素提供

中心服务。然后通过具体的工程实践使项目落地，验证和

修正虚拟仿真计 算模型，最终实现一个具有实践价值的产

学研人才培养基地，将具有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创新创业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24

夜间可视非牛顿流体材料减速

带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睿熙 2019900792

马笛

/2019903262
丁湛 副教授 0817

通过在减速带中填充非牛顿流体材料达到改善部分司机驾

驶体验的目的，同时，通过改善制作减速带的各种材料，

增强减速带的耐磨性，抗压性，夜间可视性等。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25

基于仿生蜥蜴和静电结合的沙

漠水汽收集装置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玥彤 2018901483

李子乐

/2018905534

,雷新宴

/2018905560

,桂绪

/2018900706

胡安焱 副教授 0811

本项目志在改善沙漠中的水资源短缺现象，具有研究意义

。团队通过观察沙漠蜥蜴吸水的特点，制作一款运用仿生

蜥蜴技术进行水汽收集的装置。同时，结合静电对水的吸

引力，加大装置的水汽收集效率，更好的进行水汽收集。

团队针对本项目目标明确，有计划，有分工。前期完成装

置制作，中期结合实验进行改善，后期完成成果。团队有

专业指导老师进行指导，项目成员专业知识强，分工明

确，团结积极，相互配合，努力完成项目。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26
地表温度与气候的互馈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顺涛 2018901239

单逸飞

/2018905256

,田振军

/2018902872

,武文婧

/2019902873

,李璇

/2019901105

程大伟 副教授 0825

本项目对MODIS数据及中国气候数据网的数据进行分析，

获取地表温度的时空格局与各气候指标的

时空格局，分析其演化规律，对地温异常区域和气候异常

区域及时间进行分析，着重研究地表温度异常区域与气候

异常区域，探索地表温度与气候的相互影响及其程度，分

析两者之间的滞后效应，并建立数学模型用于描述地表温

度与气候的互馈作用，预测地表温度和气候的时空演化。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27

SiO2/BiOBr电纺纳米纤维的

制备及其光催化降解四环素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凯 2018901699

杜勇

/2018901704

,芦欣雨

/2019901766

, 刘梦圆

/2019905542

,蔡博华

/2019901281

周美梅 讲师 0825

抗生素已经给人类的健康安全问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

我们需要对环境中抗生素的去除机制进行研究,以此来降低

环境中抗生素的浓度,维护公共健康安全.我们这项技术就

是研究新型产物SiO2/BiOBr电纺纳米纤维的制备,以及其

光降解四环素类抗生素的机理.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28

两联供中央空调与地冷地暖中

央空调传媒液研发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智烨 2019900395

葛广宁

/2019900851
王莉平

高级实

验师
0813

通过实验研究，提高两联供中央空调与地冷地暖中央空调

传媒液的热传递效率，增加传媒液防冻、防腐蚀和防止菌

类或藻类生长的功效。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29

渭河沿岸饮用水中多种无机阴

离子的影响及测定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涂文宇 2017900858

刘佳

伟,20179017

63

邱立萍 教授 0825

各种饮用水在与外界接触中,极易受到人为污染。因此, 通

过一些物理、化学和微生物学的方法来检测水质中阴离子

对人类的影响。从而可以找到简便的测定水中阴离子的方

法及发现水中无机阴离子的影响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30

海绵城市地下水利用调查及渗

水砖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涵 2018905550

杜娅珍

/2018903445

,石泽雨

/2018901484

,王军亮

/2018904247

,樊泽

/2019905643

罗平平 教授 0811
设计一套更加深入式的关于雨水资源化利用方面的调查问

卷，开发具有不易堵塞的吸水，储水和渗水的地砖。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31

我国干湿地区植被叶面积指数

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畅 2018902566

徐忠青

/2018900196

,李雨祺

/2018902827

,师延泽

/2018902878

郭婷,

王妮

讲师,

讲师
0825

    随着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引发的环

境问题不断加剧，我国植被面临的现状也不容乐观，叶面

积指数（LAI）可以较好的反应植被特征的变化，在研究

LAI与气候因子相关性的基础上，运用MODIS数据和线性回

归分析、MATLAB编程等技术着重研究LAI与气候因子间具

体的相互作用关系和两者间的滞后效应，并探索LAI对极端

气候的响应机理，借此预估未来植被面临的风险，为将来

气候变化背景下植被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制定相关政策提供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32

疫情背景下的老旧社区景观提

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陶静谊 2018900178

邓雨欣

/2018900100

,夏露瑄

/2018900445

,胡泳茵

/2018900641

,王相雨

/2018900644

杨乐 讲师 0828

本项目拟通过调查研究在疫情背景下陕西关中城市（以宝

鸡、西安地区为例）老旧居住区现状以及主要存在的问

题，明确老旧社区改造实际存在的问题和长远的内在需

求，从交通组织、卫生环境、建筑功能、市政配套等方面

综合提高老旧社区质量，寻求通过调控绿地景观的优化设

计和策略，形成有利人们正常或较高生活需求的居住小

区，从景观设计的角度重新建立全新的“智慧社区”系

统，为老旧社区改造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设计调控策略。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33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陕南秦岭

山区美丽乡村建设研究——以

商南县店坊河村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雅琴 2018900624

刘馨月

/2018900624

,罗睿杰

/2018904556

,马欣荻

/2018904562

,蔡玥

/2018901995

谭静斌 讲师 0828

本项目以“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思想为指

导，以产业优化，空间设计为主要措施。旨在促进店坊河

村经济发展，改善村落风貌，提升村民幸福感。通过实地

调研，网络收集数据等方式，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情

况，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对店坊河村建立全面而深入的认

识。从而提出相应策略。为陕南秦岭地区提供可靠的改造

思路与方法。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34

基于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商

业综合体 

  

 

地下停车库流线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雨嫣 2018903044

周子巽

/2018905584

,陈丽新

/2018901680

,王雨琪

/2018905599

,胡世嘉

/2018902423

蔡辉,

张月

教授,

讲师
0828

十三五规划将“健康中国”写入议题，居民健康受到高度

重视。商业综合体附属地下停车库扩散条件较差导致污染

物浓度偏高，长时间暴露可能对健康造成潜在危害。鉴于

此，本项目综合运用社会学、环境科学、规划学研究方

法，对地下车库内部布局与流线组织进行实地研究，采集

空气污染物数据，建立CFD模型，并依据模拟结果提出规划

建议以优化流线，提高污染物扩散效率，减少居民暴露时

间，形成适用性较强的车库规划模式，从而降低居民潜在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35

老旧小区养老设施使用需求以

及更新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费姝慧 2017902690

惠亦嘉

/2017904760

,陈点

/2018904124

,胡立超

/2018901196

,马乔璐

/2018905576

刘鹏,

王少锐

副研究

员,讲

师

0828

目前老旧小区中以老年人口居多，对养老设施的需求愿望

非常迫切。但是老旧小区中老年设施的类型，数量与规模

都远远不能满足居民需求，其选址和建设方式、服务内容

、空间设计都存在各种问题，不能提供本住区老人所必需

的医疗、生活、娱乐等方面的服务。此项目旨在解决上述

问题，并且希望通过调查研究不同的老旧小区类型，分析

养老设施需求，进而优化不同的空间模块，以达到盘活老

旧公共建筑资源，将其转化为适宜的小规模社区养老设

施，完善养老服务设施软件配套，满足老旧小区老人养老

需求，为老年人营造一个兼顾人身安全和精神需求的生活

场所。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36

文教类建筑室内光环境评价方

法与改善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龙杰 2019900471

牛焕焕

/2019900456

,黄侦

/2019901406

,郝沛帆

/2019901415

,王萌

/2019900466

张阳 副教授 0303

文教类建筑，一般包括大，中，小学教室，图书馆，学术

交流中心，这类建筑对光环境质量要求高，且其光环境质

量的优劣，直接影响使用者的身心健康。目前我国对文教

类建筑，特别是大，中，小学教室的光环境质量与评价尚

无明确的指导体系，同时对光环境质量较差的该类建筑，

也无具体改善光环境质量的技术方法与措施。通过本项目

的研究，希望给大量的文教类建筑光环境质量的提高与改

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文献与可供借鉴的改善措施。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37

基于时变客流特征的站域土地

使用优化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羽凡 2019902595

孟雨欣

/2019904646

,曲可翊

/2019900636

赵萌 讲师 0828

目前轨道交通沿线城市功能单一、潮汐式的客流明显、高

峰时段运能不足和非高峰时段运能过剩等问题日益严重。

本项目旨在通过改善站域土地使用和优化站域土地的使用

结构，来达到降低高峰时段客流需求，提升平峰时段客流

需求的目的，最终实现不同时段的交通供需平衡。首先，

促进轨道交通与站域土地使用的良性互动，实现二者的协

调发展；其次，能够促进轨道交通站域土地使用的再开发

建设；同时，为站点的运营管理作出贡献，有效提升轨道

交通站点的运营效率以及服务水平，进而保障了轨道交通

√

2020 10710 长安大学
S202010710

538

青藏线文化资源开发与旅游扶

贫实证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洁 2019903518

张蕾

/2019901585

,杨雯

/2019901584

,刘艺苇

/2019901953

,杨帆

/2018901429

王立洲 教授 0305

梳理和调研青藏线上的文化旅游资源，利用青藏线独有的

自然景观和沿线的风土人情，推广青藏线生态旅游的模

式，带领旅游者深入了解青藏线的生态文化，助力青藏线

沿途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结合团队成员所在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的专业特色，利用短视频软件、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

平台宣传青藏线上的“红色文化”。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01

手性磷酸催化的[4+2]环加成

反应构筑轴手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段心怡 2017111063

王敏

/2017111044

,曾昕怡

/2018111044

周岭 教授 0703

分离和制备高度光学纯的对映体一直是当代化学研究的热

点和前沿，而利用手性磷酸不对称催化底物构柱轴手性产

物反应报导非常的少。由此我们设计了在手性磷酸不对称

催化条件下，完成不对称环加成反应。在此基础上我们希

望对产物进一步转化，合成较高活性的手性配体。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02

模板控制的多咪唑鎓盐杂冠醚

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璐璐 2018111082 无 韩英锋 教授 0703

本项目通过金属卡宾做模板，合成了系列不同尺寸大小的

新型多咪唑鎓盐杂冠醚大环化合物，有效提高了冠醚衍生

物配位能力和对金属阳离子选择性，并克服了冠醚衍生物

合成过程中反应条件苛刻，难分离，收率低等缺点，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03

晚更新世以来西太平洋ITCZ南

部边缘处的降雨变化及古气候

学意义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瑞 2018110005
刘恒

/2018110020
徐建 教授 0709

热带辐合带（ITCZ）对全球水文变化有着重要影响。然

而，由于缺乏西太平洋ITCZ南部边缘处的降雨记录，致使

ITCZ的时空变率至今仍不清晰。鉴于此，项目拟重建晚更

新世以来西太平洋ITCZ南部边缘处降雨变化，以求加深对

ITCZ的理解。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04

商丹-豫西地区秦岭杂岩构造

解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亮 2018110031

杨万祺

/2018110033
孙圣思 副教授 0709

本项目以商丹-豫西一带秦岭杂岩为研究对象，通过野外构

造解析、显微构造分析及EBSD组构分析，进一步了解该地

区不同区域、不同岩石单元的构造组合和构造变形样式，

以及变质程度不同的构造单元的构造关系及其构造变形过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05X
摊在哪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沈泽野 2019117180

梁慧茹

/2019117143

,刘思懿

/2019117146

冯筠 教授 0809

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人间的烟火。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

今天，将互联网和地摊经济相结合能更好的促进地摊经济

的良性发展。“摊在哪”将商家与客户通过互联网相连

接，同时达到推广商家、监督商家、便利客户的目的，致

力打造一个属于小摊贩的优质社区。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06
基于VLC的水下通讯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琳 2018117081

费晓阳

/2017117102

,陈柱东

/2018117162

唐升
高级工

程师
0807

我们拟基于具有传输数据率高、保密性好、无电磁干扰、

无需频谱认证等诸多优点的 VLC 光通信技术进行水下通

信的研究，设计出一套便携、低功耗、可实现水下中短距

离通信的设备。将允许使用者通过潜水服内置的音频系统

在一定半径的光谱范围内进行通信。产品具有抗电磁干扰

能力强、通信质量高、通信距离远、受外界因素干扰小等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07

水飞蓟宾通过LXRα 相关通路

抗败血症心肌损伤及其机制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震 2018113035 无 杨阳 教授 1007

水飞蓟宾（silibinin）是从水飞蓟的种子中分离出来的

次级代谢产物，是黄酮木脂素天然化合物家族的第一个成

员。研究发现水飞蓟宾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如抗氧化、

抗炎、抗肿瘤等。本项目以水飞蓟宾为基础，为败血症急

性心肌损伤的药物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并为以水飞蓟宾为

基础的高效心血管保护药物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08

寡糖代谢工程荧光检测唾液酸

化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永昭 2018113143

杨溢溢

/2017113036
张英 副教授 0710

唾液酸主要存在于细胞膜、血清蛋白和哺乳动物粘液中，

与糖缀合物(糖蛋白、糖脂等)相结合，位于寡糖非还原性

末端，主要以唾液酸衍生物的形式存在，参与调控机体的

多种生理过程。肿瘤细胞的转移，细胞间识别、粘附以及

炎症反应等都与唾液酸化修饰有着密切的关系。故开发高

效的分析检测方法有重要应用意义。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09

疫情下的地摊经济：权宜之计

还是长久方向？——基于西安

市的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方焱 2018104081

王举荟

/2018104085

,权家乐

/2017104131

徐璋勇 教授 1204

本项目以西安市为例，利用成本收益理论，在实证研究的

基础上，分析地摊经营者职业分布和家庭收入情况以及相

关市场主体对“地摊经济”的态度。借助Nvivo11等分析

统计软件，探究得出西安的地摊经济成本与收益状况，最

终提出可行性、创新性的 地摊经济精细化管理建议，为古

都西安注入新的城市活力。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10

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越 2017103318

王敏娜

/2017103346

,邓梓榆

/2017103347

郭晗 副教授 0201

本项目旨在分析互联网普及范围增大的情况下，数字经济

的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形式，并对相关的

新的影响因素进行影响程度的分析，进而提出关于加大数

字经济培育力度、如何发展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11

敦煌三危山出产有色岩石的矿

物学特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佳瑛 2017119050

陈清乐

/2017119060

,李婷

/2017119057

先怡衡 讲师 0601

系统分析敦煌三危山出产的有色岩石矿物样品的基本矿物

学和谱学特征，得到样品的完整数据体系，撰写该批样品

矿物学分析论文。并尝试与敦煌莫高窟壁画彩绘颜料做比

对研究，研究此类矿物样品与壁画颜料之关联，由此判别

莫高窟彩绘颜料与该矿之关系。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12

古代金属线在纺织品中的应用

初探——基于吐鲁番博物馆藏

人物织金锦金属线的工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雪 2018119073 无 凌雪 教授 0601

在一类文物中，将金属制成极薄、极细的金属丝线，并将

其如何将金属线缠绕到纺织品上，体现了古人极高的科技

水平。本项目通过文献记载及现代科学手段的分析，研究

金属箔的发展概况、制作工艺及在纺织品中的应用工艺。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13

网络治理视域下社区参与地摊

经济治理的路径研究——以西

安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璐莹 2018104029

唐婷

/2018104077

,王英琴

/2018104075

王欣亮 副教授 1204

本项目基于后疫情时期多地开放地摊经济的背景，以西安

市为例，在网络治理理论的指导下以城市社区怎样发挥地

摊经济治理的作用为切入点，探究社区参与地摊经济治理

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尝试构建城市社区参与地摊经

济治理的社区治理理论模型，在理论层面深化对网络治理

理论内涵及运用范畴的认识，为推动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

现代化提供理论探索。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14X

“蔬果创造101”复合体验种

植App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张珺敏 2018104125

洪博

/2018104132

,俞若渝

/2018104135

王铮 讲师 1205

本项目通过制作一款具有线上线下复合体验的蔬果种植

APP，连接城市与乡村，运用创新模式活化农村土地资源，

突破农产品销售渠道的限制，为贫困地区的农民提供增收

新途径。项目与陕西周边贫困县对接，邀请农户签订协

议，利用自己的部分土地作为线上共享种植田地，并开设

用户认领农户打理的普通共享种植区和用户沉浸式体验种

植过程的全周期数字种植体验区两个模块，满足用户对“

共享蔬果园”的不同需求。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15

高效协同催化剂钌/金属磷化

物的构建及电催化析氢机制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太和 2018115153

王旭

/2018115216

,赵玉洁

/2018115104

马海霞 教授 0805

本项目旨在构建一种具有高效协同催化氢气析出反应的钌-

非贵金属磷化物催化剂。通过一种简单的电沉积法修饰磷

化物上的钌网络，随后将所制备的催化剂进行催化性能和

稳定性测试，检验是否具有高效协同催化作用，并寻找最

佳协同催化条件，从而为阐明电催化析氢机制提供实验依

据。为实际工业生产氢能源提供一种高效、稳定和更具经

济效应的催化剂设计方法。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16

超疏水分子筛设计制备及其用

于 VOCs 气体高效吸附脱除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乐瑶 2019115011

张昊轩

/2019115041
陈汇勇 教授 0813

本项目拟采用软/硬模板法构建形貌可控的多级孔分子筛；

通过骨架钨掺杂对所合成的多级孔分子筛进行结构疏水改

性；测定超疏水多级孔分子筛在一定湿度条件下VOCs 气

体吸附性能；设计开发新型可抵抗水汽竞争吸附的高效 

VOCs 气体吸附剂材料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17

美学视域下民间工艺美术纹样

图案内涵寓意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豪杰 2018109108

陈武

/2018109145

,孙泽浩

/2018109127

温雅 副教授 1304

纹饰纹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研究价值

都凝聚着相应时期独特的艺术审美观。以青铜器、泥塑、

剪纸、戏具为研究对象，针对民间纹样图案的内涵和寓意

具体内容进行演变、起源、构成、纹样色彩、装饰技法、

艺术特征的整理和美术化创作，实现二者结合的探索性实

践。完成对研究对象的纹饰纹样精美图案的创作及相关调

研报告的撰写。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18

中华诗词情景动画—《蓦然》

艺术表现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敏 2017109016 无 任斌 副教授 1305

二维中华诗词情境动画—《蓦然》是经过长期酝酿的项

目，故事取材于《青玉案·元夕》，计划完成短片创作及

相关衍生品。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19
木耳绿原酸生物合成调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嘉欣 2018120022

史婵

/2018120013

,任润

/2018120026

骆艳娥 教授 0710

黑木耳在中国人食谱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木耳绿原酸具

有极高的营养价值。本项目将从基因组学、转录组学、目

标产物产量、真菌产量等不同层次，探究黑木耳中绿原酸

的合成途径，发掘绿原酸生物合成过程中的关键基因及其

调控因子，建立环境响应与目标产物产量间的量化关系，

融合多级响应及生物调控，提高木耳中绿原酸的合成量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20

功能性蜂花粉发酵羊酸乳产品

的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思齐 2017115195

解宇涛

/2017115203

,胡婧

/2018120017

张颖 讲师 0827

本项目结合蜂花粉和羊乳的双重特色和营养，将蜂花粉中

功能性成分提取并添加到羊乳中进行发酵，开发一款感官

品质优良且具有较强抗氧化及抑菌活性的功能性蜂花粉发

酵羊酸乳产品，并建立其最佳的贮藏货架期。研究结果对

推动陕西羊乳产业及相关产业链创新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21

激光微纳米直写系统像差分析

与补偿理论与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迂江 2018112128

田阳光

/2018112119

,高博斌

/2018112122

张琛
副研究

员
0702

项目针对激光微纳米直写系统在加工中由于折射率失配造

成的像差问题降低了激光加工的位置精确性，将研究运用

空间光调制器能够实现光场相位变化的特性对激光加工中

的像差进行补偿。主要通过实验验证激光焦斑形貌变化、

对比数值模拟结果对系统中可能的像差进行分析；然后利

用泽尼克多项式设计针对不同级数的球场补偿全息图并加

载到空间光调制器上实现对相位光场的调制，最终提出一

套激光焦斑优化理论与实验方案。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22

细菌在微型管道中的分布及运

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金阳 2017112058

曾伟三

/2017112019

,杨羽成

/2017112011

经光银 教授 0702

细菌广泛的存在于自然界当中，它的聚集现象是普遍存在

的，例如血液透析用的辅助器械在长时间使用过程中，细

菌会贴附于器械的管道壁上，细菌聚集会造成患者细菌感

染。本申请项目将研究细菌在微型管道内的分布及运动状

态，改变微型管道表面性质，试找到一种减少细菌贴附的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23

从脱贫到振兴——对微信公众

号助力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谢国斌 2018101148

张正

/2018101109

,张子娴

/2018101122

葛红丽 讲师 0501

本项目以扶贫类公众号作为研究样本，从推文的题材内容

、版面设计和运营理念等方面入手，发现其不足、发掘其

价值、总结出运营相关公众号的成功经验，提炼出一套可

行的公众号运营策略，从而助力我国广大乡村地区的振兴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24

中共中央西北局革命旧址红色

文化内涵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潇月 2018101037

刘闻远

/2017102088

,白新宇

/2018101023

安晓东 讲师 0305

本项目文献资料采用梳理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考察

和发掘中共中央西北局革命旧址的革命历史作用和历史故

事，凝练其中的红色文化内涵，反思其内涵之于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群体和社

会范围内的落实，铸就全民红色青春梦想。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25X

物有灵——基于国宝文物的手

游设想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郑雅文 2019108017

王一桐

/2019108008

,刘法裕

/2019108024

郭振华 讲师 0101
本项目以构架游戏玩法、游戏内容为主要方向，将历史文

化知识融入其中，使手机游戏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更好地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26X

足舒阁：传统技艺传承与创新

研究——以手工布鞋的制作工

艺为例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马云霞 2019108012

詹文静

/2019108019

,蔡思颖

/2019108003

彭鹏 副教授 0101

本项目就是想要利用当今互联网技术，采用新的生产、传

播和销售方式，让这项技艺继续流传，也为传统手艺人增

加经济效益。因此，这个项目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手工艺技

术的同时也为脱贫攻坚贡献了力量，从而实现双赢的局面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27

西安“五台文化”研究--以“

西五台”为中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佳怡 2018102051

胡熠

/2018102046

,韩香雪

/2018102006

陈跃 副教授 0601

本课题拟对对“五台文化”进行研究，探求西安“五台文

化”的产生、流变及其影响，分析西安“五台文化”的内

涵及特点，以更好服务于当前城市文化建设。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28

探寻早期西安火车站的历史意

义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可欣 2018102010

何雅雯

/2018102016
胡勇 副教授 0601

项目组致力于从各个方面分析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安

火车站的修建和运营对于西安城的城市发展和全国的历史

意义，探索西安火车站背后的故事，挖掘蕴藏在西安火车

站背后的历史记忆。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29
新闻作品原创性标准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京晶 2017104007

吴紫微

/2017106022

,王瑞琦

/2018103033

张曼 副教授 0301

视觉中国黑洞照片的版权问题引起了社会巨大讨论。其中

的核心问题——时事新闻中的新闻作品是否受著作权保护

颇具争议，尤其是其中的图片作品。以向光窗为首的学者

对于持肯定态度；以秦俭为首的学者则持否定意见。本项

目就聚焦与此，通过探究新闻作品的原创性标准，来确定

新闻作品是否受著作权保护。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30

“刷脸时代”个人生物信息安

全保障法律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佳琦 2017107076

肖明汾

/2017107071

,张燕玲

/2017107069

张曼 副教授 0301

“刷脸时代”即利用人脸识别功能代替传统密钥的新个人

生物信息时代。剪刀手泄露指纹事件提醒我们生物信息一

旦泄露不可逆。但相关安全保障法律机制仍为空白，本项

目将对已有案例和未来法律保障机制进行思考与研究得到

相关结论。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31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动画的融

合创新机制与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瑞萍 2019105017

杨嘉雯

/2019105011

,王佳龙

/2019103152

苏蕊 副教授 0502

在中国动画与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两者间的融合与创

新问题不可回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力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而文化与动画的融合恰恰诠释了这种继承与创新

。该研究基于客观数据，通过探讨传统文化对我国动画内

容、形式等方面的影响，探究两者的融合创新机制与路

径，为我国动画产业未来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32

基于语料库的陕西地域文学俗

语英译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雨迪 2017102018

何苗

/2017105058

,王庭钰

/2017105098

苏蕊 副教授 0502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地方文学

作品也逐渐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语料库的建立，以及

对地方文学英译所用翻译理论的研究，将为译者提供更多

翻译思路，进一步推动了陕西地方文学作品“走出去”的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33

构建红色旅游与思政教育相关

评价体系——

以延安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胡香茜 2018114028

王辰悦

/2018114125

,雷翊澜

/2019103110

邵勇 教授 0401

本项目通过研究红色旅游与思政教育的内在联系，以教育

学要素及评价理论为基础，从红色教育的本质出发，选取

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介体、教育环体“四要素”为

切入点，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红色旅

游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评价体系。通过在延安实地问卷调查

获取数据，构建模型，并通过数据分析与理论模型相比

较，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及建议。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34

陕西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精准认定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轶中 2018110086

苏铂砚

/2018110091

,臧梦雨

/2018110025

苏永利 副教授 0701

该项目旨在探索教育部等六部门出台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指导意见中困难学生的认定以申请人书面承诺代替盖

章证明的新要求下，如何创新方式做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的精准认定，并通过问卷调查、建立模型、数据分析

等方法，对困难学生精准认定和困难学生分布等进行定量

研究，推动学生资助信息化管理，同时可为国家资助资金

精准分配提供理论依据。确保高校困难学生在精准认定的

基础上，得到精准资助，助理教育脱贫攻战。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35

基于盖亚轨迹数据的城市交通

状态时空分析和预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昕悦 2017116009

贾笑怡

/2017116002
王旭红 教授 0705

通过对车辆轨迹大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车辆轨迹的

时空分布特征及其演化规律，可宏观了解城市路网的路况

信息，从而对经常出现拥堵的路段进行合理规划，进一步

制定减缓交通拥堵的管理措施。因此，本研究提出利用核

密度分析法将车辆轨迹文本轨迹大数据栅格化，实现轨迹

数据的在地理空间上的可视化；利用CA-Markov理论建立

城市车辆轨迹模型，在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上预测车辆密

度的分布。最终实现对城市路网的路况信息动态模拟和预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36

城乡接合部社区基础医疗设施

空间可达性及布局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静茹 2017116011

田婷钰

/2017116118
杨联安 副教授 0705

城乡接合部社区基础医疗设施分配是社会热点问题。本项

目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结合人口、医院、交通路网信息，

用两步移动搜寻法设置相关参数，并使用泰森多边形和DEA

方法进行医疗服务质量效率评价分析，从市民意愿和医疗

机构地理位置两个角度，对城乡接合部可达性进行分析，

并考虑在紧急状态下，社区基础医疗设施的可达性。通过

社区基础医疗设施可达性分析和布局优化，为医疗资源最

佳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38

民俗博物馆建设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播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钟雯轩 2019106041 无 杨立川 教授 0503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扬，不

断建设民俗博物馆，使之成为人们了解民俗及非遗的重要

窗口。民俗博物馆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是相辅相成

的，它们的传播关系非常密切，本项目基于研究这样的传

播关系，旨在探索民俗博物馆对非遗继承与发扬的重要意

义与独特作用，以及探究在当代非遗传承语境下该如何进

行民俗博物馆建设，如何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持鲜活的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39

典型明星MOFs的热分析动力学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婧容 2017111087

白佳煜

/2017111053
岳可芬 教授 0703

由参考文献合成明星MOFs(例如MOF-5、HKUST-1、ZIF-8

、MIL-53等)，目前已经合成了MOF-5、ZIF-8、HKUST-

1，并进行了XRD粉末衍射测试，我们将对合成的MOFs进行

热分析动力学研究，计算出其对应的热分解的活化能E、指

前因子A，将E和A进行比较，对其稳定性等性质进行研究。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40

新型分级孔MOF复合材料的构

筑及其超级电容器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大帅 2017111095 无 陈三平 教授 0703

电极材料是影响超级电容器性能的决定性因素。本项目将

CoFe-MOF与氧化石墨烯复合、硫化煅烧，得到具有分级孔

结构、比表面积大、活性位点丰富等优点的异金属MOF复合

电极材料Co1-xS/CoFe2O4@rGO纳米花，其优异的电导率

、极高的能量和功率密度，有望在能源储存设备中得到广

泛应用。bo'shi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41

秦皇岛柳江盆地地形地貌无人

机应用实践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鹏飞 2018110094

张悦新

/2018110009
周小虎 副教授 0709

该项目以DJI MAVIC 2为搭载设备，秦皇岛柳江盆地为应

用场景，目的是优化民用无人机作业效率与进一步扩展其

应用场景，过程中结合Photo scan等专业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获得高质量的图像、模型，最终进行分析并平行对比评

测项目质量。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42

虚拟岩石薄片系统的创建与应

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辜超颖 2018110075 无 康磊 讲师 0709

为解决地质学专业相关课程中岩石薄片教学中的若干问

题，如学时数、实验室空间大小、开放时间、实体显微镜

台套数的限制而导致的地质学专业本科生显微镜察能力不

足，拟利用最新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开展虚拟岩石薄片

显微镜学习系统的创建和应用研究，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

量及充分发挥优质教学资源的利用率，对提高教学效果有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43

二硒化铂二维材料的制备及性

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洋 2017117074

周寒路

/2017117042

,李承志

/2017117285

赵武 教授 0807

二维材料因其多样化且优异的物理化学特性以及广泛的应

用领域，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与研究。本项目主要集中研究

新型TMDs材料——二硒化铂，探究其材料的制备、结构与

特性并实现相关性能优化，且对其在未来领域的应用潜力

进行了探索。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44

金属有机框架ZIF-67基复合吸

波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皓文 2018117272

李江南

/2018117031

,魏东晨

/2018117050

闫军锋 教授 0804

本项目将在吸波方面具有巨大潜能的金属有机框架与二维

碳材料石墨烯进行复合, 作为新型吸波材料。一方面，改

善了石墨烯的阻抗匹配特性，使电磁波最大限度地透射进

材料内部，另一方面，使之兼具电损耗性能与磁损耗性

能，能够充分损耗电磁波。该复合结构MCo@N-C/rGO是一

种具有多种电磁波损耗机制的高性能吸波材料，其中

MCo@N-C呈中空菱十二面体结构，rGO是轻质二维材料，此

复合结构必然满足新型吸波材料的性能要求。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45

基于血液单细胞测序数据的

智能免疫监测平台开发测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戴佳慧 2018116014

朱玺君

/2018116119

,李佳宁

/2018113104

张喜 教授 0710

本项目为“智能免疫监测平台开发”的子项目，是基于机

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新型血液免疫监测系统。整合大量血

液单细胞测序数据，建立了智能免疫检测模型和算法，并

通过分析血液细胞免疫基因组数据，对免疫因子和免疫细

胞的数量和活性进行快速检测与实时监控，在高效、少样

品、低成本的同时实现对患者免疫系统状态的判断，为肿

瘤免疫方案制定和疗效评估提供量化依据，也为国产AI技

术在医学上的深度应用开辟新的思路。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46

芍药苷对H2O2诱导的SH-SY5Y

细胞氧化损伤的神经保护作用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凯琳 2018113049

何小舟

/2018113020

,王照亮

/2018113149

曹艳君 讲师 1007

本项目建立H2O2诱导的SH-SY5Y细胞损伤模型，经芍药苷

给药后，采用线粒体膜电位，PCR，Western Blot等实验

探讨其对SH-SY5Y细胞活力、细胞凋亡、线粒体损伤以及

NADPH氧化酶，MAPK及凋亡信号通路等的影响，分析阐明

芍药苷的抗氧化应激作用及具体机制，为临床治疗抑郁的

药物研究及实验依据。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47

中国新经济指数的综合评价与

空间分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舒淇 2017103351

张文佳

/2017103325

,任欣怡

/2017103352

郭晗 副教授 0201

我国在2016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新经

济”的概念，新经济自提出以来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

度重视。以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为

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活动蓬勃发展。本项目旨在通过对中国

新经济的调查研究，建立起一套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用

以掌握和研究新经济发展形势，在新经济指标体系的基础

上，综合考量新经济在我国的空间分化，并为相关领域的

宏观决策提供支撑。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48

我国数据要素市场构建的挑战

与路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常昕怡 2018103324 无 郭晗 副教授 0201

目前，全球进入了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生产力的数字经济时

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布文件，首次将数据与土地、

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为要素之一，提出要

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数据成为了现阶段拉动经济增长

重要的生产要素。本项目旨在通过对数字经济时代我国超

大规模数据要素市场的调查研究，分析新型数据要素市场

构建的挑战，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探索构建数据要素

市场的路径，并提供相应政策建议。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49

试析唐宋长安地区女性身高体

重差异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叶芷 2017105019

陈耑月

/2017103358

,赖浩贤

/2017104166

陈靓 副教授 0601

本项目通过体质人类学方法，测量计算秦汉新城长兴村遗

址宋墓女性的身高、体重、身体质量指数，说明宋代女性

体质状况，并与同地区唐代女性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唐

宋女性体质差异，初步探讨女性体质的可能影响因素。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50
瓜棱珠形制的起源与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淦宇 2018119084

史梦雨

/2018119069

,陆佳辰

/2018119002

温睿 教授 0601

本项目以以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提供的一批瓜棱珠为研

究对象。目前已经通过ICP-MASS进行成分测试，通过体式

显微镜扫描探究制作工艺，推断境外输入的可能性较大。

通过与博物馆沟通了解到，此批料珠出土于都兰热水墓，

数量众多。青海都兰地处丝绸之路青海道枢纽地区，以此

批瓜棱珠为线索广泛比较世界各地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

瓜棱珠的形制与成分信息，探究瓜棱珠在中西方的交流，

拓展对丝绸之路玻璃珠贸易的认识。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51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

可行性分析——以西安市莲湖

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梓涵 2019104157

肖传钰

/2018108024

,丁慕菲

/2019104143

雷晓康 教授 1204

随着新型养老模式不断推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这一

概念与模式已经传入我国并在部分地区投入实践，该模式

在多个方面均有裨益，但其在我国尚处于尝试探索阶段。

本项目拟立足于已有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结果，深入探究

该模式的概念与理论，分析部分地区试点情况，总结该模

式的优势与劣势，以西安市莲湖区为例，尝试分析该模式

推行的可行性，深度调研并结合本地条件，提出创新有益

的本地化养老模式新建议。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52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人力资

源开发研究——基于退休职工

人力资源储备和再就业意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京悦 2017104021

刘雨昭

/2017104034

,夏鹏遨

/2017104094

聂建亮 副教授 1204

本研究通过调查西安市退休职工的人力资源储备和再就业

意愿的现状，来分析西安市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可行性。

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运用问卷调查来分析主观和客观层

面的退休职工的人力资源开发的条件，以期发现影响西安

市退休职工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因素和适宜被开发的退休

职工群体所具有的特征，针对不同类型的退休职工提出相

应的人力资源开发的建议。进而有利于促进老年人力资源

开发，实现积极老龄化。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53

磷基高效光催化制氢体系构建

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妍 2018115001

符棉

/2018115009
刘恩周 副教授 0813

拟在二维纳米红磷表面原位生长二维过渡金属磷化物，形

成二维纳米异质结，通过控制反应程度，调控金属磷化物

含量，考察微观结构与光吸收、光激发、载流子分离与迁

移、表面析氢之间的联系，揭示光催化制氢增强机制。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54

油田管道防垢的油水双疏涂层

制备工艺及工业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梦涵 2019115059

柯胜楠

/2019115063

,周欣

/2019115066

胡军 副教授 0813

本研究利用TPU与CeO2粉末制备复合油水双疏微纳涂层。

通过调控材料配比、微纳米颗粒大小等因素优化涂层配

方，采用喷涂方法附着在管道内壁，使内涂层有较好的防

垢能力的同时满足附着性、抗冲击性、耐腐性和耐磨性等

要求，以实现工业化。最终期望减少油田的结垢问题，提

高设备的工作效率和使用寿命。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55

传统壁画文化在现代的普及--

“壁画的秘密”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漫云涵 2018109043 无 王江鹏 副教授 1304

壁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上公认的

最早用来表达情感的美术形式。然而随着时代和科技的不

断发展，令传统壁画文化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对

于壁画文化的普及就显得尤为重要 。“壁画的秘密”APP

致力于将传统壁画文化普及到大众当中，通过现代科技技

术，将教育与网络相结合，通过手机客户端进行线上学

习，让更多的人认识壁画、了解壁画，真正让壁画走进生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56

汉画像石造型艺术在现代建筑

艺术中的传承与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昊天 2018109123

魏张宏

/2018109121
宗立成 副教授 1305

汉画像石是汉文化的直接物质遗产，尤其是汉画像石具有

韵味和形式感的特征,其中拱、阙、亭等建筑形象是研究汉

代建筑的有力证据,是现代建筑设计及装饰设计的灵感元素

。研究汉画像石古建筑文化价值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创新,

为汉文化的传承掀开新的一页。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57

肉桂醛对扩展青霉生长及毒力

因子的抑制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洁 2018120015

李睿

/2018120002

,罗富诚

/2018120030

王媛 副教授 0827

本项目以水果中分离得到的扩展青霉为主要研究对象，以

植物源活性物质肉桂醛为抑菌剂，研究肉桂醛对扩展青霉

的抑制作用，重点分析肉桂醛对扩展青霉孢子萌发、菌落

生长、展青霉素代谢、以及基因表达谱的影响，从生理生

化和分子层面探究肉桂醛对扩展青霉的作用机制。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58

基于气相离子迁移谱联用技术

的香菜挥发性成分指纹图谱的

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兢遥 2018120011

吴婷

/2018120009

,叶可欣

/2018120012

郭世欢 讲师 0827

香菜作为一种重要的调味蔬菜，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具有

重要的药理保健功能，市场应用潜力巨大，研究其种植和

加工过程中的品质监控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拟采用

顶空−气相−离子迁移谱联用技术对不同品种、不同生长期

、不同储存条件的香菜挥发性成分进行测定，建立香菜挥

发性成分的指纹图谱，为香菜的品种识别、品质监控提供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59

金属硒化物纳米纤维/碳/石墨

烯复合材料的设计及储钠性质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文韬 2018112144

蔡海龙

/2018112143

,高睿博

/2018112131

王贝贝 讲师 0702

设计合成系列金属硒化物纳米纤维/碳/石墨烯复合材料，

在对其相组成、形貌和结构进行系统表征并对其储能性质

研究的基础上，筛选出具有优异储能表现的复合材料，并

初步阐明金属硒化物纳米纤维/碳/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储能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60

从头算分子动力学的理论基础

及程序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丽婷 2018112003

万博雯

/2018112009
索兵兵 教授 0702

在计算机平台上通过Python、MATLAB等软件利用从头算分

子动力学的理论进行数值和动画模拟，以得到化学体系内

部的微观状态和反应进行机理，从而研究宇宙星际云中的

有机小分子的化学合成通道。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61

关于大学生对茅盾文学奖认知

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熊慧 2018101044

马侠

/2018101073

,吴雨辰

/2018101042

邵颖涛 副教授 0501

 本课题面向身边的大学生，以网络问卷的形式调查并研究

他们对茅盾文学奖的知悉程度，从而初步了解茅盾文学奖

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同时，从大学生角度出发，分

析茅盾文学奖设立的深层意义以及存在的潜在弊端，针对

其不足提出我们的可行性建议。走近获奖作家及作品，总

结茅盾文学奖可能存在的评审制度、评奖机制等方面的漏

洞，和茅奖没落的原因，进而提出恰当的改进方案。同时

宣传推广茅奖、扩大其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62

全媒体时代传统文化IP创意开

发与国际化传播

——以《山海经》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嘉诚 2018105011

李天祎

/2018101125

,王成琳

/2018109013

高字民 副教授 0501

全媒体时代语境下，基于戏剧影视美育的时代需要以及媒

介融合和国际传播的背景，以《山海经》为具体案例，探

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文化创意发展和国际传播的

思维逻辑和实践模式。该项目主要受众为中小学生，通过

进行戏剧编排并排演，将戏剧方法与学校美育相结合。同

时面向留学生群体，让留学生亲自参与到《山海经》戏剧

排演中来，学习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媒体实现传统文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63

以“维摩信仰”为名——有关

王维名、字、号的考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郑宁 2017108012 无 李利安 教授 0101

本项目将紧紧围绕“王维”与“Vimalakīrti”之间的关

系这一主题，通过挖掘鲜有人注意的资料，综合运用历史

学研究、梵汉语对比研究等跨学科的创新研究方法，对王

维的名、字、号进行视角更为广阔的考证，在鸠摩罗什、

窥基、陈寅恪、钱文忠等学者对Vimalakīrti的不同解读

中，揭示佛教语文学与佛学文化千年来的传承和发展，坚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64

关于促进贫困地区教育合力最

大化的路径研究——以商洛秦

岭铺村的家校沟通状况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春萍 2019108047

凌梦婷

/2019108038

,吴天歌

/2019108044

刘莹
 副教

授

 

0303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商洛秦岭铺村的实地调查，了解我省已

脱贫农村的家校沟通状况，找到影响贫困地区教育合力最

大化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及建议，以期激活学校和家

庭双方的联动力量，提高当地教育质量和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营造相互补充的育人环境。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65

时代与史学的双重合奏：西北

大学历史学科发展史（1937-

1966）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淇文 2018102028
张舒雅

/2018102008
张峰 副教授 0601

对于陕西省史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的西北大学几乎没有

关于它发展史的研究。此项目以厘清1937-1966年西北大

学历史学科的演进历程为旨趣，纵观陕西省史学研究在这

段时间内的内容及其所展现出的特点，冀求丰富这一时期

的中国史学研究。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66

清代西安八旗驻防和旗人生活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祺 2018102090 无 陈跃 副教授 0601

清代西安八旗驻防始设于清顺治二年（1645），至清宣统

三年（1911）因革命党人活动所废除，历经二百余年，在

西安城形成了独特的旗人社会。漫长的旗人驻防生涯时

光，已经凝聚成区域与时代文化的重要内容。本项目依据

史料和地方志记载，对于西安驻防八旗族群的日常生活进

行系统研究，以此视角探求有清一代的八旗驻防制度和地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67
校园欺凌问题的处理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衣旦·米

吉提
2017107016

张宇沐

/2017107036
葛恒浩 讲师 0301

本项目着眼于校园欺凌问题，通过对我国现阶段法律及非

法律对校园安全问题的解决措施的分析，以及我国制度规

划与国外相关制度规划的对比研究，尝试寻找一种行之有

效的，包括法律和非法律的机制，加强对于校园欺凌问题

的预防与规制。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68

基于“985”理工科类高校专

利数据和知识产权战略的研究

与启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江涵 2017115065

王梓暄

/2017107068

,郝培阳

/2017107066

邱洪华 副教授 0301

通过对13所不同地域“985”理工科大学的国外专利拥有

数量、生存时间的分析，了解其专利管理模式，并根据企

业的专利需求为各高校的专利运作提供建议。以达到对高

校的专利结构进行优化，实现专利价值最大化的目的。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69

面向日语专业本科生的'知新'

日语学习交流社区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章雨菲 2018105007

王心雨

/2018105030

,郝珮洁

/2019103041

杭正芳 副教授 0502

‘知新’是一个面向日语专业本科生的日语学习交流社区

平台，用户可以和专业日语教师及其他日语学习者沟通交

流，提高用户日语水平。目标建立“日语内容社区+日语内

容付费+日语问答社区+日语问题咨询”的业务模式，知新

内容涉猎轻量级的日语内容和日语问题咨询方面。为用户

提供日语学知识与科普、日语娱乐与自主、日语学探索和

学习、专业的日语解决方案以及日语专业者的行业互助等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70

绘本与会话---基于“二语习

得”理论试分析英文绘本对幼

儿英语启蒙教育的重要意义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桑姝凡 2017105054

闫淑雅

/2017105020

,闫谭

/2017105032

王黎 副教授 0502

英语绘本教学透过图文双媒介发动儿童观察、感知和思

考，在西方幼儿教育界有长达300年的历史。本项目将围绕

此核心，借助“二语习得”理论和玛利娅·蒙台梭利教育

理念等，运用调查法和个案研讨法探究英语绘本教学的必

然优势，提出含分层选材、家庭教育导入、运行方案在内

的教学策略。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71

基于集成分析的房室传导阻滞

分级诊断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符珈睿 2019114027

王一涵

/2019114035

,李梦珂

/2019114137

张瑞 教授 0701

本项目聚焦于基于心电图的AVB分级诊断， 首先对心电信

号的各个特征波进行定位，其次根据不同等级AVB心电信号

的形态学表现，分别从时域和频域角度出发提取多种心电

特征以刻画不同等级AVB心电信号间的差异性，进而通过集

成分类器对所提取的特征完成分类，以最终实现AVB的分级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72
数控机床能耗预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文森 2017112080

周祎璠

/2018114120

,靳佳宁

/2018114015

张海 教授 0701

数控机床能源消耗问题是当今智能化车间的关注热点问

题，本项目将主要通过挖掘分析车间各工作过程中的历史

数据，研究智能制造领域中工艺参数对高档数控机床能量

消耗的影响规律，最终对参数进行合理设计来降低机床可

控能耗、提高机床加工能效。在大数据驱动的“关联＋预

测＋调控”的决策新模式中，我们将致力解决“从数据中

挖掘对机床能量影响较大的工艺参数”，“准确预测机床

总能量消耗”等重要问题。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73

城市化地区土地系统多功能权

衡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邵佳琪 2018116116

杨晨雨

/2018116083

,王淑雅

/2018116013

李飞 副教授 0705

项目以西安市为研究区，通过定量评估土地系统经济发展

、粮食生产和生态服务价值，并量化三者之间的权衡关

系，以探讨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土地系统多功能权衡的时

空动态，旨在为做出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决策提供建议。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74

基于哨兵2号影像的甘肃省临

夏州花椒分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训梅 2018116001

许晴

/2018116012

,蒋娅

/2017116007

刘建红 副教授 0705

本项目以哨兵2号影像和高分二号影像为数据源，以甘肃省

临夏州的特色经济作物——花椒为研究对象，通过SNAP和

ENVI软件对影像进行预处理，并计算NDVI值和提取纹理特

征，然后分析不同地物类别的可分性，最后选择有效的分

类特征采用支持向量机分类得到研究区花椒的空间分布，

最后以实地调查数据对分类结果进行验证，以期为当地的

花椒种植和管理提供参考数据。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75

乡村振兴背景下“电商直播+

非遗”产业模式探究——以贵

州省黎平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邓寒城 2019106089
赵红梅

/2019106011
赵爽英 副教授 0503

本项目通过对贵州省黎平县乡村非遗产业化现象调研，探

究当地民族乡村如何借助“电商直播+非遗”的营销模式，

以非遗带动经济、以经济实现振兴的乡村发展道路，从而

为少数民族地区乃至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可参照的

发展策略。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76

Z世代大学生婚恋生育观对中

国未来社会老龄化的影响及相

关对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佳琪 2019106084

陈佳清

/2019106067

,王晞

/2019106064

高春艳 副教授 0503

本课题组旨在研究“Z 世代”即 95 后群体的婚恋生育观

对中国未来社会老龄化的影响及相关对策。 近日，中国发

展基金会发布了报告预测：到 2022 年左右，中国将实现

向老龄社会的转变，这与中国持续降低的结婚率和生育率

有极大关系。而身为未来社会中坚力量——95 后群体的婚

恋生育选择，与中国老龄化似乎也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77

基于电子调控对碳纳米管的改

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显 2017111045

成文静

/2018111067

,包韫凯

/2017111126

张欣 副教授 0703

碳纳米管作为一种价格低廉的非金属材料，具备优良的电

传导性能和大量的活性位点，因此受到广泛关注。然而，

在电化学传感领域中，由于电流信号微弱以及检测物存在

不稳定性，对电极材料的开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本研究

将分别用引入有机小分子和加入金属纳米粒子的方式对碳

纳米管进行改性，通过电子转移来调节碳管的能带结构，

使碳管复合材料具有更高的电化学活性用于电分析检测，

达到更宽的线性范围和更低的检测限。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78

过渡金属基电催化剂在电解水

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慧洁 2018111014

郝鹏达

/2018111031
谢钢 教授 0703

现阶段，主导的电解水制氢催化剂为贵金属铂，但因其高

成本以及低储量使其在应用中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考

虑到成本、催化活性及稳定性等问题，较为廉价的过渡金

属基催化剂是贵金属催化剂的潜在替代品。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79

安康紫阳超基性岩Re-Os同位

素体系定年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少刚 2017110071

闫肃杰

/2017110075
龙晓平 教授 0814

由于超基性岩不含锆石，难以进行U-Pb同位素测年，故使

用传统同位素定年方法确定超基性岩形成年龄比较困难。

安康紫阳超基性岩位于南秦岭区域北大巴山地区，出露在

早古生代地层中。但前人未能给出其准确的同位素年龄数

据，并且它的成因也有多种观点，有较大的研究价值。使

用Re-Os同位素定年则可以得到精确的超基性岩形成年龄

。其准确的形成年龄与地球化学数据可以揭示出早古生代

发生的地质事件，完善研究区的区域地质演化过程。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80

北秦岭清油河地区花岗岩中含

石榴子石暗色包体的成因及其

形成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冰荷 2018110003
赵蕾

/2018110002
陈丹玲 教授 0709

本申请拟在详细野外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对寄主花岗质岩

体及其中含石榴子石的暗色包体开展系统的矿物学、岩石

学、地球化学和年代学研究，在与围岩和区域已有研究对

比的基础上，探讨其成因和形成机制。研究结果不仅可为

北秦岭早古生代花岗质岩浆作用的成因和形成的构造背景

提供重要信息，也可进一步为北秦岭早古生代构造格局和

演化过程提供重要限定。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81

石墨烯改性碳布自支撑

ZnO@SnO2柔性电极材料的制备

及储锂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伟光 2017117031

纪凯龙

/2017117016

,王阳

/2017117018

闫军锋 教授 0807

本项目将设计以石墨烯为改性剂，担载或包覆于碳布支撑

的多级结构ZnO@SnO2柔性复合物上制备以CC-ZnO@SnO2复

合物为主体的包覆型和担载型Graphene-[CC-ZnO@SnO2]

微纳米复合材料，制备2-3种低成本的有应用前景的比容量

大、循环寿命长和倍率性能好的以CC-ZnO@SnO2复合材料

为主体的纳米改性复合锂电负极材料。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82
智能救生衣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珂瑄 2017117364

王凯旋

/2017117017
唐升

高级工

程师
0807

本项目为解决传统救生衣只具备最基础的使落水者身体漂

浮于水面而不能进行自动报警和自动定位的问题，旨在传

统救生衣的基础上研制一款融合GPS定位、设备穿戴提醒、

落水感应、声光报警、智能终端同步监测、远程电话及短

消息报警和太阳能充电等功能的智能化救生衣。该项目的

实施对水上娱乐者的安全保障和水上事故发生率的控制具

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83

核心岩藻糖基转移酶Fut8对三

阴乳腺癌侵袭及转移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雅昀 2018113014

熊虹婷

/2018113084
关锋 教授 0710

本课题将分析比较三阴型乳腺癌及正常乳腺上皮细胞中核

心岩藻糖转移酶Fut8的表达差异，采用慢病毒包装转染方

法构建低表达Fut8三阴乳腺癌细胞株。观察Fut8表达对三

阴乳腺癌细胞增殖、迁移、侵袭等恶性行为的影响。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84

白皮松组植物的群体遗传学和

物种形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炜 2018113076

杨嘉琪

/2018113075

,李赞

/2018113071

李忠虎 教授 0710

本研究以松科松单维管束松亚属白皮松组的三个珍稀濒危

物种为研究对象，通过野外调查采样，利用10套双亲遗传

的核基因片段和1套单亲遗传的叶绿体DNA片段检测物种群

体水平上的地理遗传变异分布格局式样，采用基于溯祖理

论的隔离-迁移模型分析、环境生态位分析等多种方法对白

皮松组植物进行系统发育和群体进化历史研究。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85

关于拼多多快速崛起原因及存

在问题的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依煌 2018103221

梁泳淇

/2018103189
王颂吉 副教授 0204

随着互联网爆炸式发展，电商已作为网络技术应用的全新

发展方向。本项目以拼多多为研究对象，以互联网时代为

背景，通过对拼多多发展模式及其带来影响进行了基于现

实数据的理论思维分析，并对电商行业的现状及发展做出

建设性的战略启示。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86

“守艺人”app—手工艺类非

遗文创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朱潇雨晴 2018103258

朱雅欣

/2018103227

,张泽钰

/2018119099

李瑛 副教授 1209

该项目打造一款以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app，

具备四个功能：游戏；非遗文创产品的售卖；手工艺类非

遗发展历史的图文、视频、VR实景介绍；手工艺者信息及

作品的介绍。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87

陕西昆明池遗址车马坑出土马

匹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盛东烨 2017102016

王国洪

/2017119019

,赵梓旭

/2017119026

李悦 讲师 0601

本项目拟从动物考古学角度，对陕西西安昆明池遗址西周

时期车马坑出土马骨进行清理、观察、测量等工作，从性

别、年龄、身高、病理、牙齿磨损等方面分析车马坑用马

性质——象征性使用或实际使用，结合DNA和同位素研究，

进而探讨西周车马坑葬马制度。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88

西安马腾空遗址出土植物遗存

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子衡 2017119022

杜博文

/2017119025
唐丽雅 讲师 0601

马腾空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等驾坡街道办马腾空

村，处于浐河西岸二级阶地上，西为少陵塬，隔河为白鹿

原。本项目通过对西安马腾空遗址浮选所得植物遗存样本

进行鉴定分析，探讨东周时期秦人的饮食结构和农业生产

特点，有利于从时空两个层面对关中地区西周到东周时期

的农业考古进行深入研究。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89

关于大学生参与社团活动对其

社会适应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西安市十所高校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艺超 2018104012

杨雯雯

/2018104039

,刘紫薇

/2018104040

许琳 教授 1204

立足大学生社团参与的现实，以“社团活动”、“学生组

织”、“社会适应力”的概念、特征为分析基础，以西安

市的高校为例，运用调查研究的方式，采用问卷调查和访

谈等研究方法，进行大学生参与社团活动与大学生社会适

应力之间的关系探索，并用SPSS等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研究学生社团对大学生社会适应力的影响路径，进而

从多个维度探讨如何促进社团发展与提高大学生社会适应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90

《新互动模式下的价值引领：

大学生支教扶贫现状调查与对

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梦雪 2018104027
漆心雨

/2018104058
翟绍果 教授 1204

支教扶贫是实现“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的

重要方式，该项目通过调查研究、实地研究、文献研究等

方法，运用社会互动理论分析如何提高大学生支教的成

效，实现支教者在新互动模式下对被支教者的价值引领。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91

炭基催化剂催化甲烷-二氧化

碳重整反应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泽辰 2018104198

王俞淇

/2018115142

,杨岸锦

/2018115156

徐龙 教授 0813

CO2和CH4是最主要的两种温室气体，CH4-CO2重整反应在

消除温室气体的同时，产生了低H2/CO比的合成气，后续

可直接作为原料进行羰基合成及费托合成，对实现C1资源

的高效利用、缓解全球能源危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等

具有重大意义。研究拟采用多种方法制备不同炭基催化

剂，通过考察反应温度、反应气体比例、惰性气氛、操作

空速、反应时间等的影响，关联催化剂制备、催化剂结构

信息与催化性能，优选用于CH4-CO2重整反应的高效炭基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92

高性能非对称超级电容器的构

建及电化学性能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学烨 2018115067

李奇

/2018115085

,郭富强

/2018115092

朱剑波 副教授 0805

超级电容器是一种极具前景的电化学储能器件，本项目拟

分别以镍载二氧化锰和氮掺杂石墨烯作为正、负电极构建

一种新型非对称超级电容，并对其构建参数进行优化，以

实现高工作电压和可快充放电速率的超级电容制备。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93

陶瓷文创文房用具产品的设计

与创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渐 2017109024

张越

/2019109104
刘艳卿 副教授 1305

本项目以陶瓷材料为载体，以青铜器及陶器上的饕餮纹、

云雷纹、回字纹等制作文房用具以及香具文创产品，旨在

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文化自信。项目结项时将完成遇

见饕餮系列文创产品的生产并完成相关报告的撰写。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94

《新古典人文数字媒体信签、

笺纸、日历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千千 2018109055

陈武

/2018109145

,陈铭贤

/2018109131

张辉 讲师 1305

我们将“笺谱”及“传统雕刻”内的图案加以提炼，针对

图形图案等内容进行数字化的整理和再创作，实现传统艺

术与当代数字媒体相结合的可行性实践。完成中国传统文

化创作与现代信息媒介相融合的相关调研报告的撰写。

√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1%E7%BB%9C%E6%8A%80%E6%9C%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1%E7%BB%9C%E6%8A%80%E6%9C%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1%E7%BB%9C%E6%8A%80%E6%9C%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1%E7%BB%9C%E6%8A%80%E6%9C%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1%E7%BB%9C%E6%8A%80%E6%9C%AF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95

基于静电喷雾技术天然功能性

油脂的包埋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艺璇 2017115199

史婵

/2018120013

,王岚

/2018120025

吕新刚 副教授 0703

沙棘油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而具有良好的生理功能，但

存在稳定性差、食用不方便以及难以直接在食品中应用的

问题。油脂的微胶囊化是解决以上问题的良好办法，本项

目基于同轴静电喷雾技术，以玉米醇溶蛋白、明胶、海藻

酸钠等为壁材包封沙棘油，研究包封工艺条件，表征其结

构和理化性质，研究包封对油脂稳定性和体内消化代谢规

律的影响，研究外源抗氧化剂对沙棘油稳定性的影响，进

而确定适宜的包埋条件。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96

热加工对枣花蜜中

酚酸含量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韦章宇 2018120008

高婧

/2018120024

,江若涵

/2018120016

曹炜 教授 0827

热加工是蜂蜜中常见的加工方式，而过度热加工会对蜂蜜

品质产生不利影响。该项目通过研究枣花蜜在不同加热时

间和加热温度下酚酸含量的变化，找出枣花蜜热加工最适

合的温度、时间，为枣花蜜的生产加工提供依据。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97

并苯硫化物的固相制备法及其

电催化析氢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明杰 2017112084

羊肖玢

/2017112079
胡鹏 教授 0702

本项目拟通过区域熔炼-化学气相输运法制备四硫并四苯和

六硫并五苯，通过系统研究其电催化析氢特性，优化制备

方法，得到性能良好的并苯硫化物催化剂。此项目的开展

为新型电催化析氢催化剂的制备提供了新思路。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98

超细银纳米线的制备与应用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双强 2017112136

胥一敏

/2017112101

,刘芮芮

/2017112096

詹咏捷 副教授 0804

为配合透明柔性导电薄膜方面相关研究，围绕 1.大长径比

超细单晶纳米银线的经济有效制备；2. 纳米线复合结构及

由此组成的导电网格的改性处理与性能优化 开展一些研究

工作。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099

戏剧与影视融合互动背景中艺

术美育进校园创意实践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雨欣 2018101168

孙金一

/2018101156

,安智博

/2018103149

高字民 副教授 1303

本项目以戏剧与影视融合互动为背景，以艺术美育为目

的，以校园实践为活动方式，去探讨影视等多媒体语境下

戏剧的多样呈现形式以及融合互动后的丰富艺术效果。我

们在项目活动过程中，会将这戏剧与影视两种综合艺术以

教学培训、小戏排演的方式进行结合，使师生在实践中对

不同形式的艺术有更加深刻的认知和了解，从而达到校园

“艺术美育”的目的。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00

敦煌壁画中飞天形象的文化渊

源与历史演变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祖玥 2017101031

李晨昱

/2017101050

,沙柳

/2017101032

王松涛 讲师 0501

本项目以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为研究对象，从佛教文

化，时代特征，历史背景及华夏本土文化等方面来探讨飞

天这种艺术形象的文化渊源与历史演变，探究其背后所呈

现出的文化多元性，阐述其所蕴涵的博大而深远的中华文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01

乡村振兴战略下延安贫困农村

教育现状调查与发展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雨欣 2019108004

阮思萌

/2019108014

,付媛

/2019108016

曹振明 讲师 0101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提出的，战略中提到：要想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把“

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因此，我们将从教育的角度出

发，面向延安贫困农村，针对农村发展过程中的教育现

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同时，我们会根据具体

的研究成果和掌握的信息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或者意见建

议，为有关方面的改进提供材料，如果后期能够展开实施

具体方案，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充和完善。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02

突发疫情中网络舆论引导策略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天歌 2019108044

王伊若湜

/2019119010
刘飞 讲师

 

0303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舆论对公众心态的影响至关重要

。恐慌引起的谣言泛滥、抢购现象、甚至“谈鄂”色变等

复杂心态对公众日常生活产生较大影响。在网络社会化的

前提下，对网络舆论的引导策略进行研究，对稳定公众心

态、恢复日常生活尤为重要。基于此，本项目通过对抗疫

中网络舆论的引导策略进行研究，期待在社会心态网络化

的良性发展中得到具有改进意义的网络舆论引导策略，增

强公众的社会认可程度。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03

历史系本科生学术社团及其人

才培养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月婷 2018102071

李明

/2017104130

,王鹤淞

/2019102096

赵虎 讲师 0601

本项目的研究对象为全国范围内历史学专业成立的本科生

学术社团，调查其成立时间、发展概况、社团活动、有无

创办刊物、有无举办全国性学术交流活动等。以此为窗口

研究其社团的自我定位、影响范围、人才培养方案，进而

上升到其学院的历史学本科生培养模式。为西北大学史林

新苗编辑部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04
唐代长安城宣阳坊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雨嘉 2018102045

张文轩

/2018102084
顾成瑞 讲师 0601

作为中国古代主要的城市规划和居住管理制度，里坊制在

中国城市史上长期具有重要地位。唐代作为其发展史的关

键节点，极具研究价值。唐代宣阳坊毗邻兴庆宫与东市，

众多达官显贵聚集于此，盛极一时，其发展演变脉络折射

出了唐王朝的兴衰荣辱，是隋唐里坊的典型代表。本项目

将深入探究宣阳坊的生命历程，从而进一步窥探当时长安

城的政治轨迹与社会生活，深刻感悟长安城的历史底蕴，

了解西安市的城市发展史。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05

法律规范视角下“网红经济”

模式中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解

决的路径研究——以抖音App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春惠 2017107075
杨紫曦

/2017107065
张曼 副教授 0301

本项目着眼于我国新媒体平台发展现状，并结合当下诸多

网红发布虚假广告、推广“三无产品”的相关案例，探索

消费者权益保护过程中所遇到的新挑战和纠纷解决的优化

路径，为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维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及

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06

区块链在专利权保护上的运用

——以转基因产品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晴文 2017107070

王朴石

/2016107100
邱洪华 教授 0301

保护专利权有助于我国实现“科技强国”战略，而实践中

却遇到层层阻碍。区块链为新兴且前景巨大的计算机技

术，本项目以转基因产品的专利权保护为例，探讨区块链

在专利权保护上应用的可行性、合法性并提出具体方案。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07

博物馆文物英语解说文本的跨

文化重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奕玮 2018105093

付晶晶

/2018105052

,王天妍

/2018105103

李铁 副教授 0502

博物馆文物解说词是传递历史文化信息、向外推介中国文

化的平台。本项目主要依托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细

读并梳理其英文解说文本。运用实地搜集资料、与中外博

物馆分析比对、归纳总结的方法，辨析现有英文解说词文

本的得失、问题，试分析英文解说词国际化、规范化的翻

译策略，并指出英文解说词对源语文本改写与变形的必然

性，是其走向世界获得跨文化重生的必由之路。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08

面向日语初学者的以汉字为主

线的新型汉字学习口袋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幼玉 2018105003

王宇

/2018105033

,王心雨

/2018105030

张鹏 副教授 0502

日语与汉字关系密切，本项目拟编写一部供日语初学者使

用的以汉字为主线的日语汉字口袋书，书目词条由日语能

力考试N5〜N1中的单词构成。该项目研究的目的在于充分

利用中国学生熟识汉字的学习优势，在甄别中日两国文字

外形差异的基础上，引导日语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重视

汉语与日语在汉字上的密切关连，深入体会汉字的魅力。

在项目拟实施阶段，经项目负责人考察，市场上没有此类

学习书，因此该书的出版将填补这一市场空白。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09

基于滞销商品转移的“智销”

服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逸霏 2018114016

毕杨智欣

/2018117056

,陈婳倩

/2018117184

邵勇 教授 0701

本服务基于“智销”APP，可在一定区域内转移商贩滞销和

快过期的货物，减少商贩损失并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与优惠

。商户利用APP进行货品管理，APP可对每月的销售额计

算，发布滞销和快过期货物的提醒。在发布货物信息后，

商品会被推送到相近用户的主页，以供商家调货或消费者

购买。在购买商品时可与卖家建立窗口聊天，便于达成双

方满意的交易。交易费用由第三方平台管理，确认收货

后，再将费用转给商户

买家还可进行评分，以确保商品质量。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10

数字人文视角下出土文献分词

研究——

以《张家山汉墓竹简》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小晶 2019114127

田静怡

/2019114122

,田鹏

/2019114153

袁敏 副教授 0712

本项目利用数学化人文研究方法，以《张家山汉墓竹简》

为例，探索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应用于出土文献研究的新

方法。以《张家山汉墓竹简》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张家山

汉墓竹简》中的内容进行文本化，然后应用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对该文本内容进行分词，结合现有的三种主流中文分

词算法进行文本研究，选择出适应算法，并做适当改进，

为《张家山汉墓竹简》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11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性

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泽慧 2018116110

施金里

/2018116133
李飞 副教授 0705

以陕西省为研究区，针对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

益选取相应指标，对土地利用各类效益进行评价，然后采

用三角模型分析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者间的耦合协调

关系，探究其时空变化规律，并探讨土地利用面积变化对

其产生的影响，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提供依据。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12

聚乙酸乙烯酯在金属管道防腐

除盐方面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启扬 2018116076

李颖

/2018116075

,刘盼盼

/2018116096

梁丽华 副教授 0825

研究壳聚糖、nafion等材料对聚乙酸乙烯酯（PVAc）薄膜

持久性和可剥离性的影响。利用失重法、线性极化法和微

电极法等，研究PVAc-壳聚糖/nafion薄膜对碳钢缓蚀性能

和保护机制，并采取热重量分析法探究PVAc-壳聚糖

/nafion对污水中盐分的吸附沉积的作用机理，考察其除

盐效果和影响因素。最终开发一种可以长时间抑制碳钢管

道腐蚀，具有除盐作用且没有生物毒性的高分子薄膜。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13

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以宣纸制作技

艺的保护与传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圣伟 2018106155

张紫睿

/2018106128

,王唯旭

/2019106141

丛丽娜 讲师 0503

本小组旨在对安徽省宣城市泾县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结合学校优势，开展“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创新训练项目。在新媒体的帮助下通过分

析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问卷、对宣纸制作技艺的叙

事化策略探索，利用新媒体现有的多样化形式，如直播、

纪录片等，提升人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喜爱程度和关

注度，从而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进入良性发展。最终

以论文总结项目研究经验，为相关领域后续研究提供支持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14
庸俗化视频的政府监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芳芳 2018106148

杨玉山

/2017104116
张媛 讲师 0503

项目研究我国短视频运营体系和短视频政府监管体系的基

本规律和普遍模式，将两者相结合形成我国短视频领域的

运作框架后，以庸俗化视频为切入点，探讨短视频中庸俗

化视频产生的原因及整个短视频领域运作框架的矛盾点，

并进一步梳理和调整我国政府监管体系，尝试构建新型有

效的政府监管模式，以促进短视频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15S

关于拓宽化学科普之路的可行

性方案的探讨和实践
创业实践项目 否 王梦琛 2018111077

林青青

/2018111012

,杨斌

/2018111023

赵军龙 副教授 0703

化学科普可以激发孩子们潜在的学习兴趣,但是因为实验安

全方面，地域方面等限制，使得化学科普的传播受到了一

定的阻碍。本项目为解决化学科普在传播中所受到的限

制，拓宽科普受众范围，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方案，通

过与其他学校和社会群体的合作和线上推广等各种方式，

为当前化学科普提供一个更为安全、便捷的行使方法，来

扩大化学科普的群众范围。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16

新型手性膦配体的合成及应用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曾昕怡 2018111044

周莹莹

/2018111088

,文雪

/2018111042

陈洁 副教授 0703

   手性膦配体在不对称催化反应中的应用一直是相关研究

领域的热点问题，尤其是新型手性膦配体的设计、合成及

其应用一直是有机合成化学中具有挑战性的难题。本项目

拟通过一类反式双取代的2,3-二芳基苯并吲哚啉骨架经过

六步化学转化，制备一种新颖的轴手性配体，并将其应用

到过渡金属催化的不对称催化反应之中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17

秦岭群中喂子坪淡色花岗岩榍

石U-Pb年代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晓 2017110008 无 赖绍聪 教授 0709

混合岩区淡色花岗岩的形成机制对研究地壳熔融有重要意

义。本项研究选择喂子坪地区秦岭群混合岩中的淡色花岗

岩进行系统研究，在野外及岩相学的基础上，选择榍石、

锆石展开U-Pb年代学研究，厘定其形成时限及源区性质。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18
古遗址加筋土技术发展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欣雨 2018110061

吴至怡

/2018110049
谢婉丽 教授 0814

我国古代采用加筋土技术建造了屹立上千年不倒的古长城

、古城墙，它们能保持稳定、不易松散的原理值得我们了

解学习，加筋土技术还具有污染小等众多优点符合当今工

程建设中绿色环保的要求。项目以古遗址中的加筋土为研

究对象，探索不同时期加筋土的物理力学（压实度、粒度

成分、微观结构特征，强度参数等）特性，揭示古代加筋

土技术发展历程。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19
实时体温疫情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毛雨露 2018117007

王明格

/2018117005

,吕耀辉

/2018117284

李尊尊
高级工

程师
0807

在全球爆发新冠肺炎背景下，借助实时测温与播报系统迅

速排查疑似病例，快速查找密切接触者,加强疫情防控是本

项目的目的。本项目基于体温测量数据传输与共享,结合大

数据与无线网络,设计一款“手环+手机APP及系统”产品

。采用“点对点”及“点对系统”有效播报，实现体温实

时监测，进出门时疑似患者自动报警，筛选有效范围内密

切接触者等多种功能。加快复工复学脚步，有效缩短疫情

持续时间，疫情结束后也具有较高应用推广价值。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20

“捕石者”——化石分类及三

维可视化微信小程序的设计和

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昊霖 2018118110

闫子墨

/2018118007

,刘子同

/2018118071

冯筠 教授 0809

古生物死亡后经地质作用形成的化石对古生物学研究有重

要意义。由于早期古生物化石的特殊性，以及地质科考需

要快速高效分类化石图片以及直观了解化石外部结构的需

求，传统的三维重建技术存在缺陷。因此本项目旨在实现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古生物化石图片自动分类以及自动的化

石图片三维可视化。利用微信小程序平台大大提升软件的

传播能力和用户体验。项目的实现对古生物学、文物保护

、科普教育等领域的进步有着重要作用。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21

棉花质体基因组tRNA转移进化

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琪 2018113006

刘卓雅

/2018113047
李忠虎 教授 0710

棉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和纤维作物之一。线粒体

和叶绿体是棉花重要的细胞器，是分子水平上研究进化的

重要分子标记。本项目拟通过检测分析棉花线粒体、叶绿

体基因组中相互转移的tRNA基因，寻找常见基因的转移类

型；计算棉属物种的密码子适应指数，以确定其密码子使

用的偏向性；计算质体基因组的突变率，讨论棉花质体基

因组的进化及变异特性。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22

淫羊藿苷对谷氨酸诱导的SH-

SY5Y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

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欢欢 2017113038
周泳杉

/2017113042
曹艳君 讲师 1008

本项目建立谷氨酸诱导SH-SY5Y细胞兴奋性神经毒性模拟

应激损伤模型，经淫羊藿苷作用后，采用一系列实验探讨

淫羊藿苷对细胞活力、细胞凋亡、以及Glu 受体NMDAR亚

型NR1、NR2A等表达的影响，阐明淫羊藿苷的神经保护机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23

高校品牌情感依恋的形成与特

许商品购买意愿提升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徽豪 2017103174

陈云超

/2017103156

,赵畅畅

/2017103090

刘伟 副教授 1202

本项目从在校生及校友对母校的情感角度出发，提出品牌

挚爱这一关键因素，探究学生对高校特许商品的购买意愿

及对母校的品牌支持。揭示影响特许商品销售的关键因

素，为高校品牌建设及日常管理提出建议。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24X

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吴堡县乡

村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霍娜 2018103317

赵梓彤

/2018103319

,何明鑫

/2017117311

钞小静 教授 0201

建立吴堡旅游微信公众平台，将餐饮、住宿、交通、农事

特色活动等乡村旅游信息分享给游客，实现吴堡乡村旅游

智慧化服务。打造线下乡村休闲观光和互动体验和线上微

信公众平台运营相结合的O2O模式，一方面为客户提供便捷

舒适的乡村旅游体验，另一方面更好地弘扬和传播当地独

特的民俗文化，提升吴堡县乡村品牌的影响力。完善管理

体制和运营机制，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吴堡县乡村旅游

智慧化管理，从而构建完备的吴堡乡村旅游产业体系。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25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出土石器的

微痕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芮莹 2017119006

李昊潞

/2017119017

,梁淇

/2017119011

豆海锋 副教授 0601

石器的功能研究是石器研究领域中重要的方面，但对于商

周时期石器的研究不多。本项目通过对陕西旬邑西头遗址

出土的商周时期石器进行微痕分析，判定石器功能，进而

探讨当时的生计方式及人类生活行为。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26
口袋博物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肖飞 2018119054

哈文慧

/2018119068

,张钟珊

/2018119076

马健 副教授 0601

本项目通过创建公众号或者APP的方式，致力于打造一个涵

盖文物具体信息查询系统，文物鉴定、保护、修复知识普

及系统以及自主设置文物展陈设计系统为一体的综合性文

物“云”化系统，目的是在当今“文物热”的大背景下依

托互联网的力量普及文化遗产知识、推动全民参与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利用事业、推动公众考古事业的发展以及促进

文物的价值得更为充分地发挥。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27

家庭结构变迁视角下城市老年

人对移动社交的需求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枫 2019104105
谷怀涛

/2019104091
聂建亮 副教授 1204

当前，随着社会快速转型，部分家庭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明

显变化，家庭养老模式下子女的陪伴缺位使老年人的精神

需求难以满足。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移动社交改变了

人们的交往方式和行为习惯，这为老年人丰富退休生活、

密切联系子女、获得精神满足提供了良好条件。本项目以

家庭结构变迁为视角，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等方法，

对西安市老年人的移动社交需求进行研究，思考移动社交

如何更好的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28

“新型互联网+”助力少数民

族地区脱贫攻坚模式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飞扬 2019104018

刘釜妍

/2019104141
封超 讲师 1204

基于我国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在少数民族区域的严峻形势，

本项目采用新型互联网+的模式，通过短视频、直播的方式

宣传产品，根据消费者受众来创新产品包装方式，助力少

数民族地区完成脱贫攻坚。本项目立足于四川凉山彝族自

治州和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两大民族自治地区的

政策倾斜、产品优质的优势，通过新型社交平台进行电商

模式宣传，打造有剧情、新颖的产品故事，拓宽产品销售

渠道，形成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性扶贫新模式。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29

旋流喷动床内气固两相流动试

验与数值模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万龙 2019115053

丁唐琪

/2019115018

,翟昕玥

/2019115002

吴峰 教授 0813

本项目通过试验与数值模拟方法，研究分析进口气体旋流

效应下喷动床内气固两相流动行为，通过PIV试验测量与双

流体模型模拟分析气体旋流效应对喷动床内气固两相流动

及干燥的强化效应，为喷动床多相反应器内过程强化的设

计与放大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30

咪唑型聚离子液体/介孔氧化

铝复合材料（PILs/MA）的制

备、表征及CO2吸附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婷 2018115019

向祖涛

/2018115064

,王心愿

/2019115016

王玉琪 教授 0804

CO2作为工业原料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绿色能源，因此实现

CO2的有效捕集是十分必要的。聚离子液体是一种优异且具

有可设计性的吸收CO2的材料。介孔氧化铝具有较高的比表

面积且价格低廉，在催化、吸附及分离方面有着很好的应

用，是一种理想的载体。故本项目在常规聚离子液体吸附

CO2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功能型聚离子液体吸附CO2的研究

和设计，合成目标聚离子液体，并将其负载在介孔氧化铝

上从而实现CO2的高效捕集。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31

以“延安革命时期伟人的平民

情怀”为题材的绘本设计与开

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婷 2018109002

伍雨欣

/2018109025

,王炫芳

/2018109054

张思望 讲师 1305

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

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精神，学习

和理解“陕北红色精神”文化内涵，把“陕北红色精神”

与现代艺术创作手法相结合展开工作。针对青少年人群对

红色文化的科普进行实际调研和创作，采取以“延安枣园

伟人的平民情怀”为题材的绘本设计与开发。以绘本的形

式益于传承和发扬陕北的革命精神，弘扬红色文化的当代

价值利于促进革命传统教育，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32

民国杰出女性生平故事（系列

漫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一卓 2018109076

杨晨熙

/2018109056

,高千千

/2018109055

周焱 副教授 1305

将民国时期杰出女性的奋斗精神作为主题，以漫画为载

体，通过通俗易懂的表现方式，展示革命时期随民族崛起

的女性精神，同时向读者普及民国时期杰出女性的生平事

迹。利用新媒体叙述抗战时期各行业女性为革命作出的贡

献，尤其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易被我们忽视的那些革命战士

们。通过新媒体重述她们的故事，使她们的精神鼓舞新一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33

基于茯砖茶特征风味的冠突散

囊菌快速识别检测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浩杰 2018120032

田嘉欣

/2018120022

,赵珂

/2018120033

岳田利 教授 0827

茯砖茶是陕西特产之一，属于黑茶紧压茶，其在微生物发

酵的过程中会发出独特的金花并产生特殊的风味物质，但

是有关风味物质形成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阐明。本实验拟

在探究茯砖茶中与冠突散囊菌相关的特征风味物质，评估

冠突散囊菌各检测方法的适用性和优缺点。通过测定茶叶

中代谢产物与冠突散囊菌菌量的变化探究特征风味物质的

形成机制，找到基于特征风味物质的冠突散囊菌快速识别

检测方法，为今后工业生产优质的茯砖茶提供理论指导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34

基于核磁共振技术的蜂蜜掺假

鉴别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浩坤 2018120005

王贤

/2018120019
郭甜甜 讲师 0827

蜂蜜的真实性识别一直受到国内外业界的高度关注，但现

有蜂蜜质量评价指标无法对蜂蜜做出准确识别。本课题拟

基于核磁共振技术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建立蜂蜜掺假鉴别

模型，构建一种基于核磁共振技术的蜂蜜掺假鉴别方法。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35

Fe掺杂CuWO4薄膜的光催化性

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东航 2017112017

代笑天

/2017112066

,吕志杰

/2017112115

范海波 教授 0702

CuWO4作为一种新型n型半导体材料，因其合适的禁带宽度

（2.3eV）和良好的稳定性，在光电解水方面展现出了巨

大的潜力。为提高该材料的性能并克服其局限性，我们探

索了Fe掺杂CuWO4薄膜的制备方法，并研究材料在各种实

验条件下的光催化性能。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36

全无机钙钛矿CsPbBr3的制备

及太赫兹波段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翔宇 2018115137

崔嬛婷

/2018112049
周译玄 副教授 0702

钙钛矿材料作为近年来最火爆的名星材料之一，其本身具

有的优良性能已在光伏/光电/热电等诸多领域引发了研究

热潮。通过系统研究全无机钙钛CsPbBr3晶体材料以及部

分纳米材料的太赫兹辐射特性，探明材料构成与结构对太

赫兹辐射的影响，阐明引起太赫兹辐射的光物理过程。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37

关于旅游地文创资源开发现状

的探究——以白鹿原影视城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申亚雪 2017103257
韩洁琳

/2017103070
安晓东 讲师 0501

当今网络自媒体高度发达的“网红”时代，伴随着经济技

术高度发展，人们的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大众旅游的

发展越发关注与影视开发、文化创意产业等文化资源开发

方面的结合。本次活动以白鹿原影视城为案例，通过查询

相关资料走访调研，旨在对当地文化资源开发程度及现状

展开研究，发现当今旅游业文化开发中出现的相关问题，

并对当今“网红”时代下，与之相似的文化旅游发展、文

化资源的继承创新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和个人意见。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38

经典文学形象在影视作品中的

重塑——以孙悟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晶媛 2018101075

康霁昀

/2018101040

,王月

/2018101021

高翔 讲师 0501

在倡导文化自信的今日，如何让这些文学形象重塑，以更

鲜活的视角呈现于大众面前，是一个有必要去研究的课题

。影视作品作为当下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有着较大的受

众群体和影响力。所以利用影视作品对经典文学形象进行

重塑，是进行文化创新的一条有利途径。此次我们的项目

以孙悟空这一经典文学形象为例，通过对相关影视作品的

分析研究，得出让经典文学形象在当下能够焕发生机的有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39

疫情时期居家学习模式下，亲

子关系对青少年学习态度的影

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佳蕾 2018108048

史润赜

/2018108043

,乔雪瑶

/2018108046

冯溪 讲师 030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各行各业各类人群都会产生不同

程度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发放问卷、访谈个例、分析案例

等方式，对初高中阶段青少年进行测查，探究在新冠疫情

这一特殊时期，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学习态度的影响，找出

主要影响因素，并针对出现的问题，从社会工作角度出发

提供相关建议对策，规避亲子关系对于青少年学习态度的

消极影响，引导亲子建立良好关系，提高学业成绩。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40

乡村振兴视角下红色旅游创新

发展研究——以延安志丹县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博然 2019108037

刘雨晨

/2019108042

,赵悦

/2019108005

孙明哲 讲师
 

0303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旅游业尤

其是红色旅游的发展是重要的支撑之一。由于红色旅游发

展时间较短，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旅游人数对比其他类

型还有待提高。本文以陕西省延安志丹县为例，分析新时

代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志丹县当前红色旅游发展的现状和存

在的问题，为旅游发展短板提出符合实际且具有创新性的

改进意见，助力乡村振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41
清代台湾教育与国家认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锦清 2017102002

罗壹欢

/2017102003

,张垚

/2017102026

陈跃 副教授 0601

本课题从清代台湾教育发展、国家认同培养及其影响等方

面入手，从国家认同的角度重新探寻清代台湾教育问题的

现实意义。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42

《佛国记》及相关文献整理与

五世纪初的丝绸之路社会文化

史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炳铭 2017102030 无 李利安 教授 0601

本项目将以传世文献《佛国记》为中心，并结合其它传世

文献、考古发掘材料，以“二重证据”的方法进行探究。

首先对《佛国记》的各传世版本进一步梳理，了解与之相

关的传世文献和考古发掘，并整理目前学界对《佛国记》

的研究情况；进而以问题为导向，对《佛国记》文本所记

述五世纪初丝绸之路上的相关材料进行辨析、补充和探究

。最后钩沉出一幅我国五世纪初丝绸之路上社会生活、文

化交流的立体图景，进而理解中华文明的格局。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43X

扶贫助弱--“CSR”项目运营

代理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韩心雨 2018107075

马雨凡

/2018103085

,刘泰山

/2017115178

郑辉 副教授 0301

为填补国内外CSR项目运营施行不足的空白，我们将企业资

源与高校资源进行整合，将对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等各对

接的县、乡、村和农户，从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科技兴

农、电商兴农、教育兴农等多方面开展帮扶工作，推动当

地社会经济建设，助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44

文化扶贫的成效评估与提升路

径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卓跞 2018102074

徐沁怡

/2018103088
代水平 副教授 0301

文化扶贫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铸魂工程，在后

扶贫时代不仅是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重要举

措，更是解决城乡文化“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的重要

抓手。项目通过实地调研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文

化扶贫存在问题进行研究、有效路径提出建议，为乡村振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45

日语谚语、惯用语的整合翻译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若楠 2018105017

毕鑫麒

/2018105037
张子如 副教授 0502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谚语、惯用语的频率较高。中日

谚语、惯用语的关联性很强，很有必要将日语谚语、惯用

语翻译为汉语，然后进行整理分析。而如今日语检索工具

中，日语谚语、惯用语较为零散，本项目拟搜集整理日语

谚语、惯用语的解说释义、深层含义，并将其研究翻译成

汉语对应的谚语、惯用语。书目词条由【ことわざ学習室

】等网站、参考书籍整理而来。本项目旨在对日语谚语、

惯用语的整理分析。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46

建构主义理论下英语“学困生

”调查研究——以陕西三所典

型高校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子欣 2017116124
朱艺

/2019101140
杨柳 副教授 0502

 本研究旨在通过访谈和问卷等形式对陕西省内三所典型的

理工类、政法类以及综合型院校的学生英语“学困生”进

行英语学习情况调查，并对其学习资源、课堂教学活动以

及学习的自主性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并着重从建构主义

教学要素中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两方面进行问题研究和

对策研究，针对国内大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困难和误

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和指导性建议。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47

数字化道路、桥梁安全检测预

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炫樟 2019114114

李珂垚

/2019114085

,吴正东

/2019114046

苏永利 副教授 0809

将现阶段对道路、桥梁安全监测的方式进行整合，通过对

测量仪器的预先安放和技术改进，实现无人监测，结合物

联网、5G等技术手段，实现测量数据的共享传输，并将数

据上传至远程终端，建立模型分析其道路状况并由电脑进

行数据整合，以此开发出一套数字化的智能监测及预警系

统，形成一个监测网络，实现对一定区域内所有道路、桥

梁安全的全天候、统一远程监测，并对道路、桥梁的安全

进行评估、预警。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48

图书馆智慧管理系统的设计与

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诗情 2019114139

靳颜菲

/2019114129

,李凡姝

/2019114001

郭晓艳 副教授 0701

为了给同学们提供一个优质的自习环境，实现图书馆座位

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可以与不同院系的同学进行交流互

动，我们决定以校园网和校园微信企业号作为系统应用的

基础，使用MATLAB，C++等计算机语言，开发图书馆智慧

管理系统。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49

基于层次分析法和重心法的集

中式校园快递服务中心选址分

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小雨 2018116005

石相宜

/2018116003

,王菁

/2018116037

杨联安 副教授 0705

集中式校园快递服务中心是解决目前校园快递服务普遍混

乱状态的有效方法之一。本项目以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为

例，首先结合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对选址进行定性分

析，再基于GIS建立数据库并利用Dijkstra算法求解距离

对传统的重心法模型进行改进，通过模型求解得出选址定

量结果。最后利用GIS的空间分析技术对选址结果进行空间

检验，使最后得出的选址位置更具有科学合理性，从而提

高校园快递服务的工作效率。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50

“胡线”两侧经济发展时空分

析与城市化历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隗晓琪 2018116009

高晨曦

/2018116009
黄昌 副教授 0705

基于各地级市20年间的统计年鉴与夜间灯光遥感数据，结

合当地经济发展实际状况，运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以及

空间统计的方法，整合胡焕庸线两侧地市的人口和经济发

展状况以及市辖区城市建设用地状况，对两侧城市化进程

及经济发展速率进行时空对比分析，探索其经济的发展模

式，总结其城市化历程。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51

“互联网+茶文化”，潮流茶

室运营与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子坤 2018106112

刘天成

/2018106153

,周溪溪

/2018106023

周东华 教授 0503

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以茶文化为内核，运用虚拟偶像、

IP传播、VR虚拟现实技术等实现针对年轻人和对茶饮不甚

了解的群体的产品+文化有机结合的潮流茶室运营模式。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52

以户县农民画为例研究乡村振

兴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发展与传

播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孙冰慧 2019106026

郭泉冰

/2019106048

,丛妍馨

/2019106031

高小燕 讲师 0503

为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从乡村文化发展与传播的角度

入手，以“互联网+文化”模式探寻乡村发展新渠道。以户

县农民画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户县农民画的现状、市场、

社会知名度等方面进行调查，创新宣传方式，利用新媒体

宣传、企业广告合作、设计文创产品等新形式，达到传播

传统文化、促进经济发展、增强文化自信的效果，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献计

献策。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53

新型功能化MOFs的可控合成及

电化学生物传导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浩 2017111130

张舰

/2017111128
韩静 副教授 0703

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仅次于恶性肿瘤的第二号杀手。临

床上对心脑血管疾病标志物的检测技术，存在血清用量大

、耗时、灵敏度低、特异性差等缺陷，难以实现对其的快

速准确的定量测定。因此，建立一种理想、快速、灵敏的

诊断方法，尽早地对该病予以预防和控制，具有重要的医

疗价值和社会意义。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54

表面活性剂的引入对光诱导CO

释放分子溶解度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冬 2017111023

张千梓婧

/2017111003
张荣兰 教授 0703

CO分子具有高毒性，但由于低浓度的CO具有抗炎、抗菌、

抗细胞凋亡与增殖等性质，在临床治疗领域具有一定的应

用前景。目前的研究中，多数一氧化碳释放分子（CORM）

可以定量释放CO，但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中黄酮醇类

配合物由于其存在较大的有机共轭体系，存在水溶性较差

的问题。本项目欲在前期校创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寻找表

面活性剂及其合适的浓度范围、以及改进分子结构来改善

CO释放分子在缓冲溶液中的溶解度。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55

Re-Os同位素体系在铜川金锁

关黑色页岩年龄研究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震 2017110074

杨宏宇

/2017110072
龙晓平 教授 0709

黑色页岩在地球化学演化过程以及物质来源等的研究应用

方面举足轻重，准确测定黑色页岩的形成时代则是开展相

关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本项目拟利用Re-Os同位素体系

测定铜川金锁关延长组地层黑色页岩的形成时代。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56

秦皇岛柳江盆地构造地貌的遥

感解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峰 2018110058

陈汉江

/2018110052
周小虎 副教授 0709

利用遥感技术在地质调查工作中，所具有的速度迅速、范

围广泛和结论高效等独特的优势，对秦皇岛柳江盆地地区

进行遥感解译，基于遥感图像以及数字高程模型（DEM），

更明确、全面地了解柳江盆地地区的水系格局与构造地貌

情况，进而揭示研究区的构造活动特点以及构造特征。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57

单分子层WSe2材料的制备及其

光电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明格 2018117005

毛雨露

/2018117007

,吕耀辉

/2018117284

赵武 教授 0807

单层WSe2具有优异的光电性能，是光电器件领域的热门材

料。本项目主要研究二硒化钨薄膜在常压CVD法下的可控制

备，并对其性能进行测量，通过改进实验流程，进一步优

化试验参数，使二硒化钨的制备在工业上实现量产。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58

基于多感知特征的低照度图像

增强关键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晓晨 2018119085

杨辉煌

/2018110063

,郭忱昊

/2017118118

张雨禾 讲师 0809

低照度图像利用小光圈、短曝光设备采集，在摄像领域应

用广泛。但低照度图像常存在对比度低、细节信息大量不

可见等问题，有效信息难以识别，限制其在摄像领域的应

用和计算机视觉技术在生活中的进一步落地。针对上述问

题，本项目对低照度图像增强展开研究，以Retinex算法

为基础，提出多感知低照度图像增强优化策略，旨在解决

图像失真率高、时空开销大等关键科学问题，进一步支撑

低照度图像在摄像中的应用与推广。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59
苯丙酮尿症生物传感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新宇 2017113130

张思雨

/2017113084

,卢子敏

/2017113079

魏岱旭 教授 0710

苯丙酮尿症是一种常见的氨基酸代谢病，目前还不存在成

熟的彻底治愈的手段 ，病人需要定期到医院检查病情。本

项目计划制造一种简便经济家用的生物传感器试纸，来监

测病情，减轻患者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60

糖蛋白对Ⅱ型糖尿病口腔微生

物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慎明 2018113145

王诗益

/2018113111

,赵海琳

/2018113110

李铮 教授 0710

Ⅱ型糖尿病又名成人发病型糖尿病，占糖尿病患者90%以上

。本实验研究目的是探究不同糖蛋白的含量对白色念球菌

的生长曲线的影响，从而得知糖蛋白对口腔中白色念珠菌

的生长产生的影响，这对糖尿病患者口腔疾病的预防和治

疗有着重要的意义。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61

银行智能化转型发展研究——

以西安市银行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一涵 2018103089

程子珂

/2018103094

,翟宇

/2018103087

刘希章 讲师 0203

技术导向型社会中智能化银行成为发展主流，各大银行为

了保持其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势必要对其传统的银

行经营方式进行一系列的智能化、数字化革新。本项目以

西安市各银行为例，研究他们在智能化改革过程中，在职

工培训、金融产品更新以及智能化风险控制管理上有哪些

值得借鉴的措施，以此研究银行如何有效进行智能化转

型，满足客户以及银行自身的发展需求。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62

陕南地区乡村振兴理论及路径

研究—以平利县产业发展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亚丽 2019103086

黄妃妮

/2018104154

,杜雨豪/ 

2019103329

	吴丰华 副教授 1202

预计2020年底，现行的贫困标准下，消除绝对贫困将成为

过去式，我们将面临的新一轮挑战是如何能守护脱贫攻坚

的胜利果实，巩固扶贫成果、防止返贫，并致力于改善相

对贫困问题。长期以来，陕南三市经济增长缓慢，贫困率

高。陕南的产业发展模式具有地域特色的同时也具有趋同

性。本项目以安康市平利县为陕南经济发展的缩影，通过

实地调研、建立该地经济发展数据库以及产业发展理论模

型，为陕南地区寻找对接乡村振兴新方案。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63

大学生公众考古社团运行模式

研究——以何以考古学社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歆颖 2018119040

牛龙锋

/2018119050

,魏泽辰

/2018119051

周剑虹 讲师 0601

本项目在研究西北大学何以考古学社创建运行过程的基础

上，总结经验与教训，通过调查法、文献收集、数据分析

等方法，对大学生公众考古实践进行再思考。探索运行中

影响何以考古学社功能作用发挥的影响因素以及学社的能

力建设方式，为大学生公众考古社团发展提供参考和建

议，发挥大学生组织在公众考古领域的重要作用，架起文

化遗产与公众的桥梁，达到提升公众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意

识的目的，助力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健康发展。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64

新疆博乐达勒特古城出土蒙元

时期动物遗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若馨 2018119003 无 李悦 讲师 0601

以新疆博乐达勒特古城2016年发掘出土的蒙元时期动物遗

存为研究对象，利用动物考古学研究方法，研究该城市居

民对动物资源的消费利用情况。从东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

认识中国古代城市肉食消费特点，为了解丝绸之路上古代

重镇的生业经济提供重要资料。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65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西部

特大型城市社区居民志愿服务

参与行为的研究 ————基

于西安市疫情防控的扎根理论

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文浩宇 2018104007

石祯

/2018104103

,赵璐莹

2018104029

郭斌 副教授 1205

以西安市为例，在扎根理论指导下，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为背景，立足于西部特大型城市自身特点，项目将以

城市社区疫情防控居民志愿服务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城市

社区居民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理，通

过构建理论模型对城市社区居民志愿服务参与行为赋予新

的解释，进而在引导社区居民志愿服务参与行为方面提出

相关合理化的建议或对策，从而调动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志

愿服务积极性，促进社区治理，增进社会福祉。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66

网红旅游产品与红色景区的融

合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高玥 2019104177

段美琦

/2019103315
伍勇 副教授 1201

项目基于消费者行为理论和认知评价理论，通过建立模型

运用网络大数据和调研数据，对比网红旅游产品与红色景

区发展的当代特性，由此分析红色景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以

及目前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和弊端，并欲对此提出改

进方案“网红旅游产品与红色景区的融合路径”，将网红

经济的优势效应嫁接在红色旅游业，扩大红色景区的宣传

广度，提高红色景区的知名度，以此来打破红色旅游当前

发展困境，重塑红色旅游业。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67

二氧化碳与甲醇直接一步法合

成碳酸二甲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亚飞 2018115194

李莹

/2018115015

,李柯兴

/2018115034

郑岚 副教授 0813

本项目主要运用负载型固体碱催化剂催化超临界CO2和甲醇

直接合成碳酸二甲酯（DMC），并加入耦合脱水剂以提高产

物收率，缩短反应时间。碳酸二甲酯由于其结构好，功能

官能团多，含有羰基、甲基、甲氧基和羰基甲氧基，可广

泛用作羰基化、甲基化等有机合成反应。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68

单分散富锌型羟基磷灰石的可

控合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午言 2018115178

周春红

/2018115124

,刘泰山

/2017115178

惠俊峰 教授 0830

本项目针对锌、钙离子半径差距大而难于实现晶格内元素

置换问题，拟利用杂质离子间尺寸协同补偿效应，克服掺

杂离子引起的晶格畸变，实现单分散富锌纳米羟基磷灰石

的可控合成，以期拓展和丰富纳米磷灰石的种类与应用潜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69

儿童活动空间与环境交互性调

研与设计实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丹 2018109061

董靓靓

/2018109090

,史默冉

/2018109020

宗立成 副教授 1305

当今社会，环境与人之间，不同环境提供给人不同的生活

需求，人也对周边环境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儿童在社

会中充当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其观察世界与感知事物

的方式方法不同，很多设计师在设计时也常常忽略儿童的

重要性，导致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现如今，创新创业主题

大热，我将以环境设计为大方向，包含城市空间，社区空

间，公共绿地，校园绿地等多样化的课题，以儿童为主要

的切入点，进行空间与环境交互性调研与设计实践。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70

丝路沿线主要艺术形式的数字

化再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方腾 2018109120

闫晨舸

/2018109129

,李文琰

/2018109128

朱琛 讲师 1305

作品集《陕西省丝路沿线文化数字化艺术表现》，通过真

实的历史故事加上现代的表现手法。描绘了丝绸之路沿线

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风貌。虽然发生的故事距今已经遥

远，有些已经模糊。而我们就是用现代的手法，加上传统

的配色，使得故事富有新的活力。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71
牛奶中双酚A的快速测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锦航 2017115193

姜英

/2017115186

,徐懿莹

/2018120006

白武双 副教授 0827

双酚A(BPA)是一种内分泌干扰物，可以破坏内分泌系统，

降低免疫功能，引发癌症。然而，BPA作为生产环氧树脂和

聚碳酸酯的单体，被广泛应用于塑料工业中，特别是食品

罐衬塑料制品，从而使得BPA渗透到食品和环境中，给人类

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快速、灵敏的检测食品中

的BPA十分重要。基于此，本研究拟基于MOF纳米材料构建

新型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建立快速、高灵敏度、高选择性

检测牛奶中BPA的新方法。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72

黑木耳健康食品配方设计及食

品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若雨 2019120009

雷警

/2019120004

,马睿森

/2019120033

刘茜 讲师 0827

我省秦巴山区盛产黑木耳，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考察时，对

发展木耳产业带动百姓脱贫致富的路子予以了充分肯定。

同时，市场上的黑木耳产品有大量空白。为响应国家提倡

的“技术落地”，本项目探究黑木耳多糖对高热能膳食诱

导肥胖的干预作用，并在此基础之上，初步研发出以黑木

耳多糖作为主要功能成分的降脂减肥功能性产品。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73

量子点中超精细相互作用对电

子自旋退相干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家璇 2017112025

张睿智

/2018112073

,王晓蓉

/2018112001

王晓辉 副教授 0702

作为实现量子比特的候选者之一，半导体量子点中的电子

自旋退相干问题一直是量子计算领域研究的焦点。一般来

说，在固体材料中，电子自旋的退相干通常基于自旋轨道

耦合，然而在量子点中这种基于自旋轨道耦合的弛豫被强

烈的抑制。从而超精细相互作用突显、并变成维持长时间

量子相干的主要障碍。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74

形貌调控对ZnO基紫外探测性

能影响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棪司 2017112121

胡西西

/2017112104

,曾晓晓

/2017112044

滕凤 教授 0702

本项目拟采用不同的生长方法在FTO玻璃上长出不同形貌的

ZnO纳米结构，如纳米棒阵列、纳米球薄膜、纳米线阵列

等，再将之与p型半导体材料复合形成p-n结结构，制备电

极后组装成紫外光探测器。本项目研究不同形貌ZnO纳米结

构的界面状态对紫外探测器性能的影响，研究成果将为高

性能ZnO基紫外光探测器的研制和实际生产应用奠定理论和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75

“小棉花”——救急卫生巾服

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雨冰 2018101063

何文静

/2018101126

,李圆圆

/2018103256

张亚蓉 副教授 0501

“小棉花---救急卫生巾服务”致力于解决女性生理期突发

问题，主要形式是在教学楼女性卫生间安装小型卫生巾售

卖机，用户通过扫付款码获得单片干净的卫生巾。此外，

注重背后的社会效益：通过特色的产品包装和推广，引起

社会对女性的关注并唤醒女性自身力量。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76

西安市居民小区命名的语言文

化机制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先宜 2018101120

赵熠飞

/2018101142

,杨丹

/2018101019

葛红丽 讲师 0501

  本项目意在从语言和文化两个维度，对西安市内碑林、

莲湖、雁塔3个区内的小区名称进行考察，每个区拟选取若

干样本，搜集资料对其进行分析，得出小区命名的特点及

规律，并探究小区命名对小区的影响。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77X

“终远”新型殡葬服务平台建

设初探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汪澄 2019108015

范家宏

/2019108002

,邓邦辰

/2019108030

彭鹏 副教授 0101

本项目立足于中国哲学中博大精深的生死思想体系，继承

“慎终追远”等优秀传统文化观念，通过分析中国殡葬行

业现状、整合业内资源、结合逝者及家属的意愿，旨在探

索一种公益化与商业化结合的本土丧葬服务模式，定制个

性化丧葬仪式，体现人文关怀。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78

陕西红色旅游资源在大学思政

教育的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雨辰 2018108003

刘双

/2018119032
杨权利 教授 0101

陕西省是全国红色旅游资源最为丰富的省区之一。本项目

计划对陕西地区红色旅游资源进行实地考察，通过资料收

集、问卷调查等方式，以高校思政教育为落脚点，探索和

发挥红色旅游资源对大学生特别是西安市高校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作用和积极意义，进一步思考红色旅游资源在当

代思政教育的价值，为文化资源的多重转化贡献经验和力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79
清代关中交通地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淋婕 2017103261

聂炜鑫

/2017113141

,曲彬滨

/2017102070

陈跃 副教授 0601

清代陕西是沟通华东、西南及西北之枢纽。清廷以“秦居

天下上游”而重视该区交通建设。经过二百余年建设，形

成了以关中为核心，北向延安、榆林，东北向太原、京

师，东向中原，东南向商洛、湖北，西南向汉中、成都，

西向宝鸡、兰州及青海和新疆，西北向宁夏的交通网，为

维护西部边疆安全、促进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系统研

究清代以关中为核心的陕西交通地理，对深化清代交通地

理研究和服务今日丝路建设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80

马家军治下的西北现代化进程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雨婷 2018102005

李郭辰

/2018102021

,杨方

/2018102066

罗毅 副教授 0601

马家军是晚清至民国间控制中国西北甘肃、宁夏、青海等

地的地方军阀。项目组致力于对马家军在西北地区推动当

地现代化进程的活动进行研究，并总结其对于西北向近代

转型的意义，对今日之西北建设有一定借鉴。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82

大学生就业签订劳动合同法律

风险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子天 2018106010

李怡姗

/2018115168
郑辉 副教授 0301

大学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时常出现法律意识淡薄、将劳动

合同与就业协议相混淆等问题，在签订合同方面存在法律

风险。本课题意在对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展开调查研究，对

毕业生进行就业指导，学习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项目进

行途中恰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国内很多行业因此遭

遇沉重打击，民事合同履约受到严重影响，合同当事人均

希望减少商业损失，从而引发合同法律纠纷。本团队决定

对此进行研究，为毕业生分析并提供解决思路。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83

历史文物英译中文化交流因素

的缺失与补偿——以法门寺展

出玻璃器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昕晴 2018105065

薛艺

/2018119010

,曹欣芸

/2018119047

陈曦 讲师 0502

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反映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文

物越来越多的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在历史文物英译过程

中，部分展品解说词的译文对于文物所承载的中外文化交

流信息的表达有时有所缺失。本研究旨在根据法门寺展出

的早期伊斯兰玻璃器，以其所反映出的玻璃制作工艺，探

索伊斯兰早期西亚与东罗马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情况，从而

改善文物翻译中文化交流因素体现不足的情况，探索有效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84

博物馆英文讲解服务及英译文

物讲解文本提升路径探索——

以陕西历史博物馆基本陈列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晨雨 2018105082

杨雅淇

/2018105055

,崔笑阁

/2018105047

陈曦 讲师 0502

博物馆作为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结晶，是向世界讲好“中

国故事”的主要媒介。在“一带一路”构想背景下，博物

馆应重视语言服务发展，承担中西文明交流的重任。本项

目试图从讲解服务和讲解文本两方面来进行探究博物馆英

文讲解水平提高路径。从中英语言差异，思维习惯、文化

的差异和翻译用词等方面入手研究讲解文本提升路径，同

时针对现讲解系统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思路，利用大数据

和云计算为外国游客提供个性化的讲解体验。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85

基于神经网络的商品评价模型

的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俞怡 2018114021

包敏敏

/2018114129

,温栋渊

/2018114077

孟文辉 副教授 0701

由于网购非实物接触和商家给出信息不确定性的特点，已

购用户对商品的评价成为消费者网购的一个重要参考。但

由于评论往往繁杂，消费者花大量时间去浏览所有评论是

不现实的。本项目通过建立基于神经网络的商品评价优化

模型，首先去除无关无效数据，然后对文本进行处理，过

滤无关词语，再对数据集降维，最后构建神经网络模型，

有效提取出顾客对该商品的评价，从而解决上述问题。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86

出土文献的语料库构建研究—

—

以《里耶秦简》第一卷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静雯 2019114093

周扬清

/2019114025

,杨帆

/2019114117

王昌 副教授 0712

本项目选取《里耶秦简》第一卷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里

耶秦简》第一卷中的文本信息进行研读、找出秦代文本书

写特征并进行归纳总结，按照词性标注的方式对其归类整

理，建立小型的出土文献语料库，使研究者通过查询该语

料库能更深入的解读秦简。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87

陕西省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发

展、人口增长之间耦合协调关

系的时空演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韦晓莉 2018116120

秦艺倍

/2018116117

,阿赛拉·玛

买塔力

/2018116125

李飞 副教授 0705

本研究以陕西省三大地理单元为研究区，构建空间夹角余

弦分析模型以衡量建设用地扩张、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之

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而分析三者之间耦合协调关系的时

空变化特征，为陕西省优化城市结构、提高建设用地利用

效率、促进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建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88

陕西省渭河流域生态水量调度

现状分析及解决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申恋绵 2018116065

潘春月

/2018116088

,王腾鲛

/2018116144

蒋晓辉 教授 0811

本项目通过优化渭河流域主要控制断面生态基流目标值，

重点研究生态基流保障以达到合理生态基流目标调控下的

经济损失最小化；以宝鸡峡水库为实例建立水库调度模型

设计出基于水库的生态调度方案，同时应用水量调度一般

模型框架制订出年度水量调度与短期水库调度计划。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89X

Telepathy------基于人工智

能的心理状态监测和调节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曾欣卓 2018106028

刘雨彤

/2018117337

,李苗钰

/2018117349

赵茹 副教授 0711

Telepathy心理监测系统结合社交媒体、生态瞬时评估或

干预、聊天机器人等技术对用户心理状态进行监测。在取

得用户信息授权后，软件将获取的用户数据导入数据库，

预设大量的关键词并对应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及频率给出不

同的反应。在出现敏感关键字眼时，AI智能会根据用户的

情绪状态进行个性化调整。同时结合心理治疗功能以及以

社交功能为主的辅助功能达到情绪交流、缓解的目的。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90

传播学视阈下的革命老区红色

文旅产业及其创收扶贫模式研

究——以江西瑞金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熠瑾 2018106029

吴健宇

/2018106116

,杨君鹏

/2019108060

姜鹏 副教授 0503

江西瑞金是我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当地仍存在相对贫困问

题，红色文化作为特色没有得到充分的传播发展，使得红

色文旅创收扶贫效果并不显著。本项目计划以红色文化传

播的视角，通过实地考察采访、发放问卷、查阅社科与扶

贫相关资料，质化量化分析统计结果，发表论文等一系列

工作，对当地红色文化传播和文旅创收扶贫进行合理和创

造性嫁接，让红色文化传播更好地助力红色文旅产业创收

扶贫，并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借鉴。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91

用于检测ONOO-的近红外荧光

探针的设计合成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冬煜 2017111029

曹耀鹏

/2017111025

,龚涵

/2019111024

刘萍 教授 0703

本研究拟设计合成几本研究拟设计合成几种基于香豆素结

构的近红外荧光染料，并基于此构建系列专一性检测药物

性肝损伤（DILI）标志物ONOO-的荧光探针。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92

多孔银纳米颗粒的制备及基于

SERS的水果农药残留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亚楠 2017111016

苏璇

/2017111009
杨建辉 副教授 0703

银纳米颗粒因其显著的表面增强拉曼散射(SERS)特性被广

泛应用于化学和生物检测。然而如何能有效地将被检测物

质吸附在其表面是实现高灵敏度和重复性良好的SERS检测

关键和难点。本项目拟在表面活性剂存在的条件下，以苯

胺类化合物还原硝酸银制备多孔银纳米颗粒，通过紫外-可

见吸收光谱、X-射线粉末衍射、透射和扫描电子显微镜等

对其进行表征。制备的多孔银纳米颗粒为SERS基底，研究

其在水果农药残留检测方面的应用。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93

革命旧址黄土窑洞防渗技术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雨馨 2018110044

宋欢

/2018110077
谢婉丽 教授 0814

本项目拟采取延安地区黄土为研究对象，掺入不同重量、

不同结构型式和不同长度的玻璃纤维，展开不同压力下加

筋纤维黄土样的三轴试验，获得不同参量下、不同结构型

式和不同长度的玻璃纤维强度和变形特性。结合多种测试

手段，从微观结构和物质成分，多角度综合定量解释加筋

机理；获得最优加筋含量、加筋型式和长度，最后把该成

果应用在窑洞顶部铺设，防治窑洞洞顶渗水和开裂，为延

安革命旧址工程建设与窑洞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94

南秦岭柞水岩体中暗色包体矿

物化学及成因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旭晨 2017110025

余艳

/2017110061
秦江锋 副教授 0709

幔源物质在地壳熔融过程中的贡献，一直是花岗岩成因研

究中的焦点问题。本项目拟选择秦岭三叠纪柞水岩体中暗

色包体进行详细的岩相学、矿物化学和同位素化学研究，

研究幔源岩浆源区性质及其对花岗岩形成过程中的贡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95

“智学无忧”——基于TGAM的

脑机交互线上教育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舒媛 2018117009

元玉蒲

/2018117010

,王思敏

/2018112115

贺晨 教授 0807

本项目旨在设计一种基于TGAM传感器的脑机交互线上教育

系统。该系统意欲用脑电技术来解决在线教育交互和学生

自律问题，系统分为便携性脑电穿戴设备的硬件部分和脑

电信号分析处理的软件部分。硬件部分分为脑电信号采集

模块、数据处理模块和线上教育交互模块。软件部分使用

小波变换与傅里叶变换提取特征，后训练模型分类识别。

最终实现对学生脑电状态的显示提醒与便捷式线上交互。

项目对脑电交互技术在线上教育的应用有一定意义。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96

稀土掺杂钛酸钡/四氧化三铁/

还原氧化石墨烯的制备及吸波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杰琳 2018117012

任文科

/2018117020

,袁文英

/2018117040

赵丽丽 教授 0807

随着微波电子技术的发展，针对电磁波辐射对人类生存的

威胁，研究吸波性能优良的吸波材料显得尤为重要。本项

目基于稀土掺杂钛酸钡具有优异的介电性能，四氧化三铁

具有优异的磁性能，还原氧化石墨烯具有导电率高和质量

轻的特点实现在宽频带优异的吸波性能，研究不同复合顺

序对复合材料电磁吸波性能的影响，研究不同组配比例、

形貌对复合材料电磁吸波性能的影响。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97

CAPN1在散发性结直肠癌发生

发展中的作用和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珺仪 2017113010

陈婧

/2017113072

,廖雨麒

/2017113040

董靖 讲师 0710

有研究表明Calpain(CAPN）其家族成员CAPN1在散发性结

直肠癌（sCRC）中的表达量有变化。我们想通过外显子深

测序，系统筛查sCRC组织特异的CAPN1新的功能变异位

点；通过改变CAPN1的表达水平，比较两种类型的CRC细

胞，研究可能的sCRC发生机制。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98

以斑马鱼为模式生物研究脑心

通对心血管疾病的作用机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甘小彩 2017113080

梅云鹏

/2018113063

,付一洋

2018113043

田静 教授 0710

本研究以斑马鱼为模式生物，利用特非那定建立斑马鱼心

血管缺损模型，用脑心通复方胶囊处理此模型，观察斑马

鱼心、脑、血管等器官的恢复情况，研究脑心通对于此模

型的治疗作用，并采用RT-PCR技术来检测斑马鱼心脏和血

管重要基因的表达情况，探讨脑心通对于心血管疾病治疗

的分子作用机理，同时利用实验室已有的心血管畸形的

heg1突变体进一步观察脑心通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从而

为脑心通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实验基础并不断拓展其临床应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199
ETF换购的利弊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苗震林 2018103245 无 石阳 副教授 0203

自２０１７年“股东减持新规”出台后，ETF换购成了股东

最主要的减持的方式。２０１９年市场上发生大量的ETF换

购操作，牵涉资金达２００多亿元。其中某些换购损害了

普通投资者的利益，最终在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引起监管层

注意并出手整顿ETF换购乱象。本文将详细地分析２０１７

年“股东减持新规”出台后ETF换购存在的必要性和它所引

发的市场负面影响，并针对负面影响给出建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00

地摊经济2.0现状及发展分析

——以陕西省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郭怡彤 2018103286

郑波

/2018103224
李勇 副教授 0204

在全国为“地摊经济”松绑的情况下，陕西省也出台相应

政策，推动人口就业与经济复苏。本项目旨在研究如何应

用地摊经济助力贫困人口就业脱贫，运用问卷调查、数据

统计分析、实地调研的方法，解决现阶段存在的问题，让

城市的这份“烟火气”健康而长久地带给人民经济利益。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01
镐京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巨佳盈 2018119008 无 唐丽雅 讲师 0601

镐京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沣河以东。本研究对

2017年浮选样品中发现的植物遗存进行种属鉴定与量化分

析，试图对西周镐京时期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结构与特点

——特别是关于小麦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分析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02

云南石寨山文化扣饰镶嵌工艺

的分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康特 2018119092

张玥

/2018119065

,黄若茜

/2018119061

杨璐 副教授 0601

  本项目以云南石寨山文化的扣饰为研究对象，在此前对

其镶嵌工艺中所使用的胶料进行科技分析的研究基础上，

继续采用拉曼光谱法、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对该胶料的确

切组成部分进行研究，讨论胶料的具体成分、来源、本土

因素、制作方法、老化原因。同时着手于对所镶嵌的圆片

进行矿物学分析、微痕分析等研究，分析其矿物属性、制

作工艺，对比研究云南与中原地区绿松石镶嵌工艺的异同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03

《社会记忆构建视域下的红色

文化数字遗产保存研究－－以

陕西省延安市红色资源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文馨 2018104141

任世晴

/2018104119

,张睿

/2018104122

李姗姗 讲师 1205

中国红色文化数字遗产，作为世界记忆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理应被充分研究并保存。本研究对数字状态下延安市

的红色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开发对社会公众有价值且有吸

引力的数字资源。从对红色文化“人、物、事、魂”四个

内涵的理解出发，研究保存红色文化数字遗产。同时，本

研究对国外各国对数字遗产的保护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

以对我国红色文化数字遗产的保护提供借鉴，提高我国红

色文化数字遗产的保存能力，推动构建社会记忆。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04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网络直播

销售农产品意愿何以促成？ 

——基于电商示范县的扎根理

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钰琳 2018104004

石祯

/2018104103

,张丽娇

/2018104071

郭斌 副教授 1206

本项目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以电商示范县为例，在扎根 理

论的指导下，以农民网络直播销售农产品意愿为切入点， 

深入探讨农民网络直播销售农产品意愿形成的影响因素及 

其内在机理。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农民网络直播销售农产

品 意愿的形成赋予新的解释，进而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合理

化的 建议或对策，以期为农民网络直播销售农产品的政策

优化提 供参考，助推农民网络直播销售，增加农民自身福

利，进而 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05

新型高能铝热复合材料的制备

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珂 2016115042

王少杰

/2018115029

,邓煜

/2018115115

徐抗震 教授 0805

纳米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在催化方面，相对于单一金属

氧化物，具有更优的性能。本项目拟将其与氧化石墨烯、

微纳米铝粉进行组装复合，制备新型纳米金属复合氧化物

/GO/Al高能铝热复合材料，以期开发出性能更优更具应用

前景的固体推进剂高能燃烧催化剂新材料。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06

新型PTP1B抑制剂-齐墩果酸N-

苷糖化合物的设计合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义康 2018115213

崔志

/2018115208

,杜珊珊

/2018115197

刘庆超 副教授 0813

开发更高效低毒且生物利用度高的抗II型糖尿病药物一直

是医药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而针对PTP1B蛋白靶点进行

抗II型糖尿病药物筛选时，一直受限于PTP1B抑制剂的选

择性和透膜性。本项目利用分子模拟和化学合成技术，明

确PTP1B抑制剂-齐墩果酸N-苷糖化合物的新型结构和制备

方法。本项目可望获得安全高效、透膜性良好的PTP1B抑

制剂，从而为开发抗II型糖尿病药物提供基础支撑。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07

关中民间故事插图绘本创作及

衍生品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玉婷 2018109009

何俊茹

/2018109004

,白心茹

/2018109106

温雅 副教授 1304

以关中地区民间传统故事为研究对象，针对仓颉造字、劈

山救母等大家耳熟能详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进行内容和题

材的整理和再创作，以绘本的形式加以表现，实现古代文

化与现代艺术结合的可行性实践。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08

陕西凤翔木版年画文创设计与

开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颖 2018109092

刘诗雨

/2018109084
温雅 副教授 1305

以凤翔木版年画为研究对象，针对年画表现形式等内容进

行数字化的整理和再创作，实现凤翔木版年画与数字化视

觉表现形式结合的可行性实践。完成数字化艺术创作及相

关论文的撰写。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09

猕猴桃酵素低度起泡糜子酒的

研制与功能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霍肖彤 2019120001

南燕子

/2019120003

,高润

/2019120034

王银 讲师 0827

糜子,又称小米是陕西重要粮食作物,市场上的糜子酒多为

传统工艺制作。水果酵素是以水果为原料，经过榨汁或萃

取等，添加发酵菌株进行发酵所产生的混合发酵液,有减肥

排毒、促进新陈代谢促消化的作用。猕猴桃是我省广泛种

植的水果,含有多种氨基酸，丰富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将猕

猴桃酵素、蜂胶、糜子黄酒结合起来,改善糜子酒的苦味,

增加酵素产品种类,五谷与猕猴桃酵素蜂胶结合,增加了两

种作物的附加值。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10

益生菌抑制高脂饮食诱导的结

肠炎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聪俐 2019120010

崔皓博

/2019120020
宋微 副教授 0827

高脂饮食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饮食方式，而高脂饮食会导致

一定程度的肠道菌群紊乱及肠炎症。研究表明益生菌对人

体有多方面的益处，但机制目前尚未明晰。本实验拟采用

从西藏牧民传统牦牛发酵乳中分离出的棒状乳杆菌Tibet 

L. coryniformis (T3L)和鼠李糖杆菌（LGG）研究益生

菌和其代谢产物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以及抑制结肠炎症机

理，将为日后治疗炎症性肠病、开发功能性发酵食品和保

健食品提供科学依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11

Sb掺杂双钙钛矿Cs2NaMCl6 

(M=Bi, V)的发光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俊林 2018112045

王万涛

/2018113150

,张濛

/2018115166

高建华 教授 0702

本项目主要研究采用湿法和固态法制备Sb掺杂双钙钛矿

Cs2NaMCl6(M=Bi，V）的材料。使用多种手段如：XRD、

TEM、VSM、XPS等对所得样品的晶体结构、电子结构、发

光特性等进行表征，改变Sb的掺杂浓度，研究其发光特性

。本实验研究基础Cs2NaVCl6是由指导老师课题组首次合

成，并于2019年发表在著名期刊ACS Applided 

Materials and Interfaces。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12

β -Ga2O3基日盲紫外光探测器

的研制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心悦 2017112003

于艾仟

/2017112042
范海波 教授 0702

目前紫外通信的核心是紫外光电传感器。本项目拟采用溶

胶-凝胶自旋镀膜法，在蓝宝石基底上制备β -Ga2 O3大面

积均匀薄膜，并对其薄膜结构、晶体质量、光响应性能进

行研究，以期获得高质量的紫外光电传感器件。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13

历史的华彩，电影中的民俗文

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曾嘉 2018101159

郭豪杰

/2017101147

,张新瑞

/2019101161

巩杰 副教授 0501

本团队将焦点聚焦于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电影之间的联系

。2019年暑假本团队通过三下乡项目进行了田野调研。紧

接着，在2020年的校创中，我们将现代的民俗电影与第五

代导演创作的民俗电影进行对比分析，探索了分析了新民

俗电影发展的现状，总结出当代新民俗电影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案。本项目本团队期望继续以传

统民俗文化为主要调查对象，进一步探索桎梏民俗电影发

展的深层原因，以期提出新民俗电影的新发展思路。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14

从垃圾分类看语言在实际运用

中的问题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金玉茹 2018101133

保艳玲

/2018101127

,李玉洁

/2018101136

葛红丽 讲师 0501

实行垃圾分类以来，出现了许多问题。本项目从应用语言

学的角度出发，探究不同城市垃圾分类标准语言上的异同

以及垃圾分类的现状、表达方面存在的问题，最终从语用

角度出发提出可行性的对策和建议，在实际生活中更好地

发挥语言学的作用。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15

人口老龄化下中国养老产业的

现状与发展前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伟 2019108028

陈星兆

/2019108027

,余琦亮

/2019108022

曹振明 讲师 0101

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将继续提高，人口老龄化问

题日益严重。在此大背景下，人口结构的改变势必会改变

中国的经济结构。未来，以数以亿计的老龄人口为依托的

养老产业必将成为朝阳产业。解决好中国人的养老问题，

既是关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问题，更是关乎于巩固扩

大全面小康、完成两个百年目标的政治问题。因此，调查

了解中国老龄化现状和未来发展状况以及提供养老产业落

地对策就成为了本课题小组的研究方向。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16

大数据技术支持下思想政治教

育课程设计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何思远 2019108054

王致远

/2019108055
刘飞 讲师 0303

从形式上：预计使用 python 等编程语言，结合爬虫等数

据收集方法，编写出一个教学程序，以更易于理解的方式

讲述红色历史等，将带给学生不一样的学习体验。从内容

上：教学系统先以易懂的方式讲述社会学、经济学等专业

的思维模型，作为基础，最后以“讲故事”的方式，将这

些前面的思维模型串联起来，使学生清晰地把握住中共革

命史的脉络，用史实说明中共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选

择，并使学生拥有全新的看待当下社会的眼光。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17

近代西安图书馆体系的建立与

发展（1840-1949）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柴浚皓 2018102098

孙文轩

/2018102104
兰梁斌 副教授 0601

图书馆，是搜集、整理图书以供人阅览的机构。公元前

3000年就出现了类似于现代图书馆的私人或者官府藏书

室，图书馆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发信息资源、参与社

会教育等职能。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向现代转

型，中国的近代图书馆事业亦逐渐兴起。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18

元明清时期宁夏、西安清真寺

建筑风格的对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润琪 2018102047

武亚轩

/2018102034

,文思敏

/2018102059

郑旭东 讲师 0601

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作为穆斯林进行礼拜活动重要场

所的清真寺逐步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表现出更为多样化的

建筑风格。目前现存的清真寺多为元明清建造，同为西北

回族聚居区的宁夏与西安两地的清真寺更是独具一番风

味，值得我们进行对比研究。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19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实效考

--以西安市的裁判文书挖掘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馨雨 2018107001

万浩盛

/2017107080

,尹雪

/2018107031

张炜达 教授 0301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作为具有中国浓郁的本土特

色和实践智慧的诉讼制度,承载着优化审判环境、缓和官民

矛盾、实质化解争议、推进依法行政的工具性价值，自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被创设以来，被党和国家大力推

广，在各级法院施行。然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的真实成效缺乏事实的支撑和科学的论证。本项目试图在

学理阐释和法条分析的基础上以实证研究和成本收益分析

的方法得出该制度司法实效的可信结论。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20

诊疗活动中患者个人信息和隐

私保护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晓寒 2018107002

郑茹心

/2018107020

,赵霄楠

/2018107018

杨丽珍 教授 0301

在建设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都应完善

自身管理和服务，贯彻落实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本项目针对我国诊疗活动中患者个人信息和隐私的泄露而

导致的患者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受到侵害这一社会问题展

开分析研究，通过线上数据整合、线下实地调研的方式，

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资料和案例，剖析该问题背后的原

因，并针对医疗机构的信息管理现状提出优化方案，最终

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以期对患者利益保护有所助益。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21

日语授受动词「～（て）くれ

る」和「～（て）もらう」的

区别及其误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琴剑 2017105115

李盼盼

/2017105114

,杨晶晶

/2017105097

胡竹清 讲师 0502

授受动词「～(て)くれる」和「～(て)もらう」在日语中

地位重要，却由于存在着细微、暧昧的区别而难以深入理

解和习得。本项目首先全面归纳先行研究中二者在语义、

构造、视点、人称限制、主动性和被动性等方面存在的显

性区别。然后，从礼貌程度和敬语化等方面探讨二者的微

妙区别，并探索界定二者的微妙区别的新视角，形成系统

、有效的区别方法体系。最后，分析二者误用产生的原因

和机制，促进二者误用问题的解决。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22

《十日谈》与《聊斋志异》女

性主义书写之比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辰飞 2018105079

白佳鑫

/2018115167
李铁 副教授 0502

《十日谈》与《聊斋志异》作为中西两部奇书，在中西文

坛上都有着显著地位。两部书中那些个性鲜明、有勇有谋

的女性形象深入人心，其彰显出薄伽丘与蒲松龄两位男性

作家超越时代的女性意识。本项目研读《十日谈》与《聊

斋志异》中女性主义书写即典型女性角色描写，以此为基

础探寻薄伽丘与蒲松龄的女性观及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主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23X
校园二手交易循环链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玥 2018111071

袁艺

/2017111048

,李佳饶

/2018114085

苏永利 副教授 0807

我们利用校园内二手书资源丰富，时效快等优点，将二手

书再利用与校园交易结合起来，建立一所学校内部的二手

书循环交易链。由第三方按照回收图书的要求回收学生们

的教材，杂志，期刊等，为所需要购买二手书的同学提供

更为方便快捷的二手书购买服务，并且延伸到线上小程

序，为大家提供更直接的订购服务，后续也可以利用该方

式进行其他二手闲置物品等的交易。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24
科技金融风险分担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永祥 2019114063

贺旭彤

/2019114103

,王子星

/2019114133

师荣蓉 讲师 0203

发展科技金融可转变地区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区域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是向节约型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由于科

技企业高风险和轻资产的特点较难满足金融支持的要求和

条件，导致科技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难，发展资金不足，

制约了其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决定做一系列调研，

建立基于C-D科技企业预期违约率的多方风险分担模型，分

析不同角色间的风险补偿、收益情况及最优选择，为陕西

省科技金融风险分担模式提供建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25

土地利用变化对周边气候影响

机制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市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韵多 2018116018
吕晓龙

/2018116097
孙佩军 副教授 0705

以西安地区1999—2019年土地利用变化为例，研究其对该

地区气候变化影响机制。研究采用遥感数据及相关气候数

据，通过深度学习方法提取去土地利用变化信息，进而基

于统计回归方法定量分析其变化对气候的影响机制。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26

基于GIS的秦巴山区猕猴桃生

态适宜性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泓霁 2018116002

夏影

/2018116016

,张舒童

/2018113044

杨联安 副教授 0705

秦巴山区是猕猴桃种植潜力区。通过多方面调查确定出影

响猕猴桃生长的生态条件因子，利用模糊评价法生成单因

子适宜区分布图。用层次分析法绘制秦巴山区的猕猴桃生

态条件适应性评价图，为实施猕猴桃产业精准脱贫战略提

供科学依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27

“互联网+旅游”助力家乡发

展——以陕西省洛南县音乐小

镇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白家璇 2019106050

李少妮

/2018104023

,王佳慧

/2018104064

张禾 讲师 1209

本项目在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立足于乡村旅游对经济发

展的贡献和价值，以陕西省洛南县音乐小镇为例，通过对

其经营现状、管理运营以及客流量的研究分析，拟从政府

与个体户衔接钮带这一站位去解决问题。在考虑辐射范围

和受众对媒介选择的前提下，创新性地将“互联网+旅游”

这一特色应用到项目中来，尽可能地将成果惠及更多人，

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对当地就业和经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28

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媒体时

代的活档案——以华阴老腔口

述史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晴 2017106117

汪淑鋆

/2018106103

,黄宇轩

/2018106152

张媛 讲师 0503

以华阴老腔为例、以真实的口述史为研究资料，映射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并采用实地调研、资料

收集、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索立足于融媒体时代的大环境

背景，如何运用新技术激活文化遗产的鲜活生命力。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29

载药MOFs的合成与表征及其在

抗癌药物5-氟尿嘧啶（5-FU）

的缓释上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千年 2018107086 无 魏青 教授 0703

开发基于MOFs的抗癌药物5-氟尿嘧啶缓释材料对临床上治

疗癌症有着重大意义。本项目拟使用具有优异生物相容性

金属离子锌、镁与1,3,6,8-四（对苯甲酸）芘

（H4TBAPy）配体构筑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并将其用于抗

癌药物5-氟尿吡啶，作为潜在的药物输送材料。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30

铑催化下C-H键不对称加成反

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康佳豪 2018111140

康武祥

/2018111108

,杨铠瑞

/2018111051

孙萌 副教授 0703

铑催化下C-H键不对称加成反应是近年来有机化学领域中十

分活跃且极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研究课题之一。本项目利

用金属铑催化，通过转金属化、卡宾插入以及C-H键官能团

化等手段，结合手性催化剂、手性配体及手性磷酸的调

控，探索铑催化下各类亲核试剂对Michael受体的不对称

加成反应，实现多种类型的不对称加成或环加成反应。该

项目的成功实施将会对过渡金属催化下有机合成方法学的

发展和应用做出贡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31

西湖断陷缓坡带的古坡度与煤

层和沉积相关系探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肃杰 2017110075

汪建

/2015114080
蒲仁海 教授 0814

该项目经过收集大量的有关断陷盆地缓坡带沉积相、煤层

和砂体发育规律有关文献，在充分研究西湖凹陷古近系地

层、构造和沉积相基础上，从古构造单元、沉积厚度变化

等探讨缓坡带古沉积坡度大小与古水深变化。从三维地震

解释的砂体、煤层厚度、平面形态和规模等探讨古沉积坡

度与沉积相尤其是与潮控、浪控或河控之间的关系，最终

得出断陷盆地缓坡带碎屑岩海岸环境下古坡度对煤层和砂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32

基于伪Huber损失函数的三维

点云配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歌 2018117016

温凯越

/2018117103

,周全

/2018117143

汪霖 副教授 0808

基于传统迭代最近点（Iterative closest point，

ICP）的点云配准方法，其精度易受噪声或数据缺失等因素

影响。考虑到伪Huber损失函数对外点不敏感，本项目拟

研究基于伪Huber的三维点云刚体配准方法和仿射配准方

法，以提高三维点云配准精度。在此基础上，设计并实现

基于伪Huber损失函数的三维点云配准系统，以实现高精

度的三维点云配准。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33

面向健康应用的碳基弹性导电

纤维传感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陶帅 2018117018

丁晓东

/2018117038

,马特

/2018117127

赵武 教授 0807

针对面向健康的可佩带式传感器弹性，测量精确度等瓶颈

问题，提出的一种具有出色生物相容性，可穿戴，可植

入，信号准确稳定，强机械弹性的新型传感器件。由于该

传感器件卓越的物理特性，将该传感器应用于心率检测，

可以准确的测量出心率大小，并且将误差控制在很小的范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34

松科植物线粒体全基因组装及

同源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婧毅 2018113008

闻悦

/2018113120

,王思涵

/2018113054

刘占林 教授 0710

在松科植物中，母系遗传、种子传播的线粒体基因组在群

体遗传学研究中有独特优势，但线粒体研究匮乏，项目通

过将三代与二代基因测序相结合来组装线粒体基因组并进

行同源分析，组装首个松科植物高质量线粒体全基因组。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35

川金丝猴佛坪种群的MHC基因

遗传多样性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严纪冰 2018113113

马晨豆

/2018113106
张培 副教授 0710

遗传多样性是物种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不断适应环境的结

果，可以反应物种的当前适合度，也是物种应对未来环境

变化的遗传基础，反应物种的进化灵活度。本项目通过适

应性标记MHC基因对濒危物种川金丝猴佛坪种群的遗传多样

性进行调查，探索其历史进化动态，掌握其目前的遗传变

异水平，探讨该物种的适应性进化潜力。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36

基于大数据与知识图谱的金融

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构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向锋 2018103405

雷甦淇

/2018103397
贺毅岳 副教授 1201

本项目旨在采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思想，利用动态

知识图谱工具来研究商业银行金融风险预警系统。金融风

险监测预警系统具备对敏感指标进行实时监控、自动报警

的能力, 对超出预警范围的指标监测数据, 系统可自动向

相关业务人员推送风险提示。本项目优点主要在于预警系

统的实时性和可成长性，能够捕捉实时信息进行数据的更

新和分析，在相关理论的支持下自我学习，发掘潜在信息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37

丝路漫游记：一带一路研学主

题旅游线路的调研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湘 2019103042

闫赛

/2019103246

,王若楠

/2019103256

余洁 副教授 1209

项目将“一带一路”与旅游结合，进行“一带一路研学旅

游的调研与开发”，与时俱进、独具一格。让“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跟随时代多元化发展，赋予其新的价值与内

涵，激发其更多的活力。该项目以实践与调研为基础，研

究过程能确保项目的科学性与实施的可行性。项目的实施

能带来多方面成果，对于个人、社会与国家意义深远。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38
丝路记行——开拓与印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禹峤 2018119030

贺康特

/2018119092

,黄敬杰

/2018119025

马健 副教授 0601

 本项目以《史记》《汉书》《后汉书》《高僧传》《续高

僧传》《大唐西域记》等资料为蓝本，通过标记遗址点，

整合史料形成遗址点风貌古今对比等方法。还原历史上著

名人物在西域地区留下的足迹，直观的显示出他们在时间

和空间上的交集。探索东西方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通过

统计对各路线的使用情况，总结出不同时代各路线的使用

频率从而反向研究各路线兴衰的历史原因及环境变迁。达

到研究东西交流之路的目的。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39

宝鸡凤翔周氏古民居的保护与

利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邢璐璐 2018119019

刘芳菲

/2018119001
周剑虹 讲师 0601

本项目意图通过对陕西宝鸡凤翔周氏民居的调查研究，探

明其保护、开发和利用过程，并探讨如何根据陕西古民居

的风格特点、保存现状等方面，找寻陕西古民居保护、开

放和利用的科学路径。在搜集资料、实地考察、总结研究

和新媒体宣传的过程中，发掘古民居蕴含的建筑技艺、地

方习俗和传统价值观，并致力于加强文化遗产与公众情感

的联系，唤起共同保护以古民居为代表的“身边的文化遗

产”的责任心与使命感。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40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状态下农村

居民信息获取的渠道偏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新泽 2019104096 无 徐志平 讲师 120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状态下充满高度不确定性，该状态下公

众具有强烈的危机信息需求，而农村居民的这种信息需求

表现得更加强烈。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往往会导致一些

非理性的行为。而信息传播必须依靠一定的渠道,及时有效

的传播不仅取决于传播渠道的选择,更取决于公众获取信息

的渠道偏好。项目拟在明确危机信息传播模式的基础上,通

过的实地调查,明确农村居民的渠道偏好规律,为政府在突

发事件状态下实现信息的精准传播提供决策参考。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41

基于AHP模型下图书馆阅读疗

愈服务对患者康复影响因素的

研究—以华北理工大学图书馆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直前 2018104162

成传湉

/2018104163

,刘浩东

/2018104159

封超 讲师 1205

新冠疫情对人们产生的影响巨大且持久，部分群众甚至会

产生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华北理工大学图书馆于2010年

成立阅读疗法工作机构，正式开始为全校学生提供阅读疗

法服务。我们团队将通过实地考察和网络问卷的方式，了

解我国当前图书馆开展的一系列阅读疗愈服务对心理疾病

人群康复程度的真实影响情况，并通过AHP模型为图书馆阅

读疗愈服务的后续发展方向提供参考建议，有助于发挥图

书馆在提高全民心理健康工作方面的重要作用。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42

槐花米中黄酮类化合物抗铅中

毒和抗氧化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静文 2018115196

袁璐瑶

/2018115203

,杨可欣

/2018115201

黄洁 教授 0813

铅是一种重金属元素，长期与铅接触会导致严重的疾病。

因此，寻找安全且具有生理功效的天然产物或药物显得尤

为重要。黄酮类化合物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植物次生代谢

产物，具有强抗氧化、抗炎、增强免疫等药用功效。为了

充分开发利用槐花米资源，本项目以槐花米中常见黄酮类

化合物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实验分析筛选抗氧化活性强

的黄酮类化合物，并以其为代表探究黄酮类化合物对铅诱

导小鼠肾脏组织损伤的预防性保护作用及抗氧化作用。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43
黑豆馏油抗炎活性成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浩 2018115171

丁思琦

/2018115170

,杨烙明

/2018115173

段志广 副教授 0830

本项目针对临床皮肤科常用黑豆馏油产品抗炎效果好但气

味难闻，对黑豆馏油主要组分进行分离、分析和活性验

证，拟得到活性单体或组合物，并对凝胶剂和油剂进行改

良，制备得到效果良好、涂抹方便和气味易于接受的产品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44

建设环保绿色家园的视觉宣传

设计——以垃圾分类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邵湘毓 2017109006

王鑫

/2017109083
温雅 副教授 1305

以环境保护为主题，针对垃圾分类等环境保护措施进行数

字化的视觉宣传创作。完成数字化艺术创作及相关论文的

撰写。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45
唐文化元素的化妆品包装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轶聪 2017109047

罗春萌

/2017109120

,李婷

/2017109079

宗立成 副教授 1305

唐代文化向来是西安历史长河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唐朝仕

女妆容更是有代表性的一个元素，我们将用以唐代文化特

点为主为化妆品设计一款独特的包装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46

不同分子量段秦巴山区黑木耳

多糖的制备及其免疫 活性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安宇 2018120028

张馨语

/2018120001

,王琰

/2018120007

刘茜 讲师 0827

秦巴山区黑木耳是我省特色农产品。多糖是木耳最重要的

活性成分，由于其分子量大、粘度高，生物利用度低。本

项目将采用酶法降解等制备不同分子量段木耳多糖并比较

其免疫活性。该研究能够促进秦巴山区黑木耳资源的开发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47

小型化超短脉冲掺铒光纤激光

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仁辉 2017112071

李家葳

/2017112123
侯磊

助理研

究员
0702

超短脉冲激光具有脉宽窄、峰值功率高、脉冲能量大等特

点，其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而光纤激光器因其散热好，

便于集成等优点正稳步发展，在超短脉冲激光方向具有很

大潜力。而此前的超短脉冲光纤激光器整个激光系统尺寸

大，不易维护，成本较高，较难全面应用化。本项目将研

究超短脉冲光纤激光器的产生，探索制备性能优越的可饱

和吸收体，拟研究出一种性能稳定可靠地小型化超短脉冲

掺铒光纤激光器。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48

机器学习在铁磁材料性能预测

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凡 2018112012 无 郑继明 副教授 0702

传统铁磁材料研究方法凭借经验提出假设，通过计算机模

拟，得出结果。其中假设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计算

机模拟这一步耗时较长，导致新材料的发现周期较长。传

统研究方法已经不能很好的适用了，因此探寻新方法来辅

助加快铁磁材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上述问题，我

们采用基于机器学习进行铁磁材料性能预测的方法。通过

对已有数据和相应材料铁磁性能之间相关性的学习，找到

这个映射关系，应用此模型实现对未知材料性能的预测。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49

论高语境下的网络字母词——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婷 2017101030

刘熠瑾

/2018106029

,张玉莲

/2017101154

周建姣 讲师 0501

随着信息社会发展，网络流行语大量涌现，尤以网络字母

词为重要类型，项目选取近期使用率高的网络字母词，运

用新兴的认知语言学理论进行研究，穿插传播学的语境观

点，并提供语言使用规范建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50
中港喜剧合拍片前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茂德 2017101144

孙金一

/2018101156
薛凌 副教授 1303

本项目致力于研究香港喜剧电影在CEPA的大背景下, 2003

年CEPA实施后的中港喜剧合拍片与香港传统喜剧片比较分

析所呈现出的新特征及现状，研究出未来中港合拍喜剧片

的发展情景，使中港合拍喜剧片作为香港喜剧的继承者得

到进一步的发展。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51

中国哲学视角下中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行动的解读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玲瑞 2019108007

赵悦

/2019108005

,朱冠韬

/2019108026

曹振明 讲师 0101

本项目将研究对象定位于中国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有

效抗击，从中国哲学的视角出发，深入发掘“新时代”中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价值理

念，深入探讨中华优秀传统价值理念在中国有效抗击此次

疫情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从而更好地揭示此次疫情抗击

中中国力量和中国优势的中国哲学深厚底蕴，进而更加有

力地推动“四个自信”在“新时代”的学理阐释和贯彻落

实（特别是在“新时代”大学生中的贯彻落实）。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52

长安志异（陕西历史博物馆沉

浸式VR游戏剧本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泽慧 2019108010

陈冉

/2019108001

,李思迪

/2019108013

袁志伟 副教授 0101

陕西历史博物馆位于西安，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

”。为了使陕历博更好地走进大众、吸引更多人对于博物

馆的兴趣，我们策划了“长安志异（陕西历史博物馆沉浸

式VR游戏剧本设计）”这一项目。本项目以陕西历史博物

馆基本陈列《陕西古代文明》为游戏情境，在游戏中玩家

按顺序游览基本陈列时将会与特定文物触发对话，收获该

文物的记忆碎片。所有记忆碎片收集成功后任务完成，游

戏结束。通过游戏，玩家将对文物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53

当前科学史研究中

“科学中心论”研究方向新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明 2017104130 无 张峰 副教授 0601

伴随新千年的到来，以“科学中心论”为基础的“汤浅现

象”似乎已经被现实证伪，但是否存在影响延迟科学中心

转移的因素，以及“汤浅现象”背后的“科学中心论”存

在的合理性却是等待被考证的。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54
近代英国私生子抚养问题探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震 2018102099 无 卢玲玲 讲师 0601

英国历史上私生子由于法律地位低下，不被社会主流认可

等原因，长期以来都生活在贫困之中，是英国济贫法规定

的救济对象。中世纪时期父母双方都无权抚养私生子，抚

养权属于教区。旧济贫法中关于私生子的救济则存在着生

父选择权小、母亲责任缺失等诸多问题。新济贫法强调了

母亲在法律上对私生子承担的义务。私生子法案历经两次

转变既是完善制度的内在要求，同时也反映了英国工业化

过程中人们的生存方式、心态观念以及社会环境风气的变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55

互联网平台短视频版权保护问

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辰菲 2018107069

陈晨

/2018107076

,翁少耿

/2018107079

王思锋 教授 0301

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下，“抖音”作为一款专门打造音乐

短视频社区的APP，凭借内容全、耗时短、传播快等特点成

为市场“爆款”。抖音作为内容产业的短视频APP，由于版

权保护不足，成为版权侵权的重灾区。APP内的视频、文案

以及背景音乐的搬运、抄袭等行为屡禁不止，对于短视频

的版权乱象，平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项目聚焦于

此，通过探究平台内各类作品的版权保护方式，为抖音运

营平台提供一个最佳版权保护方案。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56X
“在路上”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陈沛佩 2018107004

吕栋辉

/2018117203

,江婧柔

/2019103291

郑辉 副教授 0301

“在路上”APP致力于为用户量身定做旅游攻略、传播旅途

中名胜古迹的历史文化知识、提供线上虚拟旅游游戏的别

致体验、打造用户交流的高质量旅游论坛。用户可通过APP

的“实景扫描”功能查看“定位景点”的历史文化背景、

当下景点周边的旅游攻略，还可以在APP上预定酒店门票，

将自己的“随手拍”和“旅行攻略”发布在交流论坛上，

还可以通过计步的方式记录用户每日的行程，用户可变身

游戏中的虚拟人物，进行线上探索游戏。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57

马克·吐温和贾平凹作品本土

化色彩的对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角宏睿 2018108036

赵侃梅

/2018105105
陈汉良 副教授 0502

马克·吐温以幽默的笔调书写美国社会生活。贾平凹以朴

实的语言诉说西北地区的人文风情。他们在作品中使用的

叙述语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体现出浓厚的本土化色彩。

本项目从马克·吐温和贾平凹的文学作品入手，运用文学

鉴赏和中西文化差异分析的方法对马克·吐温和贾平凹的

文学作品中的本土化色彩进行对比研究，并找出两种本土

化之间的异同。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58

中国日语学习者的“尊他语”

和“自谦语”混用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鲁瀚 2019105110

王嘉豪

/2019105111

,张可欣

/2019105101

胡竹清 讲师 0502

敬语是日语体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尊他语”

和“自谦语”又构成了敬语体系中两个主要部分。尊他语

和自谦语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日语学习者在使用

敬语时经常出现的一类偏误就是两者之间的混用。本项目

首先通过对相关语料库的检索，总结归纳尊他语和自谦语

混用的类型。然后，从母语迁移、教材、教师以及学习者

等因素出发，探讨混用形成的原因和机制。最后，对如何

有效减少两者的混用进行分析。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59

《应急物流中的物资运输优化

问题

研究以及应急联动机制中的救

治问题的完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操文静 2018104179

张晓婕

/2018116004

,蓝依纯

/2018104025

苏永利 副教授 0701

2020年初的疫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了更

有效地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该项目在已建立起基本

的应急防控体系的背景下，以应急救援物资运输优化问题

和在疫情爆发期间各医院与街道之间的应急联动机制为研

究中心，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构建了应急救援物资

运输优化模型。基于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对西安市雁塔区

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解决应急资源运输优化问题，对医

院与街道之间的应急联动机制中的救治问题进行完善。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60

基于文本情感分析的电商评论

综合分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晓琦 2018114090

朱睿哲

/2018117305

,何世隆

/2018103306

邵勇 教授 0701

本项目基于电商评语数据针对商品评价、推荐问题进行建

模研究，通过大数据的方法实现好评差评的自动分级，通

过文本情感模型，分析消费者的对产品的意见，态度，购

买决策等，同时对销量进行多因素协动性分析，预测该产

品未来的销量，综上对产品进行画像，并将上述模型封装

成一个面向商户的自动化系统，可有效辅助商家进行舆情

分析、用户理解，产品优化和营销决策等，交互性，便利

性强，具有非常大的实用价值和应用场景。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61

基于无人机航拍照片的旅游城

市意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千禧 2018116118

王若璇

/2018116113

,杜国旭

/2018116134

李钢 教授 0705

照片是旅游者对旅游地感知的重要反映。无人机航拍技术

将旅游者的视角从“平民视角”转向“上帝视角”。本研

究基于AI智能分析对无人机航片进行解析，进而探究新的

视角下旅游者的旅游感知偏好与意向，为城市形象提升和

旅游建设提供参考。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62

基于16S rRNA 技术研究污水

处理厂排放废水对下游微生物

群落结构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邵茹兰 2018116086

万艳敏

/2018116062

,付钰

/2018116122

郭家骅 教授 0825

本项目以陕西西安灞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16S rRNA技

术，研究污水处理厂的排放废水对下游微生物群落结构的

影响，研究结果将为该技术在环境监测方面的广泛应用提

供技术支持，研究所得结论也将为之后河流流域微生物群

落的相关研究分析中提供可靠的支撑依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63

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历史文化

名镇文化遗产资源 “活化”

研究——以铜川陈炉古镇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泽茸 2018106056

彭雨丹

/2018106076

,刘婉蓉

/2018106132

齐亚宁 副教授 0503

本项目旨在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的铜川陈炉古镇为

例，探索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古镇的文化遗产应该如何

通过“活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团队将在掌握陈炉古镇当

地情况的基础上，评估其发展的现状、成效、经验和问

题，总结行之有效的做法，提出有针对性的、创新性的建

议并尝试推广应用。最大效益地保护乃至激活古镇文化，

助推古镇文化遗产走进当代人的生活。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65

碳青霉烯耐药靶蛋白金属-β -

内酰胺酶（Mβ Ls）的纯化及

其抑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敏 2017111081
蒋旻昊

/2017111021
杨科武 教授 0703

本项目计划建立了一套高效简捷的表达并纯化金属-β -内

酰胺酶的方法，并对其进行表征。在此基础上，拟通过抑

制动力学方法，测定三种磷酸酯类化合物对Mβ Ls催化底物

水解的抑制动力学参数，以期寻找到广谱Mβ Ls抑制剂。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66

氮杂环和羧酸双功能配体构筑

的金属有机框架和吸附性质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绮轩 2018111010
马耀宇

/2018111018
侯磊 教授 0703

利用过渡金属离子Zn2+, Cd2+, Co2+, Ni2+等离子与

H2btzip在水热或溶剂热合成法、微波法、缓慢扩散法等

合成方法制备一系列结构新颖，具有空腔结构的金属有机

骨架聚合物；通过X-射线单晶衍射仪对其进行结构测试，

并利用热重(TG/DSC)，粉末衍射等仪器对其进行框架热稳

定性和纯度分析；利用ASAP2020物理吸附仪对所合成的金

属有机材料进行CO2，N2，CH4，气体吸附测试。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67
E-Helmet智能安全帽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梦怡 2018117086

严天佑

/2018117410

,何苗

/2018117355

唐升
高级工

程师
0807

为解决传统施工现场“通信难，检修难，监管难，安全难

”等问题，本项目进行E-Helmet智能安全帽研制。该安全

帽具备传统工程安全帽的缓冲重物冲击和抗腐蚀功能，同

时融合了 GPS /北斗定位、GPRS通信、温湿度检测、跌倒

报警功能。使用者穿戴智能安全帽，GPS与检测系统立即启

动，通过GPRS发送位置信号和环境信号至安全管理中心与

云平台，危险发生时，安全帽将自动进行危险求救，管理

人员可远程帮扶。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68

基于RFID的植物病虫害的感知

和预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兆龙 2018117275

孙佳亮

/2018117281

,张俊超

/2018117287

彭瑶 副教授 0807

随着无线通信和智能设备的发展，传统的植物病理检测即

主要依靠植物切片分析和人眼识别的这种模式已经无法适

应社会发展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用RFID技

术，将低成本的RFID标签贴附于植物叶片表面，检测植物

叶片离子通道因病变产生的阻抗变化，读取标签所反馈的

信号，观察并记录信号变化。后逐渐完善植物病理检测过

程，建立病理样本库。此项检测技术具有低成本，精准度

高，绿色环保等特点，应用前景广阔。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69

识别蛋白质活性位点巯基的环

境敏感性荧光探针的合成及生

物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安琪 2018113051

杨富荏

/2018113040

,绳康佳

/2017113073

吴少平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以7-（二己氨基）香豆素为荧光团，将其和特异性

识别基团4-（5-甲磺酰基-[1,2,3,4]四唑苯酚（MSTP）

通过不同连接臂连接，设计合成一种灵敏、高效测定生物

体内蛋白质巯基的环境敏感型荧光探针。利用7-（二乙氨

基）香豆素在蛋白质疏水性的环境中，探针分子的荧光信

号显著升高的特点，实现对蛋白质巯基的专一性检测。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70

孕期女性唾液中SIgA糖蛋白糖

链变化及其对流感病毒中和作

用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郝嘉悦 2018113108

王晨曦

/2018113018

,杨心怡

2018113090

丁利 讲师 0710

唾液中免疫球蛋白SIgA上的唾液酸化糖链可与流感病毒结

合，抑制其对人体的侵染。本项目拟对妊娠各期女性SIgA

进行提取分离，并利用凝集素芯片、流感病毒lectin 

blotting等方法研究其上唾液酸糖链变化及其对流感病毒

中和作用的影响。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71

关于西安市地摊经济规范化管

理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成轩龙 2019103371

陈奕灵

/2019103338

,齐梦瑶

/2019103355

	吴丰华 副教授 0201

西安市响应国家发展地摊经济号召，积极推进市区内地摊

经济发展。如今西安市地摊商家和地摊夜经济活跃程度位

居全国第四，北方城市首位。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背后，

更需要规范的制度，以及精细化的治理体系保障地摊经济

的合理健康运营。本项目欲应用规制经济学的方法理论，

结合实际问题，为西安市地摊经济的规范化管理，有序化

治理提供方案，保证西安市地摊经济更为有序、高质量的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72

“云旅游”流量变现背后的问

题分析和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惠敏 2018103392

尚文媛

/2018114096

,马晔宁/ 

2018111114

 

高鹏 副教授 1209

随着网络环境日渐优化,移动智能设备大范围推广,5G技术

的不断完善，通过直播、短视频、VR旅游、在线浏览的“

云旅游”来打造独特的城市品牌形象，带给观众沉浸式的

体验。在宣传城市文明的同时，它也带火了一批城市，实

现了线上到线下的流量变现，有效地促进旅游行业发展。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73

基于python爬虫技术的线上公

众考古大数据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芳菲 2018119001

邢璐璐

/2018119019
陈洪海 教授 0601

新时代下公众对于考古文博知识兴趣的日益高涨，新媒体

平台上的考古科普活动以灵活的形式、丰富的内容和广泛

的传播能力，成为推进公众考古工作发展的重要媒介。本

项目拟依托基于python爬虫技术的数据采集器，以当前中

文互联网知识问答平台中活跃指数最高的“知乎”为分析

对象，进行公众考古相关知识问答数据的搜集和分析，探

讨当前公众考古的侧重点和发展趋势，为考古学知识的科

学普及、考古学与公众生活的互融共通提供借鉴思路。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74

遗产“年轻”化：新媒体与形

象再造—以故宫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姚 2017119039

何瑞霖

/2017119045

,蒋佳怡

/2017119012

张博 讲师 0601

从故宫具体案例出发，在其传统历史形象的基础上，结合

新媒体，探寻故宫形象“年轻化”。从其近年来运用新媒

体传播的案例中，以解构主义视野为理论立足点，同时对

比分析陕西省内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现状，探讨文化遗产如

何在当代焕发活力，如何与时代相结合，以及在运用新媒

体过程中的尺度和原则问题，对陕西省内及其他区域文化

遗产提出发展建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75

社会资本视角下残疾人就业问

题研究 ——以西安市肢体残

疾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祯 2018104103

赵润叶

/2018104031

,张浩鹏

/2018104107

聂建亮 副教授 1204

本项目以西安市为例，在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通过调 研

分析肢体残疾人社会资本以及就业状况，探究社会资本对 

肢体残疾人就业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促进残疾

人， 尤其是肢体残疾人就业的相关建议，以期促进残疾人

社会保 障的发展，增进残疾人的社会福祉。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76

社会网络视角下农村大学生学

习心态探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举荟 2018104085

唐清清

/2018104070
张冰冰 讲师 1204

在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社会需要密切关

注农村大学生的发展。本项目的研究主题是社会网络视角

下农村大学生学习心态探析，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

式，全面了解新时代农村大学生的学习心态，包括其特征

、表现、分类、与学习成果的相关性等，发现农村大学生

学习心态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影响，进而基于社会

网络视角深入分析其学习心态形成的原因，从多主体的角

度出发为农村大学生良好学习心态的养成提供一定借鉴意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77

糖基化酪胺衍生物

Teuvisside A的体内降血糖

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佳 2018115198

焦锟

/2018115130

,郝雪薇

/2018115188

宋晓萍 讲师 0813

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目前临床上治疗

药物存在疗效低、毒性大等问题，因此，研发新机制或新

结构类型的抗糖尿病药物已成为国际上新药研发的热点。

本项目将阐明糖基化酪胺衍生物Teuvisside A的体内降血

糖作用及其初步的作用机制。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78
一种清洁型煤制造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易鹏 2017115063

程佳仪

/2019115118
滕海鹏 副教授 0813

本项目以开发一种较低成本的清洁型煤制造方法为主要目

标，拟通过添加剂和改性生物质粘结剂、改进成型方法来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型煤热值和型煤强度，解决我国生物

质型煤生产成本高、热值较低和破损率较高的问题。这种

方法不仅能提供一种“秸秆禁烧”环境下秸秆的合理使用

方法，也会降低生物质型煤的生产成本，助力我国煤炭消

费结构升级。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79

图绘长安----西安文化景观故

事绘本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闵丽瑶 2017109034

王宁惠子

/2017109046
宗立成 副教授 1305

“图绘长安----西安文化景观故事绘本设计与开发”是以

图绘长安为主题，用手绘的形式介绍长安的文化景观，通

过绘本的展现方式呈现给读者，意在探索长安的文化景观

意义与设计开发，将长安文化景观的历史文化、人文精神

、历史价值以及艺术发展等信息传递给读者。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80

以何家营鼓乐社为代表的民间

音乐可视化研究与创新展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尹冰洁 2017109036

田欢

/2017109075

,张晓雨

/2018109028

罗希 讲师 1305

文化是历史的传承故事,艺术是文化的扉页。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对

于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展现世界

文化的多样性具有独特作用，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本

次研究以何家营为主体，西安何家营鼓乐，以“大唐遗音

”饮誉中外，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宗教、音乐

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本次研究通过对何家营音乐可视

化、具体化分析，并以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为目标。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81

光纤集成型金刚石氮-空位色

心量子传感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蔚 2018112095

张妍

/2018112116

,阮洁雅

/2018112107

王若晖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针对目前金刚石氮-空位色心在光纤集成化研究中的

技术难点，提出三种高效光耦合和封装方案:金刚石氮-空

位色心光纤高效激发和收集方案研究，光纤集成型金刚石

氮-空位色心高灵敏度磁场传感研究和分布式光纤金刚石氮

-空位色心传感系统研究。本项目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光纤集成型金刚石氮-空位色心量子传感探针，以及具有分

布式传感功能的光纤量子传感系统，实现全光纤集成型金

刚石氮-空位色心的高灵敏磁场检测。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82

研究Co3O4晶粒尺寸对电化学性

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宣 2018112056

陈富红

/2018112037
于海萍 讲师 702

本项目拟采用水热法制备Co3O4电极材料，利用XRD、TEM

、SEM等技术对样品的尺寸、相貌以及结构进行研究。通过

对Co3O4的晶粒尺寸的调节调控其电化学性能，提高其储

能性能。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83

以花木兰形象为媒介探讨中美

文化输出差异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蒋孝玉 2018101099

李珂欣

/2018101070

,姚祎玮

/2018101174

陈然兴 副教授 0501

以花木兰形象为媒介探讨中美文化输出差异。通过对比分

析中美对花木兰形象的改变再现，探究两国文化输出角度

及方式的差异。研究意义：理论意义，随着全球化加速，

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立足自我，放眼世界的文化态度利于

本国文化发展。实践意义，文化输出是综合国力竞争的有

效手段。立足中国传统文学形象，对比中美文化输出差

异，利于增强文化自信，探寻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之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84

影戏美育：环保短剧的跨媒介

开发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金慕唯 2018101177

孔溪

/2018101153

,田雨晨

/2018101155

高字民 副教授 1303

本项目旨在孵化短剧与短剧相关的一系列衍生产品，将戏

剧、影视、环保三者跨媒介相连，结合当下热点，关注环

保问题，保持志愿初心，传播环保理念。在互联网环境

下，线上线下结合，真正做到寓教于乐，走进社区、乡镇

、高校，还有急需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地区，紧密联系生

态环保的主题，突出生态美学，将环保观念深入人心，通

过诙谐幽默、易于理解的环保短剧宣传环保理念，也达到

美育的效果，实现全年龄段的美育教育。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85

唐诗中星宿现象的文化意涵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懿 2019108006

王莎

/2019101147
曹振明 讲师 0101

星宿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唐代

诗歌广泛采纳和运用，但唐诗中的星宿现象及其文化意涵

尚未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和充分发掘探讨，本项目旨在探

究唐代诗歌中星宿文化在历法授时、分野地域、农业气象

、政治隐喻、情感表达、审美追求、天人合一等方面的丰

富文化意涵，发掘和探讨中国古人的精神生活世界、中华

文化的独特精神内涵，从而为更好地坚定“新时代”的“

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86X

“钱多多”大学生兼职平台的

建设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清华 2019108031

杨毅雯

/2019108011

,陈倩

/2019108021

彭鹏 副教授 0101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经济独立的渴望，大学生兼职已

经成为社会普遍现象。 拟开发的“钱多多”是一款针对在

校大学生兼职的app，致力于服务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该软

件的面世将极大地减少在校大学生为寻找兼职岗位而花费

的时间和精力。该软件将以信用为底线，力求所发布招聘

信息的可靠度。同时力求降低已有中介市场的收费标准。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87

沙龙外交与跨大西洋视角下的

美法同盟档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雪妍 2017102005

张垚

/2017102026
刘磊 副教授 0601

美国宣告独立后被迫陷入了与英国抗衡的不利局面。为维

护自由与利益，以富兰克林为代表通过多种渠道对其潜在

盟友——法国进行游说宣传。使法期间，沙龙提供了富兰

克林接触法国决策权和话语权圈层的背景，令其利用声誉

构建了互动网络。精英、贵族以及大众舆论的支持和同情

成了美法同盟建立的助益力量。本项目拟通过美国国父档

案项目与法路易十六时期文件的翻译整理，以期从新视角

“沙龙外交”探究法美同盟与舆论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88
袁世凯与熊希龄内阁关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楚麟 2018102019

薛淇文

/2018102028
罗毅 副教授 0601

熊希龄内阁产生于宋教仁遇刺案后，终结于袁世凯改组国

务院前夕，是袁世凯威权统治前的最后一届正式内阁。熊

希龄内阁是进步党人即立宪派以国家政权力量发挥其政治

主张的一次机会，亦是精英改良型政治的一个侧面。目前

学界对熊希龄内阁的研究总体尚处于比较滞后的阶段。本

项目拟对袁世凯与熊希龄内阁的关系展开研究，分析二者

政治取向上的分分合合，总结民初政治转型的历史经验，

以期服务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建设。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89

地摊经济下资质证件的办理及

其功能的创新性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尹俊辉 2019107057

宋辰菲

/2018107069

,陈晨

/2018107076

杨丽珍 教授 0301

2020年两会期间，中央明确支持地摊经济发展，利用地摊

经济盘活经济。随着中央对地摊经济的“松绑”，摆摊成

为热潮。但紧随而来的便是商贩运营资质不规范的问题：

摊贩经营需要办理哪些证件？针对商贩数量多、贩卖产品

杂的问题怎样才能高效办理证件？相关证件如何在功能上

适应摊贩流动性大、消费者维权难的问题？本项目便聚焦

于此，通过对地摊经济下资质证件办理及功能的创新探究

解决相关问题，以新方式、新思路助推地摊经济良性发展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90X

校园二手交易平台——“易交

”小程序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陈晨 2018107076

宋辰菲

/2018107069

,汪方焱

/2018104081

代水平 副教授 0301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部分人处于希望提高生

活品质却又资金短缺的窘况之中，另一部分处于疯狂消费

却低利用的境况之中，于是“节省资源、闲置出手，二手

货也可以充分利用”便成为了每一位普通大学生的必备技

能，相信每一所大学都有学生自发组织起的各种闲置群，

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团队开发了“易交”小程序。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91

从电影《花木兰》分析中西文

化差异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欣玥 2019105004

周清扬

/2019105025
张敏 副教授 0502

国际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跨文化交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项目基于此背景，以电影《花木兰》为研究对象，从

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方面入手，探索分析中西文化的特点内

涵以及文化差异，并藉此探究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上影响

力提升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路线。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92X
501.4——互动摄影交易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武靖雯 2017105048

何佳乐

/2017105073
陈娟 讲师 0502

近年来由于影楼价格昂贵，时间以及地点等要求死板，以

“约拍”这种顾客可自约时间，自选地点，价格经济的日

常摄影消费方式受到年轻人的青睐。摄影爱好者除了摄影

需求以外，专业器材的交易，专业知识的分享等缺少一个

平台。501.4——互动摄影交易平台致力于为摄影爱好者

提供交流及交易场所，为有摄影需求的用户提供专门的选

择和交易区间。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93
电信用户的流失预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宇哲 2018114033

史欣凡

/2018114012

,张笑彦

/2019114013

苏永利 副教授 0701

本项目以“电信用户的流失预警”为课题，根据用户行为

分析其流失的可能性，构建用户流失预警模型，找出高潜

流失用户，用于定向开展运营激活，从而有效控制用户流

失风险，提升大盘用户的留存率和活跃度。并获取实际的

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实际计算和改进。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95

灾害视角下的西安市老旧社区

韧性评价体系构建和改造策略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颂 2017116032

黄羽中

/2017112149

,曹湘兰

/2017116114

沈丽娜 副教授 0828

老旧社区存在设施抗灾力不强、人口老龄化等韧性缺乏的

问题，可能面临复杂的多灾种、交叉性公共安全风险，建

设韧性社区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打造韧性城市的

“最后一公里”。本项目梳理国内外韧性社区的相关研

究，构建韧性社区评价指标体系，以西安市碑林区为研究

对象，对其社区韧性进行定量化评价，在此基础上选取2-3

个典型社区，提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改造策略。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96

秦岭太白山不同林带13C葡萄糖

添加对土壤有机质分解机制的

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露洁 2018116064

闫思雨

/2018116062

,赵欣瑜

/2018116061

赵发珠 副教授 0825

外源易分解有机物的输入可以加快或是减缓土壤原有机碳

的矿化，并最终影响土壤碳平衡。选取秦岭太白山地区不

同林带地区的土样，将带13C稳定同位素标记的葡萄糖作为

外源碳添加到土壤中，研究土壤有机碳库的分解情况，以

及外源碳输入后土壤胞外酶是如何影响土壤原有机碳库的

分解机制的。研究成果为该生态地区生态环境研究和森林

土壤碳库管理提供相关依据，能够扩充暖温带森林生态系

统土壤微生物与碳循环的基础资料。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97

UNI，有你——官方校园信息

交流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曾嘉慧 2017106141

王鑫洋

/2017117073

,周明慧

/2017118014

张媛 讲师 0503

我们以服务在校大学生为目的，希望APP能够帮助大学生更

好的参与竞赛科研活动，为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从而达到方便大学生活，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参与学习生活

的目标。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98

新媒体环境下文创产品如何做

好IP赋能——以陕西历史博物

馆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敏华 2018106025

吴奕漩

/2018106051

,周雪妮

/2018106007

赵茹 副教授 0503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一座综合性历史类博物馆，自2008年免

费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近年来，陕西历史

博物馆开发的文创产品成为宣传博物馆文化的一个新的方

式，如何抓住这一机遇，提升博物馆的知名度以及更好地

传播历史文化？在新媒体的条件下，文创产品如何更好地

做好IP赋能？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299

基于N-杂环金属卡宾配体构筑

的金属有机框架的合成及性质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长涛 2017111026 无 韩英锋 教授 0703

N-杂环卡宾络合物是一类高效的有机催化剂，把N-杂环金

属卡宾活性位点引入到金属-有机框架（MOFs）中，这样

不仅可以实现对框架结构的功能化，还可以利用框架空腔

的主客体化学作用，实现高效协同催化、限域催化的效

果，为新型稳定催化剂的开发提供重要选择。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00

荧光超分子框架材料的构筑及

其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长娟 2018111070 无 曹利平 教授 0703

本项目提出了设计一系列的新型客体分子，我们通过化学

修饰，提高客体分子水溶性的问题。然后，我们将研究主

客体在水中的组装过程以及超分子框架的构筑，调控其形

貌和发光，实现了细胞成像、形貌控制、疾病治疗等应用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01

基于Kinect的深度图像空洞修

复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房若琳 2018117095

张诗睿

/2018117053

,张思雅

/2018117331

汪霖 副教授 0807

随着距离传感技术的发展，Kinect相机作为价格低廉的深

度图像采集设备，其在智能机器人中的应用日益广泛。由

于受遮挡、测量范围限制等因素影响，Kinect相机所获取

的深度图像存在空洞，将影响后续图像处理质量。为此，

本项目拟分别采用基于单幅或多幅深度图像，以及基于灰

度图像和深度图像研究深度图像空洞修复问题，以期给出

有效的深度图像空洞修复方法，为后续的深度图像处理与

应用提供良好的数据保证。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02

面向储能应用的BTO-SBT-BNN

陶瓷的制备及电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倩茹 2018117011

张方舟

/2018117026

,王飞朋

/2018117024

赵丽丽 教授 0807

本项目拟运用电容器储能的原理来达到快速充电和放电的

目的，提出制备一种高效新型的陶瓷电容器，该陶瓷电容

器以BaTiO3-Sr0.7Bi0.2TiO3-Bi(Ni2/3Nb1/3)O3（简

称为BTO-SBT-BNN）弛豫铁电陶瓷为核心介质，项目将通

过控制电子陶瓷的组成和结构调节其介电常数、损耗、储

能效率、功率密度等性能，使电容器同时获得高储能密度

和大功率密度，项目研究可满足交通工具、医疗设备、军

事设备及移动通讯设备对迅速储能及放电的要求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03

基于寡糖代谢工程活体水平脑

组织唾液酸化修饰的荧光检测

新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建芳 2018113022

贾琼

/2018113012

,杨岚

/2018113112

张英 副教授 0710

生物体大脑组织中70%以上为鞘糖脂，是一种高度唾液酸化

修饰的复合物，在信号转导、神经发育等过程都发挥重要

的功能，其异常表达与脑部肿瘤等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然而,现有脑肿瘤的分析检测方法仍不完善，阻碍了疾病的

检测及发病机制研究。本研究拟合成唾液酸–烟酸探针，

基于寡糖代谢工程，利用脑细胞膜上的烟酸受体将其转入

细胞，实现生物体脑组织中唾液酸化修饰的成像检测，为

活体水平脑部肿瘤的检测等研究提供方法帮助。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04

苯并噁嗪类次生代谢物调节小

麦-蚜虫-真菌互作效应与机制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苇 2018113100
马海倩

/2018113053
李贝贝 副教授 0710

据全国农技中心预计，2019年我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

发生将重于常年，其中小麦重大病虫害包括条锈病、赤霉

病以及蚜虫。小麦次生代谢物苯并噁嗪类化合物

（benzoxazinoid，BXD）具广谱抗虫抗病性。但目前BXD

在小麦中调控昆虫、真菌病害抗性的机制尚不清。拟从小

麦中苯并噁嗪类化合物入手，研究小麦-蚜虫-真菌三者间

传递的生物信息流，探究其调控机制及生物学意义。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05

地摊经济的优劣利弊分析和未

来新模式的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黄凌健 2019103133

王一凡

/2019103260

,杨欣宇

/2019103251

杨小卿 副教授 1202

疫情过后，经济疲惫、失业增加，部分城市给地摊经济“

松绑”，为经济复苏发挥了不错的作用。两会期间，李克

强总理对此加以肯定，并要求做好“放管服”。一时

间，沉寂了十余年的地摊经济再次掀起热浪。本项目调查

居民对地摊经济的了解和看法，通过分析地摊经济自身的

优劣、及其对社会的利弊，探索在城市、乡村的新地摊模

式，同时，将地摊经济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将结合，使

地摊经济扬长避短、规范合理、长久利民。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06

乡村振兴背景下红色研学旅游

产品评价与优化路径研究——

以延安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史梦羽 2018103261

王雅玲

/2018103255

,覃新梅

/2018103133

刘军胜 讲师 1209

旅游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红色研学游是典型的旅游

新业态，对促进乡村振兴，激发并强化青少年的爱国主义

情感，提升国家自豪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项目以我国

典型的红色教育基地与“红色之都”延安市为例，通过游

客访谈、问卷调研与统计分析等方法，分析游客对延安红

色旅游产品的评价，识别出其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旅游

产品优化路径，以提升延安红色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并实

现对乡村振兴的增益。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07

汉长安城遗址资产化视域下的

社区参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玺 2017119046

黄夺

/2017103025
周剑虹 讲师 0601

本项目以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管理为例，以资产化管理为

精神内核，探究大遗址在运用数理模型解决其价值估值的

问题的前提下，社区公众参与遗址管理的欲望和需求，以

汉长安城遗址区的管理问题与社区民生问题为导向，研究

居民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为大遗址社区管理的可行性提

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08

洛南县古代文化遗产调查与利

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段文瑜 2017102067

谭惠文

/2018119020

,田松林

/2019104086

于春 副教授 0601

本项目以“让文物活起来”为指导思想，依托西北大学考

古学科，以自媒体“考古系大师姐”为平台，紧跟“精准

扶贫”国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潮流，以洛南县古

代文化遗产的考古调查工作为基础，采用网络通讯新技术

宣传和线下实践结合的方式进行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

研究，旨在研究实现洛南县古代文化遗产与特色产业的联

动，以优质的公共考古活动和创意文化成果带动当地产业

经济的发展，达到巩固脱贫工作阶段性成果的目的。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09

用户视角下图书馆数字资源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用机制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思雨 2018104123

石雪梅

/2018104153

,苏媛

/2018104152

程慧平 教授 1205

当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催生图书馆数字资源服务进一步

发展。在新冠疫情环境下，数字资源服务已成为图书馆服

务的侧重点。本文将通过收集和分析31个省级数字图书馆

的“数字资源、普通用户及专家用户”相关服务内容，总

结当下图书馆数字资源相关服务的侧重和不足，针对现存

问题提出建议，构建“数字资源、普通用户及专家用户”

三者动态关系模型。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数字图书馆服

务方式的创新和完善提供参考。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10

关于社会评价对政府环境治理

影响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佳瑞 2017104050

李佳梅

/2017104079
任都甜 讲师 1204

本项目是基于我国社会经济和环境治理现状，针对不同类

型环境污染的社会评价对政府环境治理的宏观治理政策、

中观社会心理融入、微观个体心理影响等不同层面的影响

因素及程度进行研究。归纳不同的评价指标，构建系统合

理的关于社会评价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的分析框架和理

论研究模型，通过社会调查获得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

方法对数据统计分析，验证理论分析框架的有效性，研究

社会评价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11

负载型铜催化剂在萘的硝基化

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明洋 2018115129

刘国诚

/2018115128

,邹昌

/2018115157

焦林郁 副教授 0813

α -硝基萘作为重要的有机合成中间体，广泛应用于大化工

领域，目前其工业合成方法存在诸如原子经济性不高、能

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等缺点。本项目从课题组的研究基础

出发，将铜盐负载在无机氧化物和分子筛等惰性载体上，

制备一系列负载型铜催化剂，对其进行结构表征，并将其

应用于萘的硝基化反应中，以期开发一种简单温和、高活

性、高稳定性且可以回收利用的多相催化体系，以萘为原

料，高选择性地制备 α -硝基萘。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12

MIL-101骨架Lewis酸性位调

控及其与葡萄糖异构反应构-

效关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应制洲 2019115153

杨洋

/2019115124

,刘锐

/2019115141

罗群兴 副教授 0813

葡萄糖异构是生物质资源利用和稀有单糖催化合成的重要

反应路径。本项目以MIL-101材料为模型催化剂，利用芳

香配体和过渡金属配位组装，构建疏水骨架限域的单点金

属Lewis酸性中心，通过配体功能取代基给/吸电子效应和

亲疏水性能从原子水平调控金属Lewis酸性和局部微环

境，协调溶剂效应与催化剂疏水性质，强化葡萄糖异构反

应性能。结合实验和理论计算，阐明取代基对金属Lewis

酸性的影响机制，建立催化剂组成－性质－催化性能之间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13
3D打印在定格动画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逸飞 2017109118

李博元

/2017109140
周焱 副教授 1205

在这次定格动画制作中，采用3D打印来制作一套完整的定

格动画场景，作为定格动画制作流程的一次创新型实验，

致力于在低时间成本、低经济成本的前提下，得到更高质

量的定格动画场景。

3D打印技术，在短时间学习后，就可以熟练掌握。定格动

画场景的制作，完全交给3D打印机，相对于传统手工制作

的定格动画场景而言，开发者可以更容易得到需要的场景

模型组件，是对整个动画制作流程减负。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14

民俗文化视角下耀州窑的造型

和纹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昕 2018109011

赵云丽

/2018109075

,白德范

/2018109151

温雅 副教授 1304

以耀州窑为研究对象，从瓷器的造型和纹饰这两个方面入

手，结合地方民俗文化，对其进行整理和再创作。具体的

是进行实地相关调研工作，主要针对相关非遗传承人的调

研，对在民俗文化背景下的耀州窑进行调研，整理。完成

相关论文的撰写及创作相关的艺术作品。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15

超冷原子体系中呼吸子的分类

与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浩源 2018112018

郭冰昂

/2018112015
杨战营 教授 703

本项目来自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主要研究超冷

原子体系中各类呼吸子的分类和激发。超冷原子体系是观

测和研究各种非线性效应以及模拟各种量子态的重要平台

之一。同时，呼吸子是一种在非线性系统中普遍研究的局

域波。本项目拟运用达布变换和分步傅里叶等方法，对带

有偶极或自旋轨道耦合效应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中呼吸

子进行分类，并在数值上激发它们，为真实超冷原子体系

中对它们的激发提供指导和帮助。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16

稀土离子掺杂氧化锌稀磁半导

体磁性起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可超 2017112057 无 宗妍

高级工

程师
0702

本项目拟采用溶剂热法和静电纺丝方法，通过改变有机添

加剂、反应物浓度、反应温度和反应时长等条件，实现无

杂质相析出的稀土离子掺杂ZnO稀磁半导体纳米材料可控制

备。明确微纳结构对其磁学性质进行调控的物理机制。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17

中国戏曲研究——元明清时期

戏曲中“梦”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佩璇 2018101175

郭豪杰

/2017101147

,吴佳瑜

/2018101083

焦欣波 副教授 1303

秦腔是中国古老的戏曲艺术，进入现代以后随着戏曲技术

的提升，艺术家们对于秦腔戏曲的创作技法做了很多有益

改进。“梦”可以反映意识。当梦以戏曲的形式呈现在公

众面前时，梦就从个体化和私密化的事情上升成了整个社

会的集体意识。秦腔现代戏中有不少与中国梦有关的曲

目，本项目结合具体的剧目探究研究秦腔现代戏中“中国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18
冷笑话古今丛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鑫 2019101104

高宇豪

/2019101111
陈然兴 副教授 0501

冷笑话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词,它具有凝练而丰富的艺术

魅力，从而成为一种广泛活跃在社交场合的新的文化现象,

随之日渐得到学者的重视。尽管冷笑话在新世纪方才进入

蓬勃发展的阶段，但上溯往古，冷笑话所具有的“幽默内

核”却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溶化”在诸多文化形

式之中，也借由各种文化形式对社会文化氛围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从这种关联来看，对古今乃至中外之“冷笑话”

进行总的研究和考证，就现出一种独特的意义来。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19

绘好古都新名片——西安地方

特色文创产品发展的回顾与展

望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舒 2019108009

路紫颖

/2019108020

,成昀泽

/2019108025

王雪梅 教授 0101

通过对西安地方特色文创产品现状进行调查和研究，总结

现阶段西安地方特色文创产品发展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

题，为西安地方特色文创产品发展提出面向未来的建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20

科学技术对当今贫困地区物质

与精神层面造成的影响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星灼 2019108023

周千钰

/2019108018
陈明宽 讲师 0101

前往贫困地区进行调研，完成两项主要考察目标：1.考察

科学技术在扶贫脱贫中的应用程度，分析存在问题，为日

后进一步以科技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提供理论支持；2.

考察现今科学技术对贫困地区人民精神生活影响的现状，

同技术对城市（受科技影响更广）“现代人”造成的问题

进行对比研究。其价值在于，现今并没有对以上两项问题

（尤其是第二项）进行详细实地考察并分析的研究，以上

两项内容且同当今时代问题密切相关。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21

北魏太安四年禁酒事发微：兼

论北魏前期汉化措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文轩 2018102104 无 彭建英 教授 0601

本项目拟充分利用成员的专业积累和学校的地域优势，深

入挖掘传世文献中两汉时期长安地位变迁的资料。以长安

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手工业与商贸、陵邑与迁民政策的

兴废、文化交流与演进、政治动乱与战争、首都地位的变

更等历史现象为分析对象，梳理两汉时期长安地位变迁的

总体脉络，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探究两汉时期

长安地位变迁的原因、过程和影响。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22

两汉时期长安地位变迁的探

究：以传世文献为中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光宸 2019102100

江季蓉

/2019102013

,孙文轩

/2018102104

刘蓉 教授 0601

本项目拟充分利用成员的专业积累和学校的地域优势，深

入挖掘传世文献中两汉时期长安地位变迁的资料。以长安

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手工业与商贸、陵邑与迁民政策的

兴废、文化交流与演进、政治动乱与战争、首都地位的变

更等历史现象为分析对象，梳理两汉时期长安地位变迁的

总体脉络，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探究两汉时期

长安地位变迁的原因、过程和影响。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23

《民法典》视阈下老年人养老

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亦梵 2018105043

夏语佳

/2018105045

,王琪琪

/2019107012

涂慧 讲师 0301

目前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严重，从1985年的“只生一个

好，政府来养老”，到199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

”，到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到2012年“推迟退

休好，自己来养老”，再到现在养老金入市都靠投资来养

老，我国社会始终关注养老问题。本项目基于《民法典》

视阈研究老年人养老法律保障问题。主要通过对居住权的

研究，针对以房养老问题，结合意定监护等相关规定，并

通过研习比较法，实现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目标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24

地摊经济科学发展的法律保障

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雨晴 2019107013

时毅

/2019107022
葛恒浩 讲师 0301

本项目将通过市场抽样调查、采访有关部门及周边市民

等，对当下热门的地摊经济的现存问题及未来趋势进行分

析，并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法律对于确保产品质量、规范

市场秩序、加强统一管理及维护城市环境卫生等方面的保

障作用，同时也将为促进地摊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全方位

的法律保障途径。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25

“地摊经济”的去中心化社会

空间语义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时知远 2016105133

陈佳媛

/2016105004

,李春杭

/2017105075

陈汉良 副教授 0502

2020年5月27日，中央文明办明确，在2020年全国文明城

市测评指标中不将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

考核内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山东烟台考察时表示，地

摊经济、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27

基于朴素贝叶斯分类模型的《

里耶秦简》中

官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可文 2018114146

张咪

/2018114007

,李思晗

/2018114079

赵继伟 副教授 0712

本项目以《里耶秦简》中官职为切入点，通过对相关人物

及官职的特征提取和数字化处理，生成excel数据库，然

后利用朴素贝叶斯模型对《里耶秦简》中相关人物及官职

进行标记，最后利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对测试样本进行

判别，以期能够较好地复原简牍中部分官职或人物的缺失

信息，并对相关碎片化简牍完成缀联问题。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28

“后疫情”中地方经济复苏政

策效率的动态

评估—基于环境大数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佳伟 2018114134

谷一璠

/2018114089

,李佳奇

/2018118119

张海 教授 0712

本项目关注于疫情后经济复苏政策、经济水平指标与环境

数据之间的关系。通过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建立环境数据

与经济指标关系的库兹涅兹模型。通过微分方程反映经济

政策的预期目标的完成度。最终建立基于环境大数据的地

方经济复苏政策的效率评估系统。本项目的实施对于“后

疫情”时期，地方经济复苏政策的可行性评估具有重要的

意义。基于机器学习的环境数据与经济指标关系的分析有

较高准确度，可为经济布局调整等问题提供支撑。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29

基于太阳能辅助供热的变电站

污水真空降膜蒸发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纪星 2017116089

张柏桓

/2017116104

,何邦鸿

/2018116099

张强 讲师 0825

根据变电站的实际需求，研制一套中试实验系统，研究各

项运行参数，并结合陕西气候特征进行优化，实现太阳能

辅助供热多能耦合多效降膜真空蒸发系统的高效、稳定的

自动化运行，以实现变电站污水的自动化“零排放”。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30

气候变暖对秦岭巴山冷杉种群

动态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乔尹 2018116145

周沛晔

/2018116141

,黄吉安

/2018116100

刘波 副教授 0705

气候变暖已经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产生了

一系列深刻影响。秦岭是我国中东部最高山脉，具有重要

的地理意义。研究发现，秦岭气候出现暖干趋势，那么这

种变化是否对秦岭树木生长产生影响。本项目拟以秦岭常

见树种巴山冷杉为例，在其分布区布设样2个20m*20m样

方，分析巴山冷杉树木生长、更新与死亡情况，探讨其影

响因素。该项目旨在为秦岭植物保护提供依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31

整顿饭圈文化路径研究——以

粉丝“氪金”现象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茜 2018108047

蒋思韵／

2018108039,

杨睿智／

2018108040

张禾 讲师 0503

“粉丝经济”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粉丝出现了“氪金”

消费行为——即花大量金额为偶像集资、提升偶像相关产

品的销量数据……粉圈内部KOL通过各种手段鼓动粉丝 “

氪金”，在这样的鼓动下甚至出现商家收款改动销量却不

发货、粉丝贷款追星等结果。“氪金”追星带来了市场乱

象、消费主义盛行、超前消费等等一系列负面影响。本项

课题将从粉丝内部心理进行探究，分析粉丝“氪金”行为

的内因，为粉圈树立正确消费观、理智消费提出可行性建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32

文化价值回归视野下国内原创

综艺节目类型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嘉睿 2018106137

王宗伟

/2018106111
赵爽英 副教授 0503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文化自信重要性。视频综艺节目作为最受欢迎的文化

传播发展方式承担责文化价值回归重要作用。本项目着力

于研究本土视频综艺节目在文化价值回归背景下类型创新

发展，以类型理论为框架，主要研究“舞蹈风暴”为例结

合传播效果分析视频综艺节目发展程式、大众审美接受程

度和市场反馈，分析视频综艺节目泛娱乐化和模仿热的内

外因素。探索节目类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途径。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33

一步共沉积制备抗污-杀菌聚

合物涂层：多重相互作用的协

同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茉涵 2017111056
王昱芃

/2017111101
史素青 教授 0703

以多巴胺作为涂层形成的驱动力，通过多巴胺与基材，多

巴胺与羧甲基壳聚糖或聚合物PMA73之间的共价-非共价协

同作用将具有抗污性能的磷酰胆碱基团和具有杀菌，促进

细胞增殖的羧甲基壳聚糖引入聚丙烯表面，最终得到仿生

抗污-杀菌-促进细胞增殖的涂层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34

四唑类含能燃烧催化剂的制备

及构效关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正一 2017111117

李帅杰

/2017111133
杨奇 教授 0703

本项目拟从增加四唑类配合物的环内氧（修饰四唑基团）

和配位氧（增加第二配体）入手，探索燃烧催化剂既达到

高能钝感的要求、又能提高氧平衡值的设计路线；对合成

的四唑类含能配合物进行结构表征，计算氧平衡值；使用

微量热法和量化计算求得其标准生成焓；测定配合物的感

度，以热分析手段和热分析动力学计算研究其对推进剂主

要组份的催化燃烧效果。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35
基于无线感知的噪声消除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洋帆 2018117070

徐飞翔

/2018118103

,关佳仪

/2018117049

陈晓江 教授 0807

项目研究一种新型静音技术—利用自制物联网设备有效结

合无线通信和声传播来达到降噪目的。这种降噪技术有方

便舒适、实时定向、范围广泛、稳定等特点。有效改善了

市面上主动降噪耳机存在的问题。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36

聚偏氟乙烯-钇、锰掺杂钛酸

锶钡柔性复合膜的制备及电性

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惠垚 2018117003

余侯韵沛

/2018117001

,勾昕玥

/2018117004

赵丽丽 教授 0807

本项目以水热法制备(Ba,Sr）TiO3小尺寸纳米粉体，用钇

掺杂的BST作为核、锰掺杂的BST作为壳，外边包覆一层

ZrO2制备Y-BST@Mn-BST@ZrO2粉体；并探究多巴胺包覆对

复合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制备Y-BST@Mn-BST@ZrO2@PDA

粉体，采用溶液共混法分别将这两种粉体与PVDF复合，对

复合膜的电性能进行测试，对比分析。同时，探究核壳结

构形式、厚度比等因素对复合材料电性能的影响。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37

microRNA与转录因子MYB14对

中国野生毛葡萄抗逆过程的调

控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祝凡丁 2018113003
李竹

/2018113001
段栋 副教授 0710

我国鲜食葡萄的产量世界排名第二，但是各种葡萄灾害的

发生面积已达到总种植面积的80%，给葡萄种植业带来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增强栽培葡萄品种的抗病性-“抗性

育种”成为葡萄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元素。本研究

通过将芪合成酶相关转录因子MYB14与microRNA进行关联

分析，进行miRNA及其靶基因的识别、鉴定及作用方式研

究，从而全面系统的认识芪类化合物在葡萄基础免疫中的

代谢方式，为葡萄的抗性育种提供更多更好的种质材料。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38
新型生物传感器报告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珊 2017113041

张馨月

/2017113044

,张姝雅

/2017113033

魏岱旭 教授 0710

在合成生物学里生物传感器的使用非常普遍，然而成品走

出实验室脱离高精尖仪器较难。我们的项目灵感正基于此

。使用者通过简单的载体构建将标准化色素蛋白基因导入

传感器通路，基于目标产物与色素蛋白浓度的正比关系，

比对我们的比色卡对应颜色，随时获取数据以实现实时监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39X
福达智能医疗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谢晓婷 2018103069

华书棋

/2018103079

,罗婧

/2018103070

杨晓 副教授 0826

福达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能医疗机器人

的技术服务提供商，将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

代科技技术与医疗诊治手段相结合，以医疗大数据、医学

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等为核心技术，致力于打造健康

信息管理、医疗和技术的领先复合型平台!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40
云庄园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晓荣 2019103081

王雨仙

/2019103380

,江玥

/2019118004

高鹏 副教授 1203

2020年的两会再度提及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亟待解决的

时代问题，互联网科技、大数据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对绿

色健康生活的更高要求，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契机。借助

互联网科技，通过“云庄园”APP构建消费者与农民一对一

联系的桥梁，形成“消费者承包，农民代为管理，平台监

督”的模式。“云庄园”既能给农民脱贫提供机会及平

台，促进农民融入互联网时代；又能满足消费者对“自家

庄园”的拥有感和对新健康理念生活的追求，拉近城乡距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41

《唐中晚期至宋中期耀州窑瓷

片标本展陈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费奕晴 2017119008

赵雨桐

/2017119027

,王大霖

/2017119066

张译丹 讲师 0601

本项目主要以耀州窑唐中晚时期到宋中期的瓷片标本为展

陈对象，以器形、釉色品种和刻画纹样等为划分标准进行

展陈设计，主要面向专业人群，展现文物的时代类型和发

展规律，为瓷器类文物的展陈提供可借鉴的设计模板。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42
遗产保护视角下的大华·1935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博新 2017119047

袁野

/2017119044

,关梓欣

/2017106036

张博 讲师 0601

本项目旨在在校创研究主题的基础上，将其扩展为对工业

遗产与城市形象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项目选取诸如重庆

、北京两处工业遗存较丰富的城市与西安进行对比研究，

拟探索在“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城市形象定位中，西安的

近代工业遗存应该充当什么角色；以及在“历史文化名城

”语境下，西安的工业遗存又将拥有怎样的“话语权”。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43

老龄化背景下中国临终关怀体

系建构的若干思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亚倩 2018104005

汪方焱

/2018104081

,周磊

/2018104116

邓武红 讲师 1204

中国老年化现状日趋严重，伴随着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以

及家庭核心化、空巢化、失能化的新格局，临终关怀服务

需求也呈现增长的态势。因此，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临终

关怀体系十分迫切。尽管目前我国临终关怀体系建设已起

步并取得一定进展，但在观念、立法、文化、医疗体制等

方面还没有适应临终关怀体系建设的现实需要，仍有许多

问题和不足。本项目通过借鉴国外临终关怀相关实践，结

合中国国情，进一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临终关怀体系。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44

互联网+社会服务的效率问题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柏慧 2019104187

李萍

/2019104183

,胡畔

/2019104176

周文光 讲师 1204

在日常生活中，线下服务经常产生一些问题，分类不清、

权责不明等等。在互联网+成为热门词汇后，众多线上服务

平台层出不穷，支付宝的社区服务、生活服务，微信的生

活公众号等等。我们小组会试图通过本项目深入调研，找

出仍存在的缺陷，提出一些切实的可实施的建议，使得居

民生活通过互联网+服务平台变得更加便利。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45

CO2电催化还原制高附加值化

学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程凯 2018115131

张黎

/2018115035
代成义 副教授 0813

目前，电化学法还原CO2反应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法拉第效

率低、过电位太高、选择性低、活性差。该项目针对现有

电催化还原CO2催化剂的选择性低和活性差等问题，分别从

电化学反应体系、催化剂组成调控及电化学还原工艺等方

面展开研究，希望得到高活性、高选择性、低成本等特点

的催化剂，催化还原制备乙烯等高附加值化学品。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46

生物质油和直馏蜡油共炼过程

的多周期供应链模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一非 2018115048

黄海祎

/2018115016

,刘晨鸣

/2018115002

吴乐 副教授 0813

将生物质油和蜡油在催化裂化装置中共炼是提高生物质燃

料品质的有效途径之一。考虑到生物质分布广泛和原油供

给的波动，提出协调生物质和原油供给及产品需求的供应

链优化模型，获得满足供需关系的共炼过程最优加工次序

和供应链调度方案。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47

基于环保理念的独立性定格动

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宏嘉 2018109130

陈铭贤

/2018109131
周焱 副教授 1305

用定格动画的方式，来宣传环保的重要性。通过定格动画

这一独特载体来体现当代大学生心目中的新型环保理念，

用一种较为年轻的方式来宣传环保。完成这一基于环保理

念的独立性定格动画。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48

大唐西市数字化视觉形象的提

升与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思璐 2018109045

李怡

/2018109023

,王成琳

/2018109013

朱琛 讲师 1305

该项目针对大唐西市作为对物质和精神有着双重要求著名

文化与商业结合的旅游街区，将大唐西市的数字化设计分

为三大板块（娱乐型，文化型，休闲型），同时，作为丝

绸之路的起点，大唐西市必然同盛唐文化、丝路风情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我们在三大板块的设计中将重点

围绕这一点进行创新与提升。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49
负质量在两体问题中的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海洋 2018112011

王卉

/2018112004
赵立臣 教授 0702

负质量的存在能够很好地解释宇宙膨胀现象和验证哈勃定

律。但是负质量物体在物理定律运用和其运动情况仍存在

一定认知不足的情况。两体运动是较常见的天体运动，历

史上关于两个正质量物体之间运动的研究已经很成熟了，

但是负质量相关的还比较少。本项目在前一阶段对正、负

质量间两体轨道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比较，并得出了一些

结论，现在本项目将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画出其相轨道，

更加系统深入的讨论正、负质量间两体问题的性质。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50

Super-regular呼吸子特性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仕毅 2018112141

卢方正一

/2018112136
刘冲 副教授 0702

调制不稳定性是非线性物理的基本属性之一。 传统的研究

方式大多局限于数值模拟和线性稳定性分析，而精确描述

调制不稳定性的非线性理论一直是该领域的难题之一。

Super-regular呼吸子是新近提出的描述局域调制不稳定

性的精确模型。在一般非线性物理模型中研究该呼吸子的

物理特性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项目将利用解析

方法系统研究super-regular呼吸子特性，相关结果将为

调制不稳定性动力学理论的建立以及实验的实现提供依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51
沂蒙山区红色产业创新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吴迪 2019101102

薛瀚雲

/2019101105

,陈博

/2019101097

雷勇 讲师 0501

沂蒙山区是我国重要的红色旅游胜地，并且因其有着得天

独厚的地理条件，其农产品产量高，质量好。可由于深处

山东半岛内部，再加上山区的地形，该地与外界交通不

便，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附近的城市。同时疫情的冲

击使得山区的农产品销售情况雪上加霜，农民的农作物无

法找到一个合适的销售渠道进行销售，仅靠农村市面上流

通的粮食无法实现农民增产增富的愿望，贫困户众多，急

需找到销售渠道摆脱贫困。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52

探寻中国古代文学在现代歌词

中的延续与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璇 2019101039

高席雅

/2019101020

,杨莫晨

/2019101003

邵颖涛 副教授 0501

现代歌词中运用到了许多中国古代文学的遣词造句特点，

如意象的选用、典故的引用、修辞的使用、诗词入词等，

体现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延续性和传承性。我们将从以上

四个方面入手，从互联网、图书馆收集并整合资料得出论

文成果，制作调查问卷对不同年龄段及不同问题的结果进

行针对性研究，再根据研究调查结果在线上线下组织运用

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创作歌词的征集活动，希望将所学融入

实践，激发大众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相关知识的兴趣。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53

从古罗马公共卫生系统看现代

卫生事业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思茏 2018102065

吴鸿

/2018102033

,汪芊

/2018102012

马锋 讲师 0601

通过对古代罗马发达的公共卫生设施，以公共浴场和公共

厕所为例，探究现代城市与乡村卫生设施建设的方向，在

卫生建设与厕所革命中汲取古典智慧和经验。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54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茶文化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怡萱 2018102054 无 卢玲玲 讲师 0601

维多利亚时代的茶文化一直享誉世界，该项目不仅有助于

大众了解这一时期的英国茶文化，同时旨在透过英国茶文

化这一典型的地域性文化特征来洞悉当时的英国社会现

状，这也不失为一种较为新颖且极具潜力的研究视角。另

外，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茶业的产业升级旨在复

兴茶叶故乡——中国，及中国茶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所

以对于维多利亚时代茶文化英国茶文化研究的长远深入展

开，势必也会发扬和展现中国茶文化的魅力。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55

“爱伴成长 携手童行”关爱

留守儿童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何泽艳 2019107075

李瑾

/2019107011

,肖彤

/2019107069

张曼 副教授 0301

在我国的快速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迁移流动日益频

繁，新生代农民工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导致留守儿童问题

日益严重，他们往往由于缺少父母的陪伴和关爱，生活，

学习，心理等方面出现了很大问题，本项目旨在引导他们

形成正确的三观，呼吁社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56

中美电影《功夫》和《杀死比

尔2》中武术元素对比及其文

化探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维文 2018105064
徐梓娟

/2018105101
张敏 副教授 0502

武术是中华传统的武学艺术，与集大成的武侠文化相辅相

成。周星驰的《功夫》和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2》

作为中西方二十一世纪初期动作片的佼佼者，涵盖的武术

元素极具研究意义。本课题试图通过二者的比较分析，探

索中美电影对武术元素的不同运用及阐释手法，并讨论其

背后的文化渊源，加深对中美电影中武术元素差异认识的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57

关于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能力

的调查与分析（以陕西高校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嘉睿 2018105095

梁晓敏

/2018101024

,刘静伊

/2018101025

杨柳 副教授 0502

对于中国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英语口语能力进行调查分

析，有助于了解我国部分英语学习者的现状，并进一步提

出相关可行性改进意见，本次项目将以陕西高校为例，分

析中国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的口语能力。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58

关于创建“大学生学习社区”

小程序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誉文 2019114128

姜世贵

/2019114110

,杨博星

/2019114045

张敏 讲师 0807

由于线上缺少专门供大学生学习交流的平台，很多学习问

题得不到及时反馈与解决。本项目计划开发一个小程序，

为大学生提供一个学习上互帮互助的平台。大家可以提出

各专业的问题，我们将问题展出，以便及时得到有效的解

答。让大家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可以通过小程序，及时

得到解决，更好的完成接下来的学习。我们将邀请学霸分

享学习经验和笔记，促进共同进步。我们还会推出小贴

士，帮助发送一些通知及展示学校一些政策和活动通知。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59X
大学生知识交流与心理纾解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继娜 2019114023

强嘉仪

/2019114009

,王申

/2019103314

苏永利 副教授 1208

针对在校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所面临的知识难题及所产

生的心理压力问题，我们想以开发一款app“遇见”分板块

合理有效的解决问题为主，使大学生学习生活更加阳光和

便捷。该项目主要以“学习交流圈”、“知识分享台”、

“树洞心理角”三大方面来解决大学生所面临的上述困

境，即对应APP的三个功能页面和个人信息隐藏式页面。由

于我们针对用户是在校大学生，所以弥补了其他平台信息

来源可信度不高等问题，并且从网络交流到现实更加容易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60

连锁便利店空间布局及客户耦

合协调研究——以西安市曲江

新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若凡 2018116041
李文燕

/2018116036
崔鹏 讲师 0828

本项目将通过对曲江新区连锁便利店的空间布局与客户的

耦合协调研究，发现、验证并总结该地区连锁便利店空间

布局形式的特点和现状问题，结合客户感受，在运用POI数

据、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上，重点分析该地区连锁便利店的

区位及服务与消费群体之间的协调关系，从而对曲江新区

连锁便利店的空间布局优化提出合理建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61

基于农户调查的乡村乡土化与

本土化建设发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家璇 2018116038

魏卓雅

/2018116032
董欣 讲师 0828

本研究以农户调查为基础，以村民为主体，结合地理学、

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对多种类型乡村进行社会调

查，分析得出村民在乡村乡土化本土化建设的选择过程及

选择内在机制；总结出普适性的乡土化与本土化的核心要

素标准；结合村民选择机制与乡村典型案例，归纳乡村乡

土化与本土化建设发展机制；在建筑形态和规划层面对乡

村发展进行引导，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为乡村发展

乡土化与本土化建设提供借鉴。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62

基于3D与VR虚拟现实技术的交

互式文创设计与销售模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雅铭 2019106133

程天乐

/2018106157
张媛 讲师 0503

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

得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社会逐渐适应。同时在人民生活水平

日益提高的现在，文创产品设计模式固定化的也使得人民

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因此本项目旨在顺应文创产品的发展趋势，并与VR等互联

网技术结合，创造出集个性化设计与制作为一身的文创产

品设计与销售模式。利用线上的便捷性与线下的先进设备

相结合，促进文创产业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普及和传承。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63

基于疫情期间粉丝慈善行为对

于粉丝文化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源甜 2018106026 无 张禾 讲师 0503

近年来由于我国偶像产业迅速发展以及互联网新媒体平台

的崛起使得粉丝文化逐渐进入进入大众视野，引起了较大

的关注。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64

功能核酸对重金属离子检测方

法的研究改进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洁 2018111005 无 段忆翔 教授 0703

近年来，重金属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的危害已引起人们

的广泛关注，但现有检测方法费时、昂贵、且依赖熟练的

检测操作；因此建立操作简便、特异性强的重金属检测方

法具有重要意义。功能核酸是一类有特定生物功能的核酸

分子，将其用于重金属离子的检测具有快速便捷、特异性

好、灵敏度高等特点，本项目对现有检测方法进行创新性

改进，采用AuNPs聚集性显色，避免使用价格昂贵、操作

复杂的荧光标记，有望提高检测方法的简便性和实用性。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65

高性能石墨相氮化碳的制备及

其光催化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海星 2017111038 无 马佳妮 教授 0703

石墨相氮化碳（g-C3N4）作为具有可见光响应性能的聚合

物半导体材料，通过制备方法和表界面修饰等方面的突

破，有望高效解决可见光吸收和载流子分离的问题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66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虚拟旅游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耿嘉杉 2019117189

王绘侥

/2019117137

,田也

/2019117133

曹欣 讲师 0809

随着旅游业及旅游网站的迅速发展，网上旅游信息愈加丰

富，但主要体现在商务信息方面，景区真实可视化信息缺

乏，少量的静态图片难以让消费者对景区有真切的认识与

感受。因此，一个具有交互性和真实感的虚拟旅游系统在

旅游业中有需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将现实中的旅游场

景制作成电子文件，辅以人机交互设备，使得用户能够从

一个具有沉浸、交互、构想特征的虚拟景区中深化对真实

景区的认识与了解。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67

基于深度学习优化的实时智能

停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强宇 2019118054

张伊凡

/2019103222

,宋嘉业

/2019118100

郭凌 讲师 0809

近年来车位供不应求的问题日益突出，而现有的车位推荐

系统不能很好地满足用户需求，还存在车位利用率低、停

车难等问题。为此，我们将开发一个拥有“智慧”的实时

停车平台。它融车位查询，车位预约，车位出租，车位导

向功能为一体。实施后，平台能破解停车难题，提高社会

资源的利用率。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68

基于Wnt信号探讨冬眠达乌尔

黄鼠与废用大鼠的差异性骨重

建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思淇 2017113088 无 常惠 副教授 0710

机械去负荷会导致大多数动物的骨质流失，但冬眠动物拥

有不同的骨重建机制使其在冬眠期内在一定程度上保持骨

质。本研究的目的即比较非冬眠动物与冬眠动物在人工废

用和自然废用条件下股骨和胫骨的微观结构、机械性能和

骨重建标志蛋白的表达变化，以及Wnt/β -catenin信号通

路关键蛋白的表达变化，探讨Wnt/β -catenin信号通路在

冬眠达乌尔黄鼠与后肢去负荷大鼠骨重建过程中的差异性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69

O-连接完整糖肽分析新方法建

立及在唾液糖肽谱研究中的应

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卓良 2018113131
罗号东

/2018113072
孙士生 教授 0710

本研究拟在实验室建立的NGAG方法基础上建立大规模鉴定

O-连接完整糖肽及其糖链结构的新方法，并应用于人唾液

蛋白中O-连接完整糖肽分析，以期构建人类唾液蛋白完整

O-糖肽数据库，为后续唾液糖蛋白的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70
农业因地制宜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钟苗苗 2019103204

江柯蓉

/2019103196

,曹莹

/2019103224

岳利萍 教授 0201

电子商务引发全国社会商业生态变革时，农村地区电商发

展滞后，电商发展呈现城乡不平衡状态，如果这一情况不

得到改善，无疑会拖城乡协调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的

后腿。我们团队将下乡考察，研究制约乡村农业电商发展

的因素，借鉴农业电商发展走在前列的乡村的经验，结合

理论与实际，提出农业电商发展的策略，助力脱贫攻坚成

果的巩固，助力乡村振兴。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71X
快递下乡＋电商助农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齐盼悦 2019103074

周杏妍

/2019103095

,何晶怡/ 

2019103175

张洁 副教授 0204

通过“快递下乡＋电商助农”这一项目，以两种模式对现

有农村快递网进行完善，在没有快递点的乡村推行“小卖

部＋快递智能柜＋网络平台”或“村委会＋快递公司”合

作的模式，既满足农村居民日常取快递的需求，解决路程

远取快递难的问题，也在农产品丰收时可以集中将农产品

寄出，促进农产品的网上销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72

高校食堂外卖平台运营模式优

化研究——基于SWOT方法的分

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怡哲 2017104181

王梓昕

/2017104187

,席祎瀛

/2017104180

张琳 副教授 1201

随着外卖平台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高校

的食堂外卖平台也应运而生。本项目基于SWOT模型对高校

食堂外卖进行系统研究，剖析平台自身问题，并利用调研

数据，借鉴市场上现存外卖商家的运营模式，进一步对其

进行优化创新研究，以期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从而促进

高校食堂外卖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73X
璞檀——纸质回收再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岳惠子 2019104045

左晓凡

/2019104037

,张璐

/2019104061

唐丽娜 副教授 1204

    基于废纸进口政策的变化和当前国家倡导绿色发展理

念，此项目将纸类再回收进行产品设计，以期达到绿色发

展。具体创新点：1.通过离子加香技术赋予回收的废纸中

草药气味，带给人们一份身心健康和一份好心情。2.通过

短视频拍摄设计产品过程或元素来源地的方式达到带动产

品销售的目的。3.产品设计元素多为传统文化。项目符合

环境发展政策，主要消费群体为青少年，前景较大，市场

价格较为稳定，时间成本相对较大。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74

基于金属—多酚配位网络的超

薄脱盐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乐晨 2019115032

程旭东

/2019115181

,叶嘉豪

/2019115044

时孟琪 副教授 0813

开发兼具高通量和高截留率的脱盐膜，对实现水资源高效

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拟基于金属—多酚配位网络研

制具有超薄且致密分离层的脱盐膜，通过对分离层厚度和

致密度的调控，优化脱盐膜分离性能。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75

高硫条件下气化炉喷嘴腐蚀特

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秦 2018115056

杨思凡

/2018115079
滕海鹏 副教授 0804

煤气化过程中硫元素会引起气化炉喷嘴腐蚀，对设备安全

性和经济性具有较大影响。镍基合金是喷嘴所采用的主要

材料，但是，在温度高于1200℃反应条件下，硫元素含量

较高，对喷嘴材料内部晶体结构变化和腐蚀特征研究较少

。项目以高硫气氛条件下喷嘴高温腐蚀为目标，针对煤中

硫元素，在高温马弗炉（1600℃）中进行实验研究。结合

金相分析等检测方法和工程实际应用，对喷嘴材料选取、

反应条件控制和喷嘴腐蚀程度预测等进行创新性分析。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77
《听音寻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桓瑞 2017109111

吴荷慧

/2017109048
罗希 讲师 1305

以何家营古乐文化（西安何家营鼓乐社）为主题，设计线

上古乐推广类App——《听音寻路》，收集录制何家营古乐

的表演音乐，以及其他古乐试听交流，为喜欢古乐的爱好

者提供App平台支持。APP将设立多个运营推广模块，设计

何家营IP漫画形象，采取线下何家营古乐为主的衍生品售

卖；设立试听和打赏，将给予上传者和试听者提供对等平

台交流，使平台和用户双向盈利；设立线上优质古乐推送

和订阅，线下古乐类表演订票服务。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78
量子湍流引起的持续环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熙宇 2017112074 无 杨涛 教授 0702

尽管目前对量子湍流体系的衰变过程的研究已相对广泛，

但是量子湍流体系诸如边界条件，维度数等的物理，拓扑

性质加强了其固有的难以预测性，从而使得该体系有可能

具有还未被充分认识的奇异物理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

所以对于二维环形量子湍流体系在湍流耗散中伴随的几何

条件改变动力学过程中有可能伴随的诸如能量逆级联流动

等奇异物理现象的研究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此项研究

会促进对于超流态以及量子隧穿领域的认识。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79

多能级相关系统中非线性特性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梅书迪 2018115045

张欣怡

/2018112102
杜英杰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基于Tripod型四能级系统研究双EIT的相互作用在

非线性上的体现。Tripod型四能级介质有两个EIT系统，

虽然人们就双EIT系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应用，但是就两

EIT的相互作用尤其是非线性部分的相互作用很少研究，本

项目的特色在于着重研究双EIT在非线性部分的相互作用，

创新之处体现于通过新的理论途径获得介质的三阶和五阶

非线性响应表达。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80

红色精神与文学创作的融合创

新——讲好新时代延安精神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黄欣瑞 2019101041

闫雨青

/2019101029

,舒仲玉

/2019101103

雷勇 讲师 0501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广大人

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大学生审美文化需求的不断进步，让我

们思考如何在新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承红色精神。我

们将依托革命圣地延安的红色文化资源,通过对红色文化宣

传和实现途径更深层次的了解和调研,整合素材了解新时代

红色文化宣传的不足,以此做出实际计划从我们青年的角度

进行创作和再创作,让传统的红色故事及其精神更具魅力，

更好地契合新时代下人们的文化需求。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81X
线上助农农产品销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白宇昕 2019101087

吴桐阳

/2018101077

,修方瑾

/2019101128

陈然兴 副教授 0204

受疫情影响，导致部分应季农产品销售受阻，另外农民对

于网络的运用仍比较落后。本项目就是利用网络包括淘宝

网店、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帮助农产品宣传、销售。消费者

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进行对商品的挑选，减少中间环节，

以确保买家满意。同时促进农产品的销售。还可以一定程

度上避免人与人的直接交流，有利于疫情防控。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82

浅析查士丁尼时代东罗马帝国

的中兴中辍——以疾病史和心

态史为研究类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汇沣 2017102085
周千荀

/2018102048
马锋 讲师 0601

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期间雄心勃勃，对内制订法典，

进行改革，对外东征西讨，最大限度地复原了罗马帝国疆

土，但在最终拯救罗马帝国于危难之前，爆发于公元542年

的大瘟疫沉重地打击了帝国，帝国境内灾害、兵燹频仍，

严重影响了帝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以及军事战略，帝

国发生早衰。查士丁尼最后为何功亏一篑一直是史家争鸣

的话题，本项目就试图以查士丁尼时代的瘟疫为切口，从

疾病史视角对查士丁尼时代东罗马帝国的早衰进行剖析。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83

西安地区服刑人员子女现状的

社会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殷慧文 2018102093

李心田

/2019102051

,葛云硕

/2019102092

赵景龙 讲师 0303

当今社会，我国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服刑人员

子女，他们的成长与教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项目拟以

西安市太阳村为入手点，探寻解决服刑人员子女问题的新

方案，推动建立健全关爱服刑人员子女的相关机制。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84

基于SVM理论的文献筛选研究

——

以Banach空间理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芙芸 2018115011

王嘉美

/2018115111

,马郡繁

/2018115106

李威 讲师 0701

本项目通过阅读少量文献，标注文献与Banach空间理论“

有关”或“无关”，基于SVM（用于二分类问题的机器学习

方法）理论原理，通过构建模型，实现对相关文献是否与

Banach空间理论“有关”性预测。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85

公寓洗衣预约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兰琳萍 2019114019

张凌云

/2019114008

,刘欣怡

/2019114088

郭晓艳 副教授 1204

根据同学们的反馈并结合自身体验，我们发现在公寓洗衣

机的使用方面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同学们洗衣排队意识

薄弱，存在插队现象；洗衣机利用率不高，高峰期人满为

患，其余时间又有较多洗衣机闲置。为了节约同学们洗衣

时间，提高洗衣机的使用率，规范同学们对洗衣机的使

用，我们欲通过建立微信公众号预约系统，合理安排洗衣

机的使用，以此改善同学们公寓洗衣体验。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86

城市小区绿色空间时空演变及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以西北

大学长安校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海臣 2018116149

郝志伟

/2018116153

,马锐

/2018116158

刘康 教授 0902

本项目以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为例，通过多时段遥感影像和

实地调查，分析明确校园绿色空间时空变化特征；采用典

型样地调查校园主要绿地组成结构、统计树木的属性及相

关生长参数，建立校园绿化树木的数据库；应用City 

green专业分析软件评价校园绿色空间及行道树对生态系

统服务的功能与价值,以及不同类型绿地和树种的作用大

小；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校园绿色空

间的认知、支付意愿和偏好。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87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空间创新

型体系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韩京辛 2017116035

刘泽翰

/2018116047

,沈怡欣

/2018116042

惠怡安 讲师 0828

本研究将探讨如何构建和完善振兴极-振兴场-振兴网的城

乡融合空间架构，从而对乡村组织、人口聚集、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和生态治理等进行深化改革和优化配置，实现

乡村振兴，形成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88

新疆文旅在新媒体平台途径下

的发展——以乌伦古湖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斯琴托娅 2017106132

顾雪馨

/2017106140

,刘婉蓉

/2018106132

张媛 讲师 0503

新媒体是宣传新疆文旅的一个重要的平台。乌伦古湖是新

疆文旅发展的一个缩影。因此，从新媒体的概念和特点切

入，分析了新疆文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基于新

媒体平台如何发展乌伦古湖景区的相关策略。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89

西安城市独立书店生存现状与

发展空间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润涵 2019106005

赵婧怡

/2019106033

,段心茹

/2019106022

赵爽英 副教授 0503

2017年，西安市政府提出打造“书香之城”的城市发展目

标，西安的城市实体书店得到快速发展，其中尤以城市独

立书店为特色。本项目以此为背景，对西安城市独立书店

的发展现状展开调查，同时对其未来发展空间展开探析性

研究。本项目将采用实地调研和深度访问的方法，通过对

本地城市独立书店的考察，以及对书店经营者和消费者的

访问，结合西安城市定位及发展特色，归纳、提炼西安城

市独立书店的生存现状与发展空间。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90

自主免疫性疾病抗原多肽晶体

结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子月 2018111072

蒙辉

/2017111024
陈希 教授 0703

Celiac疾病是研究自主免疫疾病一个典型模型。这种疾病

是一种终生对小麦、大麦和黑麦中的面筋不耐受的疾病，

由基因决定，疾病患者中95%的人的HLA基因为DQ2或DQ8。

该疾病的一个主要抗原是从面筋提取的多肽33肽片段，可

引起空肠粘膜被T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损伤。33肽对多种酶

有抵抗能力，包含6个三个不同HLA-DQ2限制性T细胞表位

的重叠拷贝。我们的研究目标就是结晶该多肽，解析其三

维结构，揭示其作为Celiac疾病主要抗原多肽的结构生物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91

基于非经典超卤化物的新型超

酸的量子化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淼禹 2018111105 无 尹兵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对基于非经典超卤化物的复合型超酸进行量子化学

研究，揭示影响体系酸性的各种因素，为新型超酸的合成

提供指导。同时本项目还将探索这类新型超酸在催化小分

子氢化反应方面的性能与表现，通过对反应机理的研究，

为这类超酸型催化剂的理性设计提供有益的指导。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92
DoubleRouter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绍飞 2019117197

丁仁瀚

/2019117206

,池滔

/2019117370

牛进平 副教授 0807

针对中国大多数家庭无力承担双宽带，但单宽带网络质量

不够稳定的问题，提出一种支持无线通信的家用双路路由

器。该路由器内置蜂窝通信模块，可以实现无线通信，与

有线通信实现双路通信，保证网络质量。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93

基于提取显著性区域的网络标

签的深度学习图像检索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少骅 2018117079

李江南

/2018117031

,孔令雯

/2018117254

艾娜
高级工

程师
0807

针对目前传统图像检索技术的缺点，提出了一种基于已有

网络标签提取显著性区域进行深度训练的图像检索方法。

该图像检索方法通过网络标签以及提取显著性区域来实现

深度学习网络模型的训练，从而进行图像的检索，具有网

络训练过程简单、人工工作量小、图像检索精确度高的特

点。具体包括：网络标签的粗过滤、标签显著性区域提取

、深度网络模型训练以及实验结果的测试四个主要工作。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94

利用CRISPR/Cas9技术构建

LRP4基因突变斑马鱼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白凌瑞 2018113067

孙明轩

/2018113046

,郭旻皓

/2018113146

田静 教授 0830

通过对患有CLS并指(趾)症家系进行一代测序，我们在

LRP4上发现了新的致病位点。LRP4是一种多功能蛋白，与

人体骨骼和肾脏的发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利用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构建斑马鱼lrp4突变体，为进

一步阐释LRP4在骨骼发育中的作用奠定基础。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95

基于转录组全基因组三代测序

对巴山松物种分化及谱系形成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潜洋 2017113061

张乃予

/2017113019

,高莹

/2017113032

刘占林 教授 0710

为了全面地揭示地球上现存物种多样性的形成机制，同时

为探讨秦巴山区特有现象与地理分界线的形成原因提供思

路，本项目利用转录组三代测序等技术组装三种松树核基

因组scaffolds、叶绿体及线粒体转录组序列，分析遗传

变异规律及进化规律，检测区分物种与地理遗传结构的遗

传标记，从而判定巴山松起源方式、揭示其历史动态，为

巴山松的科学保护奠定理论基础。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96X
“学而有途”信息服务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陈璇 2017103349

刘红娟

/2017103164

,张颖慧

/2017103171

潘颖 副教授 0201

本项目旨在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建立一个有利于校内学生

获取有关毕业去向、学术竞赛、相关证书、学术研究等学

习信息的服务平台。通过本平台将信息需求者与校内各大

现有资源连接起来，利用互联网创造信息通道，同时针对

每个学生信息需求的不同，“定制化”式、精细化、专业

化的为学生们提供全面一站式的层次式信息服务。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97

付费式“共享笔记”的平台设

计与前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樽月 2018103222

张欢

/2018103230

,何雨欣

/2018103236

石阳 副教授 0203

该项目从大学生笔记获取难的问题出发，设想构建一个共

享笔记平台。首先分析了共享经济的发展历程，以及笔记

共享平台目前的发展情况，更好了解现有模式的不足之处

。进一步依靠周边群体，以市场调查问卷等形式对大学生

笔记共享的需求意愿和市场发展潜力进行了分析，在吸收

原有经验之上，提出了我们的笔记共享平台设计，并运用

SWOT分析等方式对其优劣势以及可能面对的挑战和机遇做

出了预测，最终为促进其发展提出了合理化对策和建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98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快递进

村”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泽 2018104091

苏浩宇

/2018104167

,李泓阳

/2018104202

王铮 讲师 1204

目前我国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公共服务建设与城市相比

还存在一定差距，尽快普及快递服务等便民服务，是乡村

振兴的课题之一。2020年4月，国家邮政局印发了《快递

进村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该文件将会推动

“快递进村”的进程，我们认为“快递进村”属于物流业

产业升级的一部分，本项目试图从乡村产业振兴的视角，

分析这种产业升级带来的影响及其传导、与乡村振兴的关

系，并针对“快递进村”将面对的潜在问题提出自己的建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399

移动社交微媒体用户FoMO量表

构建研究——以微信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方圆 2018104137

彭导琦

/2017104123
程慧平 教授 1205

在移动设备普及、互联网网络大范围覆盖的背景下，微信

等移动社交微媒体对人们的心理状况和行为表现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本项目从微信应用设计本身出发，探究微信用

户FoMO情况，并编制一个可实际测量微信应用设计与微信

用户群体FoMO关系的量表，为今后移动社交微媒体应用设

计改进、用户行为和用户黏度研究提供借鉴和理论指导。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00

光脉动颗粒流动信息测量仪开

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阳 2018115081

李子扬

/2018115061

,兰晓鹏

/2018115083

魏利平 副教授 0802

当今工业生产中，准确监测锅炉管道中颗粒物质的速度、

浓度等信息对工业生产的稳定性、安全性、经济性来讲至

关重要。本文在对相关理论研究及应用基础上，自主设计

一套装置通过对光强的接收检测以及放大电路和对数电路

的转换，得到浓度、粒径、颗粒流速等数据。同时进行了

装置的检测和优化。实验证明该装置可有效监测颗粒物质

在不同位置的流动状态信息，并能精确反应，可有效提高

生产效率并减少污染。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01

明胶基可注射水凝胶的可控制

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方琛章 2019115191

李浩

/2019115190

,肖雪婷

/2019115166

惠俊峰 教授 0830

本项目旨在合成一种具有良好生物学功效的可注射水凝

胶，具体拟通过对明胶接枝酰肼键，对硫酸软骨素进行氧

化以产生醛基，并通过席夫碱键交联，可控制备一种明胶

、多糖基可注射水凝胶。在水凝胶中将掺杂无机纳米颗粒

、生长因子或细胞，以无创或微创的方式植入生物体，以

期达到促进骨缺损修复、伤口愈合、肝脏止血等的目的。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03

陕西省内博物馆的网络传播视

觉设计———以西北大学博物

馆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瑶瑶 2018109117
饶晋源

/2018109012
温雅 副教授 1305

以数字媒体艺术的网络传播视觉设计为研究对象，针对陕

西省内博物馆的内容进行数字化的整理和再创作，实现现

代艺术与馆藏文化传播结合的可行性实践。

完成数字化艺术创作及相关研究报告的撰写。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04

5d过渡金属硼化物(MB, 

M=Os, Ir, Pt)的电子结构和

光谱的理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童旭东 2019112019
陈一腾

/2019112018
韩慧仙 副教授 0702

由于过渡金属d层的特殊性，使其在凝聚态物理、天体物理

、表面科学、工业催化、生物药物、材料等多个领域具有

广泛应用。因此，过渡金属化合物的电子结构及光谱性质

一直是理论和实验研究的难点。本项目拟采用高水平计算

方法对已有大量实验数据但理论研究不充分的体系如OsB、

IrB、PtB的电子结构、解离和光谱性质进行研究。通过细

致地理论研究，以期望对这些体系尚不清晰的电子结构及

光谱指认进行分析。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05

光学势对玻色-爱因斯坦凝聚

中量子涡旋的固定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邸雪峰 2017112091 无 谢长建 教授 0702

玻色-爱因斯坦凝聚（BEC）是现代物理学的重点研究对象

之一，涡旋结构的研究是BEC 研究中的热点。试验和理论

都已证明，光学势对量子涡旋有固定作用，但具体影响有

待研究。本项目将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研究一个绕凝聚

体中心旋转的光学势，在不同参数（旋转角速度、半高宽

等）下，对凝聚体中量子涡旋的固定作用及动力学过程，

最终实现光学势对涡旋的控制。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06

以“礼泉小戏”为例探究地方

特色戏曲的发展模式与时代价

值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婧汐 2019101058

成佳萌

/2019101090

,陈赵雨

/2019101152

高字民 副教授 0501

近年来，陕西省礼泉县借助“礼泉小戏”这一传统文化名

牌有力推动了全县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该项目致力于探

讨新时代下，“礼泉小戏”作为地方特色戏曲的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以 “礼泉小戏”为调查和研究对象，通

过相关文献查找、分类、整理及实地走访等途径，获取“

礼泉小戏”的历史与发展现状，着重了解小戏编演成果及

其如何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且发挥戏曲寓教于乐的作用，

从而发现“礼泉小戏”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07
货车线上驾驶运营模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一帆 2019101108

刘亚龙

/2019101112
陈然兴 副教授 0501

本项目灵感来源于游戏“欧洲卡车模拟2”，是基于网络技

术的发展和市场形势的演变产生的。项目构想为：驾驶员

无需在真实车辆内部操控车辆运行，只需借助移动端和网

络信息输送的现代科技手段，实现远程操控驾驶。这种新

的货车运营模式既避免了驾驶事故中的人员伤亡，又极大

地解放了驾驶员本身和货运商业模式。本项目在朝汽车无

人驾驶的大方向上，迈出了具有过渡性的一步。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08

政治领导变化对德意志第二帝

国崛起中外部安全形势变化的

影响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江涛 2018102089 无 王晋 副教授 0601

大国的兴衰是国际关系研究永恒的话题，19世纪末20世纪

初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崛起过程中历经了俾斯麦、威廉二世

两位对外战略截然不同的政治领导核心，其国家外部安全

形势也由相对和平逐渐恶化，最终形成了协约国与同盟国

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09

唐代外交领域的粟特译语人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千卉 2018102070

史可欣

/2018102010
贾志刚 副教授 0601

在唐代时，对外交往交流频繁，为此在中央的鸿胪寺、中

书省，地方边州的官府等机构以及民间都有负责翻译的

人，时人称之为译语人，同时译语人还因各种因素而有不

同的称法。而这个翻译人员群体大多由善于外语的异族人

担任，其中更是以粟特人居多。对此，项目组致力于对唐

代外交领域粟特译语人的相关内容展开研究，包括对学术

史的回顾、译语机构及职能、译语人的不同称谓、粟特人

多为译语人的表现和原因等等内容。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10

新冠状病毒对武汉房租/房价

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岳楚浛 2018114084

周孙源

/2018114014

,李国庆

/2018114048

苏永利 副教授 0701

通过运用数学知识和经济知识，收集相关的数据，了解新

冠状病毒对武汉房租/房价的影响，建立正确的模型，得到

是否存在需求远大于供给或远小于供给的情况的结论。并

在查找大量事实依据的基础上，分析造成这些情况的原

因，估计武汉未来房价。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11

西安市周边农村老年人福祉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蓉 2018116123

田佳玥

/2018116112
雷敏 副教授 0705

本项目基于半结构式访谈、调查问卷等数据采集方法，引

入互联网的普及等新研究因素，结合多元回归模型等模型

对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同时辅以Arcgis、GIS，结合地理

对西安市周边近郊区农村老年人福祉状况进行更加科学全

面的分析，进而评估中国农村老年人福祉的现状水平，深

入了解影响老年人福祉的主要因素及各影响因素间的相互

关系及其显著性对老年人福祉的欠缺方面研究分析，为提

高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福祉水平的提升提供更加切实专业的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12

基于微波辐射计资料分析冰雹

天气特征——以西安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佳杰 2019116163

马荣君

/2019116090

,薛宇桐

/2019116040

李潇斐 讲师 0706

该项目是基于位于黄良、泾阳、西安市气象局的三台地基

多通道微波辐射器所记录的自2018年以来所有相关大气参

数的数据记录，通过聚类分析、支持向量机等方法对数据

进行整理分析，探讨冰雹天气过程中相关气象要素的变化

规律以及不同大气参数与产生冰雹可能性的关系，旨在发

现更适于西安市的冰雹灾害预报，并且为日后更有效的预

测强对流天气提供指标、实验基础，进而加强国家对流天

气的预警能力，减少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损失。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13
从地摊模式求解农村经济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卢钰荣 2019106068

马嘉洁

/2019106075
李晓洁 教授 0201

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2020年是

实现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而就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

要想实现农村经济振兴，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另外由于

疫情影响，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提出“地摊经济”，这一经

济模式重新获得了生机并在全国多地得到了实践，引起热

议。本项目旨在通过调研等方式探索地摊经济背后所蕴含

的规律性原理，指导农村经济发展。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14X

云栖•长安——探寻高校美宿

新型体验式社区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周溪溪 2018106023

曾嘉慧

/2017106141

,刘紫薇

/2018104040

张媛 讲师 0503

当美宿的意义不再只是单纯的“住宿“，当你可以在美宿

里工作，娱乐，消费，饮食，进行文化传播甚至治疗疾病

的时候，美宿就不再是美宿了。它已成为一个更具有特

色，更人性化，更温情化的社区。它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局

限于提供休息场所，而是更为宽广，更多可能性的一个终

端。在虚拟社区内与其他人讨论和分享，从而达到“信息

共享化”以及“美宿社区化”。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15

基于超分子聚集体的荧光传感

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雯萱 2017111002

余娅昕

/2017111071
贾传东 教授 0703

含有磷酸根类的阴离子在生命系统中有着重要作用，但由

于其水合能过高，在纯水条件下检测其存在十分困难。我

们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由脲类配体提供氢键供体，与不

同阴离子进行结合，形成超分子聚合物，引入SP荧光分子

进行有效荧光检测。基于水溶性四脲构建出能在纯水溶液

中识别ATP的传感器，能够体现出足够的选择性和灵敏度，

肉眼条件下可以明显看到识别后荧光增强，并成功的运用

在生物系统中，体现出对人体细胞的无毒性。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16

一种用于检测细胞中β -半乳

糖苷酶的氰基亚乙烯类衍生物

荧光探针的设计与合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心怡 2018111049
谢静

/2018111041
张健健 副教授 0703

设计合成一种具有激基缔合物（excimer）发光性质的苯

并咪唑-氰基亚乙烯类衍生物荧光探针对与卵巢癌及衰老相

关的β -半乳糖苷酶(β -Gal)进行定量分析检测，研究其

激基缔合物（excimer）发光性质，并进行生物成像分析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17

基于传感设备的智能机器导盲

犬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晨宇 2018117424

王梦青

/2018117289

,刘智超

/2018117300

王德奎 讲师 0809

目前，市场上盲人使用的出行工具主要有两种：导盲杖和

导盲犬。导盲杖只能简单的判断前方是否存在障碍物，而

不能明确方位；而导盲犬存在着数量少、花销大、培训时

间长等弊端。本项目所研究的机器导盲犬具有路径选择功

能，在行进过程中多方位检测障碍物和地面凹陷，引导盲

人安全的行进；同时，该机器导盲犬具有位置共享、警报

提醒、语音指令操作等功能，具有功能丰富、安全便捷、

成本低等优点。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18

面向缓解VR眩晕的图像模糊参

数优化及研究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圆圆 2018118019

夏无忧

/2018118016
刘晓宁 副教授 0809

针对由于“大脑感知距离和实际聚焦距离不匹配”导致的

VR晕眩症状，基于“利用模糊效果掩盖高频空间数据，缓

解立体显示中的调节-收敛冲突，减轻晕眩症状”这一理论

基础进行研究，通过对不同图像模糊模式、模糊程度和模

糊范围进行实验，构建“模糊效果-晕眩程度”模型，开展

定量研究，找到兼顾眩晕缓解和VR体验感的最佳模糊处理

方式。将改进后的VR技术实践于井冈山红色革命地，助力

宣传教育。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19

草酸钙的降解和香蒲通气组织

形成的关系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苗苗 2017113077

陈程

/2017112083
刘文哲 教授 0710

在水生植物浮萍属植物中草酸钙则参与了与草酸的解毒和

促进通气组织形成的过程。然而，对于草酸钙降解从而具

体作用通气组织形成的信号分子尚且不清楚，因此，我们

以香蒲作为研究材料，加以不同处理条件，利用石蜡切片

技术，从细胞水平上对草酸钙降解与香蒲通气组织形成的

关系进行了研究，从而揭示草酸钙晶体降解导致通气组织

形成现象的更深层本质。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20

金磁纳米复合材料的血液相容

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邵先龙 2018113123 无 华恺 副教授 0710

金磁纳米复合材料独特的磁学性质和光学性质表明其在生

物医学领域有广阔的应用空间，特别是在作为靶向药物载

体和生物体内成像方面。本项目旨在对其血液相容性进行

研究，为其生物安全性评估提供依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21X
互帮一加一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尚芳好 2019103036

黄凌健

/2019103133

,张雨佳

/2019103178

孔军 副教授 0202

互帮一加一是一款帮助空巢老年人寻找年轻合住伙伴的平

台，在这里老年人向年轻人提供空余的房间，从而获得情

感陪伴，夜间照料，紧急救助等服务，年轻人则用极低的

价格和付出轻松的服务获得高品质的住房体验。互帮一加

一将传统的货币租金改为服务租金，鼓励年轻人进行助老

活动满足老年人的陪伴需求来换取房屋的使用权。由于用

户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健全，互帮一加一研发了类介护培

训制度对合住人员进行培训，建立了全面的安全体系。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22X
新型环保卷纸筒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贺丹舟 2018103195

姚欣悦

/2018103006

,刘子辰

/2018103191

李勇 教授 0204

项目研究对象为新型环保卷纸筒。在公共厕所的卷纸使用

过程中，存在纸张浪费、盗用卷纸等现象，造成社会资源

浪费和福利损失。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公共厕所卷纸筒

普及程度低，使得公共厕所卷纸筒便利度低、使用感差。

以解决上述问题为目的，我们研发设计了几款新型卷纸

筒，旨在缓解纸张浪费和损失问题、提高公众如厕体验。

同时，进一步达到促进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的目的，使公

共厕所有纸化成为可能。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23

探索互联网+农村养老服务融

合发展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诗倩 2019104078

穆冰

/2019104068

,施小雨

/2019104071

唐丽娜 副教授 1204

为推动陕西新型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紧跟互联网时代发

展大趋势，契合乡 村振兴战略，本研究将主要根据陕西淳

化县和永寿县的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现状进 行分析，并尝试

将互联网应用于农村养老服务工作。本研究利用问卷调查

法、深 度访谈法、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和统计分析模型等

方法对现存农村养老服务现状 和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做深

入分析，进而探索互联网+农村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 可行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24

“老啃族”内涵辨析与群体困

境解决对策研究—基于人力资

本视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子强 2018104108
纪绪钊

/2018104110
李东 讲师 1204

本项目着眼于“老啃族”群体这一社会现象，从人力资源

视角重新界定“老啃族”这一概念内涵及其本质。在此基

础上，本项目重点研究“老啃族”群体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所面临的生活问题，以及对社会形成的影响，并提出合

理的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以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25
MCMB的可控研制与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倩 2018115013

贾雨欣

/2018115021
李爽 教授 0813

MCMB由于具有层片分子平行堆砌的结构，又兼有球形的特

点，已经成为很多新型炭材料的首选基础材料，如锂离子

电池高比表面积活性炭微球，高密度各向同性炭-石墨材料

、高效液相色谱柱的填充材料等。但目前存在产率低、粒

径分布范围宽且粒径小等问题，难以满足实际需求。本项

目充分探究了热缩聚制备的中间相炭微球在不同条件下的

制备效率和质量，以及其在活性炭吸附方面的高效应用。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26

NiCo2O4和ZnCo2O4的制备及

在催化CO甲烷化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培 2017115140

 陈晗

/2017115153

,杨鑫

/2017115135

赵彬然 副教授 0813

由于负载型催化剂是CO甲烷化反应的常用催化剂，而

Co3O4过渡金属氧化物作为催化剂，在低温下具有优异的

催化性能。因此本项目旨在添加第二金属，制备复合金属

钴氧化物，并对其进行CO甲烷化催化性能进行评价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27
基于传统吉祥图案的动态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乐宁 2018109063

李一卓

/2018109076

,樊萌

/2018109103

张辉 讲师 1305

以民间传统工艺为研究对象，针对吉祥图案与装饰纹样等

内容进行数字化的整理和再创作，实现现代媒介与数字媒

体结合的可行性实践。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28

“聚力文创设计，助力乡村振

兴”创新训练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贾逸非 2018109010

张雨晨

/2018109039

,付萌萌

/2018109087

武红 副教授 1304

项目类型：艺术文创产品网络销售平台预期目标：网络电

商销售文创产品，促进贫苦地区市场化发展。实现方式： 

深入贫困地区，结合文化实地考察结果，设计艺术文创产

品，通过创建网络平台，销售文创产品。项目创新：设计

类型多样的文化产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石刻

等）与受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国风国潮）相结合，

扩大文化产品的受众人群，通过网络电商带领非遗走出乡

村，促进贫困地区经济文化发展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29

剪切流场作用下细菌游动特性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归凯航 2018112024 无 罗昊 讲师 0702

微生物通常都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开展生命活动，并且大

多数微生物的生存环境为流体介质，所以用力偶矩来描述

细菌的游动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当细菌在不可避免

的界面附近游动时，展现出丰富的运动行为。本项目拟通

过共聚焦显微镜动态成像，测定在体相-界面处流场中不同

剪切作用下细菌的游动行为，与空间分布，揭示细菌与流

场的相互作用，回答细菌是否主动响应流场这一基础科学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30
探究光在弯曲时空中的运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莹 2018110053 无 吴滨 副教授 0702

广义相对论中，时空与物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物质扭曲

时空，时空又反向影响物质分布。通过研究四维空间中物

质的运动，验证高维空间是建立在低维空间基础之上的，

探索高维空间和低维空间的相关性。低维时空发生弯曲

时，可能会表现出与高维时空类似的性质，例如大质量天

体引发的引力透镜效应。由此拓展研究时空弯曲对光的传

播的影响，通过研究时空弯曲可以揭示高维时空的性质。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31

当代网络文学的传播与接收—

—基于西安地区青年纵横中文

网、长佩文学网、晋江文学城

阅读情况的调查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世龙 2019101110

袁振华

/2019104109

,王子琪

/2019101050

高翔 讲师 0501

当代，网络文学依旧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还存在着很多

的缺陷和不足，亟待改善与解决。网络文学作为一种大众

文化，研究其受众的同时其实也是对网络文学本身的研

究，因此依靠社会问卷调查的形式，从多方视角下对网络

文学进行分析与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相信通过此项目的

开展，能够为网络文学自身发展的道路与网络文化产业的

革新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33

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技术的西

安市生活垃圾压缩站选址布局

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佳慧 2018116070
纪晓慧

/2018116015
李琦 副教授 0825

以西安市为例，研究垃圾压缩站建设选址及其分布问题。

由于垃圾压缩站工作过程中易产生污水、噪音和臭气等二

次污染，选址对土地性质以及地形等有严格限制；选址过

程要考虑新建压缩站与现有压缩站的位置、数量关系以及

周遭市民存在强烈抵制或阻挠的心理。利用ArcGIS空间分

析方法结合层次分析法对上述影响因素在选址中所占比重

并获得垃圾压缩站适宜性分布图。最终结果表明利用

ArcGIS对垃圾压缩站选址布局优化研究具有科学性和可操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34X

“陕陕”红心——地理知识传

播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彭亚雯 2019116082

李洋

/2019103296

,张凯蓉

/2019113059

朱志梅 副教授 0705

“陕陕”红心——地理知识传播平台是一项以地理知识为

特色，兼顾红色历史知识，发扬和传承优秀红色精神，了

解地区特色、民俗，带动当地特产推广与销售的项目。平

台设有不同模块，如地理知识模块、革命历史模块、学习

红色精神模块、民俗特产模块、助力发展模块等，综合了

学习历史、地理，了解民俗特产，传承红色精神，助力社

会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用户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还可以通

过购买当地特产、爱心捐助等方式助力乡村振兴。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35

从“逃离社交圈”现象看未来

社交平台发展方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睿智 2018108040

杨茜

/2018108047

,蒋思韵

/2018108039

张禾 讲师 0503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人们社交活动的场所转移，社交媒

体在社交关系的维系上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新媒体技术

的纵深发展，线上社交越来越束缚人们，人们出于隐私或

是其他原因，出现了“逃离社交圈”的心理，并会通过开

通小号、从强关系社交媒体向弱关系社交媒体转移等方式

来“逃离社交圈”。因此本项课题研究将从年轻人的社交

关系、社交偏好，“逃离社交圈”的心理与实践原因出

发，根据研究结论，为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提出建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36X
简·议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宗若彤 2017106123

曾嘉慧

/2017106141

,田雪伦

/2017106127

张丕万 副教授 0503

简议是一个旨在帮助减少会议程序，实时同步记录会议内

容，简化会议流程，提高工作效率的会议用高效快捷APP。

基于目前市场上虽有会议专用APP，但并不能解决增加会议

时效性、规避会议形式化、流水化等市场需求。该APP通过

提炼每个人的说话的重点，并且整合。可以帮助参会者提

高会议效率以及会议时间，进一步记录整合会议内容，帮

助公司与公司、公司与个人之间进行对接，可以实现信息

传播的最大化和及时性。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37

一种针对苯唑西林酶OXA-48细

菌的快速特异性检测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安芮芝 2017111007

胡悦莉

/2017111075

,田丽蓉

/2017111037

和媛 副教授 0703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是目前临床上应用最广泛、使用率最高

的抗感染药物，但是由于有些细菌可以表达β -内酰胺酶，

从而催化水解其特征四元环，使得该类抗生素失去抗菌活

性。β -内酰胺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即为D类苯唑西林酶。

目前有研究表明，新型多重抗药菌－苯唑西林酶－48型细

菌（OXA-48）已经开始在我国传播。由此，我们拟开展对

OXA-48细菌特异性的研究，以期为该细菌快速、特异性检

测提供更优支持并为研究耐药细菌抑制机制与抑制剂打下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38

具有可逆变形及单向导液性

PVA/PVDF双层纳米纤维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小龙 2018111021 无 宋波涛 副教授 0703

可逆的变形材料在外界刺激下可以产生规律性的变形行

为，在特定的一侧接触刺激源时，会将刺激源从一侧定向

运输到另一侧，在生物医学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本

项目结合静电纺丝技术，制备了一层亲水性一层疏水性的

双层纳米纤维膜；研究了长宽比、剪裁方向等因素对纳米

纤维膜变形性能的影响；研究了纳米纤维膜的可逆变形性

能；研究了纳米纤维膜的单项输液性能；阐明了变形的机

理；探索了其在智能敷料方面的潜在应用。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39
垃圾分诊站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勉 2018118020

高延烁

/2018118005

,崔雅雯

/2018118015

刘晓宁 副教授 0809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每天都会产生大

量垃圾。未经处理的垃圾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近些年，

不少城市开始切实实行垃圾分类。但是，垃圾种类繁多，

人们在处理垃圾时，仍然苦恼如何分类。本项目开发一个

可以识别和分辨垃圾种类的微信小程序。该小程序通过对

垃圾进行拍照，基于卷积神经网络技术对垃圾进行识别，

指导人们对垃圾进行分类。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40

一种小型微波无线输能接收器

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心宇 2017117286

刘鸿

/2017117274

,宁腾鸽

/2017117261

赵武 教授 0807

本项目基于微波输能技术的原理，首先研究了MPT的系统组

成与关键技术，其次针对微波发射系统与微波接收系统进

行了分析、研究，最后设计了一种基于高频的微波接收系

统，包括整流天线以及匹配电路，该接收系统具有接收灵

敏、体积小等特点。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41

骨髓基质细胞外泌体中miR92

调控髓系恶性克隆细胞增殖和

耐药的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淑珍 2018113093
王咏佳

/2018113042
李想 教授 0710

肿瘤来源或与肿瘤相关的外泌体是调控肿瘤免疫逃亡或耐

药的重要机制。本研究是通过探索骨髓基质外泌体中的内

容物之一miR92调控髓系恶性克隆细胞增殖和耐药的作用

机制，从而寻找耐药标志物提供新的肿瘤治疗思路。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42X
西北大学互联互通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程至瑜 2019103333

惠宇哲

/2019103234

,封怿晨

/2019103301

马晓强 副教授 0201

为迎合当今时代大学生之间交流合作的重要性逐步加深趋

势，解决更多的学生无法通过自己的社交圈子便捷快速地

寻找到最适合的选择的问题，我们团队意向开发一个可以

帮助更多的大学生去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帮助同时给予他人

利索能力的帮助的平台，将可以提供帮助的和索求帮助的

同学连为一个整体，促进学生个人发展以及丰富校园生活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43

浅析延安精神对当代人的影响

程度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孟沛荣 2019103336

刘欢

/2019103313

,薛雨竹

/2019103353

同雪莉 教授 0201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种革命精神。几十年来一

直引导着一代代中国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我们想知

道在进入新时代后，延安精神是否依然能够指引着当代人

继续前行下去呢？本项目致力于研究延安精神对当代人在

认知、行为、情感等方面的影响，进而分析出延安精神在

当代的内涵与价值，最后总结出新时代下人们该如何利用

延安精神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青年筑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44

考察地摊经济经营差异和发展

空间——以成都、重庆、青岛

三地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崔璐 2019104123

郑浩敏

/2019104116

,罗梦涵

/2019104140

赵清 副教授 1205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蔓延，给全球公共安

全带来巨大挑战，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创伤。为适

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政府

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各地积极、稳妥、有序发展“

地摊经济”。本项目拟通过考察成都、重庆、青岛三地的

地摊经济实际发展情况，对比其经营差异和发展空间，为

地摊经济的长远发展提出创新可行建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45

自媒体发展对延安市红色文化

旅游的影响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苗 2019104165

古岩

/2019104119
田人合 讲师 1205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旅游需求趋势调研报告》，报告

对疫情下的旅游业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此背景下对

近年来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延安市产生一定的影响。此项目

旨在通过研究分析自媒体发展对延安红色旅游发展的影

响，尽可能的规避诸多不利影响因素；通过研究，探寻提

升延安市红色文化旅游及其附属产品销售的更佳发展方

案，充分利用自媒体，推动红色文化传播，扩大影响力，

促进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46

载人参皂苷体磁性水凝胶在抑

制肿瘤细胞中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劲旭 2018115177

陈冰鸿

/2018115180
杨静 副教授 0830

磁性水凝胶具有优良的生物相容性及磁学性质，作为药物

载体不仅可以实现药物的磁靶向输送，还能赋予药物载体

磁热疗及磁共振成像等多种功能。人参皂苷是一种天然药

用植物（人参）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抗炎症，抗糖尿

病，抗血小板凝集活性，抗肿瘤等多种药理学功效。本课

题拟解决如何构造稳定的载人参皂苷磁性水凝胶，并通过

一系列小鼠实验探究其生物相容性、毒性、靶向运输性、

对肿瘤细胞的抑制性等各种药理学作用。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47

乳液模板策略合成介孔炭微球

及其内部结构调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呼兵 2019115160

殷子豪

/2019115154

,吴旭

/2019115163

刘大伟 讲师 0813

本项目提出Pickering乳滴限域空间组装炭微球及调控内

部结构的新策略，以乳滴的油水界面为模板构筑球形外

壳，利用乳滴内部的模板导向组装实现炭微球的结构调

控；建立合成参数对微乳液模板的调控方法，掌握炭微球

内部结构的定向调控技术。本项目的开展将为进一步拓宽

炭微球的应用领域奠定基础，并针对不同应用需求，提供

炭微球结构优化与设计合成的理论指导。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48

“城中村“建设中的视觉图案

设计演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咨霖 2019109065

董怡园

/2019109080
宗立成 副教授 1305

城中村建设中的视觉图案设计演化"主要以陕西省西安市雁

塔区长安南路上的“西八里村”作为视觉图案设计素材，

研究近几年来西八里村里的建设变化所引导出的文化内涵

和周围地区经济对其产生的影响，并甄选出具有代表性的

建筑进行数字化设计，意在探索城中村建设对于周边建设

的文化语义和数字化设计。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49X

如何线上检测和解决心理亚健

康问题——SNUG计划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杜鼎 2019109064

朱媛媛

/2018109005
宗立成 副教授 1305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紧张的生活节奏和

工作压力影响居民心理健康发展。而传统心理卫生机构存

在资源稀缺和收费昂贵等问题使得居民在遭遇心理危机时

不能轻易获得帮助。同时可获得性的心理健康干预平台在

市场上处于空白状态。SNUG计划致力于将心理亚健康人群

和相关心理健康知识掌握人通过本平台联系起来，提供一

种经济上可承受，操作上易实现，灵活变通的心理干预方

式。为完善心理卫生体系做出市场化的全新尝试。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50

N、P和Co修饰石墨烯电催化制

氢的第一性原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瑛海 2018112008

朱硕辰

/2018112023
宋齐 讲师 0702

 电催化水分解产生H2，O2是一种有效的能量储存技术。

对于析氢和析氧反应，设计高效的催化剂以避免形成高能

量中间体至关重要。本项目拟研究利用N、P和Co修饰石墨

烯作为电催化剂的OER机理，并分析了催化活性位点。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51

弹性微丝在剪切流中的列向性

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栋 2018112090 无 刘亚楠 讲师 0702

弹性微丝在剪切流中运输会产生丰富的动力学行为，包括

弹性三维形变以及周期性转动。研究弹性微丝在线性剪切

流中的列向性，对理解复杂粒子的输运，以及微丝悬浮液

宏观流变性质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将采用海藻酸钙水凝

胶作为弹性微丝的实验样本，实时地观测海藻酸钙水凝胶

的形变与列向性，研究流场强度、微丝弹性等系统变量，

以及微丝形变对微丝列向性的影响规律，结合细长体理论

与RFT理论理解弹性微丝的复杂动力学行为。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52X
“敏而优”智能学习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高丽敬 2019101078

向婧炜

/2019103169

,王琦萱

/2019101080

陈然兴 副教授 0401

受疫情影响，全国众多大学生被迫居家线上学习。而一直

位于教育辅助层面上的在线教育变得愈发重要。面对疫情

带来的诸多挑战与机遇，我们秉持为学生服务、校园服务

的理念，同高校合作，以公共课为主、选修课为辅，推出

线上教育平台。在恢复线下课堂后，能够配合课堂内容进

行辅助。针对复习问题列出专项，旨在通过帮助学生高效

复习并提高期末考试成绩。平台集课程知识、趣味学习、

兴趣培养、高效复习为一体，能够进一步激发学习热情。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53X
tien咖啡馆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千 2019101169

李丝露

/2019101170

,杨小台

/2019101070

杨欣 讲师 0204

tien咖啡馆以典雅风格为主的新开休闲咖啡屋，本着“优

质咖啡，服务优良”的理念来推广咖啡精神及文化。咖啡

馆提供一流的咖啡及差点以供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要。

tien咖啡馆本着发扬咖啡文化的责任选择出具有特色的

tien咖啡屋的咖啡文化。tien咖啡馆给人温暖、典雅、舒

适的感觉，是充满年轻朝气，有咖啡内涵的品位场所。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54

黄河上游玛曲段苏乎若地点末

次冰消期古洪水滞流沉积物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艺堃 2018116147

阿依迪那·赛

勒别克

/2018116146

,唐婷

/2018105077

张玉柱 副教授 0902

以黄河源玛曲段苏乎若地区古洪水滞流沉积剖面为研究对

象，对研究剖面所采古洪水滞流沉积物(SWD)样品，进行

磁化率、粒度、地球化学元素、石英颗粒形态特征分析以

及光释光（OSL）年代测定，以揭示黄河源区古洪水SWD的

沉积学和地球化学特征，鉴别流域发生的古洪水事件，明

确古洪水事件发生的时间性规律及气候背景，更好地服务

于黄河源区的防洪减灾、水利建设及治理开发工作。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55
地理大数据下的找房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纪赟 2018116029

孙月派

/2018116115

,董强华

/2018116022

杨海娟 副教授 0705

以地理信息系统的遥感影像判读确定居住地植被覆盖和水

体面积，ARCGIS的数字化分析为数据处理工具，对各个影

响因素进行缓冲区分析等操作；以人文地理的房地产相关

知识作为数据计算评分标准和理论支撑，得到的评分标准

用于对居住条件的度量；以长安区住房信息为范围，查找

适宜居住的住房信息，并将不同的评分进行记录，以方便

人们结合房屋商品属性进行住房的选址。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56X
蒲公英——教育扶贫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杨叶 2019106135

张金伟

/2019106124

,余天乐

/2019106110

赵爽英 副教授 0503

蒲公英-教育扶贫app项目将通过公益线上教学、社会信息

对接的功能设计，解决陕西平利县贫困地区教育资源匮乏

、平均教育水平低等问题的解决。本项目将以平利县小学

初中为实践对象，结合西北大学在校生特点，设计一款公

益教育性质的教育扶贫app，为平利县中小学生与西大在校

生设计适于公益教育的app,即满足学生知识索引需求，助

力当地教育脱贫，同时也为有志于公益教育事业的在校学

生提供联系、对接的窗口。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57X

“互联网+”背景下以青年群

体为目标受众的传统戏曲文化

音频APP开发与商业应用研究

——以“余韵”APP为例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轩 2018105107

刘旭辉

/2018105072

,王宗伟

/2018106111

姜鹏 副教授 0503

“互联网＋”背景下的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播虽有一定的创

新，却始终难以打开年轻听众的市场。为了更好地传承戏

曲文化，增强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经过

一系列的市场调查和原因分析，我们拟开发出市面上第一

款集教学、听曲、电台、社区、商城为一体的具有“片段

识曲”“心情日推”“戏腔语音”“史说戏曲”等创新性

功能的符合年轻人媒介使用习惯的戏曲音频APP，以打破年

轻人与戏曲文化之间的壁垒。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58

无掺杂无缺陷的碳纳米管在电

催化析氧反应中的应用及机理

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溪洁 2017111006

吴云

/2018111091

,李川

/2018111100

杨逢春 副教授 0703

电催化析氧反应是水裂解和锌空电池两个重要电催化应用

领域的半反应。为了创建反应的活性位点，人们总是通过

杂原子掺杂，表面改性或引入缺陷来改性碳纳米管，以提

高其催化能力。然而，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发现没有任何

杂原子，表面改性和缺陷的半导体单壁碳纳米管也可以表

现出优异的催化性能。因此，本项目从带隙匹配和电子转

移方面剖析了其反应机理，这有助于理解碳纳米管的催化

机理，对这类催化剂的开发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59

新型Ln-MOFs白光材料的制备

及WLED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茜 2017111074

郝睿昕

/2017111043
魏青 教授 0703

使用白光材料是解决含汞荧光灯对环境污染大这一问题的

有效手段。本项目拟使用具有绿色、红色、蓝色荧光的特

性的镧系离子铕、铽、钆通过化学掺杂后与三苯胺配体构

筑具有良好的白光性能Ln-MOFs，在WLED中具有潜在的应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60

亚10纳米的新型二维锗烯

（烷）晶体管性能极限的第一

性原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成栋 2018117265

杨洋

/2018117280

,蔡哲均

/2018117266

张涵 讲师 0807

本项目主要是通过密度泛函理论和从头算的量子输运模拟

方法， 在理论上研究基于锗烯（锗烷）的亚 10 nm 二维

半导体晶体管的性能极限等问题。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61
果品-水果拍品种识别APP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党盈 2018118021

李梦瑶

/2018117257

,任泽琦

/2018118056

刘晓宁 副教授 0809

水果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随着农业研究的不断进步，一

种水果培育出多种品种。不同品种的水果让消费者眼花缭

乱，难以分辨，本项目针对此现象，基于深度学习的核心

原理，通过卷积神经网络提取训练更加抽象的特征，构建

一个用于水果分类识别任务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完成多

类水果的子品种的分类识别。设计与实现该功能下的App系

统，旨在创造一款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水果品种识别的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62X
TEN PERCENT共享厨房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可晴 2018103228

杨佳艺

/2018103011

,周佳乐

/2018103184

康蓉 副教授 0205

“共享厨房”秉承“Tasty&Enjoy&Natty”的理念，旨在

为上班族和在校学生提供良好舒适的烹饪环境，为烹饪爱

好者提供学习场所，解决“无处下厨”的难题，兼具实用

性与娱乐性，并为共享经济开辟新的道路。我们从多方面

分析项目运营的可行性以及风险因素及其对策，辩证地对

共享厨房的运营可行性做出系统地论证，并结合当下经济

市场热点，提出科学的运营方案设计，为共享厨房的商业

模式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63X
大学生共享厨房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嘉瑶 2019103247

周子一

/2019103316

,曹丹丹

/2019103129

张洁 副教授 0201

共享厨房主要面向高校在校生，向在校生提供厨房来供其

自主使用，来激发动手能力和自主能力，培养生活技能。

我们同时开发与共享厨房相匹配的APP软件，提供提前预定

厨房，预定食材，以及提供烹饪视频，来和厨房服务进行

更好的对接。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64

健康社交媒体持续使用意愿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璐 2018104147

郑雨霏

/2018104131

,杨煜

/2018104124

程慧平 教授 1204

近年来，中国的健康大数据不容乐观，同时人们也愈发关

注健康问题。在信息化社会中，健康社交媒体的需求不断

增加，用户数量逐年上升。本研究立足于健康社交媒体，

聚焦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通过文献阅读、问卷调查等方

法了解用户对于此类社交媒体的持续使用意愿，以期为健

康社交媒体提供发展方向，最终对国民健康水平的提升提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65

大数据时代政民互动研究——

以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政府网政

民互动板块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碧莹 2017104156

高誉朔

/2017104080

,邵思远

/2017104175

封超 讲师 1204

政府门户网站作为政府对外的“官方出口”，承担着信息

公开、在线办理、政民互动等功能。本项目以商州区人民

政府网为例，立足于大数据视角，分析其网站下政民互动

板块的建设问题，并提出相关改进措施。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66

纳豆激酶的酶活性及酶稳定性

增强机制研究和系列产品创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兰智星 2019115178

李佳程

/2019115174

,豆佳乐

/2019115171

曾丹 副教授 0830

由纤维蛋白凝固导致的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影响人体健康的

主要因素，临床使用的尿激酶生产成本高、可能引发出血

等症状制约了相关产品的发展。纳豆激酶是一种丝氨酸蛋

白酶，不仅可以消化纤维蛋白，还有较强的纤溶酶原激活

剂活性，可以作为保健品来预防血栓。目前纳豆激酶开发

的主要问题是酶稳定性差，长期放置后酶活衰减迅速，本

项目通过用保护剂包埋、改性、微胶囊包埋等方法维持 纳

豆激酶的活性，为其进一步开发提供依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67

固定平板式太阳能光伏发电设

备的清洁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陈晨 2018115051

赵昕玥

/2018115055

,孟一卓

/2018115086

杨阳 讲师 0829

光伏电池板多安装于光照强度大、但风沙大的低密度人口

区域，会出现面板上灰尘的附着堆积进而造成发电效率降

低的问题。本项目拟综合考虑结构、光电、控制等问题，

设计适用于位置固定的平板式光伏电池板的清洁装置。清

洁装置采用模块化设计，可适应不同安装角度以及太阳能

电池板尺寸。此外，清洁装置可进行自动清洁，无须人工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68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数字艺术

角色绘画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世杰 2018109142 无 温雅 副教授 1306

以人物立绘卡牌为研究对象，针对数字艺术角色的具体内

容进行 有序的整理和美术化创作，实现二者结合的数字艺

术角色设计实践。完成对二维的数字艺术角色设计创作及

相关调研报告的撰写。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69

新型二维层状半导体MPTs的制

备及表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筱筱 2017112033

杨澳澳

/2017112032

,双鹏鹏

/2017112087

宋佳明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在对新型二维层状半导体材料MPTs （Metal 

Phosphorous Trichalcogenides）的结构、性能、合成

方法、应用及创新前景的研究基础上，尝试用化学气相沉

积方法制备这种超薄二维层状材料，并对其结构及相关性

能进行表征分析。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70

S3分子的基态和较低的激发态

及光解离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雯娟 2019112113

吉昊哲

/2019112137
韩慧仙 副教授 0702

S3分子作为一种在宇宙空间Io大气环境下普遍存在的一种

气态小型S元素的团簇，因其与氧元素团簇结构相似，且具

有较高的宇宙丰度，在对探索类地星球的大气环境与宇宙

环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又因其结构稳定性极易收到电

子相关作用的影响，对该体系能否精确计算，从而被作为

量子化学计算方法精准度的衡量标准。本文将采用较为精

确的多组态的相互作用方法对S3的基态和较低的激发态及

光解离机理进行理论计算研究。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71
面向留学生的汉字学习微视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宇越 2019101139

杨小浴

/2019101123
邱晓 副教授 0501

以数字视频形式，趣味化地向外国人讲解中国汉字，通过

对汉字起源、发展过程、特点的讲解，结合中外（中英）

文字对比，以甲骨文、中国书法等为载体，以中国传统音

乐为背景音乐，使外国人在中华文化语境下了解汉字的来

龙去脉和构形逻辑，破除“汉字难”的刻板印象，增强对

汉字的亲近感和兴趣，进一步增强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

好感，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72
线上汉语教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陶思洋 2019101119

雷虹

/2019101134
陈敬玺 副教授 0501

立足于汉语本土语言坏境,针对以汉语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和

汉语为母语的人士视频聊天、线上教学的机会。每一节课

都会进行录制可以反复观看每一堂课视频, 进行课后复习

。提供各类形式的线上作业布置 ,并且提供模拟考试。在

课堂上提供视频内翻译，任何时候时候不知如何表达时,可

以输入母语来传词达意。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73
乡村气味景观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嘉城 2018116050

陈笑宇

/2018116108

,苏文康

/2018116060

董欣 讲师 0828

嗅觉是规划中不可忽视的感官。近年来城市气味景观的研

究逐步推进，为城市景观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但农村气味

景观研究欠缺，我们旨在通过农村气味景观研究，促进乡

村生态及景观建设，唤醒乡村文脉及农民的身份认同。从

而实现乡村在文化层面的振兴。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74

基于GIS时空分析的温泉地热

产业升级研究——以蓝田汤峪

旅游度假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文誉润 2018116152

陈和苗

/2018116160

,吕永林

/2018116159

刘闻 讲师 0705

本项目是基于GIS时空分析的汤峪镇温泉地热产业的研究，

通过地理学实践方法对东汤峪温泉产业选址提出合理规划

意见；同时结合当地的自然人文要素以及汤峪镇温泉产业

文化发展的优势性，对“一泉多品”的产业特色道路发展

的可行性进行探究，总结出适宜当地温泉产业升级的方案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75

运用新媒体技术助力农产品营

销——以旬阳拐枣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唯旭 2019106141

陈少杰

/2019101175

,宁永涛

/2019117307

张媛 讲师 0503

本小组旨在对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地区特产拐枣进行农产

品营销研究，结合学校优势，开展"运用新媒体技术助力农

产品营销——以旬阳拐枣为例"的创新训练项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76

红色革命地传播特性及其对当

地经济的促进作用研究——以

延安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丁子涵 2019106038
慕萱萱

/2019106036
赵爽英 副教授 0503

红色革命地传播内容形式的独特性研究以及针对其独特性

探究大众传媒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延安为例。红

色革命地因其历史因素而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性

。基于这种特性，红色革命地在传播时采用的内容及形式

也具有独特性。本课题旨在对红色革命地的传播特性进行

研究，结合大众传媒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探究红色革命地经

济发展状况，为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意

见，助力乡村振兴。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77

氮掺杂复合碳材料的制备及电

催化性能的表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婉婷 2017111082 无 雷琳 副教授 0703

使用白光材料是解决含汞荧光灯对环境污染大这一问题的

有效手段。本项目拟使用具有绿色、红色、蓝色荧光的特

性的镧系离子铕、铽、钆通过化学掺杂后与三苯胺配体构

筑具有良好的白光性能Ln-MOFs，在WLED中具有潜在的应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78

Rh复合不定形氮化磷纳米管用

于电催化析氢反应的机理及其

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云 2018111091

周爽

/2018111062

,陈鑫

/2019111059

杨逢春 副教授 0703

电催化析氢反应是水裂解中一个重要的半反应。现在广泛

使用的催化剂是PtO2，但是有研究表明，Rh基催化材料有

望拥有比Pt基金属更好的催化性能。电子调谐作用被视为

提升金属催化剂性能的有效手段。因此，我们将Rh金属与

具有结构稳定的不定型氮化磷纳米管进行复合，通过原子

间的电子调谐及界面作用设计出能在高电流密度下稳定并

具有优异催化性能的复合材料。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79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和多模态医

学影像数据的早期肺癌检测方

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寓祥 2019118039

苏凯杰

/2018117314

,申凯

/2019118046

曹欣 讲师 0809

肺癌是我国癌症发病率增速最快、死亡率最高的癌症，其

早期诊断对患者能否存活甚至治愈起到决定作用。借助近

年来兴起的深度神经网络技术，本项目拟进行早期肺癌检

测方法研究，并采用双模态肺部影像数据训练网络，提高

诊断准确率，旨在为临床肺癌早期诊断提供一种可行的辅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80

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头盔目标

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杨洋 2018117276

周焕婷

/2018117259

,董理嘉

/2018117065

汪霖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拟对基于DNN模型的头盔目标检测问题展开研究。结

合Yolo v3目标检测算法和AlexNet分类算法，对图像数据

进行交并比（Intersection-over-union，IoU）计算和

分类，以实现头盔目标精确检测。将头盔目标检测算法部

署到树莓派4B开发板上，以构建一套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

头盔目标检测系统。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81

就目前乡村文化站发展的实际

情况、发展必要性以及发展对

策的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美君 2019103127

张一迪

/2019103039

,邓靖东

/2019103151

潘颖 副教授 0303

乡镇综合文化站是为了乡镇基层文化可以得到进一步发

展，从而使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而

建立的文化站，所以说文化站是文化振兴发展的重要实现

方式之一。我们的项目就是以陕西省部分农村为主，研究

以下问题：文化站目前的发展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各地政

府，办事处究竟是如何推进的呢？文化站究竟有没有继续

存在下去的必要呢? 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措施推进乡村文化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82
无涯——自习室优化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苗苗 2018103183

董思佳

/2018103001
吴丰华 副教授 0201

无涯项目在校创初期致力于研究国内各大高校内部自习室

的实际利用情况以及衍生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校

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将把研究范围扩展至近年社会

上出现的新风口——付费自习室。对付费自习室行业出现

的背景，必要性，发展现状，顾客特征，以及显露出的某

些弊端作充分研究，并且在网络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

天，结合“无人经营”的新模式，给出一个依托现代技术

的新型付费自习室构想方案。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83

微信公众号用户取消关注行为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闻心玥 2017104150

王心悦

/2017104194
程慧平 教授 1205

微信公众号产生的大量信息使许多用户取消关注部分公众

号，而用户的流失影响了自媒体平台的运营。研究微信公

众号用户取消关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揭示平台运

营存在的问题，以对自媒体的持续运营形成积极影响。本

研究以双系统认知理论为基础，从分析性要素和直觉性要

素两个视角，构建微信公众号用户取消关注行为模型，并

分析不同类型的微信公众号对用户取消关注行为是否具有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84
求职APP的问题分析及解决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祁乐杉 2019104065

吴纨莹

/2019104073

,江鹏

/2019104106

靳连冬 副教授 1204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就业压力与日俱增，尤其是此

次疫情，使得网络app成为求职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目前

市面的求职app质量层次不齐。同时保就业是当前我国恢复

经济发展的工作着力点。我们小组试图通过分析现有多家

求职平台，利用大数据、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调研高校毕

业生运用求职APP现状，提出未来开发相关APP的解决办

法，提高就业质量，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一个更加安全可

靠，功能多元的求职平台。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85

羟基磷灰石超长纳米线的可控

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万君窈 2019115165

马悦

/2019115028

,付健铭

/2019115194

惠俊峰 教授 0830

羟基磷灰石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环境友好性，引起了

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而与HAp纳米棒相比，具有高长径比

的羟基磷灰石纳米线以优异的柔韧性可显著增强复合材料

的机械性能，提高复合材料的功效。本项目拟采用溶剂热

合成策略，构建高长径比的单分散羟基磷灰石纳米线，并

研究其相关的理化性质，为构建高功效性的生物复合材料

提供性能优异的基元材料。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86

重组糖苷酶在毕赤酵母中的高

效表达及催化人参皂苷的条件

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博韬 2019115188

付健铭

/2019115194

,李思齐

/2019115184

王盼 讲师 0813

人参作为一种久负盛名的中草药，长期以来一直用于促进

人体健康和预防某些慢性疾病，而人参中含有的稀有人参

皂苷更易被人体吸收，具有更高的生理活性，但是含量极

少。本项目设计使用生物转化法获得更多的稀有人参皂

苷，利用真核表达的方式将外源的糖苷酶基因在毕赤酵母

细胞中进行高效表达，并对该重组酶转化人参皂苷Rb1获得

稀有人参皂苷CK的条件进行优化，为重组糖苷酶的进一步

开发应用及高效经济的获得稀有人参皂苷奠定基础。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87

SnS2/ZnO异质结的

构建及光电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晶 2019112003

陶行健

/2019112016

, 杜宣

/2018112056

冯娟 讲师 0804

本项目拟围绕SnS2/ZnO异质结的构建，实现对其光电特性

的有效调控，并对其物理机制进行深入探究。主要内容包

含四个层面：一维ZnO纳米线与二维SnS2纳米材料的可控制

备；SnS2/ZnO异质结复合材料的构建；通过具有亚埃级分

辨能力的球差电镜技术直接观测异质结的界面结合方式，

从原子尺度上理解异质结的微纳结构和界面效应对其光电

特性的调控机制并建立物理模型，探索其活性增强的物理

机理，分析微观结构与光电特性之间的内在关联。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88

MOFs衍生多孔Co/C复合材料的

制备及其吸波性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富红 2018112037

杜宣

/2018112056

,王晶

/2019112003

郑新亮 教授 0804

本项目拟采用简单的室温沉淀法制备Co-MOF（ZIF-67）为

前驱体，再经过高温碳化得到多孔Co/C复合材料。利用X

射线衍射仪、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透射电子显微镜等技术

对多孔Co/C复合材料的物相、电子态和微纳结构进行原子

尺度表征，利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了多孔Co/C复合材料

的电磁数，再经过进一步处理分析多孔Co/C复合材料电磁

波吸收性能，建立多孔Co/C复合材料电磁波吸收的机理模

型，进一步揭示多孔Co/C复合材料电磁波吸收机理。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89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秦巴山

地典型流域基流变化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琼 2019116146

杲时雨

/2019116022

,王旭洋

/2019116084

何毅 副教授 0825

基流作为河川径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

是水量平衡分析和水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河流

及河流周边生态环境稳定的利器。本项目通过研究秦巴山

地附近的人类活动、秦巴山地地区的降水、气温变化、秦

巴山地地区水循环要素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子的分析等内

容，发现其中存在的规律，在将基流最大程度的利用的同

时又能减小对基流的破坏，保护当地的生态平衡，为制定

科学的水资源和流域管理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90

新文创生态下高校文创产业的

发展和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晓丽 2017106049

孙冬冬

/2017106081

,龚泊榕

/2019106060

高小燕 讲师 0503

该项目研究在新文创生态环境下，以西北大学为例，高校

文创产业该如何发展和创新。新文创生态最主要的概念是

强调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在项目研究过程中，项目将挖掘

高校文创产业发展困境，集合近年来各高校文创产业发展

的特点以及优势，探讨高校该如何突破困境，借助文化与

科技高度融合的表现形式，打造属于自己的专属IP。该项

目希望以西北大学为典型，探讨高校文创产业发展前景，

为各高校文创产业探索一条发展之路。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91X

依托“互联网+”菜园子发展

经济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何星宇 2019106049

宋红瑶

/2019106012

，连韦皓

/2019106139

高小燕 讲师 0503

石泉县位于陕西省安康市的西部，北依秦岭、南枕巴山，

地处秦巴腹地、汉水之滨，城关镇元岭村冷暖适中，四季

分明，土壤肥沃，雨水充沛，多山林，有丰富的森林资

源，产业主要以养蜂，拐枣等第一产业为主。我们计划以

创·新农为主题，依托互联网+打造平台，帮助元岭村进行

产品的销售，使户户收入得到保障，产品不会滞销。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92

MOFs衍生的C/MO多级孔符合纳

米材料的制备及燃烧催化性能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钧 2017111102
马炜

/2017111129
陈三平 教授 0703

高氯氨酸是推进剂的主要成分，但使用时分解不充分，放

热低。本研究通过在不同温度下热解MOFs制备不同C和MO

配比的MOFs衍生C/MO多级孔复合纳米材料来促进AP分解。

通过比较各自的催化效果，探索性能最优的燃烧催化剂。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93

有机共轭聚合物负载分子催化

剂的光阴极用于光电催化产氢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储贻龙 2018111094

王倩

/2018111086

,王肖航

/2019111113

李成博 讲师 0703

本项目设计一系列噻吩类聚合物，合成若干金属-salen配

合物，将二者通过简单的π -π 相互作用组装在一起制备复

合光电极；旨在通过聚合物单体的选择、聚合条件的控制

、催化剂配体及金属中心的调控，发展若干可行的光阴极

体系，探究聚合物结构、催化剂结构对光阴极催化性能的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94

基于深度学习的无线WIFI手势

识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邢智璇 2018117346

胡佳瑜

/2018117352

,任奕冲

/2018117397

陈晓江 教授 0809

当今社会手势识别的市场需求不断增长，针对其对摄像头

或接触式识别设备的依赖，项目提出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

无线WIFI手势识别系统。WIFI无线上网技术普遍、低成本

、传输速度快，应用市场广阔。

具体包括：研究卷积神经网络对手势分类识别的算法，将

训练完成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运用到设计中,利用无线

WIFI进行数据采集,通过图形化界面对数据进行操作并对

识别结果加以展示,以可视化的形式完成对手势运动行为的

识别。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95

远程系统调测平台的设计与实

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郄博达 2017117136

李本翔

/2017117130

,张华琛

/2017117149

翟春雪 副教授 0807

针对人们对智慧生活的普遍向往与市场缺乏简单易用的远

程控制平台之间的矛盾，提出一种远程系统调测平台。该

平台基于树莓派和安卓手机端，具有连接稳定，低成本，

可靠性高等特点，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具体包括：树莓

派的JTAG服务、视频推流服务器、人脸识别应用、宠物看

护、Digilent Waveform控制器。数据采集、控制，

Linux服务器。嵌入式windows平台。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96X
齐梦玩具店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博越 2018103298

王延昆

/2018103302

,肖玉菲

/2018103294

杨晓 副教授 1202

玩具不是小孩子的专利，成年人玩具市场潜力巨大，但专

门的经营店铺较少。为了获得此市场，缓解成年人的压力

和手机焦虑症，让玩具为多个年龄段的人服务，我们成立

了齐梦玩具店。齐梦玩具将主要经营面向成年人为主的益

智类、休闲类、竞技类等各类玩具，尽可能打开成年人和

中老年人玩具市场。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97X

“快易扔”垃圾代收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马婧 2018103046

卢倩茹

/2018117011

,霍娜

/2018103317

冯筠 教授 0202

本项目聚焦垃圾分类难点，利用互联网构建预约垃圾分类

平台，帮助上班族、独居老人及不愿意自己进行垃圾分类

的群众，提供上门取，专人代扔垃圾服务。并将垃圾类别

语音搜索、附近垃圾桶定位、垃圾分类知识答题小游戏、

到点提醒扔垃圾服务综合在一起，寻求构建服务用户的“

互联网+物联网”模型的新想法，实现垃圾分类服务平台的

构建，让垃圾分类便捷化、智能化。该平台的构建也是对

垃圾分类工作发展、创新的新导向。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98

基于联盟链的图书馆读者隐私

信息三螺旋式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浩东 2018104159

成传湉

/2018104163

,张直前

/2018104162

程慧平 教授 1205

在人工智能浪潮下，图书馆用户信息的商业价值愈发重

要，与此同时，用户信息的泄露风险之高、危害之大都是

前所未有的，图书馆和服务商对用户信息的挖掘开发与用

户对自身信息的保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团队通过文

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依托联盟链技

术，构建主体分别为用户、图书馆和服务商的三螺旋式信

息互动模型，以此为平衡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的矛盾提供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499

大学生对突发事件信息的信任

与传播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心馨 2017104195

曹颖涵

/2017104189

,李花利

/2017104182

张琳 副教授 0303

通过问卷调查与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分析大学生

在突发事件情况下的信息信任和传播行为。并最终根据结

果提供信息发布建议，指导突发事件情况下信息发布的方

式和渠道选择，规避大学生群体被错误信息误导的现象。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00

大型油品储罐底板土壤腐蚀规

律与预测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嘉喜 2018115090

郭雅欣

/2018115060

,李昂

/2018115073

武玮 讲师 0829

本项目拟结合现实案例研究大型油品储罐底板在环境、材

料、储料及载荷等因素作用下的腐蚀失效特点，通过掌握

储罐底板腐蚀损伤规律和机理，基于检测数据和各类腐蚀

因素建立储罐底板土壤腐蚀预测算法模型，并开发相应的

软件系统，实现对储罐底板土壤腐蚀的安全评估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01

单分散Mg掺杂Fe3O4纳米颗粒

的微纳结构和磁学性能的构效

关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陶行健 2019112016

王晶

/2019112003

,陈富红

/2018112037

李兴华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拟采用高温液相法制备处尺寸可控的单分散Mg掺杂

Fe3O4纳米颗粒。利用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透射电子显微

镜等技术对Mg掺杂Fe3O4纳米颗粒的电子态和微纳结构进行

原子尺度表征，利用振动样品磁强计和超导量子干涉仪分

析掺杂Mg离子浓度对其磁性的影响规律。系统分析Mg离子

掺杂和晶格缺陷等对纳米颗粒的磁学性能的影响规律，研

究Mg掺杂Fe3O4纳米颗粒的微纳结构与磁学性能之间的构效

关系，揭示Mg离子掺杂对Fe3O4纳米颗粒的磁学调控机制。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02X

云边小卖部——地摊经济网络

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祁璇怡 2018120010

肖一丹

/2018106142

,贾淼芸

/2017106007

张禾 讲师 0503

近期因为疫情问题，各地经济不景气。中央呼吁搞“地摊

经济”来维持一定经济活力，但现实情况是全国还有很多

地方不能摆地摊。为了解决这样发问题我们想做一个主打

人间烟火气的“云地摊”  网络平台，帮助不能摆地摊地

区的百姓做起地摊生意。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03

基于当代消费者网购心理的农

副产品直播带货的发展前景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燕茹 2019106085

廖雨晴

/2019106086

,邱一诺

/2019106071

高春艳 副教授 0503

近年来互联网+电商的营销方法让很多产品的盈利呈现激猛

增长，疫情期间借直播营销手段也有效缓解了农副产品滞

销的问题，但直播带货过程中其中也不乏乱象。一业内人

士向澎湃新闻介绍，在快手上，商家会砸几十万打榜，取

得与大号主播连麦的机会，之后主播帮其吆喝，骗取粉丝

钱财。本项目将通过研究当代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消费习

惯，以此对于网络直播带货的前景进行研究预判。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04

四氧化三钴石墨烯基复合材料

对电解水HER反应的催化活性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晟瑜 2018111128

王泽华

/2018111084

,王怡

/2018115169

鲍琳 讲师 0703

本项目研究的是将四氧化三钴用石墨烯材料改性后所得的

复合材料（四氧化三钴石墨烯基复合材料）在电解水过程

中的催化活性，重点是探讨该材料对电解水过程中发生的

氢析出反应（HER）的催化作用，由此去尝试发现一种相对

廉价、能替代以往昂贵稀缺的铂催化剂的新型HER催化剂，

提高电解水制氢的反应效率，使氢气生产更高效、更廉

价，促进人们未来对氢能的开发与利用，缓解目前的资源

与环境问题，实现社会生产生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05

pH响应性明胶/姜黄素变色纤

维及其在创面诊断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宇琦 2019111115 无 宋波涛 副教授 0703

姜黄素是从姜科，天南星科中的一些植物的根茎中提取的

一种化学成分，可用作酸碱指示剂，pH7.8（黄）—9.2

（红棕）。明胶是胶原部分水解后的产物，因其生物可降

解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成膜性而在医药领域中广泛应

用。本项目拟采用电纺丝技术制备出姜黄素与明胶复合纤

维，考察其pH响应特性，并探究其在创面pH检测中的应用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06

基于树莓派的家居灯光控制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元烁 2019117411

朱恒博

/2019117401

,赵峻杰

/2019117384

翟春雪 副教授 0807

随着智能应用的发展他与普及，人们对于便捷化的家居生

活日益强烈，手机也能成为家居控制终端。基于此，我们

希望开发出一款基于树莓派的家局灯光控制程序来方便人

们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07

基于可穿戴式柔性电子应变传

感器的智能鞋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晓宇 2018117029

冯锐旭

/2018117262
赵丽丽 教授 0807

针对中老年人行走一段时间后时常出现的腿脚不适、膝酸

脚痛等症状，设计一款可实时动态监测腿脚健康状况的智

能鞋垫。鞋垫通过监测足底压力的变化和分析足底力学分

布特征来揭示人体步态规律，从而对足部健康做出预测和

评价，通过终端显示来提醒人们，降低足部疾病发病率。

智能鞋垫结构具体包括：基于柔性压力传感器进行数据采

集、存储后进行信号传输，采用大数据等技术对数据进行

处理，通过手机等设备实现终端显示。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08

共享型领导效能及员工激励有

效性的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雨凡 2018103085

柏欢欢

/2018103101
蒿坡 副教授 1202

本研究从企业实际出发，结合相关领域经典理论，在陕西

省选取不同类型的企业，通过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实验

研究等方式，探究共享型领导的作用机制和最终效能；除

此之外，对企业内部家庭友好型福利对员工激励的传导机

制、作用机制、影响机制等进行研究。总结规律、得出结

论，并最终为企业进行领导方式、员工激励方式调整提供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09

金融资产重分类中关于递延所

得税的会计处理讨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一宁 2017103138

张伟绩

/2017103158
尤华 副教授 1202

相关学者进行了研究归纳总结，对于金融资产相关的会计

实操已经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结论，然而在所得税会计中，

由于金融资产形成的递延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有待进一步研

究，尤其是金融资产重分类后，前期产生递延所得税如何

处理等问题未形成统一定论，本项目从准则入手，结合相

关企业实际处理，归纳总结金融资产重分类中递延所得税

的会计处理问题，以期对会计实操提供有益参考。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10

新冠疫情下基于用户需求的公

共图书馆应急健康信息服务模

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成传湉 2018104163

刘浩东

/2018104159

,张直前

/2018104162

封超 讲师 12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

重要标志，要积极为人民健康事业做出贡献。本项目调查

大众在疫情期间期望获得的健康信息服务并进行抽象提

炼，了解大众在疫情期间的健康信息服务的需求，同时收

集并整理多家公共馆在疫情期间开展的健康信息服务，综

合二者构建我国新冠疫情下公共馆应急健康信息服务模

式，促进图书馆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健康信息

服务工作展开，为大众提供正确，科学的健康防疫信息。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11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城乡养育

观念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

—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小源 2018104059
张蕊

/2018104017
邓武红 讲师 0303

人力资本理论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是加大对乡村儿童早

期教育的投资，而现今城乡家长的养育观念仍存在较大差

异，项目旨在研究人力资本视角下城乡教养观念差异及其

影响因素，关注其所引发的问题并探究其相关措施。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12

基于LSTM建模预测行人轨迹的

卡车盲区预警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雒静怡 2018117253

吴俊霆

/2018117414

,张渊

/2018117404

齐晓斐
高级工

程师
0807

针对卡车盲区事故频发的问题，提出一种适用于卡车的预

测行人运动轨迹避免盲区事故的设备。该设备基于超声技

术实现行人定位，通过LSTM模型预测行人行动轨迹，AEB

系统进行卡车自动制动，具有高精度，高可靠性等特点，

可有效解决盲区事故问题。具体包括：基于STM32F407的

超声波定位装置实现行人定位，基于LSTM建模预测行人运

动轨迹，AEB系统实现紧急情况的自动刹车。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13
基于无线通讯的智能仓库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葛牧青 2019117385

殷之悦

/2019117334

,金秋实

/2019117440

邢天璋
高级工

程师
0807

在仓储运营管理中，企业以人工操作为基础，以人工为关

键完成货物存贮、调配、追踪、记录等工作。人力成本日

渐增加，工作效率低、人力资源浪费严重等传统运营模式

的弊端制约着仓储物流行业的继续发展。因此，需要开发

一款满足现代要求的智能仓库管理系统。 具体包括：选用

stm32作为其主控芯片，兼以WiFi模块进行信息交流。仓

库的主体采用巷道式设计，配有搭载WiFi模块的无线遥控

小车，用以货物的装载。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14

精致包装“返航计划”对陕西

特产创新营销的启示——以咖

啡品牌三顿半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席婉茹 2017104185
王镇涛

/2017103022
李辉 副教授 1202

近两年来，咖啡品牌三顿半由于其精致的产品包装和有趣

的“返航计划”设定吸引了一大批铁粉。2019年淘宝“双

11”购物节更是一举夺得了该品类的销售第一名，打破了

雀巢对于咖啡品类销售的常年垄断。本研究旨在探索三顿

半精致的产品包装及其特色的“返航计划”在营销方面的

积极影响，并对类似营销手段的适用对象进行了归纳总

结，对陕西特产的营销方式做出一点启示。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15

上市公司蹭热点的背后到底蕴

涵着什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志强 2017103155

盛璇

/2017103137

,赵越

/2017103159

郭世辉 教授 0203

通过这个项目去研究上市公司发布蹭热点概念的动因，其

是否与减持等情况有关，他们的违规成本与收益呈现什么

态势，对中小投资者带来的巨大损失如何定性解决，以及

新《证券法》实施下，可能会作何改变。最后就是通过上

面的分析，探讨如何解决或者是减少这种局面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16

基于WiFi无线信号的水盐度变

化监测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倩格 2019117058

种梦馨

/2019114136

,余秋瑞

/2019117050

王夫蔚 讲师 0807

针对含盐量过高而造成的水污染问题，本项目提出一基于

定向天线和tag的监测系统，该系统设计了针对不同盐分有

不同特性的tag，天线发射WiFi信号到tag上，tag反射不

同幅度、相位的电磁波信号到信息处理系统，从而实现对

高盐浓度污染的水资源的监测，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17
关于“大眠”软件的创业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一卓 2019118061

窦世民

/2019118075

,刘云征

/2019118105

刘伟明 讲师 0809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不断变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不断增加，

随之出现了心理变化、生活作息不规律等问题导致人们出

现失眠的状况，同时还有环境因素、躯体因素等也引发这

人们出现了睡眠方面的问题。“大眠”这一平台为广大失

眠患者提供服务，通过智能脑电波助眠、在线医师一对一

咨询、智能降噪助眠、减压音乐助眠、在线声优哄睡等功

能来满足广大失眠患者的需求，以提高广大失眠患者的睡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18

新冠肺炎疫情对会计工作模式

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尹京 2017103077

郭晨阳

/2017103091
李辉 副教授 1202

众所周知，今年春节期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我们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很多公司停业甚至部

分城市出现一段时间的“封城”，作为会计系的学生，我

们最关系的自然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会计行业工作模式的影

响。本项目将围绕这方面展开调查和研究，探索此次疫情

为会计行业带来的新的挑战和改变。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19

陕西地摊经济发展的经济后果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明慧 2017103084

姜佳龙

/2018103340
李辉 副教授 1202

本项目以地摊经济为研究主体，在疫情影响之下，国内众

多企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受到了

影响。国内的就业形势也愈加严峻，有很多因为疫情而失

业停业的人选择了摆地摊来获得收益，因而近期地摊经济

着实火了一把。本项目将立足于地摊经济，研究其起因、

构成、规模、经济收益、经济影响等等方面，对陕西地区

的地摊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经济后果进行探究，并得出相关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20
“云回收”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永斌 2019118051

金思宇

/2019118099

,魏德航

/2019118114

谢倩茹 讲师 0809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的生活垃圾越来越多。其

中就有很多可回收物品，但目前针对垃圾分类除了部分试

点地区以外还没有严格的实施办法，导致很多的可回收物

与其他垃圾一同被处理。另外，在居民的生活圈中，很少

看到废品回收站。这也导致了居民将可回收物与其他垃圾

放在一起扔进垃圾桶。因此，本项目旨在推动可回收物再

利用的基础上，开发“云回收”APP采用“互联网+”的模

式，助力打造更加便捷、有效地废品回收的新方法。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21

智能鱼缸个性需求及非完全智

能细节的改进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可 2018117083

张倩

/2018117089

,尧伟康

/2018117271

贺晨 教授 0807

本团队通过观察与调研发现，针对鱼类生活环境的净化和

改善的设备在智能细节及满足用户潜在个性化需求方面仍

存在一些不足。我们的智能鱼缸可在实现现有智能鱼缸功

能的基础上对以下问题进行优化解决，实现多功能集中式

控制系统、完善功能不足细节并探索开发鱼缸个性趣味架

构，迎合大众对环境生动化潜在需求升级的趋势，同时减

少人工精力，为社会市场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22

陕西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

制及支持体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慧慧 2017103161

王露

/2017103127

,郑旭

/2017103180

李辉 副教授 1202

随着以数据为主要生产因素的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

化转型成为企业应对新挑战的主要战略。而且在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下，更是加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企业

对数字化工具产生了强烈的需求以及因此形成的工作模

式，可能在疫情之后仍将继续和深化。本项目正是基于以

上背景，以陕西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做相关调研来探讨

其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及其背后的支持体系。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23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

响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齐红炜 2017103163

侯思茹

/2017103097

,黎辰

/2017103072

李辉 副教授 1202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疫情对我国经济运行

造成了明显的短期性和阶段性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

济发展的轨迹。本文重点从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进

行研究，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因素入手，探究其影响

的过程，按照时间序列的方式分析疫情给社会经济造成的

短期以及长期的影响。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25
基于物联网的林火监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秦钰林 2017117328

周若麟

/2017117314

,冯瑞航

/2017117324

范训礼 教授 0809

森林火灾是一种我国常见的自然灾害，具有破坏大、处置

难的特征，对森林的生态环境和人类的社会生态带来难以

弥补的生态、社会危害。一般的林业火灾监测预防设备存

在工作效率低、时间效度差、无法远程预警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拟设计一种基于 NBIOT 窄带通信技术、

无线传感网技术的林业火灾监测预警系统，应用专业所学

对森林火灾进行检测预警，具有工作效率高、时间效度好

、多平台预警等特点，在林业信息化领域的应用前景十分

广阔。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26X
方便速食菜肴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伟绩 2017103158

汪方焱

/2018104081

,曹亚倩

/2018104005

卢春香 副教授 1202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对时间的使用效率也精益求精，

当上班族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时，大多数人都不愿拖着疲

惫的身躯奔向菜市场或超市给自己好好做顿饭。无需去菜

市场，菜品免洗免切，无需购买调料，打开包装即可下锅

烹饪的方便速食菜肴无疑成为他们的首选。方便速食菜肴

是指经过清洗、切配，并按照一道菜需要的各种食材的比

例准确搭配，多以食材包的形式呈现给消费者。其目的是

让顾客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家中十分简单的完成菜品。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27

乡村文化振兴——建设乡村地

区图书阅览室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健鹏 2019103359

谭德成

/2019103363

,柯举

/2019103360

张苗 讲师 0201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如今，我国的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仍然很

大。教育乃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当今我国农村地区的教育

水平低下，因此改善教育刻不容缓。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28

手势识别模块在临床口腔治疗

中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桑纪元 2018117155

刘小龙

/2018117146

,张鑫

/2018117084

贺晨 教授 0807

在如今生活质量飞速发展的进程中，口腔问题日渐明显。

而在临床口腔治疗的过程中，由于诊断的特殊性，病人并

不能及时有效的给予医生反馈。在临床口腔治疗的过程

中，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交流障碍问题凸显。本项目将打造

一套可以简易便携安装在牙科综合治疗椅上的识别反馈模

组。项目针对患者可以在口腔治疗中应用手势的变化告知

医师自己的状况，以及针对医师可以在穿着不便的情况下

通过手势来控制摄像头捕捉与储存口腔内部画面。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29
基于OneNet平台的心电监测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龚敏 2018117122

施亭亦

/2018117052

,金雨展

/2018117186

张涛 讲师 0807

本作品将心电检测从医院内扩展到家中，以 OneNET 为设

计平台，可随时采集处理心电波形信息，并通过深度学习

对用户的心电信息进行初步诊断。本作品还将用户心电图

实时传递并储存至云端，供用户及其医生或家人查看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30X
现代化种猪规模繁育基地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陶翔 2018103374

田家华

/2018103347
张苗 讲师 0201

本项目以现代化美丽牧场为建设目标，将原先落后、分散

的个体户养殖整合为企业，由企业聘用专业的管理团队和

技术人员，采用先进工艺和技术，提高种猪产量，减少污

染排放。项目建成存栏2400头基础母猪现代化种猪繁育基

地，达产后年可出栏商品仔猪（含二元）4.8万头，以优质

商品仔猪繁育为主。采用“现代化仔猪繁殖封闭式管理体

系”的经营模式，统一规划、管理、服务，为广大农户提

供健康的仔猪，从而改善当地养殖场优质种猪缺乏的现状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31
疫情下的地摊经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梦婷 2018103377

沈子怡

/2018103384
贺毅岳 副教授 1201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全国经济整体不景气，经

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就业形势也十分严峻。为了优先保

障民生需求，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利用内需带动

经济的发展，放宽摆地摊的准则，为地摊经济“松绑”。

基于这一背景之下，该项目将以经济学原理为出发点，运

用机器学习中的相关知识，针对当前地摊经济中存在的现

象级问题，深入研究分析地摊经济背后的经济学规律并作

出相应的预测分析。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32

基于深度自编码器的早期肿瘤

快速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英杰 2018117250

荣晨淇

/2018115141

,谢箫

/2018110101

张海波 讲师 0809

本项目旨在研究一种基于深度自编码器的早期肿瘤检测方

法，该方法利用深度自编码器在多层隐层上进行特征选

择，降低特征维度，最终提高锥束 X 射线发光断层成像技

术的定位能力和分辨率，进而缩短系统扫描时间和数据采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33X

基于Arduino的货车油箱防盗

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皓程 2019117403

杜芊芊

/2019117015

,唐秀昌

/2019114151

艾娜
高级工

程师
0807

本项目旨在设计一种基于Arduino 的货车油箱防盗系统，

集油量监测、远程监控、联防报警、紧急措施为一体。方

便货车司机在远离车辆时对车附近以及油箱的情况进行事

时查看。当有不法分子妄图对车内物品及油箱内柴油实施

盗窃时，将通过网络对司机进行提醒，发出警报、通过110

联网系统报警并拍照取证。在必要时候，司机可以通过设

备内辣椒水等自卫设备对不法分子进行反击。同时，也可

以通过接驳各种开源LOT设备进行功能扩展，实现其他实用

功能。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34

延安“红色”农业——以革命

文化宣传带动当地农业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高若彤 2018103393

靖碧薇

/2018103385
蒿坡 副教授 1201

本项目希望通过延安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宣传来带动当地农

业，再在农产品的包装上宣传红色革命根据地，来达到一

个互相宣传的效果。我们会建立公众号，通过推送来进行

红色革命文化的历史介绍，在普及红色文化知识的同时，

我们会宣传当地扶贫项目的特色农产品。我们会在农产品

的外包装上印刷红色历史文化的相关知识，并建立网络商

铺来完成农产品的网络售卖。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35

红色旅游对葛牌镇经济发展的

作用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曹婧逸 2018103102

白钰宁

/2018103124
李辉 副教授 1202

葛牌镇具有深厚的红色革命文化底蕴和优越的自然条件，

当地政府以旅游扶贫为抓手，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和培育特

色农产品引导当地农户脱贫。通过对葛牌镇的实地考察，

我们深入了解红色旅游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及其发展中

面临的困难。项目拟通过建立葛牌镇旅游推介网站，将当

地餐饮、住宿、交通、农事特色活动、特色农副产品、民

俗艺术、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旅游信息分享给游客，实

现葛牌镇旅游智慧化服务。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36
智能逃生预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耀辉 2018117284

吕晨晖

/2018117273

,隋杰

/2018117264

邓周虎 副教授 0807

设计了一款基于雷达检测技术、微波检测技术和单片机技

术的紧急逃生和高空坠物警示系统。系统由安装于楼面外

侧的微波检测装置、预警装置及智能降落伞构成。当检测

到有物体坠落坠落时，经检测装置进行判断，预警装置发

出语音报警。智能降落伞安装于楼内的火警报警处，当取

下降落伞时，楼内火警报警装置启动。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37

“WeMBgame”APP ——MOBA

类游戏数据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俊亭 2018117317

王辰龙

/2018117310

,曾沁波

/2018117297

郭凌 讲师 0809

“WeMBgame”APP以服务MOBA类游戏的电子竞技比赛与网

游爱者而创作，目前主要以英雄联盟，王者荣耀，云顶之

奕三款游戏为主要业务。主要功能：通过大数据分析，为

用户提供电竞比赛战术预测，电竞比赛结果预测；帮助玩

家更好的理解电竞比赛的版本与战术，提高用户的观赛体

验；玩家选择自己爱好的网游，软件通过对玩家的游戏喜

好，游戏习惯进行分析，结合游戏版本，为用户推荐一系

列攻略，提高用户的游戏体验。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38X
岁月映山红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黄佳悦 2017102072

任佳

/2018103193

,卢颖洁

/2017105049

冯筠 教授 0202

“映山红”花开热烈似火，象征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岁月映山红”是一个通过助力梦想、聆听故事来为老年人

提供精神服务的公益性项目。我们收集梦想并公布在我们

的网站上，以众筹的方式募资，帮助他们去实现；我们关

注老人们的红色故事，为您送上用心打造的岁月档案，让

风帆再起，红色基因永承。项目后期通过出版文集、出售

文创产品等方式获取收益，获取的资金将用于帮助更多的

老人实现梦想并投入到老龄服务建设和老年医疗研究中。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39
优行公交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昌浩 2017117100

谷颖颖

/2017117053

,赵玉捷

/2017117048

邓周虎 副教授 0807

针对广大民众在使用公交出行时对所等公交“一无所知”

等问题，提出一种实时显示公交信息的app平台。该平台基

于计算机视觉人数统计技术，拟在公交车上安装红外探测

装置实现乘客的自动精准计数，并实时将数据与相应的app

对接展现给使用者，解决资源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具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具体包括：车载GPS定位系统实现对车辆的

实时跟踪和定位，应用红外探测装置实现乘客的自动计

数，利用蓝牙收发装置实现与app的对接。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40

融合Wi-Fi和计算机视觉的智

能设备室内定位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沂东 2018117216

齐梦雨

/2018117176

,邓文豪

/2018117202

郭竞 副教授 0809

传统卫星定位方式没能很好地解决室内定位问题，如商场

导购、博物馆展柜引导等等。我们希望通过智能设备接收

Wi-Fi信号与用户主动摄像反馈图像进行特征比对相结合

的方式，较为精确地进行室内定位。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41
西大校园二手交易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钟宇亭 2019117284

李淑敏

/2019117051
赵凤军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旨在满足当代在校大学生对二手商品的需求，解决

当下已有二手交易平台对于大学生的弊端，是一个专门服

务与大学生的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新二手交易平台。有个

体售卖和平台售卖两种经营方式（个体直接在平台上发布

个人广告，买卖双方进行商议，可当面交易。同时个体也

可将商品卖给平台，由平台二次出售），具有便捷安全、

物美价廉、节约时间、资源流动、绿色循环等优点。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42

基于现有成熟旅行服务平台的

个性化旅游定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子灏 2018117374

梁艺玮

/2018117327
高原 副教授 0809

个性化定制旅游是指在用户不输入任何需求的情况下，系

统根据收集到的用户社会特征进行分析，推断出用户的旅

行偏好，从而达到智能推荐旅行方案的目的。本项目在现

有成熟旅行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内容包

括：（1）平台已实现的功能；（2）平台未实现的功能；

（3）个性化定制旅游的前景、优势和特点；（4）个性化

定制旅游系统的研究。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43
房屋循环系统自动检修服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晨阳 2019117261

杨诗雨

/2019117135

,李嘉琪

/2019117145

郑杰 副教授 0807

利用传感器，将传感网遍布房屋的循环系统（如排水管

道，电力系统等循环系统），构建庞大数据库，精准预测

或检测房屋循环系统出现的任何故障。在不同区域设置维

修站，通过互联网形成片区网络，传感器发出故障信号，

网络接收故障信号，通过传感器与网络的相互配合，将可

能出现的故障或是已经出现亟待维修的故障传达至对应维

修站，维修站派遣专业维修人员上门服务。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44

基于深度学习的数字万用表智

能检定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恒 2019117295

崔淼

/2019117313

,李秉昊

/2019117291

刘成 工程师 0808

数字万用表广泛应用于教育、科研和工业制造等领域，为

保证测量精度，需要定期检定校准。手持式万用表无法直

接与计算机通信，检定工作主要依靠手工操作。传统图像

处理方法在获取表盘数据时，受光照、旋转、字符位置和

噪声等因素影响，其准确率和效率较低。本项目拟采用卷

积神经网络和循环卷积神经网络提取识别表盘字符，以提

高抗干扰能力，并拟采用深度强化学习方法控制机械臂完

成量程和档位切换，以提高系统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45
大数据医药信息交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靓 2019117142

毛凯宁

/2019117195
王海 副教授 0809

基于医药行业信息交互困难的社会现状，创建医药信息收

集APP，用户输入想要购买的药品，显示拥有货源的药店相

关药品价格、产商、日期等信息，根据用户所处位置与药

店的距离、药品价格等一系列相关因素，根据大数据算法

计算出本地区最符合需要的产品，既可以找到相关产品，

又可以即时得到药品，解决了网上购物物流时间久，但药

品急需的使用矛盾，输出产品信息之后，用户可直接去往

自己想要的店铺，避免多次寻找的过程。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46

基于深度网络的文物分类与识

别关键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漆昊天 2018110030

乔晨颖

/2018104180

,吴清鹏

/2018113036

张雨禾 讲师 0809

由于我国出土的文物数量庞大，不同特征的文物相互混

杂，文物分类陷入技术瓶颈，而需求的不断产出，则要求

研究人员研究文物特征描述新算子、文物分类新方法，以

提高文物分类的准确率。因此，项目重点研究融合文物颜

色、纹理、几何等特征及其组合关系的文物文化特征的构

建与描述，搭建面向文化特征的深度网络分类器，旨在提

高文物分类的准确率，为文物分类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技术

支撑，并应用于兵马俑碎块、瓷器碎块等文物分类工作中

。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47
疲劳驾驶检测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孟一凡 2019117262

王志祥

/2019117251

,焦家乐

/2019117258

尹小燕 副教授 0809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因疲劳驾驶而产生的交通事故逐

渐增多，针对此种情况，市场上也推出了很多关于疲劳驾

驶监控的仪器，但由于硬件设施过于昂贵等原因未能普及

使用。本组主要着力于研发一款监测疲劳驾驶的手机APP，

把手机置于车载支架或者自己放置的手机支架上，通过手

机摄像头，使用相关算法，对目标进行眼睛睁开时间占睁

开与闭合的总时间或者眼睛瞳孔变化来检测目标的疲劳状

态，进而达到检测疲劳驾驶的效果。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48
衣心一意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倪辰昊 2019118066

吴易颖

/2019118055

,肖剑

/2019118036

郭小群 副教授 0809

针对传统购物时无法确定衣服在自己身上合不合身，因而

导致购物效率低下、并可能产生买卖纠纷等问题，提出一

种虚拟试衣的平台。该平台利用3D建模技术实现用户身体

模型的可视化，并搭载先进的物理引擎辅助试衣的效果，

具有高精度、高真实性等特点，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

2020 10697 西北大学
S202010697

573
大学生共享图书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袁少轩 2019117065

雷婧婧

/2019117059
张薇 讲师 0807

针对大学生闲置图书无人看浪费的问题，提出一种大学生

共享图书的概念。共享图书可以解决大学生图书闲置（课

本、资料、课外书等），失去其价值的问题，大学生可以

将自己闲置的图书选择出售，不仅使得书籍得以延续它的

价值，还可以让购买书籍的人获得更多知识。  具体操

作：建立一个共享图书app，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闲置的图

书以及价格挂上去，有意愿的人就可以买下，然后自己约

个时间地点取书完成交易。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01

基于RFID和移动APP的物品防

遗落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焦婷 3170414030

张家贺

/3170831019

,党浩钒

/3170341088

李军怀 教授 0809

手机端现有的备忘录功能已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扮演不可

或缺的责任，不论是提醒代办事件，还是对出行应带物品

的记录，备忘录无疑方便人对生活琐事的管理。可在出行

物品提醒方面，备忘录仅解决记录问题，检验功能仍需人

类完成。本项目基于RFID和移动APP实现出门物品携带提

醒功能。通过RFID读卡器内与手机端进行通信，对读取的

标签数据进行去噪等预处理并解析，解决多RFID标签碰撞

问题，识别对应物品。并通过手机振动或响铃的方式进行

提醒。本项目将RFID技术与APP结合，检验功能由RFID实

现，真正实现对应带物品智能化选择、检验、提醒。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02

基于轮廓扫描的刮板修复表面

重建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倩 3180121111

韩博涛

/3180921063

,杨乐瑶

/3190243043

,孙培洋

/3190441228

,李柯旭

/3190211170

高峰 教授 0802

采用激光轮廓扫描仪获取磨损矿用刮板表面点云数据建立

相应点阵模型。基于点、线和面几何特征建立点云配准模

型，运用差分法确定刮板磨损轮廓检测点对应的三维模型

坐标，根据矢量求解法获得任意模型点法矢量，采用空间

自由曲面拟合方法建立刮板磨损轮廓在不同截面处的外轮

廓曲线的数学表达，通过实体造型软件构建磨损表面三维

模型，与数据库中设计模型进行对比，提取相应位置处的

磨损量，为规划刮板等离子堆焊修复路径提供依据。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03

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的多

媒介展陈设计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叙莹 3171440008

章有为

/3171440040

,刘熠幡

/3181440006

,黄陈家盟

/3181440015

张辉 教授 1305

西安碑林石刻艺术室展陈内容主要为自汉代至明清的陵墓

石刻100余件，唐昭陵六骏其中的四骏就在其中。2019

年，碑林改扩建工程启动，如何利用数字媒介和当代视觉

新理念进行全新的展陈设计，是摆在博物馆面前的关键问

题。课题采用多媒介交互设计，增强观众的体验感，采用

多种新影像展播方式，增强线下观众的历史沉浸感；同时

利用APP、H5等多种新媒介手段，对碑林石刻文化信息进

行有效地推广与传播，以达到传播中国文化之目的。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04
可采样式水下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宇翔 3170661056

周冠宇

/3180661047

,李本小溪

/3181430063

,杨庆鸿

/3180661044

,马欣怡

/3190661001

权全、

李红英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0811

在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今天，水样采集监测工作对工程

项目的实施，以及日常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本团队设

计出一种搭载取样装置，依靠自带能源、可以连续下潜、

人为遥控的能回收和反复使用的小型潜器——“可采样式

水下无人机”。机器搭载照明、摄像头、采样等硬件控制

系统和软件操控系统。具有机动性好、可操作性强、作业

半径大、避免采样人员伤亡风险等优点。可在水库大坝巡

检、水下摄影、水下采样、科考探索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05
语音陪伴软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德 3181621066

刘恒

/3180314010

,王琛

/3180314004

,崔慧祥

/3180421117

,朱慧颖

/3180432044

朱虹 教授 0808

2017年2月28日，为了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国

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

规划》。其中，第八章提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的主题，强调加强老年人精神关爱。我们经过调研了解

到，孤独老人心理健康很大程度和子女的陪伴有关。为

此，我们的项目提出设计一个语音陪伴软件系统，采用深

度学习技术，将语音迁移至可模拟出老人子女的声音，让

老人能够得到亲人及时的的陪伴，给予老人及时的关爱和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06

BN三维网络导热链的构筑及其

高导热复合材料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雒毅华 3170111040

李千一

/3170111042

,张凯迪

/3170111049

,任浩

/3170111037

汤玉斐 教授 0804

近年来，随着微电子集成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元器件体

积不断缩小，工作频率急剧增加，运行过程中产生大量的

热量。一旦不能及时有效散热，将严重影响仪器设备的使

用，导致报废而产生巨大损失，因此迫切需要研制具有卓

越导热性能的复合材料。本项目通过构建可连续导热的三

维BN网络，经热压成型制备出具有导热性能优异、绝缘效

果好、力学性能高等特点的PVDF/BN复合材料，在航空航

天领域、微电子封装和电气绝缘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07

低频轴向振动钻削刀柄开发与

性能试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伍兰皓 3170211125

王将

/3170211120
郑建明 教授 0802

针对普通钻削存在钻削力大、钻削温度高、刀具磨损严重

、断排屑困难等问题，本项目拟开发一种采用标准连接方

式安装于铣床或钻床主轴的振动钻削刀柄，该刀柄基于摩

擦传动与偏心弹簧质量振动原理，将主轴的旋转运动转化

为旋转与轴向振动复合运动，从而改变钻头与工件之间相

对运动规律，实现将钻削过程由连续切削转变为断续振动

切削，提高钻削过程切削、散热条件与断排屑能力。该刀

柄可使普通机床实现振动钻削功能，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08
陕南废弃烟杆资源化利用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储千千 3180314024

姜倩

/3170312023

,周文涛

/3180331022

,徐龙

/3160314101

张效林 副教授 0804

烤烟是陕南下属众多贫困市县重要的经济作物，而废弃烟

杆处理是当地备受困扰的问题。以洛南县为例，现有烟草

种植面积达10多万亩，年产烟秆可达3万吨左右。这些废烟

秆资源基本被弃田间地头或用作燃料焚烧，资源化利用率

极低。本项目拟采用废弃烟杆为植物纤维原料，在前期调

研基础上研发烟杆预处理及烟杆纤维制备技术，并采用制

备的烟杆纤维增强环境友好型树脂基复合材料。项目预期

制备烟杆纤维复合材料可广泛用于绿色建材、车船装饰、

3D打印材料、包装等领域，在废烟杆资源化利用以及带动

当地精准扶贫等方面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09

基于深度学习的空巢老人无人

监控救助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志伟 3170342016

武贤环

/3170342017

,曹雨欣

/3170342025

赵凡 副教授 0809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及时检测空

巢老人跌倒等意外事件和自动报警对社会的安定有很重要

的意义。本项目拟开发一套服务于空巢老人的无人监控救

助系统，通过访问房屋中安装的摄像头，采用事件检测和

事件识别等深度学习技术对读取的视频流进行分析，得到

老人居家生活期间发生事件的类型和时间。当跌倒等意外

事件发生时，远程向监护人或社区救助站自动发送警示短

信和抓拍的跌倒图片，从而使空巢老人得到及时救助。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10X
一站式小程序众包赋能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田润青 3180435006

闫玉娇

/3180911045
李建伟

讲师

（高

校）

0807

计划自主研发的依托SaaS的平台『KING』，是一个同时支

持微信、支付宝、百度、今日头条等场景的智能小程序第

三方开发平台。致力于为中小企业、个体商家提供一站式

的小程序众包服务，借助公司平台『KING』，企业客户无

需购买软硬件、建设机房、招聘IT人员，仅需一键授权本

平台，即可完成小程序的制作、托管、审核、管理等一系

列繁琐的流程。计划主营业务有微官网、微教育、微商铺

、微摄影、小程序工具（插件）以及定制化的营销服务，

涵盖了O2O、社群、分销、直播、支付、教务、考务、短信

通道等常见应用场景。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11

无砟轨道板表面轮廓测试装备

的导轨振动测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阳阳 3180212014

王帅

/3180571002

,邓文涛

/3180571001

,王晨昱

/3180243005

李淑娟 教授 0802

随着高铁、地铁以及轨道交通技术的发展，对无砟轨道板

的制造质量、精度要求也大大提高。由于激光快速测量无

砟轨道板在长达6m行程的快速检测过程中，驱动电机和齿

轮、齿条传动导致固定在安装板上的激光传感器存在不确

定性的振动。针对这种问题，我们设计了两种测量方案来

评估这种随机振动，以此为依据判断随机振动是否会影响

快速检测过程的可靠性以及误差范围，评价激光快速测量

无砟轨道板装备的关键性能。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12

基于柔性印刷电子的消防可穿

戴监测装置的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旭东 3170314060

顾俨祺

/3180314048

,王婷

/3180314030

,王景鹏

/180314029

侯和平 副教授 0809

消防员在灭火救援过程中，火灾现场环境复杂，危险程度

高。如何有效保障消防人员安全以及提高火场救援效率是

亟待解决的问题。本项目拟采用多种传感器作为感知装

置，以STM32系列MCU作为控制芯片，以显示器和耳机作为

显示和通讯设备。将在火灾现场环境测得的数据，通过控

制芯片对输出信号进行分析处理，显示在显示器上，通过

耳机通知消防人员。将传感器数据通过通讯模块上传到指

挥系统。以此开发一套基于柔性印刷电子的消防可穿戴监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13X

生态画廊，心中山水：基于盘

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视角下的

互联共享乡村人文旅游新模式

探索——以陕西省柞水县孔雀

山庄经营模式为例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杨游航 3170662044

金粲璨

/3170511049

,陈小洁

/3160512008

,原敏倩

/3160521063

,严若萌

/3180913019

巩晶骐

助教

（高

校）

1209

本团队致力于将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孔雀山庄升级改造为

集体验田园农业、释压养生、度假研学为一体的生态互动

爱心农庄，并构建具有农舍预订、实景浏览、建议反馈等

功能的网络平台。鼓励农户将闲置房屋及土地改造为城市

家庭归园田居、感受乡村生活的第二居所和学生研学、体

验农民生活的基地，与孔雀山庄一起进行规模化经营。盘

活农村闲置资源，解决柞水县农村优质房屋土地闲置及青

壮年劳动力流失等问题，进而拉动农村地区经济增长。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14

基于水锤效应的冲击压电景观

喷泉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榆 3180643028

刘磊

/3180643007

,邱朝晖

/3180643015

,程睿浩

/3180643026

,李钰

/3180651076

杨振东

讲师

（高

校）

0805

喷泉是现代园林造景的常见景观，具有增加观赏性，改善

空气湿度的效用。常规喷泉是由电机和水泵配合来实现

的，喷泉能耗很大。本项目设计了一套利用水锤效应提水

压，产生喷泉的装置，无需外部动力源，就可以产生景观

喷泉，采用压电陶瓷发电为景观灯供电，实现自给自足。

本作品适用于城市景观生态河道、低水头流域景区和沿海

景观地区，可利用低水头能量和不稳定的潮汐能，对我国

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补充作用，与此同时还可以起到

节约能源、美化环境的作用。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15

水工混凝土服役寿命远程诊断

云计算信息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思钰 3170612015

高溥瑞

/3170612020

,张宗杰

/3170612017

,高浪

/3190611063

,曹璞

/3190611066

王瑞

骏,李

阳

教授,

讲师

（高

校）

0811

本项目将有关水工混凝土耐久性的研究成果与计算机技术

相结合，通过收集和筛选耐久性试验数据和水工混凝土寿

命预测模型，获得室内外条件之间存在的特定的对应关系

和符合实际工程的寿命预测模型，为预测实际服役水工混

凝土在复杂环境下的寿命提供依据。此外，通过收集实际

服役水工混凝土耐久性指标的变化，可实现数据库的迭代

更新，并为水工混凝土耐久性的变化提供趋势预测和专家

预案，实现对水工混凝土工程耐久性的动态管理。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16

自供电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测

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玉泉 3180643021

胡典启

/3180643022

,任慎明

/3180643035

,徐洲洋

/3180643023

黄秋

红,赵

道利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3

很多引水式水电站为了集中落差，将水流通过渠道或有压

隧洞引向下游厂房发电，要求在原河道保留一定的生态流

量，政府部门需要实时监测生态流量。目前生态流量监测

仪存在供电麻烦的问题。基于此，本项目提供一种自供电

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测装置，该装置利用生态流量的小流

量低流速尾流激振进行发电，实现生态流量监测仪的自供

电。该装置能实时监测水位和流量并发送给监管平台，计

算并记录水位流量的丰枯变化，实现对生态流量的不间断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17

基于FDM技术的无焊接立体电

路一体化设计与成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恒尧 3180571007

陆昂

/3170211257

,黄仁轩

/3180571021

,李炫颖

/3180212012

董永

亨,淡

卜绸

讲师

（高

校）,

实验师

0802

将电子功能材料与增材制造能力相结合，可以从多种材料

中创建复杂的3D几何形状，从而可以创建用于电子工业的

常规2D打印方法根本无法实现的设备，例如多层电路板，

电子连接器，3D天线，特定任务的卫星组件，具有嵌入式

电子设备的3D结构和电池。最终，3D可打印电子领域希望

实现小批量，按需生产高度复杂且易于定制的电子结构，

同时与传统的电子制造方法相比，减少了材料浪费，能

耗，原型设计时间和成本。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18

疫情防控下的行人佩戴口罩检

测算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纪元 3180811035

苏亚

/3180811041 

李浩铭

/3180811039

戴芳 教授 0807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人们近距离接

触的情况下快速传播，并以几何增长的势头蔓延。佩戴口

罩成为人们进行自我防护，降低感染机率的有效手段。但

由于生活习惯或观念的原因，公共场所总会发现不佩戴口

罩的行人。本项目以监控视频为研究对象，在行人检测的

基础上，设计实时有效的面部口罩检测算法，检测公共场

所人员是否佩戴口罩，并对未佩戴口罩的行人进行预警，

为有效防控疫情提供技术支撑。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19

医用钛合金表面仿生生物压电

涂层的定制化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朴钰 3170112027

朱馨雨

/3170111039

,张纯

/3170111048

,何龙宸

/3170111041

赵康 教授 0804

针对钛合金植入人体后很容易发生松动甚至失效的问题，

本研究通过在钛合金表面构建微观有序的锆钛酸钡钙

（BCZT）纳米管压电涂层，赋予钛合金与天然骨相类似的

生物电活性，同时纳米管具有负载药物的能力。在此基础

上通过稀土掺杂的方式解决钛合金表面BCZT压电涂层压电

性能的个性化定制，达到所制备的涂层的压电性能可以与

不同个体、不同骨骼的压电性能相匹配，最大程度的实现

钛合金表面生物压电涂层的电活性功能化仿生。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20
杜仲胶的高效提取方法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睿思 3180821009

明月 

3180821014,

周明敏 

3180821018,

柯玉涛

3180821019,

秦伟杰 

3180821022

刘乃亮 讲师 0703

杜仲是重要的天然橡胶资源，杜仲胶的提取和利用有助于

突破我国天然橡胶胶源短缺的瓶颈。陕西略阳是杜仲种植

和生长主要地区，占全国总量的13 %，具有良好的资源优

势，本项目采用“先高效提取、再物理改性、后化学改性

”的研究方式。通过绿色高效提取工艺提取杜仲胶，对杜

仲胶结构的改性，提高杜仲胶的相容性、反应性等性能，

开发新型杜仲胶功能材料。通过本项目的研究锻炼大学生

的专业研究水平，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21
新型堤坝渗漏检测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方 3180611054

颜燊

/3180611071

,房蕊娇

/3180611057

,许隆征

/3180611047

程琳 副教授 0811

渗漏是造成堤坝溃决的重要原因，是水利工程常见的一种

病害。现有的堤防渗漏探测技术仅能大致判定渗漏的空间

分布，自动化水平低，急需研发一套便捷有效的堤坝渗漏

智能探测设备。本项目拟将堤坝渗漏探测的流场法、示踪

法和水下摄像技术等进行集成，研制堤坝渗漏探测的水下

机器人。该渗漏探测机器人还可以利用GPS对渗漏点进行精

准定位，具有探测范围大、探测精度高、安全性高和操作

方便等优点，在堤坝渗漏监测方面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22

陕西关中地区水生态治理调查

及治水模式研究

——以西安及周边地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秋月 3170672003

田雯迪

/3170672005

,赵沁楠

/3171621019

朱记伟

李良

教授,

助教

(高校)

0810

本研究项目以陕西关中地区水生态治理为对象，以西安及

周边地区为例调研水生态治理现状，梳理陕西关中地区水

生态治理现状，辨识关中地区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因

素，构建陕西关中地区水生态治理模式，提出陕西关中地

区水生态治理实施路径，对陕西省关中地区水生态治理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23

一种改进型负压吸附爬壁机器

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坤 3180211239

胡中凯

/3180211254

,段浩

/3180211251

,唐益龙

/3180211258

税琳棋 副教授 0802

当今负压式爬壁机器人已成为代替人们完成一些难度较高

、危险系数较大工作的众多选择之一。但是目前大多面临

的问题是如何在平整度不高的平面上完成越障工作。故本

项目设计的爬壁机器人通过多腔室交替升降前进从而解决

越障问题；并通过添加独立的仿生机械尾翼作为防倾覆机

构从而克服移动中的倾覆力矩。进一步扩大爬壁机器人在

实践中的应用范围。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24

基于划刻法开发的通用新型硬

度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浩鑫 3170132002

林朗

/3170132045

,石换莉

/3170132033

,顾可欣

/3170131047

,师露

/3170131008

陈文革 教授 0804

硬度作为表征材料不大体积范围内抵抗变形和断裂的一种

高效技术手段，是快速测试材料力学性能的手段之一。目

前无论是布氏、洛氏、维氏还是肖氏、里氏，乃至莫氏等

各种硬度测试技术，均无法实现不同材料各个硬度之间统

一的问题，也不能表征材料失效最危险的断裂问题。本项

目吸纳回跳法和压入法的优点，针对刻划法不能量化的问

题，提出一种划刻法硬度测试技术，即把一定载荷通过特

殊压头加载在被测材料或工件表面，刻划一定深度的沟

槽，然后根据所得沟槽的深浅和面积，按照公式量化得到

具体的硬度值。经多次实验验证与传统硬度的表征基本相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25

基于群智感知的城市内涝监测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研 3170414024

胡欣怡

/3170414021

,张娇娇

/3170414016

杨少博 工程师 0101

城市内涝极大地影响了市民出行，甚至会导致车辆瘫痪、

交通严重堵塞的重大问题。及时了解城市积水信息成为了

政府和广大市民关心的事情。本项目拟基于群智感知研发

城市内涝平台，通过众包小程序等移动应用，利用手机内

置定位器，摄像机等功能获取积水信息，对众包数据进行

分析和融合。基于opencv对上传的图片进行简单的筛选、

拼接，将最终分析结果显示在基于Arcgis的地图界面，呈

现等级不同预警信息，并通过云平台为系统提供数据存储

及综合服务支撑，将结果反馈给用户。提示用户绕路方

案，同时方便有关部门快速掌握积水情况及时修理。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26

基于物联网的自动遥感大气温

度的气辉成像干涉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卓群 3180131017

杨金哲

/3180132020

,李涵

/3180913017

,熊培羽

/3180421091

,张婉莹

/3180831012

唐远河 教授 0808

本项目将对探测地球上空90-100km大气温度的气辉成像干

涉仪样机进行智能化观测和联网传输和显示方面的研究，

拟用树莓派控制干涉仪的拍摄并将气辉图片发送至远程服

务器，架起传感器和远程服务器之间的桥梁，实现物联网

功能。用手机、电脑等客户端访问来自远程服务器所拍摄

的气辉成像干涉图照片及其反演出的大气温度、数密度参

数等，实现自动联网观测和共享，使中高层大气温度，气

辉粒子数密度等参数的测量更加高效和便捷。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27
智能水上清洁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栋 3180611024

姚常杰

/3180611022

,胡成成

/3180611025

,杨少锟

/3180611021

,胡冲

/3180611026

任杰 副教授 0811

本项目为“智能水上清洁机器人”，是对我国水上清污领

域的弥补。它是一种新型高科技环保产品，主要用于漂浮

垃圾的打捞和收集。该产品包括现场遥控、远程操控台遥

控及无人智能化控制等三种操作模式。可实现自主导航、

自主搜寻、自主避障、智能识别和智能分类等一系列功能

。自身携带太阳能电池板可实现长时间不间断工作。收集

和分离装置可显著提高水体垃圾清理效率和效果，能一次

性完成各种水面漂浮垃圾的扫描、收集、分类和回收等。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28

光伏电站组件故障智能巡检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奔 3150411059

杨玉瑶

/3170434049

,骆丰凯

/3170413112

,林鹏逸

/3170413141

季瑞瑞 副教授 0808

光伏电站自动巡检是大型光伏电站运维的发展趋势，针对

无人机航拍图像，对光伏组件进行分割和故障检测是自动

巡检重要的研究内容。本项目主要研究基于图像识别的光

伏组件故障检测方法，针对无人机巡检拍摄的双光图像视

频，通过形态学和聚类方法实现故障定位，通过深度神经

网络实现故障识别，通过SLAM技术实现全景定位，最后对

巡检结果进行汇总和分析，从而提高光伏电站运维的智能

化，降低人力成本。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29

骨细胞增殖及抑肿瘤功能化镁

合金成分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安卓 3170121123

林舜生

/3170121040

,李杰

/3170121139

,郭昱雍

/3180121094

,梁欣航

/3180121096

徐春杰 教授 0804

医用镁合金作为可降解医用材料被誉为第三代生物医用材

料。镁是一种对人体温和的元素，具有很好的可吸收性和

生物相容性，在骨科植入中，具有与骨接近的密度和弹性

模量。通过在镁基体中添加Sr有利于骨细胞增殖、Ag有利

于抗菌、La有利于抑制肿瘤。根据功能化需要，本项目针

对骨细胞增殖和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镁合金成分进行合金

成分和组织设计，进行组织性能表征，建立生物医用材料

的力学性能的内在关系，为生物医用镁合金奠定基础。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30

新型冠状肺炎感染人数预测的

分数阶灰色模型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乔海燕 3180811005

陈晓

/3180811007

,冯涵柘

/3180811002

,安宇飞

/3180811004

郭文艳 副教授 0701

新型冠状肺炎的全球爆发，给各国民众的生活带来极大的

影响。专家学者对新冠病毒的传播机理的探究，将对病毒

的有效治疗提供理论保障。本项目以此为背景，考虑感染

新冠病毒的主要因素，建立各因素与感染人数间的新的分

数阶灰色模型，并用最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的群智能优化算

法给出模型关键参数分数阶的估计，对新冠病毒感染人数

进行预测，从随机优化的角度对新冠病毒感染人数预测的

估计提供理论支撑。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31
酒曲搬运全方位移动AGV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博 3190211106

王晓东

/3190211068

,赵聪尧

/3190931049

,刘旭

/3180413041

,王昱祺

/3180121055

李艳 副教授 0802

在制曲过程中，需要将踩压成型的曲块搬运至曲房。为解

决目前多采用的人工输送方式所带来的劳动强度大，效率

低以及无法与自动化制曲装备集成的问题，开发一台带有

交接操作机构的全方位酒曲搬运AGV，采用定位和控制二维

码结合视觉系统，实时对地面色带进行高速拍摄，经图像

处理后将导航偏差量发送给控制器，通过PID算法实施纠

偏，在工作位置进行相应交接操作，实现AGV自由路径导航

及精准定位。该AGV可根据当前电量确定是否进行自动充电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32
螺旋推进湿地检测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怀营 3180211092

杨成龙

/3180651085

,武旭乐

/3190211082

,何晴

/3190331012

,杜雨龙

/3190241164

杜羽寅

讲师

（高

校）

0802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可以说，

湿地是人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本之一，也是自然界富有生物

多样性和较高生产力的生态系统。而湿地的特殊性使得常

规机器人无法行驶

螺旋推进湿地检测机器人采用接地压力小，推动力大的螺

旋式推进结构，既能够在沼泽、滩涂等湿软地形具有良好

的通过性，也可以在河流、胡泊的水面行驶，同时也可以

在冰面、雪地、沙漠等环境中运动，并可携带多种传感器

对湿地环境进行实时检测。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33

化泥为云，变废为宝——阳极

泥新型电极材料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科 3170121059

邓越

/3170121051

,张园书

/3170121066

杨晓红 副教授 0804

本次项目以阳极泥为原材料配合乙炔黑与粘结剂制备复合

电极材料，研究不同导电剂（乙炔黑）含量对材料电学性

能的影响，测定该电极在金属硫酸盐溶液电解中的腐蚀数

据，探讨阳极泥电极在湿法冶金中应用的可能性，为电解

阳极泥的回收再利用以及新型耐腐蚀电极材料的制备提供

一定的理论和技术指导。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34

氧化锌/石墨烯/碳纳米管复合

气凝胶的构筑及净化有机污水

性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龚孙燕 3180831025

杜文青

/3180831006

,王姣姣

/3180831002

,张天尧

/3180831011

沈洋 讲师 0702

本项目针对水体有机污染物的高效节能降解，拟将氧化锌

良好的光催化活性和石墨烯/碳纳米管的高效吸附性、抗腐

蚀性及优异导电性等优点进行有效结合，构筑一种吸附/光

催化一体的氧化锌/石墨烯/碳纳米管复合气凝胶材料。提

出利用原位生长-自组装法构筑氧化锌/碳异质结构的设

想；研究氧化锌/石墨烯/碳纳米管复合气凝胶的制备工

艺，分析其结构特性，揭示其吸附/光催化协同作用机制。

将对于新型水体净化材料的研发具有重要意义。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35

一种绝对式编码器式水轮机导

叶开度测量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兆鹏 3180643003

李龙成

/3180643013

,年迪

/3180643009

,涂全兴

/3180643024

赵道

利,孙

维鹏

副教

授,助

教（高

校）

0805

水轮机导叶开度直接影响水电机组的有功功率，其测量准

确与否对于电力调度非常重要。现有运行机组的导叶开度

值主要是通过测量接力器行程间接获得，当导水机构传动

部件之间由于长时间磨损导致间隙扩大时，存在导叶开度

滞后于接力器行程的问题，且间隙越大滞后越严重。本项

目拟通过安装在导叶端盖上的单圈绝对值编码器测量导叶

转动的角度，再根据导叶开度与导叶转角的关系数据获得

精确适时的导叶开度，并反馈给上位机供电力调度或电站

中控室调节机组有功功率参考。本次拟制作基于绝对值编

码器的水轮机导叶开度测量装置，含编码器安装支架及水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36

微弧氧化镁合金/超疏水陶瓷

涂层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广宇 3170132035

梁倩

/3170132022

,战技源

/3170132047

,赵波

/3180131019

,蒋彩霞

/3180131024

段宗范 教授 0804

通过微弧氧化技术首先在镁合金表面制备出具有孔洞结构

的微弧氧化陶瓷层，随后采用溶胶-凝胶技术在其表面沉积

一层TiO₂、ZrO₂、SiO₂或Cr₂O₃的氧化物陶瓷涂层，最后再

利用低表面能的氟硅烷试剂对涂层表面进行化学修饰以赋

予镁合金超疏水特性。最终通过微弧氧化层、氧化物陶瓷

涂层和超疏水层的协同防腐作用，以显著提升镁合金的耐

腐蚀性能，从而探究出一种提高镁合金耐腐蚀性能的新方

法。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37
基于树莓派的酒窖环境卫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汭竹 3180911015

李柱

/3180911019

,李仟禧

/3180911018

,吴丽丽

/3180911021

费蓉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主要设计一款基于树莓派的智能安全小车，实现酒

窖环境参数（如温度、湿度、空气酒精浓度等）精准采集

并实时定位监测预警。为实现数据智能化精准采集，将酒

窖平面地图矢量化，并基于动态规划算法设计采集路线。

结合数据采集装置与内置智能控制系统，及无线接入点组

成无线局域网络，实现数据接收处理。通过对采集数据建

模，预测未来环境参数特征，若超过正常范围，实时的进

行环境调控与预警，确保酒窖环境保持稳态。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38
循环水智能电子吸垢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思琪 3190611017

高扬

/3190611033

,赵敏

/3190611030

,李欣

/3190611019

,王增禄

/3190611003

李晓

娜,黄

灵芝

讲师

（高

校）,

讲师

（高

校）

0825

我国工业用水量从1978 年的523 亿m3增长到2016 年的1 

308 亿m3，用水比重由11%增长到21. 6%，成为用水量增

长速度最快的部门。工业循环冷却水约占工业用水的70% 

~ 80%，减少循环冷却水用水量能有效节约工业用水；而

循环水系统中不断积累的水垢造成换热效率降低，为保证

换热机组的换热效率和使用年限，应对循环冷却水进行处

理；本项目设计一种有效的，可以将循环水系统内的钙镁

离子和铁锈等杂质吸附到收集器上，创新型清洁、环保水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39
水龙头节水稳流器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锦峰 3170662025

刘孝凯

/3170662010

,周雯

/3170662022

,赵彭辉

/3170662046

,陈瑜

/3170551006

李一

博,白

丹

讲师

（高

校）,

教授

0101

本项目从农村超压用水造成隐形水量浪费的实际情况出

发，基于双向流消能压力调节器的消能调压原理，提出了

一种新型易安装的双向流道节水稳流器。该装置是当有压

水流进入稳流器内部经过双向水流流道后可形成正、反两

向水流，两股水流经强烈混掺后达到消能的效果。该装置

构造简单，流道短，稳流效果显著，造价低廉，使用可靠

性强，适合在广大农村地区使用，具有可观的能源效益和

经济效益，极具推广价值。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40

感控一体化的软体机械手设计

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璐瑶 3170221034

徐珂

/3190221021

,李星平

/3190221042

,杜佳荣

/3190221040

庞辉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拟开展多指欠驱动系统的软体机械手、并有辅助系

统（视觉系统、音频预警系统、红外测温系统）相结合的

感控一体化软体机械手，其中涉及机械结构设计、材料选

型、传感器技术、程序设计等知识，是一项综合设计。本

项目目标是设计具有感控一体化的多自由度软体机械手，

一方面，可自身调节软体机械手的高度和角度来适应不同

的工作场景；另一方面，欠驱动软体机械手通过辅助系统

可用于实时监测、火警预警、红外测温等多种功能的开发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41
淤地坝溃决洪水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家旗 3170611053

耿可

/3170611063

,郭懿靓

/3180611103

王琳,

李炎

隆,赵

晓娟,

宫晓华

讲师

（高

校）,

教授,

工程

师,工

程师

0811

    淤地坝是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重要的工程措施，但

其因洪水漫顶而导致的溃坝事故频发，威胁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亟需开展风险评估研究。淤地坝溃决洪峰流量

的准确预测是其风险评估的关键问题。本项目将以淤地坝

的溃决过程为研究核心，黄土高原地区溃决淤地坝为研究

对象，基于研制的圆筒型冲蚀试验装（CETA），实现淤地

坝土体抗冲流速与冲蚀率的室内冲蚀试验，建立针对淤地

坝土体具有普适性的冲蚀模型；通过室内模型试验，识别

溃口横向扩展及下游坝坡纵向陡坎的破坏模式，揭示溃口

处土水相互作用机制及其变化规律，构建淤地坝溃口扩展

数学模型；实现冲蚀模型、溃口扩展模型、水力学模型的

水动力学-溃坝过程耦合计算，建立淤地坝水动力-溃坝过

程数学，开发可用于淤地坝溃决洪水分析的计算程序，为

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的溃决洪水预警提供理论支持。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42
泥沙含量标定的混合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明昊 3170661033

杨欣

/3170661046

,王艺婷

/3180661005

,潘航

/3180661054

,胥金凤

/3180661019

王雯 副教授 0811

本项目是一新装置的研发，是配用于泥沙浓度实时测量装

置而设计的悬移质标定均匀混合装置。作用是将含有悬疑

质（主要是沙）的水样置于含有一定规格的容器中，利用

特制旋浆将水样进行充分的混合，使得悬疑质呈现均匀的

垂直分布，为后续的泥沙含量标定做好准备工作。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43

便捷式太阳光响应性高原富氧

呼吸机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蓉蓉 3170822020

顾丹宏

/3170822019

,栗新怡

/3170822022

,袁铱钒

/3170822023

何仰清 教授 0703

石墨相氮化碳(g-C3N4) 是一种二维层状半导体材料，具

有独特的能带结构、优良的化学稳定性和环境友好性等优

点。本项目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拟采用分子预组装法，

构建基于g-C3N4的具有微纳米分级多孔结构的基体材料；

选择电子传输能力强、室温下载流子迁移率高、可见光吸

收系数强的金属卟啉类化合物与基体材料复合，构建太阳

光响应性能强、光生载流子产生和分离效率高，稳定性高

、光催化水分解制氧性能优异的便捷式太阳光响应性高原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44

基于紫外辐射的强激光焦点位

置测量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伟 3180431036

陈炜龙

/3180431010

,孙雪琦

/3180431040

王馨梅 教授 0807

精准定位激光束焦点位置是提高激光雕刻、切割、焊接等

加工精度的重要基础，而传统测量方法不适用于自动寻找

强激光焦点。项目基于激光烧蚀金属后等离子发光含大量

紫外谱线的原理，以日盲的氮化镓肖特基光电二极管为传

感器，设计了红外强激光束自动寻焦方法及其装置，旨在

适用于不同强激光功率和材料的精确定焦。重点搭建市场

上常用的激光加工设备，多次实测，对系统误差进行经验

修正，修正函数得到确切焦点，以达到更好的加工效果。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45
西安内城更新潜力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伯元 3171643001

屈波

/3171643012

,蒙雨馨

/3171643019

,张檬

/3171643010

,赵思妍

/3171643014

徐冬平 副教授 0828

城市物质更新是旧有存量空间升级的过程，这种转变决定

城市必须充分将现有的低效空间逐步转化为现代化的高效

空间，转变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现有存量空间的发展潜力

。西安市城墙内区域中的城市更新、棚户区和旧小区等大

量低效消极存量空间已经严重不能符合内城商业、文化、

旅游的发展要求，急需升级改造。改造前应首先对其潜力

进行调查研究，为改造策略和进一步设计提供依据。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46

城市夜间旅游项目的调查与“

后疫情时期”的发展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意凡 3180512009

金梦越

/3180531023

,马美馨

/3180512004

,张元

/3180531022

,张宇晨

/3180531021

赵欣 副教授 1202

    夜间旅游在“吃、住、行、游、购、娱”等多种业态

中发挥着重要的牵引作用。游客“多玩一晚、就会增加一

天的消费”，将拉动城市消费，带动产业发展。  “新冠

疫情”对夜间旅游造成较大冲击。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使夜经济重焕活力，已成为当前的重要问题！本项目

将对我国城市夜间旅游的现状、夜间旅游对经济的促进作

用、游客的消费需求进行调查，分析“后疫情时期”城市

夜间旅游项目的发展趋势，为政府推动“夜经济”复苏提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47
窗户管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鑫 3180571031

薛靖

/3180571054

,涂中川

/3170571055

,阮天隆

/3170211216

魏锋涛 副教授 0802

针对目前人们外出时室内窗户关闭则无法开窗通风，遭遇

恶劣天气时家中无人，窗子同样无法关闭，而市面上现有

的开窗机构，开窗类型比较单一，且存在开窗以后自动关

窗不够彻底等问题，本项目基于智能家居的理念，研究开

发一种能适应多类型窗户且具有远程控制的开关窗装置，

可实现窗户的自动智能化开关，以满足不同类型窗户开关

需求。该装置通过采用复合式连杆机构，远程控制机构，

以及丝杠传输动力机构实现家中无人时窗户的智慧开关。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48

基于纳米金复合纤维的血药样

中拉莫三嗪固相微萃取方法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斯琦 3170822004

杨子瑄

/3170822014

,叶明枝

/3170822006

,余清云

/3180821037

,张敏婷

/3180821039

冯祖飞 副教授 1007

本项目拟设计合成对拉莫三嗪具有选择性吸附的层层自组

装复合固相微萃取纤维。制备出性能优异的氧化石墨烯—

纳米金粒子复合材料固相微萃取纤维、多巴胺—纳米金粒

子复合材料固相微萃取纤维和刻蚀不锈钢复合材料固相微

萃取纤维。分别将制备的SPME纤维与HPLC联用，检测实际

血药样品中的拉莫三嗪含量，建立一套基于SPME与HPLC联

用的血药样品的分析新方法，为后续进行血药浓度监测和

个体化用药监护提供安全稳定的方法支持，为申报行业标

准，规范临床个体给药提供参考依据，确保患者用药安全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49

基于宽禁带氮化镓器件的高效

能“一对多”无线充电碗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池砚宇 3171423034

李怡君

/3170571041

,李雨生

/3170512015

,朱正行

/3180643010

,雷相龙

/3180421184

安少亮 副教授 0806

设计一款无线充电碗，将传统一对一有线或无线充电模

式，改进为对放入充电碗中的多个电子设备同时充电模式

。利用谐振原理，基于新型氮化镓器件，采用软开关技

术，将功率电路开关频率设计在数MHz以增大无线传输功

率，利用Maxwell仿真软件优化电感线圈分布以提高传输

效率， 结合3D打印技术实现碗内电感线圈槽路的实际分布

与理论设计精准一致。最后搭建无线充电碗系统平台，设

计出一款高效、轻便、可靠的一对多无线充电碗实验样机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50
便携式管道焊接感应加热电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献 3180413005

董镇玮

/3180413025

,刘浩洋

/3180413064

李金

刚,路

景杰

副教

授,助

理工程

师

0806

传统管道焊接多采用电阻加热的方式进行，致使加热效率

低下，焊接工艺粗糙，且体积大不易携带。本项目针对以

上问题拟研制一种便捷式管道焊接感应加热电源，利用感

应加热的方式提升加热效率，通过全数字化控制，实现精

细化工艺控制，同时系统加入的远程监控及人机交互系统

可有效提升用户体验。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51
5G网联消防无人机编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卓秀 3180432059

王景祥

/3180432003

,白伟伟

/3180432036

,王启龙

/3180432034

赵太飞 教授 0807

随着5G时代的到来，无人机已经步入各个领域，但重大火

灾仍是伤亡惨重，传统消防面临着许多问题，若让无人机

参与消防灭火，可解决地面巡护无法顾及偏远地区发生火

灾的问题，以及对重大火灾现场的各种动态信息的准确把

握和及时了解。本项目运用5G网络、无人机、大数据等技

术，构建一个实现隐患排查、防火监督、灭火救援、后勤

管理、大数据创新应用的5G网联智慧消防应用系统。该方

案适用于城市综合体、石油化工园区和火场等不同的应用

场景，通过防火/灭火的高效联动全面提升社会消防安全水

平，努力打造平安中国新样本。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52

纤维-土工格栅复合式加筋挡

土墙的设计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妮芬 3180611089

鲍新新

/3180611105

,刘琪

/3181611117

,库得热提·

热哈曼

/3180611108

张琬 

王琳

讲师

（高

校）

讲师

（高

校）

0810

为解决小间距加筋挡土墙的施工进度问题，本项目提出一

种纤维加筋土作为填土的大间距土工格栅加筋挡土墙（即

纤维-土工格栅复合式加筋挡土墙）。通过室内试验、模型

试验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其性能及内部稳定

性；分析纤维含量、土工格栅间距等因素对其内部稳定性

的影响规律，来揭示挡墙工作机理，提出挡墙最优布筋方

案，为大间距挡土墙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同时达到

缩短工期和减少人力物力损耗的目的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53

P(VDF-HFP)共聚物在高储能

薄膜电容器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俊浩 3180314101

冯康龙

/3180314087

,陈龙

/3180314093

,曹  甜

/3170314020

夏卫民 教授 0806

储能密度高、充放电速度快的超级电容器可用于电子设备

如现代武器与移动装备的电源，其性能取决于高性能介电

材料。聚偏氟乙烯-六氟丙烯（P(VDF-HFP)）是性能优异

电介质之一，为探究物理改性对P(VDF-HFP)储能性能影

响，本项目拟通过单向拉伸研究P(VDF-HFP)和PVDF的结晶

相结构和能量存储性能关系，以获得储能密度大于25 

J/cm3的介电聚合物膜，为其在能量存储器件等领域的应用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54

基于涡旋电磁波技术

的无线加密绿色传输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锟 3170432025

岳安博

/3170432018

,李荣

/3170432011

,田少瑞

/3170413127

李晖

讲师

（高

校）

0807

携带轨道角动量（OAM）的涡旋电磁波利用不同模态间的正

交性，在不占用额外频谱资源的同时提高无线通信系统的

信道容量、改善通信质量。项目拟利用OAM的模态正交性，

建立基于涡旋电磁波技术的无线加密传输系统。该系统由

收发模态可重构天线、上位机、低频控制和射频电路等部

分构成，主要利用OAM模态对传输数据进行编码，并借助可

重构天线和电路进行信号收发和转换，相较传统无线通信

系统具有简单系统结构、更高传输速率及抗干扰能力。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55
批量试管清洗干燥一体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雪琛 3180651025

武一

/3190644017

,柳景日

/3190644020

,王雄力

/3190644002

,周成龙

/3190644019

孙帅辉
 副教

授
0805

针对目前人力试管清洗效率低下，超声波清洗价格昂贵且

功能单一的问题，本项目拟设计一种批量试管清洗干燥一

体机，首先使试管绕毛刷高速旋转进行内壁清洗，其次中

部空腔旋转产生离心力进行试管脱水，最后通热风进行试

管烘干，从而实现批量试管的清洗、脱水和干燥。相对于

传统的清洗方式，该机器具有操作简单、功能完备、自动

化程度高、成本低且节约水资源的优点，能够满足各类试

管清洗工作，初步设计方案已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56X

5G环境下基于城市轨道交通的

无人物流配送模式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高产 3170611038

谢婉琪

/3170611069

,肖晟

/3170611052

,孟冠秀

/3170611020

,周淑婷

/3190651085

刘计良

讲师

（高

校）

1206

伴随各种技术革新，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高物流配送

效率，本项目创造性地将5G技术、城市轨道交通以及人工

智能等进行整合应用，形成一种新型物流配送模式。该模

式中无人运输小车，分拣机器人及轨道交通等协作配合以

完成外卖的无人配送。经调查论证，该种配送模式可行，

且对营造快捷高效的物流程序以及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有

积极影响，期望对外卖配送、同城快递等行业提供借鉴和

参考。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57
风力乒乓球捡拾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小强 3170211255

张松松

/3160211089

,孙浩轩

/3170211246

,邹于金

/3180213019

,张子路

/3180213018

侯晓莉 工程师 0802

乒乓球是我国的国球，有很多人都喜欢打乒乓球。在乒乓

球集中训练时，大量使用到乒乓球，而捡球工作往往是个

繁琐和必须重复做的事。目前，已有手动捡球机械、电动

捡球机械等装置比较常见，而这各种捡球机械各有弊端。

近年来，捡球机器人作为服务机器人的一个主要类别成为

了机器人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本项目主要目的是用于解

决乒乓球馆或乒乓球集训场地大量散落乒乓球的问题。旨

在设计一种能够利用离心风机产生的吸力吸取散落于地的

乒乓球而实现自动捡球的智能机器, 它能够在各种乒乓球

场馆进行运作，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效率高。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58

单晶Si线锯-等离子体放电复

合切割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静 3180571007

周佳琳

/3180571018

,史海涛

/3180211183

赵智渊 工程师 0802

本项目将采用线锯-等离子体放电（W-PDM）复合切割技术

对单晶Si进行加工，通过金刚石颗粒的磨削作用与等离子

体放电产生的电蚀作用共同将材料去除，消除放电产生的

重铸层，提高工件表面质量与切割效率；对W-PDM的微观

切割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并建立数学模型；考察各参数（脉

宽、脉间、进给速度、运丝速度、金刚石颗粒大小等）对

其加工性能的影响，并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多目标优化，寻

找最佳工艺参数组合。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59X

在线试衣间——“服饰搭

fresh day”APP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唐仁兵 3170342052

程前

/3170342054

,石玉宜

/3170342031

,华一佳

/3170342033

缪亚林 副教授 0809

利用先进的传感器设备对用户人体进行建模生成3D人体模

型，并拍照上传或根据用户身体数据生成不同的衣物模

型，导入软件，加载Java 、C#等语言设计可观的用户UI

界面，再根据不同现实条件（各种风格、各种温度、各种

场合）推荐适合用户的穿搭和各种装饰的配搭。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60
洞情镜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泽成 3180913025

曹景怡

/3180913028

,薛皓文

/3180911072

黑新

宏,何

文娟

教授,

讲师

（高

校）

0809

本项目是基于深度学习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表情识别软

件。系统通过摄像头获取用户的静态图像或动态视频，然

后对图像进行预处理并利用表情分类识别出用户的情绪

（愤怒，厌恶，恐惧，喜悦，悲伤，惊讶），使用范围指

数来表示不同情感的程度。系统在性别的约束条件下对表

情进行识别，对于情绪识别的算法进行优化，通过细化的

分类加强识别的准确性，并基于用户的当前或阶段情绪推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61

基于机器视觉的轨道磨损巡检

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宏博 3180412059

王梓亦

/3190431036

,姚鑫蕊

/3190431022

,李旭

/3190431043

,王佳帆

/3190432036

郑博

睿,赵

太飞

讲师

（高

校）,

教授

0808

本项目致力于高效、安全、方便的实现对钢轨的磨损检

测，以提高列车行驶的安全性并降低燃料成本。检测车包

含钢轨轮廓激光扫描系统、检测车行驶系统、无线通讯系

统、监测系统、定位系统。以实现对钢轨外形检测，判断

出异常点并拍照回传，使得位置信息、异常点模型及实际

照片三条信息共同呈现，解决了现今主流检测方式耗时、

耗人力等问题。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62
智能衣物晾晒收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新宇 3180211055

闫泓光

/3180435010

,张博浩

/3180211159

,马静

/3180241085

,王小旗

/3190241095

高峰 教授 0802

本项目从当前中老年群体中较为麻烦应对的衣物晾晒及折

叠存放过程入手，针对洗衣过程中由于当代家庭日均洗衣

数量极大增加，而传统手工晾晒和收集衣服方式效率低

下，尤其增大老年人负担的问题，研究基于不同种类衣服

特征数据建模分析的最优折叠方式和相应装置，开发智能

衣物晾晒收集系统，自主完成衣服晾晒和收集的全部过程

。数据采集系统基于视觉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采用数据

拟合方法建立晾衣装置上所有衣服的主要参数集合，通过

控制中枢系统对参数集合与数据库模型进行对比，获得衣

服状态，准确指导衣服与机械装置交互行为。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63

凹印机智能化设计软件开发与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海文 3180312006

王萌

/3180312003

,张政

/3180312017

,郭雨晨

/3180312024

,艾宇昕

/3160314108

张永芳 教授 0802

本项目拟以凹版印刷机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发一款凹版印

刷机智能设计系统，旨在缩短凹版印刷机系列零部件的设

计周期，通过参数化设计方法对产品的零部件进行快速优

化设计，降低凹版印刷机印刷装置设计过程的工作量，获

取最大限度满足用户需求的印机设备。在此系统中，设计

人员可以基于原有的产品三维模型数据库，修改参数，快

速建立零部件的三维模型，使得设计智能化规范化。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64

基于深度学习和树莓派的儿童

识物辅助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叱干智强 3170932031

王越

/3170931036

,吴佳玉

/3170932015

,梁慧清

/3170932029

张发存 副教授 0809

幼儿认知发育还不全面，加强锻炼学习能力是众多家长关

注的问题。看图识物不仅可以培养孩子主动表达能力，还

可以丰富词汇量，能学习到简单的组词。本项目通过学习

TensorFlow深度学习框架，基于树莓派开发了儿童识物辅

助系统。物体识别通过TensorFlow框架和Inception-v3

模型实现，由树莓派拍摄照片和处理照片，然后对图像进

行识别，在网络中搜索更多与该物品相关的结果。帮助儿

童认识周围环境，达到快速学习的目的，提升对未知世界

的兴趣，丰富知识储备，为下阶段的学习奠定基础。此

外，也可以提供双语翻译以及词组释义等相关的学习帮助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65

用于加压疗法的医用压力监测

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欣其 3170421091

刘沈睿

/3180221222

,雷洁琼

/3180211215

,李文豪

/3180211228

,陈圣安

/3170434038

陈桂涛

讲师

（高

校）

0806

本项目针对医学领域的压力疗法中采用绷带加压治疗静脉

曲张、静脉溃疡或瘢痕增生等场合，无法有效监测压力的

技术难题，基于柔性传感器结合STM32单片机和智能算法

开发出实时监测绷带缠绕压力的医用压力监测仪。该技术

可多点实时监测压力，有效解决现有绷带缠绕治疗过程仅

靠人为感觉进行判断的缺陷，消除人为因素治疗误差、提

升治疗效果，消除治疗风险，且具有成本低，使用便捷的

优点。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66

一种具有定位功能的智能蓝牙

冬暖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清渊 3180432007

张炜烨

/3180431051

,王晨松

/3180421002

,李浩

/3180421011

倪峰

讲师

（高

校）

0806

本项目针对1）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小孩和老人因疏于照顾

容易发生走失现象；2）老人及小孩等弱势人群多数易在冬

季出现“冻脚”的症状的两大问题，本项目拟设计一款智

能蓝牙冬暖鞋，利用压力发电、GPS定位、蓝牙等照多项技

术，带给老人和小孩等弱势人群在冬天更细微的呵护，也

能很好的避免他们的走丢现象。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67
智能消毒无人车关键技术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窦德国 3180415057

蔺鹏远

/3180415059

;刘凯

/3180415037

梁炎

明,常

晓军

副教

授,工

程师

0808

智能灭菌消毒无人车是一种按照预设轨道运行的可对大型

室内场所进行喷洒消毒液的智能消毒无人车装置。为了使

用者便于管理，使用上位机实时反馈无人车相关信息（如

电量，消毒液剩余量，工作进度，前进速度等）并且可以

通过上位机进行远程控制。本项目抓住大型室内场所需要

集中消毒的现状，解决现有消毒方法依靠人工，智能程度

不高等问题，市场前景较为广阔。同时预留了后续的开发

空间，有一定的可升级性。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68X

陕甘宁地区农副产品扶贫物资

链接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刘洋 3180541005

牛思杨

/3180541003

,唐佳宁

/3190531028

,刘羽蝶

/3190531006

杨潭

讲师

（高

校）

0201

为了解决贫困地区资源无法和外界有效沟通问题，我们所

建立了陕甘宁地区农副产品扶贫物资链接平台，面对与陕

甘宁三个贫困地区的人民，通过大数据与品牌营销，搭建

一个信息匹配的桥梁，为他们建立自己的品牌，提高他们

产品的关注度，以此获得经济收入“大丰收”。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69

人机交互非标钻削刀具生产用

图纸生成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江 3180211126

陈凯良

/3180211124

,王洋涛

/3180211119

,李伟

/3180211127

,魏琦

/3180211145

杨世强 副教授 0802

我们的项目结合“智能制造”时代背景下企业对刀具生产

的需求，研究并开发出钻削刀具生产图纸的自动绘图工

具，具有实际工程意义。在调研企业实际生产产品的现状

后，我们对钻削刀具进行了分类，同时建立不同类型刀具

的数学模型，具体分为确定刀具的主要参数及绘图流程、

程序的编制使得自动绘图、界面设置与人机交互的实现

等，最终实现钻削刀具图纸的自动生成。

通过绘图工具语言的“自动化”，我们可以大大缩短钻削

刀具的时间，最终达到我们的实用性目的——提高企业生

产效率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70
新型脉冲压缩二极管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兰春鹏 3170831005

常思尧

/3190831022

,刘立鹏

/3190831010

,姜鹏飞

/3190831020

,于锦辉

/3190831002

屈光辉 副教授 0702

高功率脉冲技术是一项实用性很强的军民两用技术。脉冲

压缩器件能够将低功率脉冲进行时间尺度上的压缩，实现

短时间的高功率输出。我们发现在自主研制的自击穿二极

管具有延迟击穿和下降沿触发特性，能够形成一种性能卓

越的脉冲压缩二极管。本项目拟对这种SI-GaAs MIM结构

样品的脉冲压缩特性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内容包括：MIM样

品+du/dt条件下的延迟击穿、过压击穿特性；MIM样品-

du/dt触发特性；设计基于MIM自击穿二极管的新型高压纳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71

可变坡城市排水管道测量实验

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嘉仪 3180643029

杜峥嵘

/3180673011

,王雨阳

/3180673034

王新宏 教授 0811

随着海绵城市建设的加快，各高校越来越重视现代城市雨

洪过程的教学和科研。团队研制的新型可变坡管道流动实

时测量平台，可用于高校及研究所水敏感城市设计相关课

程的实验教学及科学实验，该平台由上下游水库，管道，

变坡装置（自研发），流量测量装置等部分组成，可同时

进行多种管径实验，可动态改变纵向坡度来反映不同地形

水平铺设（±1%、±2%、±3%）、有压流与无压流、污水

与雨水等组合工况的流量实时测量。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72
仿生履足式水陆两栖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家辉 3180211110

范英斌

/3180211108

,范静

/3180211107

,卢博

/3180211036

,林仁翔

/3180211076

刘彦伟

讲师

（高

校）

0802

针对在沼泽湿地、地震灾难现场等复杂环境（通常水域环

境与陆地环境并存）中执行侦察、搜救任务的需求，本项

目模仿蛇怪蜥蜴水陆两栖高效运动功能，设计一种仿生水

陆两栖全地形运动机器人。该机器人为履足式结构，在履

带上复合了仿生踩踏足，进而可以实现水陆两栖一体化推

进功能，以足部快速踩踏水面形成托举力的形式在水域环

境表面奔跑，以履带的形式在陆地上行驶，在灾难搜救、

沼泽湿地探测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73

基于AIOT的室内环境下自动灌

溉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鹏逸 3170413141

王思懿

/3170413123

,孙一峰

/3171430106

刘青 副教授 0808

针对室内场景的植物生长最密切相关的温度、湿度和光照

等几个关键指标进行采集，并借助AIOT物联网技术，设计

一套适用于室内场景的自动灌溉系统。本项目设计的自动

灌溉系统是一种自动化环保节水的灌溉方式， 能够调节空

气的温湿度，为植物正常生长提供充足的水分，减少人的

工作量，提高室内绿化率，达到了节约水资源的目的。利

用AIOT物联网技术，用户可以通过APP或小程序进行灌溉

状态的实时查看和远程控制，达到很好的用户体验感。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74

“秀活”关中文化——交互式

H5文旅融媒体新表达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郭皓蓉 3170314047

胡译元

/3170121017

,李金格

/3180314034

,陈瑞静

/3170314058

,孙博奥

/3190314114

罗如柏

讲师

（高

校）

0503

本项目拟围绕关中文化的现代表达，梳理关中文明重要的

历史遗存、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文旅融合，

基于移动场景的特性，运用H5技术创作出一系列交互式文

旅展示融媒体。该融媒体融合包括图片、文字、视频、音

频等在内的多种媒体形式，同时结合多点触控、陀螺仪等

移动终端属性设定丰富的交互行为，实现通过文旅内容可

视化、交互化，增强文化展示的生动性、趣味性，让更多

的年轻人了解和喜欢关中文化，并助推陕西文旅发展。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75
洁具用微水流发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凯 3180673038

赵雪琛

/3180651025

,宋子瑜

/3180643017

,郭召凯

/3180421053

,刘睿健

/3180672012

杨振东

讲师

（高

校）

0805

随着国家“水十条”的实施，有效管理城市供水，治理漏

损非常迫切。河西问题是了解城市的供水去向，因此水量

的信息化成为关键。小组旨在研发一套利用管道末端低水

头能量的智能水表装置，通过对输水管道的末端水头的能

量利用，将变化的水头能量转化为电能储蓄起来，为水表

提供工作电能。实现为远程水表提供能量，避免更换电池

造成人力物力浪费，避免电池造成的二次污染，实现节能

减排。技术为实现用户用水信息数字化管理。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76
快速堆肥过程中保氮剂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雯 3170662022

赵锦峰

/3170662020

,周思全

/3170662021

,姚少雄

/3170662020

,付歆

/3180511038

段曼莉

讲师

（高

校）

0823

好氧堆肥是实现农业生产中秸秆、畜禽粪便资源化和提高

土壤肥力的有效途径，但堆肥过程中存在大量氮素以气体

形式损失的现象，导致有机肥肥效不高。因此本项目基于

堆肥不同阶段氮素转化规律，筛选能吸附氨气的生物炭和

提高氮的硝化过程的低聚糖为外源添加剂，研究两种添加

剂复合施加对堆肥过程中氮素损失和转化的影响，分析氨

氧化菌的变化特征揭示氮素转化机制。最终提出一种加快

堆肥腐熟和保氮效果良好的堆肥添加剂。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77
印刷导电油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海涛 3170331008

杜嘉琪

/3170331007

,李家升

/3170331009

,张静

/3170133107

3,陈科荣

/3180331035

周星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基于碳纳米管制备碳纳米管复合导电功能印刷油墨

。一方面，采用纯化后的多壁碳纳米管（MWCNTs）作为导

电颜料，深入研究其表面结构及电磁学性能；另一方面，

研究水性聚氨酯的原料与性能之间的关系，调节乳液性

能，使其更适用于环保型导电油墨连结料。最终，采用物

理共混技术，将MWCNTs纳米复合材料与水性聚氨酯连结料

复合，成功制备环保型导电功能印刷油墨，为功能性印刷

研究提供基础原料。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78

土石坝溃决过程虚拟现实仿真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颖 3170612006

丁子玥

/3170612001

,王梦尧

/3170612004

,陈浩平

/3160612011

,苑鹏飞

/3160612021

温立峰

讲师

（高

校）

0811

我国早期土石坝的设计建设标准要求不高，存在较大的溃

坝风险，大坝一旦溃决，将会对下游造成严重灾害。本项

目拟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分别建立虚拟场景构建、溃口发展

演化模拟、溃坝洪水演进模拟三个模块。基于BIM技术，集

成上述虚拟现实仿真模块，搭建土石坝溃决过程虚拟现实

仿真平台。虚拟现实仿真平台可以逼真展示土石坝溃决过

程、洪水演进过程、洪水淹没范围，使非专业人员快速了

解溃坝灾害状况，为决策人员提供直观的技术支持。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79

超临界水热燃烧热流体发生装

置开发及性能评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柯龙杰 3180644027

李敏

/3180644012

,张嘉豪

/3180644018

,高玉凡

/3180644028

张洁

讲师

（高

校）

0101

本项目拟开发一种基于超临界水热燃烧技术的复合热流体

发生装置，利用乙醇、原油等作为辅助燃料，在实现高效

、洁净、低碳燃烧的基础上，代替传统注汽锅炉，提高稠

油采收率，另外由于其结构紧凑，还可应用于海上平台及

井下等受限空间布置。本项目通过实验研究与数值模拟计

算相结合的研究手段，进行所设计热流体发生装置中水热

燃烧着火特性、水热燃烧火焰特征及稳燃机制和壁面冷却

保护性能研究，综合评估超临界水热燃烧热流体发生装置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80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低龄儿童

智能感统玩具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兆波 3171423029

刘明琛

/3171423037

,刘佳宁

/3171423036

,刘婕

/3171430123

王毅 教授 1305

1-6岁低龄儿童的需求，设计一款基于可通过编程增加儿童

感统体验的智能玩具，培养儿童思考力和感觉统合的同时

提高玩具的使用寿命。具体的研究包括：通过1-6岁儿童行

为观察，发掘儿童对感统训练类玩具的需求；同对现有智

能产品的交互现状研究、儿童编程从虚拟向实体交互转化

技术的研究，提出智能感统玩具“成长性”评价与概念设

计；研究智能玩具的可编程互动效果，提升该类产品的训

练难度和亲自互动，从而提升玩具的使用期限。在上述研

究的基础上，开发一款儿童智能感统玩具，申请专利。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81

“焕颜艺新”—陕北民间艺术

的价值重构与创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秦瑞青 3171430160

于伟娟

/1741607080

5（外校）,贾

国超

/3171430136

,吴蒙

/3181430066

李琳,

王旭鹏

副教

授,副

教授

1305

沟梁峁塬纵横交错的黄土高原地理风光，农耕文明和游牧

文明融合的历史因素以及豪迈质朴的性格特质孕育出独一

无二的陕北民间艺术。由于陕北民间艺术的文化传承手段

乏力、商业开发不足，导致陕北民间艺术资源价值被低估

或被忽视。本项目运用设计学知识为陕北民间艺术资源进

行内涵重塑，通过创意设计实践提升民间艺术的商业价值

与文化传播影响力，实现陕北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82

科技抗“疫”—基于3D打印的

防护面罩个性化定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欧阳佳茜 3180314100

燕伟民

/3190314136

,董珺莹

/3190312026

,蔡旭辉

/3190312027

,张玥

/3190314102

刘琳琳 副教授 0802

面对长期应对新冠疫情防控要求，针对现有防护产品适配

性差的问题，本项目将先进制造技术与医疗辅助产品创新

设计结合，基于面部特征建立个性化设计流程，利用3D打

印防护面罩工艺优化和成型制造，解决定制设计方法、打

印工艺优化等关键技术。本项目充分发挥3D打印小批量、

分布式、快速制造等技术优势，有效地响应个人防护需

求，实现防护功能的同时，缓解因长时间佩戴引起的不适

感，用创新和灵活的方法解决关键医疗产品的供给问题。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83

基于边缘计算的电梯安全报警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雪琪 3180911011

雷一鸣

/3180931027

,温馨

/3180911069

,乔思龙

/3180931008

王彬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进行箱式电梯系统的安全情况智能主动报警系统的

开发，在不破坏原有安全监测体系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箱

式电梯的安全使用。在检测系统中添加麦克风和温度、烟

雾等多种传感器作为信息源，在本地将各种信息进行融合

智能分析，将分析的结论或中间结果传回控制中心，实现

分布式计算，大大减轻了中心服务器的运算负担，同时采

用边缘计算的方式有利于保护电梯乘坐者的隐私。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84

基于侧流活性污泥水解发酵的

强化生物除磷与磷回收工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丽俊 3180673016

李典

/3180673012

,李健源

/3180673013

,徐晟梓

/3180673022

王东琦 副教授 0825

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和生命必需元素，对水-能源-粮食-生态

系统的协同发展有重要影响。一方面，磷作为不可再生战

略资源，矿藏储量均为有限。另一方面，磷的低效利用和

流失导致水体富营养化问题，对水安全和生态环境健康构

成威胁。本项目创新性的提出一种基于侧流活性污泥水解

发酵的强化生物除磷与磷回收工艺，在处理低碳源城镇生

活污水磷污染的同时实现可持续磷资源回收，且不需外加

碳源或化学除磷药剂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85

大遗址群落的数字模拟技术与

VR展示研究——以唐兴庆宫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圣露 3171413020
刘轩

/3181413027
苍慜楠

讲师

（高

校）

1305

本课题以唐兴庆宫西南隅的花萼相辉楼与勤政务本楼的数

字化复原为切入点，对大遗址的数字化保护和复原进行策

略性研究，重点解决我省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数字模拟技

术、共性技术和公益技术问题。梳理、归纳出物质文化遗

产在数字保护领域中的新思路、新方法，加快我省进入国

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良性轨道。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86

基于超疏水表面的机翼防结冰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奥 3170211091

晋祥

/3170211114

,齐丽娜

/3170412007

,赵沛岩

/3180432024

张东亚

讲师

（高

校）

0802

结冰是造成飞行事故的重要原因，飞机防结冰的研究至关

重要。飞机防结冰的方法主要分为：以化学喷雾或机械除

冰的被动防结冰法和以表面超疏水化处理超为主的主动防

结冰法。但是目前的被动防结冰的方法存在着很多的缺陷

和不足，而具有很大发展前景的主动防结冰系统却因为机

械强度和寿命原因，制约了其应用。本项目从防结冰的实

际需求出发，利用钛合金基体制作超疏水表面来进行结冰

测试，最终目标是制备具有较好机械强度和使用寿命的钛

合金超疏水表面，并为其应用于飞机防结冰做以理论论证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87

印急先锋—面向印厂的智能预

警消防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焦一彤 3180312018

马辉辉

/3180314055

,杨龙女

/3180312018

,王岑晓

/3180312002

,畅通达

/3190314095

陈一军

讲师

（高

校）

0809

本项目以培养学生创新，创造能力为目的，研发一种应用

于印刷包装领域的消防预警智能机器人。该消防安全系统

采用智能传感、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集隐患主动发现、险情精准预警、火情快速反应于一体，

实现及时感知、智能预判、快速反应的目的，是一种智慧

消防的综合解决方案。该方案既能解决印刷包装企业的安

全防火实际需要，也能为消防预警相关领域做有效探索，

同时通过项目实践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有市场前景。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88

磁性壳聚糖的制备及其应用开

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祺杰 3180821049

闫皙航

/3180821032

,高晓媛

/3180821048 

   梁聪聪

/3180821050

,刘培韩

/3160821008

余炜 副教授 0703

壳聚糖为天然多糖甲壳素脱除部分乙酰基的产物，具有优

异的生物相容性、无毒、抗菌性和生物降解性等特点，已

成为一种新型功能材料而广泛应用于医药、环保及化妆品

等领域。随着对壳聚糖衍生物的深入研究，其应用领域也

不断扩展，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本项目拟合成磁性壳聚

糖，并通过考察其在提取茶叶中黄酮类化合物方面的应

用，进一步完善相关技术和方法，将其应用领域扩宽至对

其他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提高农副产品的附加值方面。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89

基于物联网的烟囱排气遥感监

测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段德胜 3180831016

高宇翔

/3180421115

,肖禄祺

/3181611124

,杨晓宇

/3180831015

,徐庆馨

/3181611101

唐远河 教授 0101

工厂烟囱废气排放不达标，对环境造成恶劣影响。本项目

将做一台基于物联网的被动探测烟囱排期口处的温度和污

染物浊度的监测仪，主要监测烟囱冒出污染物SO2气体，通

过“转动谱线测温法”和“气体辐射光强和分子密度的关

系测浓度”反演出烟囱口附近温度和SO2浓度，再利用物联

网技术对烟囱气体进行在线联网实时监测，为减少环境污

染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90

大容量锂电池SOC在线估计技

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鑫炜 3170211210

张金澳

/3180435014

,景航辉

/3170421083

,李森

/3180414011

,叶超凡

/3180435007

马文涛 副教授 806

本团队针对电动汽车的电池 BMS 系统中荷电状态估计功

能模块（SOC），以深度信念网络为手段研究大容量锂电池

荷电状态在线估计关键技术。对市场上现有的SOC技术进行

创新升级，能够实现对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的基层核心

技术优化，达到智能、精准、实时在线的进行电池剩余电

量的估计，从而达到对其的保护，并保证用户安全，使电

动汽车得到更好使用。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91

基于疫情大数据的省级防控措

施效果评价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叶洲 3180571005

王婉妮

/3180561003

,史佳乐

/3180531039

段刚龙 副教授 1201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从中国武汉爆发，然后迅速蔓延到全国

各地，为了科学有效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确保全国

人民的安危，为世界疫情防控做出贡献。各省根据国家发

布的命令，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为了避免个别

省份出现松懈，我们需要对各个省份所采取的防控措施进

行科学的评价。通过疫情大数据，我们可以及时的发现各

省防控措施是否落实得到位，可以及时的作出反馈，便于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92

基于视-触跨模态感知的智能

导盲项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乔瑾 3170561008

罗爽

/3170561049

,刘雅楠

/3170561007

,程支冉

/3170551032

,刘静怡

/3170561006

李建勋 教授 0807

视障群体的生存状况是我国政府和社会长期关注的课题。

据统计，截至2018年，我国视力残疾患者人数达到1700多

万，这相当于每80人中，就有一个“黑暗中的行者”。但

随着城镇化进度快速发展，城市道路环境日趋复杂，他们

的出行问题正亟待解决。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本项

目提出一种基于视-触跨模态感知的智能导盲项圈，作为一

种方便携带、操作简单的智能导盲装置，它适用对象多样

化，可以更大限度地满足视障人士的出行需求。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93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馆藏西周青

铜器纹饰的圆雕再设计与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宁淑婷 3181440022

王梦含

/3181440001
徐辉

讲师

（高

校）

1305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是展示周秦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艺术宝库

。该馆收藏的以何尊、胡簋为代表的西周青铜器造型纹饰

精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十几种纹饰，分为四种类型，

主要以浮雕、线刻等方式呈现。本项目在深入研究西周青

铜器造型风格，西周青铜器纹饰类型、特点、演变，与青

铜文化有关的当代雕塑创作等内容基础上，择取精美、典

型的纹饰，进行圆雕化再设计制作。本项目是西周青铜纹

饰的创造性转化与全新文创工艺品雕塑的思考与实践。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94

基于Myo传感器的肌电信号与

力的关系模型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党卓慧 3170212024

王涵

/3170212032

,郭鹏宇

/3190212051

,王士岚

/3190212031

,张帅

/3190212043

刘永 副教授 1207

本项目基于Myo肌电信号传感器捕捉用户手臂肌肉运动时产

生的生物电变化的原理，从Myo的多个传感通道中采集原始

肌电信号，对信号进行处理和特征分析，结合力矩扳手施

加不同的力，采集作业者施加的力，利用多因素回归方法

建立肌电信号与力的关系模型，获得精确的力的数学预测

模型，用于判断操作者向作业对象施加力的大小。项目研

究成果可用于手臂等肢体的康复训练设备的使用情况监

测，以及用于力矩监测软件的设计，辅助作业力矩的控制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95
高精密堵头视觉测量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伟健 3190213004

韦嘉诚

/3190211105

,褚家宝

/3190112022

,霍家骏

/3190131026

,李雪

/3190435015

李艳 副教授 0802

针对航空用堵头由于结构尺寸小，采用手工测量方式带来

的效率低，检测质量不稳定的问题，研究基于机器视觉的

高精度测量方法和相应装置，使测量结果满足检测精度和

效率要求。基于功能需求和模块化设计原则开发视觉在线

堵头尺寸测量系统。检测系统体系分为人机交互层、控制

层和模块功能层三部分，具有尺寸测量、信息统计等功

能，实现一次装卡，自动完成检测堵头所有结构参数并进

行质量评定和统计。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96
管材裁剪自动优化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耿轶伟 3181651051

王媞霖

/3161651030

,田利婷

/3181642007

,南欣瑶

/3181621050

,辜敬填

/3181621055

赵钦 副教授 0810

本项目针对当前建筑工程管材施工过程中，管材加工裁切

只能在单构件中组合，工人在裁切时也是简单的手工操控

依次裁切，造成管材浪费严重等问题，引入运筹学算法并

借助计算机技术，提出管材裁切的自动优化方法，研发基

于数学算法的智能优化平台，再结合实际工程进行验证并

进行优化与改进。本项目的研究工作有助于减少建筑安装

工程造价成本、提高管材原材料的利用率，并从而提高工

程建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97

设备“关节灵”——新型自润

滑结构材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鞠春鹏 3180122059

仵潇潇

/3180112037

,乔琦盟

/3180112036

杜玉洲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拟通过调控铁基材料中石墨球的分布状态降低其摩

擦系数，利用形变诱发相变的硬化效应及体积补偿效应提

高材料的抗磨损性能，以期获得具有自润滑特性的轴承结

构材料。研究材料在形变过程中的相变，分析不同形态及

分布残余奥氏体的结构稳定性，建立形变诱发相变的边界

条件；研究摩擦磨损过程中材料摩擦系数的变化，分析石

墨球在摩擦磨损过程的的变化及基体的硬度变化，阐明石

墨球分布状态以及基体组织的变化对材料自润滑性能的影

响。本项目研究结果将为自润滑材料的制备提供理论指导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98

CAD/CAE技术在钛合金泵体铸

造工艺开发及工装设计中的应

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嘉河 3170121001

杨敏帅

/3170121042

,黄远东

/3180121128

,沈明会

/3190121018

张忠明 教授 0802

钛合金耐腐蚀性优越，广泛应用于化工领域。但钛合金高

温下化学活性高，铸造难度大。本项目针对某钛泵的石墨

型铸造，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计算机辅助工程

（CAE），对钛泵体的铸造工艺和工装进行开发与设计。具

体是通过运用二维和三维设计软件创建铸件模型，设计浇

冒口系统；并采用铸造工艺分析系统对铸件充型过程、凝

固过程进行数值模拟仿真，分析缺陷的形成原因，最终优

化设计出钛泵体的铸造工艺及其工装。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099

基于混合现实的印刷机操作培

训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信义 3180342028

张书闻

/3182121017

,张妍

/3180342016

,杨益鑫

/3180211048

吴学毅 副教授 0807

将先进的混合现实技术应用于印刷机的虚拟交互操作培

训，以虚实融合技术营造出具有高度真实感和沉浸感的学

习环境，克服传统实训中资源浪费、不安全和设备损耗等

问题。以Hololens全息眼镜为显示设备，使用Unity 3D

和C#语言进行印刷机操作培训系统包括界面、操作仿真、

学习指导、交互等模块的开发。使用基于Vuforia的三维

注册技术及基于Hololens的SLAM空间映射和场景保持技术

完成虚实结合的开发。使用MRTK进行混合现实包括凝视、

手势、语音等交互功能的开发。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00

低碱量制备生物质分级多孔碳

材料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小婷 3170821033

张行盛

/3170821044

,董鑫

/3170821028

,刘坤禹

/3180821006

杨蓉,

晏妮

教授,

助理工

程师

0703

开发利用生物质能是解决我国面临的环境污染、能源匮乏

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废弃生物质制备多孔碳，所得的碳材

料比表面积高，结构稳定且导电性好，可以广泛应用到吸

附材料，锂电池和超级电容器等领域。针对传统高碱碳比

活化法易造成设备腐蚀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本研究以废弃

生物质头发和鱼鳞为原料，采用低碱量辅助化学活化法制

备分级多孔碳，研究探讨获得化学稳定性高、导电性好，

可用于化学储能领域的分级孔碳材料的辅助活化机理。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01

油田仪表巡检无人车关键技术

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丹 3180415031

任佳慧

/3180415041

,米嘉阳

/3180415039

梁炎

明,常

晓军

副教

授,工

程师

0808

本课题以面向油田生产现场的巡检机器人开展了石油仪表

图像预处理、仪表类别的辨别定位与识别和仪表读数识别

方法三部分的研究。首先，面对油田存在着大量风沙、大

雾等恶劣的生产现场环境，进行适用于油田背景的石油仪

表图像预处理研究。其次，油田巡检机器人获取到的仪表

原图像中包含了大量的复杂背景，会对仪表表盘的定位提

取产生干扰。最后，为了满足油田巡检对机器人智能读表

准确性和识别效率的需求，将针对指针式仪表、数字式仪

表和液位式仪表分别展开研究。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02
0-3岁智能绘本开发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歌言 3171430080

肖晨茜

/3171423041

,王泽维

/3181423029

,卫一翰

/3170512001

,李孟蔚

/3161430102

钦松

讲师

（高

校）

1307

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加快了儿童绘本产业的升

级换代，传统的纸质绘 本由于其单一的阅读方式，已不能

满足新时代儿童日益增长的认知需求。在此发展趋 势下，

儿童智能绘本作为传统绘本与创新科技融合的新产物，有

待被进一步的发掘与 定义。本项目研究内容：①对市场上

现有绘本进行类比和分析，结合用户行为观察、访 谈等方

法，探究低龄儿童的具体需求以及目前儿童绘本中存在的

问题。②从 0-3 岁幼 儿的认知能力为出发点，针对发现

的问题和需求，开发出一款更贴切此年龄段幼儿生 理及心

理特征的新型智能绘本。③通过搭建智能绘本的骨架原

型，进行一系列用户体 验测试，进一步发掘产品的不足之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03
自动刮研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思宇 3180211116

韩树旺

/3180211113

,吕瑞欣

/3180413010

,苟楚鸿

/3190211081

,胡佳煜

/3190441271

杨振朝

讲师

（高

校）

0802

在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条件下，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等

方面均取得重要成就，但在机械制造业中，一些高档的精

密数控机床等还需要从国外进口。当前对于高精密机床等

重要配合表面最后一道工序多采用人工刮研加工，但是人

工刮研劳动强度大、加工效率低、加工精度不易保证，而

且对工人的技术要求比较高。针对此问题，本项目设计一

种自动刮研装置，可以大大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提高生产

效率、提高产品精度，具有操作简单、易于上手的特点。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04

“智能牛ID管家”—基于安卓

及牛脸识别的养殖保险服务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万仁鑫 3180342029

李雪婧

/3180342041

,路雨晴

/3180342055

,黄铁林

/3180342082

陈亚军 副教授 0809

在牛的养殖过程中，生病或死亡常有发生，这会对养殖场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若能提供牛的保险服务，则能为牛

养殖场或养殖户提供更好保障，减少损失。

本项目拟研发“智能牛ID管家”APP（基于安卓及牛脸识

别的养殖保险服务系统），提供牛个体信息录入、牛脸识

别、保险管理、牛脸验证防骗保等功能。基于人工智能、

图像处理、移动互联网等技术，服务于智慧农业与保险领

域，解决保险服务在畜牧养殖方面的问题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05

“纸空间，艺百变”复合纸艺

包装创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佳琪 3180314064

柳永强

/3180314076

,张晗央

/3180314070

,胡琛

/3180314075

杜斌

讲师

（高

校）

0802

在经济与文化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中，包装是人们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几乎任何一件商品都有属于自己的包

装。包装作为商品的附加产物，在完成传统三大任务（保

护产品、方便运输、传递信息）后，绝大部分是被直接丢

弃的，大大缩短了包装的寿命，浪费了大量资源，对环境

也不够友好。所以，该项目将设计系列创新型包装，突破

传统三大功能，将纸艺元素（衍纸工艺、立体纸艺、纸雕

工艺等）融入到包装设计当中，在丰富包装价值的同时，

也能传弘扬我国纸艺文化，以包装为载体，走向人们生活

当中。该项目将会以外卖、食品、生活用品等主题设计多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06

基于幂级数法的梯度多孔介质

中的SH波波动方程解析解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茜 3180811044

蒲怡婷

/3180811054

,郝梦莎

/3180811049

,车昕洁

/3180811001

,王楠

/3180811003

曲桢 讲师 0801

梯度多孔介质中的SH波波动方程的解可以很好的描述SH波

与梯度多孔介质各材料参数之间的关系。这些材料参数决

定了梯度多孔介质的若干基本性质，也反过来影响着SH波

在梯度多孔介质传播过程中的频散与衰减特性。本项目在

推导梯度多孔介质中SH波波动方程基础上，重点通过幂级

数技术对该方程的解析解及相应SH波在梯度多孔半空间及

层状结构中的传播特性进行研究。为通过SH波准确分析介

质结构特性提供理论支撑。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07
固体发射药助燃剂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雨洁 3180822002

徐豆

/3180822018

,陈文恒

/3180822006

,胡杨婵

/3180822015

,李汶静

/3180822008

赵宁宁 讲师 0703

将固体发射药助燃剂纳米化后可发挥材料本身低摩擦感度

及高反应活性的优点。但纳米助燃剂粒径较小，易出现吸

湿、团聚现象，极大地制约了其应用于固体发射药领域。

为解决该问题，可引入具有较大比表面积、高孔隙率的催

化材料。本项目旨在将轻质碳材料作为载体，负载纳米金

属氧化物或超级铝热剂，制备轻质碳负载型助燃剂，探索

其组成、结构和形貌对催化性能的影响，为轻质碳负载型

助燃剂在固体发射药中的应用奠定基础。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08

轨道交通牵引变流器运行及控

制性能虚拟仿真实验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鹏飞 3180423012

宋浩霖

/3170423012

,李咪娜

/3180432048

,梁明珺

/3170434054

成凤娇 工程师 0806

该项目针对学生在设计对大功率电力电子装置方面没有感

性认知，以及传统虚拟仿真实验难以有效提升学生在轨道

交通方面的工程实践能力的现状，现拟研制一套轨道交通

牵引变流器运行及控制性能虚拟仿真实验系统，通过3D虚

拟技术实现运行高铁工作参数可视化，从多层面、多角度

创造实验环境，帮助学生对高铁牵引变流器为代表的一系

列大功率电力电子装置的设计提升感性认知；通过设置动

态变量实时介入功能，虚拟仿真出计算机控制下的高铁动

态、定量运行特性，从而进一步提高同学们深层次的创新

性应用设计和解决实际工程复杂问题的能力。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09

基于轨迹数据的个性化行车路

径推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鑫 3170931019

范瑞

/3170931020

,杜雯雯

/3170931044

王伟,

杨彬

讲师

（高

校）,

教授

0809

本项目基于轨迹数据，挖掘用户行驶行为和偏好，设计和

开发个性化行车路径推荐系统。首先，对轨迹数据进行预

处理，完成轨迹分割、行迹与地图匹配和行驶行为生成等

工作；然后，计算用户未经历路段行驶行为概率，采用图

卷积神经网络，结合时段和工作日等信息，预测行驶行为

概率；最后，进行路径推荐，构建行驶行为图，寻找最大

行驶行为概率的路径，即为推荐路径。本系统能够为用户

提供个性化的导航服务，提高用户的出行效率。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10

面向老年人陪伴需求的服务机

器人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叶心茹 3171423033

龚伯瑞

/3161430149

,李金伟

/3161423010

,李刚

/3181423013

王毅,

白晓波

教授,

讲师

（高

校）

1305

因社会老龄化速度加快,未来十年空巢老人数将增加到两亿

多，占到老人总数的九成，老人的照顾陪伴问题已为社会

热点。但现有陪伴类产品种类少、功能单一、操作复杂，

因此对老年人陪伴机器人研究十分必要，且陪伴类产品具

有广阔市场前景。所以本项目选择研究面向老年人陪伴需

求的机器人，目前通过前往医院、老年人护理院完成调研

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陪伴机器人的送物、远程视频、

语音交互等概念设计，并开发出一款概念原型，实现了基

本功能。在此基础上，本项目将进一步通过调研完成老年

人对陪伴机器人的形态需求，基于概念原型完成这款陪伴

机器人的形态设计，以满足大多数老年人陪伴需求的机器

人产品。希望能满足老人的生活、陪伴需求，并通过项目

的实施呼吁社会关注老年人的陪伴需求。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11

作物生长特征的图像识别技术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嘉璐 3180811042

程茂

/3180811023

,王斐

/3180811029

,陈馨宇

/3180811034

,闫若欣

/3180811037

郝孟丽 讲师 0701

作物生长有关特征指标是作物栽培、生理研究的热点和分

类管理的主要依据。通过计算机图像处理的途径实现作物

生长的自动识别，是实现作物生产数字化、信息化的重要

方法。本项目旨在将图像识别技术应用于提取和识别作物

生长特征如：品种、株高、叶片、果实等信息，构建作物

生长特征的图像提取模型和识别软件，利用信息技术辅助

农业生产，实现对作物生长特征的智能提取，不仅能实现

作物生长数字化，还能促进作物生产管理信息化。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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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多车编组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孙毓 3180434025

聂东

/3180434026

,张豪越

/3180434014

,张京

/3180434015

,焦宣赫

/3180434029

邢毓华 副教授 807

随着世界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人口数量的不

断提高，现有的智能车系统出现感知能力不足、难以协同

工作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严重影响正常有序的工作，

同时也极大影响了经济效率。本项目立足于实际问题，旨

在设计出高度安全、高效协作的智能多车编组系统。本项

目主要研究智能车辆协作的体系结构设计，通信、控制与

计算的分布式系统的协同控制，及增加智能多车协作在智

能交通、设备通信、环境探测等领域的多范围应用。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13
液压升降坝防冻喷水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芦钟毅 3180611015

狄雅琪

/3180611011

,王宇诺

/3180611006

,田智雯

/3180611007

任杰 副教授 0811

由于液压升降坝不耐撞、抗冻差等因素，在北方高寒及高

海拔地区易受到破坏，难以应用。在解决浮冰冲击，不美

观等客观问题的条件下，结合液压升降坝自身的优点以及

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团队设计出一种升降旋转式防

冰冻喷水装置。该防冰冻喷水装置采用旋转式喷头，形成

旋流扩大水的流动能力及范围，在更大范围内防止冰冻；

该装置使用温度测量器和声呐测深技术，使其具有自动化

工作调节能力，便于液压升降坝更大范围的应用。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14

变废为宝：废弃包装箱家居创

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佳婷 3181642023

许珩玥

/3181642013

,可舒文

/3181642027

杨帆
助教

(高校)
1305

将废包装纸箱变废为宝，让包装纸箱完成运输包装的基本

用途后再次发挥价值，提高利用率。将其设计改造成低成

本，高品质，符合时尚潮流的创意设计家具产品，提高低

收入人群的生活品质。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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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助老移位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铎译 3170241109

孙鹏

/3180211009

,孙连豪

/3170221008

,张玉婷

/3190521019

袁启龙 副教授 0802

老年人的骨骼较为酥松脆弱，肌肉力量远不如年轻人，在

从坐卧到站立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力气，其次就

是老年人如厕时的长时间蹲坐，会让老年人下肢血脉不

通，从而无法轻松自行站立。基于此，本作品设计一种可

以帮助老年人在从坐卧到站立以及从如厕蹲坐状态到站立

状态的装置。该装置以机械结构为主，加以电控从而实现

从坐卧、上下床到如厕、起立一系列活动，让老人在这过

程中不再吃力，子女也更加放心。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16
便携式智能输液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明达 3180211114

宋楷文

/3180211104

,武悦悦

/3180211109

,李龙元

/3180423010

,王正龙

/3190211199

杨癸庚

讲师

（高

校）

0802

医院中广泛应用的输液器是利用体位差的重力维持压强实

现输液，这种输液器结构简单但需要把瓶子挂在高处，给

患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尤其是对于行动本不便和受伤严

重的患者。针对此问题，本项目设计一种便携式智能输液

器，本装置无需利用重力可将药物输入患者身体，同时该

装置还具有调控药物流速、恒温、自动检测是否存在液泡

、自动紧急报警功能及携带方便等功能，可以大大提高病

人输液的舒适度，避免出现回血等现象。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17
汽车轮毂螺栓拆装电动扳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薇 3180241027

张嘉伟

/3180211075

,赵斌斌

/3180211080

苏宇

龙,张

宝锋

讲师

（高

校）,

工程师

0802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已经普及，伴随着巨量汽

车的生产、装配、维修保养工作愈发繁重，传统汽车轮毂

螺栓的拆装都是人工借助扳手一个一个拆卸，费时费力。

针对上述需求，本项目设计一种手持式汽车轮毂螺栓拆装

电动扳手，由蓄电池提供动力，通过无刷直流电机和行星

轮系将动力分配到汽车轮毂的5个螺栓上，通过正反转切

换，实现汽车轮毂螺栓的一次性安装和拆卸。该装置结构

精巧，使用方便，安全可靠，可极大提高轮毂拆卸效率。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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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交互设计人才培养的教具

套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蒋钰嘉 3171423026

郝夕雨

/3161423050

,黄昱喆

/3171423051

,马俊傲

/3181423001

,周中泽

/3181423040

钦松

讲师

（高

校）

1306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产品通过互联网

实现不同的交互方式，人们对于用户体验的重视度也随之

增加。因此，交互设计作为互联网产品呈现方式和体验效

果设计的核心，使交互设计师在设计行业中的地位不断提

高，其岗位人才需求量不断激增。各大高校也都纷纷开设

了交互设计专业，但是没有成熟的培养体系和教学辅助用

具。导致了交互设计人才供给极其匮乏，与持续增长的市

场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所以本项目选择了设计开发

面向交互设计人才培养的教具套件为方向。主要通过市场

调研现有辅助交互设计的产品，研究大量产品的交互形

式，针对形式中存在的共性和差异性进行总结和归纳，希

望探索出一套系统的适合交互设计学生使用的模块化教具

套件，供各大高校购买使用，解决辅助交互设计教学用具

短缺问题。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我国的交互设计行业人才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19

高校学生线上学习投入现状调

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军豪 3180512023

张诗涵

/3180512017

,武娇

/3180501017

,郑清云

/3180501020

,高甜美

/3180501023

王艳 副教授 1204

  基于2020年初新型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迫使大部分学生

目前在线学习，但目前网课学习存在诸多问题。并随着全

球疫情的发展，大学生的线上学习还将继续进行一段时间

。伴随着这次全国性的线上学习开展，未来线上学习也将

成为一种趋势。

  本项目主研调查高校学生线上学习投入现状及影响因素

分析，切实解决学生线上学习所遇到的问题，为未来线上

学习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参考和建议，促进我国线上教学事

业的发展。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20
智能药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嘉荣 3180413048

王泽源

/3180413035

,陶阿龙

/3180221047

黄军

勤,徐

瑾

高级工

程师,

讲师

（高

校）

0802

很多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健忘的毛病，对于这些

老年人来说在生病时候甚至是日常生活中按时吃药是一个

难题，如果需要在不同时间吃不同的药，几乎很难独立完

成，智能药盒就是针对这些老年人所设计的。它可以更好

地管理高龄人群吃药麻烦的问题，根据老年人每天吃药的

时间进行定时，来实现一天内对老年人每天三次或更多次

的定时提醒，提醒使用者服用多种药物中的一种或多种，

以帮助老年人正确地服用药物。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21

基于Kinect的学生体质评测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麒 3170931039

刘金鹏

/3170931038

,张佳珂

/3170932018

,王越

/3170931036

王怀军

讲师

（高

校）

0809

目前国家越来越重视学生体质健康，在中考或高考中进行

体育测试，希望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积极地参与到体育活动

当中。本项目将Kinect体感交互技术结合计算机测评方法

并构造虚拟的测评环境，实现了对中学生体质测试项目的

评测和辅助训练，解决传统体质测试中不够准确、不够客

观以及被测者无法针对性训练的问题。该项目以自然的人

机交互方式増加了中学生的操作感和沉浸感，也提高了测

评的客观性，节省了人力物力。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22

基于多维气象数据和误差修正

的风电功率预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邱哲宇 3181423016

林杰

/3190421178

,杨霈轶

/3190421179

呼梦

颖,段

建东

助工,

教授
0806

针对风力发电具有较强的随机性、波动性与间断性，传统

的风力发电的预测准确度不高的问题，项目拟研发一种基

于多维气象数据和误差修正的风电功率预测系统。进行不

同气象数据与风电功率的相关性分析，引入多维气象数

据；建立极限学习机预测模型进行预测；基于风电功率预

测误差与气象因素间具有内在关联性，建立模型对预测功

率集进行误差修正，得到更加精确的风电预测功率，实现

灵活、高精度的风电功率预测。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23

具有动态避障功能的两轮自平

衡移动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大年 3170221035

雷琮尧

/3180221052

,王以诺

/3190221032

,赵萌

/3190221022

庞辉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拟开展基于超声波模块具有动态避障功能的两轮自

平衡移动机器人的设计与开发，其中涉及传感器技术、电

路设计、程序设计等多方面知识，是一项综合设计。本项

目的目标是让移动机器人能够动态避开障碍物且能沿着理

想的路径到达目标点。具有动态避障功能的机器人一方面

可用于新型代步工具的开发；另一方面还可以用于搭建智

慧工厂仓库系统，实现货物运输自动化、智能化。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24
智能分类垃圾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文豪 3170211076

李栋栋

/3170211077

,朱鹏程

/3170211075

,冯林林

/3170913007

,孙浩宇

/3170211074

刘丽兰 副教授 0802

通过设计一种智能垃圾桶，帮助人们能更便捷地进行垃圾

分类处理。该垃圾桶具有智能识别功能，只需要将要扔的

垃圾处于视觉扫描范围内，垃圾桶会自动识别分类，使其

掉进相应桶内垃圾袋里，全程无需人工参与。并且该垃圾

桶具有自动压缩功能，当桶内垃圾含量达到系统设定含量

时，会自动对桶内垃圾进行压缩，大大提高了桶内的空间

利用率。垃圾桶下方设有可开合吸风口，将小型垃圾及灰

尘扫到风口附近，风口将自动吸尘并收集到指定位置。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25
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噪音消纳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浩然 3170211254

李俊虎

/3170921015
李鹏阳 教授 0802

如何将困扰人们日常生活的噪声利用起来，变成为我们生

活所用的能源是一个期待解决的问题。声音具备能量，我

们在对能量转化原理学、人耳仿生学、材料科学等研究的

基础上设计一种利用噪声发电的隔音墙。利用人耳仿生学

原理，设计声音吸纳单体，根据复合声场频率幅值的分布

合理布置不同频率声音吸纳单体，借鉴光学原理尽可能的

吸收噪音。参照人耳听声结构原理，设计仿生动力系统，

激励、带动、传递压力，末端与压电转换装置相连，即可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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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药物分拣提醒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慧吉 3180421143

刘宇豪

/3180211094

,谢东泽

/3180211086

王权岱 教授 0802

在现代生活中，各类药品多种多样，因病服用药物司空见

惯。但是有很多的药品需要按顺序定时定量服用，否则会

引起不良反应甚至严重后果。但是很多老年人记性不好或

者一时疏忽忘记服药，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基于此，本

项目设计一种家用智能药物分拣提醒装置，通过设计其内

部的机械传送机构、利用红外装置进行计数以及利用手机

APP进行提示，从而达到自动配药和提醒服药的目的，缓解

用药护理压力，提高用药安全性。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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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冶金铁基零件表面绿色达

克罗处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燕婕 3180112029

惠文静

/3180112027

,徐谢堃

/3180112022

,段馨儿

/3180121146

,吴一祺

/3180112014

陈文革 教授 0804

现代汽车、摩托车、家电领域广泛使用的粉末冶金铁基零

件，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孔隙率，如果采用不适当的表

面处理技术，如电镀，发黑等，不仅起不到美观和防腐作

用，反而因为孔隙存在从而加速它的腐蚀。为此更需要一

种绿色环保的表面处理技术，本项目就是针对粉末冶金技

术制备的铁基零件，采用绿色环保的达克罗混合液，然后

经过简单的喷涂和烧结固化处理，在零件表面形成完整致

密的防护涂层，阻止腐蚀介质侵入，起到防腐美观的作用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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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疫情大数据的省级医疗水

平评价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帅 3180571009

袁沈浪

/3180212053

,刘浩

/3180571006

段刚龙 副教授 1201

本课题来源于近期热点，属于应用性论文，本课题以疫情

下的各省医疗反应为切入点，结合传统的医疗水平评价指

标如各省三甲医院数目，危重症病床位数等，结合疫情发

生时的医疗物资反应，重新综合各省医疗水平的评价指

标，对各省医疗发展水平进行再次的评价研究，探索在疫

情实战考验下各省医疗水平是否达到之前所进行的评价水

平，如何平衡发展各省医疗资源水平，如何综合正常医疗

水平评价指标来构建疫情下的评价指标。最后利用软件等

方式得出结论，更加直观的表面研究结果。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29X
“闲”货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徐浩文 3180541018

沈沛君

/3180541011

,张志辉

/3190561043

,易冰灏

/3190561043

,蒲欣鑫

/3190541025

杨毅 副教授 1208

“闲”货是一个西安各高校闲置资源的推广、利用与联立

连锁平台，让西安各高校各年级通过线上联立平台将自己

闲置的有用资源如：电子产品，体育用品，小饰品以及学

习用品和交通工具等进行线上跨高校之间的交易。于此同

时线下整合各高校学生各类无法交易的闲置资源如：多余

衣服裤子鞋子等服装饰品，破旧体育用品等。这些我们采

用薄利多销的策略，以较低于市场的价格卖出，收获最大

的宣传效益。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30

海下无线电能传输关键技术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简家乐 3180421058

王哲

/3180421034

,张元启

/3170421071

,谢超然

/3170421146

,常国义

/3160423017

杨磊

讲师

（高

校）

0806

本项目拟提出一种高效、高功率密度海下无线电能和数据

共享通道传输系统。主要分为以下研究：（1）提出一种基

于变频单周期控制的最大电能传输效率跟踪方法，可以快

速构建新的最大电能传输效率工作点。（2）利用无线电能

和数据共享电感线圈通道传输方式，实现无线电能充电器

和自主水下航行器之间的双向数据和能量加密传输。（3）

采用开关电容变换器和宽禁带元器件构建高功率密度功率

模块，以提升系统无线充电功率和电能传输效率。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31

便携式高频导电线（条）非接

触焊接电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谷晨阳 3180421167

张若凡

/3180651080

,吴宇臣

/3180421171

,

樊泽贤

/3190651060

,王千僖

姬军鹏
高级工

程师
0806

本项目针对传统铜排焊接电源效率低、工艺差的问题，拟

研制一款超导的感应加热电源，该电源的感应加热方式实

现了在非接触情况下，对铜排完成高质量细工艺的焊接，

其效率和工艺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该项目的研究解决了传

统铜排焊接电源效率低，控制精度差的问题，又能提高焊

接的工艺要求。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32X
国风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文兴 3180921004

李登宇

/3180921012

,张超

/3180921017

,许昕馨

/3180913010

,侯宇晴

/3180921054

侯浩录 副教授 0809

《国风》是一个对于古诗词的学习鉴赏软件，旨在帮助中

小学生学习古诗词，以及爱好者对于古诗词的鉴赏和学习

。我们主要用户目标为学生群体。通过有效、权威的学习

资源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条件；通过多种类的学习

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将传统的文化知识与文化游戏

、知识竞赛、视听音等多种途径相结合，大力拓宽学生知

识面，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33

基于图像处理的巡检机器人指

针型仪表参数自动识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旭光 3180432008

李佳文

/3180432046

,张衡

/3170432051

,檀心蕊

/3170432033

邵军虎

讲师

（高

校）

0808

针对工业巡检机器人，对于现场仪器仪表参数读取的应用

场景，开发适用机器人视觉检测的图像识别软件算法，要

求指针型仪表的参数识别精度：误差<5%，识别速度：拍照

后算法识别时间<1秒，准确率>95%的指标要求。在此基础

上，研究具备指针仪表、液位仪表、液晶数码表等厂家、

型号、等参数自动判别，自动读取、转换、存储、以及上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34

基于健康中国视角的城市社区

公共空间环境现状调查与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君翊 3181430065

郭治佳琪

/3181430037

,袁帅

/3181430020

,丁碧文

/3181430101

,邵婷婷

/3181430112

魏琰,

李迎春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1305

本课题研究基于十九大提出的“健康中国”发展战略要

求，以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环境建设为研究对象，选择西安

市城市社区进行考察和研究。课题调研分析当前城市社区

中存在的环境建设问题，探讨社区不同年龄层级居民行为

活动特点，以及对公共空间的使用需求，同时运用社区环

境规划学理论、环境心理学与行为学理论，提出适合于社

区居民健康生活的公共环境营造对策和策略。课题研究有

助于促进社区良好生活环境营建，提升社区全民健康素

质，为社会发展做贡献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35
自动巡检吸式垃圾清理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武志超 3180211136

王国庆

/3180211118

,韩昕怡

/3180211142

,席思敏

/3180211140

,陈炫豫

/3180211125

石坤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拟设计一种具有自动巡检功能的吸式垃圾清理车。

针对目前城市道路、广场等较大区域面积垃圾清理时，主

要通过人力或车辆打扫，存在劳动强度大、二次扬尘现象

严重这一现象，本项目拟将车辆自动巡检技术和连续吸取

机构相结合，采用Arduino构建控制系统，根据图像处理

技术实现车辆的自动巡检，通过切换机构实现垃圾的连续

吸取清理，设计出一种自动巡检吸式垃圾清理车。该车主

要由垃圾收集机构、车身、自动巡检控制系统等部分组成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36

基于激光烧蚀的GaN镓面快速

湿法刻蚀的新工艺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成城 3170434002

田野

/3170431042

,曹欢

/3180431026

,王艺哲

/3190435005

,邹奕雯

/3190431050

王馨梅 教授 0807

宽禁带半导体GaN材料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典型代表，

是光电、MEMS等应用中的优良半导体材料。但目前GaN刻

蚀方法有成本高、有环境污染、速率低等缺点。我们在与

王馨梅老师进行另一项与激光有关的挑战杯项目时，发现

了对GaN镓面先激光烧蚀后湿法刻蚀，能够在GaN镓面得到

近正六边形的腐蚀坑。本项目将在此基础之上，探究激光

波长、光斑形状、入射角度以及不同掺杂的GaN材料侧壁腐

蚀效果等因素对刻蚀GaN的影响，在实验中积累参数，开发

出一套基于激光烧蚀的GaN镓面快速湿法刻蚀的新工艺方法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37
青少年坐姿实时监测提醒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锦涛 3180811055

李慧哲

/3180434043
季瑞瑞 副教授 0808

如今中小学生过早地出现近视、颈椎病、驼背等问题，坐

姿不规范是主要原因之一。长期不正确的坐姿和读写姿势

会影响到学生骨骼的健康成长。本项目拟设计基于视觉的

青少年坐姿监测与提醒系统，针对拍摄的视频图像，通过

视频处理技术，实时检测并识别学生坐姿，对不正常的坐

姿进行判断，并能够提醒学生进行坐姿纠正。项目充分利

用视频监控数据，搭建智能化学生坐姿监测与实时提醒纠

正系统，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坐姿习惯，促进身心健康。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38

陕西地方高校专业建设现状调

查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新源 3180911020

平泽鸣

/3180931054

,高苗

/3180931023

张叶子
助理工

程师
0401

专业建设是高等学校深化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要要素和环节。进行专业建设，是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

化新形势下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省属高校在

专业建设方面有其特殊性，建设过程中有很多地方发展相

比于部属院校相对较慢，尚存在一定的问题。我校专业涵

盖的门类较全，专业建设和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也比

较具有代表性，通过查找我校专业建设发展中所遇到的问

题，对于陕西省省属高校的专业建设和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39

钢轨打磨车磨石自动拆装装置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焦程程 3180211231

汪甡

/3180211191

,邢鑫亮

/3180211184

,徐光昊

/3170211137

,张博轩

/3162111019

同新星

讲师

（高

校）

0802

钢轨打磨车能有效去除轨面碰伤、轧痕、锈皮、结疤等缺

陷，从而提升轨面平顺性，延长轮轨寿命，降低行车事故

率。针对手动拆装磨石的强度高、效率低、操作难度大等

问题，本项目拟设计一种结构紧凑、便于携带的钢轨打磨

车磨石自动拆装装置。该装置将磨石的自动拆卸和安装集

于一体，可调节高度，适用于不同尺寸的磨石，能简化操

作流程，降低工作强度，减少拆装时间，对提高钢轨打磨

车的作业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40

基于LCoS的高层大气风场静态

探测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浚哲 3180413056

 王彦龙

/3180211180 

杨思凡

/3180413142 

马啸/ 

3180431031

胡振辉

/3180431019

李存霞 

唐远河

讲师，

教授
0702

地球上空 90-300 km 高层大气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密

切相关，风速和温度等参量是决定该区域动力学和光化学

的关键因素，研制高精度的静态风场成像干涉仪是探测高

层大气风场的必要手段。本项目拟对自行搭建的地基气辉

成像干涉仪GBAII进行改进，将反射式液晶LCoS替代传统

的机械步进装置，实现纯静态的相位步进探测。将LCoS引

入成像干涉仪这一关键技术的创新对提高风场探测精度具

有重要价值，为静态风场探测这一国内外热点问题开拓一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41
机器人教育的课程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小茜 3190643013

任妍

/3190643009

,曹丽霞

/3180421056

,宋玉瑶

/3190643044

左娟莉

讲师

（高

校）

0401

在全球疫情下，计划针对在家无法上学的中小学生，设计

机器人教学的系列网络课程。引导学生通过搭建、编程、

运行机器人。教学由浅入深，大致分为初级教程和高级教

程。初级课程大致通过积木拼搭，零件搭建与实体编程结

合等方式来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创造力，想象力等等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高级课程大致通过专业知识与自由

创造结合，尽可能的发挥学生创新能力，同时也对学生的

知识储备，能力要求更高。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42

新冠疫情能否成为改善医患关

系的契机？——基于网络的调

研与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门迎博 3180211117

王炜钰

/3180541004

,刘玉珮

/3180541007

,黄嘉华

/3180541023

杨毅 副教授 0303

近年来，医闹等扰乱正常医疗秩序、严重侵害医务人员生

命安全的行为频繁发生。医患关系持续紧张。2020年1月

新冠疫情爆发，广大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驰援武汉，奋不

顾身，穿越死亡的禁区，向世人再次定义了“医者仁心”

。医患关系的正常不能依赖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或者说特

殊时期的非常举措，我们以这样的触动为起点，以就医体

验为导向，站在营销的角度从医生、患者、社会三个方面

分析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因素。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43

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于我国新

能源产业的影响及其对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宇航 3180571016

赵翠翠

/3190501019

,董文萍

/3190501024

,高鸿强

/3190651025

扈文秀 教授 0201

国际原油价格受到供求、库存、成本、汇率、投机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强烈波动特征。目前我国被动接受国

际原油价格，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本项

目拟在研究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新能源产业影响的传到机

理。分别分析国际原油价格的巨幅上涨和下跌程度，给国

内新能源产业的影响程度；并借鉴国际发达国家的新能源

产业政策，结合我国相关产业发展现状，提出促进新能源

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44

基于VR全景摄影的陕西历史文

化古镇宣传推广——以陈炉古

镇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乃千 3181440033

王子旋

/3181440020

,章荣基

/3181440016

,郝晓坤

/3181440012

彭敏

讲师

（高

校）

1304

陈炉古镇是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的一座千年陶瓷古镇，兴

盛于明清，其典型的黄土丘陵残垣地貌造就了古镇的窑洞

民居群，极富地域特色。本项目在陈炉古镇原始风貌、窑

洞民居、非文化遗产耀州瓷工艺等现实景观基础上，通过

相机拍摄系列图片、拼接组合，然后利用全景虚拟现实技

术构建一个三维立体环境，观者通过手机、电脑或VR眼镜

可以随时随地对陈炉古镇进行360°全景浏览，实现“虚拟

旅游”，给陕西历史文化古镇宣传推广带来新的契机。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45

一种基于手势识别的高空作业

行车控制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辉 3160571043

兰可豪

/3170212034

,任怡静

/3190212037

,谢庭宇

/3190571025

,陈烨

/3190212039

刘永 副教授 1207

本项目着眼于人机交互技术，主要针对目前高空作业行车

操控方式单一、操控安全系数不高及人机交互不够直接等

问题，研究手势识别和行车控制的基本逻辑，探讨基于手

势的行车作业控制方法，定义控制指令手势和控制执行逻

辑；利用LeapMotion手姿传感器进行控制手势姿态数据的

采集，结合机器学习方法实现控制手势的识别，达到精确

控制行车的目的，进一步增强地面作业人员与高空行车之

间的实时交互能力，提高作业安全系数，具有重要工程应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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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动力多用途水上移动终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华威 3180421061

张哲

/3180421073

,石婷

/3180241035

,

李娇娇

/3180421137

,刘雨情

张琦

讲师

（高

校）

0806

本项目拟在采用光伏+储能的方式为水上移动终端（无人

船）提供可靠供电保障的基础上，使其实现以下功能：通

过电路设计与控制算法设计使光储系统完成对太阳能的最

大功率追踪功能；具备移动基站功能，为周边通信设施提

供通信服务；使移动终端具备监控功能，实现对水环境周

边的实时监控；使移动终端具备水环境维护功能，识别水

上垃圾自动清理；实现主动巡检功能，使移动终端能够自

动或按预设轨迹运动工作，并实施传输工作状态。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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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智能小助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涛 3180611055

睢佳衡

/3180611036

,杨兆迪

/3180611095

,胡玉航

/3180611099

,霍星宇

/3180611107

程琳 副教授 0809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科技不断的服务人类，方便着人们

的日常生活，许多app和小程序的研发方便了我们的日常生

活。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离不开这些科技。经过两年的大

学生活我们发现，大学的日常生活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急

需代办事项却无人帮忙的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大

学生团队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研发了一款小程序，它就

像我们的生活助手一样，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燃眉之急，应

对很多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与突发状况。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48

风机叶轮用Cr-Ni-Mo系合金钢

电弧增材制造药芯焊丝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伟玲 3180121019

王雯静

/3180121004

,王怡

/3180121005

,张千玺

/3180121011

张敏 教授 0804

本项目以电弧增材制造为背景，针对当前电弧增材制造过

程中所存在的材料力学性能各向异性明显、冲击韧性较差

等问题，以高强度合金钢为研究内容，从电弧增材制造原

材料入手，以金属粉芯型药芯焊丝为研究重点，进行电弧

增材制造材料研发。本项目拟通过氧化物冶金、合金化等

手段，优化电弧增材制造零件的组织与性能，进一步改善

电弧增材制造零件所存在的问题，目标在于实现电弧增材

制造原材料的开发与应用。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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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智能消毒衣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岚青 3109441180

杨东成

/3109441180

,罗嘉伟

/3109441177

,和子豪

/3109441176

,徐畅

/3109441181

黄伟超

讲师

（高

校）

0808

本创新训练项目主要针对浴室、健身房、医院等公共场合

衣物存放环境存在污染和病毒传染等安全问题，研发了一

款具有共享功能的智能消毒衣柜。该智能消毒衣柜可以对

存储衣物进行消毒和保存，有效避免了细菌及流行病交叉

感染。该设计能识别存储物品的多少，智能调节消毒时

间；柜内衣物消毒采用臭氧杀菌，柜体自消毒采用紫外线

杀菌；该设计采用先进的控制芯片，通过液晶触摸屏进行

状态观测和操作；可以通过手机支付方式实现共享使用。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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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SiC纳米线的表面修饰与

吸波性能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嘉炜 3180434044

范欣雨

/3170431087

,张静妮

/3170431085

,任媛

/3180434040

何立,

杨莺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4

SiC是一种典型的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同时具有优良的电磁

损耗特性，在吸波材料领域有极大应用前景。尽管如此，

碳化硅复合材料的电磁波吸收带宽和吸收强度仍有待于进

一步提高。针对这两方面问题，本项目拟从磁性离子掺杂

和表面形貌修饰两方面进行创新研究，提高其吸波性能。

首先通过Co2+、Ni2+磁性离子掺杂，获得磁性SiC纳米线，

改善阻抗匹配，拓展吸收带宽。其次通过表面修饰，增强

多重反射与极化效应，提高材料的吸收强度。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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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含油污泥制备功能化吸附

剂处理含油废水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润 3180672008

刘家慧

/3180672011

,宋绍帅

/3180672020

,罗敏

/3180672023

,屈凤杰

/3180672024

张耀中

讲师

（高

校）

0825

为资源化处理油田含油污泥，采用地沟油和植物“三素”

做活性增碳、增孔剂，与油田污泥按比例混合经高温炭化

处理，得到用于油田污水处理中脱油、除重金属的泥质活

性炭，该泥质活性炭孔径发达，且耐压强度远高于传统木

质活性炭。通过SME、热重等方法表征，优化其对油和重金

属的吸附特性；吸附后可高温热解再生，直至吸附效率显

著衰减，可作为油田钻完井固井水泥浆中的必要外掺料回

注地下，最终实现以废治废和闭环处理的新技术途径。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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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人机搭载红外云台的复

合绝缘子劣化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卓于凡 3180643080

穆凯迪

/3170643095

,王子怡

/3180643066

,杜江颖

/3180913015

李美

讲师

（高

校）

0806

该项目以多旋翼无人机为飞行平台，通过搭载红外热像仪

和可见光云台，提出了一种适用于架空输电线路复合绝缘

子的红外巡检系统。基于无人机实现对复合绝缘子的标准

化飞行，通过红外云台对绝缘子的温度、红外和可见光图

像进行有效采集，利用数据归集软件将大量的离散型数据

进行标准化归类，建立复合绝缘子标准化红外图谱数据

库，通过开发红外智能分析软件，分析绝缘子劣化特征和

规律，进而实现复合绝缘子的全寿命周期检测、故障识别

与定位的集成功能，为复合绝缘子劣化标准设计提供依据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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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小区固定车位有

偿使用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冯庆瑶 3180561036

李静

/3180511013

,朱万珍

/3180511011

,刘思雨

/3180561005

,陈荣荣

/3180561008

曹茂生

讲师

（高

校）

1208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私家车停车难的矛盾问日益突出。借

助互联网的共享思维，本项目以APP形式实现小区固定车位

的有偿使用，在很多情况下，A离家开车去上班，A可以有

偿停在单位附近B的小区私家车位上，而C又可以停在A的小

区私家车位上。私家车主可以在该APP挂出车位在空的信

息，供在附近的有需要的车主使用，同时，有停车需求的

车主也可以挂出自己寻求车位的信息，以供私家车位能够

给予帮助支持。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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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如厕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翔 3180571024

田洪鑫

/3180212004

,孔祥菡

/3170212031

,袁梓然

/3170212026

,周宇航

/3170212021

赵建峰

讲师

（高

校）

0802

本项目以人因工程学为基础，综合考虑人的生理、心理、

环境等因素，拟设计一种舒适、健康、安全、方便的多功

能如厕装置。该装置可以实现蹲式如厕和坐式如厕功能的

方便切换，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不同的如厕习惯，另一方

面也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卫生健康水平。同时，该装置考虑

了老人、孕妇、肥胖者及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需求，专

门设计了辅助起、坐功能，安全保护装置和安全警报系

统，可以实现自动缓速下坐、起身及安全保护和安全预警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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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微试样蠕变实验装置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向阳 3180121024

梁新宇

/3180121022
张赛飞

讲师

（高

校）

0804

我国USC机组的设计寿命一般超过30年，出于安全服役的

需要，高温材料的蠕变性十分关键。传统的蠕变测试耗时

耗力，且耗资巨大。为此，本项目将开发一套新型微试样

蠕变实验装置，为材料的工程化应用提供数据支撑。该装

置具有无损取样和微型取样的优势，与传统蠕变试验相比

可大幅缩短测试时间。它利用冲杆以恒定载荷冲压待测薄

片试样，并记录试样从变形到失效整个过程中载荷与挠度

的数据变化，从而依照理论模型推导出材料的蠕变性能。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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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社区医养结

合居家养老信息服务APP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泳竹 3180561011

苗卜文

/3180561016

,张梦芸

/3180561013

严峻

讲师

（高

校）

0809

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凸显，长期、实时性医疗服务需求增

加，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迫在眉睫。以家庭为核心、社区医

疗服务网络为依托、互连网信息服务为支撑的智能居家养

老成为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手段之一。项目通过需求分析，

设计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医养结合服务智能APP，实现健

康数据实时监测、医疗服务咨询、生活信息服务、紧急救

助、活动轨迹定位、信息集中管控、健康数据分析等功

能，为有效实施智能居家养老模式提供信息服务支持。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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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轨道打磨修整装置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明亮 3170241134

徐海东

/3180211024

,桑鑫

/3180211026

张宝

锋,苏

宇龙

工程

师,讲

师（高

校）

0802

轨道交通使用之后，钢轨就长期处于恶劣的环境中，由于

列车（尤其是高速列车）的复杂动力作用、自然环境和钢

轨本身质量等原因，钢轨经常会发生伤损情况，如裂纹、

磨耗等现象，造成了钢轨寿命减少、养护工作量增加、养

护成本增加，甚至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需要及时对钢轨伤

损进行消除或修复，以避免影响轨道交通运行的安全，本

设计为一款钢轨磨削装置，由砂轮组件及带动砂轮组件的

磨削主轴两大部分组成。通过对铁轨道磨损情况分析，计

算出初步修正量，在初步修正结束后，传进行再次检测和

分析评估，若达到了目标修正值则结束工作，若未达到则

继续重复进行磨削修整。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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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的虚拟硬件实验开

放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天乐 3170241161

毋璐璠

/3170241153

,孙超群

/3170436001

,樊伟

/3190432066

,王云鹏

/3190432008

董可

讲师

（高

校）

0807

以远程在线和虚拟仿真的方式面向社会开放优质实验教育

资源，是我国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方向。传统的远程实验教

学以实验对象的软件仿真为主，较少考虑实体硬件的工作

状态，教学效果有限。本项目拟采用树莓派作为代理控制

节点，实现对单片机实验板的实时控制与状态采集，并通

过物联网与云端虚拟模型保持同步。本项目将实体硬件融

入虚拟仿真的实验过程中，与云端部署的虚拟实验环境相

结合，构成了一套虚实结合的远程实验教学平台。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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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艺术的文化创意传承与新

媒体传播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帆 3171430157

徐捷

/3171430154

,战昭仪

/3171430156

,徐月月

/3171430155

郝庄
助教

(高校)
1305

项目以秦腔艺术文化资源为依托，从动漫创意设计与新媒

体传播平台搭建结合的视角进行分析与思考，借力互联网

平台信息高速传播优势，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

传播平台，制作发布微视频、微课堂与科普动漫等数字化

科普作品进行秦腔艺术的新媒体科普宣传。项目研究工作

集中于秦腔传统角色的动漫形象设计、系列科普动漫、秦

腔系列微信表情制作以及结合3D打印技术进行文化创意产

品原型的开发,通过多元化设计手段进行数字内容开发。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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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神经元算法的振动冲击数

据采集处理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勤康 3180822007

崔玉

/3181642024

,张雨森

/3190211283

,邹国昭

/3190121160

梅屹峰

助教

（高

校）

0807

科技日新月异，数据无处不在。面对日益增长的数据和人

们对数据采集处理的需求，终端设备的数据采集能力和运

算处理能力就尤为重要。我们计划用Intel Curie作为内

核开发一个用于测量物流运输中的颠簸振动与冲击的数据

采集装置，实现低功耗、高频采集包括加速度、角加速度

、姿态等数据,并能够在任何采集时段内捕捉筛选数据，处

理出振动数据最大值，进行打印输出,或用蓝牙数据整段长

传至电脑端。本项目将对装置样机进行不断迭代，优化算

法，压缩体积，使其成为一个便携式设备。然后在实际环

境下测试，最后迭代出一款用于检测振动的高速数据采集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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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革命老区农村基层党组

织建设信息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吴婷 3170512016

冯明霞

/3170512008

,周圣杰

/3170512024

,           

     侯衍

/3170512025

,谭琪琦

刘泽双 教授 1202

本项目以大别山地区内行政村党支部为对象，开发一套集

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振兴、农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于

一体的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的主要功能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将大别山地区农村党支部的组织架构录入系统，可

以实时查询各村党支部、党员信息；第二，提供精准扶贫

平台，落实一党员包一户脱贫的政策，实时更新贫困户收

入状况；第三，弘扬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建成与外界的互

通渠道，宣传老区农旅游观光项目，助力当地经济发展。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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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流浪动物救助机构运

行状况的调查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欣怡 3180511018

宋思瑶

/3180511016

,王乐

/3182131004

,李晨昕

/3182131011

,李佩

/3170501015

王艳 副教授 0303

城市流浪动物数量的不断增加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例如卫生防疫，环境污染，影响交通，伤害人类，甚至成

为不法分子猎杀、谋取利益的工具等，成为百姓生活和城

市发展的巨大隐患。本项目拟调研目前城市中流浪动物的

生存现状、相关救助机构及其运行方式、城市居民态度

等，以寻求城市流浪动物救助中存在的不足，尝试为城市

管理部门优化管理措施提供建议，以达到减少百姓安全隐

患，促进人与动物和谐生存，共筑美丽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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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分类垃圾箱的研发与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鲁德鹏 3180501027

姜棋文

/3180501021

,张玉娟

/3180501016

,魏鹏飞

/3180501030

,邢珊珊

/3180501008

杜占河 副教授 0825

智能分类垃圾箱，结合高新科技与人工智能，让垃圾分类

变得便捷高效，同时切合民众的利益。这种垃圾箱用环保

材料做成，它可通过AR技术自动扫描各种垃圾，之后将其

清洁粉碎分类投放，同时可自动处理有害垃圾，通过各类

化学反应将不易降解且有害的垃圾处理成安全环保的材

料，其中具有重力感应装置以及智能设备，使其变成相应

积分继而兑换。这种产品面向全社会，使用区域宽泛，全

面运用会使我们社会环境更加绿色环保。

√

2020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S202010700

164
《知日可待》临期提醒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卜煜 3180314001

邹依樊

/3180314017

,刘振

/3180415038

,石珂

/3180521032

,李晨玺

/3180811008

张志刚 副教授 0809

食物浪费是全球性问题，据统计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价值

达上万亿美元，而大约有35%的食物浪费源自消费端。在日

常生活中，由于人们的疏忽和遗忘，致使食品、药品等物

品过期变质而废弃，这种情况非常普遍，造成巨大的资源

浪费和环境污染。本项目拟开发一款“知日可待”手机应

用系统，帮助人们做好食品、药品等物品的临期提醒和使

用规划，合理消费，及时妥善处置临期产品，避免资源浪

费和环境污染，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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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铁酸铜亚硫酸盐体系的灭

菌性能及机理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东旭 3180672027

刘帅辰

/3180672013

,陈姝伊

/3180672017

,车佩悦

/3180672003

,田润

/3180672008

王东琦 副教授 0825

水中病原体是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的一大问题，水消毒一直

受到广泛关注。目前大中型水厂的饮用水消毒和污水厂的

尾水消毒处理多采用加氯消毒，但有可能带来产生消毒副

产物的问题。而基于铁酸铜/亚硫酸盐灭菌体系的一价铜有

良好的消毒灭菌作用，产生的硫酸根自由基也具有协同灭

菌作用，且具有环境友好、无二次污染的优点。因此，本

研究拟选用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等细菌作为杀菌菌

种，研究铁酸铜催化氧化亚硫酸盐体系的灭菌性能，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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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电磁干扰特性虚拟仿实验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孟琰泽 3180421074

张佳豪

/3180421071
姬军鹏

高级工

程师
0806

针对当前国内虚拟仿真未涉及到高铁电磁干扰这一问题,本

项目拟开发一套高铁电磁干扰特性虚拟仿实验系统，借助

3D虚拟仿真技术实现了可视化的电磁干扰，使学生从定性

和定量的双重方式来分析电磁干扰，进一步培养学生深层

次的创新性应用设计和解决实际工程复杂问题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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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卡车轮毂自动冷却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仁翔 3180211076

何思远

/3180211068

,白润泽

/3180211062

孙文杰

讲师

（高

校）

0802

目前，关于重型卡车的制动轮毂的自动控制淋水降温装置

是有相关研究并做过相关实验的，针对制动力随温度的变

化关系，温度传感器设定某一阈值（一般是140℃），当制

动轮毂的温度超过该阈值时，自动控制系统开始工作，把

水箱的水通过气泵压缩、喷淋在轮毂上，达到降温效果。

但是，目前的降温装置只能实现打开和关闭淋水装置，并

不能根据制动轮毂的实时温度来调节出水量，这就造成了

温度低时，冷却水大量流失，而温度高时，出水量又不

够，冷却不及时的问题。而根据制动轮毂的温度实时调节

出水量的自动控制淋水降温的还没有相关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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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中草药标本快速干燥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毅璇 3170413095

王明

/3170413093

,邬东良

/3170212011

,戴子逸

/3180241084

张红

勇,张

永乐

工程

师,工

程师

0101

基于微波加热技术，研制、推广一种便携式中草药标本快

速干燥设备，可对不同类型的中草药标本，预设加热温度

和加热时间，单片机接收到传感器信号，自动调整微波加

热源输出功率，排风效率等，改变干燥环境，达到中草药

标本快速干燥目的。该设备包括机械结构和自动控制系统

两部分：机械结构设计包括加热腔的形状、大小，磁控管

、波导、排风管等功能构件的整体布局、连接等；控制系

统部分主要包括温度检测、功率调整、加热时间控制等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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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无损水果糖度

与病况光学检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子恺 3180831005

秦柯

/3180831022

,郭思涵

/3180831021

,张琪

/3180831010

胡辉
副研究

员
0702

水果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大部分家庭的必须品已必不可少

。对于最普通的家庭、水果生产者或者筛选的商家对水果

的质量包括甜度、病虫害状况判断只能靠日常的经验根据

外表判别，对于实际状况无能为力，因此如果能对水果做

出无损精确判断则对提高水果的生产和人们的生活质量十

分有意义。光谱学往往能够对水果的某些特征做出不同的

表现，但光谱变化复杂难于拾取特征。利用近些年快速发

展的深度学习方法与光谱学相结合能够解决上述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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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式多频谐振无源EMI滤

波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阳阳 3180421090

郭泽宇

/3180421083

,祁俊龙

/3180421065

,王婷婷

/3180434004

,张志谦

/3180651082

路景

杰,姬

军鹏

助理工

程师/

高级工

程师

0101

该项目针对市面上大多数滤波器安装会改变产品原有电路

结构，且功耗大、对于电磁干扰频谱的选择性差，抑制能

力有限，体积大，安装不便的问题，拟研制一种非接触式

多频谐振无源EMI滤波器。该种滤波器利用非接触式原理，

保证原电路不被破坏，同时通过电磁感应原理，解决了传

统无源滤波器因体积大、安装不便的问题，通过多频谐振

组合实现对特定频带电磁干扰的抑制，通过谐振电路元件

参数的设定，实现对特定频带的电磁噪声的抑制能力。既

降低了生产成本和空间，又能实现良好的滤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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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机器鱼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旖璇 3180611031

康心语

/3180611029

,周之仪

/3180611023

,张思源

/3180611020

,袁思敏

/3180611030

任杰 副教授 0811

本项目为“一种新型机器鱼”，是致力于对我国海洋生物

多样性的补充，主要用于海洋生物的监控和探测。该产品

包括远程监控，无人智能化控制等操作形式，可实现自主

导航，自动续航，自主躲避，实时监控等功能。摩擦纳米

发电机以及聚四氟乙烯薄膜实现水下自动续航，驱动系统

为其水中航行提供动力，并保证其能自主躲避障碍物，延

长寿命，声纳探测器，鱼眼摄像头以及GPS定位器显著提高

了探测监控水下生物的准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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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应届毕业生人岗

匹配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静 3180561018

郭思琪

/3180561020

,索明换

/3180561021

薛宏全

讲师

（高

校）

1201

应届毕业生在就业时，往往采取“广投简历、遍地撒网、

重点捞鱼”的方式应聘，很难找到一份满足自己期望的工

作；招聘企业在增加人力成本筛选大量的应聘信息同时，

也错失了一些岗位中极具潜力的员工。因此，如何运用大

数据技术提高就业过程中人岗匹配度，就成为应届毕业生

就业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项目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

就业过程中人岗双向匹配，在向应届毕业生精准推荐岗位

的同时，为招聘企业精准推荐人才，提高双方满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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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废弃物蔗渣合成掺氮多孔

生物质碳应用于钾离子电池负

极的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海玄 3180141007

贾俊杰

/3180141026

,王琪

/3190121092

,周洋洋

/3180141024

邓七九

讲师

（高

校）

0804

生物质碳材料因其可再生、价格低廉、来源广泛等优点在

二次电池中受到广泛关注。本项目以制糖工业剩余物蔗渣

为碳源，以氢氧化钾为活化剂，尿素为氮源，利用Ni催化

碳化并造孔，制备出氮掺杂蔗渣多孔生物质碳材料。系统

研究不同反应条件下对生物质碳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的影

响，考察生物质碳材料的微观形貌和化学结构及其其形成

机理。并首次将其应用于钾离子负极材料，系统研究其储

钾电化学性能，研究结果将为蔗渣这种废弃物的使用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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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演练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施鸿 3180342075

马贝贝

/3180342058

,郝怡晨

/3180342076

,张衡

/3180342070

,郝盛佳

/3180342049

范彩霞

讲师

（高

校）

0809

   消防安全事故是生活中频发的安全事故，为此本项目拟

开发一款基于桌面虚拟现实技术的消防安全演练软件，软

件主要功能包括视频播放、知识竞答、火灾逃生模拟和个

人中心。通过这些功能，用户可以观看生活中发生的火灾

事故，进而提高人们的警惕性；用户可以通过知识竞答的

形式检验自己对消防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用户可以通过

虚拟现实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体验真实的火灾场景逃生；同

时用户也可以随时查看自己感兴趣的视频和学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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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单晶片研磨过程磨粒运动轨

迹与晶片表面质量的关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乐平 3180212023

王鑫凤

/3180212002

,杨波

/3180571017

李淑娟 教授 0802

本项目主要研究Si单晶片研磨过程磨粒运动轨迹对晶片表

面质量的影响。首先分析研究单颗磨粒在研磨抛光过程中

的运动行为，建立数学模型，仿真模拟不同影响因素下的

磨粒运动轨迹；在单颗磨粒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多颗磨粒运

动轨迹的数学模型，并进行仿真；在数学模型的指导下，

对影响轨迹的不同因素进行实验研究，不同因素不同量级

时的轨迹模型与实验后晶片表面质量之间关系进行比对，

得到磨粒运动轨迹对晶片表面质量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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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ézier-like可展曲面的相关

算法及形状优化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孟豪 3180811027

高城

/3180811019

,辛雨

/3180811012

,何英浩

/3180811038

苗保山 讲师 0701

可展曲面为一种特殊且又重要的曲面，在一些使用不可伸

缩材料的制造业领域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Bézier-like可

展曲面保留了传统Bézier可展曲面的优点，同时还具有更

好的形状可调性，如今成为了CAD/CAM领域研究的一个新

热点. 本项目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重点对 Bézier-like

可展曲面的De Casteljau算法、延拓、形状优化设计以及

与传统Bézier可展曲面的相互转化等关键算法进行研究. 

研究成果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可展曲面的相关理论与算

法，具有较好的理论与实际应用价值，也可应用于可展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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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地域文化及区域位置

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蓓 3171430093

杨蓓

/3171430099
乔治 副教授 1304

项目以打造"中国首个秦文化数字景区"为目标，秉承"建筑

为形，文化为魂"的理念，发扬"秦文化"主题，萃聚"文化

演艺+民俗餐饮+旅游地产"三大引擎，开辟一方"穿越千年

·梦回秦朝"的实景体验乐土，让游客饱览历史，角色扮

演，身临其境，全情体验大秦帝国的雄风与魅力。六大主

题街区，通过历史场景、传奇故事、英雄人物的经典再

现，尽情展现秦与六国的百花齐放和传统习俗，多样主题

演艺、特色民俗活动，持久制造新奇、紧张、震撼的旅游

度假体验。业态包括:特色餐饮小吃、大中型餐饮、茶馆、

酒肆、古戏台、娱乐休闲、私人会所、温泉客栈、主题客

栈、演艺大厅、同州数字博物馆等，满足旅游、度假、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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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几何角度动态演示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超 3170211155

马远

/3170211149

,郭昊

/3170211204

,张硕誉

/3170211162

,陈昊雅

/3190441259

杨振朝

讲师

（高

校）

0802

刀具几何角度是《机械制造技术》课程重要的知识点,但该

部分内容比较抽象，学生很难理解，不易掌握。基于此，

本项目基于单片机技术，设计一种刀具几何角度动态演示

装置，通过按键控制舵机旋转，动态展现正交平面参考系

的三个平面及刀具六个标注几何角度变化的过程。利用语

音播放系统实时讲解刀具几何角度定义和所处状态, 采用

液晶显示屏同步显示各角度定义和数值，对帮助学生理解

刀具几何角度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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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硫酸盐还原菌-微生物燃

料电池系统处理酸性矿山废水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廖轩轩 3170673059

于方圆

/3170672001

,乔少博

/3180672014

,石佳田

/3170672004

,田杰

/3180672007

王东琦 副教授 0825

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中产生的金属硫化矿经氧化、分解后

会产生大量酸性矿山废水，导致矿区周围土壤和地下水受

到严重的污染。本项目拟建立一种硫酸盐还原菌（SRB）耦

合微生物燃料电池（MFC）系统原位处理酸性矿山废水，并

创新性地利用固体废弃物虾蟹壳作为酸度中和剂和营养底

物，结合硫酸盐还原菌的原位厌氧生物处理与微生物燃料

电池的高效清洁等优势，探索SRB-MFC系统处理废水中的

污染物及实现能源回收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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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e站—一款精准寻找停车

位的智慧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解雅欣 3180511061

马丽洁

/3180511033

,龚彦清

/3180561022

,程茵

/3180571051

,邓文杰

/3180911001

李良

助教

（高

校）

1208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私家车变成了家

庭必需品走进千家万户。城市建设步伐难以满足车辆停放

需求，“停车难”问题长期存在且日益严重。为了更好的

为私家车车主出行提供停车场位置及指引服务，引导车主

到达最近的停车位，特开发汽车e站智能停车APP，搭建一

个汽车停车信息分享信息平台，为停车的车主提供车位预

定功能，同时通过智能化地图设计，方便用户及时搜索和

预订便民信息，解决私家车主的出行难问题。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01

抛物线槽型消毒器(PTC)灭活

水中微生物的效能与再生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一涵 1803020307

邓萱

/1803020302

,贾俊杰

/1803020317

,刘宇

/1807030230

,付煜婷

/1804030120

文刚 教授 0825

   本项目主要研究抛物线槽型消毒器(PTC)对水中细菌和

真菌的效能与再生分析。从地下水中分离出大肠杆菌和三

种代表性的真菌（木霉、曲霉、青霉），研究PTC对大肠杆

菌和三种真菌的灭活效能，进行了再生分析，并与传统

SODIS的灭活效果进行对比。分析抛物线槽型消毒器(PTC)

灭活微生物的优势和缺点，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02

耐高温耐冻型高效太阳能集热

器热性能及适用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博浩 1708020122

李筱

/1710020111

,戈晨阳

/1608020306

,李佳玲

/1703010510

,张竟英

/1703010308

王登甲 教授 0810

平板太阳能集热器技术成熟度高、成本低，应用普遍，但

青藏高原地区强辐射、低温低气压、冷热交替频繁、昼夜

温差大等恶劣气候特征加剧了太阳能集热系统的过热、冻

害风险。因而，开发耐高温耐冻、运行稳定可靠的新型太

阳能集热器是太阳能供暖在西部地区推广应用的前提。本

项目拟通过分析太阳能集热器过热、冻害原因和机理，建

立复杂动态条件下太阳能集热器性能分析模型，提出耐高

温耐冻型高效太阳能集热器优化设计方法，明确新型太阳

能集热器的地区及环境适用性。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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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基于生物质碳材料的多种分级

孔道结构活性炭的电化学性能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鑫颖 1808010204

关宗玉

/1808060129

,刘肇漩

/1808060229

,范瑶

/1808060104

,张乐乐

/1808060113

方钊 教授 0804

生物质作为农业、工业和林业的副产品是一种成本低、易

获得、可再生的碳源。本项目拟从生物质活性炭材料的形

貌及孔道结构调控设计与制造入手，掌握活性炭材料孔道

结构设计与调控机制，阐明其活化反应过程特征与活化温

度协同作用机制，获得兼具循环稳定性与较高能量密度的

分级孔道结构生物质活性炭；在此基础上，构置混合电池

电容体系，阐明活性炭与电极材料相互作用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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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rGO/ZIF-8改性聚酰胺纳滤膜

的制备及分盐性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婕妤 1803030209

徐信琪

/1808060209

,成林珊

/1808030209

,曹伟

/1803030426

,徐熔怿

/1816030110

王旭

东,吕

永涛

教授,

副教授
0825

为了改善纳滤膜的性能，用水热合成法制备了rGO/ZIF-8

复合纳米材料，通过界面聚合法引入到纳滤膜的功能层

中，制成新型改性聚酰胺复合纳滤膜，并研究了改性膜的

表面形貌、结构及分盐性能。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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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柔性轧制变形制备大块体细晶

材料的工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帅 1708020414

程一学号

1708040016/

何利军学号

1708040057/

王凯伟学号

1808020318/

陈姿言学号

1808020301

朱晓雅 工程师 0805

大塑性变形技术可制备超细晶材料并提升金属的强韧性，

是提高强塑性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课题组提出了一种新的

多向变形方法即多向柔性轧制技术，可以制备大体积试

样，且模具制作简单，有一定的工业应用前景，本项目以

块体AZ31镁合金、纯铝等材料为实验材料，利用多向变形

模具模拟研究多向轧制过程，分析不同循环次数的微观织

构演化、位错运动机制、晶粒细化机理、塑性变形机制、

耐蚀性和耐磨性的变化，最终实现多向轧制变形对金属的

组织和性能的控制,为金属性能的提高和多向变形工艺的完

善提供很好的理论依据。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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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钢筋混凝土结构剩余性能

评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成佳悦 1802010211

薛若含

/1716010123

，武禹含

/1807011003

，王冠中

/1802010047

，范旭文

/1902050110

李磊 副教授 0810

为了研究我国震后钢筋混凝土的破坏情况并且对其性能进

行评估，让我们在未来的建设期间使工程更加稳定，同时

为保护环境，震后改造重建工程提供思路。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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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基于位移控制的高精度、高稳

定性加载试验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常艺德 1802050121

薛威超

/1802010186

，罗先达

/1902050112

弓欢学 工程师 0810

本项目基于现代抗震理论结合传统抗震试验方法，实施的

目的在于利用MST电液伺服系统进行抗震试验时，如何保证

在位移控制模式下进行高精度、高稳定性加载等关键性试

验技术进行研究。

在结构抗震试验中对实验对象进行高精度、高稳定性加

载，从而获得更加准确的试验结果，对于研究实验对象在

地震作用下的滞回特性、耗能特性、损伤机制等抗震性能

具有重要意义。

本项目结合传统拟静力试验方法与振动台控制技术，提出

利用MST电液伺服系统进行抗震试验时，在位移控制模式

下，对实验对象进行高精度、高稳定性加载，以及实验系

统的动态性能调试方法，并对其关键性技术及分析方法展

开研究。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如下：

（1）基于MTS实验控制系统位移PID参数的基础上进行高

精度、高稳定性动态性能调试技术研发。 

（2）基于MTS实验控制系统内部命令进行高精度、高稳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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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新型变曲率摩擦摆隔震装置减

隔震效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屈尚直 1803030428

王逸飞

/1802040115

，王思懿

/1802040105

，高育研

/1802010070

，徐文惠

/1802010123

郭昕
高级工

程师
####

一项目实施的目的、意义

目的：研究一种新型变曲率摆隔震装置，优化提升摆隔震

装置性能，降低其造价，并提供其检验数据。

意义：新型摆隔震装置的研究，促进新型变曲率的推广与

普及，提高建筑的安全性，增强建筑的稳定性。项目实施

方案

2020年7月-9月，完成现有博物馆陈列文物的隔震装置、

减隔震措施的书面调研工作，比较分析传统隔震措施的应

用范围与抗震效果。

2020年10月-2021年2月，在现有摩擦摆装置的基础上进行

改进，研发一种新型的变曲率摩擦摆隔震装置，重点研究

该装置的构造组成、隔震原理和使用方法。

2021年3月-6月，通过振动台试验，对比分析单向与双向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10

地下商业空间洪灾灾害应急处

理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蕴文 1802040204

李美萱

/1802020209

，王添

/1805020222

，黄维扬

/1804030221

，邱纪豪

/1702040107

黄莺 副教授 805

本项目以地下商业空间为研究对象，以地下商业空间洪涝

灾害应急处理模式为研究视角，探索分析地下商业空间洪

涝灾害的影响因子，在对地下商业空间洪涝灾害策略分析

的基础上，提出突发事件中应急处理策略评价方法和体

系，并通过仿真模拟评估应急处理策略的效果和可靠性；

同时，在对国内外洪涝灾害应急处理模式比较研究的基础

上，建立地下商业空间洪涝灾害应急处理模式结构体系。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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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半群上好同余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家兴 1910020225

薛栋芃

/1910020203

,

周丹萍

/1910020115

,

薛梦蝶

/1910020105

宫春梅 副教授 0701

    半群的同余理论的研究是半群代数理论的一个重要研

究领域。关于正则半群的同余理论, 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的成果，形成了所谓的核一迹方法。然而用核迹方法来研

究广义正则半群上允许同余时遇到了很大困难，该项目将

积极探索研究富足半群上好同余的刻画方法，从而将正则

半群的同余理论推广到富足半群中。通过本项目的训练，

使学生了解富足半群上同余理论的研究背景、研究内容及

相关知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使其了解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进行基本的科研能力

训练，并通过科研训练，提高其科学研究能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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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考虑含水量和干密度影响的压

实黄土强度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克 1810020124

秦鹏

/1707030209

，张朋

/1802020223

，吴功勇

/1807010726

王娟娟
高级工

程师
0810

本项目通过室内土的击实试验和直剪试验的研究，分析压

实黄土的含水量和密度对土样强度的影响规律，得出最优

含水量以及最大干密度，以达到消除黄土湿陷性，提高地

基承载力的要求。对工程建设中地基的压实处理具有十分

重要的借鉴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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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大跨度桥梁的风荷载气动干扰

效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宣陈锐 1802010053

王馨懿

/1802010031

，王许澍

/1802010012

，李璞玉

/1802060315

，程曦

/1802060308

汪洁 副教授 0810

针对广泛存在的大跨连续刚构双幅桥，利用脉动风场下气

动弹性模型测振风洞试验数据，分离出施工最大悬臂状态

在单幅桥以及不同双幅桥间距、风攻角、风向角和风速等

参数下抖振位移的脉动分量；采用频谱方法，分析抖振位

移频谱、振动能量和阻尼耗散功率；利用峰值因子，结合

动力特性，通过考虑几阶主要模态，计算抖振惯性动力风

荷载；通过定义干扰因子，研究上述多参数下抖振响应气

动干扰效应的影响。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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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IM装配式建筑节点施工

模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闵令智 1807010310

于建朋

/1802010235

，钟治文

/1802010183

，房凯航

/1808010323

王茹 教授
0810

01

本项目旨在将装配式建筑节点施工标准化，通过各种软件

进行施工模拟，对施工过程优化设计，进而解决装配式节

点施工难度大、构件标准化程度低等问题。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施工精度问题，传统节点施工达不到精度要求，通过

BIM技术将施工环境信息一并纳入考虑，可有效解决此问题

。 

2、施工安全问题，运用BIM模拟施工，合理优化各节点处

的施工，保障施工安全。

项目成果最终以优化后的施工图、施工方案以及模拟施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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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混凝土T形截面缘剪力墙抗震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霍骏 1816010213

王欣悦

/1702010093

，华晨瑜

/1802010065

，汤德飙

/1902050213

，李念驰

/1802020220

史庆

轩,王

斌

教授,

博士后
0810

双轴地震作用下，作为空间受力构件的带翼缘剪力墙各加

载方向间存在耦合作用，但目前对其双轴耦合效应影响下

抗震性能的研究较少，且未建立起相应的性能劣化指标和

计算模型。针对此问题，本项目采用试验研究，研究RC带

翼缘剪力墙在双轴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损伤演化、滞回性能

和破坏机理，确定此类构件不同损伤状态的定性描述和量

化指标。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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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典型砖木混合结构古建

筑现状调查及耐久性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千禧 1802010208

冯泾纬／

1802010148,

朱梦玉

/1802010122

,贺世雄

/1802010130

,李洋

/1902050202

张成中 副教授 0810

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

的都城之一，拥有大量不同结构类型的古建筑。由于受到

环境的侵蚀、人为因素、材料及结构因素等方面的影响，

部分古建筑的表观质量和结构性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劣化和损伤。本项目选取西安钟楼、华清宫等部分典型

砖木混合结构古建筑，对其历史及现状进行调查，采用超

声波法等无损检测技术对其进行现场检测，并对其耐久性

进行评价，提出针对性建议和措施，为砖木混合结构古建

筑后期维护、修缮和保护提供重要依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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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连接结构的微观接触特性

和微动磨损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葛紫薇 1807010302

候杰

/1807010729

，梁喜源

/1807010518

，张桐

/1807010603

，黄鹏德

/1807010107

李玲 教授 0202

项目拟以螺纹连接结构为研究对象，利用有限元法和接触

力学知识，探究螺纹连接结构在振动、冲击以及交变载荷

等作用下，螺纹的微观接触特性和微动磨损行为，明确引

起螺纹连接处接触刚度降低和接触阻尼增加的根源；从而

利用摩擦学、动力学以及统计学相关理论，对螺纹的连接

刚度与阻尼进行表征，并通过搭建螺纹连接试验平台验证

表征方法的正确性，为工程应用中螺栓群的匹配设计提供

理论依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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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艺术的跨文化传播和翻译

实践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立学 1801010311

戴礽祁

/1801020223

,刘航宇

/1801030228

,张瑾华

1901010410

，程思睿

/1901050103

刘芳 讲师 601

本项目将指导学生进行京剧在剧目，音乐，唱腔，形态

学，流派等多方面的知识搜集和整理，利用汉英双语为载

体，进行跨文化比较，从而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优势所

在，探讨和实践对京剧跨文化传播的途径，摸索其可带来

的附加价值。精选部分代表性强易普及的知识板块进行翻

译研究初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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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的对中国古城镇保护

的影响及对策的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秦凯 1703010316

胡月

/1704010806

,华子全

/1702020130

,林佳

/1708010105

,王俞欣

/1801010304

任建

国,苌

笑

讲师 0829

古城镇是我国文化重要的传承载体，但随着现代化建设、

人口增多与环境的破坏，古城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陕

甘川地区地貌种类丰富、历史文化悠久，其建筑在我国具

有一定代表性。团队从建筑与人居环境、人文与自然环境

、文化遗产与保护情况方面进行前期实地调研，利用相关

仪器测量数据并对当地居民进行走访问卷调查，分析影响

古城镇保护的环境因素，提出古城镇“环境活态化”保护

模式，从生态环境、社会与民生、管理与 政策、文化与发

展等角度提出建议，思考如何运用“环境活态化”建立适

应当地的保护模式，为古城镇保护贡献一份理论依据。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21

基于拓扑优化技术的3D连续体

结构智能化仿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魏煜东 1807010407

杨毅桐

/1807010418

，邹焘蔚

/1807010114

，范昭

/1807010116

，周磊

/1807030228

赵飞 讲师 0802

基于拓扑优化技术，在连续体结构设计中不需要初始布局

猜想（这也是结构设计中最为困难的部分），仅仅通过拓

扑优化计算就可以得到材料布局方案。现有设计方案多以

平面结构为基础，面向学生层次的3D结构设计平台较少。

本项目立足于学生角度，提出基于拓扑优化技术的3D连续

体结构智能化仿真平台建设，利于学生掌握拓扑优化技术

。主要创新点：建立促进学生了解、掌握拓扑优化技术的

智能化仿真设计平台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22

厨房油烟颗粒局部时间和空间

控制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莹 1705010102

张招岚

/1705010108

,杨丽红

/1705010209

,申宇恒

/1805010317

,田晨斌

/1805010318

付林志 讲师 0829

本项目将调研防治厨房油烟的油烟机使用和自然通风及烹

饪油品种类、颗粒物传感器类型，开发低成本颗粒物传感

器，开展某小区厨房油烟散发浓度的测量，揭示油烟颗粒

物局部时间和空间浓度分布，明确油烟颗粒物暴露的影响

因素，阐明油烟颗粒物散发机理和迁移规律，探索评估自

然通风和机械通风对油烟颗粒浓度降低效果，以确定最佳

的控制策略。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23

基于图像识别的智慧矿山无人

驾驶车路协同感知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佳新 1705030118

陈建涛

/1705030109

，赵廷宝

/1705030110

，陈晓翠

/1803020103

，吕颢祯

/1903010520

江松 副教授 0815

作为智能矿山的重要基础和实时综合利用的前提，自主感

知涉及矿山的人员、设备、环境、管理等各方面参数的动

态变化。在认真总结和分析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以

露天矿无人驾驶车辆协同为研究对象，探讨多传感器多维

协同监测及其时空数据建模，对露天矿三维路网进行智能

提取及动态更新，提出了考虑危险区域自主避障为约束条

件的露天矿全局车流智能决策模型研究。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24X

基于物联网的露天矿全流程生

产数据采集及实时监测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高新元 1934020205

高新元

/1934020205

,邢昊川

/1934020207

,丁佳伟

/1934020228

,罗朗

/1934020109

,唐利民

/1805030125

卢才武 教授 0815

采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

对煤矿采、装、运、卸生产过程的实时数据采集、判断、

显示、控制与管理，对配煤计划实施动态智能优化，实时

监控和智能调度卡车、挖机等设备的运行，实时对采煤生

产的数据进行智能监测及智能控制，从而形成一种信息化

、智能化、自动化的全方位的新型现代露天煤矿智慧云生

产管理决策系统。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25

一种自动关闭、除霾、多层次

清洗的智能窗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宁 1707010414

闵令智

/1807010310

,王强强

/1807010616

,

沈霁

/1816030126

,胡伟

聂阳文 工程师 802

设计出一种可以解决目前存在的高空窗户清洗危险，清洗

效果差，以及雾霾雨雪天开关窗不及时造成的室内空气污

染或室内装修受损的智能窗户。通过传感器和监测系统，

可对玻璃表面透光度进行实时监测，低于阀值，自动清洗

。亦可自动识别雾霾雨雪天，及时除霾、关窗。智能完成

自动检测、自动处理，提供高清洗精度、并且污水自动收

集。其中限位开关和防强风机构用以保障安全，具有良好

的应用前景，可大面积推广作为智能小区等建筑配套用窗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26
一种模块化可扩展智能药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雨 1707010117

马墨桐

/1707010105

,穆宇帆

/1707010114

,曹祥

/1707010122

,徐伟乐

/1707010123

胡星 工程师 802

老年人服药种类多、数量大，而且老年人的记性越来越

差，服药安全问题是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因此设计一款模

块化可扩展智能药箱。该药箱由胶囊药盒模块、粉状药盒

模块、片状药盒模块及控制系统组成。该药箱通过控制系

统将三种药盒模块有机组合，可实现自动识别并自动出

药；优化药物的存取路径，提高存取效率；通过与多个药

盒集成提高药箱的空间利用率。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27

污水厂污泥与高能生物质协同

高温厌氧消化关键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思涵 1703020224

李铁诚

/1708040003

,赵廷宝

/1705030110

,吉佳音

/1803030315

,赵新元

/1903030124

王怡 教授 0825

    污水厂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剩余污泥，污泥中含有大

量的以生物固体形式存在的氮磷等元素，因此对剩余污泥

的处理处置也是污水处理厂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目前主流

的处理方法都是浓缩以后外运，不但不能利用起来反而要

承担多余的花费。而厌氧消化技术由于可以在降解有机物

废弃物的同时产生甲烷等燃料，剩余产物还可以用作肥

料，具有良好的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特点，生物质中

也含有大量的有机物、氨、氮、钾等营养物质，二者可以

很好的结合起来。这种技术可以很好的解决污水厂剩余污

泥中的氮磷等含量过高的问题，又可以为污水厂带来收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28

西安市不同污水处理厂N2O温

室气体产排监测、分析及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琳 1803030102

马炎辰

/1803030317

,卓梅艳

/1803020210

,郭梦瑶

/1710020105

,张佳荣

/1803020409

袁林江 教授 0825

   N2O是一种强烈的温室气体，城市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

提高，城市污水脱氮除磷技术变高，但仍有N2O产生。不同

城市污水处理厂，由于各种原因N2O产排不同。我市污水处

理厂N2O产排的具体数据资料缺乏，难以在保证污水处理达

标排放的同时兼顾温室气体和臭氧前驱物的减排控制策略

的制定，有必要进行监测分析提出技术改进建议。本项目

拟通过对西安市内不同工艺和规模的污水处理厂的实地监

测和分析，提出各厂N2O的产排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提出控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29

污水中病毒的高效富集方法及

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璇 1803040109

秦海娟

/1803040208

,肖霄

/1803040103

,李杰

/1808030108

,曹寅翔

/1803040223

张崇淼 教授 0825

    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使人们再次开始关注病毒研究。

病毒广泛存在于污水中，随着污水排放和再生利用，可通

过多种途径感染人体。由于污水中病毒比较分散，高效富

集病毒是对其进行定量检测的前提和保障。本研究拟利用

大肠杆菌噬菌体MS2作为病毒指示物，采用双层琼脂平板法

进行定量检测。通过实验研究噬菌体MS2在污水中的存活特

性，比较膜吸附-洗脱法等方法的病毒回收率，考察病毒富

集方法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富集方法的优化。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30

基于呼吸图谱的好氧颗粒污泥

系统启动及稳定运行的机理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铭武 1703020431

张豫姣

/1703020607

，胥昂

/1803020418

，吴苑

/1903010208

，杜宇藏

/1903010601

李志华 教授 0825

    好氧颗粒污泥有着传统活性污泥无可比拟的优势和应

用前景，但如何快速颗粒化及长期维持稳定状态是该技术

广泛应用的“拦路虎”。调研发现，很少有报道从微生物

活性的角度来剖析颗粒污泥的形成及稳定性机制。本项目

拟通过实验室模拟污泥颗粒化及稳定运行过程，重点监测

不同状态下系统的呼吸图谱、降解特性等生物化学指标，

探明污泥快速颗粒化及稳定运行的本质机理，以期提出好

氧颗粒污泥系统从启动到长期稳定运行的系统化的调控措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31

高等学校水效领跑者节水行动

方案－西建大校园节水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玙 1703020403

史佳楠

/1703020430

,徐华钦

/0180302063

1,贾宗承

/1803020516

,卫凌君

/1803020609

熊家晴 副教授 0825

高校是公共机构用水集中且用水量较大的机构之一。高校

作为城市用水和节水的主要力量，承担着教育、宣传、促

进节水科技进步等多重使命。针对高校这一大用户集中用

水公共机构，开展高等学校水效领跑者节水行动方案，从

节水管理体系建设、节水新技术研发、提高学生节水观念

意识等方面入手，统筹兼顾科学研究、教育观念、技术管

理等方面，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为建设节水型社会做

标杆。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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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

疫情环境上海、武汉、西安三

地环境空气污染指标的特征分

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少迪 1803020502

刘毓晨

/1703040219

,王梦涵

/1803020507

,高敏怡

/1803020501

,冯语

/1803020530

葛碧洲
正高级

工程师
0825

    本项目旨在通过环境因素大气气溶胶的质量监测与分

析，统计比较疫情前后近15项空气质量要素的趋势相关，

说明环境效应。

同时，我们将会分析不同城市相同时间的大气气溶胶的差

别，从地理、经济、发展等方面，多角度分析其差别原因

。对于武汉，西安，北京等城市疫情前，疫情中，疫情后

的环境大气气溶胶粒子分析。通过对大气溶胶成分的分析

城市环境变化，进一步深度调查城市人文和经济发展。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33

CNT纸-Cf/SiC跨尺度层状复

合材料的制备及其电磁屏蔽性

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敏 1705020910

吕朝阳

/1705020529

,   王佳妮

/1705020707

,   李代豪

/1705020924

,   范柯欣

/1805020703

蔡艳芝 教授
0804

01 

本课题制备以CNT纸增强SiC基（CNT纸/SiC）致密陶瓷复

合材料与以格栅结构的三维针刺碳纤维毡增强SiC基

（Cf/SiC）多孔陶瓷复合材料沿厚度方向相间排布的跨尺

度多层结构复合材料。实现宏观结构和微观组分协同设计

与控制、微米级尺度与纳米级尺度相复合、多孔结构与致

密结构相复合，并采用一体化界面自组装技术制备轻质、

耐高温且具有良好的电磁屏蔽性能的复合材料，其具有应

用于高性能电磁屏蔽领域的潜在优势。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34

基于超声的测距及测障技术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卫丕甲 1807020430

吕宏伟 

/1807010227

,姚颖娜 

/1807030103

,黄庆军 

/1807010906

,贺礼尧

/1807010213

寇雪芹 副教授 0806

针对塔机运行安全及监控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种基

于远距离超声检测的主动式塔机防碰撞监测方法，深入研

究远距离超声检测技术、超声信号的发射和接收过程、超

声回波信号中噪声特征、障碍物识别算法。通过本项目的

研究，为主动式塔机防碰撞系统开发提供理论和关键技术

支持。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35

大吨位塔式起重机监控系统的

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宇彻 15191375446

闫鑫

/1850910062

0马祥

/1575488679

8刘嘉勇

/1806682747

8刘潇

/1387548376

5

张锦华 副教授 0802

大吨位塔式起重机属于高智能、超大型建筑施工设备，是

在国家住建部推行的绿色环保、节能降耗PC模块化施工主

导下产生的。塔机工作过程中的稳定性、可靠性、智能化

、远程监控及故障诊断能力在结构满足要求的条件下主要

取决于其监控系统的研究开发。该项目在满足基本控制要

求的基础上，关键解决（1）起升、变幅、回转多机构同时

运行时的防摇控制；（2）采用变频器控制实现当起升机构

的制动器出现故障时飞车保护功能；（3）基于ANSYS对起

重臂进行有限元分析；（4）回转塔身大惯量运动保护功能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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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

智能油井能量互馈节能控制系

统整流装置的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阮超 1807010409

阮超

/1807010409

,董岳

/1907030112

,张学壮

/1907030125

,吕彪

/1807020128

,何向博

/1607020112

任继红 副教授 0601

本项目针对油井复杂的工况下负载周期性的重载、轻载、

倒发电等情况研究改进整流装置的稳定性的控制策略。目

的是应对油田工况导致的直流电压的扰动进行有效地抑

制，以提高油田整流装置的负载鲁棒性。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37

新时代理工类高校大学生思想

动态和政治认同情况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欣怡 1805010206

张燕

/1805010108

,张钰

/1934020221

魏彦

民,徐

毅

工程

师,助

教

0305

    对选定高校的大学生进行问卷法实证研究，以观测和

收集到的实际数据，认识和了解对应群体的思想动态和政

治认同情况；进一步分析获取的具体数据，精准识别理工

类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提出增强

大学生政治认同感的对策和办法；以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

为基础，尝试构建理工类高校开展大学生政治认同感教育

的知识体系，为理工科专业课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提供知识

层面的支持，提升理工类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38X
人人书online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薛叶欣 1708020103

李常乐

/1708010318

,魏威

/1708020113

,李鹏飞

/1708010317

,钱杰

/1704010520

刘倩、

苌笑、

任建国

讲师 401

人人书主要解决大学生群体二手书籍交易与获取考研专业

课资料难的问题，构建高校学习资源共享、学子学习交流

的社交平台。对于多数高等院校学生，全部购买新书的花

费占总支出的比例较大，而家庭条件好的学生人数较少，

回收利用二手书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处于在互联

的时代，应该利用如今便利条件，让二手书籍的回收利用

的过程更加高效。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39

陕西高校大学生廉洁教育进网

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悦鑫 1803030408

潘悦鑫

/1803030408

，张蕴祎

/1803020408

，铁沐真

/1803020119

，马沁萱

/1706030101

，嵇天怡

/1803020410

宋阳 副教授 0305

大学生廉洁教育中网络使用现状研究，设计调查问卷，在

全国多所高校范围内开展关于在大学生廉洁教育过程中网

络使用情况的调研。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网络

育人视域下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创新路径。拟包含：大学生

廉洁教育的平台创新；机制创新；方法创新；载体创新；

体系创新等。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40

用于柔性超级电容器的

Ti3C2Tx三维复合导电水凝胶

电极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瑞 1705021012

李欣沂

/1705021008

,田甜

/1705020402

,陈鑫玉

/1805040103

雷西萍 教授 0804

目前有关MXene与水凝胶复合制备柔性超级电容器电极材

料的报道甚少，本课题将Ti3C2Tx-MXene引入双网络水凝

胶中，既构造了导电性能的来源，又满足可穿戴器件对力

学性能的要求，作为一种新型柔性电极材料具有一定的研

究价值。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41

陕西省农村宅基地管理模式改

革的实践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映润 1804030213

许佳诺

/1804030105

,李锦涛

/1804010319

,江洁

/1804010404

,刘烨

/1704010118

刘天利 讲师 1204

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权利确认与配置，及由此引发

的宅基地如何流转、流转方式乃至流转后权益的分配和保

障，这为本项目提供了扎实研究基础，也为进一步理论突

破提供了契机，但关于探讨农村宅基地管理模式创新的研

究较少，尤其很少有文献探讨宅基地管理模式变革的内在

机理及演化过程。通过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本项目将确

认和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宅基地管理模式改革实现的

深层因素，完成宅基地管理模式变革的路径设计和制度建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42

氧化硼对镍闪速熔炼渣流动性

及结构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德华 1808040067

鲁开波

/1808040037

,常瑞瑞

/1808040053

,刘皓月

/1808010213

,魏佳雨

/1808010301

李小明 教授 0804

镍是重要的战略金属，其冶炼原料主要为硫化镍矿。我国

硫化镍矿具有含铁高、含镁高的特点，因而熔炼能耗高、

废渣量大。为降低镍精矿熔化温度、对废渣进行改性便于

后续利用，项目提出添加硼化物改进渣系的思路，研究含

镍熔炼渣流动性以及B2O3对渣系物相及结构改变的机理等

内容，解决B2O3的均匀添加以及对冶炼过程的影响，添加

B2O3后镍的回收率控制等关键问题，预期成果对降低镍精

矿熔化温度、丰富镍冶炼理论，促进行业发展具有积极意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43

高速铁路用高性能铜合金的变

形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立 1808070125

文佳乐

/1808070124

,郭真

/1808020412

,侯雨霏

/1808020308

王庆娟 教授 0804

通过合金化原理，采用合理的材料配比及多组元合成技

术，结合非真空高温熔炼及其细晶化技术，研究探讨Zr、

Cr 元素在材料中的强韧化机理，建立大功率机车用高性能

铜合金生产工艺，制备出高性能铜铬锆合金材料，合金的

室温性能达到：Rm ≥500MPa，延伸率A≥12%， 20 ℃时

的电导率≥80%IACS，软化温度大于550℃。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44

基于机器视觉的建筑人行为状

态参数估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岱霖 1806020222

徐衡

/1806020225

,景隆

/1806040231

,张英杰

/1906020222

刘光辉
副教授

/处长
0809

本项目拟引入机器视觉技术，利用公共空间现有的安防视

频图像传感器，采集建筑场景图像信息，作为建筑环境参

数检测的补充。研究公共建筑人行为对热环境舒适度感知

的作用机理与影响，并通过图像信息处理和分析，对人员

负荷及人行为状态实现实时判定，结合传统控制方法，建

立一种新的舒适性空调系统控制策略。解决由于不合理的

传统空调控制策略造成的能耗浪费问题。项目研究将有助

于改善公共建筑空气品质、降低建筑能耗，促进我国暖通

行业的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价值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45

高校校园文化创意产品创新设

计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利媛 1709030102

李思奇 

/1809030112

,毛宇琛

/1809030124

,汤龙

/1809010825

,高诗尧 

/1809030102

李咛 副教授 1305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文化创意已逐渐成为提升

设计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关键要素。高校校园文化创

意产品，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文化

创意产业新的增长点，不仅传承了高校文化，体现高校文

化内涵，传播校园精神理念，增强师生凝聚力，更是提升

高校品牌价值的重要手段。通过提炼具有高校校园文化特

色的视觉形象，设计具有高校历史、文化底蕴，有特色的

兼具审美艺术价值和实用功能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产品，对

彰显校园文化，树立校园形象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因

此，对高校校园文化创意产品进行创新设计与研究就显得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46

西安社区住宅适老性改造效果

评估及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琬舒 1804020502

黄莉君

/1804020501

,蔡格格

/1935010106

,尚煜

/1935010327

胡金荣 讲师 1204

目前，大量的城市社区住宅在建设标准、功能布局与空间

分配上缺乏适老性，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居住需求。部分城

市社区进行了适老性改造，但由于存在改造技术难题、改

造供需不对等、改造推进政策缺失等问题，导致改造效果

不彰。本研究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西安市社区住

宅适老性改造需求，科学评估西安市社区住宅适老性改造

的效果，揭示影响西安市社区住宅适老性改造的重要因

素，为推进西安市社区住宅适老性改造提供决策参考。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47

“新媒体+扶贫”模式对陕西

贫困地区酒业发展的启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菜李纯子 1804020404

余璇

/1816030116

,张江婷

/1935010417

,刘佳浩

/1935010330

,张跃

/1804020326

王益君 副教授 1201

本项目通过研究“新媒体扶贫365计划”快手对茶产业销售

扶贫的案例，分析如何有效推广到陕西酒业的发展，落实

“新媒体+扶贫”对陕西酒业的促进和推广，维护脱贫县经

济的稳固增长，不再返贫。新媒体平台操作方式简单快

捷，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图文并茂、声像结合，传

播当地特色资源及精准扶贫政策，形象生动，通俗易懂，

更易被人接受理解。借助新媒介平台进行大数据分析，根

据贫困户的实际需求制定脱贫方案，新媒体平台可以有效

整合各种资源为精准扶贫提供服务。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48

干热气候区绿色建筑案例与实

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若钰 1701010323

李雨娇

1803020108

，王广怡

/1801050104

.赵辰曦

/1801050101

，宁开来

/1801050125

李涛 讲师 0828

项目简要介绍：

采用文献调查与网络调查法对全世界范围内干热气候地区

的绿色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的案例与实践进行资料收集、

分析与整理，分析国内外建筑师应对干热气候在规划选址

、空间布局、材料选择、遮阳设计、环境配置等方面采用

的策略和设计方法，整理成相应的图集。为我国西北干热

气候地区建筑与城市的气候适应性设计提供参照，同时学

习和建立气候适应性建筑设计的基本方法与观念，并探讨

相应的技术方法应用于西北干热地区的适宜性和可行性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49

乡村振兴战略下社会力量投资

体育场馆的平台建设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薛梦涵 1713010104

刘璐

/1713010210

，

魏传钊

/1713010212

贾丽欣 讲师 0402

以引入社会力量投资建设体育场馆为契机，在政府“放管

服”的背景下，完成政府职能的转换，推动体育场馆建造

的步伐。同时，在贫困地区建造体育场馆、体育特色小

镇，可以提高当地农民的就业，完成文化扶贫，提高当地

农民的精神层面的素养。通过“互联网+”构建一个将民间

资本、当地政府和当地贫困人口的大平台，从而实现体育

场馆的建设、“美丽乡村”的建设和“健康中国”的实现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50

城区老旧街道的健康绿道景观

改造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巩彦廷 1601020317

杨莹

/1601020121

,朱丹莉

/150103123,

陈思宇

/150103202,

赵安琪

/150103128

薛立尧

讲师

（教研

室副主

任）

0828

在当生态低碳生活方式引领以及公共卫生健康危机突发的

背景下，城市扩张趋势缓而转向内部更新，老旧街道改造

将在各区县持续开展。新的“健康绿道”理念正在赋予老

旧街道新的功能、面貌，将更多具备“步行友好、通勤绿

色、康体便利、人文彰显”等“身心健康”的空间特征。

本项目对老旧街道打造健康绿道时的“景观设计模式”“

种植配置要求”及“街道家具配置标准”等提出通用对

策；同时以西安为例，对主要辖区内的代表性老街区进行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51

多角度脉冲反射法测定焊接缺

陷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倩 1805020907

车航宇

/1805020718

,高原

/1805040116

,   王聪

/1805020319

，,郑子涵

/1805020402

杨晓东
高级工

程师
0804

单一脉冲反射波方法探测焊缝中缺陷的尺度大小比较难，

常规方法用脉冲反射回波能量的最大值对比分析获得当量

缺陷，要获得最大脉冲反射波，就要使入射脉冲波垂直缺

陷反射面。单一的入射角度脉冲波只能探测到缺陷结构的

一个方向最大反射波，导致缺陷尺度误差较大。本项目采

用多角度入射的脉冲反射波，分析每一种角度脉冲反射波

回波能量描述出的缺陷尺度；将各角度脉冲反射波分析出

的缺陷尺度综合，计算缺陷的大小和空间结构。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52

保密通信中伪随机序列的生成

算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若溪 1810030114

王娇娇

/1810030205

,

樊嘉怡

/1810030207

,

张翔怡

/1810030209

,

王艳 副教授 0701

       伪随机序列在通信、密码、编码等领域有广泛应

用，构造适用于各应用领域的伪随机序列一直是伪随机序

列理论研究热点。本项目拟以适用于保密通信的伪随机序

列的生成为研究切入点，研究其生成算法，并用Magma语

言编程实现，最终获得具体的二元序列。本项目的研究结

果有望促进伪随机序列理论研究，为通信和密码理论和应

用提供新的部件。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53

石窟寺赋存崖体裂隙发育机理

及稳定性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邹家华 1810010213

曹一平

/1810010224

,

张宇涵

/1810010227

毛筱霏 副教授 0801

    石窟寺是我国璀璨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崖体裂

隙是其发育最为广泛、影响稳定安全性最为核心的因素之

一，对其进行发育机理及崖体稳定性进行研究，对此类文

物的保护及文化、历史、文明的传播意义重大。项目在前

期现场勘察、测绘、实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

实验研究、理论分析及数值模拟等手段，探讨裂隙的发育

机理，建立不同形态、不同结构参数状况下崖体的稳定性

实用计算分析方法，提出合理有效的加固保护措施，为此

类文物的保护创建基础理论。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54

低变质煤与生物质供氢体微波

共热解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时宇 1708030101

黄敏鸽

/1808030204

,蔡星

/1808030204

,薛新翰

/1803020619

,杨凡

/1708030306

周军 教授 0813

通过实验研究低变质煤与3种成分差异较大的生物质微波共

热解产物分布规律及组成分析，探讨生物质成分和热解条

件对共热解产物影响规律；利用生物质、循环煤气等作为

廉价氢源，提出生物质供氢体、循环煤气等协助低变质煤

加氢微波热解新技术，实现增油提质、降本增效目标。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55

引入电弧喷涂TiN中间层制备

长寿命钛基析氧阳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逸超 1708030223

张文渊

/1808030226

,杨涵

/1808030224

,田森

/1808030221

,马文豪

/1808030216

唐长斌 副教授 817

    我国作为冶金大国，主流的湿法工艺电积工序目前仍

多使用铅合金阳极，其析氧过电位高，生产极距大，耗能

高，迫切需要节能。替代电极中极具应用前景的钛基非贵

金属氧化物阳极钛基PbO2，在析氧反应场合下，其结构无

法赋予其相应使役性能以满足实际苛刻服役要求，导致过

早失效。为此，申请者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提出电弧喷涂

预处理制备耐蚀、良好导电性的TiN基中间层新技术途径，

有望突破冶金电积用钛基析氧阳极使役耐久性差的瓶颈性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56

环保型碳量子点缓蚀阻垢剂的

制备及其在水处理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佳起 1810020120

高雨薇

/1810020103

, 侯睿贤

/1936010113

, 黄静阳

/1810020102

董社英 教授 0703

    采用“水热或微波法”制备柠檬酸、花生壳或其参量

子点。通过红外光谱、荧光光谱、紫外光谱、电子扫描显

微镜、X-射线衍射对合成的水处理剂的结构进行表征；通

过静态阻垢法、电化学交流阻抗、极化曲线等手段，考察

水溶性量子点阻垢及对酸性环境下碳钢缓蚀剂的性能。最

后初步考察其实际应用情况。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57

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的原位

制备和性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睿晴 1808030309

汪欢

/1936010203

, 詹珂

/1936010104

, 田娜

/1936010106

谢会东 教授 0703

CsPbX3钙钛矿量子点由于具有窄的半峰宽和高的光致发光

量子产率，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CsPbX3量子

点容易受水和氧的影响而不稳定。制备钙钛矿量子点的聚

合物（PMMA等）复合薄膜有望增加其稳定性。本项目采用

无溶剂法原位制备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复合薄膜，通过优

化制备条件，制备出高稳定性、荧光量子产率>80%、发光

波长在可见光范围内可调的复合发光薄膜。该方法不使用

溶剂，得到的复合材料稳定性强，更环保，应用前景大。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58

西北多民族地区族群杂居村落

的空间特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付旭燕 1709010720

桂晓庆

/1709010907

,朱鲜燕

/1709010708

,王永

/1709010825

,高歌

/1709010303

崔文河 副教授 1305

    项目训练符合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精神，项目有助于培

养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促进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成果服务于当前民族地区和谐人居环境建设和政策

制定。

    本研究不仅在保护传承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方

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优化创新族群互动交往的

空间形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59

黄土沟壑区乡村景观适应性设

计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涵 1609010101

何晨曦

/1709010420

,赵帅

/1709010423

,徐建康

/1809010926

,马天惠

/1809010601

韦娜 副教授 1305

我国乡村数量众多，乡村地域特征差异巨大，因此，特殊

地域的乡村景观有其独特的地理、文化特征。但是，目前

乡村景观营建大多数是以城市景观为模板，并没有专门针

对特定乡村地区特点进行的景观营建理论与方法。这种“

模板”建设方式破坏了乡村景观的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

展，消除了地域文化特征，也导致乡村景观的建设逐渐脱

离地方生活的真实需求。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乡村提出

合适的切实可行的景观营建方法是当前乡村景观营建的关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60

陕西境内丝路沿线文物守护的

影像化记录——茂陵人与茂陵

文物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璐 1809040118

郭威

/1709040125

,陈思卿

/1709040124

,李芊格

/1809040114

,熊楚轩

/1809040110

原文泰 教授 1303

本项目以西汉断代史博物馆为对象，对茂陵的的发展及其

馆藏文物进行拍摄，以文物、文化保护及文化传承为创作

理念，形成具有历史价值、现实意义的纪录片。60年间，

茂陵由一个小小的文管所发展成当今著名的西汉断代史博

物馆，馆藏文物从20件发展到5000余件，这背后是一代代

茂陵人守护国宝的动人故事。本项目不仅关注历史，同时

也聚焦于人文，体现出本纪录片的创作情怀。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61

基于图像大数据的铭文智能识

别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泽君 1806040228

卫亮君

/1806040210

,晁琪洛

/1806020224

,刘一凡

/1906030230

,王倩

/1906030201

王可 讲师 0809

青铜器诞生于几千年前，古人在青铜礼器上加铸铭文以记

铸造该器的原由、所纪念或祭祀的人物等，对青铜器铭文

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文字识别在现

代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和实际价值，大大提高了人们对于

文字信息的处理效率，智能识别系统的发展则是为了更高

效、更系统地处理这类问题，再加上青铜器内蕴含丰富的

人文、史学信息，更突出了铭文智能识别系统的设计与开

发的重要性。在图像大数据的情况下对结果进行优化，能

显著提高项目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接下来的一系列

应用打好坚实的基础。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62

基于GPRS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朝 1806010322

雷怀东

/1806010311

，余祥辉

/1806010329

，宋博文

/1806010523

何波 教授 0809

了解GPRS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的组成以及合适系统运行的环

境，远程数据采集模块的硬件设计，模块的传感器，信号

转换电路，微处理器，无线modem，系统的软件设计，对

于控制子系统和远端数据采集模块子系统的设计与调试，

对于数据的收集整理以及分析能力以及如何实现在考虑实

际环境的情况下将系统的效益最大化。在整个课题中的关

键问题是为实现目标功能的系统的软、硬件的设计与协调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63
云浮空间--云控智能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子怡 1806010302

孟雅楠

/1806010307

,张紫涵

/1803010109

，房影林

/1803010108

,邱潇潇

/1806010301

宋丽君 副教授 0801

基于蓝牙室内定位技术和空气质量检测技术创建了一个云

平台——云浮空间，这个APP将为医院及卫生部提供更便利

的督察渠道。以此来尽快发现传染源，为医院以及患者获

取更多时间。更能给未感染者提供安全信息，避免进入污

染区，以此来减少B类人群。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64

复杂交通场景下航拍可见光与

红外图像的协调质量感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锐金 1802020118

李雨欣

1802030107

刘欣雨

1802030111

张逊逊 讲师 0818

针对复杂交通场景下航拍图像样本稀疏和模型过于复杂而

导致的模型过拟合、测试误差大与泛化能力弱等问题，研

究复杂交通场景下航拍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的协调质量

感知，首先采用视觉关注机制和深度学习技术建立航拍可

见光图像质量感知算法，然后构建基于多尺度结构化特征

的航拍红外图像无参考质量感知模型，最后提出多车辆跟

踪评价体系与协调质量感知算法。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65

侵蚀环境下混凝土耐久性损伤

的物理化学理论模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起辉 1806050214

单超

/1802010115

，卢光威

/1802050228

，贺诗琪

/1802010180

郭冰冰 副教授 0810

当前，我国已经并将长期处于大规模基础设施的阶段，大

量投资上百亿的混凝土工程刚刚建成、或正在建、或正在

酝酿设计之中。然而，这些耗费数以万计国民经济的混凝

土工程多数所处的服役环境较为恶劣，易遭受环境的物理

化学侵蚀作用，如氯盐侵蚀、碳化作用、硫酸盐侵蚀、溶

蚀等。因此，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必将影响国民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人民的生命安全。本项目立足于混凝土结构耐久

性的损伤，开展侵蚀环境作用下混凝土内物理化学作用的

基础研究，基于热力学理论，建立混凝土耐久性损伤的物

理化学作用理论模型，从而预测侵蚀环境作用下混凝土内

耐久性相关指标（扩散系数、孔结构分布状态、pH值和氯

离子浓度等）的演化机理。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将为混凝土

材料耐久性设计、混凝土结构服役寿命预测及维修加固提

供重要基础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显著的社会

、 经济效益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66
车-桥耦合振动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子伦 1802010085

李静怡

/1802010094

,刘晓瑜

/1802010035

,孟烁

/1802010113

孙建鹏 副教授 0810

桥梁是交通线路的重要部位，桥梁结构在运营期间的安全

性直接决定了交通线路贯通与否。车辆荷载通过桥梁时具

有典型的交变特性，尤其引发桥梁结构的振动，桥梁的振

动反过来会影响车辆的行驶，从而体现出典型的车-桥耦合

特性。车-桥系统具有车辆荷载自身的随机性等特性，致使

桥梁结构和车辆潜在不确定的不安全或不舒适性影响因素

。因此，开展“车-桥耦合振动模型研究”对研究提高桥梁

结构的安全性以及车辆行驶的舒适性的设计方法及应对措

施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67

带预埋型钢的钢筋混凝土柱钢

梁组合节点试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钟沛伦 18161010112

席嘉睿/ 

1816010227,

钟沛伦/ 

1816010112,

申鑫矗

/1816010221

,贾一凡

/1816010218

周琦 讲师 0810

为提高工业建筑的抗灾安全性，主要针对我国电力行业等

典型工业建筑，研究其组合结构构件在地震作用下的受力

性能和失效机理，解决组合结构构件抗震承载力计算方法

等关键科学问题，实现典型工业建筑高性能组合结构体系

对地震的有效防御和控制。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68

西咸新区“海绵型道路”建设

技术评价及应用现状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海洋 1802010156

代维博

/1702050226

，赵婷

/1802020214

，赵旺

/1802040214

，王枭雄

/1702010044

王晓威 讲师 0810

国家大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已有五年时间，各个城市大力

开展海绵型道路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技术。在2020年实

现第一个海绵城市建设目标的关键节点，针对目前重建

设，缺乏对已建成工程和建设技术的总结和评价，本项目

针对国家海绵城市试验城市—西咸新区已建成海绵型道路

的建设技术和应用现状进行调研，总结目前已有技术的使

用效果和适用性，为西咸新区海绵城市建设以及技术推广

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69

 可更换剪切型耗能梁段-高强

钢框筒结构滞回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钊 1805030225

张津铭

/1802010052

,李渊

/1802010108

,李荣

/1802020219

,高嘉晨

1802010001

连鸣 副教授 0813

为了提高传统钢框筒结构的耗能能力、经济性以及实现震

后快速恢复，结合剪切型耗能梁段良好的塑性变形能力、

高强钢强度高节省钢材的优势以及钢框筒结构较大的抗侧

刚度，提出可更换剪切型耗能梁段-高强钢框筒结构。结构

在大震作用下的塑性损伤集中在剪切型耗能梁段，可以有

效改善传统钢框筒结构的抗震性能，此外钢框筒结构抗侧

刚度较大，结构残余变形很小，震后仅需更换损伤的耗能

梁段即可恢复结构的正常使用功能，可节省大量的经济和

时间成本。开展可更换剪切型耗能梁段-高强钢框筒结构滞

回性能的相关研究，可为揭示该结构的抗震机理和开展设

计方法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70
城市透水路面建设与规划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浩 1803030429

李佳璐

/1802030108

，杜明琦

/1802050118

，陈锦楠

/1802030201

，贺淑垚

/1802050202

杨秋侠 副教授 0810

现代城市的高速发展，配套的道路交通设施、地表 铺装及

人工构造物的增加，组成这些构筑物的不透水材 料如水泥

、沥青、人行道砖、金属等导致了车道、人行道、 停车场

、广场常变成不透水的硬质地面，阻断了雨水透 入土壤的

机会，使得雨水直冲河川或地下道而无法循环回地面，而

这些路面缺乏透水性和透气性阻隔了大气层 与地表径流的

热量、水分的循环，从而大大降低对城市地表温度湿度的

调节能力产生所谓的“热岛效应”。例如南方城市广州城

区道路、荔湾等旧居民区内街常常出现因降雨太大，地下

排水系统不畅而被淹没的现象，加上这些旧城区道路多数

都是保留五六十年代排水管网，管径仅９～１２寸，加上

地势低，街道狭窄容易水浸街。透水性路面及路面基层是

特殊处理过的结构层，多空隙的结构使得路面上的水能迅

速下渗入地下泥土。因此，透水 性路面的铺设可以减少水

浸街，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更有利规划成生态城市。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71

钢-混凝土组合桥梁发展和应

用现状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梦蝶 1802010063

倪宇博

/1716010211

,韩海龙

/1702050105

,王珂

/1702010243

,张笑

/1702010178

王天利 副教授 0810

钢和混凝土是桥梁建造中的两种主要的建筑材料，在这种

结构的各种性能上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所以，将钢和混凝

土组合，可以充分发挥钢材和混凝土的各自优点，减轻桥

梁自重。所以，对钢-混凝土组合桥梁发展和应用现状调查

是十分重要的，不仅可以了解其发展现状，还可以深一步

探讨其应用情况。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72X

复合材料在土木工程中的市场

应用分析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闻达 1805030122

俞楚成

/180010090,

尹昶杰

/1806040129

,王诗雅

/1810010103

朱军强 副教授 ####

复合材料主要是指由玻璃纤维、碳纤维等多种不同属性的

材料通过一定的方法结合成一种全新的材料，其表现出比

钢材等传统工程材料更加优异的物理和化学性能，能够满

足不同功能性需求。复合材料能够充分发挥不同组合材料

的优势和特点，将其应用在土木工程中将能够大大发挥其

材料的优势和作用。特别是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由于其质

地轻、硬度高、耐腐蚀且绝缘性良好的独有材料性能，其

在土木工程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73

高温后大掺量粉煤灰再生混凝

土力学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宇航 1802050129

杨悦

/1902010086

,吴宇

/1902010080

,景毅

/1802050103

,余雅楠

1702040204

吴耀鹏 副教授 0810

建筑垃圾的回收再利用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

社会效益。本项目将研究高温后再生混凝土的力学性能，

并探讨大掺量粉煤灰对再生混凝土的改性效果。该研究可

丰富再生混凝土研究内容，并为再生混凝土在实际工程中

的推广应用提供依据和参考，项目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和应用价值。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74

型钢与钢纤维再生混凝土粘结

滑移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望 1802010023

崔睿卿

/1805020924

，刘轩

/1902010222

，李龙

/1802010171

，王鑫龙

/1802010189

薛建阳 博士 0814

研究混凝土滑移性，从而得到高强度高韧性混凝土，使混

凝土技能有良好的流动性滑移性，也不至于造成坍塌，对

工程造成损失。

再生混凝土是实现建筑废料再利用的重要手段，符合我国

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再生混凝土中加入钢纤维可大大提

升其性能。型钢和混凝土之间的粘结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是

保证构件的协调统一性、使得两种材料能共同工作的基础

。型钢和混凝土的连接面上存在滑移的现象，是型钢与混

凝土构件的特点，但在实际施工中往往要花费财力和物力

来减小或避免滑移现象。因此对型钢与钢纤维再生混凝土

粘结滑移性能的研究，可以使施工的工程造价减少以及一

些物资的消耗。

:型钢与钢纤维再生混凝土粘结滑移性能研究，钢是重要且

常见的建筑材料，具有施工快速，方便等特点钢结构强度

也是非常高的，因此对钢的分析与研究也是对土木工程专

业的学生全方位发展所需要的一种技能，对之后研究或者

工作有很大的作用，退一步说，即使以后用不到这方面内

容，作为建大的学生，我们是需要涉猎的。

混凝土的滑移性作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中要使用参考依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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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

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状况调查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卓成 1705020828

张松

/1702010228

,曹雅楠

/1702010224

,周小桐

/1702010140

,樊士诚

/1702010015

赵平 教授 0810

随着城市的发展建设，建筑工地扬尘的污染问题应该得到

重视，建筑工地扬尘产生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土

方工程开挖时的防尘措施不够完备，建筑工地现场管理不

规范，建筑材料和建筑垃圾的搬运，拆迁过程产生大量尘

土。通过此次项目对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状况的调查研究，

了解污染的情况，为治理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提供合理有效

的办法，并提高人们环保意识，对绿色建筑理念进行推广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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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
微波混凝土循环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硕 1704000000

郭庆华

/1802050201

,左开元

/1802010226

,柴玉泽

/1802020216

邵珠山 教授 0810

混凝土的循环利用是当今绿色环保社会发展所必须的一项

任务，而当下实施的机械压碎法过程繁琐、回收效率较低

且缺点较多，所以利用工业微波，进行混凝土的破碎和骨

料分离，制备高品质的再生骨料，实现混凝土的高端循环

利用。测试砂浆及骨料的介电性能，研究微波照射下混凝

土的加热过程，探讨微波参数优化的科学方法和手段。对

于解决建筑垃圾重复利用、推进绿色环保社会发展具有重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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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
装配式网格钢结构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燚豪 1807020418

李博欣

/1902010128

,王志杰

/1902010095

,姜隆丰

/1802010004

,高宇

/1807010607

李峰 副教授 0810

近年来，建筑行业面临着劳动力成本增加的巨大压力，同

时国家密集出台了一些政策鼓励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提高

建筑装配化水平可以有效提高建筑业的机械化水平和生产

效率。本项目以装配式建筑为研究对象，认识网格钢结构

在施工、经济效益、环境保护上的优势，通过查阅资料、

实践调研、学习并认知装配式建筑及网格化结构空间设计

的原理及理论，结合前期学者研究的优点，综合结构分析

并改良，提出具有良好实用性、经济性和便捷性的装配式

网格钢结构连接体系。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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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

以健康为导向的城市个体交通

出行方式选择行为调查与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甘汶婕 1802030207

杨琦琳 

/1808030307

,毛智慧

/1704020408

, 黄燕萍

/1710020101

,林湫萍

/1804030508

王秋

平,王

肇飞

教授,

讲师
0823

长期以来在交通系统设计与管理中鲜有考虑对人们健康的

影响，基于此，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健康与交通环境、交通

出行方式选择条件的关系，提出健康交通功能的实现与评

价方法，建立基于心理潜变量和出行者异质性的城市个体

健康出行交通方式选择理论与方法，得到健康交通的合理

客运交通结构；以健康为目标，提出城市健康交通环境品

质提升的理论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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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

基于氮铁共掺杂3D-MFC的以污

水中碳源为还原剂的Cr(VI)去

除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诗语 1803030101
李星

/1803030322
史昕欣 副教授 0825

    微生物燃料电池（MFC）是一种新兴的在去除污染物

的同时同步产生电能的技术。目前有关MFC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阳极产电菌去除污水中污染物的效果和机理上，对利用

阳极传递来的电子在阴极还原污染物，进而达到去除污染

物目的的研究相对较少。Cr(VI)是工业废水中常见的污染

物，用普通还原法处理时需投加亚硫酸氢钠等还原剂将

Cr(VI)还原为Cr(III)，进而生成Cr(OH)3沉淀达到去除

水中Cr的目的。本项目拟利用MFC阳极提供的电子在阴极

还原Cr(VI)，这样无需外加还原剂，而是借助MFC间接地

利用阳极污水中的碳源为还原剂达到还原Cr(VI)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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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

自聚集伴随的氧化石墨烯与水

中有机物的互相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浩东 1703020632

包成燕

/1803020211

,王哲豪

/1903020423

，高艺佩

/1903010515

唐欢 副教授 0825

    氧化石墨烯应用的增多增大了其排入到水环境的可能

性，从而使氧化石墨烯在水环境的潜在毒性逐渐受到人们

的关注；此外，氧化石墨烯在水处理领域也展示出了巨大

的潜力。因此，从微观角度深入探究氧化石墨烯在水中的

行为特性将为预测其毒性及在水处理领域的广泛应用提供

理论依据。鉴于此，本项目将结合分子动力学模拟与量子

化学计算及实验研究，深入解析自聚集伴随的氧化石墨烯

与水中有机物的相互作用，包括氧化石墨烯在不同水化学

条件下的聚集形式、自聚集伴随的氧化石墨烯对有机物的

微观吸附过程、碳纳米材料自聚集产生的吸附点位类型、

吸附平衡后的碳纳米材料-有机物结合体结构及有机物对碳

纳米材料聚集的影响。研究结果将弥补石墨烯系纳米材料

在水中行为机制研究中的不足，所建立的研究方法也可为

分子动力学及量子化学在水环境问题研究的其他领域的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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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有机废弃物热解耦合厌氧发酵

的村镇高效能源回收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文宇 1808030202

杨杰

/1708040005
李倩 副教授 0825

   项目研究热解温度及原材料对生物炭构造特性及导电性

能的影响。通过批次实验探明生物炭性能与互营产甲烷效

能提升的响应关系，明确生物炭促进互营产甲烷种间电子

传递及功能菌富集的机理，从而提出有机废弃物热解耦合

厌氧发酵的能源回收技术方案。该项目旨在解决村镇地区

垃圾污染等问题。利用有机废弃物热解制得的生物炭，成

本低廉，低碳环保；用生物炭强化易降解有机废弃物的互

营产甲烷过程，能够实现以废治废，提升能源回收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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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2010703

082

湿地生物与典型酰胺类农药间

的动态响应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帅帅 1803030229

王宇晨

/1803030220

,黎鹏

/1803820614

,计文娟

/1803020503

,翁柏瀚

/1803020517

郑于聪 讲师 0825

    项目以提高人工湿地的生态净化功效为主要目的，通

过对典型酰胺类农药物化特性的解析，并建立湿地不同组

分中酰胺类农药的分析方法对准确识别湿地环境中酰胺类

农药的迁移转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生物降解是酰胺类农

药的主要降解途径，但其毒性效应又显著影响着湿地生物

的活性。通过对湿地生物与典型酰胺类农药间的动态响应

机制进行研究，能够有效提高人工湿地对酰胺类农药的降

解效率，抑制农药对湿地生物的毒性胁迫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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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

典型村镇饮用水源环境状况调

查与保护方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馨平 1805020705

张冰琳

/1808060112

,伍宝玉

/1805010210

,孙逸帆

/1703020328

,蔡雨霏

/1810020107

张志强 讲师 0825

    村镇饮用水工程是村镇建设的重要方面，然而，由于

缺乏对污染源头、典型污染物质的识别和科学保护的系统

性研究，增加了村镇饮用水安全风险。本项目主要拟以西

北地区为主，并结合华北等地区，选择典型地区村镇饮用

水源，结合调查研究及实验室分析等技术手段，对水源的

类型规模、典型污染物质及后续净化技术等方面展开普

查，形成典型村镇饮水水源环境状况基本资料数据库，并

依据调研结果针对典型村镇水源提出科学保护技术方案。

√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084

电场条件下臭氧混凝互促增效

机制的行为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晨曦 1903020425

王雪颖

/1903020402

, 史彩通

/1803030226

, 徐名

/1803030427

, 张泽凯

/1903020228

金鑫 副教授 0825

    以提升臭氧-混凝耦合体系有机物处理效率，保障再

生水水质安全为目的，明确有机物在电凝聚臭氧耦合体系

中转化与去除的动力学特征，探明电诱导双混凝剂-臭氧耦

合体系与电诱导单混凝剂-臭氧耦合体系的去除特性差异；

解析不同类型电凝聚臭氧耦合体系的活性氧组分；揭示电

场条件下不同类型混凝剂水解物-臭氧的共促转化机理；明

确不同类型电诱导混凝剂形态及臭氧介导下不同类型电诱

导混凝剂水解形态的转化差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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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

缓释型释氧化合物对污染水体

沉积物的修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飞 1803040117

李明

/1803040221

,

陈一龙

/1803040215

陈胜男 讲师 0825

    释氧化合物一般是固体的过氧化物，如过氧化镁、过

氧化钙等。这些过氧化物能够与水反应来释放出氧气，从

而增加沉积物中有机污染物的好氧生物降解。ORC的加入可

以使环境的溶解氧浓度至少增高4mg/L，能够支持溶解在

沉积物中有机物的生物降解。本项目以释氧化合物CaO2进

行研究，利用CaO2提高沉积物-水界面的溶解氧水平，研

究投加CaO2的沉积物中酶活性和微生物群落结构多样性，

可以为CaO2的工程应用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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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

AQDS强化PEDOT电极可见光-

电催化性能及作用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佳怡 1803030204

王炎培

/1703030221

, 沈雨菲

/1803030207

, 陈政昊

/1703030317

高波 副教授 0825

    项目基于蒽醌-2,6-2磺酸盐(AQDS)作为高效电子传

递介质以及PEDOT(聚乙撑二氧噻吩)光敏化和光催化特

性，设计出可见光敏化的阴极材料(AQDS PEDOT),增强对

新兴污染物的可见光-电催化性能。表复合电极微观结构、

能带结构、光学性能、电化学性能,探索制备复合膜电极的

最佳条件;探究AQDS掺杂浓度、EDOT单体浓度、溶液pH、

阴极电位等对光电催化性能的影响;分析光电催化中产生的

自由基中间产物，掌握污染物的降解路径;计算电荷转移电

阻及载流子迁移寿命,解析载流子的迁移机制;深入研究光

电协同作用机理,为可见光-电催化技术用于污水深度处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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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

空气中不同径级颗粒物在植物

叶面的干沉降速率及影响因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展鹏 1803040217

管猛

1803040121

蹇龙雨

1803040101

牛鲁豫

1803040209

赵茹

1803040205

王会霞 讲师 0825

    空气颗粒物对居民身心健康的危害与颗粒物浓度和颗

粒物尺寸密切相关，尺寸越小危害越大。城市森林和绿地

对空气污染具有良好的消减和防控作用，植物叶面颗粒物

干沉降速率是影响消减效果的关键参数。本项目利用激光

粒度分析仪、扫描电子显微镜等多种分析测试手段测定不

同径级颗粒物在植物叶面的干沉降速率；叶片物理、化学

、热力学性质对不同径级颗粒物在植物叶面干沉降速率的

影响，加深城市空气中不同径级颗粒物在植物叶面沉降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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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

景观水体中有机物和营养盐的

耦合作用下微藻生长和生理生

化特性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子珺 1803030115

吴语杨

/1803030114

,成林珊

/1808030209

,田文鑫

/1803030425

,徐信琪

/1808060209

罗丽 讲师 0825

    项目以景观水体富营养化控制为主要目的，以水体中

常见的微藻小球藻作为典型藻种，研究景观水体中有机物

和营养盐的耦合作用下微藻生长和生理生化特性，建立有

机碳源存在条件下小球藻的生长动力学模型。在此基础

上，以实际景观水体作为小球藻培养基，分析小球藻对湖

水中有机物和营养盐的利用效果和代谢途径，进而通过关

键因素的控制得到水体富营养的控制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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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

无机阳离子对菌藻共生系统结

构稳定和氮磷去除效能的影响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皓淞 1803040224

王皓

/1803030219

,晁蔷

/1803030210

,常家欣

/1803030411

,陆絮茹

/1903030102

唐聪聪 副教授 0825

    菌藻共生系统结构稳定性是其长效稳定去除污水中氮

磷元素的关键基础。目前，针对菌藻共生系统结构稳定性

的研究尚未完善。无机阳离子作为水体中常见的环境因

子，既可以改变水体环境，也可以通过藻类对阳离子的吸

附改变菌藻共生系统中微生物表面特性，具有多重影响。

因此，本课题针对无机阳离子对菌藻共生系统结构稳定性

产生影响进而可能影响系统氮磷去除效果这一关键科学问

题，可为菌藻共生系统的长效稳定提供重要理论和应用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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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

碳化硅陶瓷蜂窝复合相变材料

制备及传热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玉萌 1703010407

杨泽新

/1703010425

，袁心阳

/1703010105

，董一泽

/1703010218

，谭嘉钰

/1703010104

李勇 讲师 0810

随着航天技术、激光器件、大功率电子设备的快速发展，

电子器件的微型化、集成化、大功率化已成为发展方向，

抗热冲击和散热问题也成为电子器件技术发展的瓶颈。基

于此，本项目开发了碳化硅陶瓷蜂窝/石蜡复合相变材料，

表征了陶瓷基复合相变材料的物性参数，研究不同倾斜角

度下复合相变材料强化传热特性，可有效提高电子器件抗

高负荷热冲击能力，保证电子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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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2010703

091

室内外参数耦合作用下工业膜

建筑内热环境规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泽奇 1803010528

郑佳敏

/1803010528

,胡昊

/1803010217

,霍雨佳

/1803010101

,刘悦

/1803010112

王欢 讲师 0810

    被誉为“21世纪第五大建筑材料”的膜材料倍受设计

师的青睐，半透明工业膜建筑因具有轻质、透光性好、节

能、环保等优点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膜材料的蓄热能

力低、保温隔热性能差，受室外温度、太阳辐射强度以及

室内热源散热等因素影响较大，使得内部热环境较差。本

项目拟采用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和实验测试相结合的方

法，对室内外参数耦合作用下工业膜建筑内热环境规律展

开研究，为营造良好的室内热环境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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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平台对西安城市形象塑

造和推广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高洋 1808010122

段明磊

/1807010517

,顾宁楠

/1806010202

,张菁

/1804020213

,张琼月

/1806040209

郭婷婷 讲师 0503

2018年初，在抖音短视频中掀起的“西安热”，成功助力

将西安打造成了一个“网红城市”，可以说，社交短视频

平台给城市形象塑造和推广带来了新的呈现方式和新的机

遇。但2年过去了，“抖音”引导的城市热点热度是否已经

进入衰退阶段，在这一阶段有何新的变化值得关注和思

考，又如何长久持续地借助短视频平台的传播优势来有效

构建、塑造和传播西安的城市形象，本项目将立足于对这

些问题的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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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式教学在大学英语课程中

的探索与实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仕良 1912030122

张雨凡

/1902050203

,王雨斐

/1902010150

,张珩露

/1902010189

,黄开拓

/1902050204

樊瑛,

陈娜,

孙家

广,雷

涛,延

燕

讲师,

副教

授,讲

师,副

教授,

讲师

601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入CDIO理论指导下的项目式教学，可

以提高大学英语的实践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英语实战能

力，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对大学生职业技能培养具有积极

的意义。本项目从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和考核评估三方面

入手，综合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行动研究法、问卷

调查及访谈等方法对学生的英语学习状况进行调查分析，

了解教师对新课程体系的认知和理解，结合理论研究，调

查访谈的结果和教学实践探索符合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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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

国际视角下中外学生建筑设备

EAP（学术英语）课堂教学评

价体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菁 1912010102

MD IMRAN 

HOSSAIN/171

8011122，

EMMANUEL 

STENSON/171

8011112,冯

伟建

/1902210356

,.黄夏琳

/1701010403

延燕 讲师 502

2.本项目在全面国际化课程评价和课程能力概念解读的基

础上，重新界定

了交叉学科中，EAP（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学术英语）教师课程评价能力的定义。在中国学生和留学

生的课堂表现量化其核心素养,然后综合运用智力因素说、

能力结构说和活动动态说等原理，结合青少年实践能力结

构的建构模型，构建了一个理论上的建筑设备课堂中EAP教

师课程评价能力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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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老年辅助床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墨桐 1707010105

杨雨

/1707010117

,穆宇帆

/1707010114

,曹祥

/1707010122

,徐伟乐

/1707010123

闫浩 工程师 802

老年人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一款智能化程度高、使用性能好、服务功能

多的辅助床，将是老年人的福音。本项目设计了一款多功

能老年辅助床，该辅助床既能辅助老年人完成背部起落、

腿部屈伸、左右侧翻等身体姿势的调整；还能辅助老年人

从卧床到站立起身的平稳过渡；既可根据需求调整高度的

电动床桌，辅助老年人解决卧床就餐等问题，还可以满足

老年人常用物品的智能存储，操作简单便于老年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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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电子技术实验虚拟仿真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子锐 1707020113

张晓博

/1707020122

,宋佳伟

/1707020123

,何雨庭

/1707020127

,李子旭

/1707020119

刘金颂 副教授 0808

电力电子技术课程只要讲解了电力的变换和控制。通过本

项目训练，可以加深学生对本专业课程的认知和理解，通

过该课程实验的虚拟仿真，更加直观地观察电力在整流及

逆变过程中的波形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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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动力电池SOC在线监

测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萌 1907010104

屈保林

/1907010727

，杜翔宇

/1807010420

，程熠敏

/1907010103

，孙昊楠

/1907010728

杨乃兴 讲师 0207

SOC是电动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最为重要的状态参数，其监

测精度直接影响动力电池组的输出性能和使用寿命。目

前，在电动汽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SOC估算方法是安时积分

法，但其存在估算精度偏低、瞬态跟踪性较差等问题，为

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项目基于单颗粒锂扩散模型提出了

一种改进的SOC估算方法，利用Labview平台和Matlab程

序实现对上述改进方法的在线求解，建立动力电池SOC的在

线估算程序，以显著提高动力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的SOC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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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复合材料有限元分析及

能量回收计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蒋小伟 1807010510

何嘉琪

/1807030130

吴思铭

/1807010427

杜梦煊

/1807010921

彭    驰

/1807010702

郑建校 副教授 0802

根据复合材料弹(塑)性理论，应用数学建模思想，建立不

同高度落锤下落冲击工况下碳纤维复合材料有限元求解的

动力学数学模型和能量回收计算方程，并提出求解的计算

方法；采用Matlab软件编写“参数化载荷与求解以及参数

化后处理的结果”的程序，这是该项目的关键问题；应用

ANSYS软件进行参数化建模（APDL）；针对三种不同高度

落锤冲击工况，采用LS-DYNA进行仿真；应用LS-PREPOST

后处理器对碳纤维复合材料的数值方向应力、von Mises

应力进行分析，并对能量回收计算结果进行分析。通过仿

真实验，对于不同高度落锤冲击复合材料时，碳纤维复合

材料应力曲线的变化趋势和能量吸收变化情况；落锤高度

改变对复合材料能量回收率的影响，获得其对应的应力分

布及其能量回收规律，并提出落锤下落高度的改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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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浮选尾矿为原料制备陶粒的

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乾德 1705030119

徐乾德

/1705030119

,王泽英

/1805030101

,任亚鑫

/1805030105

,温小韵

/1805030102

,白乙霖

/1934020212

王森 讲师 0815

浮选尾矿是矿石提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尾砂，大量的尾矿

堆积给环境造成了巨大危害。将浮选尾矿进行二次利用能

够变废为宝，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保护环境有着重要的

作用。现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或不足，本项目以多种浮选

尾矿为原料制备陶粒，通过对尾矿的成分分析，对粘结剂

的筛选，提出一种能够利用浮选尾矿进行陶粒制备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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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两国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

比较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子昂 1716030204

唐珂欣

/1716030209

,段佳君

/1716030211

,徐嘉琪

/1716030129

,陈思渝

/1816030103

刘华 教授 ####

基于澳大利亚《AS4000合同示范文本》以及中国《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分析比较中澳两国在建设工

程合同文本的结构、权责设计、制度、指导思想以及法系

上的差异,同时整合实际案例中出现的偏误,总结中澳合同

发展特点,分析中国施工合同范本存在的劣势点和完善点，

为我国建设工程合同进一步完善提供新视角和新方向，从

本质上明确我国建设工程合同的进步空间，为中澳国际工

程的合同管理提供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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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信息环境下突发事件网络

舆情演化及治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江婷 1704011010

田宁

/1710020108

,王超

/1704010906

,刘笑溪

/1704010116

张志霞 副教授 1201

项目通过研究不同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诞生和发展规律，

从信息接收、网络发展、网民、媒介等多个角度研究网络

舆情演化的动因，并构建舆情演化的动态模型，推演出网

络舆情扩散的动态路径和发展趋势。拟帮助政府和社会根

据对应事件的网络舆情发展态势有针对性地控制舆情走

向，有效引导突发事件下的网络舆情向积极正向的方向发

展。为政府介入、干预和引导网络舆情提供先导性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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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视觉的VGA自动卸货

小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耿金龙 1807011012

汪健

/1807011014

,吴士标

/1907030227

,刘国威

/1907030229

,王凯立

/1907030211

康智强 讲师 0214

本文分析了国内外AGV的发展现状,总结了现有AGV的不足

之处。针对大型电商配送或工厂生产线的小型物件的配送,

利用AGV达到全自动的物品送到工作人员的作业模式。因为

现有的AGV产品多种多样,功能也多样化,无法满足部分特

殊功能的需求，因此需要设计自动识别道路货物等智能VGA

自动卸货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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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新能源电动汽车电驱动系

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璇 1807020203

黄福昊

/1807010150

6，陈熠

/1807020201

，张佳乐

/1807020224

，张志敏

/1807020223

赵南南 副教授 0806

加强科技攻坚，加快乡村纯电动汽车产业，是促进我国汽

车工业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永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有效

解决了电驱动系统性能与成本之间的矛盾，通过提高电机

的磁阻转矩，仅使用少量的稀土永磁体，或者用价格低廉

的铁氧体作为永磁材料，达到和稀土永磁同步电机相同的

功率密度和效率，降低了乡村新能源电动汽车的成本，因

此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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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记者采访邵岚的驳论技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邱雨涵 1712010103

王玉洁

/1712010109

,贺铮

/1712010106

,

郭家铭

/1712010129

,罗嘉宁

/1712010130

，

裴蕾 讲师 ####

本项目来源于2017年校级重点教改项目《英语思辨能力培

养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建设研究》。目前，英语思辨能力培

养已成为高校英语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英语辩论中的驳

论技巧，是思辨能力的重要体现，通过对德国记者采访中

驳论技巧分析，是我校相关英语思辨能力培养教育的直接

实践。项目的主要创新点是：通过对德国记者采访中驳论

技巧分析，直接实践我校相关英语思辨能力培养教育的效

果，同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教育青年学生正确认识

相关问题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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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热硫氧化硫化杆菌体系黄铁

矿强化砷黄铁矿浸出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春涛 1805030206

董华

/1705030101

,杨娟

/1705030103

,郭克奇

/1805030207

,李一涛

/1934020219

邓莎 副教授 0815

黄铁矿的存在往往会强化砷黄铁矿的微生物浸出过程，但

其强化作用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本项目以嗜硫氧化硫化杆

菌（Sulfobacillus thermosulfidooxidans）作为浸矿

细菌，立足于砷黄铁矿与黄铁矿之间的原电池效应，对比

研究砷黄铁矿—黄铁矿混合矿与砷黄铁矿单矿物的浸出行

为差异，探讨黄铁矿对砷黄铁矿氧化过程的影响以及对砷

存在形态的影响，揭示黄铁矿对砷黄铁矿微生物氧化过程

的强化作用机制，最终为优化难处理金矿预处理工艺提供

新的思路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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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视角下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研究：现状、机理与策略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何芸茜 1935010221

吴佳浩

/135010218,

史锦文

/1935010219

黄欣 讲师 1202

文化旅游融合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能丰富人

民的生活，还能提升人民的精神和文化素养，增加民族凝

聚力和向心力，改善贫穷落后面貌。近年来，我国政府大

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力争实现其高质量发展，满足人

民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需求。目前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产业经

济学领域，从系统视角探讨文化旅游融合的相对较少。本

项目基于共生理论，首先构建理论框架；其次，进行社会

调查项目设计；最后，进行社会调查实践，从理论和实践

两方面总结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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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周末休闲旅游信息服务需

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郑格格 1704020106

李怡颖

/1704020414

,禚云璇

/1804020407

,李佳宜

/1804020515

,雷鑫

/1804020503

张惠丽 讲师 1209

旅游信息服务是以旅游信息和旅游信息产品为对象，借助

信息技术实现旅游信息整合与增值，用于解决有关旅游问

题的活动。旅游信息服务体验对出游决策具有积极作用。

本项目基于周末休闲旅游信息服务体验模型，提出研究假

设，进行问卷调查，分析陕西周末休闲旅游信息服务需求

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给出相应对策建议，对旅游企业的

信息化产品运营和服务改进都具备参考和借鉴价值，对旅

游企业信息化战略、营销策略制定等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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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省农村公

共卫生应急治理现状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岳卓依 1704020221

孙家鹏

/1808040055

,杨婷

/1804020307

,刘利娟

/1935010420

,孜扎来·叶

尔肯江

/1804020216

李博 讲师 1204

在2020年爆发疫情后，我们更加深刻意识到公共卫生应急

治理的重要性。本次项目实施通过对陕西省农村疫情防控

的现状调查分析，推出满足村民需求的公共卫生应急治理

优化路径，旨在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推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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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乡村旅游背景下的绿色装

配式建筑调查与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汪明 1605020025

李灵芝

/1701010201

,康源

/1701010201

,温皓宇

/1801010323

,冯远伸

/1802050229

王怡琼 讲师 0828

随着我国特色小镇的发展日益兴盛，其相关村镇的基础条

件却并没有跟进，从而影响其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该项目

试图通过对乡村旅游背景下的绿色模块化装配式建筑的调

查研究，提供更加适宜乡村的既有空间绿色营建模式，创

新装配建筑，共享绿色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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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数据的大城市居民生

活时空间行为特征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欣谚 1701020207

王璇

/1701020308

，

张奉芊成

/1701020228

，

董恒

/1701020222

，

陶建宇

/1801020103

张晓荣 讲师 0828

融合应用百度热力、手机信令、卫星遥感、政府统计和实

地调研等多源数据，针对西安市典型地段城市居民的生活

时空间行为进行刻画，总结归纳西安城市居民的生活时空

间行为特征，为大城市社区生活圈规划提供基础性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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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能耗预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小虎 1706010312

王可心

/1706010104

, 徐泽宇

/1706010820

, 雷纯璐

/1706010201

, 张莹

/1706010406

冯增喜 副教授 0810

建筑能耗在社会终端能耗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研究建筑

运行能耗需求非常有意义。本项目基于现有的单项预测方

法/模型和定权值组合预测方法/模型，提出一种具有可变

权值的组合预测方法/模型，进一步提高建筑能耗预测精

度，为建筑环境设备优化操作和管理提供先决条件，从而

使建筑物实现较大幅度的能源节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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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压路机机群建模与仿

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智伟 1807010109

苗润泽

/1807010103

，孙小龙

/1807010625

焦渊
助理工

程师
0201

本研究需要学习掌握振动压路机的基本结构，在此基础上

针对无人驾驶压路机建立适合的动力学模型，利用

MATLAB/SIMULINK仿真平台对建立的模型方程进行仿真分

析，并验证其可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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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循迹灭火智能小车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一平 1807020115

肖又文

/1806040115

,杨嵛媛

/1807020305

,黄旻璇

/1807020111

苏晓峰 工程师 0812

本项目设计一种具有循迹、避障、灭火功能的智能小车。

系统采用STC89C52单片机为核心控制器件，在Keilμ

vision4开发环境下编程，以模型车底板搭建智能小车底

盘平台，通过小车上装配的直流电机、红外循迹探头、光

电检测器、超声波探测器、火焰传感器等，实现智能小车

的位置、速度、火灾、运行等状况的实时检测，再将检测

的数据传送至单片机，由单片机根据所检测的各种数据对

智能小车进行驱动、寻迹、避障、灭火等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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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切法的表面粗糙度测量

装置改进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李正一 1807010908

李宇颖

/1807030119

,张光凯

/1807010724

,甄伟

/1807010316

,陈炫

/1807010707

王苗 工程师 0802

本项目针对传统光切法测量表面粗糙度存在的问题，在现

有的9J光切法显微镜基础上进行改造，利用CCD摄像头代

替人眼，从显微镜中获取表面粗糙度光切图像的视频信

号，把图像采集到计算机内存并在显示器上实时显示，运

用MATLAB进行数据和图像处理，提取工件表面的粗糙度轮

廓曲线，计算得出工件表面粗糙度的测量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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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神经元网络模型的开、闭

孔泡沫铝吸声结构特性及吸声

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乔江鱼 1808060130

吴俊恩

/1808060128

,高正东

/1808060116

,崔忠宜

/1808060127

,杨青连

/1808010320

梁李斯 副教授 0804

运用径向基神经网络模型对开、闭孔组合结构泡沫铝的不

同基本参数如密度、孔隙率、厚度、背后空腔深度、双层

结构、前后顺序等所造成的不同吸声系数进行预测，借助

于数学建模软件进行分析，并用已经测得的组合结构泡沫

铝的相关吸声系数进行验证，将预测误差控制在较低的范

围内，以此更好的用来分析其吸声结构特性及吸声机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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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NaGdF4:Er/Yb上转换微纳

荧光材料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龙 1810040221

蒋瑞婧

/181004010,

潘艺柯

/181004010,

石佳佳

/181004020,

白涛

/1810040220

高当丽 副教授 0702

   氟化物上转换荧光微纳材料发光色彩和强度的精确控制

对其广泛应用研究至关重要。如何增大和调控

NaGdF4:Er/Yb上转换基质材料的荧光强度和色彩，一直是

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拟采用水热法合成

NaGdF4:Yb/Er微米晶体，并对微米母晶体进一步采用热退

火处理，企图获得多孔结构和单带增强型红色荧光发射，

进一步探索荧光增强的机理。该研究稀土掺杂的氟化物上

转换材料在上转换荧光成像及治疗等方面的应用奠定了基

础，为制备高效荧光材料提供了一种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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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光电倍增管的工作原理及性

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小龙 1907010523

李金灵

/1710040109

,

吴龙芹

/1710040209

,

肖海鹏

/1902040112

张春玲 讲师 0807

   硅光电倍增器（Silicon Photomultiplier， 

SiPM），是新一代的具有单光子分辨能力的固态光探测

器，近年来在多个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SiPM 是

由数百至数万个工作在盖革模式下的雪崩光电二极管

（APD）单元构成，因此PN结是构成SiPM的基础。本项目

在《半导体物理与器件》课程基础上，利用课程中学习的

半导体物理的知识，分析半导体器件SiPM的工作原理和工

作特性，聚焦SiPM的研究前沿，探索SiPM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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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雷管起爆系统应用技术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柏长昊 1705030114

梅佳伟

/1705030113

,杨乐

/1805030119

,李佳乐

/1805030121

,李治嘉

/1805030120

程平,

薛涛,

孙锋刚

讲师,

助理工

程师,

工程师

0815

通过数码电子雷管起爆系统的研究探索，对推进先进爆破

器材和先进爆破技术的步伐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项目的在

深刻毫秒微差爆破原理的基础上，通过现场试验和探测的

方法，建立电子雷管起爆系统基于破碎效果和降低爆破振

动的多种起爆顺序，并通过频率和作用时间控制，使起爆

系统孔间、排间的点燃阵面更加接近实际岩体爆破的需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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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安全管理流程调查与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旭光 1705010215

武文杰

/1805010217

，李津瑾

/1705010224

，张少鹏

/1705010229

，吴昱锦

/1805010127

景亚杰 讲师 0829

对西安市的超高层建筑和高层建筑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的执行情况进行调研，分析民用超高层建筑和高层

建筑常见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类型、技术难点、

方案可行性、运行流程等，利用计算机平台和管理软件进

行分析对比，建立完整可靠的运转流程，形成安全管理软

件平台的输入模块，确保每一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得到全实施周期的可靠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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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行业应急能力评估体系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兰申辛 1934010112

曹亮亮

/1805010122

,安晶

/1934010111

,吴忠意

/1934020226

刘鹏刚 讲师 0819

本项目基于近年来石油行业各类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给社

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建立

一套应急能力评估体系评估企业应急能力现状，找到应急

工作的短板，采取措施完善现有的应急救援系统，加强企

业应急管理工作，在事故发生后，应急人员便能及时采取

有效的应急救援措施阻止事故蔓延，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缩

小事故范围、减少事故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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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政府多元监管模式及

安全监管绩效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星星 1705010111

张想卓

/1705010109

,刘冬萍

/1705010311

,吴玺

/1805010309

赵江平 副教授 0829

建筑行业在我国生产安全事故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其从业

人员素质及企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因此政府在建筑行业

的监管显得尤为重要。本项目通过调查研究建筑行业政府

多元监管模式，明确安全监管绩效评估方法，提出政府安

全监管绩效提升策略，以达到遏制建筑行业重特大安全生

产事故、减少事故的发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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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矿井热湿环境对矿工身心

健康及行为安全的影响机理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加恒 1805030224

马凯

/1805030107

,李效先

/1934020112

,闫硕

/1934020105

聂兴

信,孙

锋刚

副教

授，讲

师

0815

深井开采中的高温高湿危害已成为重大矿井灾害之一，井

下高温高湿环境严重影响了作业人员的生理状态和行为安

全，基于现场测试实验，研究不同温度、湿度、风速工况

环境对矿工生理、心理、行为的影响，构建回归分析模

型，定量揭示热湿环境对矿工身心安全的影响机理及影响

因素的耦合作用机理，提出基于FAHP-IE优化集对分析的

矿工身心安全影响态势评估方法,对矿工职业安全及个体防

护具有很好的理论参考及实用价值。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123

陕西高校大学生超重和肥胖流

行特征及运动干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建飞 1713010128

沈小醇

/1713010105

,覃培湖

/1713010216

,李佳芮

/1706020106

陈红霞 讲师 0402

    超重和肥胖现象在大学生中迅速蔓延,然而国内外单

独对大学生超重和肥胖研究相对较少，未发现有关陕西省

高校大学生超重和肥胖流行特征及运动干预实证的相关研

究，本项目从能量代谢视角进行大学生超重和肥胖运动干

预，力求丰富测试指标;强化有氧运动与抗阻训练的结合；

验证有效的运动干预周期的精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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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场景理论的大明宫遗址区

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伊洋 1701020201

鲍迪

/1701020218

,胡凯

/1601020217

,傅瑜

/1610040205

,曹如懿

/1605060228

王新文 副教授 0828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由传统的产业驱动转化为文化驱

动，城市由生产型转化为生活型。为了营造更加美好的人

居环境，调查研究大明宫遗址公园周边地区的场景化设施

现状，同时探索和归纳这个区域内城市的发展定位和场景

价值，探究该区域内的场景氛围营造方式，寻找在场景理

论下空间品质存在的重点问题和提升路径，进而探索出如

大遗址类文化价值突出的典型区域，其城市空间品质提升

对于城市发展的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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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胺纳米阵列超级电容器构

建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闻达 1805020424

廉贵雪

/1805020810

， 杜泉熺

/1805020822

，刘子奇

/1805020728

贺格平 副教授 ####

超级电容器是一种有潜力的新型储能器件，过渡金属氧化

物比电容高、稳定性好而导电性差，导电聚合物导电性好

而稳定性差，它们单独作为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导致电容

器能量密度低、储能效果不佳。本项目围绕超级电容器固

有能量密度低的问题开展工作，突破能量密度低这一关键

技术瓶颈，解决超级电容器小型化尺寸与能量密度低的矛

盾。拟用模板法制备PANI / CeO2纳米阵列超级电容器电

极材料，研究分析不同组分对PANI / CeO2纳米阵列电极

材料电化学性能的影响，探索材料结构与性能的科学规

律，阐明超级电容器储能机理，为高性能超级电容器研制

提供理论基础和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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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S/GO薄膜电极材料的电化学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施瑞盟 10104275

 王思敏

/1808060205

,张佳桦 

/1708040042

,曹越 

/1708040092

,郭永静 

/1708040096

,杨露

/1808060206

施瑞盟 副教授
0804

14T

钠离子电池与锂离子电池相似，且钠资源成本低，电压平

台高，安全性能更高。由于石墨负极储钠性能较低，无

法满足实际需求，开发高比容量和稳定性的负极材料是钠

离子电池发展的关键。本项目研究各参数对SnS薄膜电极材

料厚度以及SnS形貌和

结构的影响规律，建立制备条件与薄膜电极形貌和结构之

间的关系模型，实现薄膜电极的可控制备。该结构能可

有效缩短离子迁移路径，抑制活性物质体积膨胀，获得一

种高容量、长寿命的负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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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磷烯水基润滑添加剂的制备

及其摩擦学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丹青 1808010102

王先俊，

1808010121/

孟虹霞，

1808010111/

肖柯，

1808010107/

周彦余，

1808010113

王伟 副教授 ####

钛合金切削加工时存在粘连、磨损严重等问题，导致其加

工成本高、精度低、表面质量差，使其在航空精密部件中

的应用受到限制，切削液中的极压抗磨添加剂是解决该问

题的主要措施。黑磷烯具有优异的极压抗磨性能，在钛合

金切削加工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然而该材料易退化和

润滑介质中难分散是限制其应用的主要因素，明晰黑磷烯

退化机制、提高其稳定性并揭示润滑机理是该材料获得应

用的关键，但目前对此研究尚不充分。鉴于此，本项目首

先研究黑磷烯纳米片的退化行为以及不同退化程度纳米片

对摩擦学性能的影响规律；其次对黑磷烯纳米片表面进行

微观调控制备出一种高可靠、超低添加量与优异极压抗磨

作用于一体的新型润滑添加剂；随后深入研究黑磷烯的微

观结构与摩擦学行为之间的构性关系，揭示摩擦诱导摩擦

界面处磷原子扩散行为与原位构筑梯度润滑层的耐磨减摩

机制，最终建立相应的润滑理论模型，为黑磷烯基润滑剂

在钛合金航空精密部件中的应用奠定理论基础。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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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冷喷摩擦复合增材制造

微观组织与力学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查新婷 1708020405

袁宝君

/1708040085

,高帅

/1708020414

,付江锋

/1808020229

,高梦豪

/1808070113

王文
高级工

程师
0802

针对基于高能束流的传统增材制造技术在轻金属增材制造

方面的技术瓶颈，本项目提出了冷喷摩擦复合增材制造

（Cold spray-friction composite additive 

manufacturing， CSFAM）新技术。在微通道表面颗粒沉

积行为、温度场和塑性流场表征、微观结构演化等方面开

展系统研究。在表征增材体晶粒尺寸、结构、取向等基础

上，系统评价增材体的动静态力学行为，从而揭示微通道

表面颗粒沉积、材料流变、动态再结晶机制，建立微观结

构与力学性能的构效关系，推动CSFAM新技术研发和应用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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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钢3D-SPD超细晶棒热处理工

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明珂 1808020406

侯明珂

/1808020406

,朱志鹏

/1708020223

,甘颖媛

/1808010305

,郗文静

/1808010303

，卓浩

/1708010325

庞玉华 教授 804

3D-SPD成形法是一种新型大塑性变形法，前期研究已取得

阶段性成果。45钢3D-SPD成形后制得了超细晶棒，但力学

性能测定结果表现出水冷状态塑性指标不足，空冷状态强

度不足。本项目拟以3D-SPD方法制备的45钢超细晶棒材为

研究对象，对其在不同热处理工艺下表现出的力学行为进

行分析，制定合理的热处理工艺制度，获得强度与塑韧性

的良好匹配。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130

钢铁企业含锌粉尘无害化处理

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邱祖涛 1708040106

张旭

/1708040107

,方明

/1708040009

,陆奕翔

/1708040013

,程沁钰

/170520706

张朝晖 教授 0804

冶金工业生产过程会产生大量的烟尘废弃物，随着国家对

环保要求的提高，如何实现钢铁企业烟尘无害化处理已成

为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粉尘的大量排放既污染环境，浪

费矿物资源，又占用宝贵的土地。尽管目前处理方式较

多，但各种利用方式或多或少存在利用效果不理想、工艺

复杂、生产成本高、投资高等问题。因此，项目旨在开发

一种新型冶金粉尘高值无害化处理利用工艺，该技术能够

从烟尘中提取锌、铅和铟等有价金属，并将留置的固体废

弃物作为生产钢铁的原料，变废为宝，意义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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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热环境监测与舒适性偏好

建模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宇腾 1810030129

王雨轩

/1810030122

,

蒋于博

/1810030121

,

王光睿

/1810030124

白燕 副教授 810

    本项目拟设计中央空调室内热环境监测与数据采集系

统，开发移动端APP进行热环境信息的展示及用户状态参数

的采集与热感觉反馈信息的集成；在此基础上构建用户舒

适性偏好模型，设计深度学习算法确定用户个性化热舒适

区间；并通过仿真实验，对模型进行检验。该研究对于热

环境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个性化热舒适偏好模型的研

究具有一定意义，对于室内热环境优化与空调系统节能控

制提供新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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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设计专业为基础的校园文化

传播类文创产品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靖文 1603030226

李凯

/150502067,

尹佩柔

/1702020109

,谭雅榕

/1801050102

,赵士德

/1701010522

陈雅

兰,王

怡琼

讲师 0828

首先，校园文化是校园精神的“魂”，校园文化传播关乎

学校的精神思想，呈现了学校的历史以及文化的特色。我

校是设计院校，本项目以设计专业为基础既可以锻炼学生

的设计能力，将之实物化，又将校园精神通过校园文创产

品的形式向家长和社会传播学校的文化，勾起学生对学校

的向往、期待、回忆。甚至可以将十三朝古都西安的城市

历史文化，甚至是中国几千年来悠久的文化向国内外传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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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降解废水中染料的催化剂

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铭 1805040126

缪洛涵

/1805040121

，邓浩

/1805040117

，刘宇超

/1805020328

雷琬莹 副教授 0804

高效宽广谱响应的光催化材料的设计和开发是解决环境污

染问题的关键。本项目拟选用具有可见光响应的氧化钨

（WO3）纳米片与碳化钛（Ti3C2）纳米片复合制备

Ti3C2/WO3低维光催化材料，探索Ti3C2作为可见光增强剂

和载流子传递材料对光催化材料在可见光下降解有机染料

的提升作用，开发高效的光降解材料。深入研究复合材料

的表面结构、电子结构及界面结构与可见光光催化性能的

内在关系。本项目的研究成果为开发新型高效光催化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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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废旧电子产品

回收体系构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如 1805020711

赵英任

/1805020902

,周泽宇

/1805020209

赵炜 讲师 0813

废弃电子产品富含许多珍贵的矿产资源，若处置不当，不

仅不能有效回收利用这些资源，还会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明显受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若能充

分回收利用废弃电子产品，无疑是缓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

有效途径。本项目以构建高效、完善的废弃电子产品回收

网络为研究目标，进行"互联网+ "回收体系研究，有利于

实现经济的循环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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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增强现实辅助建筑施工

APP的通用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齐蓉 1810030101

代维博

/1702050226

,

夏成东

/1710030133

侯筱婷 副教授 0809

    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是国家大力发

展和推广的前沿技术，创新思维丰富。面向建筑施工领

域，探索将移动AR技术应用于辅助实际施工，开发具备通

用性的移动端APP，进而有效协助一线施工人员完成不同类

型施工任务，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课题。通过本项目的训

练过程，可以掌握增强现实基础理论，掌握基于Unity3D

、Vuforia以及关系数据库技术开发具备通用性的移动端

增强现实APP的框架和方法。同时，可以锻炼文献收集、独

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创新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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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普通非发热

患者就医与医院医疗服务保障

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琦林 1810030118

封震

/1704011123

,

刘佳

/1704010318

,

桑新元

/1810030107

刘勇 副教授 1204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后，较

大地冲击了医院的正常医疗服务秩序，医院全部关停门诊

或部分关停门诊，加之疫情中小区及交通管制、公众情绪

恐慌，普通非发热患者的日常诊疗，特别是一些等不起的

病患陷入困境。本研究关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期间普通非

发热患者就医与医院日常医疗服务保障问题。疫情期间就

医患者的交叉感染防控和疫情期间保障医院日常医疗服务

的现实问题亟待深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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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麸基生物炭材料制备及其储

能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淼 1810020213

张苗苗

/1810020208

, 陈兆宇

/1907030108

, 高亮

/1907030106

张思敬 副教授 0703

小麦加工过程中产生大量麦麸，麦麸在储存期常因霉变而

浪费，因此，麦麸资源化利用亟待提高。本项目以强效消

毒剂高铁酸钾为活化剂和催化剂，一步实现麦麸生物碳的

造孔和石墨化以制备多孔石墨化生物炭（PGBC），并在材

料表征基础上，评估基于PGBC电极的超级电容储能性能。

本研究可为储能器件提供电极材料，并可为麦麸资源化利

用奠定应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扶贫助农效果，对于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亦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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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量高效油水分离膜的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婷 1710020204

吕嘉伟

/151002229

，东言

/1710020227

，吴佳乐

/1810020211

，张佳文

/1810020209

曹莉 讲师 0703

随着化石能源的开采利用、现代工业的不断发展，工业生

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含油废水，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

危害，因而油水分离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目

前已知的油水分离方法主要有重力分离、吸附分离等等，

但每种分离方式都有一定的问题和局限性，因此，开发高

效的油水分离技术和材料已经迫在眉睫，其中大通量、能

重复利用、分离效果好的油水分离滤膜具有很好的应用前

景和社会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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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发光纳米粒子/温敏高聚

物药物传输系统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佳航 1810020207

李龙玥

/1810020205

,  李远

/1808030123

柴瑞涛 讲师 0703

本项目拟将超顺磁性上转换发光Fe3O4@NaYF4:Yb3+, 

Er3+纳米粒子复合到二氧化硅气凝胶中，负载顺铂后外面

再包覆上载有肿瘤坏死因子-α 的温敏聚合物P(NIPAM-co-

Am)，制备出具有磁导向、上转换荧光标记、磁响应控制两

种药物按剂量进行时序释放系统，并研究其负载药物能力

、磁学性能和药物控释行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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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物质碳吸附剂对水中重

金属吸附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帅康

李帅康

/1710020222

袁永杰

/1808030219

,郭敏

/1810020104

,李龙艳

/1810020110

,李媛媛

/1810020206

陈双莉
高级工

程师
0703

生物质炭是一种多孔碳材料，具有pH较高、孔隙结构较好

、表面官能团含量较高等特征。能够在相对较低的温度和

有限氧气的气氛下热解生物质（包括农业废弃物、森林残

余物、工业副产品、城市固体废物等）得到。本选题主要

探讨不同生物质炭对水中重金属离子吸附行为探究，寻找

在工业废水中，如何更好地减少各种重金属离子含量，并

且降低当前废水处理所需成本，达到农业、畜禽养殖业废

弃物再利用，更好地保护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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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酸根离子印迹技术的量子化

学计算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鸿 1708030202

周嘉仪

/1708030109

,李舒蓉

/1708030307

,张甘地

/1708030123

郭莹娟
高级工

程师
804

本项目拟运用量子化学计算对铬酸根阴离子印迹机理进行

研究。印迹印迹技术可实现的高选择吸附性是重金属铬的

纯净富集进而有效回收的必要前提，然而目前对铬酸根阴

离子的印迹复合机理研究很不明晰。项目拟运用量子化学

计算建立铬酸根阴离子以及几种功能单体的单体构型，计

算它们之间复合物构型，优选功能单体，探索铬酸根阴离

子印迹聚合物的复合机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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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烧结烟气脱硫废水中氯离

子脱除试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安云飞 1708040084

方明

/1708040009

，党煜博

/1708040074

刘佰龙 讲师
0804

04

我国钢铁产能巨大，随着国家对环保的重视及系列政策的

出台，钢铁废水零排放要求越来越严格。其中，钢铁脱硫

废水具有高盐、高氯、酸性、高悬浮物及高重金属的特

点，水质波动较大，是实施废水零排放的难点及重点。钢

铁脱硫废水经过传统处理后可将部分重金属离子及悬浮物

处理掉，但是可溶性盐类却难以脱除。本项目针对烧结烟

气脱硫废水进行实验研究，对废水进行深度处理，从而满

足废水零排放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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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绿石结构氧化物膜的制备及

其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 珊 1810020201

师文轩

/1810020223

, 雍晗曦

/1808030101

, 胡昌宇

/1810020220

, 余淑頔

/1810020216

王耀 副教授 0703

氧化物膜的取向生长一直是功能材料、微电子学等多学科

关注的重点，在其多种制备技术中，对设备要求较低且操

作简单的化学溶液法所制备氧化物膜在实际应用中很难实

现对晶粒取向生长的精确调控，从而限制了化学法在实用

化器件中氧化物膜制备技术的推广。本项目拟通过研究前

驱体组分对氧化物膜中晶粒生长取向和表面特性等影响入

手，探索化学法制备氧化物膜中晶粒取向生长行为，发展

有利于高质量烧绿石结构氧化物膜生长的化学法工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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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活力评价的西安市商

业街微更新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园园 1701020205

贺佳璇

1701020203,

张奉芊成

1701020228,

钮靖涵

1701020202,

南宫琛佳

17792795690

王琛 讲师 0828

本项目主要以西安市商业街为研究对象，选取一定量的样

本进行研究，针对功能密度、交通流量、街道尺度、人群

活动等空间活力影响因素，提出适宜的活力评价体系。基

于评价结果提出更具针对性指标量化评价与分析，发现街

道中现存的问题，提出更新改造策略，并聚焦到重要的空

间节点，深层次分析并进行微更新改造策略。即通过“点

”的联动带动整条街的活力，提升街道空间品质和人居环

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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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纤维表面改性及其抗硫

酸盐侵蚀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思奕 1805020710

王旭

/1805020321

,张智超

/1805020825

,王智琳

/1805020204

,刘志辰

/1805020927

胡延燕 副教授 0804

采用硅烷偶联剂-接枝纳米碳酸钙复合法对聚丙烯纤维进行

表面改性，提高聚丙烯纤维的表面能，减低纤维表面的疏

水性，提高聚丙烯纤维在水泥基材料中的分散性；结合目

前已有的显微图像识别分析系统，构建聚丙烯纤维混凝土

分散度模型，并能够定量评价聚丙烯纤维在混凝土中的分

散性能；通过SEM、XRD观察纤维表面晶体变化和微观形

貌，并结合孔结构分析，探明改性聚丙烯纤维对混凝土抗

硫酸盐侵蚀性的影响规律及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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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渣基生态胶凝材料制备的

试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袭淼 1805020313

周畅

/1805020310

、雷佳鑫

/1805020517

、王皓泽

/1805020520

、麦曲浪

/1805020514

刘文欢 讲师 ####

青海盐湖化工产业区每年会产生的铅锌冶炼渣及水合氯化

钙、水氯镁石等固体废弃物，这些大宗固体废弃物不仅造

成土地资源紧缺，而且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本项目针对

青海盐湖区产生的大量铅锌废渣及水氯镁石等固废的利用

需求，基于对铅锌冶炼渣基本物理化学特性，研究不同激

发剂对铅锌渣胶凝活性的化学激发机制，铅锌渣物理活化

与化学激发的耦合作用机理，开展不同激发剂协同少量熟

料激发铅锌冶炼渣制备生态胶凝材料的基础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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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生长一维纳米材料SiOC多

孔陶瓷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江滢 1805020608

张晨曦

/1705020210

,黄智薇

/1805020606

,周小倩

/1805020911

,王兴瑞

/1805020422

张颖 副教授
0804

01 

本项目以有机硅树脂为聚合物前驱体，在SiOC多孔陶瓷中

原位合成一维纳米线。通过SiOC多孔陶瓷孔结构演变规律

的研究和SiOC多孔陶瓷中原位生长一维纳米材料工艺的研

究，了解SiOC多孔陶瓷孔结构演变规律，获得优化的工艺

条件，揭示SiOC多孔陶瓷中一维纳米材料的生长机理，本

项目研究在过滤分离、吸附催化、多孔电极以及吸波材料

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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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市城市品牌视觉识别形象

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梦婕 1709010203

李京

/1709010210

,杨卓泽

/1809010826

,焦梦杰

/1809010206

,陈哲祺

/1709010820

王海军 讲师 1305

在中国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城市的时代背景下，神木市依托

地方资源优势，结合新型城市发展的需求，着力于打造国

际化的城市文化名片。其中城市形象标识VI系统设计作为

首要对外展示的名片及窗口显得尤为重要。此计划依托实

际横向项目，重点针对神木市地域、文化、经济等因素从

事有效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完善神木市城市形象标识VI

系统的设计内容，优化神木市城市针对性、唯一性、国际

化化的设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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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村镇人居环境灾害防护反

应机制营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游逸飞 1709010223

 黄威

/1709010321

,吴珺莹

/1709010716

杨若曦

/1809010510

,王双成

/1709010427

冯郁,

韦娜

讲师,

副教授
1305

关中地区人口密度较高，聚集人口较多的、尤其关中乡镇

布点集中、布局广泛、因此一旦关中村镇爆发了传染性高

的人居环境灾害、传播程度会告诉传播到其周边和其他地

区。因此，在关中城镇人居环境的背景前提下，一种灾害

防护反应机制的研究与营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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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社会监护急救产品的研

究与创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申梦凡 1809030122

高铭

/1809030118

,柳潇洒

/1809030125

,杜宇超

/1809030110

,鲁亦婷

/1809030101

蔡媛媛 讲师 1305

本项目探讨设计健康监护急救产品与老年人日常需求的交

集，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实用、安全、有效的辅助产

品。研究及创新设计针对广泛的城市老年居民，在生活上

比较独立但具有社会交往和情感安慰的心理特征，同时身

体上患有常见的老年疾病，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有所检测、

提醒、辅助甚至是急救治理等的帮助，让老年人可以轻松

的在家中实现健康监测及辅助，同时还能实现网络或社区

间数据和信息互通，家人和朋友间实施互联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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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城市高密度街区声景观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田椰 1709010110

马诗语

/1709010201

,丁琪

/1709010320

王琼 副教授 1305

人类与自然的共生是城市的未来。当前，人类与自然在城

市中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如 下两个方面： 1）噪声污染。城

市中充斥着大量的人造声源，不仅影响了人类的生理和心

理健康， 同时也让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望而却步；2）空

间局限。城市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 人与“自然”共生的

基础之上，但多年来，城市以挤压“自然”的形式来满足

人们 不断扩张的空间占有欲，使得这种本应该生生与共的

关系岌岌可危。本项目探索城 市高密度街区声环境，并探

索基于声音共生的城市生物合成未来，利用声音作为城 市

有机更新的还原型辅酶的可能性。 3.主要创新点： 

（1）将对城市街区人居环境的改造和提升的切入点落脚在

声景观上；（2）探索城市高密度街区的声音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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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会展

和体育建筑内应急医疗中心装

配式建设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麟鼎 1709010819

杨倩

/1709010612

，张晓荣

/1709010214

，易明杰

/1709010911

刘晓军 副教授 1305

面对如今疫情带来的医疗健康等严峻的问题，我们应该如

何帮助人们解决疫情带来的困扰？这是我们想去探究以及

制定这个项目的意义，装配式建筑在施工现场只进行安

装，连接性质等工作，将现场工作量降低，较少施工时

间，提高工程质量，根据应急医院建设与其他建筑建设需

求不同，满足各种条件，达到推动建筑行业及医疗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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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递归特征的运动目标检

测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尚珂鑫 1706040208

张卓

/1706040125

,刘朝阳

/1706040128

,何晶晶

/1706030114

,杨小云

/1706030109

王燕妮 副教授 0807

多尺度递归特征的运动目标检测方法研究在技术上融合计

算机视觉、视频图像信息处理、模式识别和自动控制等相

关领域的知识，是视频信号处理技术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研究开发多分辨率递归特征的运动目标检测方法，提取

目标特征；根据目标的运动状态，自动发送控制指令，实

现可疑目标的检测并预报警，提高视频监控系统的有效价

值性，维护居民小区以及整个城市治安，保障人民生命和

财产安全。随着摄像头的普及，研究多分辨率递归特征的

运动目标检测方法具有更加广泛的安防应用和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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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系统的自适应跟踪控制

算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嘉乐 1806010221

孙扶浩

/1806010826 

何松

/1806010230 

 张赵龙

/1806010121

张平

/1806010724

殷春武 副教授 0801

近年来，不少国家将机器人发展纳入国家计划，而机器人

系统的跟踪控制问题是机器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技术。机

器人机械臂位置的动力学系统具有较强的非线性，因机械

臂运动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机器人系统的动力学系统将产

生内、外参数摄动，影响机器人系统的轨迹跟踪精度，本

课题主要针对存在参数摄动的机器人系统，研究对内外参

数摄动具有较强鲁棒性的自适应控制算法，以提升机械臂

的轨迹跟踪的精度和对抗外部干扰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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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签名技术在电子商务中的

研究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尉波 1906010126

袁文斌

/1906010115

,李彦泽

/1906010104

,杨陈

/1906010122

,楚天乐

/1906010216

刘利 副教授 0809

数字签名（又称公钥数字签名）是只有信息的发送者才能

产生的别人无法伪造的一段数字串，这段数字串同时也是

对信息的发送者发送信息真实性的一个有效证明。它是一

种类似写在纸上的普通的物理签名，但是使用了公钥加密

领域的技术来实现的，用于鉴别数字信息的方法。一套数

字签名通常定义两种互补的运算，一个用于签名，另一个

用于验证。数字签名是非对称密钥加密技术与数字摘要技

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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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学习的钢板表面缺陷

检查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汝皓 1806050221

申瑞

/1806010713

,孙赫

/1806010628

,杨青卓

/1806030204

,杨振源

/1803040107

陈俊英 副教授 0809

   钢板表面的温度高、生产速度快，辐射光强，并且存在

着水、氧化铁皮、光照不均等现象，难以通过人工进行表

面质量在线检测。国内部分钢厂热轧钢板表面缺陷检测仍

由人工离线完成，出现缺陷识别准确率低的生产问题。随

着生产线速度的提高以及用户对产品质量要求的日益严格,

迫切需要提升缺陷检测与识别算法的效率,从而提高表面检

测系统的检测速度和检测精度。表面缺陷检测和识别方法

可对钢板表面缺陷进行实时反馈,对于提高钢板的表面质量

有重要意义。本项目将基于机器学习来研究和改进钢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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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群智能的公共空间热环境

控制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童世鹏 1706010216

任国栋

/1806020130

，李驰

/1906030323

雷小康 讲师 0808

本项目研究基于群体热舒适性反馈的公共空间热环境优化

控制问题。利用人群固有的“群体智能”属性，直接基于

人体冷/热感受反馈、以“人在回路、群体操控”的方式驱

动公共空间热环境的调节，重点突破维持群智效应高效运

行的保障机制和抗干扰方法，实现群体热舒适性的自适应

优化和节能增效，为各类公共建筑热环境的优化控制提供

新的技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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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学习的文字分类系统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建川 1806040223

孙嘉成

/1806050127

,辛佳怡

/1816020203

张毅 讲师 0809

在人工智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器的设计。根据

文本输入的学习，反馈出智能分类后的结果。设计及研究

的重点在于：在加入新文本时，具有学习能力的分类机制

。研究传统分类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研究

适合于文本信息的预处理方法和机器学习算法，利用计算

机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类，使得分类的同时能自主学习样本

外文本数据，为实施分类专家系统提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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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应力无损检测方法的力

磁耦合基本理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童雨婷 1802010091

黄昊博

/1802030114

，罗明伟

/1802030119

时朋朋 教授 0810

无损检测是重大结构工程的重要安全保障技术,土木工程领

域的高速发展也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的有力支撑。本项目

依托已获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针对结构用钢材料的

电磁类无损检测方法,发挥土木、力学、铁磁学、无损检测

等学科交叉优势,探讨检测方法背后的力磁多场耦合机理。

该力磁多场耦合机理的基础研究,有助于澄清铁磁材料的力

磁耦合行为,为实际检测中的缺陷和损伤的定量评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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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结团絮凝工艺对超滤膜有

机污染的控制效能与机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军 1803020526

王翊蕾

1803020506,

任亚婷

1803020213,

王伟俊

1803020521,

张佳荣

1803020409

李凯 副教授 0825

    超滤是饮用水安全保障的关键技术之一，但天然有机

物导致的膜污染是制约超滤工艺推广应用的主要原因，循

环结团絮凝工艺水力负荷比传统混凝沉淀技术提高10倍以

上，有望作为一种高效的膜前预处理技术，但目前关于其

对超滤膜有机污染的影响仍不清楚。本项目旨在探究循环

结团絮凝工艺对不同组分天然有机物的去除效果，考察其

对超滤膜有机污染的控制效能与机理，为循环结团絮凝-超

滤组合工艺的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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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叉口路面耐久型高性能

新型抗车辙材料开放性试验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肖柔 1802030103

颜静静

/1902010113

，陈科

/1802010039

，王怡

/1802010061

张倩 副教授 0810

针对道路交叉口路面的受力特点，从解决路面车辙顽疾和

减缓路面破坏的角度，研发高性能和低污染或无污染的新

型道路交叉口路面结合料。项目组通过前期研究工作已找

到一种可用于此功能的新材料，并进行了性能验证，目前

正在进行配合比优化设计和性能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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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工程最新研究成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展长宏 1808070127

曹丽君

/1802010062

，孟雯

/1902030208

刘丽 副教授 0810

通过调查的方式，切身感受道路工程的特点和未来发展，

进而把调查的结果引用到我们的生活中。认识道路工程的

灵魂所在，寻找道路发展的特点，创新道路工程发展的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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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大件运输车辆过桥现状

调研及桥梁性能快速评定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坤 1802020221

陈洪

/1802010154

，谈诚

/1902010007

袁阳光 讲师 0810

通过考虑大件运输车辆通行收益与失效后果的平衡，借助

工程结构可靠度理论建立安全性评估方法，根据桥梁结构

的耐久性要求，基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可靠度反演确

定临界荷载效应比值，进而形成大件运输车辆过桥快速评

定方法流程。提出大件运输车辆过桥挠度监测预警值确定

方法体系以及相应的多级预警应急预案。最终形成大件运

输车辆过桥快速评估及预警方法体系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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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湿陷性黄土地基中水平受荷斜

桩p-y曲线及承载变形特性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成虎 1802030227

王雨祥

/1802040114

,胡锦华

/1810010102

,卢嘉玮

/1816010206

曹卫平 教授 0810

本项目以湿陷性黄土地基中高压输电塔斜桩为研究对象，

主要通过模型试验对斜桩的承载变形性状进行研究，比较

黄土地基浸水前、后斜桩水平承载力及桩身内力的变化，

分析黄土浸水湿陷引起的斜桩负摩阻力的分布特征，基于

p-y曲线法求解斜桩受力控制微分方程，得到任意桩顶荷载

作用下的斜桩桩身位移、水平承载力及桩身截面内力。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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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木结构损伤力学性能退

化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卫润博 1802050125

苏欣

/1803040207

,王家祥

/1802050116

胡卫兵 教授
0810

01

古建筑木结构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使用过程中，环境侵

蚀、材料老化和荷载的长期效应、突变效应等灾害因素共

同作用下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结构损伤积累和抗力衰减，从

而导致抵抗自然灾害甚至正常环境作用的能力下降。项目

针对古建筑木结构的特点，通过实地调查、文献调研分析

其损伤类型、分布和特征，研究不同的损伤类型、损伤程

度和损伤位置的有限元模型的模拟，研究反映古建筑木结

构的实际受力性能的合理动力学模型，为古建筑的修复、

加固和保护提供科学决策和理论依据，同时为研究古建筑

结构的损伤演化规律提供有效和直接理论基础。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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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工具热环境下的出行

者热舒适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邵梓军 1702030217

郭敏楠

1702030203,

邓思琳

1702030204,

鲁奕轩

1802020203,

谈炜航

1816010219,

林宇凡 副教授 0823

随着公共交通行业蓬勃发展，人们出行方式的选择更加倾

向于公共交通，而舒适健康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能够更好

的提升人们公交出行的选择倾向。因

此，论文开展寒冷地区典型城市西安市公共交通车厢舒适

性调查研究。内容包括①针对车厢内可能影响乘客舒适性

的环境参数（温度、湿度、风 速、黑球温度）进行测试；

②对受试者进行了舒适性问卷调查。得出不同热环境下的

车厢中性温度；发现人体热感觉、热可接受度、湿感觉、

风感觉等方面的

季节性差异；分析热环境变化下乘客的热适应规律对车内

热环境评价的影响。研究成果为公共交通热环境的标准制

定提供理论参考。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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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区长大隧道温度场分布规律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新迪 1702040104

王浩爵

/1802010218

,王宇航

/1902010067

,宋福宁

/1902010027

,刘濂淦

/1802010230

刘乃飞 讲师 0814

寒区交通基建事业蓬勃发展，促使大量的超长超大隧道相

继上马，然而由于寒区长大隧道的温度场分布尚未探明，

致使隧道冻害异常突出，严重威胁着隧道的正常使用，亟

需寒区长大隧道温度场分布规律研究。该研究对寒区长大

隧道的设计与施工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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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摩擦耗能技术的古建木构

榫卯节点减震增强机理及设计

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明鑫 1816010135

谷子章

/1816010117

, 贾丰旭

/1816010205

，席嘉睿

/1816010227

, 翟艺霏

/1804030505

张锡成 讲师 0828

本项目以现存残损古建筑木结构抗震能力不足为研究背

景，以基于摩擦耗能技术的古建木构榫卯节点减震增强方

法为研究思路，以提升既有古建筑木结构抗震性能为研究

目标，深入开展装置摩擦耗能器的古建木构榫卯节点减震

增强机理与设计方法研究。具体研究内容有：

（1）摩擦阻尼器的研发及性能研究；

（2）设置摩擦阻尼器的古建木结构榫卯节点减震试验研究

。

2.拟解决的问题：

（1）提出基于摩擦耗能技术的榫卯节点抗震能力提升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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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平稳过滤白噪声地震动

模型的结构可靠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萌 1802010175

郭星

/1802010158

,李怡洁

/1902050102

郭秀秀 教授 8010

准确表征地震作用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本课题拟采用非

平稳过滤白噪声地震动模型，考虑地震荷载的非平稳性；

基于等效线性化法，研究非平稳过滤白噪声激励下非线性

结构的动力响应；考虑激励强度、地震动参数、结构参数

等因素对结构响应的影响，阐明地震动作用下结构动力响

应的统计特性，研究结构的安全可靠性，为地震作用下工

程结构的安全评估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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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仿真实践在土木工程专业

道桥方向课程中的需求分析及

项目框架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康辉 1902010122

王若涛

/1902010066

,庞昊

/1902010025

,魏子翔

/1902010201

闫雯 讲师 0810

 通过调查问卷，在土木工程专业道桥方向的学生中采集他

们在专业课的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分析原因。让刚

进入本专业学习的学生能够更好了解专业课程需要的基础

知识。如何通过虚拟仿真平台解决这些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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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概率假设密度的风电机组

支撑结构疲劳寿命预测方法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晓瑞 1808050116

王锦康

/1802050114

，常华倩/ 

1902040209

，马凌宇

/1902050207

，郭欣彤

/1902010057

徐亚洲 教授 0810

基于有限元方法建立叶片-塔架耦合分析模型，并基于随机

函数法模拟作用于叶片和塔架的风速场，进而采用叶素动

量理论和建筑结构荷载规范方法分别计算叶片和塔架的风

荷载时程。建立塔架支撑结构疲劳危险点的精细化有限元

模型，将不同类别损伤模型预测的疲劳失效事件组合视为

随机集，采用概率假设密度法递推实现结构疲劳失效状态

估计，进而开展给定分布模型下支撑结构的疲劳可靠度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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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木结构基于耗能技术的抗

震加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朝洋 1702010106

王德刚

/1807020119

,张林晓涵

/1808040050

,田新龙

/1802010188

,张原

/1704010814

谢启芳 教授 0807

项目旨在针对传统木结构的结构形式、力学特性、工作机

制和耗能机理，利用结构减震和耗能技术，对传统木结构

现有的抗震加固技术进行研究、并提出其抗震加固的新方

法新技术。由于木结构本身兼具抗震性、隔热性、绝缘性

且易于加工，对其抗震加固耗能技术的研究可以更好地发

挥木材的优越性质，通过巧妙的木质结构，消耗、缓解地

震给木质建筑物带来的能量，从而提高传统木结构的抗震

能力。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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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框架组合节点形式及受力性

能认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龙 1802050223

李亮

/1802050221

,赵思

/1802010129

, 刘亦铭

/1802010232

,刘梓耀

/1702050225

徐莹璐 讲师
0810

01

本项目旨在认识并探索带混凝土楼板的钢框架梁柱连接节

点（组合节点）的节点形式和受力性能。针对传统组合节

点在循环荷载作用下无法实现梁上塑性铰外移，梁下翼缘

对接焊缝易出现破坏的不足，为探索高延性的组合节点，

项目提出了一种采用上窄下宽单轴对称梁截面且仅梁下翼

缘削弱的钢梁截面形式的新型组合节点形式，对其开展相

关的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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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和情绪管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易昊澜 1802010144

孙祥童

/1802010114

、伊家建

/1810010129

、 侯茂强

/1802010205

、 高瑶

/1802040101

徐红 副教授 0711

常常有学生问“怎样缓解巨大的压力和焦虑感？”、 “心

里积攒了很多的负能量，有什么办法可以开心起来？”、 

“想发泄出来又觉得太冲动，憋着心里又特别不舒服”…

…本项目旨在陪伴学生从其经验到的学习和生活中的真实

事件入手，去探索那些事件背后所蕴含的情绪以及情绪背

后的观点或是信念、期待（特别是来自原生家庭中未满足

的期待）、渴望以及自我的生命力，并以新的视角整合出

可以为自己所用的资源，改变过去那些事情对我们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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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定制公交发展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钟素媛 1802020204

尚娇阳

/1802020107

、刘万仪

/1702020210

、李思进

/1802030123

、杨子熙

/1708050103

李晓华 讲师 0818

    定制公交是一种介于常规公交与出租车之间的公共交

通服务模式，为处于相同区域、相同出行时间、相同出行

需求的人群量身定做的一人一座、一站直达式公共交通服

务。

      项目在分析国内外城市定制公交发展及研究现状的

基础上，进行定制公交站点规划及票价研究，并在西安市

选取一典型区域进行案例分析，以验证前期研究成果的可

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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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位移激励下磁流变减振器

力学性能的数值模拟与实用设

计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阴照滨 1902010091
周开泽

1902010221
郭鹏飞 副教授 0810

将基于流体动力学质量守恒和动量守恒，提出任意激励下

MR减振器的力学模型，利用“直线法”对模型进行数值求

解，通过与不同电流和位移激励下的实验数据对模型进行

验证。在此基础上，本项目拟基于MR液体为不可压

Bingham流体的假设，通过把阻尼力分解为粘性力，屈服

力和惯性力，推导阻尼力解析表达式近似解，建立简单实

用的阻尼器设计方法，定量地把减振器设计参数与阻尼器

的阻尼力关联起来，首次使得高频下MR减振器阻尼力的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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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MATLAB的工程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睿夫 1802040130

杨雄

/1702010132

，白澄宇

/1802060310

，毛文桢

/1902010214

，王永辉

/1802010081

郭师虹 副教授 0810 利用MATLAB对土木工程中弹性力学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

2020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S2020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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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月河川道经济带产业和

城镇协调发展规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思源 1802030202

雍仕航

/1802010096

，李宇锦

/1902030105

，王婷

/1802020208

，连歆恺

/1802010101

陈大鹏 副教授 0828

月河川道为安康市社会经济最发达，产业最集中，人口最

密集的地区，因此也是安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地区。

为促进安康市经济社会发展，合理进行经济发展布局，促

进月河川道地区集约、快速、可持续发展，整合工业、第

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中心城市与经济密集带城镇的协调发

展，为安康市十四五规划提供支持，特进行安康市月河川

道地区产业带和城镇带协调发展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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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复杂应力路径作用的农业

固体废物加筋黄土剪切行为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蒋鑫 1810040219

张励

/1702010126

,吕玉蒙

/1802040207

郑文杰 教授 0810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

家基础设施建设在一些特殊土、盐渍土等区域，这类土体

特殊的工程性质无法满足工程建设的安全和需求。加筋土

技术是一种相对有效的土体改良方法，引入天然或人工纤

维材料，通过其与土体界面相互作用行为来增强抗剪强

度，目前此类技术在路基工程、挡土墙、边坡防护、以及

地基基础等工程的应用性已得到证实。基于此，本研究旨

在考虑复杂应力路径作用下开展农作废弃秸秆加筋黄土强

度特性研究，所得结果用以揭示抗剪强度增强机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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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下变电防灾减灾机制及

健康评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何杰 1806040123

庞盼望

/1808010325

,彭超群

/1902050219

,刘少杰

/1802010231

,王凯歌

/1808020415

文波 教授 0810

变电站作为城市生命线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其灾害脆弱性

是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变电站不但应具

备必要的抗震性能，还应确保震后快速恢复使用功能，其

抗震理念需从抗倒塌向震后可恢复功能转变，目前变电站

可恢复功能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项目采用理论分析、试

验研究、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研发新型自复位防屈曲

支撑和形状记忆合金复位器，分别作为变电站主厂房结构

和电气设备的可恢复功能元件，研究其几何参数、力学性

能参数、构造形式及优化布置原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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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计划技术的应用现状调查

及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琦筱 1804030512

王鑫杰

/1804010623

,赵波

/1804010121

,安青亚

/1802020210

,王怡凡

/1802040104

蒋红妍 副教授 ####

通过查阅文献、实际项目调查、问卷调查等方式，就网络

计划技术在工程项目进度管理中的国内外应用现状给出客

观结论，根据所收集资料整理并分析其原因。项目成员将

熟悉调查研究的基本程序，能够就分析对象开展相应的数

据收集工作；形成研究报告一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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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下应

急救援点设置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新苗 1804030205

何景源

/1802020111

，赵苑伶 

/1802020103

，陈鹏翼

/1807010308

，雷彤

/1802030101

雷斌
正高级

工程
0823

   安全生产理论和实践表明，事故发生必然存在风险点风

险管控失效的传导从而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链

条。本项目以防范化解运营风险为核心，结合风险管控和

应急联动机制的研究结论，对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应

急救援点选址设置深入分析并提出建议，应急救援点分区

分级设置的安全管理体系，为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管理部门

和运营企业提供有效借鉴参考，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安全

运行水平，促进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和高质量发展。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01

铁碳二亚胺材料的原位碳化包

覆及钾离子电池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欢妍 201802020708

朱向如

/2018020207

30,候涌

/2018020207

16,于国龙

/2018020207

30,刘辉

/2018020207

19

李嘉胤 副教授 0804

为了解决铁碳二亚胺材料在钾离子电池中结构破坏导致稳

定性差的问题，本项目拟通过选择合适的原料和工艺参

数，利用一步固相烧结法在铁碳二亚胺材料表面原位进行

碳化包覆，形成稳定的复合结构，研究该材料复合结构对

电化学储钾过程的影响，建立该材料在储钾过程中的构效

机制，为拓展钾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体系和稳定性的提升提

供参考依据。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02

高性能耐油耐盐泡排剂的制备

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雪婷 201808020801

王淇

/2017080202

11,韩宁

/2018080208

02,杨莛鋆

/2017080206

30,焦想

/2017080501

12

赖小娟 教授 0703

 项目针对神木气田气井凝析油含量高、井底积液成分复杂

的问题，合成新型的两性表面活性剂作为起泡剂，并利用

自制表面活性剂制备高性能耐油耐盐泡排剂产品，研究泡

排剂在高矿化度和高凝析油含量条件下的应用性能。产品

在高盐、高凝析油含量的极端环境中具有良好携液性能，

这对于神木气田气井提高产量有重要意义。通过项目研究

申请发明专利1件，提交结题报告并发表论文1篇，SCI或

EI收录1篇。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03

便携式表面张力和接触角光学

测量一体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阎沛栋 201811020125

郭浩

/2018110201

08,候伟伟

/2018110201

09,刘瑞颖

/2018110201

01,曹轲

/2017110201

08

罗道斌 副教授 0702

针对工业生产中对流体润湿性测量技术需求及表面张力和

接触角同步测量仪匮乏的现状，本项目提出光学方法对流

体的表面张力和接触角同步测量，并结合实用性和测量可

靠性，设计表面张力和接触角同步光学测量的最小系统，

开发一套操作简单、使用方便的便携式表面张力和接触角

同步测量一体仪，一体仪对表面张力和接触角的测量精度

优于0.01N/m和0.1°。本项目研究的表面张力和接触角光

学测量技术在石化等领域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04

步速和极简鞋对膝关节生物力

学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慧 201709070214

陈顺

/2017090702

02,姚辰欣

/2018010104

10,常丽婷

/2018010105

01,李祥红

/2019100701

07

汤运启 副教授 0816

膝骨关节炎是一种退行性关节病变，健步走是中老年人喜

爱的锻炼方式，但是步速和穿鞋类型对膝关节的影响尚无

定论。本研究拟使用三维运动捕捉系统、三维测力台和无

线表面肌电测试仪等设备采集并分析受试者在慢走、常速

走、快走和慢跑及裸足、穿极简鞋和普通运动鞋三种穿鞋

状态下的膝关节动力学、运动学、肌电图学等指标，进一

步分析步速和穿鞋类型对膝关节的影响，为中老年人体育

锻炼时运动鞋类型和步速的选择提供指导意见。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05X
“Circle"校易宝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学青 201809070206

常赛风

/2018090702

02,李千禧

/2018090702

05,李佳静

/2018090702

04,刘可盈

/2018090702

07,

魏小红 讲师 0816

本项目旨在开发运营一款名为“Circle”的二手交易平

台，用于校园师生二手物品交易及信息资讯交流。通过平

台让闲置物品循环再利用起来，使二手交易安全无忧便

捷；让校园资讯信息交互快捷流畅起来，使师生轻松了解

身边事，快乐交友、做兼职等，助力为师生创造安心、舒

适、有温度的校园生态圈。项目从师生需求出发，从用户

分析、竞争优势、功能设计、运营维护四个维度对平台进

行设计开发，通过试运营进行完善升级和应用推广。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06

真空—蒸汽烫漂与组合干燥一

体化智能加工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方鑫奎 201705060521

任嘉齐/ 

20170506051

0,何亚康

/2018050603

12,翟虹瑞

/2018050603

29,赵佳龙

/2018050603

31

王栋 讲师 0802

针对国内外农产品干燥加工普遍存在干燥前处理灭酶护色

技术和单一干燥技术有缺陷，灭酶与干燥为独立设备成本

高、二次布料易污染等问题，研发真空—蒸汽烫漂与组合

干燥一体化智能加工技术（含一体化设备及其网络化远程

智能监控系统），并以食用菌等为物料，研究得出一体化

加工过程的影响因素。本技术具有“原色保质、洁净高效

、绿色节能、智能监控”等优势，对促进我国农产品加工

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积极的作用。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07
智能光管理透明木材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玉军 201701010424

安宁

/2017010104

17,张飞

/2017010101

10,王雯

/2017010102

11,杨容姣

/2017010103

12

林涛 教授 0817

木材透明后，将可以应用在如窗户，太阳能电池和光电子

等更广泛的领域，有望取代传统的几千年不降解的光电材

料、玻璃、塑料等材料。本项目提出了一种光致变色透明

智能木材。采用化学方法对木材进行脱色和透明化处理，

在透明化处理的过程中掺杂光敏材料使其不仅能良好采

光，还具备智能变色功能。该木材用作建筑材料时能随着

阳光强弱的变化，通过改变自身颜色深浅以调节透明木材

的透光率，进而智能调控进入室内的光通量。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08

不同泌乳期羊乳和牛乳的高通

量定量蛋白质组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武希璇 201704010220

刘正纯

/2017040102

12,胡晓佳

/2017040102

05,伊高阳

/2018040102

17

贾玮 副教授 0827

陕西省乳粉产量位于全国第二名，其中羊乳粉占全国90%。

2018年陕西省实施“3＋X”工程加快推进产业脱贫，夯实

乡村振兴基础。羊乳制品加工转化率低、附加值低，产值

与产量差距较大，产品同质化严重，创新驱动不显著，急

需对羊乳研究再进行深入，以扩展人们对羊乳营养的认识

并支持产品升级。本研究拟通过高分辨质谱技术筛选并确

证不同泌乳期的羊乳和牛乳特征蛋白质并对差异表达蛋白

质丰度变化及其参与的生物功能进行研究。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09

大孔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氨

酯复合涂饰剂的制备及性能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英博 201701010724

陈华

/2017010103

17,谢龙

/2017010103

24,张国超

/2017010101

30

闫凯 讲师 0813

本课题拟在水性聚氨酯中引入丙烯酸酯制备复合乳液，研

究丙烯酸酯含量对聚氨酯力学性能和耐湿擦性的影响；尝

试利用大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负载天然高分子壳聚糖，研

究物理吸附作用或氢键对壳聚糖负载量的影响；用原位聚

合或物理共混两种方法制备复合皮革涂饰剂，研究界面作

用对复合乳液稳定以及复合薄膜力学性能的影响，调节二

氧化硅粒径和壳聚糖负载量，研究其对复合皮革涂饰剂力

学性能、抗菌性能、透水汽性能的影响。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10

高铁受电弓滑板用C/C-Cu-Ni

复合材料的水热共沉积制备技

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小雅 201802020212

井晓明

/2017020206

18,高瑞华

/2018020203

04,王玉宁

/2018020207

27

欧阳海

波
副教授 0804

高铁不仅是我国交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更是中国崛起

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最新象征。受电弓滑板是高铁电力机车

的灵魂部件，高铁的不断发展势必会推动受电弓滑板材料

的不断创新。针对新一代C/C-Cu受电弓面临熔融渗铜技术

在结构调控上的瓶颈，本项目提出用水热共沉积技术来制

备C/C-Cu-Ni复合材料实现复合材料结构调控和性能优化

。本项目研究有望取得受电弓板材料的新突破，提升我国

高铁的自主创新能力。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11

计算机辅助古陶瓷三维碎片拼

接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丹阳 201706010109

苌晓辉

/2017060101

28,刘新娜

/2017060103

04,蒙昱佳

/2017060102

17,

李巍 讲师 0809

考古发掘中的碎片专家通常只能粗略的通过颜色、纹理、

器型等特征对碎片进行分类，后期的拼接更是要耗费大量

精力，该项目建立了一套计算机辅助三维古陶瓷碎片拼接

系统，首先采集碎片数据并建立数据库；然后进行特征提

取、特征匹配、碎片拼接，给出相应的拼接方案供修复人

员参考，提高了拼接效率，减少了修复人员的劳动强度，

同时减少了修复过程中对古文物的二次伤害。系统的建立

促进了考古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人类对古文明的探索。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12X

“秦潮+”精准扶贫创意文化

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潘亚婷 201807040109

丁奎清

/2018050111

10,毕慧娟

/2018070301

02,肖逸凡

/2018090206

30,李海玉

/2018090102

06

李晶,

胡珂

副教

授,讲

师

1202

该项目主要立足于“秦潮+”这一平台，“秦”指的是秦地

文化、秦地特色，“潮”指的是赶上时代潮流，使其更加

符合大众审美。在依靠秦地深厚文化底蕴的基础上，以秦

绣为主要切入点，其后聚点成面，完善平台建设，打造集

手工艺品零售、弘扬非遗文化和文化传承地旅游景点推广

为一体的创意文化服务平台。依托平台，实现精准扶贫、

乡村振兴、非遗传承、手工艺线下体验等涵盖秦地特色的

综合服务。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13
老年告警智能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洪久久 201910070202

石玉娇

/2018090702

09,李紫艳

/2019100701

08,朱小凤

/2019100702

17,侯科羽

/2019100702

03

万蓬勃 副教授 0816

本项目希望能够通过基于可穿戴技术设计一款具有跌倒检

测的智能鞋，进而对老年人的日常行为进行实时追踪与监

控，检测与判定老年人是否发生跌倒事件，且能够定位到

发生跌倒事件的位置，然后将跌倒的警报与位置通过短信

的方式通知紧急联系人，缩短等待救助时间，降低因跌倒

带来的危害。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14
吊篮式玻璃幕墙清洁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明杰 201805010905

徐若萱

/2018050106

04,杨佩菁

/2018050104

03,廖涛

/2018050103

18

史鹏涛 副教授 0802

  该项目主要围绕提高清洁效率、降低危险系数、降低清

洁成本、提高产品适用性和实现水的循环利用这几个主题

来设计一个幕墙清洁机器人。

  该机器人借助现有成熟的吊篮技术，大大提高了机器人

的稳定性，能够实现玻璃幕墙的清洁工作，并且能够实现

在玻璃幕墙清洁工作遇障时完成避障功能，且资源再利

用，市场前景广阔，通过该机器人提高了此种清洁工作的

效率，同时降低危险系数，节省人力物力，减少成本，真

正达到改善目的。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15

碳包覆三明治结构SnSe/r-GO

复合物作为钠离子电池负极材

料的制备及电化学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炎杰 201802020717

王佳乐

/2018020207

26,刘旭华

/2018020204

24,蒋永

/2019202041

8,马新瑞

/2019020204

23

黄剑锋 教授 0804

目前硒化锡基负极材料的钠离子电池性能极具潜力，但是

其充放电结构稳定性仍需进一步改善。在此背景下，本项

目设计了一种包覆结构，通过溶剂热法结合热处理法构筑

了一种形貌特征为碳包覆三明治结构SnSe/r-GO复合材

料，通过调控包覆结构实现高稳定性储钠。项目的成功实

施有望在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方向开拓新的材料应用体

系，并为其他材料体系的结构设计提供重要参考。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16

改性纤维素基抗菌功能材料的

制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润达 201801010226

刘景涛

/2018010103

23,郭子瞻

/2018010104

15

钱立伟 副教授 0804

针对病毒细菌给人们的健康造成威胁的现象，迫切需要开

发新型的抗菌材料。本项目设计具有抗菌性能的新型咪唑

离子液体结构作为抗菌剂，采用表面化学接枝改性的方

法，通过氧化、希夫碱等反应，将抗菌剂接枝到纤维素气

凝胶材料上，制备了新型纤维素基抗菌材料。通过SEM、

FTIR、XRD、XPS等手段对材料的组成和形态进行表征，通

过圆盘扩散法和平板计数法等实验对所制备的新型纤维素

材料的抗菌性能进行验证。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17

光暗两步法处理鸡粪污水制氢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自伦 201803040129

苏振华

/2018030401

30,危浩文

/2018030401

32,向铭瑞

/2018030403

30,殷岳

/2018030403

31

安丹 讲师 0825

本项目为光暗两步法处理鸡粪污水制氢的研究，目前，全

国养鸡场粪水年排放总量高达60亿吨，大部分没得到利

用，造成了浪费和污染。本项目以鸡粪废水为底物，用暗

细菌先发酵，废液调节pH，而后采用光合细菌再发酵，处

理有机酸，进一步提高制氢效率，较之于单独的暗或光合

细菌处理，本项目具有底物利用率更高，产氢率和产氢量

更高，清洁，污染小的优点。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18

基于配体置换的MOFs后合成机

理与性能调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于雯 201909020709

徐刚

/2018080201

29,段雨希

/2019090207

03,周家成

/2019090207

29

曹丽慧 副教授 0703

后合成修饰策略为含所需官能团的金属有机框架（MOF）及

更高层次的性质提升提供了新思路。本项目拟采用羧酸和

吡啶类混合配体构筑大孔腔稳定性高的层-柱型MOF，在适

当浓度、溶剂和温度下用外加吡啶类配体交换其中的柱配

体，研究配体交换的完整性和可逆性，揭示化学键断开和

形成的规律。此外，研究配体交换对气体吸附、分离及荧

光性质的调控作用，为可控设计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MOF

提供实验论证和理论参考。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19
 全自动洗衣机节水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安达 201705010219

杜景云

/2017060103

10,王昱

/2018050202

26,姚淑敏

/2019050204

11

盛强 讲师 0805

设计一款针对全自动洗衣机的自动节水装置，装置包括储

水箱、进出水控制系统和垂直伸缩洗衣机支架，通过在储

水箱中设置水流传感器和三通电磁阀门，准确分辨全自动

洗衣机三缸六排水过程中，针对不同阶段的排水，将仍有

回收价值的水资源暂存并再次利用，同时设计两种节水模

式，实现全自动洗衣机废水回收自动化。本装置结构简单

、操作方便、实用性强，不仅能缓解我国淡水资源紧张的

压力，同时节约家庭用水成本，具有很好的推广前景。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20
高跟鞋稳定性功能鞋垫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翊竹 201809070220

覃义婷

/2018090702

10,田芳

/2018090701

12,王清清

/2018090701

13,郭楠

/2019100702

01

万蓬勃 副教授 0816

高跟鞋给女性带来的美是不可替代的，高跟鞋外观的改变

会影响高跟鞋的整体美感。本课题拟通过鞋垫设计来改善

高跟鞋的穿着稳定性。探索鞋跟高度对高跟鞋稳定性的影

响大小，从鞋垫的结构和材料方面进行功能鞋垫的设计，

通过客观稳定性测试及主观舒适度评价对功能鞋垫的稳定

性和舒适性进行评估。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21

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对社会型创

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愿

、能、行、果的模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昕瑶 201807040211

范馨月

/2018070403

05,徐昊然

/2018070401

32,贾士玲

/2018070402

10,曹梦渊

/2019080103

02

陈晓暾 副教授 1202

本项目通过查阅文献资料、问卷调研等方式深入了解创业

者的亲社会动机以及其对社会问题、社会需要的感知程

度，了解组织是否具备抓住机会创造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

的能力与行为，分析创业者的亲社会动机与组织此种能力

、行为的相关程度。从而基于愿、能、行、果的模型，探

索研究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对社会型创业绩效的影响。为我

国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战略选择及可行性建

议，进而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22

基于物联网的导盲手杖的设计

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焦佳庆 201711020103

薛佳

/2017110202

05,张润

/2018110201

26,任晓可

/2018110201

19

周利

斌,刘

建科

讲师,

教授
0702

本项目主要研究一款基于物联网并可采用移动APP管理的导

盲手杖。拟通过STM32系列芯片为核心搭建嵌入式系统，

利用超声波模块以及OpenMV模块对路况进行检测分析，结

合GPS模块进行跟踪定位和导航，继而通过语音合成模块提

醒并引导盲人安全出行；通过4G网络模块、无线网络与客

户手机终端APP构成双向通讯，可通过一键式视频通话模块

实现盲人与家属之间随时沟通联系；采用太阳能供电系统

为导盲手杖持续供电。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23

Ti3C2TX基柔性导电皮革的制

备及其在可穿戴压阻式传感器

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佳琛 201701010311

李娜

/2017010105

05,任路

/2017010106

09,李思雯

/2017010106

09

鲍艳 教授 0817

本项目以提高皮革纤维传感性能为出发点，首先通过原位

氧化自聚合的方法将导电纳米材料Ti3C2TX与两性材料聚

多巴胺（PDA）复合，随后以天然皮革作为柔性基底，通过

“渗透-自组装”策略将PDA改性的Ti3C2TX与皮革纤维复

合制备柔性导电皮革，并将其用于可穿戴压阻式传感器中

。通过控制导电材料在皮革中的“渗透-自组装”行为，在

皮革纤维中形成均匀导电网络，提高皮革基可穿戴压阻式

传感器的应用性能。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24

载铁非均相Fenton催化剂的制

备及处理造纸废水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叶青青 201701010108

刘雨恺

/2019010101

18,何雨桐

/2019010101

03,/张显妤

/2017010104

13

罗清 副教授 0817

Fenton氧化法是生态环境部推荐的造纸工业废水深度处理

技术，在行业内得到广泛应用，但仍存在药剂用量大，铁

泥产量高的缺点。本项目提出以活性炭、粉煤灰和石英砂

等材料作为载体负载铁离子，制备非均相催化剂，应用于

造纸废水深度处理。通过考察催化剂性能、催化剂用量，

过氧化氢用量，pH等因素对水处理效果的影响，确定催化

剂的最佳制备条件和水处理工艺条件，为解决fenton氧化

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理论基础。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25

单相高熵钙钛矿氧化物陶瓷材

料的介电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金格 201702030306

师丽娟

/2017020206

07,张旭娟

/2017020207

13,王怡婷

/2017020207

09

蒲永平 教授 0804

高熵氧化物陶瓷材料是由多种主元按等摩尔比或接近等摩

尔比组成的一类新型陶瓷材料。由于其相对于传统单一主

元材料所拥有的独特性能，最近也引起了无机非金属领域

研宄人员的关注。本项目对具有钙钛矿结构的高熵氧化物

进行研究，分析其单相形成机理以及进行介电铁电性能测

试。将高熵的概念运用于电介质陶瓷材料中，通过多组元

的结合方式以及利用高熵材料特有的效应，使其性能获得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26
鹿药抗真菌有效部位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然然 201804040316

庞廷松

/2017040404

25,罗凯英

/2018040403

06

刘伟 讲师 1008

鹿药为陕西秦岭七药之一，资源丰富，药食两用。本课题

组前期首次报道鹿药粗提物对真菌表现广谱、杀菌活性，

但其抗真菌有效部位或有效成分还不明确，作用机制还待

阐明。本项目拟采用药敏、杀菌、生长曲线、菌丝和生物

被膜形成等实验对鹿药不同极性部位的抗真菌活性进行比

较评价，进一步考察鹿药有效部位的体内抗真菌活性和基

于细胞壁的作用机制。本项目为新型抗真菌药物的发现提

供基础，同时也为拓展鹿药的药理功能提供依据。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27

基于眼电控制的智能助障家居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攀 201706010711

李俏

/2017060107

02,雷改转

/2017060103

03,王佳琪

/2017060102

04

周强 教授 0807

我国老年人以及由于各种疾病或意外事故导致的肢体残疾

人数逐年增加，这两类人群行动不便，需要他人不同程度

、不同形式的长期照料，耗费大量社会资源。为此研制了

基于眼电控制的智能助障家居系统。系统由眼电采集模块

、眼电辨识模块、控制器模块和人机交互界面四部分构成

。使用者只需有意识的执行眨眼动作，就可以控制轮椅在

家中自由行动，还可以控制电灯、风扇、窗帘、空调、电

视机等家居设备的开关。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28X

“净网+”网络不良信息智能

发现系统的商业模式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陈文涵 2.01807E+11

林婧

/2017070103

09,曹凯铭

/2017070102

22,李可沁

/2019100801

09,金旭阳

/2019070108

14

石乘

齐,张

永斌

副教

授,讲

师

1202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对互联网治理的重要指示和国家相关

治理工作，旨在对不良网站进行实时检测与封堵的“净网+

”系统应运而生。该系统由团队导师前期自主研发，通过

“大数据预警+AI检测+持续跟踪”，实现对不良网站的高

效实时检测与封堵，具有较强的技术成熟度和先进性。本

项目以该技术系统的成果转化为目标，通过相关调研、应

用分析等，对可行的商业模式进行探讨和设计，推动技术

与市场的对接，实现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29

“互联网+金融”对接陕西高

校科技创新的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金凤 201707020220

何宇婷

/2017070302

05,陈朝骞

/2017070403

03,李湘

/2017070202

05,黄富安

/2018070204

28

贺宝成 副教授 1202

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科技企业商标申请量、科技论文产

出、研发人员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但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不

高，特别是在高校科技创新中，“融资难、融资贵”、成

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依然突出。本研究主要研究如

何运用“互联网+金融”的新思维、新技术、新业态，来助

力打通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的“堵点”“难点”“痛点”，

解破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两张皮”的问题。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30

PTFE基纳米复合材料空压机活

塞环的成型工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叶天宇 201705010228

杨潇

/2018050109

28,刘赞

/2018050101

12,张伟

/2018050109

30,谭琪

/2019050110

02

葛正浩 教授 0802

本课题拟通过与实际生产需求对比来实现纳米材料填充改

性PTFE复合材料不同实验配比样品的系列化。研究不同性

能要求的活塞环与不同质量分数填充材料，和填充材料种

类之间的关系。进行大量实际模拟测试，验证不同配方的

活塞环在实际运用中的合理性；之后，可以通过调整填充

物的种类和体积分数，得到最佳力学性能时的材料配比，

在此基础上研究变形机理和摩擦学行为，在提高效率的同

时缩减成本，制备出满足工程实际的聚四氟乙烯复合材料

。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31

磁性纳米金属/碳/PVDF多层复

合薄膜材料的吸波性能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其凡 201802020434

马彦龙

/2018020203

23,方丽

/2018020203

03,胡天笑

/2018020203

18,白茹雪

/2018020203

01

林营 教授 0804

针对金属有机框架材料（MOFs）衍生磁性纳米金属/碳复

合材料介电常数过大，阻抗匹配不足，导致吸波性能不理

想的问题，本项目拟将MOFs衍生磁性纳米金属/碳复合材

料与聚偏氟乙烯（PVDF）进行复合。系统研究提高复合材

料吸波性能的具体研究方案和工艺路线。本项目的顺利实

施将大大推动MOFs衍生磁性纳米金属/碳复合材料的实用

化，从而有效提高其在军事、民用等领域的应用。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32

Bi2O2SiO3-Si2Bi24O40-

BiOCl双异质结光催化剂的制

备及其可见光光催化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靖悦 201702020903

白树卓

/2018020205

15,刘天乐

/2018020205

06,王笑颖

/2017020207

08,王玉宁

/2018020207

27

伍媛婷 副教授 0804

通过本项目的研究，结合新工艺和新思路，合成

BSO/BiOCl 双异质结光催化剂，不仅可有效解决 BSO 材

料可见光响应光催化性能低下的问题，同时可有效解决双

异质结协同作用在光催化剂中的应用问题，并探索其作用

机理，建立工艺-结构-性能关系。本项目的研究为双异质

结在光催化材料中的应用及可见光响应光催化剂的性能改

善提供新思路和理论依据，对于新型可见光响应光催化剂

的开发及性能的优化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33
富硒乳酸菌红枣饮料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欣 201704010516

吴宇娟

/2018040105

14, 雷瑶

/2017040101

10,张环

/2017040105

19,王馨苹

/2018040105

11

徐颖 讲师 0827

为了补充硒预防克山病、大骨节病等疾病的发生，弥补硒

片营养及口感单一的不足，本项目研究富硒乳酸菌红枣饮

料的工艺。红枣经榨汁过滤后与全脂乳粉白砂糖混匀，接

种富硒乳酸菌进行发酵，这一过程既富集硒又使红枣得到

发酵口感更佳。这款新型的硒营养补充剂，综合了红枣的

营养和乳酸菌的功能，实现营养三合一，使营养补充更加

方便。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34

氧化石墨烯改性水性聚氨酯环

保材料在包装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秦亚桐 201808020211

曾庆珠

/2018080205

12,赵养浩

/2018080205

30,刘梦晶

/2017080202

06,赵旭东

/2018020204

35

王磊 教授 0703

项目采用氧化石墨烯改性聚氨酯，同时采用羧酸型和磺酸

型亲水扩链剂提高聚氨酯的交联度和耐热性能，制备得到

新型的氧化石墨烯改性水性聚氨酯，然后采用环保的水性

聚氨酯为基料制备包装涂料，项目产品对环境友好，不含

挥发性有机溶剂（VOC），不使用三乙胺中和剂，无刺激性

气味，具有安全环保、低投入、高产出的显著特点，具有

环保节能效应。通过项目研究申请发明专利1件，提交结题

报告并发表论文1篇。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35

三维激光追踪球杆仪成套测量

装置与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敬林 201705010205

蔡志祥

/2017001,侯

苗/2017002,

邵光学

/2017003,王

力/2017004

李海涛 讲师 0803

本项目以位姿综合测量为切入点，研究高精度的机械式追

踪技术、高精度实物标定技术以及位姿偏差测量原理，基

于此设计出三维激光追踪球杆仪成套测量装置与方法。该

设计主要是为了高效高精度的解决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

制造等领域的精度综合测量的难题。目前在国内外并没有

发现此成套技术的相关报道，属于比较新颖的技术，具有

较好的发展前景。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36

融合新闻视角下“西商品牌”

传播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译霆 201709090102

赵紫璇 

/2017090901

20,寇婕

/2017090901

04,陶宣伊

/2017090901

13

梁敏 副教授 1303

西商企业、西商精神、西商品牌是西安本土文化中的精英

部分。为了助力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为了建设大

西安、振兴陕西，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追赶超越”

要求的具体措施。

本项目针对目前“西商品牌”传播呈现出的传播力度不够

、碎片化明显、不能迎合融媒体时代的发展等问题，以融

合新闻为视角，为“西商品牌”的传播探寻到与时俱进的

有效路径，丰富其传播理论，重塑西商品牌，使西商走向

国际，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37

易班“校本化”师生服务类软

件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建军 201708020817

晏广璟

/2018060205

25,王锦程

/2019110105

25,于松岩

/2018060205

26

陶兴

旺，张

诚

讲师，

助教
0804

本项目旨在建设一套基于易班平台的“校本化”软件平

台，着力为辅导员减负，增加学生使用易班粘性。项目拟

建设去向统计系统—“去哪儿”、学校“点名”系统—“

在哪儿”、签到系统—“易签到”、抢票选座系统—“抢

座位”等四个子系统，并上线运行，同时申请5套软件著作

和一篇有关于校本化建设的理论学术论文。为易班建设积

攒实际经验，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校本化”易班推广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38

基于近红外光谱与机器学习的

猕猴桃品质快速评价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佳 201806020504

李雯

/2018060208

03,李新

/2018060204

20,张淞

/2018060205

12,曹许

/2018060207

13

郭拓 讲师 0807

水果由于其由于产地的差异或品种的差异会导致其口味与

品质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目前，市场上的水果对于品质的

鉴定主要依靠人工和经验，由此判断不但会会造成时间和

资源的浪费，还不能对水果的品质有十分可靠的鉴定。近

红外光谱技术是一种快速无损的检测技术，可以通过近红

外光谱技术对水果的品质鉴定数据建立机器学习模型，可

以实时、客观、准确地评价质量，并且可以帮助果农定出

合理的价格。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39

一款具有调节肠道菌群功能饮

品的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玥池 201804010409

狄薇

/2018040104

02,张茜

/2018040104

19,张妮丹

/2018040104

18,马雨哲

/2017040105

25

鲁曦 副教授 0827

肠道菌群平衡是肠道保持正常功能的必要因素。由于现代

人生活饮食习惯的改变，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

发病率逐年提高，而调节肠道菌群是预防改善上述疾病发

生发展的可能有效途径之一。本项目前期在婴儿肠道内分

理处一株罗伊氏乳杆菌，通过研究发现其具有调节高血脂

小鼠动物模型血脂的功能，因此本研究将利用这株益生

菌，通过微生物学和现代食品科技，开发出具有肠道菌群

调节功能的饮品，具有良好的感官特性和功能特性。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40

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的智能手机

可视化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肖新元 201904010428

李艳妮

/2016040102

08,罗艺瑶

/2019040104

07,米惠琪

/2019040104

24,加怡

/2019070203

02

徐秦峰 副教授 1010

本项目为可实时上传检测结果的新冠病毒便携检测盒，通

过外加设备可实现检测结果实时上传，对于疑似结果可上

传至实验室二次检测，保证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减轻了

疫情期间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危险性

。适合公司，学校等集体进行检测。大幅度降低了检测的

工作量与危险性。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41

纳米纤维素基Fe-N/C电催化剂

的开发及高性能锌-空气电池

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姣姣 201801010108

张颖

/2018010106

31,赵嘉豪

/2018010106

32,许欣怡

/2018010101

10

沈梦霞 副教授 0817

本项目利用木浆制备纳米级尺寸、高比表面积的纤维素纳

米纤维（CNF），并在其表面通过自组装反应原位负载腺嘌

呤-铁（FeA）配合物，调控FeA@CNF复合体系结构，控制

碳化条件制备Fe–N/C材料，研究Fe–N/C的氧还原反应和

氧析出反应电催化与可充电锌-空气电池性能，探索催化机

理并建立Fe–N/C材料的结构与电催化性能间的构效关

系，推动纳米纤维素新材料在储能器件中的高附加值应用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42

基于仿生结构设计的纳米纤维

素结构调控及对细胞行为影响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磊 201701010620

李磊

/2017010106

20,代曦怡

/2017010101

02,赵欣雨

/2017010101

13

张素风 教授 0817

天然生物结构材料具有优异的力学、光学和生物相容性等

性能，进行“仿生组装”来制备高性能纤维结构材料成为

一种交叉研究前沿热点。细菌纤维素是一类由微生物合成

的天然高分子材料，与植物纤维素在化学组成和结构上一

致，但有比植物纤维素更优异的性能。但天然的细菌纤维

素因结构细微，形成的材料致密，不具备适合细胞生长的

大孔，缺乏细胞生长必要的供氧体系。对天然纤维素进行

纳米化及表面活性修饰后，有望应用于组织工程细胞培养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43

基于AI的火灾巡检及火点定位

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元沙 201706020610

叶圣丽

/2017060204

10,李羽馨

/2017060208

08,徐章茹

/2017060208

12

杨萍 副教授 0811

针对现有火灾巡检和火点定位系统中的不足，提高火灾预

警的准确率，本项目设计了一种基于人工智能图像识别与

定位的智能巡检火灾预警系统。系统使用温度传感器检测

环境温度，并加入热红外传感器和烟雾传感器采集相应的

火光和烟雾浓度信息，应用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处理各

传感器提供的异常信息。利用AI芯片处理能力的优势，实

时完成异常信息的处理，完成自动路径规划和自动充电设

置，并实现无线通信功能。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44X
一村一水站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杜昊岩 201802020219

张玲

/2018010304

15,庞瑞雪

/2017010304

07,黄喆明

/2019020210

16,晏泉

/2018010104

28

徐卫

涛,李

晓

讲师,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致力于解决贫困农村地区生活饮用水安全问题。由

于部分农村地区存在使用渗水井、供水管理落后等造成饮

用水严重不达标问题，团队依托高校科研优势研制出一种

多功能净水设备，使成本降低了2/3，并且通过“GOP”模

式与政府、爱心企业达成公益合作，在饮水存在问题的贫

困地区，为每一个村庄免费建设一个水站，使饮用水高于

国家标准，让贫困地区老百姓喝上干净放心水。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45X

集定制游，乡村游与扶贫为一

体的旅游开发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慧 201807040313

慕海燕

/2018070403

14,韩雪纯

/2018070703

05,肖洁

/2018070403

20,赵振

铎,/2018070

50129

薛贤 讲师 1202

公司开发一款集定制游，乡村旅游与扶贫为一体的B2C中老

年人旅游电子商务网站。网站业务分为定制游和乡村旅游

两大业务。特色为乡村旅游助力扶贫攻坚，以及新型“海

底捞”式服务，秉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为

老年人提供一站式服务，加入“传奇人生”元素，包括传

奇故事，民间艺术，风俗，当地美食等等；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的传统美德。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46

实现个性化营养方案的圆柱坐

标式食品3D打印机设计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辰 201805011121

秦顺 

/2018050111

23,慕小康

/2017050112

16,徐可

/2019050111

22,刘磊

/2017050111

12

葛正浩 教授 08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食品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对食物的味道、外形及各种营养素的需要不同，所需

食品各异。为此本项目研究一种圆柱坐标式个性化食品3D

打印机。其成型原理和机械结构都借鉴传统的FDM 3D打印

机，采用圆柱坐标系的运动方式，具有占据空间小、结构

紧凑、工作范围大，打印精度高等特点。本项目的实施对

加快食品3D打印产业的技术进步，实现个性化食品3D打印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47

食品智慧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蒲公英茯砖茶的制备及活性成

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彭栋磊  201704020223

许佳琦

/2018040102

15,张楚婕

/2018040101

16,梁艳丹

/2019040101

05,张耀允

/2019040104

19

孙敏,

苗森林
讲师 0827

本项目以陕南地区蒲公英和夏秋茶为原材料，进行蒲公英

茯砖茶的制备及活性成分研究，开发蒲公英茯砖茶的产品

可以带动陕南地区蒲公英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助

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我省茯砖茶产品升级。本课题组项

目立意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所指出的“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高度贴合，同时，蒲公英中主要活性成分

研究能为临床医学研究提供有效依据。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48

多尺度解析陕西茯砖茶多糖免

疫调节活性构效关系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楠 201804010118

李嘉骏

/2018040102

27,马芸皓

/2018040104

10

孙玉姣 讲师 0827

茯砖茶是陕西特色茶叶资源，但目前对茯砖茶多糖的研究

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多采用粗多糖作为研究对象，严重阻

碍了茯砖茶多糖构效关系的研究。据此，本项目拟在前期

工作基础上，从多糖的体内外免疫调节活性入手，通过对

比免疫调节活性差异显著的茯砖茶多糖组分的精细结构、

溶液行为和分子链构象等多尺度结构信息，全面揭示茯砖

茶多糖发挥免疫调节活性的构效关系。研究结果将为茯砖

茶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和功能营养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49

多重食源性致病菌同步快速表

面增强拉曼光谱检测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单锦瑞 201804010304

闵婉妮

/2018040103

10,刘莹

/2018040103

09,王峄铭

/2016060202

23

王盼雪 副教授 0827

现有食源性致病菌检测技术很难实现多重致病菌的快速检

测和同步鉴定。本项目拟利用抗菌肽修饰的磁性纳米颗粒

为捕获基底，以抗体和拉曼报告分子修饰的金纳米颗粒为

报告物，建立一种双识别式的多重食源性致病菌同步快速

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检测方法。结合化学计量学分析实现不

同致病菌的快速鉴别及定量分析，为食源性致病菌的快速

同步检测提供新方法，可有效预防及控制食物中毒事件的

发生，保障人民食品安全。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50

连续型超声乳化器的设计及在

水性聚氨酯制备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召帅 201708020324

曲一凡

/2017080201

25,谢浩然

/2017080201

28,白倩

/2017080205

01,任子婕

/2017080205

09

来水利 教授 0703

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对相关生产设备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超声乳化能够明显减小乳液粒径，提高乳液

的稳定性。本项目旨在设计一种工业化连续型超声乳化

器，以解决目前大规模生产乳化过程中电机功率需求大、

能源消耗高的问题，同时将其应用在水性聚氨酯的制备过

程中，优化其工作参数。超声波乳化分散器可用于石油、

化工、轻工、纳米材料、食品和医药等生产过程中的油水

或其它物料的乳化或微乳化，具有较大的适用性。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51
古代陶瓷纹饰数据库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智春 201806060121

杨洋

/2018060106

23,黄珂韵

/2018060602

05,罗佳利

/2018060604

07

齐勇 讲师 0807

本项目提出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和图像处理的陶瓷纹饰

提取方法。方法使用U^2-Net卷积神经网络在瓷器图像上

提取瓷器轮廓，避免了外部因素对纹饰提取产生的影响；

并通过在图像上进行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解决了对纹饰进

行提取时边缘模糊不清的问题；同时建立数据库，让纹饰

数据便于检索。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52

基于“中庸”思想的乡村体育

促进乡村振兴的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佳雨 201707040107

冯瑞霞

/2017070302

03,周灵云

/2018070403

26

徐广华 副教授 120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更是加快乡村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发展乡村体育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当前乡村体育的发展面临着系列问题，鉴于此，本项目将

从“中庸”思想出发，在运用中庸思想指导乡村体育发展

的基础上，构建出四项基本原则，并倡导从不同层面促进

乡村体育的发展以期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53X
秦风古韵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吴媛 201807070220

丁泊斐

/2018070702

25,王伟东

/2018070102

30,李韦翰

/2018070103

25,黄泽一

/2018070103

24,

苏芳 教授 1202

人文研究类创业训练项目，结合“互联网+”新市场方向以

及陕南地区政策，以文创产品、旅游线路为先行产品，以

古镇重塑、设计赋能、产业赋联的文化旅游模式为研究方

向，以期实现企业增收、古镇复兴、农户脱贫的经济与社

会效益同步发展为目标。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54
一种新型苹果套袋一体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国龙 201805010517

李颖

/2018050602

03,巨苗苗

/2018050602

02,孔珍珠

/2018060205

05

王文娟 讲师 0802

一种苹果套袋一体机设备，该设备包括纸袋夹持部分、纸

袋抽取部分、纸袋开口部分、传送部分、套合部分、封口

部分等。通过真空装置和胶轮滚动装置，将纸袋传送到位

后进行撑口，再利用高温融化袋口的塑封膜进行封口。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55

光引发聚氨酯微胶囊的制备及

涂层自修复性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勃元 201808020230

刘铭泽

/2018080202

18,李文娟

/2018080201

05,王欣燕

/2018080208

11,陈楠

/2018080204

01

辛华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制备一种以聚氨酯为壳材，光引发单体和光引发剂

为芯材的自修复型微胶囊，通过正硅酸乙酯改性聚氨酯壳

材，使得微胶囊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和耐热性。通过探讨

光引发剂种类、不同光引发单体及其配比等因素对微胶囊

的影响，制备一种具有较高包覆率和自修复性能的微胶囊

。将制备的微胶囊引入到聚氨酯涂层，探究其对涂层自修

复性能的影响。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56

微波辅助高级氧化处理染料废

水Cf/SiCnws/Ni催化材料的

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博晗 201702020726

薛哲

/2017020208

26,赵伟鹏

/2017020208

32,陈博峰

/2018010103

14

李翠艳 副教授 0804

有机废水造成的水污染严重威胁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解

决该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利用微波技术来加速降解有机废

水是新的发展方向。本项目提出了Cf、SiCnw及Ni纳米颗

粒的复合体系，制备了Cf/SiCnws/Ni微波催化材料，发挥

了SiCnw及Ni纳米颗粒的优异的吸波性能，使

Cf/SiCnw/Ni复合材料具有优异的微波辅助催化降解性能

、高效的催化效率和稳定的结构，其作为催化剂材料在有

机废水处理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57

M位固溶型MAX相陶瓷的制备及

吸波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公斌 201802020715

乔乐

/2018020203

08,郝曲曲

/2818010302

03,张柯鑫

/2019020204

12

刘毅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针对固溶型MAX相陶瓷的制备难点，提出分步熔盐的

液相合成思路。将通过依次研究M位单元、二元以及多元固

溶体合成过程中的物相转变规律，逐步揭示中间相的扩散

反应过程和动力学特征，进而阐明固溶型MAX相的合成机理

和影响其纯度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研究固溶MAX相中

M位元素种类及含量对其电磁参数的影响规律，阐明固溶效

应对电磁波损耗的增强机制，为其在微波吸收领域的应用

奠定理论基础。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58

一种DMY纳米晶速效解酒口溶

膜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佳妹 201804040312

桑微

/2018040403

10,史烨凡

/2018040403

11,张鹏

/2018040202

26,邵婷

/2019040102

11

孔阳 讲师 0813

酒精性肝损伤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二氢杨梅素（DMY）具有

很好的解酒和加快酒精代谢功效，但溶解度差，生物利用

率低。因此本项目拟研制DMY纳米晶解酒口溶膜，将DMY制

备成纳米晶显著提高其水溶性和吸收速度，再制备成具有

解酒效果好、服用方便、吸收快、易携带等特点的口腔速

溶膜，不仅解决了二氢杨梅素溶解性差，吸收不好，利用

率低的问题，还能极大的缓解人们对解酒护肝保健产品的

迫切需求，对社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59

固态缓释型稳定性二氧化氯消

毒剂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恒 201708020311

袁明媛

/2018040102

18,陈晓萌

/2018040102

02,车佳瑞

/2018040103

01,赵庭煜

/2017080203

12

杨军胜
高级实

验师
0703

目前新冠病毒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给我国的疫情防控

也带来了很大压力。稳定性ClO2被WHO公认为安全、无毒

、无“三致”效应的A1级消毒剂。项目拟以羧甲基淀粉或

CMC、丙烯酸、丙烯酰胺为原料，改性凹凸棒为吸附剂制备

高吸水性树脂凝胶，再加入NaClO2、柠檬酸、无水硫酸钠

等制备常态下是粉剂的反应型缓释ClO2空气消毒剂。其经

历吸湿、溶解、反应、扩散等过程，可缓慢释放ClO2，达

到杀灭新冠病毒的目的。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60

基于双网络结构的绿色抗菌型

高强度酪蛋白水凝胶涂层的制

备与性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小雨
201701010512

韩文静

/2017010107

03,赵文婷

/2017010105

16,刘渊菲

/2017010107

07

徐群娜 副教授 0804

以酪蛋白为基材，通过调节合成参数，使酪蛋白在适当酸

度变性并自交联形成三维网状的纯酪蛋白水凝胶。同时以

纳米ZnO为金属离子交联剂，通过物理共混法与酪蛋白再交

联形成双网络结构，部分纳米ZnO作为抗菌剂被包覆分散于

凝胶内，通过UV固化为结构性能稳定且具抗菌性和保水性

的高强度酪蛋白凝胶，最终得到可应用于皮革涂饰的绿色

高强度功能涂层材料。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61

数字化工厂物联网架构设计与

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承昊 201805010618

李龙可

/2017050203

20,张地山

/2017050201

24,邹欣佚

/2018050204

16,丁旭江

/2018050107

08

孙军艳 副教授 0807

融合物联网、RFID、数据挖掘等技术，设计离散制造工厂

RFID数据采集的多层架构，实现对产品生产过程的数据实

时采集，构建数字化制造工厂物联网。以此为基础，改进

并优化相关数据挖掘算法，对企业的各项管理进行应用研

究。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62X

坐家走进山阳胜景，放飞绿色

心情——山阳云旅游策划方案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赵天舒 201707030219

徐可欣

/2017070302

16,梁梦娜

/2017070501

09,林志杰

/2184214481

,吕琪

琪,/2019010

30408

严瑜筱 讲师 1202

我公司将利用“瞰天下”APP为山阳县的旅游资源提供展示

平台，助力山阳县文化旅游发展，进而帮助其以旅游促扶

贫脱贫、以旅游促经济发展，进一步巩固全面脱贫攻坚工

作成果。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63
公用餐具创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博涵 201915010122

刘源

/2019150101

18

郭西雅 副教授 0802

在新冠疫情蔓延及国家倡导使用公勺公筷文明用餐的背景

下，提出公用餐具创新设计，拟通过感应、检测及反馈等

交互技术，引导人们使用公勺公筷，逐渐规范人们的用餐

习惯，再通过产品形态设计，吸引就餐者使用公勺公筷，

以防止相关疾病的传播，为人们创造健康美好的就餐体验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64

复杂交通网络集散能力的建模

仿真与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富霞 201705020306

耿荣栓

/2018110102

26,吴小花

/2019050204

09,郑琰芝

/2019050204

13

孙军艳 副教授 1206

本课题以复杂交通网络为研究对象，对其附近的道路交通

情况实地调查，测定高峰期主要路口的车流量和交通灯时

长数据，进而对高峰期道路交通流量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采用Anylogic软件中的交通流仿真技术，构建大型交通枢

纽的车流仿真模型，设计交通状况评价指标，对不同指标

进行评估。以此为基础，设计以交通流量最大为目标的优

化模型，以此改善交通情况。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65

多尺度Cf/TiCnw/SiC陶瓷基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强韧化机理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景景 201702030312

周文正

/2019020203

33,胡一胆

/2017020201

17,李隆欣

/2019020203

19

曹晓雨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提出一种多尺度Cf/TiCnw/SiC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制

备方法，首先采用碳热还原法制备Cf/TiCnw增强体，再使

用聚合物浸渍裂解技术引入SiC基体。通过控制催化剂含量

、碳热还原温度、浸渍次数和固化温度等工艺参数调控

Cf/TiCnw/SiC复合材料的微结构，阐明TiCnw形貌和分布

对复合材料强韧性和失效模式的影响规律，揭示Cf和

TiCnw 对复合材料的协同强韧化机制。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66

有机蒙脱土插层改性提高丁腈

橡胶/聚丙烯腈复合材料耐油

性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海毓 201808020405

田鹏程

/2018080202

23,曾志浩

/2018080202

29,李西华

/2018080204

04

任庆海
高级工

程师
0804

使用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和γ -甲基丙烯酰氧

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KH570）对MMT插层改性制得OMMT，

再通过机械混炼在开放式炼胶机中将不同份数的丙烯腈、

OMMT与NBR进行机械共混，利用OMMT特殊的层状结构使其

均匀的插层在NBR分子链结构中，同时NBR与丙烯腈原位聚

合生成的聚丙烯腈组成高腈基含量的互穿网络结构，得到

耐油性良好的无机/有机复合材料。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67

海胆状TiO2多级微球的构筑及

在锂离子电容器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俊宏 201702030320

焦可心

/2017020201

06,赵富伟

/10002043,

孔凡亮

/2017020210

21,李嘉耀

/2019020207

17

霍京浩 讲师 0804

锂离子电容器（LICs）具有高容量密度和高功率密度等优

点，是新型储能器件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TiO2具有

储锂过程结构变化小、无毒、稳定和易制备等特性，但电

子和离子传输性能差。本项目拟利用油胺和SiO2分别作为

结构导向剂和模板剂构筑海胆状TiO2多级微球，并揭示赝

电容储锂机制。通过优化TiO2负极与AC正极相匹配，获得

高性能的LICs，为构建高能量密度、高功率密度和长循环

寿命的LICs奠定基础。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68

氨基改性磁性介孔吸附剂去除

高盐水中络合重金属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慧慧 201703040213

王雨

/2017030402

26,胥琳秸

/2017030403

18

王家宏 教授 0830

根据高盐废水中低浓度络合态重金属废水的特点，制备氨

基改性磁性介孔吸附剂，并将其用于高盐废水中络合态重

金属的吸附剂，通过探讨吸附剂对高盐条件下络合态重金

属的吸附、脱附行为，结合吸附前后吸附剂表面和结构特

性变化，揭示氨基改性磁性介孔吸附剂对高盐水中低浓度

络合态重金属的吸附机理。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69

土壤重金属原位提取修复新技

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鑫 201703040123

张毓敏

/2018030404

18,李希晨

/2018030404

23,杜欣

/2018030403

03,罗娜

/2018040105

07

郭军康 教授 0825

当前，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壤量大面广，类型多且复杂

。由于土壤中的重金属移动性差，滞留时间长，难以被微

生物降解且具有隐匿性，会威胁人体生命健康。但国内土

壤污染修复技术研发起步较晚，现有修复技术存在投资大

、收益慢、回报低、易造成二次污染等问题。为解决上述

问题，本作品研发专用重金属吸附装置，并通过合理的土

壤空间布局对土壤重金属进行原位提取循环修复。实现低

成本、低能耗、循环利用高效去除重金属污染物。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70
油泥降解复合菌剂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盈 201803040409

黄旭迪

/2018030401

05,康莎

/2018030404

06,郎涵睿

/2019030406

03

李成涛 副教授 0825

随着石油大规模开采，也因此产生了大量有机物含量高、

成分复杂的含油污泥，含油污泥严重污染了油田周边的

水，土壤和生态环境，微生物降解技术处理含油污泥具有

费用低、效果号，环境友好的特点，已成为近年来的热点

技术。本实验运用实验室已有的十个能够降解油泥的优势

菌种复配出一种高效降解菌，通过实验摸索出最优微生物

降解条件、最佳菌株制备工艺和关键影响因素，从而制备

高效、无害化的石油降解菌。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71

全自动节能节水烘洗一体洗鞋

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雪滢 201805060508

樊珍珍

/2018050606

05,李梦怡

/2018050604

04,胡桥梅

/2018050605

01,刘方

/2018050605

19

王靓 副教授 8020

提出了一种新型全自动节能节水烘洗一体洗鞋机,介绍了洗

鞋机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特点等,具体分析了这种新型

多功能全自动节能节水烘洗一体洗鞋机在实际生活应用中

的全自动控制,具有功能全、耗能低、体积小、成本低等优

点,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减少了劳动强度、缩减成本提供了

理论基础。同时为未来建造节能减排、绿色能源的小型家

电市场提供了参考而且填补了市场空白。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72X
硕果有限责任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牛柳清 201809010209

张刚勇

/2018090102

09,张晨阳

/2018070302

28,张静怡

/2018090901

17,柳程曦

/2018090902

26

贺雪

梅,任

旭

教授,

助教
0802

本创业训练项目致力于提升铜川市印台果业品牌影响力、

畅通果品网络销售渠道、解决果品销路窄、推广难等问题

。项目基于创业团队在铜川地区的实地调研，通过问卷调

查、深度访谈，系统规划了对于印台区果业品牌化发展的

战略设想。同时，依托创业团队专业优势进行包装设计、

营销推广、助农直播，形成具有针对性、创新性、可操作

性的大学生助农实践方案，切实让设计赋能果业经济发

展，提升果业品牌影响力。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73
柳树蒴果回收机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煜欣 201809010205

王乐宇

/2018090101

17,赵易容

/2018090101

21

郭西雅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研发的柳树蒴果回收机，可以用来检测蒴果成熟

度，在适当时机对即将飘飞的柳絮实施采集回收，供后续

产业链再利用。这不仅可以有效治理柳絮乱飞问题，大大

减少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降低环卫工人的工作强度；改

善城市环境；还可以将可降解的柳絮通过加工变废为宝。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74
脑功能解码可视化分析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艳平 201806011002

林华伟

/2017060202

20, 闫琳珊

/2018060604

11

齐勇 讲师 0807

在本项目中，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可用于直接

解码和识别功能性脑成像数据的方法。在本项目中，我们

使用了经过训练的3D卷积神经网络（CNN）的解码器，将

大脑活动分为七个感知任务类别。对于训练和测试，我们

同时使用了HCP(Human Connectome Project )项目中的

大型T-fMRI数据集，旨在实现更高的解码精度。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75
羊肉泡馍工业化生产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博鑫 201904040427

袁梦

/2018040103

16,郭玉绵

/2017040404

02,龚琪

/2017040103

07,郝佳慧

/2018040404

01

龚国利 教授 0827

针对陕西特色食品产业化加工技术匮乏、智能化与连续化

生产滞后等问题，本项目研制了一种新型常温保鲜羊肉泡

馍，其特点是用控制关键环节点和控制微生物的方法，使

泡馍粒不用脱水，就能达到6-12个月的保质期，并能90%

以上还原口感，并通过自主研发的生产线，实现批量生

产；并使用低温浓缩技术将泡馍汤做到1:20的浓缩，再组

装成保鲜袋装速食泡馍。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76

混合型茯砖茶“发花”剂2.0

的研制和工艺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羽欣 201904020211

李康杰

/2019040201

18,莫文卿

/2019040201

21,彭超

/2019040201

22

夏飞 副教授 0830

本项目阐明茯砖茶发酵过程中“金花菌”种类的组成，揭

示“金花菌”类群对茯砖茶主要功效成分形成的作用；研

发混合型茯砖茶“发花”接种菌剂2.0版本，开发高品质茯

砖茶加工新工艺。预期成果可进一步降低杂菌污染率和缩

短茯砖茶“发花”周期、提高茯砖茶品质及产量，降低企

业生产成本，推动陕西茯砖茶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同时对

于促进我省陕南地区夏秋茶资源综合利用，带动脱贫攻坚

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77

纳米纤维素胶体凝胶调控机制

及其流变特性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金羽 201701010418

贺倩倩

/2017010104

02,周苗苗

/2017010103

16,刘炜

/2017010101

24,黎凌浩

/2017010106

19

李佩燚 副教授
0807

纳米纤维素水凝胶在3D打印中的研究开拓了纤维素高值化

利用新途径。然而，如何解决纳米纤维素胶体凝胶流变性

对打印结构分辨率和稳定性的双重要求，是目前面临的科

学难题与挑战。本课题拟采用低共熔溶剂（DES）分离纤维

素，研究定向剪切纳米纤维素的制备，通过物理 "交联"调

控流变性，构筑具有精细微观结构和稳定宏观结构的新型

水凝胶材料，为纳米纤维素基凝胶的高效、绿色制备及应

用于3D打印提供一定技术支持。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78

智能型自修复防腐涂料用氨基

酸类缓蚀剂的制备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佳鑫 201708020310

曹雪竹

/2017080201

01,吴皖汀

/2017080202

12,赵凌波

/2017080204

13,李琳珊

/2017080201

05

王晨 副教授 0703

该项目开展是为了开发研究氨基酸类缓蚀剂在智能型环保

自修复涂料中的应用。通过对氨基酸类缓蚀剂的改性研

究，探索氨基酸类缓蚀剂对涂料体系pH变化及电荷变化的

响应规律，研究氨基酸类缓蚀剂在在智能型环保自修复涂

料中的应用基础及技术方案。以制备绿色环保的智能型自

修复防腐涂料。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79

井下工具用高强可溶解铝合金

材料制备关键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玥婷 201802020809

赵小雅

/2018020202

12,王子旭

/2019020209

26,张瀚之

/2018020209

12,任静娜

/2018020209

09

赵婷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旨在平衡井下工具用高强可溶解铝合金的溶解与力

学性能，拟采用原位合成异质Al2O3第二相与稀土元素钪的

协同作用，研究高强可溶解铝合金中原位合成Al2O3第二相

的数量、尺度、几何形状、界面结合方式以及合金细化组

织状态与力学性能的关系，揭示稀土钪（Sc）元素对力学

和溶解性能调节的作用机制，为高强可溶解铝合金材料的

研制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依据。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80

红枣膳食纤维可食用膜制备关

键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天添 201804010119

谢谦

/2018040105

30,李欣洋

/2018040102

28,孙江珊

/2018040101

08

王虎玄 副教授 0827

本项目通过酶-化学法提取陕北狗头红枣膳食纤维，将其应

用于食用膜的制备，开发功能型绿色包装材料，研究建立

其制备关键技术。包括红枣膳食纤维提取工艺研究、红枣

膳食纤维功能特性及微观结构分析、红枣膳食纤维可食用

膜制备工艺研究、红枣膳食纤维可食用膜制备关键技术以

及红枣膳食纤维可食用膜品质特性研究。本项目可为我国

食品包装材料市场开发符合现代消费观念的新型食用膜产

品，为食品绿色功能包装材料的推广开辟新的途径。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81

利用数学模型研究陕西省新冠

肺炎疫情的传播机制和防控措

施的有效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泽熙 201811010208

张千和 

/2018060103

28, 李国庆 

/2018110101

24, 何政聪

/2018070403

28,

曹慧 副教授

 

0701

01

以陕西省的新冠肺炎的数据为例进行预测和分析，建立数

学模型，通过数学模型研究病毒传播机制和防控工作的有

效性，让人们清晰地意识到新冠肺炎的严重性，而不只是

简单了解数据。对更深一步病毒传播机制的研究，我们可

以得出其预防、控制机制，从而防止以后疫情的再次发

生，减少疫情带来的损失。根据陕西省的数据进行预测分

析，我们会更清楚陕西省政府抗疫措施的有效性可以很好

的帮助政府做出更好的措施，具有更深远的现实意义。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82

创新创业项目路演模式及成熟

孵化体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超 201702020219

井大海

/2018020208

21,惠书源

/2018020204

02,王璐杰

/2018020209

29,赵泽翔

/2018020206

34

张科,

田少宁

助教,

讲师
0804

项目依托于陕西科技大学材料学院“小平科技创新团队”

和“创新创业导师库”以及往年获奖团队，通过对互联网+

、挑战杯等大学生创业竞赛优秀案例分析，对项目分层分

类，并针对项目路演进行专业性指导，使项目成员在PPT制

作及路演技巧等方面得到提升，同时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

业能力。为学校孵化出更多的优质项目，并形成可复制推

广的孵化体系，为学校的人才培养添砖加瓦。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83X
“柜”族生活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谭思玲 2.01709E+11

王璐

/2017090902

17,许宇轩

/2018070103

29,余婧

/2018090203

15,白鹏祥

/2017060602

13

戚晓

薇,李

静

讲师,

讲师
0802

如今快递行业发展出现“井喷”，但快递的最后“一公里

”， “菜鸟铎站”等不能完全实现“送货上门”的问题一

直存在，即使可以“送货上门”用户还需要预约时间，还

需要亲自到取件。同时传统的快递柜还不能解决大件快递

的存放;而且公共快递柜一般都存在超时收费的问题。所以

本项目针对开放区域的人群，设计专门的私人快递柜，解

决快递“最后500米”的问题，进一步便捷人们的生活，提

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84X
信息助力，帮读助学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梁载意 201911010108

崔子逸

/2018110101

01,苏玥

/2019110101

12,李晞

/2019110101

05,唐文心

/2019110101

13

蔺小林 教授 0701

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贫困地区能不能彻底脱贫关键在现

在以及将来的中小学生。在校一二年级的大学生，暑假期

间到贫困地区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同时帮助贫困地区

中小学生读书学习，助力他们彻底脱贫。

本项目旨在构建一个致力于大学生参加青旅义工和帮读的

信息共享平台，开展红色青年筑梦之旅，帮助贫困地区中

小学生读书学习。1.前期宣传。2.与帮读学生和青旅商家

建立联系。3.构建信息平台。4.疏通信息，保障安全。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85

SiCN/Al2SiO5复相陶瓷的制

备及介电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贺天绮 201902020711

赵郑杰

/2017020201

34,任国雨

/2017020207

25

孔硌 副教授 0804

在Al2SiO5多孔陶瓷基体内引入SiCN陶瓷，通过浸渍、交

联固化、裂解和催化析晶过程获得SiCN/Al2SiO5复相陶

瓷，吸波剂由SiCN先驱体转化陶瓷经催化析晶获得的纳米

C、SiC颗粒构成。通过调控催化剂含量、分布及热处理工

艺，实现对SiCN陶瓷的成分和微结构的精确调控，研究纳

米界面效应、阻抗匹配特性对电磁参数和损耗特性的影响

规律，探究SiCN/Al2SiO5复相陶瓷的吸波性能增强机理。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86

外源碱性氨基酸/焦磷酸钠/ 

TGase对冷冻损伤肉蛋白凝胶

性能的协同修复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朱姬颖 201804010320

成蕊

/2018040101

01,马艺雪

/2018040102

10

曹云刚 副教授 0827

冷冻肉是各类肉制品加工生产的主要原料，然而冷冻会因

大冰晶的形成破坏细胞结构，在运输、贮藏等过程中由于

温度波动还可能引起冷冻-解冻循环，并伴随氧化反应的发

生，导致原料肉蛋白的损伤变性及凝胶性能下降，影响产

品得率及品质，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本项目团队创新性

提出利用外源性碱性氨基酸/多聚磷酸盐恢复损伤肌原纤维

蛋白溶解度的功能，结合谷氨酰胺转氨酶共价交联蛋白的

特性，协同修复冷冻损伤蛋白的凝胶性能。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87

“呼吸壁纸”—纸基复合材料

协同光催化转化甲醛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兴金 201701010330

张童鹤

/2017010100

615,唐飞宇

/2017010104

26,马玉军

/2017010104

24

王文亮 副教授 0817

本项目以纸基材料为研究对象，以高效转化甲醛和提高室

内环境质量为目标，通过制备和研究MXene/S-GQDs/TiO2

“三明治”复合材料，明确其在纸基材料上的负载性能及

其用于光催化下甲醛光催化转化效率和机制。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88

正/负介电叠层结构的PVDF基

高介电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嘉惠 201702020910

卢  杨

/2017040401

22,孟子谦

/2017020205

20,冯宇腾

/2018020206

16.

王卓 副教授 0804

随着电子技术迅速发展，在电路基板中使用质量轻且占用

体积小的嵌入式元器件成为主流，而制约其商业化发展的

主要因素是电介质材料的性能。本课题拟研发一种正/负介

电叠层结构的PVDF基高介电材料，通过在“三明治”结构

复合材料中引入负介电中间层，在保持低损耗的同时获得

高介电常数。该材料有望取代传统单层复合材料，成为印

刷电路中嵌入式电容器元器件介质材料的新选择。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89

高效连续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

材料制备装置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昂昂 201805011006

刘明玥

/2016050112

02,徐炎林

/2018050101

21,张逍遥

/2018050109

31,凌蒙爱

/2018050104

02

赵雪妮 教授 0802

连续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性能优异，但缺乏高效制备

装置。现有少量装置制备时纤维易损、分布不均且排布效

率低。故本项目研发一种高效连续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

料制备装置，将实现不同角度、排布方式连续纤维高效分

丝，陶瓷粉末定量铺洒；装置中的快换成型模具可高效压

粉、切丝，极大提高装置工作效率和适用性。该装置可用

于不同角度、层数、粉末含量的连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

制备，以获得性能优异可控的复合材料，应用前景极佳。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90

基于易班平台高校“云”党支

部建设路径探究——以陕西科

技大学材料学院全国样板党支

部“Σ 易”模式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诗瑶 21802020604

张永龙

/2017020201

32,郭沛麟

/2019020202

03,王博

/2019020201

27 ,李晓艺

/1902055

郭道

冉,赵

佳

讲师,

助教
0804

项目依托陕西科技大学易班平台的优势资源，以全国“双

创”样板党支部为实践对象，通过对标基层党支部“七个

有力”建设标准、党员培养教育管理要求和支部年度党建

工作任务安排等，基于易班功能探索“一心双驱四阵地”

的“云”党支部建设的“Σ 易”模式，以打破线下支部建

设中时空、资源和平台限制，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人

少跑路”，实现党员培养教育的实时化、持续化，支部建

设的规范化、标准化。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91
智能城市清道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欢伟 201905060615

谭思芮

/2018090206

11,周星航

/2018010107

33,张雪

/2019080701

20

赵睿 讲师 8202

智能城市清道夫团队致力于研发一款专门服务于环卫工人

的智能清洁机器人，它采用类似吸尘器的原理清洁垃圾，

配有多种集尘管道口，小到灰尘、大到饮料瓶都可以进行

彻底清洁，配有分类装置，可以辅助清洁工完成垃圾清洁

和部分分类工作，同时配有消毒喷药功能，有效阻隔感染

源，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推动垃圾分类化、系统化，能够

保障环卫工人和行人健康，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92

“爱上蓝天”—汽车余热发电

与尾气处理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伟 201705060111

刘涛

/2017050606

19,郭澄谦

/2018050604

13,尹兆敏

/2018090204

14,宋舒琪

/2018050604

06

陈雷生 副教授 0805

研究表明，目前汽车发动机能量利用率仅在30%-40%之

间，大部分能量以热量形式散失，且汽车尾气污染物的排

放仍十分严重。于是我们设计了一款利用汽车尾气余热进

行发电的装置，装置利用肋片将尾气中的一部分热量传递

到储热材料甘露醇中，然后由外圈的热电器件通过温差进

行发电，电量可控。利用热电器件产生的电量可以驱动基

于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体的汽车尾气处理装置用于尾气的

后续处理，尾气净化效果较之前大有改善。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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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抛光用CeO2纳米颗粒的制

备及其抛光机制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舒琦 201902020130

蒋达文

/2019020201

17,张悦

/2019020201

10,王旄

/2019020201

07,张苏扬

20190202013

3

许宁 讲师 0804

针对芯片抛光用CeO2纳米研磨颗粒的制备技术封锁及其抛

光机制缺乏的问题，本项目拟以硝酸铈为铈源采用水热法

合成CeO2纳米粉体并分析其物相、形貌及纳米力学性能，

结合纳米颗粒对晶圆表面材料的去除速率、表面粗糙度等

抛光性能，研究CeO2纳米颗粒的微观力学性能及其尺寸效

应，获得纳米颗粒的尺寸形貌和力学性能对抛光性能的影

响，揭示微纳尺度CeO2颗粒对晶圆的抛光机制，实现可用

于芯片抛光的CeO2纳米颗粒低成本、大规模制备，以期实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94

超声耦合芬顿臭氧联合浸金技

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鲁瑶 201703040108

马思睿

/2018030405

08,程乾

/2018030402

22,张书云

/2019030404

09,拓雨萌

/2019030406

08

于生慧 讲师 0825

传统金尾矿浸金技术存在浸出率较低，选择性不高和二次

污染等问题，为在避免二次污染的前提下确保高浸金率，

使金矿尾矿浸金技术更加符合国家清洁生产要求，本项目

拟利用Fenton试剂和臭氧的强氧化性耦合超声波对化学反

应的强化作用，在提高尾矿颗粒破碎程度的基础上实现金

离子的进一步氧化，建立有效的分离体系，同时将强氧化

得到的金离子进行络合，开发绿色环保型高浸金率技术路

线，实现清洁生产，提高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效益。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95

中和-抑制联用协同调控赤泥

碱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安搏茹 201803040401

王栋

/2017030401

27,杜育昆

/2018030405

21,邓子琰

/2017030401

02

于生慧 讲师 0825

赤泥是氧化铝生产程中产生的强碱性固体废物，在我国堆

存量大，综合利用率低，环境风险高。赤泥的强碱性是影

响其资源化利用的重要因素，脱除赤泥中的碱，对实现赤

泥的综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中，

拟以中和-抑制联合作用调控赤泥碱性，通过无机酸对赤泥

中自由碱的中和与钙离子对赤泥中结合碱的抑制作用，实

现对赤泥碱性的稳定化协同调控，探究自由碱和化学结合

碱的定向调控和稳定转化机制。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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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药祛痘凝胶剂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万蕊莹 201804030109

杨盼

/2018040301

11,周童培

/2018040301

14,刘艳红

/2018040301

06,黄子涵

/2017040301

05

李楠 讲师 1007

痤疮，俗称青春痘、粉刺,是皮肤科常见病，尤其在青少年

男女中普遍发生，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容貌及心理健康。中

药凝胶剂作为一种外用新型制剂，能较长时间地与病变部

位紧密黏附，生物相容性好，易于涂抹，吸收好，更加适

用于痤疮的治疗。本课题基于中医药理论和经典古方,以天

然中草药作为原料，运用现代技术对其进行提取、纯化、

分析和研制，确定处方及制备工艺，开发一种安全、有效

的中药祛痘涂抹凝胶剂，帮助解决青春期困扰。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97

基于半群作用的有局部单位半

群分类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 腾 201711010229

张腾杰

/2017110102

31, 乔彦赫

/2017110102

26

梁星亮 讲师 0701

半群的分类问题是目前半群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

项目拟采用半群作用方法对有局部单位半群进行同调分类

。首先建立半群作用A的内射性与A上方程组的可解性之间

的联系；其次，刻画任意半群作用是内射的有局部单位半

群的特征；最后，刻画所有半群作用都是绝对几乎纯的有

局部单位半群的“理想-同余”特征。本项目的研究将为其

它半群的同调分类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指导，进一步丰富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98

“青年引擎助推乡村振兴梦”

基于易班平台大学生学习延安

精神，反哺乡村振兴建设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煜松 201701060131

李潇

/2017010304

22,李彦朔

/2018010106

18,张明月

/2018010304

16,陈欣

/2018010601

03,

沈璇

博,张

芸

助教,

讲师
0804

本次活动以我们于2019年赴延安对当地的经济情况进行调

研的报告为基础进行助力精准扶贫，通过调研发现延川县

有很多滞销产品并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略显乏力。我们团

队准备再赴延川把滞销产品基于网络推销出去，同时结合

所学专业为产品设计经济环保的包装和经济便捷的运输方

式，会以网络直播、设计文创产品等方式助力经济，针对

文化教育，我们将组建一支青年讲师团队伍，把延安学习

的理论知识进行传播，以提高青年人的文化素养。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099

基于易班的网络思政话语权提

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谷春燕 201809070203

赵宇

/2018090801

31,陈进

/2019100210

22,罗瑞超

/2018090201

28

任旭,

李红坦

助教,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旨在探究基于易班的网络思政话语权提升路径，着

力提升网络思政育人的实效性。项目以设艺学院易班公众

号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分别分析网络思政话语的吸引力

、说服力、辐射力、调控力（自变量）对育人实效（因变

量）的影响，最终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话

语监管四个构成要素进行原因分析，构建基于易班的网络

思政话语权提升策略。最终在设艺学院易班公众号进行实

操，并进行可复制的经验推广。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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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药品包装机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立俊 201805060205

乔通

/2018050112

12 刘瑞杰

/2018050109

18 程蕊

/2018050602

01

栾飞 讲师 0802

该机械通过各机构之间的配合作用实现药品包装全过程的

自动化，其整体紧凑，工作流畅，机构简单且功能完整。

利用新型机构增强机械的稳定型和可靠性，在降低生产成

本的同时，最大化提高生产率。该机械主要包括药板上料

机构、胶囊上料机构、贴锡箔纸装置、药板切断设计和传

动设计。运动形式采用水平和垂直相结合来缩短尺寸，机

构具有一定的可调整性和适应性。整体上来看具有较高的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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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态NiSe/Ni3Se2异质结自

支撑电极的合成与电催化性能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瑞雪 201802020702

黄青青

/2018020210

05,刘明鑫

/2017020208

19,石淇铭

/2017020208

22,史妮妮

/2017020204

11

曹丽云 教授 0804

本项目采用过渡金属阳离子掺杂的方法，在泡沫镍基底上

原位构筑金属态纳米阵列结构的NiSe/Ni3Se2异质结自支撑

电极，通过调控掺杂元素种类、反应物的比例、溶剂类型

等因素，来控制催化活性位点暴露的数量，物质在多相异

质界面的交换和电子的转移速率，建立微观结构-催化活性

位点-催化性能之间的联系，并探索催化活性位点调控增强

电催化性能机理。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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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复合型油田主水管路缓蚀

剂构建的关键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文琦 201808050101

张鑫

/2018080501

02,肖孟雨

/2018080501

19,王浩洋

/2019090501

19,王磊

/2019090501

20

杨秀芳 教授 0703

为解决油田采出水的腐蚀问题，制备复合缓蚀剂，并研究

环境因素对缓蚀性能的影响规律，为油田采出水的科学防

腐提供理论依据。项目以植物油油为原料与多胺反应合成

咪唑啉类缓蚀剂，建立一条绿色环保的合成缓蚀剂的工艺

路线；对其结构进行表征；用挂片失重法评价缓蚀效率；

结合油田采出水的水质，对合成的缓蚀剂与多种添加剂复

配构建复合缓蚀剂，并对复合缓蚀剂性能进行评价。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03

基于低共熔溶剂的纳米纤维素

制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柯帆 201701030104

付齐鑫

/2017010304

02,,张丹鹭

/2017010104

12

徐永建 教授 0817

纳米纤维素是以植物纤维为原料，通过各种方法制备的具

有纳米尺寸的纤维素材料。但目前多采用浓硫酸法制备，

其表面常带有磺酸基，会影响后续功能。利用木质纤维素

各组分在低共熔溶剂体系中溶解度的差异，设计和筛选可

同步溶解半纤维素和无定形纤维素的低共熔溶剂体系，用

于逐步解构制备纳米纤维素，揭示溶剂体系溶解木质纤维

素各组分的规律。研究成果可为纳米纤维素绿色高效制备

提供思路，也为纳米纤维素的同步高效改性提供新途径。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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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选择性二氧化锡/氮掺杂氧

化石墨烯(SnO2/NG)甲醛敏感

材料的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茜 201802020801

丁蓓

/2018020208

02,向梓蜞

/2019020206

25,刘一凡

/2019020206

18

卢靖 讲师 0804

项目采用水热法制备具有微纳分级结构的二氧化锡/氮掺杂

石墨烯（SnO2/NG）半导体异质型甲醛敏感材料。研究制备

工艺对材料物相组成、微观形貌、异质结构的影响。分析

材料的缺陷浓度、吸附氧类型、NG碳网结构等。检测材料

对不同气氛的灵敏度、动态响应和选择性，研究复合材料

的“构-效”关系。结合材料性能、微观结构，分析

SnO2/NG复合材料对甲醛高选择性的敏感机理。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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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秸秆的“生物质初炼”--

-绿色、高效制备纳米木质素

产品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罗兰芳 201805060104

张皓焜

/2017050110

34,左露

/2017050601

06

娄瑞 副教授 0805

针对生物质炼制的传统方法存在能耗大、价格昂贵和潜在

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本设计基于一种经济、绿色环保、易

于制备、可生物降解的深度共熔溶剂（DES），利用如玉米

秸秆、麦秆、造纸原料松木剩余物等废弃生物质为原料，

将其粉碎处理后，混合于由一定比例的氯化胆碱和乳酸合

成的DES溶剂体系中，低温环境中经3-24h反应后进行组分

的分离分级，制备出纳米木质素产品，并一同获得高质量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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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选精品——健康商城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贾杨梅 201707010307

弓军港

/2018090101

23,贾杨梅

/2017070103

07,李静

/2017070201

08,郭尧

/2017070302

23,付媛

/2018090101

07

祝福云 教授 1202

为了拥有一个良好的体质，除了健康的作息规律、健康的

运动计划，健康的饮食习惯也是必不可少的。“U”选精品

——健康商城符合当下消费者对于“健康”领域的需求。

本项目将小程序作为商城载体，致力打造一个高品质、优

服务的健康食品购物平台。除了销售商品，在小程序运作

的同时还将达到扶贫、做公益、提高社会就业率等目的。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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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西安城市形象的

视频化传播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皖钰 201709090206

戴迎澳

/2017090902

24,郑瑜馨

/2017090901

21,杨岳峰

/2017090902

28,陈田文

/2017090901

01

李静 讲师 0503

依据近几年发展势头强劲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围绕西安城

市形象的发展展开研究。视频化传播将城市形象与新媒体

结合，信息的传播途径和内容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往

的城市形象传播是通过在传统媒体上播放城市宣传片的形

式，站在宏大的叙事角度宣传城市，而今，新媒体技术不

断发展改变了原有的传播格局以平台开放化、服务精准化

、信息多样化等优势，增强了线上线下互动，推动了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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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垃圾分类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星伊 2.01706E+11

王依妍

/2016050604

04,薛聪聪

/2017060110

06

陈景文 副教授 0807

目前的分类垃圾桶主要依靠人为辨别垃圾的种类，不仅耗

时耗力，也可能发生垃圾混放的现象。为此，有的公司研

发出了智能垃圾桶，但局限性较大。基于上述问题，项目

组提出智能分类垃圾箱这一创意，该垃圾箱可根据红外感

应对行人进行实时探测后自动翻盖并将投入的垃圾分类识

别、投放，与管理中心进行信息交互上报异常情况，系统

采用太阳能电池结合储能进行供电，可不受特定场地安装

的限制，具有极大的便利性和可推广应用价值。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09

超高压处理对谷物蛋白的功能

特性调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齐雅墨 201804010508

李佳诺

/2018040105

05,于善杰

/2018040202

24

刘宁 副教授 0827

谷物的种植和综合利用，是关系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

大事。谷物蛋白是目前最丰富最廉价的食物蛋白来源。本

项目采用超高压处理法对陕西省常见的谷物蛋白进行改

性，如大米蛋白、小麦蛋白、豌豆蛋白，通过电泳、圆二

色谱、荧光光谱等分析蛋白质的结构变化，研究蛋白的溶

解度、持水性、持油性、乳化性等功能性质变化，探究谷

物蛋白在食品乳状体系中的应用特性。项目研究可为超高

压技术在新型谷物制品开发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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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磨聚氨酯/改性大孔介孔硅

复合超疏水自清洁涂层的制备

及其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建宁 201808020420

李阳

/2017080201

06,潘璐婷

/2019090201

02,李峰

/2019090201

18, 王成

/2018080206

24

刘超 讲师
0804

基于传统自清洁超疏水涂层存在耐磨性差从而导致超疏水

功能难以持久的问题，本项目拟通过科学的结构设计将表

面带有活性氨基且包覆有低表面能物质——PDMS的大孔介

孔硅纳米复合粒子原位引入水性聚氨酯（WPU）体系制备出

复合乳液。并将该复合乳液用于皮革涂饰，利用微相分离

及共价键作用使其在皮革涂层表面自组装成耐磨且超疏水

的自清洁复合涂层。探究其结构与性能的关系，从而为耐

磨型超疏水自清洁涂层的构筑提供理论基础。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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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onite-单宁酸网络改性胶

原膜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思琪 201701010708

曹文莹

/2017010107

01,张睿祯

/2016010105

13,刘国兴

/2017010107

20,陈妍羽

/2018010106

01

石佳博 讲师 0817

本项目利用单宁酸（TA）与合成锂藻土Laponite构筑具有

适宜尺寸和反应性的Laponite-TA网络，研究Laponite-

TA网络的分散性和反应性与胶原复合膜成膜的关系及对胶

原复合膜可降解性、阻隔性、抗氧化性和抗菌性等使用性

能的影响，建立胶原复合膜“组成-结构-性能”之间的关

系，为研发新型多功能可降解膜材料及技术提供可靠的理

论和实验依据。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12

木质素基非异氰酸酯聚氨酯自

修复材料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豫 201701010405

孙策

/2017010104

25,李星瑶

/2017010104

04

薛白亮 副教授 0817

针对木质纤维残渣综合利用难题，异氰酸酯单体的高挥发

性和毒性等缺点，传统聚氨酯加工再利用困难等研究重点

及难点。本项目拟选用我国工业木质纤维残渣为原料，采

用新型PEG基低共熔溶剂体系溶解质素，构建PEG基低共熔

溶剂特征与木质素溶解度及其结构的关联系统。基于微型

挤出注塑方法，通过原位聚合法绿色合成可自修复型的木

质素基非异氰酸酯聚氨酯，建立木质素结构特性与非异氰

酸酯聚氨酯自修复性能之间的构效关系。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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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向谐振变换器的锂电池

脉冲充电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逸飞 201805060518

李晨升

/2018060101

16,张腾飞

/2018060104

28,王毅

/2018060104

25,柴雨欣

/2018060102

01

史永胜 教授 0806

针对目前市场上的几种主流充电方法在对锂离子电池进行

充电时无法有效抑制电池的极化效应，从而损伤电池寿命

。采用锂电池变频脉冲充电方法给电池提供了脉冲的充电

电压或电流，可以在不损伤电池的情况下，削弱电池极化

效应，减缓电池容量的衰减，延长电池循环使用寿命；缩

短电池充电时间，提升电池充电效率。同时为降低开关损

耗，采用了软开关技术的双向DC/DC电路，该电路结构简

单，易实现，转换效率高，一般可达94%以上。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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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健康同伴行”——为农

村留守儿童上好“青春课”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文君 20180310126

罗家茁

/2018031112

6,李富娟

/2019120102

06,郭宝心

/2019120101

09,王佳成

/2019120101

24

王慧

芳,李

核

副教

授,讲

师

0401

    我国脱贫攻坚战已进入收官之年，精准扶贫视域下，

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成为我国扶贫战略关键，

近年来儿童遭受性侵害或性骚扰的恶性事件日益增多，但

真正有效的措施和干预行动很少。本项目以陕西省洋县农

村留守儿童为研究干预对象，了解农村留守儿童对性教育

内容的需求及可行的教育干预方法，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因

两性意识淡薄、性知识匮乏引起性骚扰、性侵害的发生以

及因性意识萌芽产生的心理焦虑、抑郁情绪等问题。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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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脱贫后陕西农村相对贫困

治理长效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何昕桁 201707040104

朱丹青

/2017070401

20,马岳潮

/2017070204

09

罗文春 讲师 1202

2020年精准脱贫攻坚战已获得初步胜利，绝对贫困被消灭

后，取而代之的是严峻的相对贫困问题。当前陕西省应从

制度的角度建立反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巩固前期扶

贫成果。本研究在对陕西省相对贫困现状进行定性与定量

分析后，制定出陕西农村反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整合治

理途径，完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16X

潮贡——基于贡纸技艺的纸浆

模塑机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邹鑫 201805010133

任万州

/2018050101

173,谢云逸/ 

20180902071

9,张田

/2018090207

20

刘朋 讲师 0802

延续邹同发的品牌，依托潮宗街历史文街区内设立的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结合非遗历史延续、技艺传承和研究，在

打造一个具有活态文化及历史传承的非遗博物馆的基础

上，创立潮贡品牌，将传统贡纸技艺和背后的历史文化推

广给更多人认可和了解。设计基于贡纸技艺的纸浆模塑成

型机，开发更多贡纸的商业价值，丰富博物馆内容，传承

非遗贡纸文化，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17
灯具包装的系统建模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晨 201701030105

闫心怡

/2017010301

15,宋雪瑞

/2017010302

09,苏亭亭

/2017010304

09,李佩诺

/2017010304

04

孙德强 教授 0817

灯具产品包装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灯具产品与运输过

程之间的问题;二是产品包装和消费者之间的问题;三是包

装材料和环境的问题；

本次主要研究的灯具包装结构设计，通过对包装结构的优

化设计，解决目前灯具包装存在问题，满足包装结构的安

全性、易用性、环保性等要求。为灯具产品包装设计提供

新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18

非晶光子晶体的结构生色与光

催化功能构建及在横向热电效

应作用下的光催化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金晓 201702020804

赵婷

/2017020208

13,叶荣辉

/2017010304

27,丁乐源

/2018020203

16

秦毅 副教授 0804

结构生色材料缺少主动降解污染物的光催化功能，且附着

基体对其光催化性能的影响机理尚不明确。基于核壳功能

一体化及热电促进光催化的构思，构筑SiO2@TiO2-δ 非晶

光子晶体，研究核层尺寸，壳层包裹量、晶型、晶粒尺度

、氧空位浓度等组成状态的调控规律，揭示其对生色和光

催化功能的影响规律，阐明横向热电效应对光催化反应过

程的作用机理。实现非晶光子晶体结构色和光催化功能一

体化构建以及热电基体辅助光催化性能提升。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19

茯砖茶“发花”前后差异成分

中抑菌活性物质及其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黎婷 201804040404

赵佳琪

/2018040404

16,王昭超

/2018040404

14,陶紫娟

/2018040404

11

赵倩倩 讲师 1008

茯砖茶是一种特殊的后发酵茶，“发花”过程是形成其独

特品质的关键工艺。食源性致病菌是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

因素。尽管茯砖茶的传统功效及现代药理学研究均表明茯

砖茶与人体的代谢密切相关，且具有较好的抑菌作用，但

其功效成分尚未阐明。天然抗菌剂的开发是当前研究热点

和食品制造商遵循的趋势。本项目拟研究茯砖茶“发花”

前后差异成分的抑菌活性物质及其作用机制为天然抑菌剂

的发现及茯砖茶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20
灵芝抗皱面霜工艺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文婧 201804040214

张知渊

/2018040401

28,鲁琴

/2018040403

05,龙苋魏

/2018040402

19

龚频 副教授 0813

本项目拟利用灵芝抗衰老、清除自由基、保湿、防止色素

沉积、提高免疫力等功效，将灵芝提取物作为功能活性成

分，同时结合微囊体、脂质体等关键技术，开发一种具有

延缓皮肤衰老、保湿、增加肌肤弹性功效的灵芝抗皱面

霜，从皱纹产生的四大根源入手，实现多方面保护，减少

皱纹产生，改善已有衰老肌肤。其在医学生物学领域具有

较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为我国丰富的灵芝资源开发新的

产品形式，延长其产业链，以科学技术带动脱贫攻坚。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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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蛋剥皮机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凯 201805011018

边晟

/2019050102

04,李可

/2019050103

15

杨勇强 副教授 0802

卤蛋是我国的传统食品，其生产加工工艺复杂，技术独

特，质量要求高，贮藏时间长。卤蛋在加工过程中需要剥

皮和清洗，呈现劳动强度大，卫生程度差等缺点，基于

此，本课题在卤蛋加工工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三维建模

技术，运用Pro/E软件，对该卤蛋剥皮机进行了结构设计

。该卤蛋剥皮机主要由输送机构、破壳机构和剥壳清洗机

构三部分组成，不仅能够快速去壳，而且大大改善卫生条

件，保障食品安全。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22X

实施阳光助学工程实践平台，

打造资助育人新模式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谯悦 201705060336

车炫畅

/2017030403

01,付子晋

/2017020205

17,彭卓

/2017060107

23,吴智鑫

/2017060107

18

臧晓辉 讲师 1201

本项目以阳光助学中心经济实践平台为依托，构建普惠性

、助困性、奖励性和补偿性有机结合的学生资助模式，通

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经济实践基地建设，构建提高学生

综合能力的资助育人模式。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23X

创新型陕西非遗文化推广运营

策略研究 --以合阳木偶为例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赵美荣 201809070219

侯煜杰

/2018090701

05,杨美

/2018090701

18,李嘉晨

/2018090701

08,毕文馨

/2018070301

03经济与管理

学院

李慧 副教授 0816

本项目以陕西合阳木偶为例，以研究团队自主知识产权为

基础，建立“专利-转化-运营-推广”一套创新型非遗文化

运营推广模式。（1）实现现有专利的转化，通过互联网、

新媒体等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建立运营生产链；（2）建立

特色文化小镇和非遗博物馆模型带动旅游景点建设，助力

当地经济发展；（3）建设非遗文化创客空间工作室，吸引

非遗文化传承者及爱好者，为保护我国传统文化保驾护航

。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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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3D打印

装置的设计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秦朋博 201605011115

石国文

/2017050105

17,唐锦昊2/ 

20170501052

0 ,王波

3/201705010

522, 宗廷赫

4/ 

赵雪妮 教授 0802

近年来，由于短切纤维在增强方面的局限性，以连续纤维

作为增强材料，成为获得更优力学性能的一种可行方法。

3D打印作为一种快速成型工艺，已被应用于连续纤维增强

热塑性基复合材料，但关于连续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

的3D打印工艺和装置却鲜有报道，基于此，该项目设计一

种连续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的3D打印装置，在提高复

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基础上，发挥3D打印快速和个性化成型

的优势，制备出力学性能和生物性能兼顾的复合材料。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25

阻燃型可降解脂肪族聚酯复合

发泡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缪国想 201901010317

尚贤

/2019010103

18,郭奕瑶

/2019010103

04,吕果

/2019010103

05,唐钰莹

/2018010303

09

岳小鹏 副教授 0817

本项目申请针对聚丁二酸丁二酯（PBS）基复合发泡材料的

阻燃改性，以木质素等天然高分子对膨胀阻燃剂（IFR）进

行改性，在此基础上实现协效阻燃基团的结构设计。并就

复合发泡材料成型、界面特性和阻燃改性中所涉及到的一

些机理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进而对材料性能及阻燃体系的

优化设计进行研究。本研究有利于实现脂肪族聚酯在对石

油基高分子材料的有效替代，并可为阻燃改性脂肪族聚酯

复合发泡材料的制备提供理论依据及技术支持。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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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掺杂ZnO量子点/MoS2纳米复

合材料的制备及抗菌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佳昊 201702020226

刘晋

/2018020204

04,李莎

/2018020207

04,万莹

/2018020203

10,张馨月

/2018020206

14

刘俊莉 副教授 0804

细菌感染越来越被认为是导致发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为

了有效清除细菌，抗生素被滥用，致使“超级细菌”出

现，最终导致没有药物可用。针对这一问题，本选题拟将

新型抗菌材料MoS2与Co掺杂的ZnO量子点进行复合，制备

一种基于光驱动抗菌的高效广谱抗菌剂。这两种材料的复

合，理论上可以大幅提升两种抗菌剂协同抗菌，大大地提

高单一组分的抗菌性能。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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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eO2-x-TiO2界面调控及

其光热协同催化CO2低温加氢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昱 20180304134

阿曼古丽·杰

力力

/2018030410

1,蔡玉婕

/2018030410

2,侯飞帆

/2018030432

赵杰 副教授 0825

本项目拟基于Pt-CeO2-x-TiO2复合催化剂体系，通过制备

方法、活性组分晶型及形貌控制，调控界面的结构与电子

性质，进而实现光热催化CO2加氢性能提升；通过原位红

外，研究光热协同催化机制。本项目的实施将为太阳能驱

动CO2催化加氢的应用提供实验和理论支撑，为高效低温催

化剂的设计、制备与优化提供借鉴。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28

新型复合固态土壤棒肥调节剂

研制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潇晴 201804010120

李柯欣

/2018040102

08,张璐

/2018030404

17,茹一琦

/2018040404

24

沈文
高级实

验师
0827

为响应国家秦岭生态保护号召，本项目以“循环利用，地

力提升、增肥增效”为项目的总体目标，结合秦岭地区土

质情况，充分利用城市园林剪枝、中药渣、污泥为原料，

筛选适当的添加剂，研制出一款集生物炭、复合有机肥一

体化的固态土壤棒肥调节剂。在促进城市有机废弃物的再

利用，减少废弃物处理不当带来的环保压力的同时，还使

得基肥施予不破坏环境土壤形态，生物质有机质高效还

林，有效促进秦岭生态修复。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29
物流谛听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龚涛 201705011207

侯云云

/2018070204

09,秦嘉鑫

/2017050111

15,沈丽娜

/2017050204

08

韩昉 讲师 0809

货物在途过程中常常发生各种问题，如运输过程中发现货

物丢失、货损的情况，货物出现紧急状况不能及时发现并

处理，运输车辆司机的违规操作、导致货物长时间未送达

的问题。在货物运输过程中需要保障货物的安全与及时

性，顾客也需要对货物的状态时刻进行追溯。本项目就是

希望设计一款基于嵌入式技术的“物流谛听”，来监测各

个阶段货的各种状态。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30

瓶瓶无弃-基于EPC-365视觉系

统的全自动塑料瓶分拣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辉 201805010726

何宛妮

/2018050204

03,王秋悦

/2018060106

06,汪子凯

/2018050605

25

李程,

史韵

讲师,

讲师
0802

据统计我国每年消费约2000亿个、超过500万吨塑料饮料

瓶，为此国家积极号召废旧塑料瓶的回收工作。在回收过

程中经分拣，脱标处理可使塑料瓶发挥更大的资源与经济

价值，提高资源利用率超5倍。我国广泛采用的人工分拣方

式成本高，效率和精确率低且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分拣，针

对这些问题，我们拟设计出一款基于EPC-365视觉识别系

统的全自动塑料瓶分拣机。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31X
丝缘民享——益起味来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倪思宏 201805020325

蔡佳文

/2018070203

01,朱思颖

/2018040101

21,余璇

/2018090801

19,张锦程

/2018050203

28

陈英,

石乘齐

讲师,

副教授
1202

文化生产力是国家与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少数民族

文化是复兴中华文化的前提。丝缘民享团队结合互联网+文

创服务和乡村振兴两方面，以土族特色文化及特色小吃为

载体，从民族传统生活、民族娱乐生活、民族精神信仰，

开展实地调研考察、深入土族聚居地、民族节的参与，策

划流量销售等活动，建立集土族文化信息与和体验于一体

的平台，探索一套助力土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商业模式并撰

写创业计划书。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32

“互联网+乡村振兴”背景下

乡村旅游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

策略研究——基于白银市龙湾

村的实地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嘉华 201806020719

杜秋雨

/2018060208

02,郭紫傲

/2018060204

06,陈一欣

/2018060209

01,雷新宇

/2018060202

20

刘贝

民,严

渭青

助教,

讲师
1202

    本项目主要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研的方式，以白银

市龙湾村为例，就“互联网+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旅游

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策略进行研究，针对乡村旅游因地

制宜的合理规划和特色产品的营销模式提出对策建议，试

图为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和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提供一

定的参考依据。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33

荧光功能水性聚氨酯印花粘合

剂的制备及性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娇妹 201708020811

杨林飞

/2017080207

13,袁可

/2017080208

10

赵艳娜 教授 0703

本项目通过荧光结构单元的结构设计、WPUA分子链的调

控，利用无皂乳液聚合法，相转化途径，制备一种结合荧

光剂的美观、安全以及水性涂料的环保的水性聚氨酯涂料

印花粘合剂，使其在织物印花中广泛使用，不仅可以保留

现有印花美观大方、价格便宜的优点，而且还可以做到具

有荧光效果，无毒环保、手感好，色牢度好的优点。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34

ZrO2@GO@PAMAM的构筑及其对

碳纤维环氧复合材料界面粘结

性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颖 201802020808

张济原

/2018020208

12,杨晨

/2019020209

10,张晓辉

/2018020208

34,刘博

/2018020208

23

武清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旨在构筑具有多层核壳结构ZrO2@GO@PAMAM纳米粒

子，并将其通过碳纤维表面引入复合材料界面以提高复合

材料界面粘结强度，研究ZrO2@GO@PAMAM对复合材料界面

微观特性的影响，建立复合材料界面微观特性与界面粘结

强度的关联关系，揭示ZrO2@GO@PAMAM对复合材料界面的

增强机理。本项目的实施将促进纤维表面处理技术的发

展，对推动国防武器装备和民用工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

√

2020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S202010708

135

SiC/C复合纤维的制备及微波

吸收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秀怡 201702020902

王卓予

/2017020209

12,赵佳薇

/2018020207

13,王心怡

/2018070401

15,艾聪丽

/2018020209

01

原晓艳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针对SiC吸波剂在微波频段难以兼具强吸收和宽频化

的问题，基于纳米材料复合化思路，并结合静电纺丝工艺

的优势，获得一维Fe-SiC/C纳米复合纤维，实现其在微波

频段兼具强吸收和宽频化的研究目标。研究复合纤维化学

组成、微观结构对其电磁参数的影响，并揭示其微波损耗

机理。本项目对发展新型高效吸波剂材料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本项目能够提高本科生自主科研学习的能力，并培

养团队成员的团结协作能力。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01

基于无人机图像的地面裂缝三

维建模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奥 17411070330

程旺鑫

/1740807031

2,孙占岭

/1740807052

7, 李骊

/1940801040

2,李妍

/1940801030

史晓楠 讲师 0809

在煤矿开采过程中,覆岩移动引起地表移动和破坏岩层,有

的还会形成地裂缝,对当地的环境和其居民的财产都会产生

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于对矿区的地质体三维建模能模拟出

真实场地进而为后续开采矿区提供危险参考等, 故针对地

面裂缝进行三维建模可为煤矿安全生产管理者提供一定决

策支持。本项目提出一种基于无人机采集图像的地面多裂

缝三维建模方法。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02
全地形侦测四足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佳磊 17406050117

陈镇

/1840605023

3,朱宇航

/1840605041

2,张硕

/1740605010

2,闫洪霖

/1940503012

刘琳 讲师 0808

针对目前现有的四足机器人存在的不足,本项目以执行地形

侦测任务的机械狗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有:机械狗的仿生

结构设计、机械狗在不同地形下的步态规划、基于深度学

习的环境信息变量采集方法以及远程信息交互系统的实现

。目标是克服传统四足机器人对地形适应能力不强的缺陷,

使四足机器人能够适应各种地面环境的行走,实现环境感知

和路径规划,并在执行地形侦测任务时实现远程定位和信息

交互。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03S

“民殷菜富”乡村振兴蔬菜产

业全流程创新模式探索
创业实践项目 是 张新刚 17405090827

柯凌宸

/1840509112

0,李莉

/1840509010

1, 吴嘉伟

/1940503022

5, 朱运洪

/1940503011

李磊 工程师 0823

该项目基于青州市北张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实施,深入贯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指示意

见,依托国家扶贫政策和寿光农业科技发展优势,引导当地

农户特别是贫困户进行科学生产以保证蔬菜的质量和产量

。根据市场需求规范调整种植,借助大数据服务平台着力解

决菜农“种什么、怎么种、卖给谁”的难题,直接对接销

售,做到有产必销。实现“贫困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的理

想流通,打造蔬菜产业脱贫致富普适模式。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04
一种疏水多孔陶板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韬 17411070718

强莉

/1841107041

4,翟建辉

/1741107072

5, 郑路

/1741107070

7, 李子韬

/1941107072

刘向春 教授 0804

目前市场应用的轻质多孔板材和颗粒填充物大多数是亲水

性的物质,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容易吸收水分,会导致一系列

的问题,开发一种具有良好疏水性的轻质多孔建筑板材已成

为此领域急需的产品。基于上述现状,本项目拟采用城市污

泥、钼尾矿矿渣和粉煤灰为主要原料,按照一定的配比混

合,经过球磨过筛得到粒径30~150μ m的初级混合物,再加

入一定量的水和粉煤灰在高压条件下挤压为板状,干燥后煅

烧,掺入适量的表面改性剂,形成轻质疏水多孔陶板。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05

微生物降解和热解协同转化新

疆褐煤的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媛迪 17415040208

高吉艳

/1841502020

2,刘娇阳

/1841502020

7,南昊婷

/1841502021

0,张海伟

/1841502021

刘向荣 教授 0813

本项目首先针对新疆褐煤进行生物降解实验,探究微生物降

解对新疆褐煤结构的影响,其次对新疆煤及微生物处理后的

固相产物进行热重实验,再对热解过程进行热分析动力学计

算,总结微生物降解新疆煤的工艺条件及降解对煤热解过程

产生的影响。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06

华山景区旅游安全风险评价与

管理防控措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芳明 18404050108

吕璐娜

/1840411010

5, 李丹阳

/1840405032

2, 李娇

/1740405020

3, 林海洋

/1940412033

田俊峰 讲师 0810

通过查阅文献与专家调查,影响华山景区旅游安全的因素主

要包括地质灾害,交通事故、景区管理事故、游客行为事故

等,且占据着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为重视华山风景区建

设,促进华山风景区旅游业的发展；对影响华山景区旅游安

全风险进行科学、精确、有效的评价、对影响华山旅游业

发展的社会安全隐患和景区管理隐患进行调查分析,向景区

和游客提出合理的安全风险防控措施势在必行。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07

酮阴离子功能化离子液体催化

常压CO2合成苯并噻唑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左鑫 17409050218

冯馨月

/1740905030

4,徐菁玉

/1740905021

4,马麒邦

/1840905033

0, 幸泽锋

/1840905012

8

高翔 讲师 0825

本项目拟开展以CO2为原料与2-氨基苯硫酚化合物在常压

温和条件下生成苯并噻唑的反应,设计和筛选一系列功能化

离子液体,有效活化CO2分子,实现常压温和条件下CO2的高

效催化转化；在此基础上,系统研究离子液体的催化性能,

重点考察离子液体结构、反应温度、时间等对化学反应的

影响规律,深入研究离子液体结构对CO2分子的活化机理以

及探讨CO2参与的化学反应机理。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08X
“秦农鲜”综合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张玉 18402120221

侯智轩

/1940412022

0,李爱玲

/1840212021

5,洪佩玉

/1840212020

9,曹启隆

/1940610013

吴安波 讲师 1208

该项目是建立一个发展陕西地区农业电商和线下农旅体验

经济的平台,提供农业电子商务、高品质绿色食品原产地直

供、特色农产品售卖、体验式旅游、农资销售等服务,平台

以较低的成本投入,较强的商业模式和资源整合能力,以提

高农户生产效益、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绿色健康、安全的购

买渠道,促进陕西地区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与乡村振兴

有机结合,务实做到精准扶贫。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09
高层建筑火灾消防救援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段家美 18407020508

孙士恩

/1840702052

6,李雨玫

/1840702011

0

康晓非 副教授 0807

该平台主要包括四大功能,分别是监控预警、自动灭火、辅

助疏散、救援指挥。可以实时有效地采集高层建筑火灾的

环境信息,例如烟雾浓度 、温度、CO 浓度等,10s 对疑火

点进行迅速的响应,消防联控系统自动开启喷淋系统和放置

防火卷帘并为受困者提供动态更新的逃生路线,报警信息以

短信方式通知到客户端和管理端,从而提醒相关责任人员进

行火灾处理及被困人员的紧急疏散,消防队员可以通过佩戴 

UWB 定位系统进行科学的救援决策。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10X
大学生智汇梦想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贺 17410080522

吴佳航

/1741008032

1,黎菁

/1841008041

6, 杨俊娜

/1741008050

5, 郑佳璇

/1741008030

赵庆志 副教授 0809

大学生智汇梦想APP地宗旨即是让每一个大学生找到自我、

寻到梦想。能够为大学生从未来规划的方向确定、到实际

计划的指导与落实,乃至最后实现其梦想提供全套全方位的

服务,让就业、考研、出国、考公甚至创新创业等目标尽可

能地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用户心中产生信赖；同时在供

应端对供应商产生足够的信任,让智汇梦想平台有能力且有

责任为企业、为高校、甚至政府机关培养出大量的高质量

人才。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11
基于热成像的矿井信息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浩 18406090124

师龙

/1840605041

8,贺康

/1840607013

0,刘奔

/1840605042

2

杨建翔 讲师 0801

基于热成像的矿井信息系统利用物体存在红外辐射且其辐

射能量正比于自身温度的四次方这一特点,采用热成像传感

器采集物体的红外热像图,并利用算法实现图像调节、实际

校准。制成一个结合现场数据完成远程运维功能的智能化

系统。主要包括硬件（现场多种信息的采集与处理）和软

件（基于云平台的远程的设备运行与维护管理系统）。场

景是煤矿井下。应用到了红外技术、传感器、单片机、通

信（4/5G)、云计算等方面的知识。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12X
转轮除湿多能环控空调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封媛 17403080304

韩健飞

/1740308022

9, 张莎

/1740308030

7, 苏有朋

/1740201043

陈柳 副教授 0810

暖阳多能环控有限责任公司,拥有转轮除湿技术专利,提倡

以科技为本的绿色建筑新理念,为人类提供安全、节能、舒

适的居住环境。本公司利用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及生物

质能与太阳能结合进行多能互补建筑环境控制,可以实现多

种可再生能源的优势互补,并结合该优势从而降低空调系统

的能耗,提高能源利用率。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13

煤火低温阶段重力热管最佳热

提取性能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增杰 18403120211

白广余

/1740307041

6,边静

/1840304010

2,张兆阳

/1840312021

2

肖旸 教授 0829

为了防止煤堆自燃,目前常用方法防止煤堆自燃方法的机理

都是从抑制煤堆自燃能释放的角度出发,不考虑为了达到降

温的目的而消除煤堆的热量。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重力热

管(TPCT)的高效相变传热特性,提取煤堆积热,破坏其蓄热

环境,达到抑制煤堆燃烧的目的。本文着重研究最佳煤火热

能提取性能、不同影响因素对重力热管提热效率的影响以

及其最佳组合,以便优选最佳移热装置,从而提高煤火热能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14

串联耦合型声学超材料的耦合

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升建 18401010120

袁浩澜

/1840102011

6,王波

/1840101011

6,刘淑玲

/1841008011

3,李昱霖

/1840610022

解忧 教授 0801

本项目拟将糖葫芦结构模型等效为串联的多弹簧振子系统,

通过调整结构体之间的距离来研究耦合作用的影响规律,进

一步组合多个串联耦合型结构单元,不断优化理论模型以此

得到共振频率的精确计算公式,以此全面掌握相互耦合机理

。在此基础上,采用仿真与实验相结合的方式,根据推导的

串联耦合型SHC共振频率的精确计算公式反推出合适的结构

参数,设计出新型人工降噪板。该项目的研究在降噪、隐身

、建筑物隔声等方面也具有潜在价值。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15

采动覆岩离层三维模拟方法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子恒 18407020432

周佳宁

/1840802020

7,纪雨鑫

/1840803010

1,黄天歌

/1840803012

6,代林霞

/1940808010

刘晓建 副教授 0809

采动覆岩离层三维模拟方法研究 针对采动前地质信息进行

初始建模,再使用已有方法估计采动过程某时刻产生的离层

参数后,对初始模型进行修正,形成带离层覆岩最终模型。

本项目在充分研究现有文献对地质三维建模,在经行对关键

参数的修改之后建立采动后覆岩弯曲带地质模型,快速直观

地展现出采动前后的地质情况。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16X
3C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郭钺 17423040119

王倩

/1740201042

0,马冬梅

/1840208010

1,邵文清

/1840208010

4,马越

/1842304020

冯正斌 教授 1202

互联网+的深度渗透与社交媒体和大众的生活的完美融合，

国民文娱消费需求崛起，在如此多重利好之下，文化产业

进一步发展壮大，市场对娱乐产业的需求将被进一步激

发，文化产业拥有“朝阳产业”的蓬勃生机，日益成为我

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针对人们对风格迥异、特色鲜明

的文创产品与日俱增的需求形势，我们将以陕西的文创产

品为主体，进行创意营销，采用全新的面貌展现其精神内

核和文化内涵，实现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的双重丰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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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17

声表面波瓦斯传感器强选择性

瓦斯敏感薄膜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席悦 18415050212

王芳

/1841505021

3,王雨桐

/1840509131

7,方科

/1841501012

5,王富强

/1841501012

张涛 教授 0702

本项目主要介绍了一种基于声表面波瓦斯传感器强选择性

瓦斯敏感薄膜的制备方法。近几年的重大煤矿安全事故中

瓦斯爆炸事故占煤矿安全事故的比重非常大,传统的SAW传

感器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瓦斯安全保障的需求,本项目基于

选择性瓦斯敏感薄膜现有的功能,制备一种对瓦斯气体具有

强选择性的瓦斯敏感薄膜,大大提升SAW传感器的精度,能

够及时有效的监测和反馈煤矿开采时瓦斯气体的含量,为人

员和财产安全切实保驾护航。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18

基于双目相机测渣土体积的地

铁盾构防降沉预警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赖星阳 18405090727

郭文瑾

/1840509070

3,任昊

/1840508012

8,张家毫

/1640509101

7,袁维亮

/1640509102

赵栓峰 教授 0802

本项目致力于解决地铁盾构过程中对于超挖欠挖现象感知

不明显的现状,基于双目相机的成像特性,利用双目相机测

得的点云数据,通过MATLAB建模成像,在树莓派事先编写好

的程序中进行体积计算,最终在显示端显示出挖出渣土的体

积数值以及渣土车表面图像情况,这样施工人员就能在第一

时间判断是否超挖,从而调整盾构机掘进姿态。能够最大化

防止地铁盾构隧道降沉产生的严重安全隐患,并且可以做到

连续性、周期性的监测。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19

疫情背景下的市域国土空间规

划实证研究——以铜川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星琦 18404100112

郑莹娜

/1840410010

4, 李心宇

/1840410011

1, 张贺

/1741008052

2, 张可

/1840905011

胡恬 讲师 0828

通过这次疫情,进行近十几年以来的疫情及灾害的了解；梳

理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文献；紧跟国家政策及社会发展,重视

国土空间规划内容的创新发展。基于此,本项目以铜川市为

例,通过对铜川市的现状分析以及疫情下的变化,结合数据

资料的统计分析和数学模型的应用,探索疫情下国土空间中

应急医疗体系规划、城市规划管理、城市空间信息化建设

产业结构和经济复苏,研究相应的疫情背景下的市域国土空

间规划实证。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20

废旧磨具金刚石回收与循环利

用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城浩 19411070425

董清朔

/1941107022

6,周继

/1941107041

6,金政扬

/1941107021

3,陈丹妮

/1941107011

朱明 教授 0703

本项目回收废旧金刚石工具主要回收其中的金刚石中的有

价金属, 有价金属主要包括铜、 铁、镍、钴、锡等金属, 

而如何高效回收这些有价金属成为回收废弃金刚石的重要

问题。有价金属的回收方法主要将固体金属溶解使其转化

为可溶性的盐, 进入溶液, 然后进一步进行回收。本实验

首先通过热力学角度,通过理论上的热力学计算,绘制出所

需每种元素的电位—PH图。并以此为参考,选取不同条件下

对各物质进行分离。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21

石墨烯碳量子点的掺杂改性及

其对痕量重金属离子的检测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睿哲 18415050219

车雨桐

/1841505022

7,魏一琛

/1841505022

1,卢璇

/1941501021

6,黄思源

/1841505022

刘国阳 讲师 0813

本项目以太西无烟煤为原料,以富集分离和测定环境样品中

痕量重金属离子为目的,采用一步超声剥离技术制备煤基石

墨烯量子点,并通过水热合成法对煤基石墨烯量子点进行硫

氮掺杂改性,设计构筑出新的固相荧光感应复合材料,期望

实现对痕量重金属离子的高效灵敏检测,为煤炭的材料化利

用开辟新的途径。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22

基于大数据的大气污染综合管

控系统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婷 17409050202

陈向丽

/1740905020

1,张颖

/1840905010

7,马驷骏

/1940609011

1,刘津酉

/1940607021

侯晨涛 副教授 0825

本项目“基于三维模拟的“雾霾精准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适用于支持小区域的城市大气污染精准管理决策,可以实现

该地区大气污染程度的三维呈现,追溯该地区的污染过程变

化。该系统具有数据小,运行成本低,计算速度快,呈现结果

更加精准等特点。并且此次项目运用了世界最先进的WRF-

CMAQ双向耦合技术来进行污染源的污染模拟和源解析。该

系统研发成功后决策的方案可以达到精准溯源、兼具经济

、环境双赢的效果。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23X
薯你最红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黄凯 18402070126

刘轩

/1840207010

8,任靖萱

/1840208020

3,常天娇

/1940312020

2,王珅渤

/1840903020

寇敏 讲师 1208

“薯你最红”项目旨在借助临潼区在校大学生的力量通过

互联网平台帮助当地农户销售红薯达到增收的效果。为

此，本团队利用自媒体平台从临潼板栗红薯的美食、文化

、科普等多角度推送优质内容，并为其设计IP形象和商

标；来解决当前红薯农户存在线上宣传内容制作单一和缺

乏统一品牌标识的市场痛点。本项目通过短期的社交电商

模式、中期的综合电商模式和远期的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

最终达到建成区域性特色红薯产供销联合基地的目的。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24

基于NB-IoT技术的冷链资产管

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鹏 17407111326

张明康

/1740711132

2,张婷婷

/1740711111

4,刘辉

/1840705013

3,朱子毅

/1806910021

5

朱代先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实现的冷库资产管理系统,能够自动监测冷柜中的温

度变化、监控销售货品纯度和摆放位置,能够感知消费者集

中在哪些区域并进行记录,并定时进行数据信息报告。为管

理人员制定营销策略提供必要的信息。在诸如食品加工、

长途运输生物制品等需要冷藏设施的行业中也能带来效益

。建立基于NB-IoT技术的冷链资产管理系统,能够降低商

品的损耗率,实现商品追溯,利于管理决策,并能够对数据超

限、外部停电、设备故障、电池低电量、通讯故障等异常

情况进行报警,大大提高了冷链运输的效率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25

关中平原积雪变化对冬小麦生

长影响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曦 18410080519

吕雯宇

/1741008082

5,钱杰

/1841008053

2,郄建军

/1841008052

1,张继林

/1841008042

向洋 讲师 0812

 关中平原是我国重要的冬小麦产粮基地,冬季积雪变化直

接影响着来年小麦产量。目前关于该区域积雪变化与冬小

麦生长相互关系的定量研究还较少。本项目综合使用遥感

与实测数据,提取关中平原近20年来积雪和农作物生长相关

信息,分析区域内积雪变化趋势和冬小麦生长情况,利用相

关统计,认识积雪变化与农作物生长之间的定量关系。通过

本项目研究可以对当地农作物生长管理提供一定的科学参

考。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26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停车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城林 17406100222

吴瑛琦

/1740610021

8,

陆奉兵

/1740610020

7

李磊 讲师 0806

近年来停车难已经成为很多城市治理的新顽疾。为提高停

车服务质量,本项目设计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打造的智能停

车系统,集线下停车场、线上管理操作端和线上用户操作端

为一体,结合物联网技术与多种传感器技术,收集每个停车

位的泊车信息数据,利用网络接入运营商服务器,并将数据

传送到后台,客户可通过手机APP进行信息查阅,实现区域

内停车场资源的统一管理与调度,提高停车效率,以此给人

们带来更多的便利。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27

基于机器视觉的乒乓球智能回

收机器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誉航 18405080202

苏鹏宇

/1840508021

6,郑一聪

/1840605010

2,张磊

/1840607012

7

王鹏,

郭飞鹰

工程

师,工

程师

0802

乒乓球被称为中国的“国球”,是一种世界流行的球类体育

项目,乒乓球由于体积较小,质量较轻,且在运动过程中相互

撞击,最终乒乓球会落在离乒乓球台较远的地方,当准备的

乒乓球使用完后,就需要重新回收地面上的乒乓球,人工捡

球费时费力,雇佣球童会影响比赛进行且会花费高昂的费

用,现今市面上常见的捡球机构大多是纯机械结构,效率低

速度慢,无法完全免去人工操作,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

乒乓球回收装置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28
陕西旭杰责任有限公司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泽杰 17415030114

刘永孜

/1740302030

8,汤理安

/1740302030

6,朱浩宇

/1840302010

3,王虎虎

/1741503011

王红伟 副教授 0815

    本项目主要针对安全高效开采是急需解决的世界性难

题,同时,提高该类煤层资源回收率是涉及国家能源安全的

重大战略问题。本团队基于此针对不同类型大倾角煤层开

采研发出了大倾角煤层走向长壁综合机械化开采技术,包

括：大倾角单一中厚煤层综合机械化开采技术、大倾角单

一特厚煤层综合机械化放顶煤开采技术、大倾角煤层群综

合机械化放顶煤开采技术、特殊条件下大倾角煤层综合机

械化开采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29
智慧消防体验中心设计与构想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雪梦 17403040207

黄浩

/1740304022

1,李婧漪

/1840312010

8,胡蝶

/1840304010

3,徐颖

/1840201011

张嬿妮 教授 0829

 近年来,我国火灾事故频发,凸显民众消防安全思想薄弱,

且对消防突发情况重视程度不够。本项目针对大众消防意

识欠缺、消防管理体系不完善的现有问题,结合中国智慧城

市建设白皮书以及十四五规划对消防体系建设的要求,采用

线下实体场馆建设与线上特色网站的模式,做到消防资源的

汇集化共享,消防项目的多样化体验,消防事故处理的正规

化培训,进而增强大众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各行业应急管理

能力,完善社会智慧消防体系。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30

基于用户兴趣的智能学科竞赛

助手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宇航 18408010314

贺纪龙

/1840801032

4,黄晨颖

/1840801040

9,姜天

/1840806022

4,蔡熠

19408010401

温乃宁
高级工

程师
0809

收集更新最新学科竞赛信息,提供往届获奖信息汇总,根据

自己的题目查找往年相似题目同类比赛获奖情况,以判断和

调整题目的创新度。可导入或设置竞赛的关键时间,进行提

醒功能。根据个人爱好,个性化推荐学科竞赛。同时管理个

人参赛及获奖信息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31

巴哈越野车馈能型电磁阀式半

主动悬架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佳佳 18405091217

张少博

/1740509111

3,乔琳

/1940503020

2,熊开坤

/1940503021

9,张彦强

/1940503013

寇发荣 教授 0802

本项目在电磁阀式减振器的基础上并联齿轮齿条馈能装置,

提出一种馈能型电磁阀式半主动悬架结构。通过对电磁阀

式半主动悬架结构设计和性能仿真分析,设计并试制馈能型

电磁阀式半主动悬架原理样机,开展阻尼特性实验,完成悬

架动力学建模和理论仿真,建立馈能特性模型并进行仿真分

析,并且进行实车试验,实现在改善巴哈越野车平顺性与操

稳性。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32

用于5G-聚四氟乙烯高频覆铜

板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攀 18411070714

吴毅

/1741107031

3,郑盈盈

/1741107040

2,郭智峰

/1841107072

5,易超

/1841107071

5

李会录 副教授 0804

在5G的迅猛发展的当下,全国5G新基站的建设需要,覆铜板

是通信的关键材料,在所有高频覆铜板中,聚四氟乙烯的极

化率小,耐温性好,介电性能最佳,被认为最好的5G高频板

的材料,但聚四氟乙烯不容易乳化,乳化液不容易浸啧到玻

璃纤维布上成膜,并且和铜箔热压成型容易变形而使加工型

很不好,目前聚四氟乙烯覆铜板被美国罗杰斯公司垄断,所

以探讨聚四氟乙烯乳化、浸啧玻纤布到压制覆铜板的影响

因素,对制备满足高频覆铜板是必要的。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33

大型煤气化灰渣分级分质高附

加值材料化转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诗旋 18415030210

韩雨萱

/1841505020

8,沈冠彤

/1841504022

4,刘星雨

/1841503010

周安宁 教授 0815

本项目是针对我国大型煤气化灰渣的高效利用问题,在探明

气化灰渣组成结构和性质的基础上,研究气化灰渣有价组分

分选与利用的新方案。重点开展分选技术研究,设计基于分

离出灰渣各组分的性质特点的高附加值新材料制备的方法

。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34

宝鸡农村地区新建民居冬季能

耗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曹傲彬 17404060222

张小雨

/1740406010

7, 徐国威

/1740406012

1, 蔡润栩

/1740406011

6, 杨曦

/1740406011

石嘉怡 讲师 0828

农村住宅的能耗水平研究,既是改善民生的重大需求,也是

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主要举措,还是转变我国农村发展模式

的战略选择。在此背景下,本项目以宝鸡新建民居为研究对

象,运用实地调研、现场测试、软件模拟等方式,对宝鸡农

村新建民居参数分析、宝鸡农村新建民居冬季能耗影响因

素的确立、宝鸡农村民居冬季能耗影响因素实验组合研究

几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探究。以期为我国农村建筑节能的长

远发展打下理论基础和提供现实可循的参考。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35

浅埋煤层过沟开采地表裂缝动

态发育规律相似材料模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莹 17409100108

郝永辉

/1740910013

3,刘俊杰

/1740910011

9,富弘毅

/1840910011

4

孙学阳 副教授 0814

本项目以相似材料模拟实验为手段,以陕北柠条塔煤矿

120212工作面为例,研究浅埋煤层过沟开采地表沉陷特征

、覆岩破坏模式、导水裂隙带高度特征,进而得出沟谷不同

位置裂隙形成、闭合等动态特征的力学机制以及地表裂隙

与覆岩移动变形和导水裂隙带发育特征之间内在联系,为陕

北浅埋煤层过沟安全开采提供技术参考,对沟道洪水预防具

有重要意义。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36

基于精准扶贫政策下灞源豆制

品拓销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孙银 18402050116

李宇桓

/1740205013

2,杨阳

/1740202012

9, 郭丹萍

/1740201033

2, 李仲凡

/1740806012

张巍 讲师 1202

本公司以西安市蓝田县灞源镇的灞河源头水和当地原产高

质量大豆为原料,将传统制作工艺和当代生产技术相结合,

实现传统灞源豆腐量产化。从原材料到物流配送进行整体

布局、优化,实现产品种类多样化,产品包装人性化,产品选

择随心化,产品营销新颖化,经营方式多样化,产品功效专业

化以及产品配送便捷化。将传统豆腐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

合,打造独特体验,增强消费认可。打破交通、地理位置等

束缚,提高农民收入,助力精准扶贫。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37

井下智能巡检机器人的自主导

航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花莹 17407111213

王俊峰

/1741107022

1,王萌

/1840201030

9,高溪

/1740711170

7,胡鑫

/1740711170

侯颖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为一款基于工业互联网的环境监测系统,项目目标为

建立实现基于深度学习与SLAM的井下三维空间建模,主要

应用为通过路径规划系统控制机器人在位置环境中探索,并

可为智能移动机器人自主定位和导航。本项目可有效提高

井下救援或其他作业时工作人员的救援效率、安全系数,使

救援人员能够更好地掌握灾后井下等危险地区的环境。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38

基于激光雷达与摄影测量的黄

土高原植被与地形关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志涛 17410080827

陈俊

/1741008082

9,党旭

/1741008042

0,梁焕然

/1741008040

2,张浩宇

/1741008082

李朋飞 副教授 0812

本项目是将激光雷达和摄影测量应用到黄土高原植被生物

量与地形因子的空间关系分析中。项目以甘肃南小河沟杨

家沟数据为基础,通过两种技术的结合,研究区域内地形特

征和计算植被生物量,最后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其空间关系

。本项目最终能为黄土高原地区植被恢复提出合理措施,为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的防控措施提出建设性意见,对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有重大意义。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39
基于EMQ禽蛋监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嘉伟 18406050223

王浩

/1840609012

4, 师龙

/1840605041

8,施元徽

/1840605021

3,

任泓易

/1840605021

9,

李红岩
高级工

程师
0808

基于EMQ的禽蛋监测系统可以收集到实时的禽蛋产量数据和

库房禽蛋储备数据,并把这些数据传输到云端,云端处理数

据后存储在平台上,企业用户可以通过电子设备查看生产数

据和不同库房的禽蛋存储量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在企业决策

时提供数据支撑,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系统主要包括三部

分传感器数据收集、云端数据处理和软件数据显示。主要

应用到了传感及检测原理、嵌入式系统原理与设计、

4G/5G通信、云端数据处理和软件设计等知识。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40
智能人群体温巡检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宇航 18406050412

陈羿含

/1840302020

1,刘建波

/1840705031

7,王文满

/1840705023

3,张敏 

/1740605010

白云
高级工

程师
0808

    本项目是根据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特点开展的,由疫情

特点看出被感染者主要有发热症状,并且通过人群的聚集而

引起大面积传播,因此本项目旨在实现疫情防控期间对流动

人群的体温检测,防止疫情反弹。主要研究内容是基于智能

巡检小车的流动人群体温的识别和温度异常报警,最终实现

机器人对流动人群的体温检测和自动报警。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41
蜗窝——家居设计及装修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黄欣 17423040214

李帅

/1741008041

3,梁思钰

/1842304010

4，张欢

/1842304010

5，杨鸿宇

/1840803021

秦声 副教授 0828

    蜗居——家具设计及装修，我们的产品便是针对家具

行业信息缺失及当前需求，以购房者的便捷为出发点，解

决购房者家具需求的需求为目标，模拟房源大小以及样

式，针对买房者的需求，制定属于自己风格的家具设计以

及价位。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42S
陕北白于山区生态养牛 创业实践项目 是 王恒荣 17403020216

刘义虎

/1740302020

8,井宇航

/1840302021

3,刘欢

/1740302022

3,哈树琴

/1741501021

6,

吴蒸 讲师 0815

响应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一村一特色产业,项

目以“产业兴旺、生态环保、生活富裕”为使命,依托陕北

白于山区特殊的人文地理条件,发展生态养牛。通过向当地

农民收购饲料原料,并为其免费提供有机肥等手段,运用现

代化养殖和管理技术,以传统和互联网综合销售模式帮助农

户进行肉牛生态养殖。实现提高农民收入、拉动地区经济

发展、有利生态环保的目的,目标成为“饲料加工—生态养

殖—牛肉加工—综合销售”的现代化企业。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43
智慧消防栓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邢可欣 18403040205

常泽晨

/1740307042

4,李浩

/1840312011

3,余明旭

/1840304021

1,鲁丹华

/1940307040

王伟峰
高级工

程师
0829

智慧消防监控系统主要由消防栓智能闷盖、压力监测设备

、监控平台及手机APP组成。在不改变原消防栓外观基础

上,将普通闷盖替换为智能闷盖,同时在消防管道上安装无

线压力变送器,实现报警功能,通过NB-IOT网络,将信息推

送到后台管理系统,提醒相关人员及时查看现场进行处理。

系统采用物联网等技术,监测消防栓状态,并对消防栓的信

息进行处理和分析,从而达到日常消防栓全面管理,使用每

个可利用消防栓,充分发挥救灾现场的有限兵力。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44X
菜库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冯欢 17401010103

谭志伟

/1740509050

7,秦仁曼 

/1740807070

2 ,岳美

/1740509030

1,吕莹莹

17401010101

刘杰 副教授 1208

“菜库”是一款蔬菜收购、运输、配送一体化综合服务软

件。它根据城市规模、饭店的密集程度、民众购买力、交

通运输情况等特点对市场需求进行深入分析,按照就近原则

进行蔬菜交易,以保持蔬菜的新鲜程度和减少运输过程中的

损伤。它的优点在于统购统销、预约订购、就近销售、速

递配送,在保证蔬菜口感和质量的同时,扶助广大菜农减贫

致富,也给予所有消费者极大的便利和优惠。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45

基于机器视觉的地下排水管道

缺陷智能识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温湛晨 19408030430

吴健扬

/1940803043

1,贺旭东

/1940803042

7,刘雅静

/1940801030

5,

贾澎涛 教授 0809

基于机器视觉的地下排水管道检测系统是一款针对地下排

水管道缺陷的智能识别系统,运用了深度学习、AlexNet神

经网络、SegNet网络等技术,以及预处理、关键帧提取识

别等方法。该系统预计目标是实现对地下排水管道的缺陷

智能识别、缺陷类型分类、缺陷位置确认等功能。该系统

意在缓解城市地下排水管道检修压力,减轻有关人员工作压

力,优化城市地下排水管道功能。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46X

线切割制备超疏水-铝合金防

腐

领域创新者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红星 17405080133

邵金辉

/1740509041

0,

何箴言

/1740509111

0,

于魏宁

/1740509042

4,

杨丹妮

/1740508010

李雪伍 副教授 0802

本产品相较于传统的铝合金表面处理技术,做到了技术创

新,更做到了细致化、微观化的应用创新,为铝合金应用领

域的拓宽奠定坚实基础。我们的铝合金表面防腐原理建立

在仿生基础上来源于自然界,能够在起到防腐效果的同时不

对环境产生污染。另一方面,我们在设计理论指导下采用电

火花线切割技术进行制备,可以同时实现对大量板材实现可

控规模化生产。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47

新型矿用防灭火复合凝胶的制

备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怡莎 17411070208

段哓暄

/1741107020

3,刘朦

/1741107020

4, 赵蒙恩

/1741107021

6, 刘跃

/1841107082

王金磊 讲师 0804

煤炭自燃是煤矿的重大灾害之一,不但浪费了宝贵的煤炭资

源,并且严重影响了煤矿的安全生产。高分子凝胶材料因具

有阻化性能强、渗透性好、吸热量大等优点,被认为是极具

应用前景的新型防灭火材料。然而,成本相对较高、流动性

过大、力学强度较差等问题严重限制了其实际应用。针对

上述问题,本项目从材料结构设计和配方优化出发,旨在开

发出新型复合凝胶材料,以期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改善凝胶防

灭火材料的粘附性和力学性能。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48

超分子热致智能水凝胶体系的

设计、制备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晨宇 18415050229

木弘霏

/1841505011

7,高雪晗

/1841504010

3, 张羽昕

/1841505020

2, 曲思甜

/1841505020

李远刚 副教授 0703

热致水凝胶一直是国内外难以解决的难题。本项目组旨在

设计一类新型超分子水凝胶体系,该水凝胶体系由β -CD壳

体和两亲水凝胶因子组成。项目组预测其可能具有极佳的

溶胀比、结构简单、原料易得、热致智能响应等优秀性能,

拥有广阔的应用场景和极大的研究价值。随后,设计一系列

的相关实验,通过实验验证预测,改进体系性能。最后,在实

验结论的基础上,总结该类水凝胶的形成规律,推广一套超

分子热致水凝胶设计的理论方案。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49X

“淘新疆”领航脱贫攻坚 筑

梦同步小康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唐敏 18402050120

田芳明

/1840405010

8, 白雨欣

/1840406010

4, 袁潇

/1940701020

4, 艾散·玉

素因

/1840405010

李海滨 副教授 1208

  “淘新疆”领航脱贫攻坚 筑梦同步小康 是一款销售“

新疆特产”的电子商务营销平台。旨在联系我校新疆籍贫

困同学,销售其家庭的高质量新疆特产；利用高效率的现代

物流和成熟的保鲜技术,在最佳时间内将新鲜优质的新疆产

品运送至顾客手中。本项目已于2019年9月以小程序的形

式在建工学院内进行试点运行,现已经帮助9名新疆籍贫困

同学实现脱贫工作,为后期扩展项目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项

目争取助力西安科技大学新疆籍学生贫困家庭实现脱贫致

富。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50

镇安县脱贫攻坚现状及后续产

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汤宇卓 17409100106

刘萌楠

/1740905011

1,王鑫琳

/1740905021

0,李文

/1840905010

9,刘泽杨

/1840910021

余小涛 助教 0303

本研究在已进行的镇安县脱贫攻坚考察实践活动的基础上,

拟以其后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尝试着通过资

料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实地访察等方式摸清镇安县后续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情况,依据目前产业发展情况,巩固脱贫

攻坚效果,形成产业发展长效机制,并拟提出多种脱贫攻坚

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的方案,以实现镇安县脱贫攻坚后续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51

彩色的黑：非遗与旅游融合发

展助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梁亦琳 19402070119

奚梦瑶

/1940201031

6,李晴

/1940207012

3, 陈红

/1940205020

9,王若晨

/1940207010

王会战 教授 1209

“彩色的黑：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助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

兴”项目,是建立在“非遗+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基础上,

通过互联网+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针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尧头窑陶瓷烧制技艺”提出的青年红

色逐梦之旅项目。利用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当地政策优势,

以澄城县尧头窑文化旅游生态园区为依托,在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前提下,抓住机遇,打破窘境,带动当地民生发展,

进而促进当地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52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便携式摔倒

监测智能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振垚 17407110133

周慧智

/1740711042

5,刘楠

/1740906020

3,宋盼婷

/1740906020

2,周会

/1740711100

1,

冀汶莉 副教授 0807

本课题试图通过物联网相关技术设计简单有效的智能鞋垫

和电子胸牌的智能穿戴设备帮助老年人解决因意外摔倒得

不到及时帮助的问题。通过在鞋垫及电子胸牌中加入相应

的传感器模块对人体的行走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同时利用智

能终端较强的计算功能计算并识别是否具摔倒倾向,并发出

报警。相关的监测数据和位置信息通过移动交换技术发送

到监护人的手机端,争取在最短的时间使老人们得到有效的

救助。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53
轻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小瑜 17410080804

白雯杰

/1741008071

4,唐欢

/1741008070

8,郝灵杰

/1740807022

4

周自翔 副教授 0705

智能移动设备的发展和普及应用,为用户自助游创造了条件

。同时,GIS技术也开始从计算机客户端向智能移动设备发

展,基于嵌入式平台的移动GIS应用而生。本创意提出一种

基于Android平台的移动GIS智慧旅游系统研究与实现方案

。主要从地图行程规划、地理围栏技术和记录分享等方面

进行研究,开发实现了以移动GIS为基础、基于Android平

台的西安市智慧旅游App——轻旅。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54

基于视觉伺服系统的垃圾分类

机器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毅超 18407060320

陈佳李

/1740509090

5,袁传晟

/1740711063

2,吴宇帆

/1840706031

4,李宇航

/1740711092

胡广

翻,刘

刚

工程

师,助

理实验

师

0802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

水平日益提高,城市生活的垃圾处理问题也成为了重难点问

题。目前,传统的人工垃圾分类以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和发

展,因此我们将研制一种基于视觉伺服系统的垃圾分类机器

人来解决人工分类的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垃圾分类机

器人通过语音告知,视觉识别和定位,进而驱动机器人进行

运动,实现对垃圾的抓取和分类。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55

冬季高校室内co2和pm2.5的分

布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锐 17403080104

杜怡霄

/1740308011

0,李瑜

/1740308010

7,魏姿妮

/1740308011

3,苏磊

/1740380122

姬长发 教授 0810

在不同通风量、不同人数、不同气象参数情况下,得出冬季

室内CO2和PM2.5的分布特征曲线。给出CO2和PM2.5浓度

的具体浓度控制方案和合理化建议。对如何改善教室内部

空气品质、引发学生、教师对空气品质的重视,并指导学生

培养自我调节学习微环境、提高学习效率的意识。

√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56

低渗煤层瓦斯抽采钻孔失稳机

理及其修复增透关键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佳伟 17403120115

张晓飞

/1740312011

9,

庞傲晨

/1740312011

8, 

缪斯文

/1740312011

徐刚 副教授 0829

项目针对低渗煤层瓦斯抽采浓度低、有效抽采时间短、钻

孔存在垮塌等问题,采用室内实验、现场试验和理论分析相

结合的研究方法,查明钻孔失稳的影响因素及其力学机制,

阐明瓦斯抽采孔高压水射流修复与增透技术原理,研发一套

基于高压水射流的钻孔修复与增透装备,构建基于高压水射

流的煤层增透、钻孔修复技术体系,为提高瓦斯抽采钻孔使

用效率及抽采的质和量提供一种新途径。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57
学生公寓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兰佳宁 18401010203

李江博

/1840101022

7,张玉莲

/1940405050

1,杨嘉宸

/1940504032

4,简致远

/1940101012

谢泳,

刘佳

教授,

副教授
1305

高校寝室不仅有休闲娱乐的功能更是学习的延伸。在有限

的空间内,彰显个性,突出自身特点,是当代大学生的新需求

。然而现今我国高校公寓传统构局。寝室成员间不同生活

模式重叠会导致生活质量和学习效率的下降,还会使得寝室

内光照不均。同时,宿舍内偷用违规电器的现象屡禁不止。

基于以上现状,本项目旨在设计一个交流多层次化、个人空

间私密化、减弱相互干扰、具有更多储物空间、更加人性

化且功能多元化的新公寓。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58

基于人脸表情识别的心理健康

诊断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佳磊 17408070715

闫成伟

/1740807072

3,李啸

/1740807062

6,孙占岭

/1740807052

叶鸥 讲师 0809

基于表情识别的心理健康诊断系统,针对学生这一特殊群

体,将人脸表情识别与心理健康诊断相结合,依据对表情的

识别和分类智能化诊断心理健康,以促进智能化高校学生心

理健康发展.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59

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的滚动

轴承故障智能诊断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杰 17405090206

李涛

/1740509030

6,朱博研

/1740509083

0,左梦真

/1740509020

9,侯婵婵

/1740711021

樊红卫 讲师 0802

本项目采用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对滚动轴承进行智能的

故障诊断。首先,通过时/频域分析提取滚动轴承故障的特

征信号。其次,通过构建神经网络预测诊断模型,并采用遗

传算法对BP神经网络进行优化,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

和求解。最后,对仿真结果进行评价,得出相应结论。后期,

本项目拟开发出一个操作简便的APP软件,其具有实时监测

、故障精确识别与诊断等功能。本项目的实施能有效提高

设备的工作效率,加快机械设备智能化的发展。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60

可穿戴式柔性复合材料应用技

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丹丹 17411070808

祝英豪

/1741107010

2,王晨洁

/1741107071

3,杨金铭

/1741107010

1,锁英容

/1741107081

杜慧玲 教授 0804

   拥有良好介电性能和稳定性的复合薄膜是制作可穿戴式

传感器的关键。本项目以PVDF材料为基体,BaTiO3 纳米粒

子为填充材料,采用溶液流延法并使用盐酸多巴胺进行包覆

改性的工艺制作BT/PVDF膜材料,从而来提高复合薄膜的介

电性能,以及改善聚合物基体与填料之间相容性和分散性的

问题,制备出性能优良、便于生产应用的可穿戴式柔性复合

膜。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61

多功能超浸润织物及其应用于

火灾预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晰 18415020101

韩静雯

/1841502010

6,周凤玲

/1841502011

0,肖雨凡

/1841502013

1,邓媛

/1841502010

屈孟男 教授 0804

自古以来,火灾事故一直严重威胁着人类的财产和生命安

全,普通的火灾报警器无法适用于各种苛刻环境。本项目旨

在制备出多功能超浸润织物,探究不同改性方法及比例得到

的超浸润织物疏水与导电性强弱及火灾预警的效果。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62

建筑工程施工废料环保处理装

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雨欣 18404060104

唐敏

/1840205012

0,雷田恬

/1840412010

3,白应嘉

/1840509071

1,钱羿羽

/1940412012

陈梦瑶 讲师 0802

本项目旨在通过设计一种建筑工程施工废料环保处理装置,

降低装置粉碎废料时产生的粉尘污染；优化装置粉碎废料

的效果；在节能的条件下提高装置的粉碎效率。从而达到

改变传统的建筑垃圾处理方式、减轻粉尘排放污染、电动

机耗能过大以及废料粉碎效果不佳的目的。项目构思与建

筑业发展相适应,顺应环保趋势和中国制造发展的主题,体

现了大学生的责任担当和创新思维。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63

富油煤热解的孔隙结构演化特

征及其微观控制机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依晖 18409100202

黄添

/1840907011

3,陈开

/1840907012

3,姚韦卓

/1840910020

3

师庆民 副教授 0814

在我国“缺油、少气、相对富煤”的资源现状下,低阶煤是

煤制油的优质原料,煤制油虽然属于煤化学相关学科领域,

但其制油过程同样伴随着岩石学特征的改变,比如煤的显微

和分子尺度成分、光学性质、表面粗糙度、密度、孔隙度

等的变化,这些岩石学性质的变化影响到煤岩热量的传递、

热解产物的析出,进而影响热解动力学规律、热解产物分配

、热解效率等。因此,认清热解过程中低阶煤的岩石学物性

参数的变化规律及其演变机制至关重要。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64

基于校园网的人工智能疫情管

控系统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子康 17416070125

郑子康

/1741607012

5,尹瑶

/1741607021

0,俞辉

/1640706012

7,韦玮

/1640706012

沟睿 讲师 0807

基于目前校园内部的疫情管理检测事务，本团队针对现在

的校园内部设施及人员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基于各大院校

的校园网，开发出一套发现疫情，检测疫情，管控疫情的

管理系统。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65S
篱园趣大学生农产品直播 创业实践项目 是 郑梦婷 17402120107

魏歌

/1740212011

8,刘梅

/1740212010

9,牛东敏

/1740212011

2,卢冰珂

/1740212011

4,

张喆 讲师 1208

篱园趣--大学生农产品直播,下乡良心挑选优质特色农产

品,让您吃的健康.打造中国专业可信赖农产品直播团队,助

销农产品,为农民培训直播知识.让您在家"置身田园风光,

体验农家乐趣".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66
智慧矿山安全巡检执法记录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阳 17407110621

胡泰嵩

/1740711082

4,雒凯

/1740711063

0,贺梓峪

/1840701011

3,孔瑞

/1840701011

马莉 副教授 0809

煤矿致灾因素有很多,安全形势脆弱,事故多发易发,安全生

产事故有反复性、长期性的问题。本项目拟在人员进入矿

井前对人员资质、佩戴设备情况进行智能检查。执法仪对

井下工况环境、危险作业等做识别分析,并将执法过程的音

视频进行记录和上传。控制中心对数据进行及时的分析,并

将结果告知现场人员。现场人员根据操作规章对危险源进

行排除,大幅度减少出现危险的可能性。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67

基于夜间灯光的西部城市群城

市用地扩张的时空动态特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楚涵 18410080314

何萌

/1841008020

6,王院荣

/1841008030

4,刘宇晴

/1841008021

5,李子龙

/1841008042

9,

张东海 讲师 0812

针对目前利用夜间灯光数据开展西部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

的时空动态特征研究的成果较为缺乏,本项目拟利用关中平

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DMSP、NPP等夜间灯光数据,利用高

分辨率城市边界成果选取最优灯光阈值并识别城市群建成

区范围,然后构建城市群城市用地动态变化模型,针对人口

、经济、生态环境等不同的影响因素对城市扩张的影响 ,

采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协同分析,进一步揭示城市群城市用

地扩张存在的问题规律。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68
智能分类垃圾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恒翰 18405091206

贾世鹏

/1840509112

9,周雨溶

/1840705040

5,宗程

/1840607022

7,童蓍庾

/1840607020

耿阳

婕,荣

伟岩

工程

师,工

程师

0802

本项目所研究的正是一款可帮助人们对垃圾进行正确分类

的装置。在该装置的语音模块中,用户可根据该装置对垃圾

的类别判断后所播报出的语音进行有关垃圾的投放。垃圾

投放完毕后,该装置将利用4个步进电机配合丝杆结构将其

存放至对应的垃圾袋,方便回收。同时,本项目所设计的智

能语音箱还可根据超声波判断是否有人靠近,提高了该装置

的智能性,符合了人性化设计要求和理念。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69

基于流场均匀度的新型双向换

气地铁车室通风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佳怡 17403080313

王艺莹

/1740308030

6,郭星辰

/1740308031

7,刘宗鑫

/1740308031

5,张迪

/1740308031

张进 讲师 0810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乘坐地铁的人不

计其数,人们对乘车舒适度的要求也愈发强烈。我们对各年

龄阶段的乘客进行了调查研究,收集了很多建议,进一步完

善目前地铁舒适度的欠缺。寻求合理的相关设计参数,通过

增加一组独立的送风管道以及滴灌口形式的小型排风口,基

于流场均匀度的研究,安置空气质量检测设备,改进送风口

与排风口的形式,二者智能化地结合,从而提高乘客的乘车

舒适度。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70S

矿井智能通风与安全保障分析

平台
创业实践项目 否 王宇恒 17403020322

张悦

/1840312010

7,

何宇琴

/1740212011

1,

赵倩

/1840201031

闫振国 讲师 0829

项目针对煤矿“一通三防”专业领域通风安全管理手段单

一、自主分析能力较弱未形成有效的信息化技术集成的行

业痛点,研发集大数据分析、智能决策和自适应持续完善于

一体的矿井智能通风与安全保障分析平台。该平台实现了

智能通风的多终端关联互动和不同业务对象的情境式应用,

有效提升煤矿开采中事故隐患辨识和预警控制能力,提高管

理人员对矿井复杂通风的管控能力。项目已与中煤集团等

多家煤矿企业签订合同,未来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71

GFBs-盘式电机转子系统的非

线性动力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迪 17401010123

卜婵

/1501010127

,刘浩俊

/1740101012

9, 柯幸

/1740102010

8, 朱英睿

/1740101020

程文杰 副教授 0801

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各国普遍面临的两

大难题。高速、超高速电机直驱技术在清洁能源领域和新

能源有广泛应用前景。GFBs支承的超高速永磁同步电机

（PMSM）有高功率密度、小体积、高效率、结构简单和无

油等优点。此项目将针对PMSM结构,进行GFBs-盘式电机转

子系统动力学理论研究,着力揭示GFBs-高速转子系统的亚

同步涡动机理。研究结果将为抑制GFBs-盘式电机转子系

统的亚同步涡动、拓宽其稳定运行空间以及电机结构优化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72S

智能垃圾桶远程监控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
创业实践项目 是 张鑫玉 18402020102

李先雷

/1841503022

5,夏鑫鑫

/1840405011

6,傅国鑫

/1840509122

6,佟一林

/1840803033

孙艺珍 讲师 0809

智能垃圾桶远程监控系统利用STM32和多种数据传感器实

现垃圾桶的定位和环境数据采集,通过检测垃圾桶存储状

况,将收集到的数据通过网络实时传输云服务器平台,使管

理人员、环卫工人及时掌握垃圾桶存储状况；手机用户可

使用APP寻找到最近的可用分类垃圾桶；同时为清洁车辆规

划最佳回收路线；在农村,几家几户前的投放使用,可以保

护农村的生态环境。本项目旨在提高全民环保意识,积极响

应习近平总书记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73S

陕西貂蝉古坊酒业有限责任公

司
创业实践项目 是 李嘉琪 17405091119

杨鑫

/1740509052

3,陈卓

/1740607011

4,杨震

/1740509111

6,任和

/1740509141

7,

周学刚 讲师 0303

该项目基于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实施,深入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指示意见,经营

组织收购当地人民种植的高粱及小麦,依托国家扶贫政策和

米脂小米、山泉品质优势,以团队古法酿酒技术雇佣闲时农

户进行纯粮食白酒酿造,带动当地农户特别是贫困户经济及

种植积极性。与当地农业合作社合作,由合作社向农户提供

技术帮助,并为贫困户免费提供种子、肥料和农膜等,由团

队进行作物收购,让农户做到“放心种+优质产+定期收”,

与农户双方共赢。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74

瓦斯抑爆用超细陶瓷纤维弹性

气凝胶的制备及防火隔热性能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郗彤 18411070509

王琳达

/1841107050

6,田瑞雪

/1841107050

7,刘媛媛

/1841107050

8,张晶

/1841107031

刘俊 副教授 0804

主要制备一种高弹性超轻无机陶瓷纤维气凝胶材料,并研究

其防火隔热性能,为今后作为瓦斯阻隔爆的研究奠定基础。

通过二氧化硅纳米纤维与无机铝硼硅酸盐结合,制备三维网

络结构的无机气凝胶材料。研究其制备工艺、原料配方对

所制备气凝胶材料力学、弹性、密度以及防火隔热性能的

影响,最终获得一种具有优异防火隔热性能的无机高弹轻质

气凝胶材料。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75

渣油基介孔-微孔炭/金属氧化

物杂化电极材料的制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海泉 17415010329

张晨陈

/1741501032

6,李瑞涛

/1841501022

7,张玉敏

/1841505020

1,崔雨红

/1841502010

蔡江涛 副教授 0813

该项目以延长石油集团量大价廉的重质渣油为原料,经过充

分地脱灰处理后,加入集致孔、成炭、原位生成具有赝电容

的金属氧化物三效合一的多功能助剂,通过溶剂诱导自组装

技术、融合程序升温炭化与活化手段,制备出孔径可控的介

孔-微孔炭/金属氧化物杂化材料,并研究工艺条件-结构-

电容性能之间的相互影响规律。该项目的实施对于渣油的

高效利用及高性能炭材料的开发具有重要的科学与现实意

义。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76X

“村落之心”农村建筑文化设

计新模式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李丹阳 18404050322

张银霞

/1840410012

1,胡玉

/1820201031

9,王怡雯

/1840212011

9,刘强

/1940307042

曹萍 教授 0810

本团队在前期参与相关项目中后,发现农村地区存在的短板

和不足,而本项目结合农村现状,创新农村发展思路,将电子

商务的商业模式、“云计算”的数据处理模式、建筑信息

模型（BIM）的技术手段、“装配式建筑”的设计思路以及

“绿色建筑”的设计理念深度融合,从而创新性的开辟了项

目现有的商业模式并建立了独有的核心优势。希望由此建

立一条农村地区的自主营收闭环,从而推动农村地区的发

展,助力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和计划。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77

一种基于多因素的煤系油源判

识新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灿柯 18409100210

吕定坤

/1740910011

3,

王馨

/1740910011

6,杨伟光

/1840910011

7

鲍园 副教授 0814

鄂尔多斯盆地是我们典型的煤油气共生型盆地,位于盆地南

部的黄陵矿区其煤、油、气等多种能源共存富集特征明显,

对该区的油源判识体系和方法研究非常重要。本项目拟通

过前期调研、资料收集、样品采集、实验测试及数据分析

等手段,基于数理统计和专家打分的方法,对前人提出的多

种油源判识参数进行分类判识,建立一种较为完善的油源判

识体系或提出一种油源判识的方法,研究成果对丰富油气地

质理论和指导油气田勘探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78X

“心中那抹红”——“互联网

+红色延安旅居养老”定制化

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成欣 18402050101

张惠婷

/1840212010

4,宋安琪

/1840202011

6,李钰/ 

17402070105

,李明玥

/1740201011

王萍,

朱瑜

教授,

助教
1209

“心中那抹红”—“互联网+红色延安旅居养老”定制化服

务平台,按照老年人不同的需求,整合红色旅游、度假、养

生等多种延安当地养老资源,打造专业红色延安旅居一体化

服务平台；通过与当地的养老机构合作,为老人和养老机构

之间搭建平台,使老人在旅途中可以享受当地养老机构的资

源和照料；整合延安养老机构的资源,使养老机构之间加强

联系,实现客户之间的共享,抱团取暖,形成规模效应,建立

、完善和办好红色旅居养老服务联盟。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79

书画文物艺术品的光谱库构建

及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书娟 18410080515

陈雯露

/1841008030

3,彭菊香

/1841008051

1,田婷婷

/1841008051

2,何素扬

/1841008050

黄远程 讲师 0812

本项目以书画文物艺术品的光谱库构建为主要目标。在书

画文物艺术品光谱库的基础上分析高光谱成像数据,实现对

书画文物进行真假鉴定。以数据库结构设计、数据准备与

采集、数据分析三个方面为研究方向。借助光纤光谱仪和

高光谱成像光谱仪,尝试建立覆盖紫外到近红外范围的文物

光谱库。通过预备实验,来面向对古文物藏品数字化形式光

谱数据的采集和光谱库的构建,从而依据光谱和图像特征对

藏品进行物证鉴别。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80

基于FPGA的煤矿井下安全监测

系统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泉钢 17410080113

李向东

/1739039066

9,党豪杰

/1360928651

1,同咏仪

/1777896758

5

王媛媛 工程师 0807

结合FPGA和光纤传感器的优点,设计并实现一套煤矿井下

安全监测系统,预警顶板冒落、瓦斯爆炸、煤尘爆炸这几项

重大安全事故。本系统主要监测煤矿井下影响安全生产的

几个因素,分别是微震强度、瓦斯浓度、煤尘浓度,同时实

现实时数据上传、超限报警、设备故障报警等功能。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81
智能电池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遥 18406100123

刘梓博

/1740605053

0,于洁

/1741107081

2,程潇雅

/1740605010

8,闫苏苏

/1740605020

柴钰 教授 0806

    本项目针对目前市售充电器的不足,开发一种能够实

时监测电池的电压、电流、环境温度和剩余容量等信息,能

够让使用者对电池目前充电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

内置智能充电系统,当环境温度超过筏值,电池容量接近额

定容量时停止充电行为,极大的保护了电池的性能和寿命。

本项目的各项参数还可通过后台上位机进行设置,方便对不

同型号的电池进行充。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82X

AI农-基于农村电商的农业教

育、农产品销售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李雯璐 17403080305

尚诗越

/1740308030

8,于水龙

/1740308033

2,王斌

/1740308032

2,孟雅晴

/1740201012

0

李绥波 讲师 1208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迅速发展,新的商业模式－电商的发展已

经越来越好。但是一些偏僻的农村,利用互联网发展产业十

分困难,导致其经济发展滞后。“AI农”平台鼓励农林渔牧

业专家及技术人员、电商户、农村种植养殖户以及普通用

户等群体加入,在此平台上用户可寻求专业种植养殖知识、

分享交流种植养殖经验以及进行农产品购买交易,实现“互

联网下乡,农产品上线”。更高效的种植养殖,提高农民收

入,普及农业教育。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83S

基于超声驻波的井下粒子收集

设备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张玺皓 18403120119

严瑞锦

/1840312010

2,李彦明

/1840201033

6,苑珈瑞

/1940806020

6,周智恒

/1940503022

王延

平,常

亮

讲师,

工程师
0829

该产品能及时对瓦斯浓度异常区域作出预警,并在事故发生

前实现先一步控制,为人员采取事故处理措施争取时间。运

用声波智能监测井下瓦斯浓度,主动寻找瓦斯浓度异常点。

针对传统通风设备的通风盲区,设备能够自主移动至该区域

进行清理,亦或是在相关区域利用超声驻波辅助收集井下相

关粒子,解决固定主通风机因自身局限性而造成的安全隐患

。该设备与平台系统结合,集监测、控灾一体,通过智能化

决策提高矿井安全生产的事故防范能力。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84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救援物资供

求匹配溯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松柏 17408070423

崔丹

/1740807040

6, 柴英

/1740807030

4,雍晋

/1740807061

0,朱培园

/1740807082

田红鹏 副教授 0809

为了应对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中的紧急救援物资去向不明、

监管不力等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救援物

资供求匹配溯源系统,对物资的需求、供给、运输等环节进

行信息审核,将需求方信息与捐赠物资信息进行匹配,保证

物资能精准地发放到需求方手中。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85

基于机器视觉的矿用提升钢丝

绳损伤检测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焦振兴 17405091128

洪育凡

/1740509021

1,丁文韬

/1740509113

1, 王九歌

/1740509100

3,胡嘉辉

/1840509081

毛清华 教授 0802

通过运用多个数码相机,对运转过程中的钢丝绳进行拍摄,

实时传输到中央控制计算机中,最后采用人机交互技术来实

现对钢丝绳损失的判别。机器视觉无损监测技术主要依据

的是机械视觉方法对钢丝绳进行全方位的损伤探别,通过后

台的计算分析,对钢丝绳受损情况进行识别,超过设定的报

警值时,发出警报,同时将对钢丝绳的探测情况实时的在中

央控制器中进行显现。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86

高掺量钼尾矿轻质保温板的配

比试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可欣雨 18411070711

陈艳莹

/1841107071

2,周子涵

/1841107033

0,金鹏

/1841107031

5,温华参

/1841107042

2

邓军平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采用钼尾矿渣制备保温板材料,变废为宝,既完成了

对工业废渣-钼尾矿的回收利用,又解决了部分建筑材料短

缺的困境。本项目致力于提高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 推

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符合了国家开展绿色革命的发展趋

势,本项目通过化学发泡法制备高掺量钼尾矿轻质保温板,

节省水泥的使用,同时更具有绿色环保、保温隔热、高强度

等特点。与传统保温板相比,本项目极具市场前景,市场竞

争能力更强。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87

超浸润界面在水相有机反应中

的构建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晓燕 18415020120

董芬宁

/1841502010

8,杨斐洋

/1841505011

0,王梓龙

/1841502012

7,李欣宇

/1841502011

何金梅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为超浸润界面在水相有机反应中的构建

及性能研究。由于大多数有机物在水中的溶解度较小,在反

应中或反应结束后有机产物可析出或分层,利用超浸润材料

的油水分离性能可实现对水相有机反应中有机产物的连续

原位分离,研究其在水相有机反应中的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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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实验

研究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戴昕悦 18404110106

张梓涵

/1840411010

9,汉瑞哲

/1840411013

1,高政

/1840312022

0,吴玉硕

/1840411012

鱼海涛 副教授 0809

线下实验容易受到环境、安全、经济、突发事件等的制约,

而虚拟仿真实验不能使学习者身临其境地体验实验全过程

。本项目通过在仿真实验开发中引入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即VR）技术,通过Unity 3D软件对实验进行仿真

建模及交互设计,使学习者实验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且可

获得身临其境的360°沉浸式体验,并在成本上考量其经济

性,以使其能顺利应用到贫困地区、受疫情影响地区、特定

实验及基于VR的线上线下混合式实验教学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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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北部石炭纪牙形石化石特

征与地层意义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吉高哲 18409100115

王熙熙

/1840910010

2,权佳新

/1840910010

4

张志沛 教授 0709

本项目是研究陕西吴堡佳县五个钻孔资料取出的岩芯（主

要是石炭-时期的地层中的灰岩）,灰岩含有牙形石动物化

石,通过对牙形石化石的鉴定与岩性特征分析,对石炭纪地

层进行划分,并与韩城、山西等地的典型剖面进行对比,对

陕北佳县地区石炭纪地层格架以及沉积环境的系统研究具

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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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YESO眼动仪的优化服务

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余晓曼 18402010228

杜晓扬

/1840509052

6,周淼航

/1841008031

8,李琳

/1840201011

7,卯麒璐

/1840201022

武晓明 讲师 1202

我们拟成立一家基于眼动仪追踪技术的设计优化服务公司

。主要为需要产品包装设计、环境布局优化的中小企业或

个体提供短期针对性优化服务；同时与儿童早教测试与课

程项目进行长期优化合作。通过完整的设备链和成熟的算

法基础,提供持续、低成本的产品服务,为客户打造与众不

同的产品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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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厨余垃圾处理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娜 17403080211

董奕璇

/1740711070

5,冯容容

/1740711030

7,徐彬

/1740509091

5,杨敏敏

/1741107010

代新冠 讲师 0802

本项目是以当下垃圾分类为背景,解决家庭厨余垃圾难分

类,难处理,和污染大的问题,设计一个自动化的厨余垃圾处

理设备,将厨余垃圾粉碎并烘干,形成可再利用的土壤肥料,

或者被分类为干垃圾,实现厨余垃圾的无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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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靠”智能衣柜 创业实践项目 否 高艺伟 17410080216

雷昊宇

/1741008072

5,陈驰

/1741008072

6,张泽群

/1740080724

,文钰桥

/1741008021

夏文海 讲师 08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在衣食

住行等方面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衣物给人们带来的体验从

建国初期“吃饱穿暖”的基本生理需求,日益发展为如今对

于个性化彰显的追求。随着我们家中衣物的数量越来越多,

每当换季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在成堆的衣服中寻找自己所

需要的衣服,另一方面出于整洁的需求又要将闲置的衣物暂

时地收纳起来,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之中,如何同衣柜友好

相处无疑成为一件比较繁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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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花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鑫 17406070104

吴学金

/1740607021

4,杨浩凝

/1740607012

8,李培勇

/1740607012

3,魏丹

/1740607010

刘宝 讲师 0807

智能花盆通过APP蓝牙连接进行远程监控,实现花盆自动检

测温湿度并自动上水、检测光照条件同时旋转补光、检测

植物土壤的酸碱度并自动调节、自动补充营养液以及在APP

端显示各项指标数据,可实现自动或手动控制；智能语音识

别控制进行近距离语音操作,来实现智能音响音乐播放以及

自动上水等基础功能。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094

一种易维护低成本的物联网电

路测试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镇 18406050233

苏毅楠

/1840509123

1,李瑞琪

/1840606010

1,汤卓

/1840605010

3,谭文斌

/1940607022

张奇 工程师 0808

    目前,市面上的电路测试仪普遍存在硬件成本高、出

售价格高、体积大、学校难以维护,并不适用于电子类学生

在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和电子竞赛等实验学习中的使用。

因此一种电路结构简单,操作简单,易修理,设计合理,实现

方便且成本低,能够有效作为教学实验时使用的简易电路测

试仪,对电子技术的教学有着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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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科技大学校园巴士方案分

析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瑜 17403080107

张煜

/1740308010

1, 白锐

/1740308010

4,杜怡霄

/1740308011

0

郇超 讲师 0818

西科大在校师生约为两万人左右。人流量大,出行方式单

一,路程较远,价格较高,站点覆盖率低,选择余地少,且校

门口时常有黑车拉客行为发生。我校地理位置偏远市区及

附近地铁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学生们的出行问题。现在各

地大学生安全意识不强搭乘黑车而出事故频发。校园巴士

的建成和投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使学生基本

出行安全得到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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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运动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黄奕然 18405090828

李玲莲

/1840509070

4,何苗

/1840708020

5,徐希诺

/1841504010

2,宁霞

/1840708010

6

李洪安 讲师 0809

该项目主要是设计一套低成本,高效的智能运

动会管理App。我国大中小学校举办田径运动

会大多采用手工编排日程,编排工作繁项且容

易出错,就目前的运动会竞赛管理来讲,传统的

手工操作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体育管理的需求。因此研究

开发具有高效性和实用性的体育运动、会竞赛管理系统已

成为必然趋势。易运动这个项目在体育赛事上的应用可实

现对选手参赛信息的统一管理,智能化分析选手成绩,提高

赛务组工作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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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采摘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裴金星 16405090702

李堃

/1740509040

9,傅垚

/1740509042

6, 于浩东

/1740509052

7, 许王涛

/1740509112

乔心州 副教授 0802

   通过对快速高效采摘苹果的方式,原理的研究,我们研

究了自动化采摘机器人,它是通过调节六自由度机械手的基

础上,通过对空间定位,距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极其

节省时间,成本且快速有效的水果收割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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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线状可编织铝电解电容器

及其连续制备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解冬冬 17411070206

霍禧瑞

/1841107020

3,张玉龙

/1841107042

0,朱媛媛

/1941108021

蔡辉 讲师 0804

    基于前期制备出的Al@Al2O3柔性导线,该项目设计了

一种同轴结构线状铝电解电容器,通过实验研究制备出外径

200-400 μ m、可与纱线混合编织的线状铝电解电容器,对

其结构、力学、电学与电化学性能进行表征,在此基础上初

步开发出连续制备工艺,为智能穿戴等设备提供一种可编织

、微型化的电容器及有望用于实际生产的连续制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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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化细渣的物理化学性质及可

选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梦妍 18415030104

雷思乐

/1841503020

5,张美月

/1841503010

2,邓志明

/1841503012

4,李文龙

/1841503011

刘莉君 副教授 0815

随着清洁燃料发展,煤气化技术作为洁净煤的核心,气化灰

渣的处理也得到了越多越多的关注,灰渣资源化利用已经成

为一种趋势,本项目致力于通过研究细渣物理化学性质去寻

找一种可工业化经济可行的气化灰渣分选方法,从而真正实

现气化灰渣资源化、零排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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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装配式施工应用于农村危

房改造的创新研究——以长武

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侯智轩 19404120220

袁梁易

/1940412023

4,张玉

/1840212022

1,郭子淋

/1940412030

7,刘晨旭

/1940412022

唐丽云 副教授 0810

本项目以长武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为案例,基于实地走

访调研,利用 “农村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研究

”搭配“装配式施工”对农村“危房改造”进行动态调整

优化。还对农村房屋的建造和能耗成本进行了成本分析,提

出节能设计优化的方案,旨在提高农村危房改造效率的同

时,带来良好的节能效益,为广大乡村地区危房改造或建筑

工程的设计创新和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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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沟壑径流浅埋煤层采动破

坏宏观突水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庆钰 18409040122

郭腾

/1840910012

9,仵西龙

/1840904021

3,刘一凡

/1840904021

6,严亮亮

/1840904011

陈伟 副教授 0814

以榆神矿区红柳林井田、柠条塔井田和张家峁井田为重点,

利用相似材料物理模拟实验,研究沟道、流域、井田、区域

等不同尺度煤层顶板覆岩岩性结构类型及其对应的力学模

型,分析沟谷采动覆岩破坏突水灾害孕育的主要工程地质条

件和控制性因素,概化工程地质模型。研究覆岩采动应力-

裂隙场演化突水过程变化特征,得出基岩-土层复合垮落带

、导水裂缝带发育高度公式；提出黄土沟壑径流下采动破

坏宏观突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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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o”VR商业街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薛佩隘 18402050213

康文雅

/1840205020

6,

李思雨

/1840205021

8,

杨轶尘

/1840205011

1,

彭嘉超

/1840102012

张根林

高级经

济师,

副教授

1202

5G时代来临,VR技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VR技术已经成为近

些年来新的消费热点。我们的VR虚拟逛街购物技术可以帮

助受疫情影响以及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在家也可以享受到逛

街的感受。不同于以往的其他线上购物平台,我们采用VR技

术,实景采录商城、购物中心、便利店等消费场所,为居家

的客户提供线上全透明购物服务。我们坚持“流程透明、

产品透明、个性定制”的三大理念,为客户群提供安全、便

捷、放心的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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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智慧农业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轩 18407020322

张巍

/1840702033

3,王玥

/1840702031

3

李荣 讲师 0807

利用农业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用更专业的方式对农业进行

管理,实现农业对生产环境的智能感知、智能预警、智能决

策、智能分析、大数据决策、虫害预测等.针对当今社会传

统农业存在的问题,分析并设计出一款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智

慧农业系统,改善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发展的自

动化和智能化,促进并实现农业快速高效发展,使之成为我

国脱贫攻坚农业方面一大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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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倾斜模型与全景在乡村旅

游（规划）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高佳坤 18410070120

施玉洁

/1841007010

9,宫上祜

/1841007011

7,黄缤漪

/1841007012

7,王云龙

/1841007212

郑俊良 讲师 0812

基于对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的应用,实现对现实模型的高度还

原,构造乡村3D模型,并将其运用到实际的乡村改造计划当

中,从而推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就

业率,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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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下联网型设备通讯精灵——

一种矿用本安型信号转换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炳林 18406050134

段沛文

/1840606042

0,魏绪强

/1840610022

8,张子锋

/1840610022

3,李嘉豪

/1840606042

郝帅,

孙思雅

讲师,

工程师
0806

我们申请研发的矿用本安型信号转换器,针对目前矿下生产

对不同联网设备的需求,聚焦于信号的兼容性问题,力求打

破不同信号连接方式的设备之间的通讯障碍,实现有线网络

和无线网络间的数据互联,同时建立以太网的连接,为未来

的煤矿生产管理数字化平台的建设提供重要保障.同目前市

面上其他功能类似的设备相比,我们的产品保证数据传输的

稳定性,更能满足矿下生产实际和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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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的采空区地

面塌陷危险性评价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庆金 18408010118

王冲

/1840801011

8, 徐睿卿

/1840801011

8,石瑞

/1940808020

5,李瑞松

/1940801043

于振华 教授 0809

多源信息融合技术是研究对多源不确定性信息进行综合处

理及利用的理论和方法。该技术研究了影响采空区塌陷的

因素的基础上,利用熵值法对影响因素的权重进行了重新分

配,最终建立了证据论的数据融合计算框架对采空区进行危

险性等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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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用悬臂式掘进机位姿监测方

法及相关试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昕杰 18405080213

严妍

/1840509040

2,王茂权

/1840509121

2,毛源旺

/1840508013

贺文海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主要研究矿用悬臂式掘进机位姿监测方法,在掘进机

截割巷道时,因地形的起伏,会使掘进机的质心偏离原来所

设定好的在巷道坐标系中的坐标,进而导致巷道的截割精度

大大降低,所以本项目为研究出一套观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

出掘进机的位姿,目的是为了使得掘进机截割巷道的精度得

到提高,使掘进朝向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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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掺杂对BaTiO3基陶瓷介电性

能及储能密度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海怡 17411070406

万雅丽

/1741107041

5,朱雨薇

/1741107041

4,付安琪

/1741107041

1,王丽婷

/1741107040

刘霄 讲师 0804

电介质储能材料具有高功率密度、长的工作寿命、宽的使

用温度范围以及环境友好等特点,已经在现代电子电力工业

如可穿戴电子、混合动力汽车、武器系统等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该项目拟采用钛酸钡(BT)为基体进行掺杂改性,制

备BT-Bi(MIMII)O3(MI= Zn, Mg; MII= Ti, Sn, Nb)陶

瓷,以期获得具有优异介电储能性能的陶瓷体系。进一步,

采取流延法制备厚膜,探索流延工艺及对储能性能的影响。

本项目对于BaTiO3基陶瓷的介电及储能密度的研究具有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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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条件下

人工合成氨催化剂的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嘉琪 18415020225

陈敏

/1841501011

6,邓衍烽

/1841501023

1,包翔

/1841501012

4,王运钦

/1841501013

董新博 讲师 0703

本创新训练项目拟将过渡金属取代的多酸离子与改性纳米

半导体化合物复合,并对其表面原位自组装贵金属纳米粒

子,借助各组分间的协同效应以增强催化活性,构建一类基

于多酸的高效光催化氮气与水合成氨的复合型催化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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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冲积粉砂土路基压实性能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西茜 18404050205

夏雨

/1940411020

3,刘新宇

/1840405031

2,吴常伟

/1840411010

8,魏园钧

/1840405050

梁博 讲师 0804

本项目以在建项目黄河西岸陕西渭南段土地整治项目道路

工程为依托,深入开展粉砂土路基的成型工艺与施工质量控

制方法的研究,在粉砂土的物理力学性质的基础上,系统化

析因分析多种压实试验因素,开展研究冲积区域粉砂土的压

实特性,并在此基础上研究粉砂土路基压实度和回弹弯沉的

检测方法。该项目有助于解决黄河冲积区粉砂土不宜作为

路基填料问题,避免因材料开采所造成的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破坏等,由此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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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煤矿不同损害类型下土壤

微生物特性的损害规律与修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萌楠 17409050111

李慧玲

/1740905010

1,李鑫

/1740905012

6,吴杰

/1840905012

3,王琪

/1840905012

宋世杰 副教授 0825

陕北煤矿区不同损害类型下土壤生物特性的损害规律与修

复揭示了陕北煤矿区土壤生物特性沉陷、塌陷、开裂3种不

同采动损害类型下的变化特征及损害规律,对陕北煤矿区地

表生态环境的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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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牛琦雲 17402010410

罗梦娴

/1740201040

7,白馨怡

/1740201042

1,董奕慧

/1740202010

4,陈薇

/1840212010

6,

王玲 讲师 0201

本项目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促

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维护生态安全,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

展为宗旨。开发“绿镇生活”APP,为人们的垃圾分类提供

更加便利的服务,解决人民在垃圾分类过程中的需求,打造

垃圾分类的社区管理,解决垃圾分类难落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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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幅图像的三维人脸重建算法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士恩 18407020526

苏妮妮

/1740711170

1,李凡

/1840708020

张释如 教授 0807

研究2D辅助自我监督学习（2DASL）方法,用该方法进行有

效地监督和提升单张照片3D人脸模型重建网络的自我学习

效率的方法,并使用GAN网络模型对人脸纹理进行合成渲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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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的城

市实景三维建模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家琪 18410080605

朱治青

/1841008052

0,张登雄

/1841008052

4,张文浩

/1841008052

6,齐一凡

/1841008010

龚云 副教授 0812

本项目提出采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获得具有真实感

实景三维建模。借助倾斜摄影技术可以更好的获取数据,再

选择和筛选倾斜和垂直影像,对方位进行精准定位,然后将

影像匹配,制作出和真实影像基本相符的DSM数据,将三维

数字城市的模型场景初步展现,再实施软件进行改进,生产

出最终的模型。该项目为数字化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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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无人机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泓儒 18406050326

梁雨瞳

/1840605032

2,徐新颖

/1840605032

3,侯仕卿

/1840605032

5,于开兴

/1840605032

王新霞 讲师 0808

一种多架无人机组成的农用无人机系统,配合不同的任务模

块实现不同的任务需求。通过固定翼,四旋翼与八旋翼无人

机,同时系统拥有多个任务模块,以检测模块为核心,使用多

种传感器,图像识别等技术对农田情况进行检测,指挥不同

任务功能的无人机完成各自任务功能。同时设立自动化无

人机整备系统,完成充电,无人机状态检测,农药等消耗品的

补充等工作,根据不同的任务情况,天气等因素完成航线分

配 任务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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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频识别表情的面试训练

助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晓文 18408010224

薛研

/1840801020

2,程丽芝

/1840801020

7,刘陈婷

/1840801020

9,张婉

/1840801021

梁荣 讲师 0809

受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各企业对于员工的要求愈加苛刻,

面试能否成功决定着大学生能否成功就业。为更好地帮助

大学生在毕业生求职过程中脱颖而出,顺利通过企业面试,

本app以面试技巧为视角,阐述了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愈加

困难的现状与面试技巧对大学生求职成功重要性的基础上,

就其在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的应用进行了详细分析,包括"知

己知彼"的初步性面试技巧、外在的面试技巧、心理上的面

试技巧及能力表达上的面试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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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旋翼飞行器的校园物流

智能配送系统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邵彤 18406070117

刘佳源

/1840509080

5,刘燕

/1840312010

4,王润虎

/1840509090

8,李鑫

/1840801011

6,

董明 副教授 0802

现如今多旋翼飞行器的发展已经趋于成熟,并且在生活的方

方面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应用。本项目就将飞行器与人们日

常生活都离不开的快递和外卖联系在一起,实现了物流的精

准化、智能化配送。并且从某种角度来说,促进了经济的发

展以及科技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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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精准扶贫”背景下

陕西省传统手工艺的创意产业

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王璐璐 17411070614

王佳庆

/1741107082

2,王一铭

/1741107081

9, 陈瑞凤

/1640201051

2

夏瑾 讲师 1202

在陕西省传统手工艺品主要流布的地区实地考察交流,寻找

民间传统手工艺人,与个体或当地合作社合作。利用线上工

作室和微信公众号销售和推广传统手工艺品,线下店和体验

中心与旅游公司、文化局、文化公司等合作,提高工艺品的

知名度和销售量。将传统手工艺品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为传

统工艺的振兴提供新的途径。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促进就业,实现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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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转换农膜的制备与性能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芳 18415050213

席悦

/1841505021

2,王雨桐

/1840509131

7,秦正

/1840509130

5

赵顺省 副教授 0823

本项目运用稀土金属离子合成稀土转换农膜对太阳光进行

转换,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稀土金属离子由于独特的电子

结构,导致其配合物能够发射出(如铥TmIII、铕EuIII, 统

称Ln3+)特征的线状发射光谱、光色纯,且具有长荧光寿命

及多种颜色光色可变。因而,合适的稀土发光化合物用于农

用光转换膜,即可利用光转换原理,把太阳光中的紫外光转

换为蓝光和红光,可以改善光能利用率低的问题,进而提高

光合作用的效率,促进植物生长,实现增产增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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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爆炸荷载下胶体密闭墙的

动力响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尚旭东 18404050225

李翀浩

/1840405022

6,谭鑫

/1840405050

7,王珂

/1840405052

王秋莎 讲师 0810

本项目拟通过采用瓦斯爆炸过程产生的压力作为冲击荷载,

分析密闭墙的受力、变形和破坏情况。希望为以后密闭墙

的设计和建造提供一定依据,使其可有效抵御爆炸和冲击灾

害,提高其安全性,减少甚至避免爆炸冲击灾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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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文化一点通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汪学冰 17423040203

李盈盈

/1742304020

2,李晨

/1842304012

2,王莹

/1842304020

7,姜文翰

/1940803012

姚克勤 教授 1202

 小程序“陕西文化一点通”致力于传播陕西文化、助推陕

西旅游经济的发展以及扩大陕西文创产品的市场，为陕西

省内外用户提供地道优质的文化信息以及服务。针对目前

陕西文化传播力度不大、传播范围不广、传播效果不佳的

问题，通过搜集各种有关陕西的文化素材，使陕西文化在

这个平台上得以良好地展现，使用户全面认识陕西、了解

陕西，同时作用于陕西地区旅游、电商等经济的发展，从

而助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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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重金属富集和产能的湿地

植物的筛选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致广 18409050230

李云龙

/1840905022

9

刘慎坦 讲师 0825

本课题将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筛选兼具“高发电能力”和

“重金属高富集能力”的湿地植物来构建CW-MFC,研究微

生物产电协同湿地植物去除水体中重金属的主要作用机制,

同时实现重金属的有效回收。根据重金属在水体中的典型

性、迁移性和环境危害性等方面考虑,选择Cr6+和Cd2+作

为2种代表性重金属,配置人工模拟重金属废水,分别展开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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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陕西优质中药

材种植与深加工创新发展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张文刚 17402010129

许晶晶

/1740201011

1,赵丹玉

/1740201010

9,田莹莹

/1740201011

7,李郡郡

/1740201020

张洽 副教授 1202

根据市场需求规范调整种植,借助大数据服务平台着力解决

农户“种什么、怎么种、卖给谁”的难题,并为贫困户免费

提供种子、肥料和农膜等,产供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与协

议农户双方共贏,直接对接一级批发、商超和线上电商,做

到有产必销。实现“贫困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的中药材

理想流通模式,发展帮产帮销的脱贫攻坚中药材产业。实现

“贫困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的中药材理想流通模式,发展

帮产帮销的脱贫攻坚中药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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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紧贴合型口罩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孙方超 18407020130

喻开迪

/1840708022

1,陈雪梅

/1840705010

1,张巍

/1840702033

3,屈蕖

/1840705021

暴宇,

戚凌
讲师 1202

该项目在前期专利的基础上对一种贴合人体面部的口罩进

行进一步定型、生产、销售,在2019年大学生创新训练项

目——互联网+3D人像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国家级）成果的

基础上进行的。在完成该项目的过程中,针对人脸3D数据的

应用产生了三个专利成果。可提升口罩防护效果,改善用户

体验,促进口罩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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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混合像元分解的西安市热

岛效应遥感探测及影响因素分

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超凡 18410080322

蔡玉玉

/1841008031

6,李欣玥

/1841008030

7,王美香

/1841008030

6,王智雄

/1841008022

竞霞 副教授 0812

城市热岛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遥感技术已成为监测城市热岛效应影响的有效手段。由

于地表形态复杂性以及地表组成成分多样性,传统的基于像

元尺度的温度反演难以满足要求。因此本项目在混合像元

分解的基础上,利用Landsat影像进行西安市城市热岛效应

遥感探测研究,分析西安市热岛效应的时空变化特征,探究

下垫层各生态因子对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以期为西安市治

理城市热岛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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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ic／mcc法微纳间隙的火

花放电研究机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盈盈 18406050306

赵佳彤

/1840605030

8,          

      刘斯琴

/1840605030

9,          

        强

卓

/1840605031

1,郭玉龙

王党树
高级工

程师
0806

基于PIC／MCC法微纳间隙尺度火花放电机理研究主要研究

在微纳间隙下火花放电机理,放电怎么产生的？放电电流是

多大？多大电压可以产生火花放电？放电时各种粒子密度,

能量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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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码护盾——基于二维码的安

全管理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遵伟 17403080327

刘苗

/1840806021

4,刘瑜亮

/1740308032

4,张笑寒

/1740711030

4,杨莹莹

/1840701030

张丽娜 副教授 0809

随着我国网络安全顶层设计不断完善,201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密码法》、《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

要求》等多项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配套制度及有关标

准陆续向社会发布。因此,本小组在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

个人信息的基础上,提出关于二维码安全管理系统的实施想

法,目的在于解决在二维码的使用过程中所带来的安全隐

患,切实维护网络空间秩序,使得网络安全综合治理能力水

平不断提升。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128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立体停车库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小雨 18405091215

闫星桥

/1840509061

5,付龙兴

/1840509010

7,劳晓蓉

/1941107031

1,马慧文

/1940506020

党蒙
助理工

程师
0802

作为世界上的汽车生产大国和汽车消费大国,由于我国汽车

保有量的不断增加,拥有的停车位数量却有限,为了解决停

车位占地面积与有限土地面积的矛盾,本项目计划研究井筒

式立体汽车停车库。同时开发基于用户端的微信小程序和

基于管理员的PC端车库管理系统,一方面方便车库运行者对

车库进行信息管理,另一方面方便用户的停车和出行。同时

基于物联网技术对车库进行智能控制与智能管理,构建立体

智能停车库。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129

层状氢氧化物膜层（LDH）的

制备、表征及其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苟轶萌 17411070412

王雨菲

/1741107011

6,高慧

/1741107011

3,张凯歌

/1741107032

5,郑天昊

/1741107051

张菊梅 副教授 0804

耐腐蚀性差是限制镁锂合金大规模应用的关键问题。为了

进一步改善镁锂合金的耐蚀性、扩大其应用,本项目拟采用

水热法合成法在超轻LA103Z镁锂合金表面制备出层状氢氧

化物膜层（LDH）,着重研究温度、水热处理时间、溶液浓

度等工艺参数对LDH膜层微观组织及耐腐蚀性的影响,通过

工艺优化获得膜基结合良好、致密、均匀的LDH膜层,以改

善超轻LA103Z镁锂合金的耐蚀性,进一步扩大其应用。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130

焦化废水制备环保型水焦浆及

其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闵晨 18415030216

张佳伟

/1841503022

3,毛艳凤

/1841503020

8,牛曼娜

/1841503020

6

杨志远 教授 0815

兰炭粉产量大且价格低廉,但因粒径过小等特点被当做一种

固体废弃物难以充分开发利用,严重影响了兰炭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本项目采用兰炭粉代替原煤制浆,引入难降解焦化

废水等污染物,研发环保型兰炭基水焦浆制备工艺,制备高

活性水焦浆的同时实现废弃物和污染物高效转化。具有节

能、降耗、减排的特点,对于解决我国油气紧缺问题及陕西

乃至西部兰炭高效综合利用、实现能源工业绿色化发展具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131

高应力环境下深埋洞室围岩卸

荷渗流特性规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畅 17404050112

余森

/1740405011

1,程佳豪

/1740405011

4,杨辉

/1740405022

陈兴周 教授 0810

项目主要研究深埋隧道卸荷及渗流分析,基于颗粒离散元理

论,分析岩体的力学性质,深入研究研究深埋洞室围岩的应

力应变关系和渗流的变化,以及深埋洞室围岩在卸荷渗流作

用下的力学性质、破环机理。能给工程实际卸荷及渗流分

析及深埋隧道的稳定性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并对其支护和养

护方法提供改进方向。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132

模糊神经网络在煤层瓦斯含量

预测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宇寒 18409100214

崔寅兵

/1840910021

5,胡文静

/1840910021

1

汤小燕 副教授 0814

以韩城矿区低变质原生结构煤为研究对象,分析基本特征,

并通过在瓦斯吸附/解吸过程中,测试多种影响因素（如围

压大小及作用时间,吸附/解吸方式）条件下煤的电阻率,建

立煤层瓦斯含量与煤电阻率、围压大小及作用时间、煤的

水分、挥发分、吸附/解吸方式等多种变化量间的内在定量

关系,最后应用神经网络模型进行煤层瓦斯含量预测,分析

瓦斯含量对煤电阻率的作用机制,以期揭示煤导电性对瓦斯

含量的回馈机理。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133

智能客服人-机交互系统接受

度调查与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文萱 18402120208

陶宇辰

/1840208012

8,吕玲

/1840212022

5,李晨玮

/1740208011

2,李嘉琪

/1840201032

袁晓芳 副教授 1208

在当下的疫情期间智能客服能够有效的在人与人无接触的

情况下解决客户的问题。基于此,本次研究结合国内外关于

智能人机交互系统接受度研究现状,将目前智能人机交互系

统接受度研究方法及理论模型引入智能客服接受度研究中,

对消费者进行智能客服接受度及认知情况调查与分析,并根

据调查结果对智能客服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使智能客服向

着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方向发展。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134X
“VR+AR”犹记选果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黄凡 18407020307

张俊清

/1840702031

1,肖琳娟

/1840405050

2,刘奔

/1840605042

姚军 副教授 0807

   一方面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帮助果

农尤其是一些贫困地区销售其产品,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

将VR、AR技术运用到果树培育上,让果农高效、科学地管

理果树,为客户提供新鲜绿色的水果；另一方面我们利用VR

、AR技术建立的虚拟果园平台吸引了更多的客源,为公司带

来新的机遇,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

2020 10704 西安科技大学
S202010704

145X

“职业”直播-促进高校毕业

生精准高效就业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苏志伟 18405080227

李嘉琪

/1740509111

9,庞智博

/1740509101

5

李玉华 讲师 0303

本项目意在打造一个网上直播平台,是一个将职业工作内容

展示网上（以直播形式）供求职者更高效寻找工作的应用

平台,我们将招聘岗位工作直播及招聘、高校企业合作洽谈

、国家应届生就业政策了解、国家对企业扶植政策了解四

个维度结合,团队已与143家企业签订了拟合作协议,平台

预计将有效改善毕业生对岗位无了解就业,一两月离职的现

象,在二十一世纪“效率”为上的时代,达到双赢！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01

致密油藏渗流数值模拟软件开

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瑞轩 201804070114

黄云龙

/2018040701

24,李源

/2018040701

17

任宗孝 副教授 0815

本产品主要功能是通过计算机求解油藏数学模型,给出某时

刻油水分布情况,以预测油藏动态,帮助油田工程技术人员

了解所开采油藏的渗流规律,并制定合理的开发方案。作品

构思基于致密油藏开发的特点,以实现快速、精确油藏渗流

模拟及产能预测为目标。与其他油藏数值模拟软件相比,本

产品的核心技术是：使用嵌入式离散裂缝思想,首先生成油

藏网格之后将裂缝嵌入到油藏网格中,减少了离散网格的数

量,提高了计算速度和精度,并且软件模拟出来的图像清晰,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02

琼东南盆地中央峡谷构型及其

充填过程数值模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海萱 201811090107

丁晟

/2018110901

04,王鹏飞

/2018110902

07

李磊 教授 0814

本立项瞄准南海琼东南盆地深水油气勘探亟须解决的难题

——峡谷储层构型精细表征以及沉积学的热点问题——深

水重力流沉积过程,针对峡谷构型及其充填过程数值模拟这

一重要基础科学问题,基于高分辨率三维地震数据、钻测井

和岩心等第一手实际资料,对中央峡谷内部构型及其沉积充

填过程进行研究。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03

巢湖凤凰山上石炭统黄龙组古

沉积沉积背景及其演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新璇 201811030201

包蓓蓓

/2018110302

28,杨怡梦

/2018110302

15,张仁智

/2018110302

08

宋立军 教授 0709

人们对安徽巢湖北部山区黄龙组肉红色灰岩的形成的环境

缺乏系统分析。本项目拟利用手持式X荧光光谱仪,结合样

品地化测试,系统采集分析该组主微量地化数据,揭示该组

沉积期的古氧化还原环境、古气候环境、古海陆环境及其

演化的规律,以期为黄龙组肉红色灰岩成因提供依据。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04

新型类芬顿体系构建及其对含

油污泥“三化”处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雅和 201808020222

李政

/2018081302

02,牛源萍

/2018080202

24,姜世越

/2018081401

06

苏碧

云,邵

彤

教授,

高级工

程师

0825

羟基自由基具有极高的氧化电位,可无选择性地使众多有机

物污染物发生降解,因而基于羟基自由基氧化的高级氧化技

术近年来备受关注,其中芬顿氧化工艺因其处理效果好、运

行成本低等特点在环境保护领域被广泛使用,但该方法只能

在酸性条件下发挥出最佳效果,在中性或碱性条件下Fe3+

在污泥中易于富集。本项目通过构建新型类芬顿氧化体系

对含油污泥进行彻底破乳,与机械分离装置相结合形成一体

化的“三化”集成处理工艺,达到“水清、泥干、油纯”的

处理目标,实现含油污泥的绿色、高效处理与利用。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05

基于惯性传感器的人体运动模

式识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露 201805010122

闻家豪

/2018050101

21,南朝辉

/2018050103

16,白静蕾

/2018050103

17 ,李继亮

/2018050101

13

李飞 教授 0803

按照人体行为的原始信号获取方式不同,运动识别可分为基

于视觉和基于微电子传感器两类。基于微机电传感器的行

为识别方法通过在人身上安装微机电传感器来获取人体活

动时产生的传感器信号,在这种方法中,对动作的识别通常

是在人体特定部位放置特定的传感器来获取特定动作的动

作特征,并通过这些动作特征来识别动作。基于加速度传感

器的行为识别方法具有抗外界干扰能力强,携带方便,自由

的数据获取方式等优点。本课题利用惯性传感器采集人体

运动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参数来完成运动模式的识别。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06

物联网分布式LNG能源智慧生

产供应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紫榭 201806030104

安志鑫

/2018090101

03,陈香梅

/2018091010

22

樊玉

光,慕

秀松

教授,

助理实

验师

0802

物联网分布式LNG能源智慧生产供应系统,是一套新能源综

合开发利用的技术创新、基础设施、运营模式支撑体系,能

够适应能源清洁化、智能化发展。该项目以物联网技术为

基础,结合LNG原料站、LNG用户站以及LNG专业运输车的

LNG燃气供应系统,通过对现有居民和工业用户的能耗分析

优化设计出符合最低能耗需求的燃气供配系统。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07X
创腾科技——石油生产护航师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卢辰宇 201806010205

石先念

/2018060102

17,冯睿楠

/2018091010

13,曹靖

/2018060103

26,王志龙

/2018061201

10

曹银萍 教授 0802

卓腾科技针对目前仅有的完井管柱力学分析电脑端软件,存

在着使用不便、运算速度慢等问题,研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完井管柱力学分析系统化平台,该平台可完成合理

的管柱配合方案设计、计算完井施工时所用参数的安全范

围。以此避免因管柱损坏造成生产事故,并且为油气田的高

产、稳产打下良好保障,对油气井的增产改造也有着重要作

用。本平台属于国内首创,可广泛应用于油气田开发生产

中,仅在国内就有着十亿级的市场前景。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08

搅拌摩擦增材数字化制备镁基

复合材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俊一 201712060109

季星红

/2017120601

29,李旺鑫

/2017120601

23

路永新 讲师 0802

本项目针对航空航天、汽车和电子封装等领域对轻量化材

料的迫切需求,以AZ31B镁合金为对象,研究搅拌摩擦加工

制备镁合金表面复合层、搅拌摩擦增材制备镁基复合材料

和搅拌摩擦加工与增材过程的数字化控制,实现航空航天等

工业领域对高性能镁基复合材料的需求目标。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09

油气钻井中黄土层干法掘进及

封固工艺3D仿真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璐璐 201807070729

白璐璐

/2018070707

29,杜马佳

20180707071

5,涂家

20180707071

0

何志

州,霍

韬

讲师 0520

黄土高原浅表层钻进易发生漏失,漏失率达29.49%,钻井液

泄漏可直接流入河流、农田,造成环境污染,传统钻井工艺

难以彻底解决黄土层漏失,为此研制出黄土层钻固一体化方

案,基本步骤主要分三部分:黄土层干钻、下导管、封固导

管。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高现场操作人员、维修维护

人员专业素养与专业技能,减少设备故障及故障损失系该仿

真研究的意义所在。油气钻井中黄土层干法掘进及封固工

艺3D仿真的研究正是基于以上目的。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10

基于3D打印的悬臂梁结构传感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卫权 201801020108

曹武杰

/2018010201

25,王琛博

/2018010201

20,赵子铭/ 

20180102010

冯德

全,李

晓莉

讲师,

工程师
0702

本项目通过利用3D打印技术制作悬臂梁敏感元件,并与传统

机械加工方式制作的悬臂梁敏感元件进行传感性能对比实

验研究,分析基于3D打印的悬臂梁敏感元件传感性能特征,

研究3D打印技术工艺对传感性能的影响。本项目的研究对

3D打印技术在传感领域的应用推广起到促进作用,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应用前景。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11
叁春晖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齐昕瑜 201809010208

严梦瑶

/2018090102

09,余思慧

/2018090101

23,刘欣荣

/2018090102

10,张晓盈

/2018090102

13

李高和 教授 1201

叁春晖APP借助互联网影响社会生活和形态的时代,打造一

个老年人为主角,年轻人为求知的平台。项目主要打造一个

老年人和年轻人沟通互动的平台,拉近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距

离。项目希望容纳更多老人故事,保留老人的印迹,在这个

匆匆的岁月里,为我们浮躁的心,多一份沉淀和温暖。同时

项目希望年轻人多一分倾听和求知的心,在这个主打温暖和

情怀的APP中,找到自己,找到老一辈所要给予我们的信仰

。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12X
“锦苔”绽放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谢高俊 201707070304

孙鹏宇

/2017050504

01,

铁欣睿

/2018060104

06,杨清华

/2018091001

06,

商睿颖

/2018060502

06

贾莉娜 工程师 0809

“锦苔绽放”贫困地区教育问题的资源共享基地是一个全

国性的教育扶贫公益计划,“锦苔绽放”项目将有公益心的

教育培训机构、高校支教力量和有教学资源需求的贫困地

区学校,这三方整合起来,为贫困地区学生提供素质教育和

应试教育的公益教学服务。项目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相

结合的模式,实现线上线下于一身的互动平台,探索“城市+

农村”慈善帮扶新模式,旨在为中国贫困地区学生免费提供

丰富多样化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方式。不仅扶智,更要扶志。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13
石油管道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云涛 201704010312

赵磊

/2017040103

10,杜晓

/2017040103

07,邱启佳

/2017040103

02,方鹏巍

/2017040103

22

蔡文斌 副教授 0815

石油管道一般为钢制结构,在环境的作用下一般会产生破坏

或变质产生腐蚀,会影响原油物资的运输,造成原油泄露,污

染环境,引起巨大的经济损失。本项目准备研发一种新型输

油管道清洗工具,该工具以电磁清蜡原理为基础,适用于不

同内径的管道清洗,智能便捷,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14

基于露头类比的湖盆重力流沉

积砂岩储层构型分析—以鄂尔

多斯盆地延长组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蓉 201811030117

王一飞

/2018110302

14,莫雅蔚

/2019110302

04,林霄洋

/2019110302

09,宿墨瀚

/2019110301

04,

刘桂珍 副教授 0709

重力流沉积砂体己成为油气勘探开发的重点储集体。目前

勘探实践表明鄂尔多斯盆地在湖盆中心存在大量重力流沉

积的砂体,具有厚度差异大、分布范围广,储层结构复杂,成

因类型多样等特征。本项目拟通过露头类比,建立重力流沉

积砂体成因单元的识别与对比,以及规模、形态、空间叠置

关系的研究,为鄂尔多斯盆地致密油气勘探开发提供地质依

据,提高水平井的钻遇率,指导后期水平井措施改进,对致密

油勘探开发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15

绿色化学、变废为宝—新型高

效仿生催化剂的制备及在CO2

高值资源化利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泽旭 201808010217

刘嘉

/2018080102

25,

赵锋

/2018080102

09,阿卜杜哈

力克

/2018080102

29

汪力 讲师 0813

如何实现油气田驱采气中CO2的高效捕获、分离及高值资源

化利用是当前相关领域面临的挑战性课题之一。本项目基

于我们前期在稀土配位超分子化学及功能材料化学方面的

基础,创新性的提出利用功能导向仿生结构功能配合物材料

的构筑来实现油田CO2驱采气中CO2的高效捕获、分离及资

源化回收利用。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16
物联网下实验室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凯 201705050129

苗家乐

/2017050501

02,李文亮

/2017050501

05,张雨

/2017050501

13

高炜

欣,宋

楠

教授,

讲师
0806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物联网的

相关理论和应用设计方法,在高校实验室搭建以物联网下的

实验室管理系统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17

泥页岩有机质含量和有机质孔

对超压成因分析的影响及校正

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子怡 201811010309

王猛

/2018110103

20,陶冶

/2018110102

12

李军 副教授 0814

异常高压或超压在含油气盆地分布的普遍性、与油气藏形

成关系的密切性以及对钻井安全的重要性一直是油气地质

与勘探的热点问题,但超压成因判识和压力预测一直是个难

点。鉴于此,本项目从泥页岩有机质含量和有机质孔对超压

成因分析的影响及校正方法展开,欲搞清有机质含量和有机

质孔对测井曲线在超压成因分析中的影响,得到相应的校正

模型；综合分析超压成因,搞清不均衡压实和生烃作用等对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18

系列Waugh型杂多钼酸盐的合

成及对有机染料废水的光催化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珂欣 201808030220

胡若晖

/2018080302

02,申姝羽

/2018080302

09,李金环

/2018080301

29

刘雪梅 副教授 0703

染料废水成分复杂、色度深、有异味、有机物和无机盐含

量高,对人体健康产生极大的威胁,是目前难降解的工业废

水之一。本目拟合成系列Waugh型杂多钼酸盐光催化剂,具

有酸性、良好的稳定性、氧化性及高催活性,在光辐射下,

能够破坏有机分子结构,可以将染料分子深度氧化为无污染

或低污染的无机小分子和离子,而且具有反应条件温和、不

腐蚀设备、对环境友好等优点,为光催化领域提供性能优良

的绿色环保型催化剂提供可能。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19

流动性黄土滑坡发生液化的判

定条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玉暄 201811091027

姚鑫

/2018110902

18,冀嘉兴

/2018110910

23

蔺晓燕 讲师 0814

我们的项目是基于陕西省华县高楼村发生的一次黄土滑坡

展开的,这次滑坡并非由于降雨等自然因素造成,导致这次

滑坡黄土液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穿越滑坡区的农业灌溉渠长

久失修,灌溉时渗漏使水渠下面的黄土发生液化造成滑坡事

故,这次事故造成大量的财产损失,因此,为了避免人类活动

导致的滑坡灾害发生,最大程度的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探究流动性黄土滑坡发生液化的条件至关重要。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20

I-United Bridge 专业学习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科 201806100216

孟石玉

/2018060502

11,赵毅飞

/2018060302

06,祁小磊

/2018060501

03,孙彪

/2018061201

17

张煜敏 讲师 0801

I-United Bridge专业学习平台是基于互联网模拟实践与

现实理论教育的方式,以目标用户学习更容易,使用更方便,

交流更通畅,实践更安全,为用户搭建了随时随地可以理论

与实践双向交流与学习的“桥梁”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21
校园帮——校园代办服务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浩然 201904090125

陈泽明

/2019040901

11,张嘉辉

/2019040901

19,贾博华

/2019040901

24

余华贵 副教授 0805

此软件为学生提供各种便捷服务,实现同学之间的互帮互助

。用户可在平台上发布自己需要委托的事件,或接受他人委

托的事件。从而使同学们的生活和学习更加便利。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22
助“立”者多功能拐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彧承 201806130124

朱凌风

/2018061301

03,张通

/2018061301

06,张行

/2018061301

26

崔璐 教授 0805

由于老人身体机能的下降,腰腿力量减小,很多时候无法自

行下床或起身,所以,本项目旨在解决腰腿不便的老人自行

起身的问题,从具有扶手的椅子处获取灵感,同拐杖相结合,

意在能够发明出一款方便携带,易操作,且能够稳定地帮助

老人起身的拐杖。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23

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薄膜的

成膜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泽承 201912050112

弓斌

/2019120501

17,王宇鹏

/2019120601

20,张家旭

/2019120102

23

李燕 讲师 0401

本研究选择典型的CH3NH3PbI3（甲胺铅碘）为研究对象材

料,探索在微纳尺度溶液内部从过饱和到形核再到生长成晶

体薄膜所涉及的全部物理化学变化。需要指出,该材料含碘

含铅等自身问题不在本项目讨论之列,本研究重在结构,研

究结果对钙钛矿材料具有普适指导意义。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24

井下可溶铝合金制备及腐蚀性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澄洲 201812060130

牛澄洲

/2018120601

30,史环宇

/2017120504

05,张正华

/2017120502

23

高倩 讲师 0804

可溶材料在油气工业中具有中广阔的应用前。油田井况各

不相同,不同用途的可溶合金所需要的溶解速率也各不相

同,本课题拟以电化学活化原理为基础,结合合金元素与增

强颗粒对铝合金腐蚀行为的影响,通过引入Ga、Sn等低熔

点元破坏铝合金表面氧化膜的连续性,提高铝合金的溶解能

力,并提高合金腐蚀的均匀程度。探讨合金元素种类、含量

对铝基可溶合金微观组织及腐蚀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腐蚀

环境对合金溶解速率的影响。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25

基于物联网的数字油田监控系

统设计及传输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佳航 201807020306

程霞

/2018070203

28,

赵瑞

/2018070203

04

王静怡 讲师 510

本项目主要研究了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数字油田监控系统传

输方案,该方案确保油田现场监控系统能够实时安全可靠的

获取到抽油机的数据便于油田生产现场的监控管理。首先

以研究基于物联网的油田现场监控系统为源端,在ZigBee

、信道编码等无线通信技术的理论指导下,结合数字油田现

场需求和所处的地理环境差异,着重研究数字油田监控系统

的两种无线传输网络架构的数据传输优化方案。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26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智能窗帘设

计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浩东 201801020105

张子龙

/2018010201

17,莫嘉琛/ 

20180102011

1,陈卓

/2018010601

25

高宏,

雍正

讲师,

工程师
0702

本项目研究的自动窗帘控制系统主要由单片机、光敏传感

器,红外、蓝牙接收模块、控制电路,步进电机等部分构成,

通过合理优化设计使各模块相互配合,实现自动窗帘控制系

统的智能化要求。项目研究成果可以为智能家居环境设计

提供技术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前景。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27

新型石墨烯复合结构的紫外光

电探测器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佳慧 201801060101

曹玉龙

/2018010601

21,秦世雄

/2018010601

18,魏宇航

/2018010601

16,张佳浩

/2018010601

02

丁继军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拟设计一种垂直结构的石墨烯/ZnO紫外光电探测器

件,表征不同功率紫外光辐照下的电流-电压(I-V)曲线、

电流-时间(I-T)、响应谱和吸收谱。垂直结构特指石墨烯

与ZnO分别作为收集载流子的两个电极使用,石墨烯作为透

明导电顶电极,相比于传统的超薄金属顶电极膜对入射光具

有更好的透光性,同时,石墨烯与ZnO形成肖特基接触产生

内建电场进而参与光生载流子的分离与提取,提高器件的响

应度与响应速度。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28
石油基础知识资料可视化整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敏 201804040122

胡哲

/2018040801

07,杜婉玥

/2019040702

15

张明 副教授 0815

本项目为石油基础知识资料可视化整合。其创新点是以学

生的角度,通过资源整合、制作,通过简洁、直观、系统的

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一个具有临场感、可视化、紧跟行业

发展的石油基本知识模型。有别于传统零散式的知识分享

。本项目的成果可作为文化创意服务为老师的课堂讲授提

供辅助资料,帮助石油类本科生生动、形象的理解石油基础

知识。一定程度上为石油行业的专业知识普及打下牢固基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29
水力脉冲解堵软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韦浦京 201804080116

胡哲

/2018040801

07,陈旭

/2018040801

03,侯文龙

/2018040801

10,张雨隆

/2018040801

13

时宇 副教授 0815

所谓互联网+水力脉冲解堵优化技术是指形成一套可网络访

问的水力振动解堵工艺优化平台。本技术开创性的建立了

从水力振动器+井筒+井底+地层的压力播全传播途径耦合数

学模型。从而使得精确、可靠的评估水力振动器压力波振

幅、频率对油水井产能的影响成为可能。利用计算机及互

联网技术根据上述理论模型,编译形成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网络版水力振动解堵工艺优化平台。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30

延安地区山西组泥页岩岩相特

征及其对孔隙结构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谈泽 201811010127

尚松雨

/2018110102

05,王梓艺

/2018110101

11,王楚欣

/2018110102

27,张文

/2018110102

29,

赵卫卫 副教授 0814

本项目以延安地区山西组泥页岩为研究对象,通过开展野外

露头的观察、岩心样品的采样测试等多种实验建立泥岩页

岩相划分标准,进行泥页岩层系岩相类型识别与划分、不同

尺度下页岩与夹层组合特征的研究,分析泥页岩储层发育控

制因素及储集空间演化机理,探讨不同泥页岩岩相类型对孔

隙结构的影响。最终建立延安地区泥页岩岩相类型划分方

案并明确山西组泥页岩层系岩相类型及组合特征。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31

武威盆地儿马湖凹陷武地1井

石炭系烃源岩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生宁 201811010126

倪世凯

/2018110101

21,刘晨

/2018110101

08,朱泉禹

/2018110101

02

刘洪军 教授 0814

    针对钻遇的上石炭系太原组和羊虎沟组地层中的黑色

泥页岩分别从有机质丰度、有机质类型和有机质成熟度三

个方面对其生烃潜力进行研究。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32
智慧管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吉猛 201804070202

刘延

/2018040702

26,马旻玥

/2017080302

04,王钊

/2018040702

07,弓璐

/2018040701

30

李睿 讲师 0101

智慧管网可以实现任意结构、规模油气管网的静态、动态

和在线仿真管网的规划设计、调度管理和操作控制提供解

决方案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33

并联管组流量分配模拟计算和

试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欣 201808010327

侯寅

/2018080103

10,马雪琼

/2018080104

25

朱玉琴 副教授 0813

并联管组是加热炉、换热器、反应器、锅炉等设备中普遍

使用的流量分配装置,流体在并联管组中分配的均匀性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这些装置运行的安全和经济性。以数值模拟

方法为主、理论和实验研究方法为辅对并联管组内的流体

流动进行研究和分析,探索流体流量、进口方式、并联管组

结构参数等因素对流量分配不均匀性的影响,提出提高并联

管组流量分配均匀性的措施。该研究对并联管组的优化设

计和安全经济运行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34

催化氧化甲醛锰基催化剂的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贵方 201808140110

夏伟

/2018080104

07,崔静怡

/2018081401

16

卢素红 副教授 0813

室内甲醛是在有毒化学品优先控制名单上高居第二位,被确

定为致癌和致畸形物质。本项目拟设计、制备一种用于催

化氧化甲醛的高性能锰基催化剂,通过结合表征分析和性能

评价,揭示该催化剂结构与其催化性能的内在关系,建立催

化剂的构效关系。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35
我能认出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曲 201605050325

魏佳玉

/2017050901

21,巴正新

/2017050102

29,付先锋

/2017050501

23

宋楠,

高炜欣

讲师,

教授
0809

了解人脸识别深度学习、卷积网络、API等概念,了解人脸

识别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选择适合用于具有深度学

习能力的Python语言的编程环境,以及功能扩展包--

opencv、tensorflow、numpy等,开发深度学习算法,搜集

大量试验所需人脸数据,提取与识别人脸特征,对人脸图像

进行处理讨论,基于OpenCv探究人脸检测算法的设计和实

现；学习TensorFlow可被用于图像识别的基本知识和实现

本实验的方法操作；希望借助本项目的实施,移植到物联网

下综合实验室的智能管理系统中。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36

基于VR技术的工程项目部布局

可视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祁小磊 201806050103

李魏晗

/2018060502

30,邓雷岷

/2018060501

04,付佳豪

/2018060501

23,王昭

/2019060504

27

崔莹 副教授 0810

工程项目部是一个工程项目的核心,在项目部的布局过程

中,工作人员需要找到各个分区（生活区、材料堆放区、文

化长廊等）的关联性,才能对于工程项目部的布局的精确性

有所把握。当前,建筑业蓬勃发展,项目管理人员和工人的

需求也不断提高,但是项目部布局不合理材料无序堆放等一

系列问题依然存在。本项目旨在打造项目部布局可视化,实

现布局的可视化、信息化,提高项目工作人员的效率和生活

质量,同时降低项目部建设造价。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37
原位吸附-催化纤维的制备及在印染废水处理中的应用研究创新训练项目 否 芦安源 201812050506

芦安源

/2018120505

06；任威宇

/2018120503

09

吕英 讲师 0804

采用柔性纺织纤维作为载体,氧缺陷Bi氧化物催化剂为活性

中心,构建有机-无机复合柔性环境催化纤维,以有机染料分

子在氧缺陷Bi氧化物表面的吸附-协同催化反应机理研究为

桥梁,对不同有机染料分子进行催化分解,阐明柔性环境催

化纤维的组成-结构-性能之间的构效关系,并通过有机染料

分子在柔性纤维基底的吸附催化反应路径揭示催化剂组成

对柔性环境催化纤维表面吸附-协同催化性能的增效机制。

为开发新一代高性能柔性有机-无机复合环境催化纤维材料

及印染废水处理研究及应用奠定理论基础。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38

基于虚拟现实的旅游景点推荐

系统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郭悦 201707071103

孟青青

/2017070712

31,张天玥

/2017070705

18,蔚道鑫

/2017070707

27,陈美琪

/2017070706

28

杨文阳 副教授 8090 ###############################################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39

“E 联体”（移动医疗）APP 

医源共享—— 一个专注于解

决基层群众医疗求助的移动医

联体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姬祥飞 201809040204

丁钺凡

/2018090201

13,张艺婷

/2018091302

17,刘丹

/2018091006

20,刘梓茵

/2018091002

05

刘冰 讲师 1004

“E 联体”APP 是一个专注于解决基层群众医疗求助的移

动医联体平台,根据基层群众需求对接高校和专业单位的优

质资源,在平台上为客户提供远程挂号、人工智能导诊、线

上咨询、医疗共享学术资源库、在线医馆、医生直播间、

医疗器械商城共享平台七大功能。主要解决偏远地区、农

村贫困人口看病难、享受不到大城市顶级医生的诊疗帮助

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陕西省互联网医疗咨询产品、医

疗资源共享、医疗扶贫、基层医疗服务。结合疫情此

次,APP又专门推出疫情板块,方便用户查询与疫情有关的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40

集成建模结合QSAR的含能化合

物性能预测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羚 201808010417

吴蒙

/2018080103

24,童悦

/2018080103

28,刘园园

/2018080103

19

焦龙 教授 0813

本项目拟将集成建模算法引入含能化合物的分子模拟与设

计研究,结合多种QSAR和量子化学方法,通过含能化合物的

智能化性能预测模型,研究其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构建

相应的理论性能计算技术,获得预测准确度满足含能材料设

计应用需求的稳健模型和方法,为含能材料的分子设计与精

准合成提供数据保障与技术支撑。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41

时空域方向滤波在垂直地震剖

面上下行波分离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英 201805090125

刘伟茹

/2017050101

03,王佩悦

/2018050901

23,唐炎敏

/2018050901

09,

刘彦萍 讲师 0708

本课题主要是针对VSP资料中上行波和下行波分离的问题提

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施。提出采用一种基于

Directionlet变换的时空域方向滤波方法,自适应识别

VSP资料中的上、下行波方向,然后通过稀疏分解,再对分

解系数进行精确分离,最后实现VSP上下行波的有效分离。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42

新型热电材料纳米尺度下结构

稳定性及力学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家瑄 201912010114

付天亮

/2019120101

02,冯馥腾

/2018010101

26,徐中信

/2018010101

03,王望

/2018010101

18

付甲 副教授 0804

基于现有热电材料国家发明专利所采用的 “一步法”合成

制备热电薄膜材料,生产一种热电转换织物具备给热电转换

柔性可穿戴设备供电和电热转换柔性复合织物品供热,具有

柔性环保效率高等特点,该项目旨在通过理论计算寻找能提

高Seebeck系数的新型热电材料纳米晶体,优化计算其力学

性能,进一步提高热电转换效率。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43

智能型罐体内液体体积动态计

量显示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兆雷 201812010220

李乾鹏

/2018120101

21,宿美霞

/2018120502

05,杨雪银

/2018120102

14,王萱

20181201011

9

徐向前 副教授 0803

储罐在各个行业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并且通常采用液位计

显示罐内液体的高度。目前对罐内液体多少的估算是通过

液位计的高度进行,存在着估算不准确,人工计算过程较为

复杂等缺点。也有工程技术人员对不同的储罐进行了在不

同液位高度时的液体体积计算。使用的主要的方法有公式

计算法和表格计算法。公式法需要根据不同的罐体的几何

尺寸进行不同的计算,如果罐体结构稍微复杂则计算量比较

大。如果采用表格计算法,则需要对罐体的不同液体高度进

行计算形成表格,不同的罐体则会形成不同的表格,计算量

大。为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项目提供一种智能型罐

体内液体体积动态计量显示装置,完成罐体内液体体积直观

显示功能,并能够根据液体的高度变化进行动态的数据更新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44X

“向阳院”阿尔兹海默症老人

康养院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韩咏欣 201802050119

汪婧

/2018020501

24, 李红霞

/2018020501

10,陈梦茹

/2018020501

23,符佳利

/2018020501

21

王耀龙 讲师 0503

  项目主要研究如何提供一个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老人以

及其他老人赋予人文关怀的一个特色康养院氛围。创建一

个社群化老年人的交流环境,与时代环境相结合,推动老人

“走出去”。有助于提前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减轻每个家

庭的压力负担,为老人提供一个更为专业的陪护服务。保证

老人拥有一个高质量,有意义的晚年生活。推动养老产业的

养老服务产业的升级。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和认识到阿尔茨

海默症这个群体。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45
IRtour乐趣红游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玉雪 201810040111

吴文韬

/2018100401

12,伍玖学

/2018100101

11,周元章

/2019100102

16,李汶倩

/2018091301

10

王文峰 讲师 0502

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跨国旅游逐渐增多, 国内

红色旅游文化具有重要的吸引力,本项目旨在消除其中潜在

的跨语言的交流障碍。基于此背景,本公司致力于在陕西省

内搭建互联网现代化红色旅游桥梁,制作主打有外语专项才

能的大学生与外国游客交互的一站式红色旅游APP。国内学

习各国外语的大学生也是一个大群体,需要更多锻炼实践以

及兼职的机会,这成为我们项目开发的双赢条件。红色旅游

文化与国际化的齐头并进是我们的项目宗旨,实现中西跨文

化交流,助力民心相通,弘扬中国红色文化是本公司的不懈

追求。     目前本项目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首先项

目具有持续性和长效性；其次陕西省内红色旅游资源丰富,

具有吸引力；再者本项目具有盈利性,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参

与度和积极性,驻陕高校外语院校和外语优势院校是最首要

的外语导游人才遴选基地；与专业的导游机构相比,我们的

竞争优势是较高的外语水平,充满青春活力,颇具亲和力,可

以更低成本获得同样或者更优质的服务和体验。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46

含分布式光伏接入的配电网无

功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宇冰 201805050302

徐永辉

/2018050503

04,郭飞燕

/2018050503

19,雷小刚

/2018050501

19 赵建坤

/2018050504

13

武晓朦 教授 0806

近年来,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展迅速。根据发电方式的不同,

光伏并网系统一般可分为两种：集中式（光伏电站系统）

与分布式光伏发电（户用型光伏）。分布式光伏发电是特

指在负荷附近进行安装的光伏发电装置。因其不但能大幅

度提高光伏发电量,而且也能解决由于电力在升降压以及远

距离输送过程中造成的损耗及成本问题,分布式光伏并网发

电系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较大的认可并得以广泛应用。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47X
面向大学生的任务式接单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苏世豪 201811090114

丁一宁

/2018110901

03,胡博峰

/2018110901

22

杜贵超 副教授 0709

主要目标群体是大学生的任务式接单平台,给予大学生一个

安全可靠的平台,得到更多的机会来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

帮助年轻人实现自己更多的价值,提高能力,找到适合自己

的工作和方向；同时也为小公司、创业个人提供一个平台,

来得到更优质的劳动力、生产力,节约成本。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48

“互联网+农业产业化经济模

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韵至 201909100906

樊昕睿

/2019091009

10

肖焰 副教授 1102

本课题试图在调研陕西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梳理

评估现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特点及存在问题,并在调查

陕西省农村互联网技术应用现状及前景的基础上,构建“互

联网+”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本课题的研究在充分了解各

模式的优劣势、掌握陕西省生产要素密集情况及农业经济

发展现状的前提下,科学的选择适合陕西省农业经济发展的

“互联网+”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本课题的研究将使农业

生产要素的配置更加合理化、农业从业者的服务更有针对

性、农业生产经营的管理更加科学化,是今后现代农业发展

的重要特征和基本方向。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49

利用互联网帮助陕西果农销售

水果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解雨薇 201806050203

李魏晗

/2018060502

30,杨怡荣

/2018060502

13,白宇

/2018060502

19

李建伟 讲师 0810

我们团队经过初步的调查,在陕西,很多果农的水果卖不出

去,同时,对于销售商来说,他们从果农哪儿买来的水果卖出

去的数量也不是很乐观。从水果批发放商到水果店,因运输

和中间利润等导致在消费者购买时存在很大的差价,同时也

会让水果不再新鲜。所以,陕西每年都有很多果农的水果滞

销,卖不出去。因此,我们团队决定构建一个以西安市为起

点逐渐往周边扩张的从果农直接到消费者手里的交易平台,

为果农与消费者搭建桥梁,避免了消费者被中间商赚取差

价,也能更好的帮助果农卖掉水果。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50
智能人脸识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雨伯 201807070901

郑莉芳

/2018061302

05,卢宇

/2018070705

14

姜涵 实验师 0809

人脸识别,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

物识别技术。除了安防、金融这两大领域外,人脸识别还在

交通、教育、医疗、警务、电子商务等诸多场景实现了广

泛应用,且呈现出显著应用价值。本项目研究的内容主要是

使用VC++设计一款基于MFC框架的智能人脸识别系统。

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通过摄像头采集不同人物的面部照片,并

提取特征值。通过人脸识别算法进行深度学习,最后能够辨

别出不同的人脸。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51

智能穿戴-基于温差电效应的

柔性热电薄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晓锐 201701020121

孙韶阳

/2017010201

01,王杰

/2017010201

27,刘迎澳

/2017010201

24

刘帅 讲师 0702

本项目拟构建碲基柔性复合薄膜,探索柔性热电材料在可穿

戴领域的应用前景。首先,采用磁控溅射制备以聚酰亚胺为

衬底的碲化物热电薄膜,表征薄膜微结构与实验工艺之间的

内在联系；其次,通过外力弯折等机械手段研究柔性薄膜的

力学稳定性及膜基结合性能；最后,评价柔性薄膜的热电性

能,为开发具有较高能量转换效率的柔性热电器件提供理论

指导。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52
全自动升降助老坐垫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骆灿 201806040329

罗应宁

/2017060102

01,奥翔宇

/2019060103

17,冯睿楠

/2018091010

13

吴恒 实验师 0802

本项目是为了解决老年人站立困难的问题,通过电机驱动、

压力传感等技术设计出一款满足老年人生理和生活习惯的,

可放置安装于座椅从而辅助站立的全自动升降坐垫。希望

借此产品可以帮助老年人解决因起座困难造成的生活不便,

以满足老年人生理和心理需求,拥有一个健康独立的老年生

活。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53
志愿乡村APP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佟泽 201904020202

胡智淼

/2019040201

20,陈少丰

/2019040201

21,郭定龙

/2019040201

25

朱战威 讲师 0809

提供给当代大学生一个深入体验乡村生活,带动乡村经济发

展,发扬乡村村民俗文化的平台。产品面向广大高校学生,

学生可假期在平台上寻找合适自己的志愿项目,利用空余时

间前往乡村进行实践锻炼,在体验乡土人情的同时,利用自

媒体带动乡村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拓展学生知识体系,

传播青年创新思想,同时,学生也可以将在乡村期间的各种

经历和感受通过文字、视频等多种方式分享到自媒体平台,

带动农产品推广,反馈乡村发展问题,促进乡村发展。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54X

思齐人工智能（AI）科技教育

有限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陈娜娜 201801070127

朱炳灏

/2018010701

07,王倩

/2018010701

19,鲍乔

/2018010701

03,李璐

/2018010701

10

王小燕 讲师 0701

我们拟创办思齐人工智能科技教育有限公司。该公司专注

于通过人工智能（Scratch编程,python编程,机器人等）

一系列的线上线下课程让孩子通过学习学会创造性地思考

、系统地计划、清晰地沟通、迭代地设计、进而提高学生

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公司团队的每位成员大学专业均为

信息与计算科学,在大学系统地学过数学专业和计算机相关

课程,所以更能专业的去指导学生。公司秉承着“有好的灌

溉才有好的成果”的核心教育理念,使青少儿全面发展,快

乐成长！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55S
唐御鲜鲜奶生活馆 创业实践项目 否 高莹 201806040223

吴华军

/2018060402

24,崔硕

/2018060402

01,陈延辉

/2019060402

04,王淇君

/2019080203

19

欧红

娟,程

骏

助教,

副教授
1202

采用科学化专业养殖牧场为奶源,以“无添加”作为产品原

则,做出“保证不加一滴水,无任何添加剂”的优质奶产品

。使用巴氏灭菌技术,尽可能地提升奶产品的营养价值。每

日四小时内牧场鲜送直达网点,冷链运输,为产品的新鲜低

价提供了良好保障。完全自主研发的酸奶菌种,富含多种益

生菌与独家配方,对于人体肠胃消化有很大益处。唐御鲜团

队填补了鲜奶制品体系在市场中的空白,有着非常可观的市

场前景。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56

基于微信的校友会管理系统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志 201807071527

段鑫绘

/2018070715

07,茹蕊

/2018070715

12

同晓
助理研

究员
0809

本项目内容主要为西安石油大学校友会工作提供信息化支

持,校友信息化管理系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校友社交服

务平台,一部分是校友智能数据库。该平台系统数据建设标

准遵从学校信息数据标准,符合学校信息中心相关建设要

求,校友社交服务平台入口部署在学校校友总会微信公众

号,通过系统为广大校友提供服务,收集校友信息。为了保

证校友数据安全,整套系统须部署在学校本地,采用库网分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57X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下的社

会应急服务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杨文卓 201809100807

宋晨阳

/2018091008

08,强千千

/2018090302

18,朱兴凯

/2018020501

18,程霞

/2018091003

03

朱海

娟,肖

琼

副教

授,副

教授

0303

依托线上平台开展活动的运营模式,以大学生群体为主要受

众,从心理健康教育及科普、科研抗疫、线上线下教学质量

监督、在陕“逆行者”的关怀四方面更好的帮助在校大学

生及社会大众渡过疫情。以“线上抗疫”的形式传播“隔

离疫情,但不隔离爱”的思想,帮助大众更好的渡过这段艰

难时期。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58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临兴地区盒

8段致密砂岩储层特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早香 201811030104

莫娟

/2018110301

09

吴和源 讲师 0709

本项目结合薄片分析,岩心标本分析,沉积环境分析等手段,

以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临兴地区盒8段的致密砂岩为研究对

象,分析储层岩岩石学特征、物性、储层物性控制因素、孔

隙结构特征、成岩作用特征,以及埋藏演化史。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59

3d-4f异金属簇合物催化转化

二氧化碳到碳酸丙烯酯的性能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一星 201908030204

辛逸辰

/2019081301

04,张大可

/2019081302

04,勇志华

/2019080104

28,张帅帅

/2019080201

26

李磊磊 讲师 0703

利用化学方法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丙烯酯,是实现变废为

宝和原子循环利用的重要途经,其关键在于开发高活性的催

化体系。本项目将通过桥连配体构建3d-4f异金属簇合物

催化剂,实现3d和4f离子的强强联合,来提高总体的催化活

性,研究3d和4f离子所处的配位环境及两者间的协同作用

在提高催化活性中的作用,研究它们在二氧化碳转化中的催

化机理,本项目研究结果将为设计改进3d-4f异金属簇合物

催化剂提供重要参考和指导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60

基于多连锁模式的野外作业自

动灭火装置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俊航

201705010110

李怡霏

/2017050403

24,田光雨

/2017050402

06,晏滢

/2018091301

08,赫蓉蓉

20190506011

3

张楠,

康正明

实验

师,讲

师

0808

火灾是最经常、最普遍地威胁公众安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

灾害之一,由于野外作业环境或建筑工地的活动板房由于安

装条件受限,不具备安装整套传统灭火装置,本项目着重于

提出一套适合于此类环境的基于多连锁模式的火灾自动报

警与灭火系统设计方案。此套方案包含了新型火灾报警探

测器的设计,灭火管网的增稳压设计与喷头爆破的新型触发

选择。本项目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与实际意义。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61

高温高压油气井套管磨损程度

及剩余强度分析软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宇翔

201806100106

程庞虎

/1921104037

2,徐孝轩

/2019060402

25,王智鹏

/2018060301

07,王蕊

/2018061001

14

万志国 讲师 0802

针对高温高压状况下的石油深井套管的磨损情况和长时间

工作后的剩余强度,我们基于管柱磨损机理,建立管柱磨损

度以及剩余强度的计算模型,并编写分析与预测套管磨损度

与剩余强度的软件,从而达到对未知风险的预估和防备。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62
高强耐磨铝合金活塞连杆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玉涛 201812050603

马忠俊

/2018120506

09,王秒

/2018120506

23,任铂

/2018120505

03,冉茂洋

/2018120506

08

翟文彦 讲师 0804

中、小缸径的中、高速内燃机上通常使用的都是铝合金活

塞连杆,它的密度较小,大大减少活塞连杆的质量及往复运

动的惯性力,对高速内燃机的减振和降低内燃机的比质量有

着重要的意义。铝合金活塞连杆在工作过程中与缸体发生

摩擦磨损,对于材料的强度及耐磨性都有较高要求,高硬度

的陶瓷颗粒可明显优化复合材料的耐磨性。所以我们研究

与开发高强耐磨铝合金活塞连杆有着很重要的科学价值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63

涡旋光干涉衍射综合实验仪的

设计与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佳辉 201801020119

肖晗

/2018010201

04,顾子健

/2019010201

02,张子睿

/2019010201

12

张艳 讲师 0807

本项目将涡旋光与干涉衍射实验结合在一个实验平台上,具

有一定的应用意义。将涡旋光与两种实验仪合为一体,整合

四种光路,在小平台上进行光路优化,将干涉衍射两种光路

通过分束镜巧妙的结合在小尺寸上,极大的节约了四种光路

占用的空间。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64

“喜悦律动”身心整合工作坊

——舞动治疗促进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探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贺雨 201709100321

马旻玥

/2017080302

04,王慧

/2018091006

27,兰天红珠

/2018091006

23,刘欢

/2018091005

04

王璟,

雷渊媛

讲师,

助教
0305

本项目通过“喜悦律动”身心整合工作坊在大学生群体中

开展思政教育的相关主题课程。“喜悦”从字面意义上看,

给人以欢喜愉悦的感受,“律动”即把舞动治疗的专业技术

和理念以大学生可接受的方式带入课程。课程共开展四个

主题每 周针对两组学生开展一到两次课程,保证每周 90 

分钟的课程时长。课前,通过调查问卷对学生的现阶段状况

进行了解和掌握,课后组织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日志撰写,

形成纵向跟踪数据,进行对比研究。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65
视觉品牌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冬林 201902080209

樵楠

/2019091302

29,孙嘉成

/2019020803

06,郑瀚驰

/2019040902

29,王克凡

/1201947010

01,

杨泽辉 助工 1305

视觉品牌设计是当今主流,为国家三农扶贫添加助推力,为

农业增产,	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服务,	打造更多的农副产品,

走向市场。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66
激光钻井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业成 201704080108

章瓅丹

/2017040801

07,温智博

/2018040801

05,郝佳蕊

/2018040203

21,高圆圆

/2018040702

29

刘雄 讲师 0815

激光钻井依靠激光的吸收、散射和反射实现钻进工作。激

光照射在岩石的表面上,岩石表面会迅速吸收激光的能量,

使冲击范围以及周围岩石的熔融,最终形成井眼。

与传统工艺相比,激光的能量极高,易穿透岩石；无需钻井

液系统；钻进过程中,激光冲击岩石形成的陶质层井壁可以

预防井喷事故的发生；激光器系统可通过光纤电缆与地面

进行通讯,更好地掌握钻进过程。并且,激光钻井可降低成

本,减少污染,可能会使钻井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67
阑珊处专注于大学生失物招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福兴 201904020301

付俊望

/2019040203

08,黄长河

/2019040203

10,赵旭哲

/2019040202

10,王瑾

/2019040201

01

田洋阳 讲师 0815

在大学日常生活中,不慎丢失书本、手机、优盘等物品的现

象极为常见, 这不仅给同学们造成了物质上的损失,还给同

学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失主心急如焚的寻找自己

丢失的物品,而拾获物品的人由于不知道失主的身份和联系

方式而迟迟不能将物品物归原主。目前,我校园内虽暂设有

专门的失误招领的地方,但同学们不能及时有效获得失物信

息,所以物品丢失的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而我们通

过“阑珊处”公众号原为老师和同学服务,与学校合作建立

失物招领服务站,为失主和拾到物品者提供便捷的沟通渠

道,让失物“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68

巢湖平顶山剖面殷坑组古沉积

环境演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悦悦 201811010114

聂美怡

/2018110101

01,郝子眉

/2018110101

09,刘彦钊

/2018110101

12,李晓龙

/2018110101

19

宋立军 教授 0101

人们对巢湖平顶山剖面殷坑组炉渣状灰岩形成环境缺乏系

统认识。本项目拟利用手持式X荧光光谱仪,结合样品测试

分析,对巢湖平顶山剖面殷坑组古沉积环境演化进行研究,

探讨该地区殷坑组沉积期古环境演变的规律。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69

鄂尔多斯盆地东部与西部延长

组长2低渗透砂岩储层特征对

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振丞 201811010122

房舟

/2018110101

15

白玉彬 副教授 1403

鄂尔多斯盆地东部与西部长2储层具有不同的物源方向,其

沉积相的类型亦不同,因此,通过对比研究,搞清长2储层发

育特征及控制因素,可为该区的勘探和开发提供地质依据。

研究拟通过岩心观察、薄片鉴定、扫描电镜、高压压汞、

储层物性等手段,对长2储层岩石学特征、孔隙类型及结构

特征、储层物性特征、成岩作用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和对比,

搞清长2优质储层发育的控制因素及形成机理。研究可为长

2储层选层评价提供一定的地质依据。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70

微通道反应器内取代芳烃硝化

的工艺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易春辉 201908010429

宋士龙

/2019080104

03,沈祖东

/2019080104

06,姜雯雯

/2019080104

09,代婷婷

/2019080104

07

王进,

曹彬

讲师,

副教授
0813

该项目将放热量大、副反应多、危险性高的芳烃硝化反应

引入到微反应系统中来。利用微通道反应器的独特优势实

现取代芳烃安全、高效的连续性硝化生产,以提高产品产量

和质量,进而减少含酸废水的产生,降低硝化工艺的生产成

本。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71

纳米Fe3O4催化的异相Fenton

降解染料模拟废水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敬思怡 201808130106

春炜龙

/2018081302

18,张静蕾

/2018081301

02,杨菲

/2018081301

04,高雨如

/2018081302

04

杨鹏辉 副教授 0703

项目拟采用共沉淀法制备Fe3O4纳米催化剂并对其结构进

行表征,考察纳米Fe3O4催化的异相Fenton法降解亚甲基蓝

及甲基橙模拟废水的性能,并对工艺进行优化,研究纳米

Fe3O4催化的异相Fenton降解染料模拟废水的规律。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72

基于嵌入式技术的自动瞄准无

人机灭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旭 201805060324

王大海

/2018050603

13,郑凯

/2018050401

01,刘灵童

/2018050603

15,李敏

/2018090401

16

尹晓娇 讲师 0808

由于火灾现场的非结构化环境的影响,救援人员难以快速、

高效、安全地进行工作,且救援任务逐渐超出了救援人员的

能力范围,而自动瞄准灭火无人机却可以达到节约救援成

本,减少人员伤亡,实现快速出警,节约救援时间的目的。因

此,研究并发展自动瞄准灭火无人机项目。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73
“高枕无忧”停车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鑫玉 201906120133

姚鑫哲

/2019061201

06,晏滢

/2018091301

08,王瑞妍

/2018090102

02,田嘉伟

/2019050603

28

苏亚

丽,邱

迪

讲师,

助教
0808

通过本研究,旨在解决“抢车位、一位难求”停车位不足的

问题,如何降低全覆式停车库的占地面积；在能够实现保护

车身的基础上,提高运行效率；并提供有效的安全保护；解

决现有技术存在的结构复杂,制造成本较高,维护困难的问

题；以及“高枕无忧”停车位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进行实验

推广、广泛应用、后期维护、保证实际运行的效率等。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74
成膜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海洋 201812060122

赵亚男

/2018120506

05,林桂

/2018120504

25,张书源

/2018120601

19

刘峰 讲师 0804

基于固相反应生成润滑剂的思路设计制备原位内生润滑相

的高温自润滑复合材料,研究原位内生润滑相对复合材料宽

温域摩擦学性能的影响,揭示不同温度下复合材料的摩擦磨

损机制,提出以固相反应生成润滑物质的新型润滑材料的设

计制备方法,以满足航空航天、核工程和能源等高技术领域

运动部件稳定可靠运行的需求。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75
钢表面含氧化石墨烯的有机钝化膜制备及性能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雅茹 201812050527

刘欣岩

/2018120505

05,任铂

/2018120505

03,李思佳

/2018120505

01 魏鑫龙

/2018120505

13

姚建洮 讲师 0804

本项目针对市场高端钝化液成分及工艺方法高针对性等问

题,创新性的将氧化石墨烯引入钝化液中,利用水解硅烷丰

富的硅醇桥接氧化石墨烯与金属形成强共价键结合。石墨

烯完美的单层平面结构形成迷宫效应在材料表面形成有效

屏障。并进一步提出将氧化石墨烯功能化后与环氧树脂混

合制备钝化液的方案。利用环氧树脂的高交联密度以及硬

度、耐高温等特点,提高钝化膜层的结合强度、致密性及耐

蚀性。为金属表面腐蚀防护提供一种经济、高效的钝化处

理方法。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76
“青农”握手平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美代 201807070317

付旭东

/2018070701

18,陈鸿鑫

/2018070702

03,秦宝娟

/2018070704

03

宋新爱 副教授 0809

项目开发一个以收集农村和大学生的双边信息为主要功能

的平台。其将在农村和大学生之间搭建一条沟通的桥梁,让

农村可以引进更多有知识有抱负的年轻人,让年轻人也可在

农村里找到自己专业知识的用武之地。项目将主要致力于

平台的开发,研究如何通过计算机信息技术把农村与年轻人

联系起来。根据走访和调研的实际情况和用户需求,我们将

让平台的各方面的功能都能完善。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77

基于个人偏好的商品个性化推

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星航 201807071218

王美代

/2018070703

17,李子灏

/2018070702

21

闫效莺 副教授 520

随着网上购物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加入购物平

台,使得购物平台上的商品不断增加。商品的增加一方面扩

大了购买者的选择空间,但另一方面却增加了购买者的购物

时长。推荐系统是一种信息过滤系统,其设计目标是为了满

足那些没有足够的知识或时间在大量选择内容中做出选择

的客户。本项目拟研究基于个人偏好的商品个性化推荐系

统,完成包含网上商城购物平台和个性化推荐算法的设计与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78X
离校登记信息数据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孙思成 201709010108

郭晓桐

/2017090101

09,韩婷

/2017090101

12,李心如

/2017090101

05,刘娜

/2017090101

22

李高和 教授 1201

“离校登记信息系统”以每个人都在使用的微信APP为载

体,以微信小程序的形式将传统纸质登记表完美转化为线上

虚拟登记表,在保留原纸质版登记表的同时,还扩展了许多

新的功能。如通过OpenID、CPUID规范信息登记流程,使用

墨卡托坐标精确信息登记规定范围等。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79
仓颉汉字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梦璇 201902050106

白谦

/2019020501

11,唐滢溪

/2019020502

09,陈思颖

/2019020502

08,施雨彤

/2019020502

10

张泽正 助教 0503

提供针对汉语学习者的网络服务,支持每一位汉语学习者进

一步了解汉字与中国文化。通过APP可以从读音、字形、用

法以及起源等多个方面了解汉字,进而学习汉语。并且学习

过程中不间断吸收传统文化,实现汉语学习的趣味化。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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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X

网益“可”——

大学生知识再利用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聪 201810040121

毛晨雨

/2017091007

12,王瑶

/2018091301

22

李春霄 讲师
1202

01K

本项目主要研究教育机构的建立方式、人员组成等,并针对

年级和课程设置的不同,建立合理的课程运行机制,并进行

层层选拔、专业培训等筛选出能力强素养高的大学生辅导

老师。充分利用互联网下的大数据优势,创建微信小程序和

公众号作为线上平台。用户可根据自己需求,体验课程预定

、检索信息、在线客服等,以获得良好的使用体验；同时建

立社区聊天模式,用户可在此交流学习心得和经验。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81
倾为手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雨昂 201812050328

吕梦龙

/2018091006

19,杨梅碟

/2018091005

10,潘娇

/2018091003

09,刘佳玥

/2018091002

14

李国英 讲师 1202

结合当前疫情状况,预测未来,利用现有的疫情电子码信息,

由终端储存数据,让手环和手环之间在一定距离能相互感

应,记录与其感应手环的电子码信息,并发送到终端储存起

来。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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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

致密油水平井储层含油性测井

评价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耿佳宁 201811090209

张雯棋

/2018110903

22,谢正龙

/2018110902

10,王澳

/2018110902

15,赵鹏辉

/2018110902

03

刘之的 教授 0814

采用先进的岩石物理实验等技术手段,开展致密油储层条件

下的岩石电学特性测量,查明油气对致密油水平井储层电学

特性的响应特征,修正和完善致密油水平井含油性测井评价

方法,以期为致密油勘探开发中精准地获取致密储层的油气

信息,进而为“甜点区”优选提供强有力的测井技术支持。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83

高阶煤微纳米级孔-裂隙中甲

烷运移行为的多尺度表征及约

束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熊洺扬 201811010125

王玉龙

/2018110101

05,廖添

/2018110101

03

单长安 讲师 0814

本项目拟以四川盆地南部筠连-珙县煤层气产业区二叠系乐

平统含煤系地层为主体研究对象,基于煤层气勘探开发资

料,选取C2、C3、C7和C8四套主力开发煤层的煤样开展工

作。利用恒速压汞法、低温液氮吸附实验、原子力显微镜

、氩离子抛光场发射扫描电镜、核磁共振测试等方法,对四

套煤层岩芯样品的微纳米级孔-裂隙结构特征进行多尺度精

细定量和定性表征；应用微/纳米CT光学扫描技术结合数字

岩芯重构技术重建三维微观等效模型,进一步借助计算机模

拟方法研究甲烷气体在微观孔-裂隙系统模型中的运移的动

力学机制；通过相应的四套煤层样品的煤岩及煤质特征分

析、煤储层压力、温度等地质参数的对比,来研究多种地质

因素对高阶煤微纳米级孔-裂隙结构特征及其中甲烷气体运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084

可用于穿刺取样的针型SERS基

底探索研究——模仿中医针灸

穿刺与古代银针验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婷婷 201808010224

王琪

/2018080102

21,邹德蓉

/2018080102

08,屈思旭

/2018080102

18

黄剑 讲师 0813

经历了数千年中医药的实践与运用,针灸Ag针在对人体的活

体取样中具有微创、无痛、便捷等优点,能够方便地实现穿

刺取样,并应用于肿瘤活检以及水产品实时快速检测等相关

领域。因此,针对针型SERS基底的设计、开放及应用研究

是非常必要的。研究表明,基于Ag针型材料的SERS基底,可

产生良好的拉曼增强信号,同时长度可自由延展的针型基底

能穿刺获取生物体不同深度的信号,从而快速实现生物体内

不同部位特征信号的采集,并有望实现多相体系的超灵敏原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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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
校园“recycle”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鑫庆 201904020123

高帅

/2019040201

19,罗煜昊

/2019040201

07,李帆

/2019040201

14,周博乾

/2019040201

17

吴刚 讲师 0815

由于学校二手交易市场的不完善和匮乏,大量的可再次利用

的闲置物品被当做废品以很低的价格卖出或丢弃,这就造成

了很大的资源浪费。另外,从现如今各大高校大学生的消费

水平来看,大部分学生的消费能力都很高,但在校园内并没

有较为专业的废品回收再利用公司,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纸

、废易拉罐、废旧衣物等都和其他垃圾混合在一起被运走,

并没有被分类后有效的利用。这些“放错位置的资源”就

被白白浪费。而我们所建立的校园“recycle”项目是一

个结合了“互联网+”模式而新创造出的“互联网+二手交

易和废品回收”的平台,这个平台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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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
红酒遇上芯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涛涛 201705050218

李渲

/2017050502

24,胡晨

/2017050503

23,宋忠梅

/2017080202

24,刘宗沛

/2017050502

02.

王征 讲师 0505

根据家用葡萄酒酿造设备很大的的需求量,加上国内优质葡

萄酒的价格较为昂贵以及葡萄果农降低成本的需求,我们团

队设计出一款小型家用葡萄酒设备,目的是为了实现安全而

健康的酿造葡萄酒,要想酿造出好的葡萄酒,发酵温度是最

为核心的一环,此外成品酒精度数的高低,是我们评判就品

质的重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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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X

on&outline壹学易辅-大学生

家教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田旭敏 201806030215

刘菁菁

/2018060302

24,唐艺源

/2018090401

03,雷珍珍

/2018060302

10

岳治 讲师 0401

整合家教市场资源,创建一个以大学生辅导为主的家教平

台,采用一对一的辅导方式,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特色教学形

式,教学时间相对自由（学生时间与教师时间相匹配）,根

据学生需求自行选择线上或线下学习方式,对中小学学生进

行学业提高辅导,同时为大学生提供可信赖的社会实践机

会,使大学生成为家长与孩子之间的纽带,同时有效促进高

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对接和资源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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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

紫外光区透明电极在提升量子

点太阳能电池效率中的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段欣悦 201912070113

阮仕勇

/2019120701

30,王练军

/2019120702

17,蒋悟楠

/2019120702

05,陈文罡

/2019120701

10

甘建拓 讲师 0804

本项目拟采用新型n型透明导电电极作为量子点太阳能电池

的前电极,结合p型量子点阵吸光层构成p-n结构电池。目

前,PbS量子点太阳能电池最大光电转换效率为11.28%,其

效率提升的主要途径为对量子点进行表面修饰,降低其表面

缺陷活性从而减少对光电子捕获。然而,由于缺陷钝化技术

的不完善,多重激子效应在PbS量子点体系电池效率提升方

面并没有直接贡献,主要表现为外部量子效率测试在各波段

均小于100%。究其原因为PbS量子点多重激子效应量子产

率低而阈能高,目前采用的前电极直接带隙为PbS量子点带

隙的3倍左右（3Eg）,导致高能光子被前电极滤掉而很难

参与多重激子效应。为了提升效率,本研究拟采用新型紫外

光区透明电极作为电池的前电极,并结合PbS以及新型p型

高性能吸光量子点材料,设计基于紫外透明电极的新型量子

点太阳能电池。该项目引入新电极和结构设计的理念不仅

有利于整体提升量子太阳能电池的效率,为量子点吸光层中

多重激子效应微观机理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途径,同时也为

实现量子点太阳能电池的性能突破和未来的实用化应用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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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

基于FPGA的实时图像采集及其

边缘检测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萍萍 201807020103

李童

/2018070201

28,李茹

/2018070201

25

卢胜男 讲师 0807

由于基于FPGA的实时图像采集及其边缘检测系统的研究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项目拟对主流的图像边缘检测算法进

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一种适合FPGA并行处理的边缘检测算

子,并在此基础上,对FPGA进行选型,实现基于FPGA的图像

采集及实时显示模块,SDRAM存储以及边缘检测模块的设

计,实现一套基于FPGA的实时图像采集及其边缘检测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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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

基于ZEMAX的折衍射多片式手

机镜头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彤 201701060111

王彤

/2017010601

11,胡兵

/2016010601

04,王禹轩

/2018010201

01

甄艳坤 讲师 0702

基于轻巧、小型化的手机市场需求,近年来随着光学塑料材

料不断进步,塑料非球面透镜和衍射光学元件的技术成熟,

结合两者所构造的折衍射混合光学系统运用到手机透镜系

统,可有效综合折射透镜和衍射透镜功能和优点,即在实现

折射光学元器件聚焦的功能的同时,也有效的对各种像差进

行校正,提高系统的成像质量。由于整个系统中的部分透镜

是衍射透镜,其体积小、重量轻、色散特性独特、设计自由

度较多,因此在成像系统中折衍射元件的混合使用,可以在

结构上减少了透镜的使用数量,有利于改善系统结构和性

能,已达到紧凑手机轻薄的目的。在ZEMAX 软件的辅助使

用下,突破传统的限制,大大的缩短镜头的设计时间,设计质

量也可藉由软件的优化功能得以提升。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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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自贸区整体协同发展问题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又竹 201709020128

吴昱

/2017090201

04,朱亚蕊

/2017090202

05,仰小丽

/2017090202

25,曹雯

/2017090201

16

刘毅 讲师 0204

通过了解陕西自贸区在国家改革开放战略布局及带动陕西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分析自贸区整体与各功能片区

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协同作用的机理,分析目前自贸区各片区

与各国家级园区在管理和功能发挥上的相互关系,以及园区

之间协同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自贸区功

能碎片化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最后构建各功能片区协同发

挥效用以实现自贸区整体功能发挥的体制机制及运行机理,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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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X
Helpout/帮帮忙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周铭 201802080805

张文斐

/2017060301

16,尚婉娟

/2018091008

16,雷姝桐

/2018091008

14,高洁

/2018020402

04

廖嘉良 讲师 0401

“Helpout/帮帮忙”项目是一个师生共创的构建基于大学

生群体的O2O & C2C学习资源分享互助及服务平台的项目

。用户通过线上提问寻求帮助,由其他用户提供解答服务；

平台可提供关于大学生兼职的信息,大学生考证类信息（包

括CET/ IELTS/TOEFL、NCRE、教师资格证考试等）,大学

生考研信息（包括考研注意事项,考研方向,考研相关动态

信息等）。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获得个性化服务。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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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户外体育发展现状与对

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丰年 201803020104

杨臣

/2018030201

05,周鑫

/2018030201

03,王雨晴

/2018030201

21,李镇

/2018030201

29

刘丹青 讲师 0402

户外体育作为一项时尚的健身运动越来越多地走入人们的

视线,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喜爱。。户外体育自身的与

大自然贴近并融合的基本特点也给了人们动力参与到户外

体育中去接触大自然。在国家的宏观政策中,也越来越多地

提到“绿色”、“环保”等概念,追求人与自然地和谐发

展,这也给“绿色、无污染”的户外体育提供了一定的政策

支持。了解目前西安市户外体育的基本发展状况。通过对

西安市户外体育基本发展状况的研究,发现西安市户外体育

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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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虞艺术培训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思琪 201813010210

李思钰

/2018130102

07,冯祉默

/2018130103

23,徐晨曦

/2018130102

13,王竞

/2017091004

17,

白雨可 讲师 1302

为响应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论坛开幕演讲中所指出

的：“中国要与各国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打造音乐教

育联盟以及其他人文合作新平台。”由此,我们拟将在“互

联网+”的大背景下,建立一个艺术共享平台,此平台以APP

形式为媒介、以艺术传播为主旨、以艺术教育为手段,为国

内外艺术文化学习搭建起高效、便捷、时尚的交流合作平

台,将艺术课堂带到更多人的生活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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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与果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于竞雯 201904020303

高薪璐

/2019040203

06,董劲松

/2019040203

02,仲衡

/2019040901

05,程泽涛

/2019040901

03

李刚 讲师 0815

本产品构造主要包括用户,农户（供货人）,APP平台（产

品监督人）,利用推广方式搭建一个交易平台。APP平台

（产品监督人）：会在提前考察通过的城市挑选城市附近

农户,在农户手中以较低价格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面积需

达到规模化生产；监督蔬菜的生长情况,包括使用药剂以及

使用量,蔬菜使用的化肥等,确保蔬菜的绿色安全。农民：

得到公司一部分的股份,公司通过研究提前调查好的数据进

行菜品的专业化种植,其中,部分农民将负责今后蔬菜生长

的打理工作当用户下单,农场的专门快递员会将菜品打包送

至用户家中。至于水果,公司会在全国各地建造品牌水果

园,保证水果的质量,水果的种植土地我们也会和当地农户

协商,采取入股制的方式,来达到节约成本造福农民的效果

。对于蔬菜和水果的栽培方面,我们会和农业专家合作,向

农民传授最先进的农业知识,提高果蔬质量和产量。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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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文化导向功能 催生智

能控制下的铸造业关联行业产

品分类与技术革新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张怡茹 201811090314

李迎瑞

/2018110903

21,王朝阳

/2018110901

19,肖文婕

/2018110901

16,王娇

/2018110903

17

祖辅平 讲师 0814

由于地铁主体结构大多位于地下,空间相对封闭,安全出口

较少,通道比较狭窄等,当有突发事故时,地下疏散距离长,

而且人员密集,极易出现救援困难的情况。同时受事故造成

的各类因素影响,救援人员很难了解现场情况,大型设备难

以进入现场,救援工作难以展开。在火灾等情况下,不利于

人员的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加强对地铁环境系统

感知监测,提高对地铁突发事件的应急预警能力,十分紧迫

。合理的监测与预警能有效减少事故的发生,能够及时处

理,在地铁系统中建立智能监测系统,可实现对大面积、多

点实时监测,可及时获知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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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波动方程的超深层广角反

射观测系统优化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同 201811090311

程晨

/2018110903

05,王宏然

/2018110903

03,张永佳

/2018110901

06

苏海 副教授 1402

采用广角地震勘探的技术手段可以解决常规方法难以解决

的深层弱反射问题因此开展关于超深层广角反射观测系统

优化的研究对于迫切需要勘探的深层油气资源非常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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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乙醇差压精馏热耦合工艺

过程设计与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立章 201808010117

李晔

/2018080101

10,陈英明

/2018080101

08

张新强 工程师 0813

针对目前乙醇生产工艺热集成度较低,能耗普遍较大的缺

点,利用乙醇和水形成的共沸物组成对压力变化敏感的特

性,采用差压精馏工艺可制得无水乙醇。再针对在差压精馏

过程存在依然能耗高的缺点,在满足传热温差和热负荷双重

匹配的条件下,对生物乙醇差压精馏工艺过程的热耦合工艺

优化,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对于提高生物乙醇企业的国内

外竞争力、优化国内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具有一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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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预设功能位点的荧光MOFs的

制备及其用于检测金属离子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思瑞 201908140116

牛昱湖

/2019081401

18,孙培杰

/2019081401

10,赵博

/2019081401

05,庆浩东

/2019080202

08

刘双 讲师 0703

利用荧光传感器来检测水体和土壤等环境中的金属离子含

量,是建立金属离子污染防范与预警机制的关键环节。本项

目拟设计合成含预设功能位点的荧光金属有机框架,利用功

能位点与不同金属离子作用的强弱差异,来实现对特定金属

离子的高选择性和高灵敏性检测,研究框架的结构、组成及

功能位点类型与检测性能之间的联系,研究功能位点与客体

金属离子的作用机制。本项目研究结果将为基于金属有机

框架的荧光传感器设计提供重要参考和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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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产芯片FR8016HA的智能

语音门禁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鲁晶晶 201805010104

肖碧瑶

/2018050102

05,

冯仁华

/2018050201

22,

吴琦

/2018050102

02,

叶清悦

/2018050103

20

唐俊 副教授 0803

本项目采用国产物联网芯FR8016HA设计并实现智能语音门

禁系统,以满足居民家庭生活的出入安防需求。通过采用语

音信号采集与存储技术、语音信号识别技术、点对点数据

无线传输技术,解决样本的语音采集与噪声抑制技术、待处

理语音与样本语音的匹配判断、实现语音信息提取和判断

等问题。当下的语音门禁技术的发展还不成熟,本项目旨在

实现具有安全、准确、独立性强、反应速度快等优点的语

音门禁系统,且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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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信息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雨桐 201705050310

尚珂滢

/2018091301

13,姚晨升

/2018070707

07,刘新炎

/2018090202

08,毕依彤

/2018090101

13

武晓朦 教授 0806

在信息不断冲击、自媒体不断创新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大学

生难以在鱼龙混杂的信息喧闹中提取有效信息,为此,我们

推出了“沿途”小程序。“沿途”小程序利用互联网技术

为在校大学生提供考研、就业、公务员等相关资料的信息

及在校大学生与在读研究生的交互平台。

“沿途”通过建立信息集中营、数据分析库等多种信息整

合服务,将各个平台及网站的信息进行整合,从而根据用户

的需求提供相应的信息,制定个人专辑。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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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下建筑结构的预拼

装可视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子哲 201806050201

李魏晗

/2018060502

30,马志慧

/2017060501

02,曾志强

/2018060501

02,张梓颖

/2019060503

09

崔莹 副教授 1001

现在建筑行业虽蓬勃发展,但是仍存在施工水平不足且效率

低、工程造价偏高等一系列问题。如今,以大数据为代表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提升,实现建筑信息数据化在建筑行业

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我团队致力打造“基于大数据下建筑

结构预拼装可视化”应用程序,将建筑构件的各项信息充分

显示,让用户可以直观地获知建筑各部分的结构数据和连接

情况减少施工问题,保证施工过程的科学性和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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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便携式食物能量与营

养监测仪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郭美星 201806030223

卓秀意

/2018060302

05,李怡宁

/2018060302

20,亢锦璐

/2018060302

21,王幸

/2018060302

18

冀婷 讲师 0802

本产品以智能化为载体,以科学饮食、营养健康、瘦身增肌

等为目的,以计算食物能量值（卡 路里）、监测食物营养

含量和提出合理的饮食建议为手段,以互联网技术、云数据

、近红外传感技术为技术支撑,符合当代人对自己饮食的高

要求和高科学,同时推进人民健康饮食,健康生活的发展。

不仅是为对饮食有要求的人群设计,也为了特殊人群-糖尿

病人设计（因为有糖分检测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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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轻型装甲钢多层复合板防

弹性能优化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靖熙 201712050115

李星辰

/2017120503

17,王辉

/2017120501

25,王传名

/2017120501

07,贾龙飞

/2018120503

08

姬帅 讲师 0804

本项目的研究针对目前先进的双层爆炸式反应装甲在使用

过程中有可能误伤临近的己方单位这一不足,在装甲钢源头

上进行设计创新,旨在提高自身的防弹抗暴功能,同时为双

层爆炸式反应装甲的使用减少受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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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坳陷青东凹陷构造演化及

其动力学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慧 201811090222

胡永泽

/2018110902

13,刘玉杰

/2018110903

04

杨斌谊 讲师 0814

对济阳坳陷青东凹陷构造演化及其动力学机制进行研究。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若干条平衡剖面的制作及分析,明

确济阳坳陷青东凹陷构造几何学、运动学特征,进而分析其

动力学成因机制。济阳坳陷青东凹陷经历了多年来的勘探,

由于其构造比较复杂,加上资料有限,其构造研究目前仍存

在许多问题认识不清,有必要开展济阳坳陷青东凹陷构造演

化的系统研究,进而探讨其动力学机制,这对济阳坳陷青东

凹陷进一步的油气勘探具有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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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石墨烯/聚苯胺/金属三元

复合材料电磁波吸收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昀懋 201801020116

肖昌林

/2018010201

23,郑宇阳

/2018010201

28,杨伊凡

/2018010201

02

郭绍丽 讲师 0702

石墨烯具有高复介电常数与低复磁导率,这导致其阻抗匹配

能力差、损耗机制单一,因而 2-18 GHz 频段内电磁吸波

强度（Reflection Loss, RL）与有效吸波带宽（RL<-10 

dB）不满足实际应用需求。本申请拟结合组分与结构 两种

手段,优化石墨烯电磁参数,制备三维石墨烯PANI/金属

（Fe,Ag, Cu）复合材料。通过对其吸波性能以及机理进

行分析,明确最适宜诱导自组装以及吸波性能最优异的金属

种类,为制备薄、轻、宽、强的石墨烯基复合吸波材料提供

理论及实验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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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石油大学本科生成绩排名

填报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孝天 201809010204

胡峰

/2018090102

01,严梦瑶

/2018090102

09,田成龙

/2018090102

12,周鑫

/2018090102

28

陆晓寒 助教 1201

以研究本科生综合绩点填报及排名核算为主要内容。主要

为德育绩点的核算,其中主要包括学术成果、课外科技、学

生干部、日常表现等方面。

以“易班”为依托,搭建学生自主填报平台,实现以信息化

、系统化的程序来指导本科生奖学金相关的评定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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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石油大学校园文创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天煜 201802080203

魏雨莹

/2018020804

15,陈思行

/2018020805

14

史巍 副教授 1305

校园文化衍生品要比校园文创的概念更为广泛,但归根结底

就是将优秀的校园“文化”从一个概念变成看得见摸得着

的校园文化,对校园文化进行实质化,并研究总结校园文化

衍生品的创作过程；通过实践不断完善西安石油大学校园

文化衍生品的设计体系和销售系统；通过剖析各高校现有

校园文化衍生品的现状,比较国外校园文化衍生品现状,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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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缘千里来相会”——新主

体、多层次教育惠及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晓雨 201910040207

王泽文

/1922110302

65, 纪润泽

/2017100102

27, 陈鹏

/2019100402

23, 苏涵彬

/1922203036

张虹,

田立冬
副教授 0502

“油缘”在线教育项目结合当前手机普及、“全民线上“

的时代特点,以及信息化教育大趋势,以广大在校大学生为

新主体,整合校园兼职、实习和社会实践等方式,构建多层

次、线上线下教育培训模式,并计划惠及到我省部分教育落

后的偏远地区,帮困帮学。通过这种社会创业训练的实践,

一方面更多为大学生提供课后实践机会,同时可提高大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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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大高校闲置自行车的回收

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奔驰 201704010316

李云涛

/2017040103

12赵磊

/2017040103

10,杜恒毅

/2017040103

11

孙浩哲 讲师 0815

目前全国很多高校为了学校长远的建设和发展容纳更多的

学生,让学生有更好的、更宽敞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纷纷扩充

校园面积,建立校区。教学楼与宿舍之间距离比较远的同学

们为了节省时间,所以大多数学生都倾向于购买自行车。每

年的新生入校学校里外的车行购买自行车的人数都会增多,

新学期的开始是车行一年销量 最大季节,再加上每年都会

有成千.上万的毕业生离开高校更是成为废弃自行车堆积的

“重灾区”。这些废旧自行车既占用了宿舍楼下、车棚宝

贵的空间,影响了校园环境,又浪费了大量资源,所以我们提

出对闲置废旧自行车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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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三叠系延长组油

藏成藏过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明轩 201811030217

张耀辉

/2018110301

23,席闯

/2018110302

11

丁超 讲师 0709

鄂尔多斯盆地作为重要的能源基地,保障了国家能源安全。

本次研究以鄂尔多斯盆地三叠系延长组为研究对象,重点解

剖延长组长8油层组、长6油层组、长4+5油层组油气运移

路径、油气成藏年代、圈闭及其储层特征,盖层发育情况等

要素,结合沉积环境与沉积相变化,综合探讨鄂尔多斯盆地

延长组差异成藏过程,为隐蔽型油气勘探开发提供理论基础

。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112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上古生界致

密砂岩气藏裂缝测井评价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浩霖 201811010203

孙伟豪

/2018110102

08,郭芮洁

/2018110102

14,朱金玉

/2018110102

07

尹帅 讲师 0814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上古生界天然气的分布特征复杂,致密砂

岩气的勘探程度偏低。目前,针对鄂东低幅构造区的裂缝测

井识别精度不高,制约了煤系致密砂岩气的高效勘探开发。

为了提高该地区上古生界致密气藏的勘探成功率,本项目拟

开展鄂东上古生界致密砂岩气藏的裂缝测井评价研究,提出

一套适用于该地区致密气藏裂缝的测井评价思路及方法。

该研究可以为油气勘探提供新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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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碎屑岩测试及图像信息

采集分析配套实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晓雨 201811010129

孙越

/2018110102

23,王晨阳

/2018110103

23,聂宇芮

/2019110101

02,黄宇鑫

/2019110102

21

曹青 副教授 0814

通过已有的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含气及中生界含油构造

背景、录井和岩心资料综合分析,选取2-3套连续或毗邻的

砂岩-泥页岩层（上古生界山西组山2段、中生界延长组长7

段）进行观察描述和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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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载体Ni基负载型催化剂上

的甲烷部分氧化制合成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全兴 201801010222

吴泓霏

/2018080102

02,郭朝阳

/2018080102

07,刘海波

/2018080101

12

白婷 讲师 8130

本项目针对Al2O3在甲烷部分氧化制合成气反应中容易失

活而ZrO2、CeO2等载体比表面积较低等问题,制备了不同

载体的负载型Ni基催化剂,考察了其在甲烷部分氧化制备合

成气反应中的催化性能,并对（新鲜、反应后）催化剂进行

表征分析,获得催化剂结构、织构、活性组分分布等信息,

建立催化剂结构与性能之间的构效关系。根据催化剂在甲

烷部分氧化制合成气中的构效关系进行优化设计,获得高活

性和高稳定性的甲烷部分氧化制合成气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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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催化复合材料的结构调控及

应用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金仓 201908020226

曲耀康

/2019080202

02,费江栋

/2019080202

21,龚秦龙

/2019080202

15,叶翔

/2018080202

03

林春玲
高级工

程师
0804

目前,光催化氧化由于其反应条件温和,对环境不造成污染,

且通过利用太阳能量,对污染物进行降解而广泛得到应用。

但现有的光催化剂由于其较宽的禁带宽度,使得对太阳光的

利用率极低,反应量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大大地影响了对

污染物的降解效率。因此,通过对催化剂的修饰,提高光催

化效果的研究势在必行。本研究拟通过构建石墨相碳化氮

基复合材料半导体异质结构来改变催化剂形貌、结构和性

能,达到提高光催化活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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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化凝析油破乳剂的制备与评

价性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臣 201808030326

张文静

/2018080303

17,陈述和

/2018080302

03,孟琳越

/2018080302

01

张科良
高级工

程师
0813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对凝析油破乳剂分

子进行改造,拟开发研制一种新型的凝析油破乳剂-磁性凝

析油破乳剂,既能满足凝析油乳液破乳,又能使凝析油破乳

剂得到回收、并重复利用,从而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然

而,磁化凝析油破乳剂在文献中还未出现。我们打算完成这

一项创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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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油管道超声波降粘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文唯 201805060305

蔡振岗

/2018050603

04,蒙健升

/2018050602

04,李昀楼

/2018050603

03,王大海

/2018050603

13

冯旭东 讲师 0803

稠油的管道输送是一个技术难题,目前主要采用加热输送技

术,但这种方法能耗很大。另一种是稀释法传输,但这种方

法的经济成本很高。超声波降粘技术是利用超声波对稠油

的空化和乳化作用增加其流动性,这种技术成本低,对环境

无危害,是未来稠油冷输技术的一个很有前景发展方向。本

项目针对输油管道超声波降粘技术进行研究,设计适用于管

道的超声波降粘系统,将对降低稠油管道输送中的能耗和经

济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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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端的智慧养老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周宝亮 201805010127

李继亮

/2018050101

13,牟伦付

/2018050101

06,周翔宇

/2018050101

05

钱宇航 讲师 0808

传统的依靠儿女养老的模式中,老年人的疾病不能被及时发

现并予以合理治疗、老年人病史和身体指标信息不完善极

大的影响了医生对于老年人身体状况做出的准确评判,一些

身体残疾的老年人购物和用餐不方便,另外,依靠现行的养

老机制,当代老年人心理和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健康很容

易被忽视。所以我们开发智慧养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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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磁感应测井技术的水力

裂缝响应特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婷 201805060115

胡九霁

/2017050101

05,张长远

/2017050101

04,徐喆

/2017091006

19,龙玉斌

/2019050601

06

康正

明,张

楠

讲师,

实验员
0814

在对水力裂缝参数定量计算方面,利用适当的方法对裂缝进

行探测显得尤为重要。在众多方法中,电磁感应测井技术对

压裂后的裂缝具有较好的评价功能。目前,水力裂缝地层环

境下电磁感应测井响应特征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对裂缝定

性预测和定量评价的系统化、综合性研究是值得期待的工

作。本项目研究电磁感应测井在水力裂缝地层的测井响应

特征,通过数值模拟结果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探索建立单裂

缝和多裂缝条件下裂缝参数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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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推荐的学习平台构建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家俊 201806050320

张雪松

/2018060503

07,张博

/2018060502

17,王鑫

/2018060503

27,梁博文

/2018060503

01

尹晓

娇,欧

红娟

讲师,

助教
0801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也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线教育的出现

帮助了更多的教师与学生突破原有空间与时间限制,更灵活

地为教师与学生提供和享受教育服务。根据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CNNIC)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我国在线教育

用户规模达4.23亿,较2019年6月大幅增长。在线教育平台

使用率是一个持续增长的状态。可见,随着在线教育平台使

用的人数越来越多,如何将在线教育平台设计得更符合学生

的需求至关重要。个性化推荐是建立在复杂数据挖掘基础

上的一种信息化服务,向使用者提供个性化的信息选择,与

此同时还为使用者的决策计划提供数据支撑。近年来在淘

宝、腾讯、百度、抖音等大型平台中, 个性化推荐已经成

为常态。互联网时代下在线教育平台的兴起,为我们随时随

地地学习提供了可能,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同时也能

更好地利用碎片化时间。如何将个性化推荐更好地和教育

平台融合,是近几年在线教育平台研究的热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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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晶高温合金凝固缺陷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思晨 201812050221

华莹莹

/2018120501

23,蔡迎千

/2018120501

12,张依婷

/2018120502

13

霍苗 讲师 0804

单晶高温合金由于消除了晶界,具有优良的高温性能,被广

泛用于单晶叶片的制备,但是,凝固缺陷的出现在单晶基体

中重新引入了晶界,成为叶片服役过程中的裂纹源,严重损

害其力学性能,制约着单晶叶片的成品率。因而,分析研究

单晶高温合金的凝固缺陷成为研究人员关注的核心问题。

本项目将实验与模拟相结合,研究单晶高温合金凝固缺陷的

形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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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铝/镁锂合金轧制工艺开

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佳怡 201812010217

杨坤

/2018120102

16,黄燕

/2018120102

04,宋辰灏

/2018120102

05

赵惠 教授 0804

镁锂合金是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具有低密度,高强度,高刚

性,抗高能粒子穿透能力及优良的抗震性能。但存在耐腐蚀

能力较低的问题。由于铝合金具有耐腐蚀能力强的特点,因

此考虑使用轧制的方法在镁合金表面包覆具有耐腐蚀性的

铝合金。靠轧制压力将镁合金板和铝合金材料结合在一起,

轧制工艺能够细化材料晶粒,消除显微组织缺陷.。采用轧

制工艺包裹上的材料能够将镁合金与外部环境隔绝开来,解

决镁合金易被腐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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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灵宝盆地古新世落羽杉及

其古地理古气候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心逸 201811030108

吕春阳

/2018110301

12,王煜坤

/2018110301

16

贾慧 副教授 0709

本项目通过研究落羽杉的起源古老.演化历史悠久及其独特

的生活习性,研究它的发展过程和地史分布,来揭示整个松

杉类植物的系统演化、地理分布及全球的古植物地理区系

和古气候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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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状河储层地质知识库研究一

以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系延安绍

延10段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岩松 201811030216

谭清文

/2018110302

21,王鑫

/2018110302

13

吴少波 教授 0709

本次工作结合委内瑞拉MPE3区块储层建模,以鄂尔多斯盆

地侏罗系延10 油层组为例,开展了辫状河沉积砂体隔夹层

类型、规模及分布特征的研究,以期为多点地质统计学建模

提供图像训练的地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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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原子系数矩阵法计算重石

脑油生产均四甲苯复杂反应体

系的总包热效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佳欣 201808010409

刘祎昕

/2018080103

16,杨钰婷

/2018081302

11,杨院红

/2018080104

23

黎小辉 副教授 0813

石油化工单元中的典型过程,一般均为复杂反应体系,原料

及产物的化学组成复杂,涉及到的组分种类繁多,是高度复

杂的非线性体系。本项目基于原子系数矩阵法,设计并建立

计算方法,对石油化工过程单元中典型复杂非线性体系—以

重石脑油为原料生产均四甲苯的总包反应热进行计算确定,

可为反应器的设计及适宜操作条件的选择提供重要的参考

数据,并可为其他石油化工过程中复杂反应体系的热效应计

算研究提供可参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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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层古构造约束下的井位优

选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曾勇 201811090105

于栋

/2018110903

15,李祥

/2018110903

23

高胜利 教授 0814
本项目以鄂尔多斯盆地吴起油田地区三叠系延长组长8油层

组为例,开展“目的层古构造约束下的井位优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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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视觉在地政勘探中的研

究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非 201811090325

丁义

/2018110903

26,陈佳璐

/2018110902

01

赵静 副教授 0814

通过视觉成像技术,从大量数据中获取目标层信息,建立起

一套基于Q值和速度反演模型,使得能够高精度、快速有效

挖掘出指示油气储层特征的潜在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进行综

合运用,以提高和改善油气储层预测精度,为油气勘探与开

发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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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2010705

128

“傻瓜式”实习基地的建设方

法与实践——以苏盖特布拉克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逸婷 201811030111

王蓉

/2018110301

17,强鹏飞

/2018110301

28,杨孟菲

/2018110301

18,刘峰源

/2018110301

26,

郭峰 副教授 0709

“傻瓜式”实习基地是一种动静态结合、指南式、立体式

、创新型实习基地,尤其对于初学者,相似“傻瓜相机”一

样,简单易读、易学、易用,融合了动态录像资料、静态系

统资料。为大学实习生以及初入地质行业的毕业生提供学

习指导。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129X

互联网+现代农产品供需信息

平台的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孙立霞 201801070104

卢永旺

/2018010201

12,董秋丽

/2018090402

23,罗鑫

/2018010701

02,王展鹏

/2019010702

07,

段祎林
高级工

程师
0823

项目的开发可以打破农业产业链上各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

减少农产品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供需错配,降低生产成本、库

存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生产的盲目性,

实现农产品流通的规模化,最终达到产供销一体化的目的,

提升农民种植、销售各方面技能,引导农民利用周边资源开

展休闲农业活动,从而对我国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

起到推动作用.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130

微通道反应器内醇胺法吸收

CO2工艺过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飞羽 201808140102

田茹

/2018081401

22,于莉苹

/2018081401

18,蔡琪

/2018081401

15,罗贵中

/2018081301

05

王进,

曹彬

讲师,

副教授
0813

本项目利用自微通道反应器,克服吸收过程放热的不利影

响,研究醇胺水溶液吸收CO2的反应规律和对反应器的生产

强度的影响,探讨微化工技术在改善化工过程环保性、安全

性的积极作用,为低成本、规模化的二氧化碳捕集应用奠定

理论、实践基础。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131
“易餐通”校园随手点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显苗 201807070427

姜杰舰

/2018070703

03,宋江民

/2018070703

26,陈高

/2018070704

06,雷杨博

/2018070704

07

宋新爱 副教授 0809

项目创建一个校园就餐平台,以食堂为中心,师生通过平台

了解当天饭菜种类和所在窗口,方便寻找,也可以在平台上

提前付款预定,食堂方面也可以通过平台手机师生就餐意

愿,为第二天做出安排,避免食物浪费。后期还可以普及到

全国高校。同时,注册者也可以在平台分享自己喜欢的吃的

玩的地方,提高知名度,共享信息。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132

利用市政污水回注驱油技术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鹏轩 201808130219

吴宝阳

/2018081302

12,杨子旺

/2018081302

01,赵晗蕾

/2018081302

15

孟梅 讲师 0703

该项目能解够决延长石油注水采油技术需求,有效利用市政

污水,节约用水资源,期待项目批准后摸索出较好的实验数

据,为现场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134
智慧旅游--随行助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蒲晓曼 201704020416

羊思宇

/2017040204

08,刘佳慧

/2017040202

02,赵翊君

/2018040201

23,任浩鑫

/2017040204

01

王妍 讲师 0815

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则

是满足人们心理需要的最佳途径之一。但目前,国内旅游还

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在这些 问题中,最严重的便是

旅行社及其相关团体的恶意消费。为缓解这类 

问题,便由此催发了自驾游等方式。但由于自身对旅游地的

认识局限,游客依然难以逃脱被恶意消费的结果。因此我们

根据这一漏洞创办网上交流平台,让游客与旅游地具有导游

能力或相关能力的人直接交流,规避恶性消费的问题,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136
非遗空间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朱宗栋 201906130229

陈少云

/2019061302

28,李世年

/2019061302

22,张吉兴

/2019061301

21

崔佳苗

/2019061301

03

邱迪 助教 0805

首先建立一个专属的网站,网站上集合各类中国非物质文化

的简介,之后进一步扩展到各类非物质文化产品售卖网店,

逐渐打造一个以非物质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创意圈,最终集合

在手机App,成为一个掌上文化圈,并形成一个文化社区,让

非物质文化可以得到交流与发展。非物质文化传承,可以创

办非物质文化传承教育专项,让想要深入了解非遗的人去学

习让非物质文化,同时也让非物质文化得到传承。未来希望

能够构建数字化公共信息平台,要将所采集到的非遗资源存

储于网络服务器之中,然后运用各种手段来传播非遗资源。

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保护、开

发、传承与传播,可以运用移动新媒体终端进行传播,借用

动漫技术进行互动传播,还可以运用VR技术传播非遗资源。

√

2020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S202010705

149

云上文化：传统文化与互联网

的携手并进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伊婷 201902040117

乔丽丽

/2019020401

16,曹睿

20190204010

2,牛昊博

/2019020401

03,杨敏

/2019020401

05

张泽正 助教 0501

这款锦书APP将打破视频APP,阅读APP,听书APP,社交APP

的界限,将几者融合一体,给用户带来更加多元丰富的体验

。将传统文化以目前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促进传统文

化的传播每位用户都可进行创作,在充分提高用户参与感的

同时促进传统文化的新发展。论坛专区的设置可促进传统

文化“同好”的交流,增强用户的“归属感”。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01

树枝状硅钛杂化纳米球的制备

及染料降解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玉 1080117014010

马洁安

/1080917014

042,    瞿

成良

/1080917014

048,    陈

红

/1130418014

王亚斌 讲师 0804
制备树枝状硅钛杂化纳米球，利用它进行有机染料的降解

。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02

半干旱区不同恢复年限草地土

壤团聚体磷组分演变特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小敏 1140318014026

焦子怡

/1140318014

021,陈敏捷

/1140318014

016,曹妮妮

/1140319014

017, 马珈淇

/1140219014

045

邓健 副教授 0902

本研究以黄土高原地区自然恢复草地为研究对象，选择立

地条件相分析土壤团聚体C、N、P等常规养分，重点通过P

素分组方法进行团聚体P组分分析，阐明草地土壤团聚体P

组分特诊及其随恢复年限变化的演变规律，结合C:N:P生

态计量学和酶活性方法，揭示团聚体P组分与土壤养分计量

学和酶活性特征的协同演变规律。研究对半干旱草地养分

管理和区域恢复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03X

陕南山区原生态产品开发及创

业项目优选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吴锐 1150518014049

谢丽

/1150518014

050,  蒋富民

/1150518014

048,党新龙

/1150518014

047,   窦芮

/1150518014

031

刘军 讲师 0830

该项目针对陕南洋县山区野生猕猴桃、土蜂蜜、兰花、金

银花、鱼腥草、柴胡等20多种山区野生食材及药材，通过

对能量、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价值参数测定和药用价值

分析，调查其分布及产量，探讨开发利用的可行性，分析

产品衍生、产业链延伸、综合类比、分析此类“绿山之宝

”的开发可行性，并对排序前三的优势产品，编制商业计

划书，在网销基础上，确定商业模式及具体创业实施方

案，为返乡创业提供基础资料及途径，为扶贫献策。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04

L-双预拓扑空间的弱拓扑性质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文国 1060217024012

李瑞瑞

/1060217024

050,

王宇星

/1110118014

062

王小霞 副教授 0701

给出L-双预拓扑空间中局部联通性和超仿紧性的合理定

义，然后研究它们的性质及判别条件，证明它们是弱拓扑

不变性。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05

基于Android平台的竞走判罚

软件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龚世炎 1110318014029

李琳娜

/1110618014

020,

刘强

/1120118014

014,

陈蜜蜜

/1100117014

014,

张洁

/1100118014

001

薛宇,

田云娜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9

本软件系统希望借助Android平台，设计出一套在竞走比

赛时裁判员使用的便携式判罚软件系统，能够改变以往人

工判罚、信息传递效率较低的现状，实现即时有效的判

罚，并能够通过终端输出显示系统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

和观众显示运动员的犯规即时状况。提高判罚效率和，帮

助更加有效地进行竞走运动裁判执法。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06
延安红色旅游景点文本英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佳 1090818014020

王纪交

/1090818014

010,

汪文丽

/1090718014

005

李艳 教授 0502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以及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不

断提高，红色旅游景点成为了外国人争相来访的目的地之

一。为了传播延安红色文化，使外国友人对延安红色文

化，有一个清晰而又准确的认识。因此，延安红色旅游景

点的文本英译就成为了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课题。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07

舞动中国“红”——新秧歌剧

在新时代的重塑和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贝婉月 1040717014006

贝婉月

/1040717014

006,魏宇

/1010118014

011,  郭宇静

/1010118014

030,孙宁

/1010118014

001

宋珊 讲师 0501

通过对新秧歌剧的调查研究，总结出新秧歌剧在新时代背

景下的变化与发展，增加人们对新秧歌剧的了解，使得新

秧歌剧有新的接班人和爱好者。探究新秧歌剧的变化发展

与新时代的关系，传播新秧歌剧所表达的精神内涵与正能

量，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创新。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08
智能药膏涂抹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莉 1070117014035

乌宗超

/1070217014

023,陈梦凡

/1070117014

016,梁文静

/1120418014

014,李姣

/1170218014

002

刘丽丽
高级实

验师
0803

本项目主要针对传统涂药方式存在的涂药不方便、涂抹不

均匀、容易浪费药膏等问题，研发一款适合皮肤病患者在

涂药过程中使用的，方便实用，价格适中，功能齐全的智

能药膏涂抹器。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09

基于交通需求特征的延安大学

新校区校内交通优化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智 1070317024037

林森

/1070317024

032,  黄哲

/1070317024

039,  李兰兰

/1070317024

038

张雄 实验师 0818

本项目在借鉴和总结国内外大学校园交通发展理论和实践

的基础上，对我国高校校园交通系统的规划、建设、管理

及交通优化策略等方面开展研究，以创造安全、便捷、环

保、和谐的大学校园交通系统为目标，提出符合延安大学

新校区校内交通需求特征的交通优化策略，进一步为校园

空间与交通系统规划设计的整合、校园交通管理措施的制

定和实施，高校土地资源和空间的合理利用以及大学校园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10

姜黄素通过NLRP3炎性复合体

信号通路对脊髓损伤的保护作

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亚妮 1170118085017

薛健

/1170118075

045,   马佳

妮

/1130815055

031, 张银贝

/1170118025

013, 杨育飞

/1170118015

杨彦玲 教授 1001

脊髓损伤是中枢神经创伤性疾病，研究提示姜黄素通过抑

制NLRP3炎性复合体能发挥抗炎作用。本课题以脊髓损伤

模型为基础，从NLRP3信号通路为切入点，探讨姜黄素对

脊髓损伤模型中NLRP3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的影响，为将来

姜黄素应用于临床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11

金属表面超疏水膜层的构筑及

其防腐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梅新奇 1130218024019

胡雅楠

/1130218024

010

杨晨晨

/1130118024

039

张雪梅 讲师 0804

本项目旨在通过粉煤灰表面改性，降低粉煤灰表面能，将

其分散于耐高温热固性树脂溶液中，通过喷涂的方法在碳

钢表面形成超疏水膜层，研究超疏水碳钢的表面能、膜层

厚度、表面形貌等物化性能对其耐腐蚀性能的影响，为其

在工业金属管道和设备防腐应用奠定基础。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12

延安市老旧小区改造现状调研

及改造措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正洪 1300117014009

付世伦

/1210117014

020,易晓慧

/1300117014

010,王定江

/1070317024

044,李林芮

/1070317014

011

梁丽娥 讲师 0810

目前,我国许多大中城市的老旧小区都相继进入更新改造的

阶段。针对延安市老旧小区改造中存在的组织方式机械化

、改造内容碎片化、公众参与形式化以及融资模式单一化

等问题,要从优化顶层设计、提升改造内容,倡导共同缔造,

助力社区治理,创新融资模式,激发改造动力,完善配套政策

、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优化建议，在具体一些小区提

出自己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成果。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13

典型人工林植被恢复过程中凋

落物性质变化对林地凋落物分

解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嘉伟 1140118014057

胡漫

/1140318014

018,  张盼

/1140118014

006,  车文绒

/1140318014

003,徐硕宇

/1140118014

015

张晓曦 副教授 0902

分析退耕后人工林植被恢复过程中凋落物基质质量、化学

多样性和凋落物酶的变化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研究结果

有助于分析黄土区人工林恢复过程中养分循环功能的变化

趋势，提出相应的营林管理建议。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14

铜基异相催化剂材料的制备及

电催化水氧化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高华 1140417014013

杨小康

/1140417014

011,廖艳青

/1150418014

041,李敏

/1150418014

047

宋诗稳 实验师 0825

以铜为异相催化剂材料，以铜-吡啶、铜-乙二胺等配合物

为前驱体制备水氧化催化剂。采用原位生长结合高温煅烧

等方法增强CuO材料的电催化水氧化性能。在催化水氧化过

程中，电催化剂参与反应分解为相应金属氧化物等，在工

作电极表面沉积一层膜材料，该薄膜是参与水分解制氢的

水氧化催化剂。采用施加电压法得到铜基混合材料，并研

究其在电催化水还原、水氧化催化方面的性质，拟实现催

化材料在电催化水还原和水氧化过程中的随机切换。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15
校园“共享单车”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永康 1110618014002

袁妮

/1120418014

044,

寇章怡

/1120418014

042,

王佳男

/1110618014

032,

夏宇航

/1110718014

041

李富星 副教授 0809

我们的“共享单车”APP不同于一般的共享单车，我们共享

的不是商家的的自行车，而是共享延大学生已有的自行车

资源。因为现在一部分人已经有车，而一部分还处在买与

不买车的边缘徘徊，这时我们的APP就起作用了，把那些已

经有车的人的自行车共享给没有车的人。一方面，降低了

我们（商家）的成本；另一方面，把已有自行车资源的充

分利用，达到资源利用率最大化。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16

低温定向合成氧化锌纳米线及

光电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谨 1070117014015

寇钊伟

/1120318014

013,李振雄

/1120118014

022, 安厚儒

/1120418014

004,韩金萍

/1120318014

034

张富春 教授 0804

本项目利用水热合成法制备多种ZnO纳米线，研究其性能，

并利用这些性能，在特定条件下，有效提高ZnO的发光效

率，拓展在其他方便的应用。揭示ZnO纳米结构生长物理、

化学机制和制备途径，为实验制备ZnO纳米材料提供理论依

据。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17

zunyimycin抗阿尔兹海默症

机制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相宜 1170118065024

郝怡平

/1130817065

025,王文莹

/1170118085

029,张斯航

/1171019015

043,王嘉怡

/1170119055

002

吕玉红 副教授 1002

本项目组前期通过软件分析、表达谱测序以及蛋白谱测序

得到，zunyimycin可能会变化乙酰胆碱酯酶与丁酰胆碱酯

酶的基因蛋白，即可能对阿尔茨海默病治疗有一定效果。

本项目组通过建造细胞模型与动物模型，从分子水平、形

态学水平和行为学水平三个层面确证zunyimycin对阿尔茨

海默病所具有的效应，最终分析获得zunyimycin对阿尔茨

海默病的作用机制。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18

新型固态发酵瓶的研制与料床

温度场优化控制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振刚 1080217014044

王婷

/1080217014

031,

冯康

/1080217024

019,

薛瑞璇

/1080217014

026,

袁沛梅

/1080217014

013

张笑然 讲师 0830

本项目瞄准固态发酵高通量筛选装置的研究开发这一发酵

行业亟待解决的重要技术问题，根据我校化工专业学生的

工科特点，开展小型固态发酵瓶的研发和功能实验，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现有固态发酵瓶结构复杂、操作繁琐和不易

保持无菌操作状态的问题，并通过点阵式温度场检测方

法，表征并缓解固态发酵料床内部温度场分布不均匀的问

题。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19

侧面开孔变截面预制桩的设计

和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世林 1070317024033

孙江琦

/1070317024

031,边少康

/1070317024

034,张益晨

/1070317024

019,李志强

/1070317024

045

邱明明 讲师 0810
侧面开孔变截面预制桩是增大土体与桩体之间的接触面

积，增加桩的测摩阻力，从而提高桩体的竖向承载力。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20
“2W”—校友资源整合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雅宁 1120117014019

李澳

/1120117014

024,    李

培莲

/1120117014

020,  王福荣

/1120117014

041,  汤业昭

/1120117014

037

曹殿波 讲师 0401

通过研究并利用校友资源整合模式，使不同行业、领域的

校友和在校生一起进行思想碰撞，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进

行科技成果、人才培养、创新等方面的合作共享，促进校

友和学生的共赢。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21

延安设施蔬菜化肥减量配施生

物有机肥增产提质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成桃 1140318014028

郭妍

/1140318014

011,  李亚婷

/1140318014

030, 宋妮

/1140318014

004

赵满兴 副教授 0902

通过减量化肥配生物有机肥，研究不同减施比例的处理对

大棚蔬菜土壤养分、农艺性状，产量及品质的影响。探讨

不同施肥比例对大棚蔬菜地土壤氮磷钾分布的影响，明确

大棚蔬菜生产的减肥增效潜力，提出适宜的化肥减施比

例，为实现大棚蔬菜生产减肥增效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22

脱除燃油中芳香含硫化合物光

催化剂的构筑及其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文豪 1150118014015

袁璐

/1150118014

011,  李雯

/1150118014

012,  杨力锋

/1150118014

038,孙浩亮

/1150118014

016

甄延忠 副教授 0703

利用α -MoO3基光催化剂建立催化剂结构-光电性能-脱硫

性能的“构效关系”，从而脱除燃油中芳香杂环含硫物，

起到清洁燃油的作用。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23

基于时间戳间距的用户在线时

长聚类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韦雨萌 1110718014040

李凯茵

/1110718014

023,张博欣

/1110718014

006,莫珺茹

/1110718014

044

刘翼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提出基于时间戳间距的用户在线时长聚类方法，利

用K-means算法将时间戳聚类成时间段，来获取更多时间

维度的信息，为用户行为分析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方法通

过追踪相同用户产生行为的不同时间戳，将同一用户在日

志 中产生的时间戳聚类成时间段，得出用户在线时长。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24

设施农业环境智能控制系统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锦航 1120318014018

王宽

/1120318014

044,   朱礼

琨

/1120318014

006,   罗欣

/1120418014

010,   李奥

飞

曹新亮 教授 0808

本项目基于物联网技术，可实时地获取远程温室大棚内部

的空气温湿度、土壤水分和温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

度及视频图像，实现快速、多维、多尺度的设施种植环境

信息实时监测，通过数据模型分析，自动控制湿帘风机、

喷淋滴灌、内外遮阳、顶窗侧窗、加温补光等设备，并通

过手机、PDA、计算机等信息终端向农户推送实时监测信

息，以实现温室大棚集约化、网络化、智能化远程管理，

发挥物联网技术在设施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25

转录因子AbxR1、AbxR2调控

zunyimycins生物合成机制研

究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泽堃 1130817045012

张乐豪

/1130817045

009,

唐菱梓

/1170118045

014,

王璇

/1170318015

051,

刘硕怡

/1170218014

034

张正祥 副教授 1001

本研究将对AbxR1、AbxR2及AfsK等蛋白参与zunyimycins

生物合成的调控途径进行解析并验证，明确zunyimycins

的生物合成机制，并利用 aMSGE（advanced multiplex 

site-specific genome engineering）等基因操作技术

对相应的蛋白编码基因或DNA序列进行遗传操作，为培育

zunyimycins系列抗生素的高产菌株提供理论依据和物质

基础，以利于该抗生素的转化应用。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26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

机制体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琴 1020717014026

王萍

/1020717014

017,   杨浩

/1020717014

019,   孔淑

慧

/1020717014

021, 胡涛

/1020718014

常改香 副教授 0305

借鉴学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机制体制的经验启

示，探索适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治理机

制体制。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27

延安之声—延安文化教育新模

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郝如雪 1120617014028

郝亚梅

/1101117024

032, 王菲

/1101117024

017,  何兴力

/1090218014

029,  雷泽波

/1150418014

046

李军靠 教授 0401

延安之“声”——延安文化教育新模式，致力于在解决陕

北地区教育枯燥乏味问题的同时，发扬和传播延安文化，

为延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贡献我们团队的青春力量。采用

短视频的方式，以动画形式呈现出来，讲述产品的特点、

来源以及产品的健康效益等，并对所有产品进行品质把

控，链接延安特色产品、手工艺品、民俗文化产品，做大

量的调研和宣传，力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教育内容的

生动化，让延安文化以一种日常的方式走进人心，分享延

安文化，传递延安精神。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28

求知背包——专为在校大学生

服务的资源交流共享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静 1060718014025

苏静

/1060718014

025,

赵学博

/1060718014

006,

权文清

/1060718014

001,

张雯静

/1060718014

019,

王辩

/1060718014

008

郭秦云 助教 0202

在如今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网络平台搜索已成为高校学生

搜寻资料的主要途径，而其中存在的耗时长，相关性弱等

问题也日益凸显。特别是，高校学生对学习笔记、往年试

卷等学习资料有着大量的需求，而传统的纸质资料传递及

搜寻模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资料广泛共享的可能性。为

此，我们成立该项目组对高校大学生学习资源网络平台进

行研究，并将逐步建立针对大学生使用的网络共享平台，

为大学生提供更加便捷的学习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学

习效率。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29

抗战时期陕西地方媒体对韩人

反日独立运动的报道整理与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文杰 1030118024003

冯鹏娟

/1030118024

011,占诗静

/1030118014

019,闫羽双

/1030118024

013

王建宏 讲师 0601

抗战时期，西安地区是在华韩国独立运动的主要活动区域

之一，先后有朝鲜义勇军、韩国青年战地工作者、韩国临

时政府军事特派团、光复军总司令部及光复军第二支队在

陕西西安活动，西安新闻媒体对此十分关注，涉韩报道成

为抗战时期西安新闻报道的一项特色内容。主要包括国民

党在西安出版的机关报《西京日报》《西北文化日报》及

私营《工商日报》等。这些报道成为研究西安地区韩国独

立运动的重要史料，而收集、梳理新闻媒体相关的第一手

史料，对于研究韩国人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

韩国独立解放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丰富近现代中韩关系有巨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30
延安时期书籍装帧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博 1110517024007

张紫露

/1070518034

015,栗杰钰

/1070518034

013,

杨丽清

/1070518034

009,

吴彩霞

/1070518024

029

李辉 副教授 1305

本项目立足于详实的历史资料，以延安时期为研究背景，

运用图像分析法、比较法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探索

书籍装帧设计的本质与规律，了解该时期我国书籍装帧艺

术的历史地位。对于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创造具有时代

特色的书籍装帧艺术，具有一定的理论学术意义与借鉴作

用。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31

基于室内有害小分子检测的功

能性配合物的合成、结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雨泽 1080417014024

王月月

/1080417014

043,     康

玺

/1080417014

037

杨华 副教授 0703

项目选取多个柔性的芳香羧酸类化合物为第一配体，邻菲

罗啉，二联吡啶等各种含N类的化合物为辅助配体，利用水

热法，在不同的pH值、不同温度下，合成具有多孔道的荧

光较强的Cd，Zn配合物，通过元素分析、红外光谱、 X-

射线单晶衍射仪、热重分析、X-射线粉末衍射仪确定其结

构，同时测定该类配合物对有害小分子的吸附及荧光性质

的改变，从而达到对室内有害小分子（甲醛、苯系化合物

、氨类等）检测的目的，为其实际应用提供理论指导。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32

延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前期探

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建峰 1070317014025

高亮亮

/1070317014

022,段佳文

/1070317014

024,罗奕

/1070317014

030,  李友

/1070317014

029

张扬 副教授 0902
本项目以生活垃圾分类为突破口，以解决人们不会垃圾分

类为切入点，为延安市生活垃圾回收的实施做前期探索。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33X
高校“枣”餐——智慧零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常超 1060718014005

尤恒

/1170118065

006,  梁柯

/1160118014

010,  乔珂鑫

/1160118014

039,党倩倩

/1010118024

025

侯业智 副教授 0204

高校“枣”餐——智慧零售，作为“高校互联网+”和经济

发展的忠实践行者，旨在打破传统学子购物饮食模式，开

创全新的以互联网为依托、以健康饮食为标杆的高校经济

文化平台。本项目着力开创以高质量高效率为主的全新购

餐模式以及产品，立足于陕北优质特产，相应国家精准扶

贫政策，推动延安市乃至陕北地区农业发展。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34

陕北地区马铃薯淀粉粉条的生

产情况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鲍壹江 1140118014049

冯晶

/1140118014

052,  雒雪婷

/1140118014

041,黄益丹

/1140118014

029,王杰

/1140021901

4043

陈国梁 副教授 1203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陕北地区，主要选择的调研地方依据支

持经费、及实际调研情况，拟赴榆林、延安两市的各县

区，即延安市、榆林市、定边县、靖边县、横山县、清涧

县、吴起县、安塞县、延长县多个城市马铃薯淀粉粉条的

生产规模，生产种类，以及所生产的食品安全问题多方面

的调研。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35

延安周边地区页岩油赋存条件

与有利区优选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妍妍 1150518014014

张妙

/1150518014

019,  李媛媛

/1150518014

001,郭嘉璇

/1150518014

015

范柏江 副教授 0109

拟选取鄂尔多斯盆地三叠系延长组长7页岩为研究对象，基

于高密度的取样与实验，充分揭示低成熟页岩的岩矿特征

及孔隙发育特征，阐明气体在页岩中的赋存特征，探索气

体的赋存机制。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36

李敷仁新闻思想传播资料整理

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雨露 1010418014028

杨淑晗

/1010118034

044, 任志朋

/1010418014

015, 白洁

/1030118014

022,   马振

飞

/1030118024

党子奇 副教授 0501

李敷仁是著名的新闻学家、教育家、民俗学家、社会活动

家，是延安大学第四任校长，他开设新闻班，创办了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大学新闻专业。其新闻思想对于我们

学习新闻专业，坚守新闻初心，坚定正确方向，传承新闻

信仰有着不可比拟的重要意义。本项目通过搜集整理李敷

仁同志丰富的新闻实践相关资料，从办报、办学等方面，

分析研究李敷仁的新闻传播思想，并将研究成果汇编成

册，为研究李敷仁先生的学者研究提供帮助。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37
景点向导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文静 1120418014014

黄志

/1120418014

027

陈雷

/1120418014

002

董军堂 副教授 0807

向导机器人主要针对景区，对游客起到导向以及介绍部分

景区文化的作用进行设计。可与游客进行语音交互用于调

教步行速度及语音大小；游客在参观途中遇到突发事件

时，可触动机器人身上的按钮以寻求工作人员帮助。我们

的机器人具有自动避障功能，轮组式结构不必担心台阶地

形，以及自动返航，太阳能供电技术等。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38

MOFs晶体材料光催化降解废水

有机污染物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慧萌 1130118024035

丁竹

/1130118024

026,      

陈敏

/1130118024

014

王潇 副教授 0703

拟用含O羧酸配体与含N、O杂环刚性配体和金属Bi、Fe、

Al、Zr、In等盐，合成结构稳定的MOFs晶体，通过表征，

筛选出适宜孔径、高比表面积并具有光催化性能的MOFs材

料，研究其对工业废水中染料和苯类有机污染物的可见或

紫外光催化降解性能。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39

植原体效应蛋白在枣树体内靶

标蛋白的筛选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凤 1140118014019

朱旭飞

/1090217014

024,朱怡欣

/1140118014

053,闫安

/1140118014

033

成娟丽 副教授 0710
通过酵母双杂交技术鉴定出枣疯病植原体效应因子在植物

体内的靶标蛋白。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41

延安城市污水处理系统A2/O工

艺冬季污泥膨胀发生的生态机

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康虹 1150518014040

王洋洋

/1150418014

042,何叶霞

/1150418014

025,李佳怡

/1150418014

026

李茜 讲师 0825

本研究将对延安市污水处理厂A2/O工艺进行跟踪研究，深

入解析A2/O工艺活性污泥体系中冬季微生物生态机制及种

群优势生长过程，阐明污泥膨胀时种群演替规律，探讨有

关种群动态与污泥膨胀、出水水质间的相互关系，探索建

立相关控制技术，抑制污泥膨胀现象的发生。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42X
“天天校园”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延照耀 1060917014033

殷博纬

/1060917014

003,

任伟轩

/1060917014

032,

孙迪

/1060917014

030, 

王琛雨

/1060917014

026

马乐荣 教授 0809

“天天校园”APP是一个依托第三方平台（IOS平台，安卓

平台），针对在校大学生，聚合大学周边衣食住行等信

息，分类集中发布，方便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应用软件。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43
基于Arduino的智能插座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翟明泽 1070417014011

魏倩

/1070417014

037,

魏建朝

/1070417014

048,鲁国庆

/1070217014

041,王伟屹

/1070217014

024

刘斌 讲师 0808
利用Arduino开发板、物联网平台、wifi技术等实现家庭

插座的智能控制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44

金属有机骨架配合物的构筑及

对废水中Hg2+的吸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郝静静 1080417014013

杨永琳

/1080417014

048,     李

青姝

/1130118024

018,    杨

娜

/1130118024

崔华莉 副教授 0804

利用具有利于形成多孔径配位聚合物的有机羧酸配体和含

硫配体为有机构筑单元，采用水热/溶剂热方法，进行具有

吸附功能微孔金属有机骨架配位聚合物的合成。通过讨论

溶液 pH、初始浓度、温度、吸附时间等对金属有机骨架配

合物 吸附性能的影响进行汞吸附性能研究。为含汞废水处

理提供了新的处理技术及新的研究方向。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45
校园垃圾分类现状及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启 1060917014038

李振华

/1060917014

001,

王蓓

/1110118024

046,

刘家瑞

/1110118024

052,

王璐

/1110118024

017

袁旭华 副教授 0809
通过调查研究高校垃圾分类现状以此探索出对应的垃圾分

类实践策略。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46
太阳能高效应用自控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佳佳 1160118014051

沈勇

/1106118014

024， 庞志尊

11601180140

32

王磊 讲师 0810
通过收集全年太阳高度角信息，利用集成自控系统控制太

阳能板转向，大大提高太阳能的采集效率。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47

沙棘人工林对煤矿复垦区土壤

的改良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葛瑶 1140118014004

汪慧霞

/1140118014

021,裴永福

/1140118014

025,蓝婧

/1140118014

045

刘长海 教授 0710

利用沙棘根系发达、生长快、保水性能高、耐干旱和耐瘠

薄等生理特性及其良好的生态修复功能改良煤矿复垦区土

壤环境。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48

延长油田某井区低产低效井组

综合治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震 1140116024018

薛云鑫

/1150118014

008,张敏

/1150518014

027,  缪月

/1150518014

016,  伍麒琳

/1150518014

038

王丽影 讲师 0815

本项目拟针对油田开发中出现的水淹井、低产低效井和注

不进井逐年增加的问题进行研究，在对井区开发历史分析

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油田测试资料，找出各油水井低产低

效的原因，针对各种增产措施进行调研，筛选出有效的增

产增效措施，结合油藏地质精细描述，分析剩余油分布情

况，有针对性的提出目标区块综合治理方法，以指导生

产，提高油田注水开发水平、水驱采收率。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49

融合创新：延安红色体育文化

产业化发展路径研究就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和 1100317014014

邱振

/1100317014

007,

孙宇航

/1100317014

017,

王愿愿

/1100118034

012,南星跃

/1100118034

016

张红

玲,赵

广宇

副教授 0402

本项目依托延安经济发展、产业特色、历史文化、地域优

势等资源禀赋，培育红色体育文化产业，建立红色体育产

业发展规划，形成红色体育文化传承与保护、红色体育文

化产业集群与发展、社会资源关注与参与的具有延安特色

红色体育文化产业全面发展的新格局，促进延安革命老区

经济社会发展。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50

延安市小学生英语课堂参与现

状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疑颖 1040217024017

吴小霜

/1040217024

030,

殷悦

/1040217024

002,

吴倩

/1040217014

020,

邢琳

/1040217014

009

曹艳艳 讲师 0502

本课题将以延安市部分市区小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

教材、教法、环境因素，通过问卷调查，个体访谈和课堂

走访等方法对小学英语课堂上学生的英语学习现状和课堂

参与现状进行调查，从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和教师的教学

方法两个角度入手，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合实际的提升

策略；为延安市小学英语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并提出相应的策略以供参考。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51

陕北说唱艺术新媒体传播现状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明泽 1010118014024

任源

/1010118014

036,  阮小熳

/1010118024

043,张紫媛

/1010417014

023

王俊虎 教授 0501

项目通过分析研究陕北说唱艺术新媒体传播现状的基础

上，深入发掘其可塑性，并研究开拓其传播发展新模式，

最终形成项目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从而更好地使其“再

复兴、再传承、再发展”。从深层面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

传统曲艺的复兴发展。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53

从《红色档案》看延安时期中

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历史演变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金婉莎 1020717014010

王一益

/1020718014

017, 杨千琦

/1020718014

018

梁富国 讲师 0305

基于《红色档案》中丰富、全面的文献档案资料，根据不

同史料探究民族政策的历史演变，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

民族政策更全面、立体的展现出来。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54
“数”下花开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北京 1050617014039

史彤

/1050617014

041,  郭葵

/1050617014

049,  罗梦秋

/1050617014

003

温慧 讲师 1202

本项目团队从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需求为突破点，搭

建平台为老年群体提供了解数字生活模式、适应数字生活

的方法服务。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55
陕南方言的研究及其保护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萍 1010118014039

云山

/1010118014

041,  孙悦

/1010118014

048,  刘文方

/1010118024

004,韩千辰

/1010118024

019

李延梅 副教授 0501
研究在复杂地域和流民文化背景之下的陕南方言，探寻其

语言体系，实地考察，保护、记录当地特色方言文化。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56
玉米病害识别及预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维鑫 1120318014019

赵彭丽

/1110318014

019,朱礼琨

/1120318014

006,舒海燕

/1070117014

005,沈查

/1120318014

038

曹新亮 教授 0823
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与深度学习技术打造一款玉米病害识

别及预警系统。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57

姜黄素抑制DYRK2活性调节PD1

促进SCI后修复的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姣 1130817045031

杨雯悦

/1130817045

014,何小康

/1130817065

004,温佳华

/1170118045

035,贾怡阳

/1170118045

045

高枫 教授 1001

本项目将采用脊髓急性打击损伤动物模型和行为学、

Westernblot、免疫荧光、免疫组化和RNA干扰等实验方

法，探讨DYRK2调节PD-1对巨噬细胞/小胶质细胞M1和M2的

极化，改变炎症微环境促进脊髓损伤后的修复机制。揭示

姜黄素通过抑制DYRK2在大鼠脊髓损伤后的神经保护和修

复作用，从而把DYRK2作为SCI治疗药物新靶点为临床治疗

提供新思路。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58

含非线性阻尼项的一类流体力

学方程解的渐进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轩怡 1110118014065

卜忠业

/1060217024

021,

于娟娟

10602170240

36

姜金平 教授 0701

研究带非线性阻尼项的二维g-Navier-Stokes方程在有界

及无界区域的解的渐进性。证明了其一致吸引子和拉回吸

引子的存在性。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59

核-壳结构双金属MoCo硒化物

的制备及析氢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雪 1080417014016

亢静

/1070117014

033,       

杜锐

/1080117014

006,      

丁晓婷

/1070117014

023

魏清渤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主要用于OER和HER的双金属硒化物的合成以及在碱

性溶液中进一步完全电催化水分解。MoCo硒化物可以有效

地催化OER/HER以及在超低电势下完全分解水，获得的性

能与贵金属基催化剂的性能，且优于大多数已经被开发的

过渡金属基催化剂。系统地研究MnCo硒化物的电化学性

能，并与MnCo氧化物／氧氧化物进行比较，仔细讨论硒化

物性能。本项目主要制备一种高效的水分解电催化剂，而

且为提高单金属硒化物电催化剂的性能提供有效的策略。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60
供水中二次污染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思懿 1300117014031

陈思懿

/1300117014

031,胡婵婵

/1300117014

039,唐吉康

/1300117014

007,吴思远

/1300117014

015,赵丹丹

/1300117014

037

郭娟 讲师 0810
分析供水中二次污染产生的原因，探寻解决二次污染的措

施和方案，经过简单有效的二次处理，进而改善水质。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61

钼系催化剂对陕北低阶煤热解

定向转化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欢 1080917014015

方雨萌

/1080917014

013

郭延红 教授 0805

低阶煤具有水分高、挥发分高等优点，是优良的中低温热

解原料。为了解决低阶煤在热解过程中存在的产率低，产

品定向分布不明显等问题，实验中加入MoO3、MoO3-Fe2O3

、MoO3-CoO过渡金属催化剂，确定催化剂的最佳用量、种

类及热解条件对低阶煤热解的影响，选择出热解产品中油

气品质高的催化剂。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62

不同寄主植物对苹褐带卷蛾生

长发育及繁殖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慧敏 1140118014044

林金玉

/1140118014

044,赵欢

/1090117014

026,  张明双

/1140118014

055, 邓雯静

/1090217014

003

陈秀琳 讲师 0710

利用五种不同寄主植物对苹褐带卷蛾的影响，得出寄主植

物对昆虫取食的适合度及其营养效应，并且建立出苹褐带

卷蛾的种群生命表从而研究苹褐带卷蛾的种群动态。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63

延安地区近20年气候变化对水

资源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昊骞 1160318014023

张纪元

/1160318014

003,沈盛辉

/1160318014

009,贺瑞阳

/1160318014

005,卜欣雨

/1130319014

049

李盛斌 副教授 0706

以延安市及延安周边县城的气候变化和水资源情况为研究

对象，调查分析延安地区近20年的气候变化及水资源情

况，通过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选择 1999— 2019年延安

市具有代表性和年限整齐的 9个气象站点 (宝塔区、吴起

、志丹、子长、延长、富县、宜川、洛川、黄龙) 的气温

、降水量和相对湿度资料进行处理。并以此数据描述延安

近20年的气候变化特征，结合延安20年来水资源变化情

况，分析气候对水资源的影响，拟定预防措施及解决方案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64

油藏高效驱油菌种的筛选及性

能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申能 1150418014032

孙孝

/1150418014

030,

管鑫

/1150418014

031,

宗飞

/1150418014

007

刘羽 讲师 0825

本项目拟利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油藏生态结构，以油

田采出水为菌源，筛选微生物驱油优势菌种，并进行微生

物代谢性能表征，分析评价本源微生物菌种驱油的可行

性，同时在实验室尺度进行筛选菌种所需营养激活剂的配

方优化。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65

延安鲁艺歌曲数字化整理及数

据库建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新童 1070218014009

王之悦

/1070219034

030,杨心玉

/1070218014

022, 刘克

/1070218014

015,

韩兆伦

/1070218014

017

张志超 讲师 1302

本项目立足于鲁艺红色歌曲的数字化整合及数据库建立，

为高校展开红色音乐教学提供物质基础，从而在校内本科

生展开红色音乐教育课程，加强公共艺术（电子）课程教

材建设，为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艺术学科专业做初步准

备，是对延安大学更有特色办学理念的切实践行。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66

锌对成瘾小鼠cAMP/PKA-

CREB-BDNF通路调控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静 1170118025037

王清清

/1170118025

049,李丹丹

/1170318025

027,刘薇

/1170118065

013,  申怡博

/1170118065

011

吉金山 讲师 1004

本研究通过建立吗啡成瘾动物模型，给成瘾动物补偿硫酸

锌，在此基础上观察小鼠海马和皮层cAMP/PKA-CREB-

BDNF信号转导通路中几种重要信号分子的影响。以明确锌

对药物成瘾信号转导机制的作用。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67
延安兼职帮——兼职信息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相玲 1060318014034

卢方删

/1060418014

037,闫惠妹

/1060318014

029,金宇曦

/1060318014

018

徐长玉 教授 0201

以大学生为主体，在不影响理论学习的前提下，为延安大

学生提供安全有效的兼职信息，让大学生通过合理兼职，

增长实践本领，积累社会经验，同时也可以促进延安人才

供需平衡，推动延安经济发展。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68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山丹丹花

图像分割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易欢欢 1110318014015

侯润兰

11107180140

15

王子涵

11102180140

50

石延新

11107180140

48

何伊雪

11107180140

07

何进荣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立足于延安当地特色，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对山丹丹

花图像分割方法进行研究，为了解决传统图像分割算法由

于光照分布不均匀以及背景噪声等原因造成图像分割精确

度不高、泛化性能差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

络，并结合深度学习技术，对山丹丹花图像进行分割，从

而达到良好的分割效果。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69X

关于“蔡伦古法造纸”技艺的

保护、推广和工艺品创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黄惠群 1010118034028

任多

/1090218014

010,   时国

豪

/1120218024

朱青 副科长 0501

本项目通过对蔡伦古法造纸技艺的现有的保护和传承的方

法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其保护和传承过程中的不足并进行

改进，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开发新的推广形式，扩大受

众面，让非遗文化得到更多人的了解。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70

石墨烯耦合光栅体系等离子体

诱导透明及其开关特性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蒲力晖 1120118014017

牛艺璇

/1120118014

003,    姚

雨菲

/1120118014

005,     王

孟渊

/1120118014

008,    王

旭阳

/1120118014

017

何智慧 副教授 0702

通过时域有限差法以及电磁场理论研究了基于二维石墨烯

材料的光学特性，发现基于石墨烯的微纳结构比贵金属具

有更为简单的构造和更为优良的调谐性能。在不改变器件

物理结构的前提下，也可以很方便地设计出具有调谐性能

的等离子体器件并且还能 对其进行不同性能参数的调试，

于石墨烯表面等离子体的太赫兹器件及 其相关应用的研究

在生物医学、信息技术、新型能源等领域有着十分广阔的

应用前景。石墨烯微纳器件中不同结构的对称性破缺和相

位耦合等对等离子诱导透明的影响。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71

CeO2基催化剂缺陷化学及其光

催化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卞玉洁 1130918014018

张志民

/1130118024

003,    马

阳光

/1130918014

017,    张

乐

/1130218024

王传涛 讲师 0804
利用掺杂、复合，改变二氧化铈催化剂的氧缺陷浓度、光

响应范围，从而提高光催化产氢效率。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72
节水器具普及率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爽 1300117014035

许棠瑜

/1300117014

025,常星宇

/1210117014

031,仵泰来

/1210117014

032

武雯利 讲师 0810
调查及提高节水器具的使用率，从而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73

玉米皮膳食纤维对血胆固醇含

量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溪遥 1170118055026

祝福

/1170118055

040,

李娜

/1170118015

039,

刘泽

/1170118085

036,

武永科

/1171018025

005

杜娟 讲师 1002

膳食纤维被称为人类第七营养素,对人体健康起着重要作用

。本研究拟采取用双酶水解法去除与玉米皮膳食纤维相结

合的淀粉和蛋白质，通过条件优化增加玉米皮膳食纤维的

溶解性，获得水溶性较高的玉米皮膳食纤维，通过测定玉

米皮膳食纤维不同供给量条件下兔血胆固醇含量的变化，

明确玉米皮膳食纤维对机体血胆固醇含量的影响。该研究

一方面有助于机体膳食纤维供给量的确定，另一方面也可

为膳食纤维降低机体胆固醇提供试验证据，对推进玉米的

高效利用具有重要作用。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74

禾本科观赏草引种栽培及园林

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家宜 1090317014026

王轩

/1090317014

024,

贺颖

/1090317014

029,

吴波

/1140318014

032,

李亚婷

/1140318014

030

刘冲 讲师 0905

通过对禾本科观赏草的引种。从播种实验，物候期观察，

生物学特性及适应性研究，观赏特性评价，栽培方法规范

等方面进行研究。探索其园林应用形式并推广，满足延安

城市绿化对植物及景观多样性的需求。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75

延安地区强粘结性洗中煤的温

和热解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安重鑫 1130218024001

杨晨晨

/1130118024

039,     郑

学艳

/1130218024

040,     刘

朝阳

/1130218024

039,     朱

晋捷

/1130918014

028

张壮壮 讲师 0813

本项目针对延安地区洗中煤热解过程中焦油产物重质成分

高、粘结性强的问题，基于洗中煤与生物质共热解技术，

利用生物质的富氢组成与不粘特性，促进热解焦油的轻质

化，同时降低共热解物料的粘结倾向，制取高品质的固体

清洁燃料和煤基油气产品，实现煤与生物质共热解过程的

协同效应。本项目的实施为延安地区洗中煤的综合高效利

用提供了新的利用途径，对科学合理利用洗中煤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76

磁性NiCoMnFe2O4@CdS纳米复

合光催化剂的制备及其光催化

特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贤凡 1150418014016

杜锋

/1150418014

003,  冯诗源

/1150418014

022,  赵隽

/1150418014

034

牛志睿 副教授 0825

以废旧锂电池三元材料为原料，采用绿色、经济的方法制

备新型磁性复合光催化并应用于废水中有机酚的降解，缓

解催化剂的光腐蚀、提升催化效率并简化分离回收，研究

为废旧锂电池的资源化及环保应用提供了新思路。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77

研究不动点

的迭代算法

及其在图像

恢复中的应

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纪元

1110318014001

任欣怡

/1110318014

002,

杨大庆

/1110318014

017,

赵海洋

/1110318014

036,

樊子秋

/1110318014

048

高兴慧 教授 0701

图像处理中的图像恢复和图像重组问题可转为非线性映射

不动点的迭代逼近问题。本项目通过修正不动点迭代逼近

中的经典算法，利用非线性分析中的相关技巧，研究在更

弱的条件下不动点的迭代算法的收敛性，并给出具体的计

算机编程实现。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78

浅究绥德石狮雕刻技艺的发展

历程及其出路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娇娇 1010118014015

曹延宁

/1010118014

043，张震

/1010118014

023，  张珊

珊

/1010118014

008，韩青燕

/1010118014

卜岩 副教授 0501

绥德石狮技艺历史悠久，工艺精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丰富的传统审美特征，通过本次研究分析，进而有效保

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促进构建绥德第三产业，行成

绥德经济增长点，也有利于更好的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79

电动小车动态无线充电系统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超燕 1070417014013

王海蓉

/1070417014

012, 黄高歌

/1070417014

027, 张润东

/1070417014

030, 李健康

/1120318014

002

张雄 实验师 0807

无线充电电动小车由单片机计时模块、无线充放电模块、

电容充放电模块、升降压模块、自启动模块组成。直流稳

压 电源的5V电压通过无线充电模块的发射端发射出去，继

而由无线充电模块的接收端接收，后将接收到的电能存储

于超级电 容中。通过单片机时钟给充电小车计时，当计时

充电时间达1min时，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切断发射端的电源

。 当小车自启动模块检测到低电平信号时，使升降压模块

处于工作状态，此时 超级电容放电并经升压后给小车电机

供电，小车即能够自动行驶。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80

陕北地区放线菌来源抗MRSA抗

生素发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阎瑾逸 1130817025005

王瑾

/1130817025

020,  李思颖

/1130817025

010,闫祥祥

/1130817025

035,高君梅

/1170118045

030

殷松娜 副教授 1010

筛查出陕北典型生境产抗MRSA活性产物的放线菌，获得抗

MRSA活性的新化合物，从而为临床抗MRSA感染治疗提供新

的抗生素来源。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81
老年人智能拐杖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显斌 1130618014019

董益豪

/1130618014

040, 朱心旺

/1130618014

024,  张昊岩

/1130618014

006

王瑞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主要研究了一种基于智能拐杖的移动健康实时监护

原型系统，实现了对于老年人在日常出行时的实时监护，

在老年人的身体姿态和心率数据产生异常时能够发送警报

信息给监护人，监护人可登录系统查看被监护人的位置信

息，并根据系统提供的最佳救援路线实时救援。系统实现

了对被监护人心率和身体姿态两种生理信息的监测，并完

成了以下五个功能：跌倒报警功能、心率检测功能、智能

定位，紧急情况手动警报功能及夜间防障碍功能。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82

基于深度学习的虚拟驾驶考试

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佳璇 1110518024011

冯成成

/1110518024

045,

蒲海艳

/1110518024

006,

林雪亮

/1110518014

037

牛永洁 副教授 0809
利用深度学习和VR技术来模拟驾驶考试和练习，从而方便

学员，节约成本。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83

甜高粱刈割后对氮的吸收和分

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晓禹 1140118014028

严发能

/1140118014

040,许璐

/1140118014

 吴佳

文,白

朕卿

副教

授,讲

师

0710

在人工智能温室条件下，利用稳定同位素研究刈割后甜高

粱对氮素的吸收及分配及其与根系活力、光合作用及碳水

化合物的关系。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84

席麻湾-旧城油区综合地质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亚博 1150118014034

张静

/1150118014

026,  申金刚

11501180140

25, 刘亚博

/1150118014

034, 冀祥

/1150118014

039

张添锦 副教授 0825

为提高油田的储量动用程度，确保今后油田产量持续稳定

增加，使油田采油速度达到合理的水平，实现稳产、增产

的目标，开展席麻湾-旧城油区的油藏基础地质与油藏内部

特征研究工作，以及尽快确立合理的开发部署方案。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85

基于图像特征的指静脉识别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钱梦杭 1060917014005

白明

/1060917014

035,

张佳咪

/1060917014

007,

郑航

/1060917014

047,

任智鹏

/1060917014

031

李竹林 教授 0809
根据已采集到的指静脉图像，进行预处理、特征提取、特

征匹配等过程实现指静脉识别。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86X
路遥知音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龙宇凤 1010418014040

王纪交

/1090818014

010, 王唤

/1160118014

037,   徐岁

/1120218024

044

郭小良 副教授 0303

针对社会上大部分群体对路遥了解较为浅薄的现象，通过

游戏等形式提高受众的兴趣，增加大家对路遥的了解，扩

大路遥在学生群体之间的影响力。2.通过线上推送，线下

推广文创产品的方式，让路遥及路遥精神融入我们的生

活，提高其影响力。3. 高水平的较为完备的路遥研究app

能够更方便快捷的提供关于路遥的权威资料，以及给从事

这一方面研究的群体交流的平台，促进路遥研究领域的进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87

乳腺癌患者CD4 + CD25 + 调

节性 T 细胞与心理状况及社

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毕华 1130217014002

胡娟

/1130217014

010,

侯云苹

/1131017015

003,

王艺睿

/1120418014

015

王艳梅 副教授 1002

该项目通过检测乳腺癌患者Tr免疫细胞CD4+CD25+Treg细

胞检测免疫功能，了解其免疫状况。通过抑郁自评量表、

焦虑自评量表、失志量表研究腺癌患者的心理状况。应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了解乳腺癌患者的社会支持。按照心理-

生物-社会医学模式进行三者相关性的研究。为乳腺癌诊断

、治疗、防治提供思路，为乳腺癌的生物免疫治疗提供理

论依据。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88

学生视野下的高校课堂改革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镇 1080618014043

刘欣颖

/1080618014

048,

余虹丽

/1080618014

022,

苏婷

/1080618014

014,

杨欣

/1080618014

028

冯晓江 讲师 0401

本项目从我们学生的视角，来看待这次高校本科教育改革

中的课堂改革，把学生“想到的”、“看到的”、 “体验

的”真情实感展现出来，从学生主体的视角，全面的、准

确的看待本次改革，得出较为科学合理的结论，为改革贡

献自己的力量。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89
智能车位引导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岳田田 1120218014040

秋永明

/1120218014

030,   秋萌

/1120218014

033,   朱昆

昆

/1120218014

051,    郑

一凡

/1110718014

张水利 副教授 0807

该项目主要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引导车主快速的寻找到

空车位。具有准确定强，效率高，可大大的节省时间。为

车主提供高效的便利。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90

zunyimycin膜受体蛋白及信

号通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雯 1130317015012

耿瑞

/1170318015

007,  张浩

/1170118035

046,  刘一果

/1130317015

003,李博迪

/1170318015

048

岳昌武 教授 1001

该课题主要利用现代组学技术、分子药理学技术和细胞生

物学技术研究新抗肿瘤抗生素zunyimycin可能膜受体蛋

白，并通过突变、RNAi、蛋白-配体相互作用、docking等

对其机制机进行解析，以期获得zunyimycin受体分子及其

细胞内活性机制，为该抗生素后续研究及应用奠定基础。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91
红色窑洞文化体验之旅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佳欣 1020418014005

高慧芳

/1020418014

044,

常雪婷

/1020418014

021,

奚溪

/1020418014

018,

张千烨

/1020418014

058

宋晨翔 讲师 0305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精神层面的需求，旅游

也因此成为充实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延安旅游成

为人们寻求革命精神，学习红色文化的最佳选择之一。窑

洞作为红色文化的载体，让游客更加直观的感受红色历史

文化，追寻革命先辈的脚印。故设计两天一夜的红色窑洞

体验路线，满足游客对红色文化的向往。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92

基于Fe3O4 磁性纳米材料与发

光碳量子点

联用检测真菌毒素的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郝都婷 1130118024030

赵英婕

/1130118024

015,    赵

蓉蓉

/1130118024

007,    张

宇哲

/1170218014

043

孙雪花 副教授 0703

利用功能化Fe3O4磁性纳米材料对复杂的食品样品进行富集

前处理，然后结合绿色高荧光碳量子点探针，建立检测食

品中真菌毒素含量的新方法。对食品安全保障具有重要意

义。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93X
延安爱租客服装有限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邢增可 1060318014023

田鑫

/1120115014

011,王丹

/1050417014

009,陈思秀

/1110417014

008,尹朋艳

/1110517034

031

贺知章 讲师 0201

前期以校园为主要市场，专注服装租赁业务，搭建校园基

础流量；逐步形成文化传媒、定制设计、服装租赁等多元

化发展模式；建立一条完整的特色服装产业链，形成陕北

服装租赁服务业的规模效应。扎根延大、面向延安、放眼

西北；打造延安一流租赁品牌运营商。最后将引导高校加

盟爱租客、并开发程序，支持双方自由有效便捷租赁交

易，成为租赁界的“淘宝”。

√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94

岩石在复杂水化学环境下的力

学特征的试验与理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岳招 1070317024042

安坤驰

/1070317024

024,倪平

/1070317024

049,  赵派

/1070317024

007

曹海龙
助理实

验师
0828

在湿陷性黄土中又含有较多的水溶盐，呈固态或半固态分

布在各种颗粒的表面。因此，探索岩石在复杂水化学环境

下的力学特征的试验与理论研究现状对延安新区及延安地

区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本项目主要以延

安新区岩石为主要研究对象，拟对不同水化学环境下的岩

石进行破坏实验，研究其应力应变曲线，分析其力学性

质，以期控制和改善。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95

陕西子午岭国家自然保护区蝶

类昆虫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娅茹 1140118014042

刘晶

/1140118014

018,  李思

/1140219014

001

徐世才 教授 0710
通过调查子午岭保护区蝶类昆虫的区系特点及成因，明确

其对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96

多壁碳纳米管负载铁氰化铜-

铁修饰电极对土壤中甲基对硫

磷的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孟青青 1140417014005

高旭

/1080217014

007,  王婷

/1150418014

048,  雷泽波

/1150418014

046

刘冉彤 实验师 0109

本项目致力于新型化学修饰电极的新原理、新方法的研

究，通过制备新型金属铁氰化物/碳纳米管纳米复合材料，

对待测电活性分子与电极表面之间的催化过程的探讨，制

备选择性好、灵敏度高、检测限低和稳定性好的化学与生

物传感器。同时，将金属铁氰化物/碳纳米管纳米复合材料

修饰电极用于土壤中甲基对硫磷的测定，改善传统的环境

监测方法中存在的缺陷，借此建立测定甲基对硫磷的新方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98

延安时期中央领导人的秘书的

党性修养的当代启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毅婷 1010817014006

强雪

/1010817014

024,        

 贺超美

/1010817014

023,        

陶虎

/1010817014

003,        

 杨丽

/1010817014

030

汪东锋 副教授 0303

在习近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背景下，秘

书的党性修养一直是社会各界及从业人员的关注的问题，

本项目通过搜集整理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的秘书人员方面

的史料，梳理延安时期中央领导人的秘书的党性修养，探

讨其对当代秘书工作者的借鉴意义，分析当代秘书人员在

工作过程中的优点及不足，对即将从事秘书工作或已从事

秘书工作的人员提出建议和要求。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099

基于字符串相似度的URL聚类

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凯茵 1110718014023

韦雨萌

/1110718014

040,

张博欣

/1110718014

008,

杨月顺

/1110518014

005,

申澳

/1060917014

013

刘翼 副教授 0809

随着信息量需求的“井喷式”增长，网络出现了诸多负荷

过载问题。因此，在实际商业应用过程中，网络中经常采

用内容分发网络（CDN）, CDN的诞生大大改善了互联网的

服务质量，但CDN的部署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网络问题。本项

目旨在通过提出基于距离的URL聚类方法解决同一网络服务

对象拥有多个域名服务会产生较多的冗余数据的问题。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00
视觉问答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勤学 1120418014005

任维鑫

/1120318014

019, 石延新

/1110718014

048

白宗文 副教授 0809

Visual Question Answer (VQA) 是对视觉图像的自然

语言问答，作为视觉理解 (Visual Understanding) 的

一个研究方向，连接着视觉和语言，模型需要在理解图像

的基础上，根据具体的问题做出回答。

本项目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改进模型结构与实现方

法，设计出更好的VQA模型；研究模型压缩与知识表示的方

法，减少模型参数量与体积，加快推理速度与精度，方便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01

建设新型国家视域下大学生创

新思维能力培养与实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爱莲 1020117014048

邵亚萍

/1020117014

047,

庞柯庆

/1020117014

014,

边涛

/1020117014

026

蔡广超 副教授 0305

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创造型人才，才能使我们

有能力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这就要求高校重视、加强大

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为此，在澄清何谓创新思维基

础上，明确大学创新思维教育中存在问题，进而提出培养

大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可行途径。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02
陕北地区石材分布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勇波 1160118014011

杨炜康

/1160118014

034, 黄隆燚

/1160118014

040,张伟江

/1160118014

054,魏智彬

/1160118014

048

高俊义 讲师 0814

为了调查陕北地区的石材种类以及分布情况，通过团队的

合作和共同查阅资料以及文献，独立思考， 能够对陕北地

区的石材研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并通过调查报告呈现出

来，让人们对于陕北地区石材分布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03

黄土丘陵区植被恢复对土壤的

水文物理性质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代阳 1140318014019

李世强

/1140319014

003,马卓裕

/1140319014

012,王蕾

/1140119014

047,  艾崛豪

/1090317014

027

陈浩 讲师 0902

本项目以黄土丘陵沟壑区植被恢复显著的北洛河上游流域

为研究区，选择不同恢复年限的植被类型为研究对象，通

过野外采样和室内实验，研究植被恢复对土壤水文物理性

质的影响，以期为该区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环境效应评价

提供参考。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04
智能分类垃圾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臧伟 1150118014007

李小伟

/1150118014

001,王慧斌

/1150118014

006,周恒

/1150118014

003,  陈苗

/1150118014

041

吴小斌 教授 0902

该项目所研究的是一款多功能的智能分类垃圾桶，主要是

为了解决现有垃圾分类标准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分类不清楚

的问题，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的分类垃圾，解决分

类难的问题。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05
人脸识别与行为轨迹追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微 1110618014028

景伟航

/1110218014

004,

王冰心

/1110318014

021,张静

/1110318014

006,

安思佳

/1110618014

019

马乐荣 教授 0809

本项目基于人脸识别技术，采集学校师生的人脸数据，调

用opencv中的函数对大量的数据进行识别，建立相关的模

型并进行训练，并将其应用到学校的管理中，实现基于图

像识别的学校一体化管理，提高学校管理的效率。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06
智能家居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乔雨 1120218024002

刘星星

/1120218024

008

刘欢

/1110618014

045

高海超

/1110618014

026

周立彪

/1110618014

025

邵婷婷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利用温、湿度传感器，甲醛传感器等实时获取室内

的环境参数，通过无线WIFI上传至中国移动物联网开放平

台OneNET，在电脑或者手机终端可实时观测到云平台上传

过来的参数信息，并且通过OneNET的移动终端可以远程控

制窗帘、音箱、照明装置等家用设备的开启和关闭，当家

居的环境参数超出设置的阈值范围，则通过OneNET平台将

警报信息发送至用户的邮箱予以提醒，让家居生活更安全

、省时、舒适，使时尚高品质生活进入普通家庭成为可

能，顺应互联网时代创新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07

基于生物质碳量子点比率型荧

光探针的构建及在药物

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辛程宏 1130218024020

李昊阳

/1130218024

009,     高

楚晗

/1130218024

002

马红燕 教授 0703

以绿色生物质为碳源合成CQDs，对其形貌及发光性能进行

表征和评价。并将其与荧光染料相复合，合成具有两种不

同发射波长的新型CQDs/有机染料复合物。基于此复合物

构建药物小分子比率型荧光探针，探讨药物小分子检测实

验的影响因素，在最佳检测条件下达到药物小分子的简便

、快速、高灵敏检测。探索药物小分子与CQDs/有机染料

复合物间的作用机理，进行实际药品的加标回收测定，为

药物的检测和实时、在线分析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08
延安市区智能公交停靠站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定江 1070317024044

易晓慧

/1300117014

010,        

      李英

/1300117014

033

张扬 副教授 0810

研究延安市区智能公交停靠站方案，解决延安市区目前公

交停靠站所面临的问题。降低公交车乘客候车、上下车的

安全隐患；提升延安市区公交运行速率；提升城市形象，

宣传城市文化等。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09

延安新区道路绿地现状调查及

管护建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祎珂 1140318014031

张曼华

/1140318014

022,

高嘉悦

/1160318014

027,

阙阳俊

/1140318014

020,

晁亿华

/1140318014

001

强方方 讲师 0905

研究延安新城区道路绿地现状，并对调研结果进行研究分

析给其管护方面提出相应建议，为延安其他绿地管护提供

参考。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10
残障辅助轮椅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一 1060317014018

胡晨凯

/1060317014

019,

黄凯

/1060317014

023,

童思凡

/1060317014

021,

陶博

/1060317014

009

王金妮 助教 0802

本项目拟设计一款多功能新型轮椅，可实现自动上下楼梯

、自动上下床、自动控速、辅助如厕、轮椅智能助手这五

个功能。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11
基于互联网的人机交互跑步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靖洪 1100118034033

贺程

/1100118034

014,      

吕佩

/1100117014

020,    霍

艳芳

/1100318014

027

王军棉 教授 0402

本跑步机则针对目前市场上跑步机的运动数据显示单一，

人机交互少和跑者的不恰当运动模式等问题进行创新设

计，本产品主要分为智能跑步机、数据采集模块，数据分

析模块，运动处方的设计和用户反馈等用户在安卓客户端

APP上输入个人的信息数据以及运动目的、目标等信息后通

过运动处方设计模块显示出运动处方，并与跑步机进行通

信。安卓客户端与跑步机进行通信，实现在处于同一 

WLAN 网络中所有设备间进行通信。从而改变过去跑步机

系统单一的方案设定，使其能够结合使用者当前状况给定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12X
柿饼销路之国际化探索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胡晨 1040217024013

章玲

/1040217024

029, 

 

张艳

/1040217024

018, 

 

王怡菲

张志敏 教授 1203

利用专业知识，助力农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拓宽销售渠

道，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量，从而帮助农民增加收

入，提高生活只改。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13

Bi4O5Br2的改性及其光催化性

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双龙 1070417014038

陈悦

/1070417014

061,  周锐

/1120118014

013,  范炫朗

/1070417014

015,赖玉建

/1070417014

058

杨延宁 教授 0804

利用微波水热法制备获得纳米Bi4O5Br2粉体；研究不同时

间、温度、浓度及PH对纳米Bi4O5Br2晶体的结构、形貌、

光致发光、光吸收性质及光催化等性能的影响；研究微波

水热法在不同时间、温度、浓度及PH制备的Bi4O5Br2的催

化活性，结合Pl和光吸收等特性分析不同Bi4O5Br2晶体对

载流子分离效率和催化活性的影响机制。对Bi4O5Br2纳米

材料进行改性来提高光催化效率，并研究改性后材料的光

催化性能。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14

低价铁催化体系的构建及应用

于线型稠环芳烃的可控性去芳

构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亮 1080417014012

高甜甜

/1130118024

024,

王倩

/1130918014

001,

宋少芳

/1130118024

021,

李文慧

/1130118024

017

韩波 副教授 0703

借助原位还原策略，构建低价铁金属催化体系，替代稀有

的贵金属催化剂，实现线型稠环芳烃的可控性去芳构化，

发展经济实用的卑金属催化合成策略，解决多环芳烃氢化

选择性差的难题，明确选择性氢化机理，为开发基于卑金

属的催化氢化体系提供新的思路和科学依据。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15

铜绿假单胞菌T6SS中VgrG蛋白

互作关系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裴永福 1140118014025

程治蓉

/1140118014

048,张露

/1140118014

043,  李帆

/1140118014

013

林金水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主要通过细菌双杂交实验来验证以及筛选VgrG蛋白

之间的互作关系，再通过GST Pull-Down进一步确定互

作，从而绘制出10种VgrG蛋白的互作网络。 找出VgrG蛋

白互作可能存在保守位点，敲除表达一个互作蛋白的基

因，验证它的缺失对另外一套分泌系统在功能上的影响。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16

基于深度学习的延安狗头枣分

级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延新 1110718014048

易欢欢

/1110318014

015,

张玉婷

/1110318014

003,

武剑珍

/1110518024

010,

周小龙

/1110518024

021

何进荣 副教授 0809

为解决狗头枣销售难问题以及生产者分级定价销售提高销

量和利润，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延安狗头枣外观分级

方法研究，采用卷积神经网络算法。本项目从图像采集，

图像预处理，图像特征提取，延安狗头枣外表检测四个方

面展开研究。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17

面向海水电解的镍钼双金属析

氢电极材料的可控制备及其作

用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媛媛 1130118024045

胡玉娟

/1130118024

022,    王

垒

/1130918014

014,      

王雪敏

/1130118024

012,     樊

梦琪

/1130118024

杨春明 讲师 0703
利用镍钼基原位生长在钛网上并对其进行硒化或磷化来提

高催化剂的电导率和稳定性。从而提高电催化析氢效率。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18

陆地棉PCS基因克隆及其在重

金属胁迫下的表达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雅珊 1140118014001

唐锦薇

/1090317014

015,杨冬梅

/1140118014

007

李玲,

闫旭宇

副教

授,实

验师

0710

克隆陆地棉PCS合酶基因，研究其在重金属离子胁迫条件下

的表达特性，阐明植物络合素合酶在重金属富集和解毒中

的分子作用机制，为揭示植物应答重金属镉胁迫的分子机

制提供参考。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19

创“实践”之新，融“VR”于

心，筑“教育”之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哲豪 1060518014021

范优优

/1060518014

018,程小洋

/1060518014

027,艾启良

/1100118044

032,王妍

/1120318014

011

王欢 讲师 0401
通过VR虚拟技术辅助当前教育模式的进行，加入更多的实

践元素，并且可以通过对接减少目前教育存留的问题。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20

高分辨率雷达一维距离像仿真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珊珊 1070417014056

鲁蓉

/1070417014

053,  周本山

/1070417014

049,赖玉建

/1070417014

058,朱庆忠

/1070417014

059

杨鹏举 副教授 0807

高分辨雷达一维距离像能够提供精细的目标结构和形状信

息，与基于雷达二维像的目标识别相比，一维距离像易于

获取，因此利用一维距离像实现雷达目标识别具有现实意

义和重要价值。本项目基于点散射模型研究一维距离像的

形成原理，利用Matlab进行一维距离像仿真实验，在此基

础上分析一维距离像的特征和影响因素，旨在为雷达目标

一维距离像特征提取和识别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21

基于碘代环化策略制备共轭苯

并呋喃噻吩类化合物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汪传 1130218024032

许凡

/1130278024

016,      

王晓庆

/1130218014

035,   谷宇

/1130218024

036,      

张昌江

/1130218024

043

岳二林 讲师 0703

本项目主要通过苯二炔邻甲基醚中间体在碘单质作用下发

生亲电碘代环化反应得到一类关键中间体苯并呋喃二碘化

合物，首先由商业上可用的邻碘苯酚或对叔丁基邻碘苯酚

通过4步有机化学反应转化为中间体苯二炔邻甲基醚，然后

该中间体在碘单质存在下发生亲电碘代环化反应生成关键

中间体二炔碘化合物，进而再发生Ullmann反应得到一类

新颖的苯并呋喃噻吩类化合物。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23
延安新区垃圾分类调查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婷 1110718014047

杨静

/1130618014

041,

李凯茵

/1110718014

023，

杨月顺

/1110518014

005，

范雅新

/1110718014

002

马涛 讲师 0809

调查延安新区垃圾分类情况，并利用现有的垃圾分类APP改

进出更加方便的“垃圾分类识别系统”，让人们垃圾分类

的时候更加便利，从而可以更好的保护环境，节约资源。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25

基于多数据融合的山林防火系

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畅柯 1120128014048

田玉洁

/1120218014

021,

崔力文

/1120218014

002,

刘文钊

/1120218014

012,

雷静锐

/1050617014

020

房亮 讲师 0807

该项目针对干旱少雨的陕北地区山林防火任务繁重的现实

需求，研究一种能够可靠识别火情数据的山林火灾监测系

统的设计方案，该方案对于其他干旱地区的山林防火监测

系统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该研究项目所用到的技术有：

特征数据识别、传感器应用、单片机控制、低功耗设计、

林间无线传输通信、以及林间无线定位等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26

掺杂的硼氮纳米笼催化还原

N2O 和CO的第一性原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雨欣 1080117014041

叶国敏

/1080117014

043,     梁

敏

/1080117014

侯秀芳 讲师 0703

用密度泛函理论研究掺杂的硼氮纳米笼催化还原N2O和CO

为N2和CO2的反应机理研究，这对于消除大气污染物具有

重要意义。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28

基于相似度评分、FSM和机器

学习的设计模式识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瑞雪 1060317014015

何禹欧

/1060317014

007,靳羽丰

/1060317014

046,张科

/1060317014

002,  花雅涵

/1060317014

013

王雷 讲师 0812

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对设计模式进行识别，且具有较高的

识别准确率和时间性能。对于结构特征不够明显(例如模板

方法模式)或者与其他模式具有相似结构特征的行为型模式

(例如状态模式与策略模式具有相似结构特征，命令模式与

结构型模式中的适配器模式具有相似结构特征)，效果尤其

明显。此外，对于模式的变体，该方法也可以准确识别。

此外，本文还提出一种设计模式识别训练样本自动获取和

标记算法。该算法集成多个现有的设计模式识别算法，输

入包含设计模式实例的开源应用程序，自动判定并标记训

练样本。该算法可以为上述方法生成训练样本，也可以为

现有的任何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设计模式识别方法生成训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29
新蓄能材料换气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科 1120218024017

何向阳

/1120218024

012,彭振飞

/1120218024

013,高蕴

/1120218024

018,

郭靖靖

/1120218024

004,雷媛媛

/1120218024

005

郝刚领 教授 0807

利用聚乙烯在一定条件下可发生“固-固”相变反应从而吸

收或释放热量的这一原理，做一种全新的自动化强的效率

高的换风系统。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30

生物质基石墨烯纤维的制备及

其在传感器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凯 1130218024013

刘婷

/1130918014

036,      

王金莲

/1130918014

046,    杨

帅

/1130218014

007,      

江君君

/1130918014

张文林 讲师 0813

柔性电子器件可以承受拉、压、弯曲等大变形，在众多领

域具有重要应用。传统器件中的导电材料以金属为主，由

于金属不具有柔性，在拉伸过程中易于发生断裂而失效，

无法满足柔性器件的发展需求。本项目以棉、麻、毛、丝

等柔性生物质材料作为原料，利用催化剂将天然纤维转化

成具有高电导率石墨烯纤维，将石墨烯纤维作为导电材料

与高分子聚合物进行复合制作高灵敏度、高耐久性的柔性

应变传感器。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31

蛋白饼和蛋黄饼的制作工艺与

生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米皓皓 1090317014038

严丽丽

/1090317014

023,曾江兰

/1090317014

006,董玉

/1090317014

002

宗荣

荣,王

晓涧

讲师,

副教授
0827

将鸡蛋的蛋黄和蛋白分开，分别制作不同的饼干保证营养

不流失。利用实验仪器找到它们之间最适合的比例和温

度，创造出美味可口，营养均衡的食品。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32

Korteweg方程解的全局适定性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风 1110118014059

李敏茹

/1110118014

052,

张佩琦

/1110118014

061,

罗轩怡

/1110118014

065,

王宇星

/1110118014

062

孔春香 副教授 0701

从动力系统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三维Navier-Stokes-

Korteweg 方程的解的全局适定性研究，即可压缩 

Navier-Stokes-Korteweg 方程解的整体存在性、指数稳

定性和唯一性。这些解的性质对我们了解航空航天、空气

动力学、天体物理、半导体物理、科学计算、材料科学等

方面都有很深远的意义。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33

基于蓝牙通信的校园智能饮水

消费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志 1120418014027

姚勤学

/1120418014

005,刘朵

/1120318014

052,  吴文芳

/1120418014

050,王海龙

/1110118024

031

徐同文 助教 0808

为了弥补物联网设备在网络信号不好时及断网时无法使用

的缺陷，利用蓝牙建立短距离通信完成消费步骤。利用数

据保存技术将消费数据进行保存，等到网络良好时将消费

数据上传进行结算。使用这种饮水消费系统能够弥补目前

物联网饮水机消费系统的不足，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时饮水不再受网络的限制。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34

基于神经网络的石油测斜仪小

角度姿态测量误差校正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和向昆 1120218024007

王挺

/1120218024

003,  刘童辉

/1120218024

006

邵婷婷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以陕北地区常用石油测斜仪为研究对象，以提高其

在小角度井斜(1°～5°)时井斜角、方位角的测量精度为

目标，采用MATLAB中神经网络BP、RBF算法对数据进行建

模，训练，最后与标准值越接近，以提高测斜仪小角度测

量精度。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35

有机小分子催化B-B键均裂机

理及在烯烃转化中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妙奇 1130118024032

何娇

/1130118024

034,

贾茹

/1130118024

018

曹佳 副教授 0703

针对有机小分子活化B-B键反应中硼试剂配位模式不明确，

B-B活化机制不清楚，硼自由基参与的反应机理存在争议以

及合成应用范围有限等。本项目拟采用理论计算与实验相

结合方法，利用从头算和密度泛函方法研究各类双路易斯

碱/联硼化物体系的硼自由基产生机理，揭示有机碱催化活

化B-B键本质。以计算的机理为指导，设计和合成性能优良

的有机路易斯碱/双硼化物的催化体系，进一步拓展路易斯

碱-硼自由基在烯烃转化中的合成应用。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36

“Wisdom Diagram”--智慧

导图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慧艳 1110518014012

寇晴

/1110518014

018,

魏雪雯

/1110518014

011,

陈逸云

/1150118014

040,

董喆

/1110718014

029

齐世霞 讲师 0809

本项目针对在学习时人们习惯用表格、树状图等形式去记

录和概括重点内容的行为模式，开发一种新型的关于文档

图表编辑、信息共享和知识付费的学习软件。目的是使用

户可以使用软件进行绘制表格、思维导图，并在软件中可

以通过填写中心内容搜索到同类型内容，可以使用户的表

格、思维导图更为丰富完善；同时用户可以将自己做的表

格、图形上传，其他用户也可以在预览后选择付费下载，

促进用户之间的交流。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38

延安红色旅游路线创新设计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博欣 1110718014008

吴茹

/1060317014

012,

杨静茹

/1110218014

033,

寇志豪

/1110718014

037,

何迪

/1110218014

025

杨晓雁 副教授 0809

为填补延安地区红色旅游App的市场，使得游客在出行前能

够不单方面地通过网络上零碎化和片面化的方式来了解延

安，了解红色景区，为此本项目做了对延安红色旅游路线

设计创新研究，为来延安旅游的游客设计最优质的旅游路

线，提供最舒适的旅途和体验。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39

抗肿瘤药物鬼臼毒素的合成新

方法探索和结构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毅 1080417014045

卢新宇

/1130918014

010, 李昊

/1130918014

020,  钟清葆

/1130418014

013

蔺军兵 讲师 0703

以有机催化的羧酸参与的环化反应为关键步骤，高效构筑

鬼臼毒素中关键丁内酯骨架，进而实现天然抗肿瘤药物鬼

臼毒素的高效不对称合成，为这类药物的不对称合成提供

新路线，降低其生产成本。同时通过结构修饰和优化，提

高其药理活性，降低毒副作用。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40

基于机器深度学习的植物病害

图像识别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晋丞 1060317014006

朱艺

/1060217014

003,

徐浩波

/1060317014

005,

李鑫

/1060317014

001

卜晓燕 讲师 0809
利用机器深度学习技术，对植物病害图像的特征提取和病

变识别诊断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算法进行研究。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41

一种适用于深厚填方湿陷性黄

土地基的新型桩组合结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加昊 1070317014045

陈伟

/1070317014

050,  王雪恬

/1070317014

027,李卓洋

/1160318014

026

邱明明 讲师 0810
设计一种适用于深厚填方湿陷性黄土地基的新型桩组合结

构，并与实际工程中使用。
√

2020 10719 延安大学
S202010719

142

盐霉素促进耐药胃癌细胞自噬

和凋亡作用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梦圆 1131017015020

马西元

/1130817015

003,申文娟

/1130817065

035,

赵菊梅 教授 1002

肿瘤易复发、转移、侵袭性强且有耐药性。盐霉素可以诱

导胃癌细胞的凋亡，有明显的抗胃癌细胞的作用。本项目

拟通过设置对照试验来探究盐霉素对顺铂耐药肿瘤细胞的

化疗敏感性以及明晰盐霉素促进耐药胃癌细胞自噬和凋亡

作用及作用机制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01X
筑梦网络直播销售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褚馨茹 18050310114

戴婷婷

/1805031011

5,李雯

/1805031012

5,马玉娇

/1805031012

7,樊茂瑾

/1805031011

陈健 教授 0201

建立网络直播销售公司，以网络直播销售的方式帮助家乡

铜川市印台区的苹果销售，拓宽销售渠道，在维系原有客

源市场的同时将源源不断地增加新的市场需求，从源头帮

助客户买到质优价廉的苹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顾客

的同时保证产品质量，减少中间贩卖过程，实现双盈利。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02
智能疫情服务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文超 17040412112

王愿

/1704061910

9,谈陈陈

/1704051811

7,王少文

/1804020611

4.,唐杰

/1804041311

秦刚 教授 0808

本设计以智能疫情服务为背景，在疫情处理、服务患者等

方面提供最大的保障。机器人不仅可实现无人导诊、自动

响应发热问诊、引领病人进入初步诊疗,也能递送化验单、

药物等,帮助提高诊疗效率,避免医护人员与病患接触发生

交叉感染。构建机器人技术与智能家居技术相结合的全场

景智慧智能疫情服务系统。在应用中，可以完成机器人开

门、地图构建、室内导航、发热检测，语音播报，语音交

互引导、药物识别抓取运送等方面做出判断。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03

基于视觉和姿态传感器的扫地

机器人自主定位系统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璐洁 18020515127

徐恒荣

/1802051512

8,史芷境

/1802061712

7,郭浩

/1801010210

4

赫东锋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拟采用单目视觉和姿态传感器来实现扫地机器人的

在室内环境下的自主定位。本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室

内特征地图的表达、扫地机器人的视觉感知及定位、基于

姿态传感器的定位、以及基于单目视觉与姿态传感器的信

息融合。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实现整个自主定位系统的

软硬件设计和实现，最终实现基于单目视觉与姿态传感器

的低成本、高精度的扫地机器人自主导航定位系统的研发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04
智能倒车辅助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硕崇 18040206112

张佳琦

/1804020613

1,闫文清

/1704020713

2,乔东伟

/1704020510

7,马晨龙

/1704020711

任安虎 副教授 0807

   基于双目视觉的倒车辅助系统，以树莓派和双目摄像头

为硬件平台，利用双目摄像头和左右摄像头采集到的信

息，进行实时处理并得到障碍物实际距离，利用HOG+SVM

进行行人检测并给与特殊标识。然后利用双目摄像头和方

向盘转角传感器获取实时影像和方向盘转角角度信号得到

动态倒车引导线。并在汽车显示器上实时显示动态倒车引

导线、障碍物实际距离、行人标识和行人实际距离。给驾

驶员提供很好的倒车帮助。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05
旋转智取衣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佳豪 17020107103

豆少杰

/1702010710

2,冯凌华

/1702010610

5,王奎

/1702011012

1,赵一凡

/1802010113

千学

明,万

宏强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2

旋转智取衣柜为框架式衣柜，框架主体与侧板相互拼装，

便于运输、快捷安装；配有自动旋转衣架与中、小型衣撑

满足大容量分类储衣与快速取衣，节省衣物存取时间；升

降式撑衣杆配有阻尼减速装置，防止衣物掉，解决了衣柜

高的问题。智能方面：旋转衣架电机连接，快速找衣；衣

柜门采用语音控制开启；衣柜内部采用网状隔板相互联

通，配备温湿度传感器，通过热风机与紫外线杀菌装置，

给衣物提供更佳的储存温湿度环境，满足人们使用需求。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06

基于上转换荧光的核酸侧流试

纸及掌上式读取装置的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楚瑶 18030103136

徐嘉珧

/1803010313

4, 罗楚瑜

/1803041210

9

金碧瑞 副教授 0804

针对目前核酸检测中存在的检测速度不够快，对专业人员

和检测环境依赖性高、检测设备复杂等问题。我们将构建

核酸检测的高灵敏度荧光侧流试纸平台，并基于LED激发

光，开发掌上式便携装置。这样的生物传感器有着快速、

便捷、灵敏、准确等优点。并且有望在新冠肺炎疫情等类

似突发情况中，简化核酸检测步骤，缩短检测时间、提升

检测准确率、及时更新疫情数据，并帮助政府及时判断疫

情发展的走向，最后能够让感染患者尽早就医。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07

家用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器研

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明月 18030310128

张湲

/1703031012

9,张朴杰

/1603030811

2,马兰心

/1703030912

2,刘垠垠

/1703030912

郑先俊 讲师 0825

2019年9月1日，西安正式实施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和处理

已成为当今热点。家庭厨余含水率高、易发酵、腐烂，已

成为制约垃圾分类和处理的瓶颈。本项目拟研制的家用厨

余垃圾资源化处理器采用好氧堆肥原理，安装在户内，无

气味、无噪声，从源头处理厨余，并将其最终转化为有机

肥，实现“变废为宝”。本项目采用“免费安装处理器+有

偿回收有机肥”的营销模式推广，可迅速抢占市场，经济

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明显。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08

网络虚拟公益活动的用户感知

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波 18050616102

田昕

/1805061612

5,杨芬芬

/1805061612

9,王佳琳

/1805061612

6,张良泽

/1805061611

田敏 教授 1202

本项目通过调查用户对虚拟公益活动的认知以及对虚拟公

益发起平台的了解程度，研究社会公众对虚拟公益的参与

意愿以及态度的情况，并分析影响社会公众不想参加虚拟

公益活动的原因和虚拟公益平台存在的问题，分析提高公

众参与虚拟公益活动程度的方法和途径。总结虚拟公益平

台的发展前景以及人们对于虚拟公益活动的看法和建议，

对企业发起实施虚拟公益活动给出建议对策；规范网络公

益活动环境，营造良好市场氛围。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09

蠕墨铸铁气缸盖的制备工艺及

组织性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路卓 18030103108

袁泽

/1703010512

5,龚文健

/1703010210

4,吴秀秀

/1803010313

2

陶栋 工程师 0804

蠕墨铸铁是一种较为特殊的铸造材质；在大型柴油发动机

气缸体、气缸盖等方面广泛应用。本项目针对典型的高功

率发动机缸盖材料蠕墨铸铁的制备工艺组织性能展开研究

。结合前期研究，研究蠕墨铸铁气缸盖的制备工艺，设计

两种不同铸造工艺方案方法，分析铸造过程产生的缺陷及

其改进措施。使用蠕化率在线检测和调控方法最终制备合

格的蠕墨铸铁气缸盖。然后分析三种不同发动机缸盖用蠕

墨铸铁材料，分析其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热物理性能的差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10

西安市智慧养老服务模式调查

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梦瑶 17120205116

刘峰

/1712020510

5,白甫真

/1712020510

1,陈宗杨

/1712020510

4,惠通

/1812020510

4

王光奎 讲师 0303

老龄化问题作为全球性的一个研究课题,国内外许多研究机

构都在进行理论探索和模式创新研究,并且取得了大量的研

究成果,面对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养老需求日渐多元的当下,

智慧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服务模式,成为解决我国日渐

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的新途径。

本课题通过对西安市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开展调查与研究,通

过现际调查研究,找出西安市在智慧养老实践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和好的做法,为西安市养老服务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11

大学生线上学习效果影响因素

及提升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晓晨 18050209108

赵晴

/1805020513

3,朱晶晶

/1805020813

3

向海

燕,马

琳

教授,

助工
1202

鉴于线上学习已经成为大学生的重要学习方式之一，对大

学生学习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本项目将从大学生线上学习

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大学生学习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当前

高校线上教学效果、各方面存在的不足等方面进行研究，

旨在改进大学生自身学习方式、提升学习能力和学习效

果，促进高校开发灵活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提升学生学习

自觉性，为线上教育市场丰富教育资源、提供更便利的学

习和教学模式提出参考和建议，以及通过研究学习方式多

元化趋势，促进国家对线上教育的监管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12

延安凤凰山革命遗址的文创设

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洪 18120206117

李佳钰

/1812020611

8,李乐仪

/1812020611

9,李美妮

/1812020612

王莉 副教授 1305

针对延安凤凰山革命遗址进行实地调研,对凤凰山革命精神

内涵进行梳理,从设计情景出发,提取文化创意设计符号, 

进行延安凤凰山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究。 联动历史情

境和产品情境进行延安凤凰山革命文创设计,注重红色文化

与新时代大众情感上的互动性,创新地传承及传播延安精神

。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13
儿童益智玩具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晨璐 18120311123

张敏

/1812031112

0,袁榛瞳

/1612030813

3,郑裕坤

/1812031112

初苗 副教授 1305

在我国儿童玩具的所有组成部分中,益智玩具一直都是最受

普通消费者关心的一类。因为益智玩具在儿童成长的过程

中能够起到普通玩具所不能达到的作用：益智玩具能够协

调孩子的身体机能、练习社交活动的能力等等。儿童益智

玩具的设计更是以启发智慧、刺激大脑活动、开发智力为

主要原则,因此具有较强的逻辑性、数理性和竞技娱乐性。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14X

乡村振兴的领跑者——基于轮

廓识别技术认养农场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刘星 18050209121

陈帅达

/1805020910

2,赵玉龙

/1805020910

6,杨浩

/1704051711

7,朱旭颖

/1804051413

3

张岩

波,田

敏

讲师,

教授
1202

引入“互联网+”现代农业的模式，将当地农副产品以消费

者认养的方式在互联网上销售；同时以互联网众筹的方式

筹集项目运营资金。项目年底的利润分红按比例返给贫困

户，项目养殖工人即当地贫困户，课按月领取工资，解决

了贫困户的就业问题，从拉动乡村振兴。消费者通过本项

目开发的APP，可以随时调用网络摄像头，即时监控自己认

养的“宠物”， 既增加了养殖趣味，又从源头上保证了猪

肉的绿色健康。由此不断扩认养大规模。这种商业模式对

投资人而言，不仅履行了精准扶贫的社会责任，还可以持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15

“互联网+生态农业”经营模

式研究--侧重陕西贫困地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左孟雪 19050616133

周若冰

/1905061613

2,

海琴

/1905061711

2,

屈明阳

/1905061610

6,

王蓓

/1705020612

唐可 讲师 1202

通过探讨“互联网+”应用于生态农业产业链的内在机理，

指出“互联网 +”将为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通

过调研“互联网 + 生态农业”实践中的发展模式，总结各

种模式的适用条件和机遇、挑战，对指导我国（侧重陕西

贫困地区）生态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引导

当代大学生热爱农业、回馈农业、报效家乡及提高绿色环

保意识、互联网意识、扶贫意识、创新创业意识均有现实

意义。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16

互联网信息平台对大学生就业

的影响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雪红 18050311106

张文宇

/1805031011

3,樊茂瑾

/1805031011

7,高培涵

/1905031011

3

党晶晶 副教授 0201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应用网络技术开展校园

招聘已成为当代大学生参加企业招聘的重要方式之一。校

园网络招聘以其成本低、招聘范围广、效率高、方便快捷

等特点，成为了一种发展前景广阔的招聘方式。但由于网

络招聘存在信息易泄露、收集信息单一化、筛选投递程序

复杂、针对大学生就业的专业服务平台匮乏、收取服务费

用过高、高校对网络招聘方面的支持力度相对欠缺等缺

陷，使得网络招聘对大学生在线求职极为不利。本项目旨

在就大学生在网聘市场的竞争力进行分析，并提出增强大

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可行性方案。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17
打造红色旅游 传承西柏精神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琳 17120512124

闫磊

/1712020411

5,李梦颖

/1812041511

5,刘续鑫

/1712030710

5,雒茜茜

/1712020412

冯琨 讲师 1305

本项目通过对西柏坡红色革命区的系列文创设计,及景区改

造策划的方式。以西柏坡革命圣地旅游业模式传承红色中

国革命史为目的,为把西柏坡建设成为集观光、纪念、休闲

、教育等功能为一体的主题型红色文化旅游区,使其成为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从而促进西柏坡村旅游带的建设,

推动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18X
校园盒子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姚雯婷 19080409128

王毅佳

/1905010412

5,　张媛

/1905010413

4,肖超

/1908040912

7

冉霞 副教授 1202

这是一款为了解决目前市场校园类app冗杂且功能单一，为

学生身心和手机都带来困扰的app。我们将app分为社团中

心，资料与经验分享，校园兼职中心，校园二手交易中

心，生活娱乐中心等五个模块，争取一站式解决学生生活

学业需求。因此我们团队将致力打造一款视觉上优于市面

校园app，功能齐全，板块丰富，集知识分享，社团事物，

兼职，二手物，交友，旅游美食攻略为一体的以大学生群

体为客户群的校园盒子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19X
宠萌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潘仪洁 19050104123

刘叶

/1905010412

0,黄洪梅

/1805010311

1,张启航

/1805010310

5,王源

/1905010110

万涛 教授 1202

宠萌”共分为线上app与线下服务两部分，线上的服务采用

O2O模式，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连接客户与线下实体店，

形成公司，顾客，商户三合一模式。主要板块为领养，代

养与寄养，商城，社区，爱享时光，咨询，附近，知识

库，“狗粮”（虚拟币），保险，联萌等。线下实体店服

务为提供宠物寄养，与动物有关的产品销售等。采取丰富

的营销通道，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使得顾客拥有更好的

用户体验。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20

互穿网络C/C-AlSiCu复合材

料基体强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阳 18030105114

张增

/1803010511

6,包艾琳

/1703010312

8

刘磊 讲师 0804

项目立足HPD柴油机燃烧室、高速铁路受电弓滑板等国家重

大装备关键部件对新材料的迫切需求，在申请人和指导老

师前期C/C-AlSi、C/C-SiC-AlSi方面研究基础上，结合

国内外热点，重点对C/C-AlSiCu开展基体合金晶粒细化、

热处理强化等相关研究，探究基体强化对复合材料微纳结

构的影响规律和作用机理，以期突破基体合金强化处理与

C/C骨架的协同问题，为军民相关装备的升级换代提供服务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21

高密度电容器用高温巨介电材

料成分设计与性能调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如玉 18030102127

潘薛帆

/1803010312

8,张楠

/1803010412

5,张新

/1803010412

6,成思懿

/1803010511

方频阳 副教授 0804

项目是对铋层状结构铁电陶瓷材料巨介电响应的研究，只

有阐明了异常长大晶粒的生长机理，才能获得具有异常长

大晶粒的微观组织和巨介电响应现象；只有明确了异常长

大晶粒形态的调控机制，才能为进一步调控铋层状结构铁

电陶瓷的介电性能做组织上的准备。开发能够在高温环境

中稳定工作，且具有高的电学性能的铁电材料科学意义和

应用价值重大。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22
智能旋屏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海凡 18020102103

郭栋

/1702010610

6,周雄辉

/1702010313

0,刘虎城

/1702010611

1

千学明 副教授 0802

此装置根据人机工程学的要求设计，属于“现代智能家居

的机械装置”类。本装置基于智能语音控制，以无线开关

控制电机智能旋屏器。极大填补了现有装置的不足，在使

用过程中可任意切换模式极大的提升人体舒适度，可达到

预防颈椎病的作用。此装置主要适用于书房中的情景环

境，用于日常中的电脑休闲，娱乐，学习，办公等。实现

语音命令控制电机从而显示器双屏模式快速切换的同时，

可解放双手，提高人的舒适度。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23
语音传感式智能分类垃圾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权亚腾 18040516112

张亮亮

/1804051512

2,张凯

/1804051512

1

陈超波 教授 0808

为了解决传统垃圾桶位置固定、无法进行可回收、厨余、

有害、其他垃圾的正确分类，本团队将致力于设计出一款

可以通过语音识别，自动检测进而打开或者关闭垃圾桶盖

的语音感应式智能分类垃圾桶。同时当人的手或其他物体

接近投入口一定距离时，垃圾桶盖便会自动开启，等待垃

圾投入完毕之后，在系统设定时间后又可以自动关闭，不

需用手接触垃圾桶盖。解决了扔垃圾分类麻烦、垃圾桶功

能单一的问题，并且伴随着语音识别、感应、超声波避障

等功能，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捷。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24

“防疫帮手”-无人值守称重

智能售货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旭 18040102122

张子健

/1804010212

4,李晶

/1804020412

5,聂林辉

/1804030810

9,陈志文

/1704010110

吕志刚 副教授 0808

  为了打造智慧社区，解决蔬菜购买不便、成本高、老年

人外出安全隐患大。我们设计了“防疫帮手”-无人值守称

重智能售货柜，以STM32单片机为硬件系统核心，通过对

蔬菜间隔称重来计算购买重量。通过温湿度信息采集实现

恒温调节。当运行不良，系统会先发出预警并自我调节。

为了方便老年人购买，我们提供IC卡消费。实现蔬菜称重

、温湿度检测、蔬菜保鲜、IC卡消费、无线通信等功能。

本作品的设计为居民购买蔬菜实现了便捷、安全、高效。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25
地下管线智能巡检机器人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肖雨 18040412125

姜海波

/1804041210

5,王雅

/1804041211

2,陈凯鹏

/1804041210

1,刘渊博

/1804041210

雷斌 教授 0808

针对城市地下管线可能存在的危险情况，研究地下管线智

能巡检机器人系统，采集管线中的有害气体浓度、温度、

湿度、液面高度、红外和图象等，并通过LoRa和WiFi通信

系统实现地面站与机器人之间的数据，解决管廊巡检问

题；并针对综合管廊电力、热力、燃气等建设数据模型，

根据不同管廊的运行特点和经验数据，建立对应的管理模

块，及时输出高温警报及高限报警等结果。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26

基于肌电信号的手势识别系统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妤 18040309129

颜鑫

/1804020711

7,过曾凯

/1804020510

8,王少文

/1804020611

4,段林涛

/1804020510

杨建华 副教授 0808

肌电信号手势识别可以广泛的应用于遥操作机器人、智能

机器人，医疗器械方面，能够很好的解决人机交互的相关

需求，本项目通过对人体表面肌电信号的采集，然后将信

号通过放大电路、滤波电路、A/D转换电路生成数字信号；

通过stm32F103控制对数据进行相关的处理同时将数据通

过串口发送到PC，另外设计开发一款上位机软件，然后进

行模式识别等相关算法使得能够准确识别手势并进行显

示，实现人机交互。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27

“大白”——生命守护者：智

能轮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游 18040412118

刘渊

/1704041311

1,刘植开

/1704041311

2,张兴铭

/1804010312

0,冯珂

/1802010710

董绵绵 副教授 0807

作为电影角色“大白”一样，为需要守护的对象提供安全

与便利，该项目应运而生。本项目是利用STM32为控制模

块，设计拥有人性化多功能服务的智能轮椅，其功能有危

险警报、智能避障、气囊守护、定位监测、环境温湿度监

测、语音助手和一键求助等功能，为使用者包括老人、残

疾人等各种人士提供安全、便捷和舒适的服务。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28
零件加工缺陷检测工作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晨辉 18020515120

姚浩洋

/1802051511

9,王祎乔

/1802051413

1,郭栋

/1702018610

6,王雄辉

/1702011012

韩兴本 讲师 0802

本项目应用PLC技术作为主要控制技术，设计某零件的加工

质量检测工作台，通过排列系统、检测系统、分拣系统等

模块协同运作，对零件进行缺陷检测及分拣，运用了振动

排列技术、CCD图像识别技术、PLC技术、传感器技术、气

动控制等技术，该工作台具有功能强大、可靠性高等优

点，可以很好的对零件及其它类似的零件进行缺陷检测及

分拣，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29
智能导盲拐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爽 18040101128

潘雅思

/1804062012

4,刘涵瑞

/1804010210

4

郎宝华 副教授 0808

    由于人员拥堵、大量单车占用盲道、路况不明、路面

坑洼、遍布楼梯台阶而造成的盲人出行困难；由于前方有

悬挂的障碍物，普通的拐杖无法准确的探明；由于盲人数

过多，导盲犬价格昂贵且生命周期短。以此解决盲人日常

出行的难题。本产品利用超声波测距模块来探知盲人距离

障碍物的距离以提醒报警、语音识别模块来实现盲人避开

障碍、通过GPS芯片查询位置并输送地名文本信息来合成语

音播报防止盲人走丢的一款集智能一体化的盲人拐杖。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30

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安鼓乐

”的传承与发扬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珂媛 18090101128

于思颖

/1809010112

6,  张江莹

/1809010112

7

岳立松 讲师 0501

本项目是关于西安鼓乐的继承和发扬，主要侧重对于它的

宣传以此来增加普罗大众对它的了解和认同，扩大它的受

众范围并增加潜在的非遗传承者。主要采用采访、调查问

卷、实地探查、宣传平台构建和组织公益活动的方式来进

行推广宣传。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一优秀的中华传统

文化，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并且寄希

望于在对这一文化的宣传能在一定程度上能更加丰富西安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31X

疏乘车——基于图像识别技术

的公共交通乘客调度员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文轩 18040102121

王佳龙

/1804051711

7,谭皓泽

/1804010211

1,吕雪

/1804010212

8,牛梦瑶

/1804010212

符泽轩 讲师 0807

为了解决公共交通工具每节车厢（每辆公交车）乘客分布

不均衡问题，提升乘客乘车的舒适度，特别是在新冠疫情

期间降低车厢内乘客交叉感染的概率，项目拟研发一套基

于视频推流技术和图像识别技术的软硬件信息系统。系统

实时采集车厢视频数据，并推流至服务器，通过图像识别

技术判断车厢乘客饱和度，在乘客上车前将人数较少的车

厢号（公交车班次）的数据信息推送至 “疏乘车”客户端

和公共交通系统，为乘客选择饱和度较低的车厢，提供参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32
小型水域自动巡逻船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珊 18010102132

徐顺琴

/1801010213

3,鲁悦

/1801010212

8,李刘洋

/1901010610

6,柳凯杰

/1901010610

杜玉军 副教授 0803

该系统以单片机为核心，包括动力系统、运动控制系统、

图像采集系统、超声波测距系统、GPS定位系统、语音告警

系统等，动力系统采用锂电池供电，船体的行进和拐弯靠

船体运动控制系统实现，船体的两侧和尾部装三个超声波

传感器使船体不会碰到河岸损坏船体，船体头部安装图像

传感器识别岸边和湖中有危险的人员，通过语音告警系统

进行安全警示，GPS定位系统用于测量船体位置的经度和纬

度，操控人员通过遥控器对船体进行模式的选择和遥控。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33

基于OpenMV的镜头焦距缩放的

控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广易 18010104121

廉紫阳

/1801021210

5,廖上

/1801010712

8,刘毅

/1801010711

1,李庚宸

/1801021210

3

王青松 讲师 0413

对OpenMV的光学镜头的控制进行一定的优化，通过步进电

机驱动光学镜头内部光学元件运动，以达到远程变焦的目

的，进而在软件的控制下实现更加精准的机器视觉功能。

本项目在嵌入式处理器STM32中采用Python语言编程实现

变焦算法。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34X
犬用救援装备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璐 17060102133

郭志恒

/1802010613

3,谭梦谜

/1802010613

1,闫晨昭

/1806010411

5

苏小会 副教授 0812

课题基于物联网技术，在搜救犬上加装GPS、摄像以及生命

体征探测等设备，使其具有实时音视频数据采集功能，可

用于非视距指挥及生命体征监控，实时获取音频、视频、

环境指标、生化指标等综合信息，该系统可以接入复杂重

大灾害事故现场调度指挥平台，形成全方位立体搜救与决

策。该系统能对现场搜救范围进行划分，能及时传达指

令，提高搜救处置能力，也可以掌握搜救犬工作状态，如

工作时长，心率、呼吸等生命体征，可有效保护搜救犬。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35
尧头黑瓷APP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梁坤 18060102106

薛瑶

/1806051712

7,金雨晨

/1806021213

0,倪思媛

/1806031413

1,党梦梦

/1906010312

李明

芳,裴

震

讲师,

助教
0812

在拓展消费扶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保护传承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背景下，本项目旨在开发一款安

全、可靠、便捷的尧头窑黑瓷文化旅游景区APP应用软件，

主要功能有：1）线上黑瓷非遗文化展馆，展示黑瓷的“前

世今生”，介绍非遗文化传承人；2）非遗、红旅、民俗文

化体验坊的线上预约；3）研学、劳动教育活动的线上预

约；4）黑瓷爱好者线上交流和交易平台，提供黑瓷等各类

文创产品资讯动态、供需信息及价格等。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36

室内空气中甲醛的高效催化氧

化净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凯 19030310107

何佳乐

/1903031010

5,陈瑜

/1903031010

1

王倩 讲师 0825

针对甲醛所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本项目拟制备一种具有

氧化还原可逆特性的过渡金属磷化物，并以之作为催化剂

用于室内甲醛的连续高效催化氧化净化。明确该催化剂的

制备方法，阐明该吸附体系的反应机理和污染物在该体系

中的降解机理。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37

刀具表面TiAlSi基氮化物薄膜

的制备与高温抗氧化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伍翔宇 18030102119

刘曜

/1803010111

2,李仲硕

/1803010310

7

邵文婷 副教授 0804

    针对数控加工机床高精密加工时因避免使用冷却液和

切削液而导致的切削刀具氧化磨损这一问题，本项目拟在

硬质合金刀具表面制备TiAlSi基氮化物薄膜。研究薄膜微

观组织结构、氧化温度及时间对TiAlSi基氮化物薄膜高温

抗氧化性能的影响规律，阐明高温氧化元素的迁移机制及

高温抗氧化机理，探究高温氧化前后薄膜的力学性能差

异，为TiAlSi基氮化物薄膜在高速干切削刀具领域的应用

提供技术储备和理论依据。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38
西安市夜经济现状调查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峰 17120205105

董梦瑶

/1712020511

6,房茜妍

/1812020611

3,刘浩卿

/1812020610

7,辛思钰

/1812020612

王光奎 讲师 0303

本课题通过对西安市夜经济现状开展现际调研,对西安市夜

经济发展造成的城市环境问题、城市管理问题与对周边居

民环境造成影响的问题及城市安全问题等方面进行初步的

调查和研究,最终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39
艺匠木工坊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梦迪 18120206110

冯兴旺

/1812020510

3,侯稼祥

/1812020610

5,刘浩卿

/1812020610

7,李婉彤

/1812020511

董伟 讲师 1305

本项目通过线上与线下两种模式,对现有教学资源加以利

用,将传统木工制作技艺引入到课堂教学之中,通过校企联

合,提升学生素养,为学生的创新实践提供岗位,具有较强的

可操作性。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40
服务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党苗苗 18120207114

冯兴旺

/1812020510

3,蔡梦迪

/1812020611

0,逯芝荷

/1812020711

7,侯稼祥

/1812020610

张斌 讲师 082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的重

大举措。本项目以乡村振兴为核心,立足于专业优势,运用

艺术手法打造乡村特色,为农村的发展提供服务和意见,具

有较强的可实施性。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41
一览长安—带你用AR看世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云 18080102116

瞿欣卓

/1808010211

8,王晶

/1808010212

0,王露露

/1808010212

1

张华 教授 0502

此项目“一览长安”APP的开发，实现旅游的趣味性和便利

化。运用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方面的知识，结合AR技术，

用户通过扫描具体实物，包括文物，手工艺品，标志性建

筑及景点等，可获得详细实物介绍，包含历史故事，用

途，文化意义，作用影响等，还可以提供周边的相应景点

的推荐，路程的安排，路况的介绍。“一览长安”实现了

影像的立体呈现，以三维动画的方式，生动有趣，对于用

户的操作使用，以及用户了解信息便利度有着质的提升。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42

基于OneNet云的景区环境监控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熊贻鑫 18040103116

常恒通

/1704010110

13,任类思

17040518114

,谭心雨

/1804051712

8,邵昱铭

/1804010210

9

李晓艳 讲师 0808

由于疫情旅游业遭遇寒冬，由景区入手为了帮助景区解决

科学提升景区游客容纳量，助力旅游业复苏，同时全面升

级景区内自然因素检测水平，并能够进行自动控制以及提

升对疫情防控检测能力.思考架构出一个可以达到以上需求

并可以应用于更广泛环境的多因素检测与控制系统。由树

莓派3B+为核心，与usb摄像头实现人物特征检测模块，由

STM32F103C8T6为核心与多种传感器组成环境监控系统，

具有监控自然环境并对应控制以及，人流量检测与即时图

形反馈与防儿童走丢系统等功能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43
智能自行车立体停车库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四娃 18020103106

何少挥

/1802010310

8,李铖阳

/1802010311

0,李浩

/1802010211

张新运 副教授 0802

针对改善城市自行车停车难、乱停乱放的问题，该项目以

立体车库为依托，加入维信扫码系统，可以实现自行车智

能停车、智能取车，智能控制，而且该设计的立体化效果

使占地面积仅为普通自行车库的40%，有效的提高资源的利

用率，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自行车乱停、乱放的问题

。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44
家庭智能浇花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宇鹏 18020108108

卢俊林

/1702051611

0,闫渭丘

/1902051711

5,苏春波

/1602010911

王丽 副教授 0802

家用机器人在销售量和销售额上都呈指数式增加。许多国

家都相信这一领域有望成为一个巨大的机器人市场。因此

我们团队设计了一种智能浇花家庭机器人，实现室内自主

感知花盆中的植株的含水状态，并能够自动识别并导航至

花盆位置，完成最基本的浇花任务，本设计旨在打造一款

真正能够家用的低成本机器人。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45
水果整理称重分级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路凡 18020109122

吴松

/1802010912

1,王嘉雄

/1802010911

7,阴雨雷

/1702010612

4,杨斌

/1702010512

万宏

强,苏

米兰

副教

授,助

教

0802

针对超市、水果店等果品销售点，对水果后处理的分级、

包装等、水果由大包装到小包装之间主要存在的问题，研

制一款应用于超市、水果店等果品销售点，可对水果由大

包装到小袋包装自动化分级的设备，水果重量自主分级收

集包装设备，可以依据重量对水果进行多个等级的分级，

水果进入到收集部分，收集部分依此对不同等级的水果进

行释放到打包单元，通过控制处理，最终确保每个水果包

装里面的水果重量相同，一定程度上解决现存的问题。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46
智能婴儿摇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康 17020107106

方冰

/1702010710

4,冯纪兵

/1702010710

5,高圆博

/170207107,

武丽丽

/1702010713

千学明 副教授 0802

动带定时、声控、MP3播放为一体的婴儿摇篮，在监护人忙

于其他事情时，能有效替代监护人护理婴儿。能够很好的

为宝宝及其监护人提供很大的方便，使婴儿和监护人都能

有充足的睡眠环境，使睡眠问题不再困扰婴儿的健康成长

和监护人的正常作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

步，越来越多拥有宝宝的家庭需要一款智能婴儿摇篮，在

未来将体现其优越性。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47
多功能智能辅助老年人起身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敏晓腾 18020210109

周宇恒

/1802010412

9,胡欣雨

/1802051412

7,屈志峰

/1702010211

7,徐梦婷

/1702051712

张新

运,薛

鹏

副教

授,助

教

0802

本项目中椅子主要由动力驱动装置电机、传递装置丝杠、

绕固定轴转动的活动坐板、绕坐板活动一侧转动的靠背、

两侧扶手等组成。老人通过可控制电机转动的按钮，使得

电机缓慢转动，带动丝杠上螺母的直线运动，从而顶起活

动坐板，实现辅助老人起身。同时，保持两侧扶手始终与

地面平行。由于靠背可绕轴转动，坐板被抬升的同时保持

靠背与地面垂直。此外，可控制电机逆转，实现坐板缓慢

落下，帮助老年人坐下。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48
智能消杀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皓月 18040308101

周扬

/1804020712

1,     朱婉

昕

/1804030913

0,   饶浪

/1804020711

0

杨永

侠,郜

辉

教授,

助教
0808

为了解决传统人工消毒作业方式存在的不安全，效率低，

效果差的问题，设计一个智能消杀机器人，此机器人功能

包括可自由移动，进行全方位的消毒，并且含有检测系

统，当检测到人或者动物时，暂停工作并移动，保障了安

全性，这些功能以单片机为核心，检测电路模块，中心控

制模块，机器移动模块，喷洒控制模块构成主要电路来实

现，我团队的这个设计旨在解放人工，保护人的安全，解

决目前遇到的公共安全卫生问题，为人民安全健康做贡献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49
智能旋转窗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保全 17020108129

柏峻凯

/1702010910

1, 张坤

/1602010912

9, 陈焕

/1704010112

4

千学明 副教授 0802

本产品在传统窗户上做了改进，将推拉式窗户改为旋转

式，由电机带动轴转动从而带动窗户旋转，使通风面积达

到90%，而且方便擦洗玻璃。在窗户底下装有棘轮，用来固

定窗户的位置，使其有良好的抗风性。在窗户上也有许多

由单片机控制的传感器，有气体检测装置，作用是预防有

害气体中毒，当有毒气体达到临界值时开窗并报警；湿度

传感器，下雨天自动关窗。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50
平式屋顶除雪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祎乔 18020514131

薛焱丰

/1802051412

1,李世龙

/1802021010

6,王雨欣

/1702010913

2,武丽丽

/1702010713

汪庆华 副教授 0802

本课题设计一种目前存在的各种应用场景除雪机械，从而

得到一种类似于麦子收割机形状的除雪机器能实现清洁能

源的利用。除雪装置由车体和安装在它上面的电机(原动

机)、换向器、传动装置、集雪装置以及安装在集雪装置后

面的的抛雪装置组成。整个装置结合机械学、电学原理，

利用PLC控制，完成整套的系统装置设计。该设备针对多种

场合除雪场所，极大程度上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51

雕盘绮食--PNP/JAVA语言搭

配的景区自助料理制作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婷 18040103126

解雪新

/1804010212

7,彭贺

/1804010111

4,刘通

/1804062010

5,张旭

/1804010212

2

赵黎 教授 0807

雕盘绮食--PNP/JAVA语言搭配的景区自助料理制作机项

目，制作及采用STH15传感器实现对系统内食物的温湿度

检测，从而将数据传输到CPU进行反馈，最终实现恒温条件

。若系统发生运行环境不良时，系统会先判断故障原因且

向工作人员预警，之后反馈信息到CPU做出处理，这样极大

的便利了故障排除工作。采用小程序反映系统内STH15所

反馈的湿温度等情况，用于实时监控，方便运行人员做出

对应的参数调节，也将每日的销售情况进行采集最后汇总

到上位机内，方便运营人员分析规划等。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52
自动化夹具综合实验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垠衡 18020106119

王洋阳

/1802010413

4,陈鸿跃

/1802010310

2,屈志峰

/1702010211

7,刘宇凡

/1802010712

万宏强 副教授 0802

机床夹具实验是机械制造技术基础中重要的实验环节，但

现有国内外产品缺少自动化夹具教学实验系统，本项目开

发出一种机电液一体自动化夹具实验台，主要由实验平台

和控制平台两大部分组成，其中实验平台主要由手动夹具

和自动夹具组成；控制平台主要由电气控制平台、液压控

制平台、气压控制平台等组成。该实验台对机械制造专业

的实际教学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53
果树自动喷药车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嘉玲 18020617126

赵汉青

/1802061712

4,王亮

/1802051611

6,尚徐碧玥

/1702051613

0,刘欣悦

/1702051612

叶建 高工 0802

本课题设计一款中小型果树自动喷药车，具备自适应能力

的果园自动喷药装置均有一定的必要性。可对多种果树，

以及果树的全方位实现农药喷洒。装置左右两排的果树喷

药。升降装置采用丝杠螺母导轨形式实现喷头上下的移

动，喷头利用机械杆组实现喷头的旋转，有三种模式的切

换装置、和喷杆实现竖直喷药模式、45°喷药模式和对地

喷药模式。该设备可有效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54X
青草微传创意工作室运营实践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麻隆金 17090203103

韩亭

/1709020311

3,

李媛昱

/1709020311

7,

李晓燕

/1908030611

4,

黎广坤

/1702010210

陈红 副教授 0503

立足于高校周边商圈中小微型商户的营销传播需求，依托

项目组成员广告学专业的专业素养和技能，以创意工作室

为平台，搭建链接商户服务需求和学生专业能力、创新创

业能力培养的桥梁。通过合理的运营模式、盈利模式设

计，建立微信公众号及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完成满足商户

营销需求的创意内容制作与传播，探索专业学生的实战训

练有效方式和路径。同时解决实际市场需求，实现专业服

务社会的实际意义和价值。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55
苹果防震自动网套包装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世龙 18020210106

徐琳杰

/1802010913

4,薛焱丰

/1802051412

1,高圆博

/1702010710

7,付康

/1702010710

张新

运,薛

鹏

副教

授,助

教

0802

本课题设计一种用于苹果采摘后自动套网装置，该装置主

要是通过传送装置和套网装置来进行苹果的自动套网，首

先将采摘好的苹果放置传送台上，苹果传送到套网装置下

方后套网装置开始工作对其套网，最后套好防震网的苹果

运动到传送带尽头掉落至出口。本课题不仅可以极大的缩

短水果套网的时间，使水果的出售更具效率，而且可以缩

小人工成本。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56
油烟管道清洁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昊兰 17020110105

樊珍珍

/1702010613

2,李倩

/1902051712

4

王沁 讲师 0802

该机器人，具有自适应的调节功能，能够更好的适应不同

大小的管道，并能够通过摄像头，调节机器人在管道中的

位置，使其处于管道的中央位置，并通过雾状喷头，电动

滚刷，后置旋转清洁喷头相结合的清洁装置，相较于目前

市面上的常见的清洁机器人能较好的完成清洗油烟管道的

任务。再配和摄像头及外部操作箱可以实时了解管道内的

清洁情况，更好的完成自动控制+外部辅助操作的工作模

式，从而在达到简化操作步骤，提高清洁效率的目的。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57
无动力外骨骼楼梯助行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霍磊 17020517108

刘琛

/1702010311

5,张晨辉

/1802051512

0,郝静怡

/1801010712

6,何晓林

/1802051512

千学明 副教授 0802

针对老年人上楼梯困难的问题，我们准备设计一种轻便、

安全、经济性高的无动力外骨骼装置。老年人因为关节硬

化、腿部力量不足，在上楼时会出现困难，我们通过老年

人与年轻人的步态分析，得到老年人缺少的扭矩。最后采

用机械机构，补充扭矩，达到提高老年人腿部力量的效

果，从而解决老年人上楼梯困难的问题。无动力外骨骼楼

梯助行装置的设计还可以为医疗康复装置奠定基础。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58
全北户型智能采光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媛媛 18020109131

杨子江

/1802010912

3,杨路凡

/1802010912

2,豆少杰

/1702010710

2,赵伟

/1702010612

李军宁 教授 0802

本采光系统首先让光源经过凸透镜并发生聚焦汇集光线，

为了增加光照强度，可以增加凸透镜的数量，使多个凸透

镜光源汇聚于一点。采用电机以及单片机系统进行控制，

通过光纤系统进行光线传递，反光组件设置为类似于阶梯

状的矩形结构，并首位相接，呈现一体化，使其固定在窗

户的外围，避免挡住人观看窗外动态的视线。该系统可满

足住户采光需求，提高住户的生活质量。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59
综合管廊巡检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亢杰杰 18040413121

郭娇阳

/1801010712

5,

向汉辰

/1804020411

7,

李红

/1804041312

2,潘子岳

/1801031311

雷斌 教授 0808

综合管廊内部集中布置各种工程管线，当其中一个管线发

生故障后必会影响其他管线的正常使用。引进机器人巡检

技术，对综合管廊进行日常巡检，可以大大提高日常检修

工作效率，降低检测工作强度，保障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结合目前的综合管廊巡检机器人的不足，将声定位系统

安装在机器人上，将更方便安全的巡视地下综合管廊，为

工作人员呈现更多数据以及时发现隐患，预判设备不良工

况，实现对设备运行状态和运行环境的智能检测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60

强化城市服务和管理，推动地

摊经济有序繁荣发展——城市

治理与地摊经济兼容发展报告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怡帆 18090405125

王晓艺

/1809040512

1,王梓雁

/1809040512

2,吴芷兰

/1809040512

3,徐鹏宇

/1809040512

李金玉 副教授 0301

地摊经济作为疫情背景下解决就业，促进消费的经济模

式，具

有独特优势，但与城市管理政策相冲突往往导致其发展陷

入困

局。本项目思考如何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相应提高

城市服务管理水平，在社会转型升级中更好的释放政策红

利和制度功能，如何在维护城市和谐稳定的良好秩序的前

提下保障和促进地摊经济的活跃发展。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61

多功能机械运动组合机构实验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凌骏 18020106129

赵可中

/1802010912

7,马跃

/1702010211

5,邓盼园

/1702010310

2,王瑜莉

/1702010213

姚敏

茹,苏

米兰

副教

授,助

教

0802

本项目提出了一种多功能机械运动组合机构运动实验平

台，该多功能机械运动组合机构实验平台可以支持直齿轮

传动，斜齿轮传动，链轮传动，带轮传动，槽轮传动，四

连杆传动等六种机构进行组合拼装运动演示，能清晰明了

的展示机构运动过程的能力，互换性强，适合初学者使用

的多功能机械运动组合机构实验平台。该实验台本体在满

足一般实验台要求的基础上还可以支持多种机构进行互换

。该平台可大大提高实验教学水平。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62

高储能密度脉冲功率陶瓷电容

器的制备与改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鑫 17010213118

董融庆

/1701031410

1,陈紫晗

/1701020910

戴中华 教授 0804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63
一种差分式激光光幕靶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浩 18010209105

行金利

/1801021011

9,刘思桐

/1801031412

5,荀立峰

/1801031312

郑倩瑛 讲师 0807

本项目的研究目的就是应用差分光幕技术研制一台适于室

内测速用的激光光幕靶，解决常规光幕靶易受光干扰，室

内测试曳光弹、电磁轨道抛体，以及大口径弹丸捕获率低

、测试精度差的难题。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64
智能家居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贤聪 17010107113

马鑫

/1701010711

0,邵力之

/1701010711

2,李谱林

/1701010510

张维光 副教授 0806

在物联网时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使智能化家居系统应用越

来越广泛，对于智能化家居系统的研究，在理论上推动智

能化技术在家居领域的发展，为智能家居产品的设计与开

发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研究智能家居系统是为了能够研

发出实现家居设备之间互联互通的控制系统。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65
高稳定性半导体激光器光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廖上 18010107128

杨志新

/1901031611

5,李松旺

/1801021110

9,翟艳

/1801010313

4

张雄星 副教授 0803

半导体激光器具有波长范围广、效率高、寿命长等特点，

在工业生产和军事国防等行业同样有着广泛的应用。高功

率稳定度和波长稳定度的半导体激光器价格昂贵，其输出

波长和功率与驱动电流、结温度有很大关系， 同时浪涌电

流以及电网冲击等多种瞬态的电压或电流尖峰都很容易损

坏激光器， 缩短其使用寿命， 因此对半导体激光器的驱

动电源和温控系统有很高的要求。本项目设计一种高精度

恒流驱动和恒温控制的半导体激光器驱动电源，并结合蝶

形封装半导体激光器芯片，设计并制作高稳定性半导体激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66
基于语音识别技术的门禁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麻鑫 17010213110

王钰惠

/1701012127

,刘勇伟

/1701021110

9,谢可萱

/1702021113

聂亮 副教授 0806

目前，非接触控制有语音控制、手势控制以及虚拟现实控

制。鉴于语音识别技术的迅速发展，此项目针对门禁机械

按键容易传播病毒的这一缺陷，解决现有门禁控制系统存

在的问题，并在现有的门禁控制系统基础上，提出一种基

于语音识别技术的非接触式门禁控制系统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67

基于无线传感网络的路面监测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廉紫阳 18010212105

赵睿

/1801010311

8,张维佳

/1901010711

9,任海洋

/1901021011

0,刘佳欣

/1901010810

8

吕宏 副教授 0803

本项目是基于UWB和802.11a通讯技术设计的一套全新的路

面监测系统。通过这两个技术配合进行车间互联，达到以

下目的：（1）可以保证能将每辆车的信息传给路面监测调

整基站系统，之后路面监测调整基站系统可以根据路面车

辆数量实时调控红绿灯时长；（2）将车间的驾驶状况进行

实时交互，减少追尾之类的交通事故的发生；（3）可以将

远程发送给车主 ；（4）并通过加密手段，给予每一辆车

一个“电子车牌”以防止传统车牌可以人为遮盖车牌带来

的车辆信息难以调查的弊端。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68

光纤微流传感溶血检测技术的

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岩 18010212119

胡岚霆

/1801031310

4,毕鑫

/1801010712

4,候朋飞

/1801031310

3,刘宝怡

/1801020812

陈海滨 副教授 0803

本项目提出的基于光纤的红细胞过滤新结构、光纤倏逝波

场溶血检测新方法，可在光纤上实现所有的溶血检测功

能，具有原创性，将成为溶血检测方法的一次重大突破，

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可预期的生物医学应用前景。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69

高储能透明陶瓷电容器的制备

与改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佳晴 18010313128

陈欣雨

/1803020611

8,张坤

/1801031312

3

戴中华 教授 0804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许多领域对于陶瓷电容器

的储能密度、耐压强度、体积、可靠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本研究组通过创新型实验探明KNN体系陶瓷材料的

制备工艺及应用特性，所制备的储能陶瓷材料不含铅、镉

等有害物质，符合环保要求，可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提升国民健康水平。拟制备出能够在可见光及近红外区

域显示出较高的透射率、在高击穿场强时可具备高储能密

度并且能将电学与光学特性良好结合的透明陶瓷电容器。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70

涡轮增压柴油机活塞顶防积碳

抗烧蚀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卓 18030105124

李昱恒

/1803010410

9,高宇

/1703010210

3

刘磊 讲师 0804

本项目针对现役特种装备大马力涡轮增压柴油机活塞在高

原、低温等特殊环境中因积碳诱发的烧蚀问题，基于申请

人前期参研十余只烧蚀活塞解剖分析的相关工作，通过对

活塞合金表面特性进行调控从而阻碍燃油附壁进而抑制积

碳形成，主要开展表面加工方法和涂覆搪瓷层对活塞合金

表面疏油特性的影响规律和机理研究，以期掌握铝活塞顶

积碳防控的抗烧蚀方法，加速现役先进兵器装备的全球化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71

新冠疫情后影响消费者补偿性

消费的因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婉婷 19050616114

吴梦娇

/1905061712

8,马思思

/1905061712

0,马紫怡

/1905061611

马军平 副教授 1202

本项目对新冠疫情过后消费者的需求和心理进行研究，探

讨如何运用补偿性消费进行对恢复经济有所帮助的措施，

找出可行的办法，并提出合理建议。帮助企业更好的复

工，有助于国家尽快恢复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就此使

国家尽快复工复产，使经济走上正轨。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72
智能蓝牙音箱外观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裕坤 18120311126

张敏

/1812031112

0,白云峰

/1612030810

1,赵晨璐

/1812031112

3

初苗 副教授 1305

蓝牙音箱以其便携、美观等优点得到了用户广泛的使用。

其技术较成熟,但每个人对美的概念、便携的要求是不一样

的,所以就出现了音响五花八门,仍有人找不出一件自己满

意产品的情况。本次设计主要目的是设计一款新颖的,有突

破性的智能音箱的外观造型,既能够符合大众审美,满足消

费者的审美需求,同时也能够有一些新的创意点,能够满足

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和好奇心理。要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

充分考虑消费者的需求,设计服务大众。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73

基于陕西民间玩具元素文创产

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知心 17120103117

奈森森

/1612010312

5,苟帅

/1712010310

2

于天文 讲师 1305

陕西特色玩具和地域文化同作为一个地域的代表性元素,在

进行对外宣传时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融合方式共同传播。

众所周知,文化总是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来呈现,陕西传统玩

具作为陕西旅游行业市场中流通的实物,完全可以当此重

任,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地方文化元素引入陕西特色玩具

中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元素加以创新。这样,当玩具在促销产

品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地域文化的传播。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74

新形势下涉农小微企业的自媒

体创新推广与运营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朱旭 18120414111

张慧

/1812041412

2,张梦菲

/1812041312

5,张冰倩

/1812041312

4,陈泽宇

/4180302010

于振玺 讲师 1305

本项目能紧紧围绕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开展训练,研究和实施

过程中采用代表未来营销趋势且推广成本低的互联网自媒

体作为运营平台,符合涉农小微企业自身发展特点,具有较

强的实践性和创新性,实施价值高。另外,本项目力图探索

出一条适合涉农小微企业推广和运营的模式,可操作性强、

匹配度高,目的在于进一步增强陕西省优势农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提高知名度,为我国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75X

整合国际交流生和地方高校英

语人才资源的自媒体语言文化

交流与传播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郑裕玲 17080101117

张咪

/1708010112

9,马雪宁

/1708010111

7,畅天湘

/1708010110

7,赵莉

/1705020713

袁芳 讲师 0502

此项目是提供给国际留学生和高校外语人才一个直接的互

取所需、共同提高语言能力、了解和传播中外文化的一个

双向、交互平台，对国际留学生和地方高校外语人才资源

的整合，利用自媒体促使双方直接互动交流，提高语言能

力的同时，也有文化的感受和浸润，同时大大降低了语言

学习成本。此项目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76X

基于图像处理的3D轨道鼻窦精

准给药系统及其产业化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赵克中 18020109127

牛创吉

/1902051710

6,杨曦杰

/1841011043

,张嘉澳

/37Z4190632

,刘博

/2162012015

田军委 教授 0802

本系统通过采集患者鼻腔CT数据、分析计算患者鼻腔三维

图像、设计并3D打印鼻窦给药轨道来实现鼻窦精准给药。

使用该产品的患者，可以有效抑该疾病术后反复复发问

题，而且操作简单无需医师引导患者即可自行操作，并可

以依照病情调整给药量达到世界鼻科学会对治疗鼻窦炎伴

鼻息肉每日使用的糖皮质激素计量的要求，并且可以该轨

道可重复使用，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77X
“花”中有话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相雨晨 18050102124

王熹

/1805010212

1,王曦

/1805010212

2,堂芝

/1805010212

3,许晨芳

/1805010212

李育英 讲师 1202

「“花”中有话」项目,将互联网与花束更好的联系起来，

通过微信公众号，营造一个慢节奏的品质生活。微信公众

号设置知识推送、模拟插花游戏和自主下单三大板块。推

文将介绍花语、育花插花的技巧,游戏将进行模拟插花并和

实体花束结合，自己DIY制作的花束，可生成订单，上传至

互联网平台，发送到各个花店终端，店家在平台上自主选

择订单，公众号平台将监管花店花束的制作以及快递的运

输以保证消费者的权益。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78X
我们的后花园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武朝 18050103104

班军营

/1805010410

1,杨诗晨

/1805010412

3,杨停山

/1805010110

5,相雨晨

/1805010212

杨倩 教授 1202

“我们的后花园”是一款服务于爱花人士的线上网络社区

型平台，平台以“与花为友，结庐在小园”为社区文化，

主要分为交流、学习、销售三个板块运营。三个板块作为

社区文化的载体，相辅相成，为爱花人士打造了一个远离

喧嚣、与花为友、以花会友的线上“后花园”社区。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79X
时尚潮搭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颜静鸽 19050101125

王梦雪

/1905010112

4,任润荣

/1905010122

,阮若琳

/1905010112

3,杨曦

/1905010112

杨倩 教授 1202

时代尺码秉承“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be 

beautiful”的经营理念，努力将销售与服务周到化，满

足大众需求。公司志在成为国内第一家与服装销售平台相

结合提供服装搭配师根据顾客需求进行精准搭配，是一家

集服装设计、生产、搭配、销售为一体的公司.公司以‘让

每个人都有变美的权利’为使命，凭借一流水准的运作体

系和持续完善的服务网络，竭诚为广大顾客提供时尚、快

速、专业的精准搭配服装销售服务.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80X
“我型我塑”形象设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韩钊凤 18050206117

雷元辰

/1805020611

9,汪显杰

/1801010111

5,陈平

/1810010210

1,胡文娜

/1807020611

逯颖 副教授 1202

为解决消费者自行设计妆容以及服装难的问题，开发“我

型我塑”软件平台，通过上传用户个人一些身形信息建立

高还原度的用户真人模型，用户可根据自身条件以及需

求，调用服装、妆容资源库中的数据，以及设计参考，完

成自我形象的塑造。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81X

衣人相映，包蕴文化——汉服

主题综合性服务店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周贤 18050206133

孙畅

/1805020612

8,吴依阳

/1805020613

1

李薇 副教授 1202

汉服日渐受到更多关注，对汉服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 然

而汉服爱好者们鲜有一个可以聚集交流爱好的场所， 因此

我们希望通过综合性汉服主题服务店的开设，为爱好者们

提供线下聚会的场所。此外，因为汉服在不同朝代的形制

有其各自的特点，汉服种类丰富，加之一些电视剧剧组对

汉服考察不严谨，使不少人对汉服的了解只停留在“古装

”的认识上，甚至认为它是奇装异服。然而服饰既是物质

文明的结晶，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直观体现。本项目希望

通过互联网平台宣传汉服文化，展示汉服之美，让大家了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82X

Leader

校园兼职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周洋 19050101109

岳世棋

/1602051812

1,陈辉

/1905010110

1,张睿立

/1905010110

赵玉姝 副教授 1202

基于目前在校大学生找兼职容易，找到适合自己，能够学

到真本事的兼职难而且容易上当受骗的状况，我们计划创

建一个联系有兼职需求的在校大学生和用人单位或组织之

间的，拥有专业团队来判断兼职工作类别的校园兼职综合

服务平台。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83

基于色彩区分的机电一体化分

拣实验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亮 18020516116

许乐羿

/1802051512

9,钟文瀚

/1802051512

3,辛豫婕

/1702051512

9,肖瑞娟

/1702031213

万宏

强,王

晶

副教

授,助

教

0802

本项目应用PLC技术作为主要控制技术，设计一种基于色彩

区分的机电一体化分拣实验台。该实验台有排列系统、检

测系统、分拣系统等四个模块协同运作，对零件通过色彩

识别进行分拣，运用了振动排列技术、CCD图像识别技术、

PLC技术、传感器技术、气动控制等技术，该实验台具有功

能强大、可靠性高、分拣效率高等优点，可以很好的对零

件及其它类似的零件通过色彩区分的方式进行分拣的功能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84

冻融-氯离子耦合作用下钢筋

混凝土界面的粘结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蕊彤 18070103129

张鑫睿

/1807010311

9,朱驰

/1807010312

4,曹倩

/1807010312

5,王杰

/1807010211

王斌 副教授 0810

本项目基于我国北方沿海寒冷地区钢筋混凝土结构受侵蚀

特点及环境特征，开展冻融-氯离子耦合作用下钢筋混凝土

界面的粘结性能研究，揭示钢筋-混凝土界面粘结性能退化

机理，为结构性能的精细化分析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85

多掺矿物掺合料再生混凝土力

学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子昂 18070105106

陈旭

/1807010210

3,杨洋

/1807010511

6,徐一鑫

/1807010413

2

王家滨 讲师 0810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大量废弃混凝土，对脆弱的生态

环境带来严重危害，将废弃混凝土生产再生骨料并用于制

备再生混凝土，是未来混凝土发展的重要方向。再生混凝

土的多界面结构，导致其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较低，严重

制约其推广及应用。本项目通过改变矿物掺合料的种类、

掺加比例及掺量等因素，改善再生混凝土界面结构，对新

拌及硬化多掺矿物掺合料再生混凝土的流变性能及力学性

能展开系统的研究，为推动再生混凝土合理化应用、结构

施工等方面奠定理论基础并提供技术支持。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86

唐代建筑元素在产品设计中的

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萌 18020412121

王宏宇

/1807030711

4,邱志宏

/1807030711

4,董毅

/1702010210

3,张烜

/1804041011

王守民

校团委

书记/

讲师

0802

本项目力求突破唐代建筑元素大多数应用在现代建筑的一

些模仿以及其他现代产品对古建筑元素应用这个缺口，拓

展其研究范围；设计一款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创新的创意产

品，以达到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的目的，传递

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87
人工智能手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向炳霖 18010106116

王文博

/1801010611

4,程鑫宇

/1701010610

2

张维光 副教授 0806

人工智能手柄是一种计算机生成的虚拟环境与实际之间可

自然交互的人机界面的工具，其应用开发前景非常广阔。

利用3D扫描技术对汽车的部件建模，通过VR技术看到内部

零件模型再通过手柄控制模拟检修练习，将会更加有效

率，同时节约成本。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88
刀具几何角度修磨综合实验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少挥 18020103108

李浩南

/1802010110

9,杨虎

/1702010212

1,郭明虎

/1702010510

6,崔鲲鹏

/1702010510

汪庆华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针对刀具加工与测量实验台无法满足正常实验教学

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适合于机电专业或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专业教学的刀具几何角度测量与修磨教学实验系统。实验

台由PC机、电气控制柜、机械工作台及软件等部分组成。

以普通外圆车刀为实验对象，实验项目涵盖了普通外圆车

刀的各种几何角度的修磨实验。将刀具几何角度测量修磨

技术与数控技术有机的结合，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刀具测量

修磨技术以及机电控制和数控技术。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89
可回收垃圾分类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钟文瀚 18020515123

张文博

/1802051512

2,张晨辉

/1802051512

0,盖丽娜

/1702031211

6,王亚庆

/1702021111

9

万宏

强,王

晶

副教

授,助

教

0802

针对可回收垃圾中的废铁、塑料瓶、废纸等几类垃圾进行

简单的分类设计一种装置，整个装置结合机械学、光学、

电学原理，利用PLC控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进料装置、

风选装置、磁选装置、传送带、光电传感器分选装置。该

设备针对可回收垃圾进行简易的分类，极大程度上降低劳

动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可回收垃圾分类装置将会对垃圾

分类的装置起到一个促进发展的作用，弥补了市场上垃圾

分装置的不足于缺陷，并为未来垃圾分类装置的研究与设

计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90

西安旅游景点外宣翻译及媒体

融合传播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续丽荣 18080101124

杨文雨

/1808010112

6,张蝴蝶

/1808010112

7,张金花

/1808010112

8,高天欢

/1808010111

张静华 讲师 0502

此项目探索传统外宣翻译的优势与新媒体的结合模式，通

过新媒体、多语种传播西安城市形象和旅游景点的民俗文

化，具有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现实意义。

在媒体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下，此项目的开展能够促进当

代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同时提升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91
垃圾分类检测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杰 18040101105

冯玮

/1804010110

6,杨洋

/1804010112

1

吕志刚 副教授 0808

在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中,存在很多可回收利用的资源,合理

回收和使用城市垃圾,能创造出更大价值，对于资源利用与

环境保护有着深远意义。但我国目前垃圾分类机制并不完

善，环卫系统在分类垃圾配套设施、运行管理上脱节。虽

然各个地区都有垃圾分类箱，但是目前垃圾清扫车多是混

合收集，很少能做到在回收垃圾时就对垃圾分类，不能对

各种垃圾进行独立收集、运输，使得有用垃圾的利用率较

低，这是资源的一种浪费。基于以上几点原因急需研发一

套置于垃圾清扫车内部的垃圾分类检测装置的装置。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92
齿条展成法加工综合实验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希 18020107122

张琳

/1802010313

6,张巨海

/1702010212

5,阴雨雷

/1702010612

4,杨斌

/1702010512

姚敏茹 副教授 0802

齿轮齿条加工作为工业生产的重要方面，在教学中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国内相关的教学实验设备资源缺乏，

因此开发一套以齿条加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实验设备非常

必要。本课题拟研制一套齿条展成法加工综合实验台，包

含机械设计中常用的传动结构，以及 PLC 硬件和软件系

统等，进行课程相关内容的实验教学。对于增强实验环节

的作用和效果，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价

值。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93
自动租赁清洁小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葛世宏 18100203103

李姜韬

/1804010111

0、贺辉炫

/1804010110

7、袁晓曦

/1804010112

9

许韫

韬,吕

志刚

助理工

程师,

副教授

0808

在生活中，当我们打扫卫生时，手中没有称心的工具，却

不愿购买。一是因为使用次数少，二则是占用空间，从而

形成浪费。

在租赁工具行业上，市场仍有空缺。对于这些很少使用的

工具，只需较低的投入和维护成本，资源配置合理。

我们在一定范围内设置自助的清洁小站。清洁小站里提供

各式清洁工具的租赁以及各种洗化产品的售卖。用户可通

过扫码或者蓝牙连接进行解锁。使用后，只需将工具归

还，完成结算。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94

基于交互设计的商业化古城镇

建设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宁子欣 18020412124

高复琼

/1802041211

9,赵海邻

/1802041211

4,雷雨

/1802010910

7,王思瑶

/1802061712

王霞,

曾志英

副教

授,讲

师

0828

本项目通过对商业化古镇建设的探索与研究，分析商业化

对古镇建设的利弊，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平衡。与所学专业

知识相结合进行改良设计方案主要开拓人们对目前商业化

古镇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对中国传统古镇建设文化的热爱

与保护。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95

智能红外测温门禁及数据管理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星星 17010211127

李康

/1701021110

8,

王欣茂

/1710020411

5,

刘琳

/1706010412

陈玉娇 讲师 0806

本项目针对市面上存在的现有温度检测系统的不足与优势

进行设计了一个成本低、非接触、测量效率及精度高，并

能实现基本人员信息检测的测温系统。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96

机械类学生生产实习知识数字

化共享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金鸣翰 18020514109

李奕言

/1802051510

8,马智龙

/1802051411

4, 薛焱丰

/1802051412

1

贾建利 副教授 0802

生产实习一般都在校外工厂进行，要求实习内容丰富、接

触面大、涉及知识范围广。学生需要一定的知识量储备。

本项目目的为支持生产实习的智慧化和信息化，为生产实

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提高学生生产实习的效率和预期效果

。通过需求调研、关键技术研究和系统设计，实现生产实

习知识和信息的集成，构建生产实习微信小程序的研究能

够提高生产实习知识的共享水平和数字化，提高学生对生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97

铣钻切削力切削温度测试实验

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葛海江 18020109105

白银辉

/1802010910

1,晁樊伟

/1802010710

3,张鹏宇

/1702010412

5,王鑫

/1702010412

张晖 工程师 0802

本项目设计一种在工作时测量切削力和切削温度的机床。

首先将需要测量的材料夹持在工件台，然后控制铣钻机构

进行钻削，在钻削的过程中，通过力值传感器来检测钻削

力的大小，温度的测量则主要通过温度数据采集仪将数据

传送给上位机，打开上位机中实时温度采集软件进行数据

收集。该实验台可为提高教学效果，培养高素质人才服务

。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098X

“双语桥”中外语言线上交流

学习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张玲 18090304126

章园萍

/1809030412

8,李嘉龙

/1809030410

3,邵欣雨

/1805010312

徐光

明,解

晓翠

副教授 0501

此次项目是属于中外语言线上交流学习平台。主要针对6-

18岁年龄段的学生，采用1V2的模式，就是一个老师教授

两个学生（一个中国学生，一个外国学生），他们的年龄

段和语言背景相似。老师通过引导，纠正的方式，让学生

之间可以进行双语交流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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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壁打孔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思琦 18020109135

杜昊轩

/1702010610

3,徐浩铭

/1902051811

6

赵鹏 讲师 0802

该机器人，具有自适应的调节功能，能够更好的适应不同

大小的管道，并能够通过摄像头，调节机器人在管道中的

位置，使其处于管道的中央位置，并通过雾状喷头，电动

滚刷，后置旋转清洁喷头相结合的清洁装置，相较于目前

市面上的常见的清洁机器人能较好的完成清洗油烟管道的

任务。再配和摄像头及外部操作箱可以实时了解管道内的

清洁情况，更好的完成自动控制+外部辅助操作的工作模

式，从而在达到简化操作步骤，提高清洁效率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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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视频内容删除篡改检测软

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佳龙 18040517117

董慧

/1804020712

2,孙天誉

/1704030811

8

朱楠 副教授 0807

随着人工智能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篡改

视频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此类视频以假乱真，对社

会舆论及司法鉴定等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鉴于此，我们以

视频内容删除篡改为研究内容，以数字视频处理和机器学

习等学科为研究基础，从篡改视频空时一致性特性的改变

展开研究工作，旨在识别内容删除篡改视频，并定位出篡

改区域，从而突破现有内容删除篡改视频检测方法的技术

瓶颈，推动视频篡改检测技术的理论创新和实际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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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颜色测量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丰旭 17010102109

魏习江

/1701021011

6,

宋文

/1701010211

4,陈文卿

/1701010210

聂亮 副教授 0804

颜色及色差测量在工业应用以及生活等各方面一向有着广

泛的应用。近年来，国内外颜色相关行业，如纺织印染、

油墨印刷，染料制造等，产品颜色的准确度是一个至关重

要的质量指标。这些部门需要对颜色质量进行检测和监

控，把颜色参数作为对产品分类、划分等级的依据。在批

量化生产中，确保同一批次产品及不同批次产品的颜色指

标一致则十分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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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利浦剃须刀护罩电解加工阴

极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迪迪 18020103129

屈志峰

/1702010211

7, 朱星宇

/1802010313

1

贾建利 副教授 0802

电解加工以离子状态被去除的，工具阴极无消耗、加工后

无残余应力。护罩是电动剃须刀上最重要的零件之一，护

罩上多个网眼来切断胡须，剃须时护罩必须紧贴皮肤，护

罩的好坏决定了剃须刀去除胡须的能力以及使用者的舒适

度，其加工质量必须要高。如何实现电动剃须刀护罩的高

效加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的冲压、电铸、刻蚀加

工剃须刀护罩时，易产生加工精度差，而电解加工就可以

很好解决上述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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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远程监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斌 17040206109

苏斌

/1779583658

0,任志浩

/1704030811

5,王瑶瑶

/1804030911

1,赵妤

/1804030912

任安虎 副教授 0807

  基于无线传感器技术  和移动通信技术实现远程水质自

动监系统：实时获取监测水域水的温度、浊度、PH值、电

导率等数据；将数据远程传送到管理中心。在管理中心能

实时得到水质参数和水质的变化曲线；为水资源管理提供

可靠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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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易通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雷鸣宇 18050102112

张鹏飞

/1805010210

7,李勤为

/1805010210

4,柴静

/1805010210

8,路思婷

/1805010111

5

马琳,

赵玉姝

助工,

副教授
1202

疫情当下，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层出不穷，难以恢复正常生

活秩序的人们可能会出现焦虑、多疑等情绪。却苦于没有

正确的途径排解情绪、接受思政教育而烦闷不已。同时在

日常生活当中，各行各业的人员面对来自工作生活的多重

压力，与亲人朋友矛盾冲突无法直面解决时，往往选择性

忽视专业心理疏导，最终使得矛盾升级，得不偿失。因

此，面对众多人际问题与心理难题，本项目计划研发一款

心易通 APP，配备专业的心理专家长期线上辅导，开设“

聊天室”与“心灵直播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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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开源yolo4的智能目标

识别巷战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文旭 17060517111

张方正

/1701010111

5,郑裕欣

/2017020204

33,高子杰

/1713034042

07,万一苇

/1906020711

于帆 教授 0812

作为现阶段较为先进的智能目标识别算法，Yolo4被广泛

运用于军事和民用的诸多领域。它的检测速率较高，对于

中快速度移动的物体有着较好的分类识别效果。而且从开

源的成果看，其位于帕累托最优曲线上，这对于硬件条件

不可能无限满足的无人机平台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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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辅助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泽华 19060416111

许林峰

/1804030811

6,王雪

/1804030912

4,冯宏伟

/1906031510

5,王晨辉

/1906041611

刘智平 副教授 0812

睡眠辅助器使用物理疗法解决用户失眠问题，用户可以随

意选择自己喜欢的睡觉姿势，都不会受到影响。并且产品

拥有配套APP睡前可以定时关闭。环绕的播放器可以提供给

用户一个轻松入睡的沉浸感。按摩器打破陈规，提供新式

按摩方法。同时用户可以通过机械臂调节选择舒适位置，

时间到时按摩装置还可以自动收缩，避免睡觉时碰触。并

且产品整体轻便，可拆卸，方便携带，不受环境影响，坐

着躺着都可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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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地摊经济---《恋摊》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敏强 17060213115

马哲

/1806021310

9,马嘉葆

/1706021311

2,汪海枝

/1706021311

4,牛家辉

/1806821311

李磊 助工 0812

受到疫情影响，社区经济，地摊经济逐渐兴起，极大地丰

富了社区居民的生活，创造了便利。未来疫情形势不好研

判，并且随着人们线上消费习惯养成以及政策的趋向。“

恋摊APP”为“地摊经济”带来规范可控，品牌效应，便

捷，可溯源，评价，商户联动，优惠促销，电商，原材料

集中配送，卫生监督及清理，售后保障，提高效率，节约

成本等优势提升。为用户和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社区地

摊经济服务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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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学习的交易欺诈检测

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邦煊 1906069119

张晓

/1906061912

1,张白麓

/1906061912

8,周看看

/1906061913

1

曹子建 副教授 0812

目前交易欺诈呈现增长趋势，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秩序，

如何对交易欺诈进行检测识别，已成为金融风险控制的一

个焦点。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兴起，将其应用于交易欺诈

检测可以较好提高欺诈检测的准确率。但随着交易场景的

日益复杂，很难找到一种算法在所有场景下同时保证欺诈

检测的高准确率和低延时。本项目旨在融合多种机器学习

技术和搜索策略，设计出一种高效、具有可扩展性的交易

欺诈检测方法，以更好地推动网上交易业务的健康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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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UWB的室内机器人系统自

主跟随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畅一晨 17040518101

杜杰

/1604041310

3,岳红庆

/1806010111

4,庄诗莹

/1806010313

1,南欣

/1806010512

徐淑萍 教授 0812

   本项目将无线定位、自主跟随、人工智能等多领域问题

相结合，研究基于无线定位技术的自主跟随移动机器人，

探索复杂环境下目标的精准跟随，实现自主跟随技术。从

测距算法和定位算法的改进优化上对复杂环境下室内机器

人进行研究，并搭建一套基于UWB技术的室内机器人无线自

主跟随系统平台，研究成果将对电力设备巡检、超市购物

车、农业采摘等领域产生较大的社会效益，且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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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脸识别的考生身份核验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家亨 17060103110

陈媛媛

/1706010112

0,杜一凡

/1706010112

1,尹佳妮

/1706051813

0,余江雪

/1806020913

白小军 副教授 0812

当前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考前身份核验，是由监考教师将考

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照片与本人进行比对，这种方式准确

率低，难以杜绝替考问题。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飞速发

展，其识别的准确率已远远超过了人工识别水平，并在安

检、门禁等很多领域得到了实际应用。本课题拟将人脸识

别技术应用于考生身份核验，开发一套软硬件系统，实现

考生管理、图像采集以及考生身份核验等功能，该系统能

有效减轻监考教师的压力，并有望解决替考的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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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社区医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自豪 18060208116

梁欢

/1806020810

8,闫文静

/1806020813

4,庞晨阳

/1806020811

3,符文锋

/1806020810

赵莉 教授 0812

“互联网+社区医院”是跟随当今互联网时代发展，人们更

加注重健康问题所提出、构建的基本医疗服务平台。项目

采用JAVA，mysql,redis,CSS,JavaScript,Wxml,Wxss,

大数据分析等互联网技术，实现医疗知识宣传、患者预约

、各类医疗服务（私人医生、家庭医生）、医生多元化就

诊等基本功能；并通过对社区健康数据的采集和整合、挖

掘，实现疾病预测、疾病预防等高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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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学习的大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分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司志鹏 18060517111

田晨阳

/1806051711

3，魏宇航

/1806051711

4,杨坤

/1806051711

王辉 讲师 0812

利用基于机器学习进行批量处理数据，对疫情中大学生的

情感表达文本数据进行大量的训练，并利用训练好的机器

学习模型对大学生情感表达文本进行心理情感分析，最后

得出其心理健康状态，帮助高校医护人员与辅导员及时发

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尽早采取干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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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存储系统

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邹闽路 19060517121

张茂森

/1906051711

6,宋昊宇

19040206112

,刘鸿伟

/1904020611

0

徐飞 副教授 0812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各大应用的数据量呈现海量

增长趋势，这些数据正在快速产生、传输以及存储，大型

的主机一旦出现问题，将给云服务器提供商带来很大的维

护成本。所以我们要解决隐私泄露问题，利用区块链技术

。本课题意在解决传统的云存储解决方案中存在的集中式

管理导致的单点故障、数据安全性无法得到保障、用户隐

私得不到保护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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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ndroid的课堂笔记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佳欢 18060212131

窦宇佳

/1806021212

6,高凡

/1806021212

7,郭玺美

/1806021212

8,马岩

/1706021111

2

张娟,

姜虹

讲师,

副教授
0812

本项目旨在开发出适于不同专业大学生应用的课堂笔记

APP，具备如下功能：

(1) 通过照片和短视频记录课堂重点内容；(2) 对照片即

时修改、圈画，实现立即记录并及时修改的需求；(3) 提

供丰富的符号集合为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学生快速记录笔

记内容提供保障；(4) 能有序分类管理个人笔记知识；

(5) 录音功能；(6) 学习札记：对任何学习方面的心得体

会的记录；(7) 将课堂笔记的数据上传到服务器，在必要

时可以进行数据恢复，以达到数据容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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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管控”—— 一种人员定位

监控系统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岳红庆 18060101114

范迪康

/1706010110

3,杜杰

/1604041310

3,畅一晨

/1704051810

徐淑萍 教授 0812

系统采用UWB定位技术，通过在人员工作场所部署基于UWB

技术的定位监控设备，并为工作人员及相关生产设备配置

标签卡（具有唯一ID），标签卡接收基站下发信号，通过

接收信号时间差，利用UWB定位TDOA到达时间差的算法实

现定位，可实现实时定位，紧急预警、一键呼救，相互对

话，体征监测等功能以完成对人员的智能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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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农小管家APP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汪凯 18060105114

王博

/1806010411

1,张彪

/1806010611

7,郭志恒

/1802010613

1

马静 讲师 0812

咸阳大多的县区也以农业作为主导行业，但是收入还是低

于国家小康标准，我认为劳动力不能得到合理的使用也是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本项目主要目的是使咸阳各个地方

的耕地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农作物种植，提高产量。对于

小麦玉米能够合理的分析生长趋势，做到智能化管理（如

何时施肥，何时杀虫），就可以大量节省人力，使人们有

时间做自己的第二产业。做到气候和农作物的完美结合，

合理的运用每一寸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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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两当县文化

旅游助推扶贫项目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晁樊伟 18020107103

万茹雪

/1805020712

5,胡思奇/ 

18050207113

,王垠衡

/1802010611

9

马晓丽 讲师 1209

本次项目研究，我们选取了位于陕西、甘肃、四川交界的

秦岭山区的两当县，在扶贫工作中引入互联网的力量，对

于脱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基于

“互联网+”的基础紧抓文化旅游，助推两当县的扶贫工作

。充分利用自然、民俗、红色景区等资源优势，采用“旅

游 + 扶贫”的模式，将当地旅游产业与互联网相结合。为

帮扶贫困地区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角度，也是对

我国长期以来的扶贫理论的丰富和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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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货主播对电商及消费者的影

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文青 18050208108

武婧

/1805020713

0,张雨阳

/1805020713

3

史璇 副教授 1202

本项目重点研究提升主播的专业能力和带货能力，带货主

播能否引起消费者的参与和认同，不同类型的主播该选择

何种类型的商品向消费者进行推广。而这些主播的推广又

会对消费者接受程度带来怎样的影响，同时影响对消费者

也存在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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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沟通可以缓

解危机吗？危机情境下企业社

会责任信息沟通的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茜 19050617131

冶丽君

/1905061713

2,江畅

/1905061711

4,罗舒涵

/1905061711

8,王迪

/1905061712

4

陈艺妮 副教授 1202

企业在发展中总是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发生危机时能

否挽回不仅取决于企业的及时应对能力，企业的社会声誉

也有推波助澜的效果。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无疑是能够获得

社会的好评，而这种正面评价是隐形的资产，某种程度上

能够转化为经济效益，从而帮助企业应对危机转危为安。

特别是在今年的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资本市场动荡对各个

行业、企业带来了巨大挑战，能否通过企业让社会责任的

信息沟通更有效的在危机背景下发挥作用，也在这场疫情

的试炼中占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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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理财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颖童 19050104126

潘文倩

/1905010412

2,乔懿

/1905010412

4

钟定国 教授 1202

在互联网消费模式高速发展背景下，我们主要针对于学生

党、白领族、家庭用户、生意用户等财务状况混乱复杂急

需记账理财的用户，为解决其账务管理的需求，避免其不

当消费，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我们将为此设计一款——

— “i”记账app，主要致力于1、支出/收入分类记账2、

预算设置3、账务管理与计划4、投资理财等多功能理财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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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之星”菁英就业专业实

训APP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段梓轩 17050205101

郭朴华

/1705020510

3,崔恒源

/1705020610

2,杨西邯

/1705020510

7,刘昊天

/1705020710

3

赵庚科 副教授 1202

为了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我们团队拟通过建立“会计之

星”菁英就业专业实训APP平台，提升财经类专业大学生专

业实务技能，达到日常训练大学生财经专业知识和实务操

作能力的目标，将会实现财经类大学生既可以在平台与市

场上在职财务人员交流专业实务技能，将理论知识与专业

实务操作紧密相结合，提高其专业实际操作能力以及对会

计政策的理解水平，又可以缩短了财经类大学生毕业后从

事实际工作的“适应期”，从而提高财经类大学生市场竞

争力，达到促进大学生就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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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式搓澡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涛 17020103117

黄永峰

/1702010310

7,张宁

/1702010312

6,刘苌民

/1702010311

4,翟少辉

/1702010310

千学明 副教授 0802

目前在社会上一些独居老人、身体残疾的人对于自身清洁

问题没办法解决以及清洗不干净。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设

计出一种可升降式搓澡机，采用电机带动曲轴，两组交叉

运动的曲柄滑块，滑块来回运动，带动搓澡巾，由丝杠机

构使工作机构上下移动，最终达到最好的清洁目的。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123

基于图像处理的车辆安全制动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华松 18040309103

姜宇

/1804030910

5,刘珊

/1804030912

3,银杏杉

/1704030912

8

张勇 讲师 0807

本项目主要研究的是一套基于图像处理的汽车追尾预警系

统，通过OPENMV摄像模块，实时的进行视频图像采集，同

时利用其内置的PYTHON算法进行数据处理，得到关于前车

距离的数据，然后利用串口将数据实时发送出。ARDUINO

模块再接收到相对距离之后，根据内置的预警逻辑处理数

据。由STM32模块控制的LCD显示屏与蜂鸣器，以及由

ARDUINO模块直接控制的继电器（模拟刹车），将根据

ARDUINO模块的逻辑起到警报以及制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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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垃圾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渺 16040308124

李凯阳

/1801010210

6,张子实

/1802010612

8,张顺

/1801021211

7,卢嘉锡

/1704041211

郜辉.

吕志刚

助教,

副教授
0808

本项目将以物联网为核心，主要研究对象是金属类（废

铁）、塑料玻璃类、果皮等垃圾。结合我国对垃圾的分类

类别，对人们产出的各类垃圾其物理特性进行分析，，结

合对物联网，人工智能的理解，以及对传感器特性的基本

把握，对各类垃圾进行分析。搭建相应的软硬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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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尾气中非常规有毒有害

组分的高效净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荟 18030310129

张纯倩

/1803031013

0,任洁

/1803031012

5,田晨曦

/1803031012

6,王博华

/1803031011

王倩 讲师 0825

针对机动车尾气中含有的非常规有毒有害组分VOCs难以治

理的问题，本项目拟制备一种中空LDH纳米笼，并用以作为

吸附剂，用于机动车尾气中VOCs的吸附去除。明确该吸附

剂材料的制备方法，阐明该吸附体系中污染物的去除机理

。阐释材料结构与吸附性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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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纳米管/聚二甲基硅氧烷导

电纤维的制备及可穿戴传感应

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星月 18030207122

宁泽宇

/1803020710

8,李文强

/1803020710

4

赵国旭 讲师 0804

本研究拟开发具有多层结构的同轴针头，以海藻酸钙纤维

外壳辅助制备碳纳米管（CNTs）/PDMS导电纤维，并进行

可穿戴应变传感方面的应用研究。采用扫描电镜、透射电

镜、X射线衍射、拉曼光谱、红外光谱、拉伸应力应变测试

和数字万用表测试等手段对导电弹性体纤维的形貌、化学

结构、力学和电学性能以及应变传感能力进行表征，探究

CNTs/PDMS的配比、微流体纤维制备等参数对材料性能的

影响规律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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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限域设计钠离子电池负极

及其储钠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喆 17030208121

田田

17030208126

,/王盼强

/1803020811

1,沈守峰

/1803020810

8

颜海燕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通过氮掺杂石墨烯修饰NaTi2(PO4)3@C界面限域设

计钠离子电池负极并研究其储钠机制，针对其在载流子传

输及储钠性能方面存在的不足，通过溶胶凝胶法结合冷冻

干燥和快速微波辐射技术实现材料尺度修饰和结构设计。

不仅在电极材料的表面建立导电网络薄层，同时实现对材

料的尺度、形貌、组成以及结晶性等的调控，建立“内”

、“外”载流子传输协同促进机制，探讨钠离子电池负极

材料电化学过程的载流子传输机理及电化学行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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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传统村落

美丽乡村建设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祥玉 17070206107

张家颖

/1707020613

1,马思睿

/1707020612

4,白浩栋

/1707020610

1

刘勇 讲师 0810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积极开展陕西传统村落保护与建

设是乡村振兴的内容之一，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

效途径。作为美丽乡村中一种独特发展类型，传统村落是

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予以重点关注和保护。对传统村落

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陕西传统村

落的美丽乡村建设与保护的理念进行探讨，形成适合陕西

传统村落建设与保护的理念和模式，对陕西的传统村落提

出保护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2020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S202010702

129
西安市英文旅游云平台建设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曾云 17080102123

金富豪

/1708010210

2,丁米娜

/1708010210

9,宋芸

/1708010212

刘宁 讲师
0502

01

此项目从资源整合入手，整合现有旅游信息资源，优化西

安英文综合性旅游云平台，可以增强西安旅游的整体竞争

力，提升城市形象，传播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

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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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S--病历资料电子化的

新型医疗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雨晨 18040102130

赵佳园

/1804010213

0,周新格/ 

18040103129

邸若

海,郜

辉

讲师,

助教
0807

目前主流移动医疗应用关于保存用户资料，电子病例等一

些产品还较少，等待开发。在此之上，我们想要推出一款

致力于个体自我健康信息管理的APP。以智能手机为载体，

以有效降低社会医疗成本为己任，帮助大众更轻松地管理

自己以及家人的健康。让体检，看病更加简单，减少不必

要的医疗资源浪费，让人们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让医

学知识得到广泛普及，让急救知识广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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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争 17040514115

张甜甜

/1704041312

9,王炜琛

17040514117

,王博林

/1704040131

16,程康乐

/1704051410

谭博，

郜辉

副教

授，助

教

0808

利用5G、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算法等多项现代科

学技术，设计出智能交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以实现对城

市各道路及高速公路的实时监管及为具备自动驾驶辅助功

能的车辆提供实时路况数据支持以配合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使其更加安全高效；不具备自动驾驶的车辆将获得拥堵路

径规划等多种实时路况信息，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干预车辆

（主动制动），从而合理充分利用道路资源减少拥堵及降

低事故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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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5G的无人机共享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计家琛 15040515108

王鹏深

/1704051811

9,

陈钊

/1704051811

3,

张琰

/1704051812

3,

向平安

/1704051812

杨恒

占,

谭博

副教

授,

讲师

0808

项目以一种低成本小型热插拔模块为媒介开发出了一套完

整的解决方案，包括客户端的小型模块、客户手机App以及

服务端的后端系统，整套方案在无人机所有者对无人机上

控制权本质安全的前提下开放无人机控制权限给注册用户

使用提供沉浸式观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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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摊摊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志恒 18020106131

刘敏

/1806010212

6,杜宇鑫

/1806010212

3,谭梦谜

/1802010613

马静 讲师 0812

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但是摆地摊

也会带来一定的问题，本项目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多

地采取提出开放地摊经济，对于摆摊地方进行管理实施预

约制度，解决周围商贩的地方争夺，减少摆地摊对周围环

境影响。2、预约采取实名认证，诚信交易3、顾客可通过

查找地摊卖主，对心仪商品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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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机器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琳 18020311118

汪思祎

/1702051512

8,田怡恒

/1702051512

0,柴孟豪

/1602011210

4

来跃深 教授 0802

针对老龄化问题严重以及空巢老人的陪护问题设计出的一

款陪护老人的智能陪护型四足机器人，给老人情感上寄托

的同时，也省去了老人清理真实宠物带来的卫生问题的麻

烦。该机器人具备自主导航和避障，语音交互，帮助老人

智能开关窗帘，智能开关灯等功能，后续将继续开发实现

智能检测身体状况，语音通话等功能。使该机器人成为老

人们最好的生活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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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剂密闭燃烧性能测试实验

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昱浩 18020109120

王可育

/1802010911

9,刘强

/1802010911

3,郭明虎

/1702010510

6,崔鲲鹏

/1702010510

韩兴本 讲师 0802

固体推进剂的燃速是其重要的性能参数，超声波燃速测量

就是利用脉冲反射法，即超声波在声阻抗材料中的反射特

性来测量燃速。超声波燃速测量需要设计多种实验环境，

针对该测试要求，设计一种推进剂密闭燃烧性能测试实验

台，主要设计实验台架、供气系统、排气系统、测试系统

安装、高压容器、设备运动系统。该实验台可以为发动机

装药的实验研究提供设备支持，提高我国的航天和国防技

术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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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水性聚氨酯固-固相变储

能材料的制备及智能调温纺织

品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展雄威 41701410104

光艺航

/4170141011

3,范雯璇

/4170141012

9,张俊俊

/4180141010

5,刘爱茜

/4180141021

陆少锋 副教授 0817

本项目研究拟通过PEG/PTMG复合软链段、柔性分子链构筑

硬链段及建立交联体系等结构创新设计，制备出性能优异

、相变温度在20~38℃范围内的新型高分子水性聚氨酯固

—固相变储能材料（WPUPCM），以满足其在纺织品服装领

域的应用需求。深入研究制备机理，建立软硬段两方面结

构与WPUPCM性能间的构效关系，并应用到纺织品中，开发

智能调温纺织品，为高性能纺织纤维用WPUPCM开发及应用

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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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线拼接上料机器人柔性末端

执行器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昕炜 41702070302

王策

/4170207011

3,郝振虎

41702070105

/,王林涛

/4180207031

5

管声

启,秦

方刚

教授 0802

从纱线拼接的实际要求出发，本项目组提出立项申请，通

过仿生手指机理研究，模拟人体手指原型构建面向智能制

造的仿生末端执行器结构模型,设计柔性抓取的仿生末端执

行器机械系统；通过研发机器人视觉引导抓取和触觉环境

感知算法，进而控制机器人进行纱线上料柔性抓取过程；

在此基础上，通过试验验证，形成工业机器人纱线柔性抓

取仿生末端执行器的关键技术。本研究提出了面向柔性抓

取的仿生末端执行器设计的新思路，预期成果将为智能制

造系统的零件柔性抓取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解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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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红外热像测温技术的智能

AR眼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蓉蓉 41703020328

/4170302032

6，雷凌俊

/4170304022

4,张欢

/4170302032

7,刘楷琛

/4190301010

4

李云红 教授 080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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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化碳基双金属肖特基异质结

光催化体系的可控构筑及性能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雅倩 41804010120

杨思佳

/4180401012

2,王续敏

/4180401023

1

李云锋 副教授 0813

太阳能驱动光解水是最有前景的可再生能源储存方式之

一，而如何巧妙合理的构筑光解水体系是实现该技术的关

键。因此，本项目拟以SiO2纤维网毡为模板可控制备具有

中空纤维结构的Pt-Pd/g-C3N4双金属肖特基异质结光催化

剂。建立Pt-Pd/g-C3N4中空纤维材料的制-构关系与调控

规律；阐明该双金属异质结的宽光谱激发与响应机制，明

确Pt-Pd/g-C3N4间界面效应及电荷/能量转移/传输路径；

全面解析Pt-Pd/g-C3N4体系的全解水机理，为构筑高效、

稳定的光解水系统提供理论支撑。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05

顺应理论视域下《中国政府工

作报告》柔性翻译策略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善睿 41807030110

1.郭颖秀

/4180703010

8,张欣茹

/4180905022

8,许怀民

/4190703010

4

胡伟华 教授 0101

“柔性翻译”是跨文化翻译政治策略的主要实现手段之一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方法，以2016—2020年历届国务院总

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官方英译文本为语料，运用

AntConc3.4.4等检索软件，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柔性翻

译”方式进行系统性实证研究，将源语作者和译者以及读

者的社会文化身份、民族身份、价值观和情感认知纳入考

查范围，体现了跨文化翻译的交际多元性和多民族共通性

。以期为中华学术外译及政府外宣翻译的政治策略提供参

照与借鉴。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06

基于Zigbee和GPRS的智能路

灯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琳星 41808020111

王心雨

/4180802022

2，莫春梅

/4170802022

2，白禧玺

/4180802021

6，黄蓉

/4180304022

严祥安 教授 0807

为了解决目前智能路灯成本高，功耗高等方面的问题，基

于Zigbee近距离、低功耗、低成本，组网灵活的特点，本

项目旨在采用Zigbee近距离通信技术搭建专有物联网络，

并通过GPRS移动通信技术实现网络采集和远程控制功能，

按照完整的工程项目流程方式完成网络控制的智能路灯系

统软硬件开发，并形成相关产品，为其他相关项目课题研

究开发提供通用平台，也满足学校对工程实践人才培养的

目标。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07
我爱西安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琳 41809010127

黄  轲

/4190901010

8，     宋佳

音

/4190901023

1，    王  

晨

/4180905022

7，     白鹏

飞

薛涛 教授 0809

“爱上西安”手机应用软件项目面向在西安的外籍常驻人

口及来西安旅游的外籍游客，充分了解外籍人士、特别是

常驻外籍人士在我市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的需求，研

发推广移动媒体客户端，全方位、更精准、更快捷提升外

籍人士在西安生活便利度，用国际语言讲好西安故事，让

城市美誉度和国际影响力深入人心，让所有在西安的外籍

人士都能感受到方便、体会到融洽、触摸到这座城市的温

度，真正爱上西安、更好融入西安，提高外籍人士对西安

国际化认可度和融入度，塑造新时代大西安城市品牌国际

化新形象。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08

基于人工智能作弊行为识别的

在线考试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晁凯 41703030111

顾华钊

41703030110

苏玟萱

41801010419

刘佳宁

41703030107

李雪

41703030125

任劼、 

  乔晓

荷

副教授 0807

针对疫情期间在线考试需求和防作弊问题，本项目设计开

基于人工智能作弊行为识别的在线考试系统，通过web端完

成在线考试，并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对考试过程中摄像头采

集到的视频信息进行分析，识别考生替考、考场出现与考

试无关物品和人员、考生在考试过程中说话、考生注意力

漂移等异常行为，并在教师端给出预警。本系统可以提升

在线考试公信力，减轻监考老师监考负担。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09

延安红色文化的“动漫IP＋”

开发与运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旭升 41810150203

徐佳妮

/4181015031

5,赵嘉霖

/4181015030

6,刘永旗

/4181015080

6，陈琪

/4180613091

燕耀 讲师 1303

本课题基于强化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态度、文化使

命与文化自信，利用新媒体下所学专业的特点，将延安红

色文化的发扬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设计动漫IP并提出

延安红色文化动漫IP＋的传播与推广模式。将IP＋漫画、

微动画、微视频等多种现代传播形式结合红色文化推广、

扶贫项目推广进行延展，注册相关平台，进行IP运营。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10

环保型阻燃水性聚氨酯织物涂

层剂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海江 41701020104

杜奇卓

/4170102010

7,

武鹏飞

/4170102011

9,

孔令妍

/4181601022

3,

杨凯丽

/4181601022

4

赵小亮 工程师 0804

纺织品材料及其制品易燃烧，燃烧火焰传播速度快，同时

释放大量的热量和可燃挥发性气体、烟雾、有害气体等。

本项目设计出环保型阻燃水性聚氨酯织物涂层剂，织物经

阻燃涂层剂整理后，可获得阻燃功能外还具有独特的风格

手感外观。项目首先合成出P-N型阻燃剂，然后以反应的形

式制备阻燃水性聚氨酯，对织物进行阻燃整理，研究其制

备工艺及阻燃机理。本项目制备环保型阻燃水性聚氨酯涂

层剂，即赋予纺织品阻燃功能，同时符合环保要求，有很

好的应用前景。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11

“爱咱村儿”——乡村振兴背

景下乡村景观文化传承研究实

践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文佳 41806132015

姬辰升

/4180613230

3,余禹龙

/4180613310

6

马云,

胡星哲

教授,

讲师

1305

03

项目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秦岭北麓乡村景观提升为研

究课题，从传承乡土文化入手从乡村建筑、基础设施、景

观构成等方面展开调研，分析相关问题。结合互联网数字

化手段进行数据搜集和方案设计实践。针对如何保护、如

何建设、如何体现符合当地生产生活特征和文化特征特色

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实践研究找出平衡保护与建设、发展

与传承之间关系的实施路径。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12

布织于纸—废旧纺织品高效再

利用的开拓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万煜伟 41803010208

苏格文

/4170101052

7,张领

/4170141020

4,李珍珍

/4170101021

郭西

平,封

彦

助理研

究员,

工程师

0101 ###############################################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13

基于电液技术的喷气织机开口

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景春晖 41702070714

王光宇

/4180207010

3,仇思源

/4180207062

4,翟佳婉

/4170207013

1,陆栓

/4180207050

马训鸣 教授 0802

本课题针对传统开口机构的不足，提出采用液压伺服控制

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来控制综框运动，取代了传统凸

轮机构驱动综框运动。采用电液伺服控制的方法，提高开

口运动的响应速度及控制精度，并且实现了开口运动参数

通过计算机软件来设置的全自动化控制。以伺服油缸的运

动控制为核心，对电液开口系统进行整体设计，包括机械

结构、液压系统、控制系统以及系统软件设计。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14X

面向生产车间的多移动机器人

-多任务优化控制方法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严冬 41803010230

鲁婷

/4170305021

8，

阚小博

/4170304012

4，

吴宇哲

/4180305012

1， 

 

邓越

/4170305010

李珣、

郭家桢
副教授 0808

针对智能化生产过程中搬运机器人所面临的大规模复杂动

态任务分配问题，建立任务和智能体模型，将利用多智能

体的分布式自主任务决策框架，在任务获得状态下研究多

任务优化分配算法，在此基础下，进一步研究多智能体个

体间运动冲突消解和协同编队控制模型，将根据大规模任

务执行环节的控制需求和任务特点，建立一种适合车间任

务的改进图论多智能体编队控制算法。最后，在仿真环境

中进行算法验证，努力建立实验室多机器人多任务实验平

台进行实验验证。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15

二氧化铈基复合材料的制备及

其光催化性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洪婉玉 41804010121

李一丹

/4180401012

4,杨改霞

/4180401011

9

刘斌 副教授 0703

染料废水是典型的高难度难降解有机废水，常用的化学法

和生物处理法的降解效率低。目前，利用半导体光催化剂

降解染料废水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本项目以二

氧化铈（CeO2）为主，通过不同的方法复合或掺杂其他材

料，改善CeO2的缺陷，制备出CeO2基复合材料，并对其光

催化性能进行研究，筛选出高性能的CeO2基复合材料光催

化剂，这对于染料废水的降解，解决染料废水的环境污染

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16

大学生基于短视频的学习行为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任梦晓 41905050220

高绍旺

/4180506010

5, 吴泰奥

/4190505022

1，王浩/ 

41905050201

,  刘宇强/ 

41909070110

杨小红 副教授 0401

本项目名称为大学生基于短视频的学习行为的研究，随着

短视频行业的迅速发展，高校开始借助短视频来进行教学

活动，而现在观看短视频不仅是大学生一种娱乐方式，也

是他们获取知识的途径。本项目旨在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大

学生观看的短视频内容，投入的时间以及其观看行为来揭

示短视频在学习中的应用效果，对拓宽学习途径，改变传

统的授课方式具有借鉴作用。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17X

基于陕西皮影艺术的《镂影》

品牌饰品设计研发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薛义凡 41706140305

陈越

/4170614030

7,孙溪璘

/4170614032

1,王雨薇

/4170614030

8,任毅

/4170614020

王婷 副教授 1305

  通过调查采取陕西皮影民俗文化的特点，我们创立《镂

影》这个品牌，将华县皮影元素与饰品相结合设计三个不

同系列产品《影》、《彩》、《傀》。将华县皮影这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饰品，在产品制造工艺中会与华县皮影

一脉相承，更好的发扬和传承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

国人了解欣赏华县皮影艺术.华县皮影元素与饰品相结合设

计出既宣传中国民俗文化又满足大众对现代时尚追求的饰

品。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18
智能发电地板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秦子涵 41908060103

蒋晓佳

/4180804012

7,张振声

/4180804010

3,邬莎莎

/4180804021

4

胡新利 副教授 0805

我国目前依赖的发电形式主要有：火力发电、水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核能发电等。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对

电力的需要不断增加。不仅导致我们消耗的能源日益剧

增，同时造成的环境污染也难以挽回。节约旧能源开发新

能源已经成为目前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压电地板是利用

弹性材料正压电效应,收集人们在走路时的振动能量,并转

化为电能，提供各种用电的设备。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19

基于国产申威处理器的北斗信

号监测数据并行加速处理方法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一鸣 41809310111

薛屹盛

/4180931011

0,    王  

著

/4180931011

4,      汪  

松

刘枫 副教授 0809

项目将使用完全自主可控的申威处理器对北斗信号监测数

据进行并行化加速处理，预计可比现有处理方法的效率提

升一个量级，从而有效提升现有系统的评估精度；同时，

促进国产计算机与国产卫星导航系统的交叉融合应用，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背景下的自主可控信息技术融合发展做

出有益的探索。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20

基于人工智能的自闭症儿童情

绪识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红林 4180204103

程敬

/4180302012

5,李茜

/4180204125

,彭俊峰

/4180302010

2,张佳伟

/4180901011

赵小

惠，李

云红

教授,

教授
0807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性精神疾病，

主要病征为语言沟通和社交障碍、孤独离群等，自闭症儿

童占比逐年上升，引发社会关注，由于其病因不明，很难

进行有针对性的药物治疗，以教育和行为干预为主。本项

目采用深度学习和机器视觉相关技术，构建基于脑电信号

和面部图像的自闭症儿童情绪识别模型，开发相关的智能

可穿戴设备，让人们可以读懂自闭症情绪，提升他们沟通

和社交能力，提高生活品质，减轻他们的痛苦。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21S

“科学守护、助力成长”青少

年应急防灾、卫生防疫科普宣

导

创业实践项目 否 杨倍祥 41810090203

贾宏博

/4181009011

8,丁童童

/4181009020

4,李琴

/4181009012

4,许文倩

/4180613172

张玉容 副教授 1303

项目将充分利用现代新型传媒模式、发挥主流媒体与新媒

体平台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加强青少年对与疫情防控有关

的科学、公共卫生与安全防护等方面的常识，引导青少年

增强防范意识，积极响应支持基层政府与社区防控举措，

正确响应政府号召，达成广泛社会共识。以科普“卫生防

控、应急防灾” 知识为宗旨，创新科普宣导模式，以“互

动式、沉浸式、激励式”传播体系，调动青少年积极性，

使科普“寓教于乐、寓学于乐”，形成科普传播矩阵。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22

多元多尺度SnO2混杂增强Ag-

SnO2电接触材料及其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清馨 41702050228

惠世昌

/4181603010

2

，张英豪

/4181603010

1

付翀 教授 0804 ###############################################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23

激光烧结制备PVDF超滤膜方法

探究及设备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壮 41817030101

李享

/4170410010

3，秦然

/4170406011

7，朱杭勇

/4181703020

3，梅雨田

/4181703012

房平 副教授 0825

利用激光可实现高熔点PVDF材料的黏结。与其他快速成型

技术相比，激光烧结制备的部件，具有性能好、制作速度

快、材料多样化，成本低等特点。欧美日等地已经逐渐认

可激光烧结为下一代快速制造技术的标准。目的在于探索

一种新形式的制备PVDF超滤膜的方法，并与目前普遍制备

方法相比较，论证激光烧结制备PVDF超滤膜的可行性及优

缺点。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24
pH响应型抗菌医用敷料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懂明 41701010305

王泳智

/4170101031

2,王珊

/4170101031

9

陈莉 教授 0816

监测伤口的感染状况是一个新兴领域，越早发现感染越有

利于伤口的恢复。该研究可以解决在不揭开敷料的情况

下，利用pH指示对伤口进行监测，避免伤口的二次伤害。

拟采用pH响应变色染料与纤维进行结合，开发pH响应性材

料。利用静电纺技术将多种新型材料喷丝成膜，作为敷料

的基材。通过载药的方式达到抗菌的效果。研究具有较好

的应用前景，可以在减轻病人的痛苦的同时带来社会效益

。为pH响应型伤口敷料的开发与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25

纺织厂空调智能控制系统研究

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小航 41703040203

史浩楠

/4170304042

4

,薛俊哲

/4170303030

9,郭桐

/4180302010

8,赵廷玉

王延年 教授 0807

本项目的目的是研制出一款适用于用于纺纱、织造行业的

智能空调控制系统。通过分析纺织厂空调自动控制系统实

际应用的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利用更加智能化的控制方

式对纺织厂空调设备进行控制，实现空调系统根据车间内

、外环境变化及时的进行调整来保证车间环境的稳定性，

并保证空调系统处于科学合理的工况下运行，最大限度的

降低能耗、提高运行效率，同时大大提高空调系统的信息

化水平，以适应快速多变的产品种类、提高产品质量。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26

基于径向基神经网络的风电母

线槽结构健康在线故障诊断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燕 41703040428

吕雨心

/4170304042

7，苏贇蕊

/4170304043

1，徐强磊

/4170304040

田毅
电气系

副主任
0806 ###############################################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27

荧光感应型Zr-有机骨架的组

装及高效检测/清除水中

Cr2O72-离子和染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宇婷 41904010222

张梦娇

41904010229

；王若飞

41904010101

；黄建

41904010110

；石海燕

41904010119

；张珈铭

41904010209

李庆 副教授

0703

化学

类

立足我校在纺织印染领域积累的浓重特色和底蕴，结合本

科生在化学、环境专业的学习背景，开展特色鲜明的学科

交叉型大学生创新训练。以提升本科生的创新动手能力，

砥砺创新思维方式为目标，致力于将配位化学中MOFs材料

构筑、颜色光学中可见光吸收性能可控调节、有机化学中

季铵化取代反应相结合，开展光敏剂或烷基化试剂后修饰

的MOFs复合材料制备，实现高灵敏性检测和/清除环境水

体中Cr(VI)离子和有机染料。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28
CSSF智慧包裹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沛泽 41905050206

程大乾

/4170504010

5, 刘子莺

/4170504021

8, 张馨月

/4170504011

3, 盛田君

/4190505011

4

刘世

铎,陈

恒

讲师

（高

校）,

教授

1206

建立一个应用大数据、云计算、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

的无人物流平台，以实现对无人物流服务系统感知、学习

、推理和决策的能力，最终达到智慧物流服务系统的可视

化、可控化、智能化、网络化。无人配送物流服务系统信

息的构建由感知层，传输层，存储层和应用服务层组成。

无人配送物流体系主要依托于无人驾驶技术下具有强大感

知能力、通信能力、存储能力和计算能力的无人机、无人

汽车等交通工具进行配送。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29S
文胸解构设计 创业实践项目 否 程卓 41706010305

师瑞

/4170601032

0,邢文芳

/4170613031

7,王琛琛

/4170601030

8,夏木西叶

/4170601032

周捷 教授 0816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都市职业女性消费者在忙于工作

之余，对便利、自由的事存在一定程度的渴望。该项目就

是针对这一点，对内衣的肩带、杯面和钢圈、鸡心等部位

进行解构设计，从而达到内衣的拆卸自由、搭配自由、舒

适自由的目的。该项目的意义是通过对内衣的解构设计，

让所设计的内衣变得多元自由化。在面对目前的生态环

境，该项目的解构重组设计，也可以达到资源的节约、利

用和可循环。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30

湘西少数民族红色文化的线上

视听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高月 191121007

陈希

/4181003051

2,张丹睿

/4181009031

9           

    ,门瑞

/4181003051

5,王云飞

王玉 讲师 1303

基于2019年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湘西少数民族

红色文化新媒体传播与推广研究》获批为陕西省省级项

目，前期研究发现，通过线上视听馆形式传播湘西少数民

族红色文化正空缺，本项目在前期项目研究基础上，以线

上视听馆作为媒介传播湘西少数民族红色文化，既能推动

湘西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又能减少疫情对湘西少数民

族地区的负面影响，还能让湘西少数民族红色文化成为“

可带走的红色文化”！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31
新型太阳能集热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旭洁 41808040222

李玮

/4180804022

1,王晨星

/4180802022

4,王悦

/4180802012

2,何厚桦

/4180803010

刘冬

冬,高

丽君

讲师,

助教
0805

解振华在第四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上表示，节能环保

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前景广

阔。近年来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发展迅速，槽式聚光集热器

作为其中代表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中作为聚光器的抛物面

反射镜造价昂贵，维护困难，性能不稳定；作为集热器的

真空集热管加工工艺复杂，寿命短，鉴于以上原因，我们

设计了全新的聚光和集热装置。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32

基于网络日志的异常流量检测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俊杰 41809310102

张振柯

/4180931010

2，   纪  涛

/4180901010

4，     丁佳

睿

/4180901013

3，   罗  琪

/4180613031

高晓娟 副教授 0809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网络安全问题也日益严峻，

计算机病毒、黑客攻击等事件频出，给用户带来巨大的损

失和危害。及时发现网络流量异常，保证网络正常运行是

非常必要的。网络异常流量检测是网络安全防护的有效技

术手段，本项目利用机器学习理论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

对网络日志进行分析，提取特征向量，训练检测模型，设

计优化检测算法，以便及时地准确发现异常流量，达到防

范网络安全风险的目的。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33X

陕西建筑在现代动画影像中的

运用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晓健 41810150103

陈伟伟

/4180613100

6,段昊辰

/4180613080

1,薛方彤

/4181015022

5,田吕静茹

41806130527

雷桐 讲师 0101

就现有的陕西建筑艺术以党家村建筑群为主，以这些建筑

为原型，制作三维场景模型，利用这些模型参加各种社会

和高校准备的比赛项目。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34

燃气锅炉供热系统烟气余热回

收中重力热管换热性能的优化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宏锦 41604090102

池佳春

/4160409022

5,杨明光

/4160409021

7,赵朋

/4160409011

5，程伟

/4160409011

2

强天伟 教授 560

提出采用重力式气-液型热管换热器回收锅炉尾气用于加热

一次侧回水，降低了锅炉热损失。利用热管的高导热性，

自身不耗能特点提取烟气余热，提高天然气利用率，减少

锅炉运行中燃气消耗量，解决普通烟气回收装置效率低，

和设备占地大、安装不便的问题。                

（1）对实际工程进行测试，分析热管换热器在供热系统烟

气余热回收中的运行情况。

（2）根据设计和实际测试参数，借助fluent软件，对热

管换热器烟气侧二维建模进行数值模拟，对热管换热器的

参数进行优化设计以提高换热性能。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35

静电纺制备MIL-53/纤维素/聚

丙烯纳米纤维口罩滤芯材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雅宁 41701310118

王珊

/4170101031

9,王泳智

/4170101031

2,杨瑞瑞

/4180101012

4,张文文

/4180101012

7

张辉 教授
0816

01

为改善口罩过滤层的过滤效率、舒适性和生物降解能力，

使用金属有机骨架MIL-53(Fe)作为吸附和抗菌剂，纤维素

作为吸湿剂，采用静电纺丝方法制备出具有抗菌、高效过

滤和可自然降解的MIL-53/纤维素/聚丙烯共混纳米纤维复

合膜。研究MIL-53(Fe)颗粒大小、形貌和用量等因素对纤

维素/聚丙烯静电纺丝性能的影响规律，分析MIL-53(Fe)

与纤维素和聚丙烯化学键合和光催化杀菌机理，探讨呼气

与吸气阻力、重复使用和自然降解行为，为开发高效低阻

新型口罩滤材提供技术支撑。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36
一种自动化菠萝削皮去眼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鑫玮 41702040110

李英杰

/4170204010

9,赵宏政

/4170204011

2,冯文斌

/4170204010

5,姬孟珂

/4180204012

刘文

慧,沈

瑜

副教

授,高

工

0802

本项目开发一种菠萝削皮去毛眼装置，包括夹紧机构、削

皮机构、去毛眼机构三大主要组成部分。首先由控制器通

过夹紧上盘中的压力传感器传回的信号控制夹紧机构运

行，实现将不同规格的菠萝有效固定在下盘上，然后通过

控制器传输信号到削皮机构，削皮刀具结合距离传感器进

行削皮，后再通过控制器将信号传递至去毛眼机构，实现

毛眼的去除。该装置也可显著地提高菠萝初加工的效率，

降低人工成本，适用性强，具有极强的发展和应用价值。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37X

“临潼石榴果业文化农庄”创

业计划书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贾芝妍 41907040107

冯钰轩

/4170504012

2,孙钰婷

/1560468152

7,郭佳锐

/4180503021

5,张茜

/4170503032

董盼婕 讲师 0501 ###############################################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38

地下管廊无轨巡检及操作机器

人控制系统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杰 41903080209

朱子毅

/1806910021

5，张景涛

/4190308020

2，郭武玖

/4190308021

7

王晓华 教授 0808

现有地下管廊机器人巡检系统一般应用巡检机器人实现现

场采集与信息传输，通知工人进行操作，机器人未参与管

廊实体维护工作。本目应用开源ROS系统与应用深度学习技

术，研究轻量级语义分割SLAM技术，进行无轨机器人自主

导航；同时，训练机器人学习地下管廊内各设备、各开关

状态，应用视觉技术，实现开关等的物理定位，机器人配

备的移动手臂能够进行操作。本项目扩充机器人功能为巡

检与操作，真正实现地下管廊无人值守功能。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39

铁氧基磁性活性炭材料的制备

与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兵 41804010107

赵浩博

/4180401010

9，常宇晨

/4180401011

7，李超群

/4180401010

1

常薇 教授 0813

光催化技术已经成为开发新能源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有

效方法之一，然而多数光催化剂在实际应用中难以回收再

利用，或可能因催化剂的回收不彻底造成二次污染。因

此，本项目通过浸渍仿生法、共沉淀法、溶胶-凝胶法等技

术制备以铁氧体基为基础的易于回收的磁性活性炭材料，

通过改性使其具备较强光催化活性，探索其在废水光催化

降解、工业废水中重金属吸附等方面的性能，为其实际应

用奠定一定的基础。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41

汉婚礼服“设计语言”的智库

构建及其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阎明星 41806010216

王玉

/4180601021

2,晏家伟

/4180601010

2,王泓儒

/4180613051

4

梁建

芳，马

妍，藺

晓珣

教授 0816

本项目以文献、市场调查和数据库技术为支撑，以智库建

立、网页或汉婚礼服的研发与文化推广为目的，通过对周

制婚服、唐制婚服、明制婚服三大主流汉婚礼服的形制、

配饰、纹样以及文化内涵等的收集整理，构建汉婚礼服“

设计语言”元素的基础智库，并通过网站或app进行传统文

化的推广和宣传。该项目一方面为设计师方便快捷和精准

选择其所需要的设计语言和元素提供依据和支持，同时对

于我国传统的婚礼文化传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42

陕西高校法律援乡服务队建立

与运行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智强 41807010109

牛睿东／

41807010108

,

张博／

41807010110

,

田婷／

41807020118

何芳 教授 0301

本项目的实施旨在建设法治乡村，完善乡村现代化治理结

构，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将陕西省各高校的法学生资源

相联合，让各高校的法学生深入到基层法治建设的实践中

去，提高大学生法律实践能力，探索基层纠纷解决的法律

机制，提高基层人民的法律意识，加快基层法治建设；将

大学生智慧，法律智慧与扶贫攻坚相结合，助力法治扶

贫，加快精准脱贫；使得各高校的大学生为平安陕西，法

治陕西作出他们应有的贡献。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43

高效光催化MOFs复合材料的开

发及对水中有机污染物的去除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慧敏 441804010219

左玛雅

/4180401022

4,任启荣

/4180401022

7,常宇晨

/4180401011

7,温世龙

/4180231012

薛凝 工程师 0703

本课题基于相关领域国内外技术现状、发展趋势，提出设

计/构筑一种新型的水稳定型NH2-Zr-MOFs有机骨架材料，

采用原位合成法，将无机纳米离子BiOBr引入框架中获得

新功能催化材料的设计和制备思路。用于对废水中抗生素

的可见光催化降解，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和实际应用价

值。同时，市场上缺少针对抗生素，既经济环保又不会造

成二次污染的降解材料，所以本项目的MOFs 复合光催化

材料的开发，将有助于解决这一环境污染问题。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44

基于智能安全出口指示牌的

消防逃生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穆策扬 41908020119

魏蒙蒙

/4170802022

3,李玮

/4180804022

1,张昊晖

/4180806011

3,李凯

/4190806021

夏蔡

娟,郝

红娟

教授，

工程师
0807

本项目设计的基于智能安全出口指示牌的消防逃生系统，

运用了烟雾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火灾感应元件收集火灾

现场各个位置的烟雾浓度、温度变化等信息，通过物联网

手段实现了烟雾浓度、温度等信息的交流汇总，在结构上

也采取了并联电路与中央处理显示面板相连接，可接收到

建筑物各个位置传回的实时信息，及时判定出着火点，可

根据现场火情及时调整指示牌的指示方向，科学引导逃生

人员逃离火灾现场。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45

新冠疫情下校园线上食堂配送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康阳 41709010115

刘博伟

/4170901011

3,    寇明珠

/4170901012

5,    李本通

/4170901010

2,    刘贝贝

/4170901012

仇涵 副教授 0809

随着新冠疫情封城令的解除，国家卫健委提醒市民，进入

室内公共场所须佩戴口罩，避免大密度人群聚集，抑制病

毒传播途径。本项目以新冠疫情和我校校情为出发点，解

决我校餐厅就餐人数多，就餐拥挤，排队时间长和室内大

规模人群聚集的问题，旨在开发一个网上订餐、代取外卖

、快递等的校园外卖配送平台程序，方便校内学生生活、

适配新冠疫情防控措施。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46

“灼灼不息的炉火”---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耀州瓷的传承

与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晓璐 41706132516

王咪

/4181015042

4,陈新雨

/4171012100

3,朱杨悦

/4170613341

7

张宝

山,张

芳

讲师 1303

耀州瓷对中国陶瓷的发展曾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它的艺

术造诣和历史地位已经得到了公认，也越来越受到国家的

重视和保护。然而现代耀瓷发展日见衰败的尴尬局面并未

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只有以市场导向为创新方向，才会让

耀州窑的炉火烧的更旺、更久。本项目以陶瓷极其衍生产

品的创新设计并完成具有鲜明的耀州瓷特色文化元素的实

物。同时运用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将艺术转变为商业，使创

意转变成产品，对陈炉古镇、耀州瓷文化极其创新产品进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47
in影视界文化工作室创业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倩倩 41710090423

李余兰

/4171009042

6,俞婷

/4171009042

8,郭留鑫

/4171009040

1

姒晓

霞，畅

祎扬

副教

授,讲

师

1303

in影视界文化工作室主要为一站式服务，追求个人在生活

中去寻找真正的自己，满足自己的演员梦想。为了给所有

的民众有一个演艺自己人生的机会，本工作室会提供服装

组、道具、配合的相关演员、剧本摄影摄像、一条龙服

务，为 消费者打造一套专属于他的满意的个人影视集，当

然已包括普通的写真、旅拍视频等服务。同时接受短视频

app的拍摄服务，接受企业宣传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48

饮用水深度净化中抗菌陶瓷膜

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邹高菊 41817030223

袁伟华

/4170410011

0,刘斌

/4170410010

7,李学环

/4170410022

8,闫旭

/4181703011

杨靖 教授 0811

本项目采用溶胶-凝胶法，对SiO2膜进行ZrO2和单质银掺

杂改性，制备Ag/ZrO2-SiO2复合膜，采用多种现代测试技

术对复合溶胶和热处理后的复合膜材料进行微结构研究，

结合膜分离和抗菌性能测试，探索用于饮用水深度净化的

Ag/ZrO2-SiO2复合膜的最佳制备参数和运行条件，以便有

效脱除水中浊度、细菌、色度、溶解性总固体、有机物等

污染物。该项目对于饮用水的深度净化尤其那些水源微污

染的农村地区饮用水水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49

天然麻脱胶过程的动态模拟分

析及抑菌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邬金云 41701410223

古丽拜合热姆

•斯迪克

/4170141023

0,喻胜邦

/4170141020

2,刘旭阳

/4180141020

1,杨浩

/4180141020

任燕 副教授 0817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人们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

了家庭和自身的安全与健康上。本项目以罗布麻为研究对

象，对其抑菌性能产生的原因进行探究，并进一步揭示罗

布麻纺织品的抑菌性能及产生原因，深入探讨脱胶过程、

染整加工中罗布麻抑菌机理的变化，明确罗布麻原麻与脱

胶后罗布麻纤维的抑菌机理。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50S
YQS品牌策划与运营 创业实践项目 否 杨悦婷 41806010317

冉位

/4180601031

5，高小慧

/4180601031

9，文力峰

/4180101010

9，高涵

/4180601030

顾朝晖 副教授 0816

 此次项目的选择是根据自身情况而定，团队负责人（杨悦

婷）于2016年开始，创立了《眠猫dreamingcat原创

lolita设计》这一品牌（现已更名YQueenStar易珂星

辰，简称YQS），目前已满四周年，稳定出货，但是尚未完

善，并未注册公司和商标。团队负责人个人十分热爱并且

擅长该类服装的设计和销售，想要基于原来的基础，在导

师顾朝晖的教导下，将品牌做大做强团队负责人想在西安

工程大学的平台上，在老师的帮助下发展一个完备的，具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51
计算机类课程智能问答助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佳 41809050128

何  苗

/4180905012

6,      周

浩然

/4180905010

2,      席

山山

/4180905011

4,      赵

咪咪

/4180905022

4,

朱欣娟 教授 0809

“计算机类课程智能问答助手”立足时代背景，识别用户

计算机类课程问题意图并返回用户需要的答案。本项目拟

分析教育技术领域学生在计算机学科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常

见问题，将深度学习双向长短时记忆网络模型

（Bidirectional Long Short-Term Memory, BI-

LSTM）应用在自然语言处理（NLP）序列标注的基准数据

集上，训练其自动识别用户问题关键词，结合问题构建语

句类型识别规则，探索构建问题类别识别器，对问题类型

进行识别等。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52

基于机器学习的水质监测评价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静君 41709050225

辛  静

/4170905022

6,      王

云龙

/4170904012

1,     陈佳

琪

/4180905012

师红宇
高级工

程师
520

水质是水产养殖的关键。水产养殖过程中做好水质监测和

评价是现代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本项目从水

质监测的实际要求出发，提出立项申请。项目以解决水质

监测评价为目标, 拟搭建一个在线水质监测系统，实时采

集水样图片，利用图像处理技术对采集的水样图像进行预

处理；采用机器学习技术，构建适合水质监测的评价模

型；在此模型框架下，利用专家数据集对模型进行训练和

测试，验证模型的有效性；最后形成自动水质评价技术。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53

基于机器视觉的丝饼外观缺陷

检测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航苇 41803010212

李坤洪

/4180301011

5；李吉国   

/4180301010

8;陶虎彪 

/4180301011

景军锋

执行院

长/教

授

0808
本课题以丝饼为研究对象，提出基于机器视觉的丝饼外观

缺陷检测系统，并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54

基于机器视觉的公路路面破损

智能检测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亚翔 41709050116

淡  瑞

/4170931013

1,      陈

佳琪

/4180905012

7,    马浩镨

/4180931012

1

任小玲 副教授 0809

   公路交通是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在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占重要战略地位。随着公路大量投运，

路面状态采集、检测维护等工作对传统公路运营模式提出

新挑战。对此，路面破损智能检测系统采用机器视觉、计

算机技术等手段对公路破损路面进行智能化检测。该系统

主要包括破损路面预处理、分割、特征提取、机器视觉检

测等方面研究。通过该系统的实现，可为路面破检测提供

可视化智能检测，提高路面检测的自动化水平和效率。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55

仿生粘附壳聚糖水凝胶的

设计与合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凯文 41904010214

闵洁

/4190401022

0,唐文娜

/4190401021

9,王瑞峰

/4180407010

3,温向宇

/4180407010

赵婧 副教授 0703

外科手术粘合材料被认为是可以替代缝合线等传统创伤闭

合材料、促进伤口快速愈合的新型医用材料。本项目拟设

计一种双交联仿生粘附水凝胶，以壳聚糖作为基体，引入

仿贻贝粘附蛋白邻苯二酚基团，再利用聚电解质复合法结

合氧化交联法制备一种具有温度响应性的仿生粘附壳聚糖

水凝胶，其作为组织粘合剂在生物医学领域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既可用于组织表面的创伤闭合，也可作为注射液

用于治疗体内的深层损伤。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56X

校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商业计

划书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佳夷 41805010216

王宁

/4180501010

2,   刘一迪

/4171012071

1,  冯攀

/4170613251

1,   黄成

/4170703010

马冰

副教

授,讲

师

1208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通信的广泛使用，琳琅满目的

交易平台出现在我们身边，为迎合这一发展理念，我们创

建以方便大学生校内交易及交流为主题的APP—“校圈”。

此软件仅针对于在校大学生，用户通过个人学生信息进行

注册，在此平台内用户可进行与本学校及周边高校闲置物

品的买卖和租借，实现面对面交易从而保证交易效率迎合

交易需求。“校圈”有效提高大学生社交能力，专注大学

生校内生活。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57

陕西老字号发展及法律保护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玥琦 41807010128

董昀茜/王娇

娇/李佳茹,/

刘倩

何万里 副教授 0301

陕西老字号比较多，尤其是西安作为文明古城，老字号对

于陕西的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研究老字号的发展规

律及其保护，对于推动老字号的发展意义重大。找出老字

号的发展规律，进行完整的法律保护，推动陕西经济的良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58
柔性医护贴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勇乐 41808060224

李文龙

/4180806022

5,熊剑辉

/4180806021

5

,朱展慧

/4190802022

5,李天放

/4190802011

王春兰 副教授 0702

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国内外高度重视疫情的提前防控，

其中人体健康指标的准确快速的监测是提前防控的关键环

节。本项目拟研发一款具有柔韧性好、轻薄、可随意卸载

的柔性医护贴，只需将其贴在身体测试部位，内部传感器

就会实时连续监测体温、心率以及呼吸指标，并将其结合

终端APP软件，获得更全面准确的监测分析报告，从而起到

医学防护和初步诊断的作用。该项目也将为柔性电子在可

穿戴医疗用品方向提供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支持。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59

溶胶凝胶法改性黄麻纤维及其

增强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的机

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苏彪 41701040110

贾良盛

/4170104010

3,周军

/4170104011

2,丁海芹

/4170104011

8,吕清怡

/4170104012

张星 副教授 0816

以黄麻纤维为原料采用非织造工艺设计与制备形成三维网

状抗层间滑移结构作为复合材料的增强体。然后对黄麻纤

维进行溶胶凝胶法改性，使纤维表面附着纳米粒子，在与

树脂基体的界面结合处呈现多尺度状态，探讨与研究该种

状态下黄麻纤维增强体与树脂基体的界面相容性改善与提

高的机理与制备工艺。在此基础上，采用RTM工艺研制出改

性黄麻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能显著提升复合材

料的综合性能。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60

多官能自组装导电水凝胶的设

计及其柔性器件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欣礼 41816010204

陆宇言

/4181601022

0,王晓娟

/4181601022

1,魏鹏婷

/4181601022

2,李博洋

/4181601022

6,

孙元娜 副教授 0804

智能水凝胶在人工皮肤、柔性传感器、组织工程等多个领

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其设计、合成、结构与功能研究

是近年来高分子学科的热点。本项目利用纳米胶束作为多

功能交联点，与功能性单体进行自由基聚合，合成高强度

导电水凝胶，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水凝胶材料在柔性传感

器的应用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61

锰基氧化物催化臭氧化深度处

理印染废水试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鹏龙 41817030215

杨嘉兴

/4181703011

0,

蒋宇萌

/4181703013

0,

王司权

/4181703021

4,

李雨欣

/4181703022

张瑞峰 讲师 0810

针对催化臭氧化处理印染废水中的热点和前沿问题，本项

目拟通过制备不同类型的锰氧化物，考察其催化活性，确

定具有最佳催化性能的锰氧化物种类；同时分别采用石墨

烯和活性炭作为催化剂载体，考察采用不同载体时的催化

臭氧化效果，确定催化反应的最佳载体；并分别对锰氧化

物、活性炭和石墨烯的结构进行表征，分析石墨烯/活性炭

负载锰氧化物催化臭氧化的机理。研究结果将为非均相催

化臭氧化处理印染废水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指导。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62

PBO下脚料的再纺丝方研究及

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宇 41701010116

李笑宇

/4170101010

5马浩东

/4170101050

4宋悦悦

/4170101012

5李有为

/4180141021

樊威 副教授 0816

本项目利用PBO下脚料配制纺丝原液，通过干喷湿纺法进行

再纺丝。不仅解决了用聚合物纺丝成本高、合成原料生产

困难等问题，也是一种废旧纤维资源回收再利用，具有深

刻的现实意义和良好的市场前景；再织制织物，在该织物

上进行激光直写法制备石墨烯，制成的石墨烯-PBO织物便

可在柔性器件中进行应用，包括固态锌空气电池和NO2气体

传感器等，应用到智能防护服，便可用于检测NO2等有毒气

体，为定制化织物电子产品的简易制造提供了新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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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

一种模块化箱体类产品螺母批

量拧紧装置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彭思源 41702070331

冯鹏/   

41702040102

，

何红力/  

41702120101

，

朱怡琳/  

41802040128

，杨喜年/  

41802070421

董雅

文,刘

文慧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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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

南街北巷生鲜电商SaaS解决方

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馨匀 41805030320

杜雪

/4180503032

8

余陈静

/4170501022

2

邢佳欣

/4180503031

8

邱玉兰

王保忠 副院长 0204

我们的项目是南街北巷生鲜电商SaaS解决方案，生鲜行业

线上交易的比重逐年增加，是一个较大的行业发展趋势。

我们南街北巷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为这些传统生鲜从业者提

供信息化的武器。这一行业务模式非常多，我们不同层次

的客户会有不同的业务玩法，南街北巷解决方案是能完整

支持到这些差异化需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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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穿网络水凝胶吸附剂的制备

、性能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天赋 41804070115

卢琪琪

/4180407011

4,韩娜

/4180407012

0,陈启蓉

/4180407012

3

穆瑞花 讲师 0703

选择价格低廉的海藻酸钠和聚乙烯醇为原料，分别制备海

藻酸钙单网络水凝胶、PVA单网络水凝胶以及海藻酸钙

/PVA互穿网络水凝胶，通过一系列表征手段，包括红外、

电镜扫描对不同凝胶的结构进行表征；然后，进行对照实

验，分别研究不同结构水凝胶，即单网络水凝胶、互穿网

络水凝胶的机械性能、自愈合性。在该环节，重点在于研

究原料构架不同所导致的合成水凝胶的性能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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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

食药用真菌液体菌种培养及应

用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淑君 41704020120

念海续

/4170402011

2,饶清燕

/4170402012

3,雷秋茹

/4170402012

4,王悦萍

/4170402012

孙飞龙 副教授 0830

食药用真菌具有增强人体免疫力，抗肿瘤抗癌等功效，已

成为具有无限开发潜能的种业。本项目欲以香菇、金针菇

、平菇等食药用真菌为研究对象，重点解决液体菌种培养

的技术问题，研究中依次进行母种的分离和培养，原种和

栽培种的液体培养，以菌丝形态和菌落生长状态为考察目

标，对外界环境及培养基组成及浓度进行优化，并将液体

菌种应用于食药用菌的栽培中。本课题对食药用真菌资源

的开发利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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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装饰画创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焦绎雯 41706130421

李静

/4170613031

9,朱亮亮

/4170613150

6,陈小龙

/4170613100

7,曹承龙

/4170613011

毛莉莉 教授 1305

本次项目实施是为了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以唐文

化为主题，以环保理念为主线，将装饰画设计元素与针织

工艺、针织技术以及环保针织纱线紧密结合。拓展装饰画

的设计表现手法，拓展电脑横机针织产品的应用范围。使

针织产品更多地融入人们的生活中，让人们更好的了解陕

西文化知识，是对传统文化进一步的一种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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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视阈下“中国英语”

助力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路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雨欣 41807030124

李紫源

/4180703010

6,李洪锐

/4190703010

8,王瑞凡

/4180703012

6

曹晓英 讲师 502

   在世界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一直处

于弱势，对外文化传播存在逆差，这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

软实力的提升。作为中国文化载体和传播桥梁的“中国英

语”不仅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彰显中华民族的特色文化，

而且能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因此，研究如

何用“中国英语”有效传播中国文化，快速提升中国文化

软实力不仅能够推动“中国英语”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

能引起人们对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传播路径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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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智能无损检测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晓滢 41808020126

魏蒙蒙

/4170802012

3,周中顺

/4180802020

9,耿凯悦

/4170801023

1,冯永芳

/4180807021

郝红

娟,成

鹏飞

工程

师,教

授

0702

    近些年，实验室、工厂等地因危险容器爆炸的现象层

出不穷，给相关单位、实验人员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本

项目运用超声波在不同材料中阻抗不同反射波形不同的原

理，设计了一种通过将金属容器放置在装置上便可利用超

声波技术来迅速检测容器是否存在破损或缺陷的便携式智

能无损检测设备。该智能检测设备可在金属容器出现问题

时立刻发生警报并在显示屏上将破损位置显示出来。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70

面向智能制造的人机协作装配

机器人交互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琴 41802310130

王明喆

/4180207010

52,王鹏飞

/4180207050

54,陈雨青

/4180101031

7,王硕

/4180501011

7

金守

峰,李

亚利

副教

授,工

程师

0802

人类智慧一直是机器人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重要源

泉，引入人类视觉智能识别机制、手/眼/臂/目标协调作业

及安全运动与防护机理等人工智能技术，研究装配机器人

高鲁棒识别、高精度定位及人机协作安全装配交互理论和

方法，是提升装配机器人智能化、柔性化应对智能制造的

新途径。因此本项目从仿生角度出发和依据现有的人工智

能研究成果，探索装配机器人作业过程中，机器人与人、

环境相互之间安全协作交互的机制。以摆脱机器人复杂的

运动学、动力学运动控制模型的约束，为装配机器人复杂

环境下的智能装配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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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界面接缝连

接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岩岩 41817010215

张宇翥

41817010129

，李星波

/4181701021

3，杨硕硕

/4181701021

2，王文斌

/4181701022

李斌 讲师
0810

01

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是实现住宅建筑工业化的有效途径

之一，装配式剪力墙具有抗侧刚度大，承载力高，延性好

等优点在高层住宅建筑应用广泛。然而，装配式剪力墙结

构仍存在不少问题，本课题提出多种适用于装配整体式剪

力墙结构的水平及竖向连接技术（包括钢筋连接方式、新

旧混凝土界面接缝形式），对比分析不同界面接缝连接方

式的破坏模式及抗震性能，探讨关键参数对墙体边界连接

性能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合理、可靠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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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反应型阳离子水性聚氨酯

固色剂的制备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敏 41701410224

王兴成

/4170141021

6,张前进

/4170141021

3,吉宝云

/4180141022

6,袁照森

/4180141022

6

习智华 副教授 0817

为解决染色织物易掉色，色牢度低的问题，本项目研究制

备一种具有生态性（不含甲醛）、反应性（含有反应性基

团）、水溶性（含有亲水基团）、阳离子型（固色阴离子

染料）等特点的聚氨酯树脂，作为织物染色的固色剂。该

固色剂生态环保，能提高企业染色产品的技术含量、质量

高档次以及企业在市场的份额和竞争力。

    本项目将聚氨酯树脂优异的拉伸、抗冲、耐擦伤性引

入到纺织品固色整理中，并详尽探讨了如何提高纺织品固

色整理的综合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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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瓶回收分离粉碎一体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庆蕊 41702040125

荣玉莹

/4170204012

0,

宋佳佳

/4170204012

3,

朱茵

/4180214012

9,

邢泽旭

/4180204010

2

陈珊,

张改萍
工程师 0802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资源的节约利用、高效利用

、循环利用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针对我国每年约产生350

万吨废塑料瓶回收再利用问题，本项目设计一种塑料瓶回

收分离粉碎一体机。经调研塑料瓶瓶身回收利用价值最

高，为实现废塑料瓶的回收再利用价值最大化，本项目设

计的塑料瓶回收分离粉碎一体机可在单独回收的同时，可

将塑料瓶瓶身、瓶盖、包装纸进行不同单独的处理。该一

体机体积小可放置于街边居民区等，方便公民回收，可提

高塑料瓶的回收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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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学生专业学习及就业方

向解答的学霸帮帮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代睦尘 41709310225

魏星星

/4170931022

8,    冯  

祺

/4170904023

0,      贾

弋枫

/4170613170

陈君 讲师 0809

受限于我国高校当前教育现状（教育资源不均，各地教育

实际情况存有差异等），以及市场上针对大学生学习，特

别是高效的专业型学习APP较少的情况，项目构建了在校大

学生的教育类app——学霸帮帮帮。该app专为大学生提供

学习交流平台，解决大学生在学习及就业等方面的困惑，

并借助大数据等技术为同学们做好资源整合，适时提供所

需信息，创造性的服务于同学，支持教育千人千面,达到以

兴趣和需要为学习目的，实现不同学生同一所大学的梦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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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响应型聚离子液体凝胶的制

备及其对肠道杀菌药物的控制

释放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泽城 41804070109

任雅静

/4180407012

9，钟雨心

/4180407012

2，温向宇

/4180407010

1，陈晓乾

/4180407010

赵亚梅 副教授 0813

智能响应凝胶是三维网络结构的交联聚合物，能对外界环

境刺激产生相应的响应，可作为受控药物释放的良好基质

。本项目以不饱和的醚基离子液体为单体，偶氮二异丁腈

为引发剂，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为交联剂，共聚得到新

型pH响应性聚离子液体凝胶，并对其结构及性质进行表征

。基于凝胶载体的pH刺激响应行为研究，使用扩散法负载

环丙沙星（CIP），选用缓冲溶液模拟人体内部环境，探究

pH响应性聚离子液体凝胶对肠道疾病药物的控制释放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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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无忧-基于大数据的高校

贫困资助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于期百 41805060118

田晓雨

/4180503022

2,翟田田

/4180503022

7，高绍旺

/4180506010

5，黄涛

/4180505010

张丽丽

讲师

（高

校）

1208

在大数据背景下，本项目旨在为提高高校精准资助育人的

效果，与高效和政府合作，建设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完善

贫困生识别、认定制度，追踪资助金的使用情况，贫困生

信息实时更新，促进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精细化发展，提

高信息化资助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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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榆林地区仿古地毯文化的

挖掘与创新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晓宁 41706131424

1/刘世超

41706131515

,2/李博琨

41706132209

， 3/曾晓棵

41706132609

， 4/李宛凌

41710120725

徐训鑫

副教授

（硕士

研究生

导师）

1305

本项目从榆林仿古地毯文化出发，对榆林仿古地毯的形式

特征及规律进行深入研究：(1)创新，是对榆林古地毯的传

播形式的创新，为扩大其影响力。（2）开拓，是结合当代

流行文化，将传统的地毯元素进行相互融合，确定大的方

向，在此基础上进行衍生产品的拟定。

（3）传承，首先是树立对榆林古地毯的保护意识，其次创

新是传承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要守住； 守，传的人要守，

承的人。

也要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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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服装设计

语言服务平台创建-以T-

Fashion微信公众号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迪 41907030120

席大千

41907030103 

       杨子 

      

41906130107 

       杨梦

园   

41807040125 

       邱宇

斐   

崔昕 讲师
0502

01

“互联网+”为语言服务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而微信

平台的开发与运营使语言服务以更加便利的形态服务于我

们的生活与学习。本项目旨在依托项目组成员“多元化”

专业优势及指导教师英语专业背景，立足于我校专业特色-

纺织服装，通过创建和推广由不同模块构成的服装设计语

言服务平台，从而使不同专业背景的使用者不仅能了解一

定的服装设计专业知识，提高审美意识，丰富个人知识，

也能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拥有丰富、原汁原味的英语

翻译资源与服务，并有利于平台使用者利用碎片时间学习

英语，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高效学习英语自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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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马路传送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笑男 41808040224

李玮

/4180804022

1,杨旭洁

/4180804022

2

范钦伟 副教授 0701

为迎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解决老

人，孕妇，残疾人，行李较多的路人等弱势群体在过马路

安全上的问题，我团队提出相关项目，马路传送装置。在

保障行人的人身安全且不损害车主的利益的前提下，通过

技术手段——新型马路传送装置来解决如何保证行人安全

的问题。这样既不会让车主苦苦等待，也不用担心老人的

安全问题，将传送与马路结合起来，用于方便人们的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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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

中国传统首饰复原设计及市场

价值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元媛 41710120526

万子源

/4171012041

5,宋浩蓥

/4170613041

6,李玉

/4170613062

5

黄明园 讲师 1303

传统首饰复原工作目前是一块亟待开垦的文化园地，我们

目前可见的形象资料基本都留存于壁画与史书中的描绘与

记载，只有部分实物保存于博物馆中，这使我们很难完整

的把握其形制特点与佩戴方式。本项目通过对壁画中人物

形象资料为依据，以史书记载为佐证，对古代壁画中人物

首饰进行复原设计，并制作出一套完整的实物成品，使我

们直观的了解到传统首饰的原本样貌。通过公众号的平台

进行推广，使大众了解中国传统首饰文化。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81
淤泥固化剂及最优掺量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小龙 41817010208

温琦

/4181701021

0,张华炜

/4181701020

9,王睿哲

/4181701021

1,蔡青松

/4181701020

仲伟秋 讲师 0810

在滨河或湖泊地区现场采取淤泥，分别使用传统固化剂、

高分子添加剂新型复合材料、工业废料，以及混合后的固

化剂对淤泥进行固化处理，在各种模拟环境下进行各种力

学性能试验，通过采集数据、评估性能找出最优化掺量配

合比。最后通过得出的最优掺量配合比用固话材料对淤泥

进行固化，对所得成品进行复试验，观察成品的稳定性、

强度、刚度等性能成功通过测评。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82

压疮防护用3D间隔织物增强聚

氨酯海绵抗菌复合材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浩东 41701010504

金丹

/4170101022

5,镇霄

/4170101021

0,张袆

/4170101022

6

支超 副教授 0816

    本项目以新型高缓冲、高透气、抗菌压疮防护材料为

研究目标，将改性抗菌低密度聚氨酯海绵和3D间隔织物相

复合，设计出3D间隔织物增强低密度海绵抗菌复合材料。

随后以材料的优化制备工艺、透气性能流体力学仿真和流-

固耦合及可控制备为研究内容，深入研究此种材料的细观

力学行为，系统剖析在多物理场条件下该材料力学、透气

性能与其本体结构参数的依赖关系。最终实现此种新型医

用抗菌压疮防护材料的可控制备。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83

助老机器人智能末端抓取系统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理博 41702070114

蔡梦琪

/4170207013

0,刘拓

/4180207031

0

管声启
教授

0802

伴随着国内对机器人技术的大力发展，机器人的用途已更

加多元化，服务机器人成为了机器人领域研究的热点。助

老助残机器人作为智能服务机器人的重要分支之一，是为

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设计的服务机器人。其应用范围已扩展

至老年人和残疾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帮助他们独立完成各

项日常任务，使他们可以在脱离看护的情况下自理。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84
Bop智能大棚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蔡宇晶 41803050222

陈泽宇

/4180302010

7，胡冰涛

/4180305012

2，樊丹丹

/4180305012

7，任陇刚

/4180305021

温宗周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结合智能大棚遥测终端、集成机井控制终端和大棚

控制终端于一体，以STM32F103ZET6微处理器作为主控模

块，运用传感器、远端测控单元等技术，实现人工、远程

、智能三种模式，来调控大棚内气候环境，使作物获得最

优生长条件。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85

难降解工业废水高效广谱性吸

附剂的开发和应用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烨锋 41804010208

胡承会子

/4180401022

6，邵晨曦

/4180401012

7，袁颖楠

/4180401012

6，陈少华

/4180401011

3

王宁 讲师 0703

基于聚苯胺（PANI）和二氧化钛羟基化合物（Ti(OH)n(4-

n)+）单独作为吸附剂在水处理中的优缺点，本项目拟通过

复合PANI和Ti(OH)n(4-n)+，开发一种针对难降解工业废

水中多种污染物同时具有高效吸附性能，且可多次循环再

生使用的广谱性复合吸附剂。其中主要探索两者的低成本

常温复合机理；明确PANI/Ti(OH)n(4-n)+对工业废水中

典型污染物的吸-脱附性能及影响因素。该吸附剂的开发有

利于突破吸附在水处理领域的技术瓶颈。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86

咪唑醋酸类离子液体对纳米

SnO2气敏材料的调控合成及机

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兰怡君 41704010129

李亮亮

/4170401010

5,向小燕

/4170401012

4,陈艺馨

/4180401022

8,杨延维

/4180401023

侯海云 教授 0703

本项目拟以不同结构的绿色咪唑类离子液体为溶剂和材料

生成诱导剂，利用微波法诱导调控制备纳米SnO2气敏材料

。探索离子液体咪唑环所连烷基的长短以及离子液体结构

对称性对SnO2纳米材料尺寸、形貌和气敏性能的影响。以

期制备出粒径小、微观形貌和结构新颖、气体灵敏性高，

选择性强、工作温度低的纳米二氧化锡气敏材料，并分析

其机理。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87

直播带货营销模式分析及策略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唐萍 41905050216

赵志宏

/4190507010

1,  王建峰

/4190507020

3, 王 淳

/4180507012

0,  陈宏杰

/4180505020

杨小红 副教授 1202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88

非遗文化传承的技术创新——

缂丝织造的自动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泽 41908040108

董青梅

/4190804013

5，谢弟江

/4190804011

7候蕊

/4190804023

3，高晗晗

/4190804022

耿燕 副教授 0701

目前, 缂丝作品只能完全由人工制造，无法用机器替代。

本项目在缂丝工艺的基本步骤上如：套筘、嵌前后经轴、

打翻、揽经面、画稿等，研究其中一些步骤，来实现缂丝

工艺的自动化。 本项目从缂丝核心技术“通经断纬”入

手，将“通经断纬”技术的重点放在“断纬”上面，研究

“断纬”的类型并查找“断纬”的部位，通过建立合适的

数学模型，运用机器学习、自动控制等的相关知识，设计

出断纬的智能化方法，从而实现缂丝织造的自动化。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89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图像风格

迁移生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星星 41709310228

张  瑶

/4180931022

3,      贺

旭妍

/4180931022

4

李维 讲师 0809

本项目基于深度学习方法，建立深层卷积神经网络，从多

副图像中学习风格，提取特色信息，并将不同风格融合到

任意图像中，最终生成具有特定风格的图像。

该方法能够实现自动生成图像，在图像特色获取，游戏设

计，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深入理解人类视觉原理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90

教学建筑室内热环境对人体热

适应性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东林 41817020207

付鑫易

/4181702022

1,刘江波

/4181702010

4

蒋婧,

郑松

副教

授,工

程师

0810

02

学生对教室内热环境的需求不同于全社会平均水平，当前

基于全社会平均水平的热舒适评价标准已不再适用要提升

和改善教学建筑室内热环境。本项目拟通过选取典型教学

建筑，对室内人员密度、衣着水平、活动强度和热感觉等

进行问卷调查，同时测量所处客观物理环境；进而分析教

室内学生的热舒适水平和适应性规律，建立学生群体适应

性热舒适模型。在满足教室内各类热需求的同时，也充分

的挖掘了此类建筑所特有采暖节能潜力。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91

废弃羊毛提取角蛋白质制备柔

性再生纤维材料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尚琪 41701410227

崔君洁/ 

41701410222

,李帅硕

/4170141020

5,党向宇

/4170141021

1

李博,

孙艳丽

校聘副

教授,

校聘副

教授

0816

为解决废弃羊毛原料及产品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问题，提取羊毛中可利用的角蛋白质并加工为再生材料成

为重要的研究方向。但由于在提取和加工过程中，难以有

效控制试剂和环境对角蛋白质分子结构造成的过度破坏，

因此角蛋白质再生材料的可应用价值不高。本项目在一种

新型提取技术的基础上，针对羊毛角蛋白质改性技术和再

生纤维制备方法进行了系列研究和优化，研究成果可为羊

毛再生角蛋白质材料的开发应用提供技术和理论参考。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92

基于机器学习的传统水表数据

自动采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妍 41703020120

谢龙生

/4170303010

2,乔奕婕

/4180303012

9,杨宸

/4180308011

0,刘方星

/4180302020

朱磊，

孙宁
教授 0807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93

三萜皂甙糖基转移酶的挖掘及

功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瑞雪 41804020117

封鹏飞

/4170402021

5

刘昊宇

/4180402011

1

赵淇

/4180402011

刘啸尘 讲师 0830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94X
“家+”微信小程序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周羿彤 41908060231

仇天祎

/4170802022

6，肖金凤

/4190807012

4，吴佳莉

/4190803012

5，徐洁

/4190807011

吴俊芳 教授 0809

本项目根据现阶段对大学生群体需求的调查，开发出如联

机闹钟、匿名提醒等全新功能，同时采用微信小程序的形

式，提高便捷性，构建一个以学校为单位，专属于大学生

的独创性交互平台，拟解决当代大学生校园生活、人际关

系、私人空间、公共资源等多方面的实际问题，使用户可

以卸下防备畅所欲言，拉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最大程度

上消除人际交往中产生的矛盾。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95

助推扶贫脱贫的小程序设计与

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周青 41809040123

陈  玉

/4180901013

0,      黄

科强

/4180931011

3,    刘  

丹

/4180931022

6,    郑  

任慧娟 工程师 0809

商洛市扶贫致富小程序主要面向商洛市，设计并开发具有

产业扶持、推送新闻、网上办理手续和爱心扶贫功能的小

程序，让更多的人参与扶贫，扩大扶贫新势力，给予扶贫

新通道，让扶贫更加多元化，从而建立反映民情的窗口、

展示扶贫开发成果、联系扶贫业务以及搭建沟通贫困老百

姓的桥梁。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96

“互联网＋”视域下的陕红文

创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叶君兰 41810090109

李博雯

/4181009021

7,肖倩

/4181009021

0,张宇婷

/4181009021

8,张嘉韫

/4181009022

姒晓

霞,张

玉容

副教

授,副

教授

130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着重发展红色文化，

互联共创红色文化旨在运用当下主流媒体将陕西地区红色

文化与各类创意产品相结合，通过市场调研，模拟运营等

方式，使红色文创潮流化，传统故事风格化，影视传媒多

元化，利用碎片化时代，助力脱贫攻坚，弘扬红色文化。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97

衣康酸共聚绿色阻垢剂的合成

及

阻垢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葛俊猛 41704100217

张国锋

/4170410021

2,付鑫易

/4181702022

1,褚安琪

/4181703012

1

余嵘 副教授 0810

循环冷却水在运行中会导致结垢发生，添加阻垢剂是防止

系统结垢的最重要手段之一。阻垢剂的发展方向是开发环

境友好型无毒无公害的高效阻垢剂，本项目通过衣康酸与

不同单体共聚合制备新型高分子绿色环保阻垢剂，考察不

同质量浓度对阻垢剂阻垢性能的影响、防垢效果和阻垢机

理，并且采用X射线衍射、红外光谱、扫描电镜等手段对垢

结晶过程及晶型的改变进行表征，探讨其作用过程，并在

循环冷却水水质条件下加以应用。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98

印染废水污染物多功能纳米吸

附剂研究及其在指纹显现中的

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有为 41801410214

白世豪

/4180141021

6，袁浩翔

/4180141011

6，刘爱茜

/4180141021

7，熊亚睿

/4180141022

刘瑾姝 工程师
0817

01

拟采用环糊精为基体，柠檬酸为交联剂，通过酯化交联制

备多功能吸附剂，对吸附剂物化特性进行分析；采用吸附

剂对印染废水中染料、金属离子等污染物进行协同吸附，

研究吸附剂吸附动力学、热力学及吸附机理；对饱和吸附

污染物的吸附剂进行分离、冷冻干燥、研磨粉碎制得可用

于手印显现的纳米材料；将该纳米材料粉末用于手印显

现，对纳米材料与手印中物质的作用等进行研究，确定纳

米材料增强显现机理，拓宽手印显现的手段和方法。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099

基于深度学习网络输电线路缺

陷状态智能监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卫若茜 41703040627

邴凯洋

魏平方

白雪姣

纪超、

程丹
讲师 0805

通过在监控中心的专家软件中嵌入相关绝缘子缺陷检测智

能算法对绝缘子实行智能化监测，本课题针对输电线路的

实际情况，提出基于改进深度学习图像识别框架 

（YOLOv3）网络的绝缘子特征识别与缺陷诊断模型。首先

采用视觉显著性对现场采集的绝缘子图像中重要区域进行

提取，然后针对绝缘子缺陷主要区域进行针对性较强的计

算，进而提高检测的效率。最后通过网络改进的

（YOLOv3）模型训练，准确诊断出绝缘子缺陷区域。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00

火灾初期自主确定燃烧物的报

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童欣 41708020101

刘肖月

/4170807011

4,郭斯林

/4180801010

3,何智恒

/4180802010

9,赵丽莎

/4190807021

伍刚 讲师 0829

本项目是利用大数据原理设计的一种火灾初期自主确定燃

烧物的报警系统，其通过对燃烧产物的变化速率、燃烧物

燃烧的特有声波以及燃烧物燃烧产生的气体成分、浓度等3

个方面结合判定燃烧物的种类，并自动向消防部门系统发

送包含燃烧物种类和火灾地址的报警信息，便于消防人员

准备充足的灭火工具，及时赶往现场。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01
大学课堂智能评估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裴哲 41709040127

王  茹

/4170904012

8，     周  

盼

/4170904012

9，     张佳

妮

/4170904013

0，    石雨

佳

王伟 副教授 0809

针对大学课堂教学过程中评教、评学应用需求，本项目利

用图像分析和深度学习等相关理论和技术方法，研究和并

实现大学课堂的智能化教师教学和学生学情评估系统，可

实时、有效地评估教师教学和学生状况，为教师及时进行

教学评估和掌握学生学习效果提供科学依据，进而灵活定

制适合学生能力和个性的知识内容和教学模式的个性化智

能教学课堂。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02

挡光元件热应力数值计算与热

疲劳寿命评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来显凯 41817010128

荆文波

/4191701011

3,巫陈浩

/4191602020

7,王哲

/4191602021

0,徐梦帆

/4191602012

殷琰 讲师 0801

本研究利用挡光元件弹塑性有限元分析结果，结合材料裂

纹扩展速率对同步辐射前端区挡光元件疲劳寿命进行评

估，并据此提出基于损伤容限理论的挡光元件有限寿命设

计方法，用以替代此前使用的过于保守的静强度设计准

则，避免材料浪费的同时可优化同步辐射装置前端区的原

件布置，既符合现有试验结果也具有实际工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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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单向导湿功能的粘胶纤维

针刺非织造材料的研究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慧 41701040117

陈悦悦

/4170104012

5

马艳丽 讲师 0816

随着疫情的爆发，当前社会对具有单向导湿功能的非织造

产品需求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利用具有良好导水作用的粘

胶纤维结合针刺加固工艺研发新型单向导湿非织造材料。

此外，结合差动毛细效应和润湿梯度机理，把织物内层的

汗液快速排出到织物外层，外层再快速的将汗液蒸发，且

汗液湿气不会停留在内层。基于上述分析，本项目利用环

境友好型多巴胺优越的粘附性，在粘胶纤维非织造布针刺

密度小的一侧构筑长久耐用的疏水层，进而实现单向导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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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服装分类回收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娜 41803020227

丁梦玥

/4180302022

8

,张洋

/4170903012

5

,项立银

/4170303030

顾梅花 副教授 0807

针对广泛应用的服装回收系统智能化程度低，人工成本高

的缺点，设计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服装分类回收系统。

该系统采用树莓派作为主控芯片，首先通过USB摄像头获取

旧衣服图像，利用深度学习的模型训练获得高精度服装分

类模型，对服装图像进行分类识别；然后通过路径规划技

术将已经识别的旧服装实时并准确地放置到指定区域内，

实现旧服装的智能分类及存储；最后通过对存储箱温度与

湿度的实时监测，保证服装放置的适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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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装3D虚拟定制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端晨 41709050206

陈留红

/4170801010

4,    孙鹏远

/4170802021

3,    梁  

尊

/4170931022

2

毋涛 副教授 0809

运动装是我国服装这个支柱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项目针对

运动装行业个性化定制的C2M变革趋势，以及在疫情下企业

亟需增强互联网营销手段的需求，采用three.js、微信接

口的技术方法，开发实现“运动装3D虚拟定制平台”，为

企业经营模式转变提供创新支持。项目的实施，可解决供

需双方的个性化定制交互痛点，提供定制化的“互联网+”

渠道，增强用户的设计体验，增强企业利润和效率。项目

将申请自主知识产权，努力推向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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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黄河故事，凝聚精神力

量”——新媒体时代黄河文化

的传播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熔 41810030312

马艺昕

/4181009022

3,郭严

/4181015081

0,杨玥

/4170702012

7,马浩丹

/4170704012

林禹杉 讲师 0503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

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

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

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

量。本项目旨在通过新媒体，突破传统传播角度，为讲好

黄河故事、推动黄河文化优化传播路径、创新传播方式，

使黄河文化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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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环境中植物的尺度与

人体工学设计的运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镓睿 41710120804

肖宇

/4180613020

9,万芯男

/4180613131

2,亓心如

/4180613181

谢迁 副教授 0101

植物景观是城市景观组成中不可或缺的景观元素,人们的审

美要求、精神面貌以及日常生活都会在设计.上有所体现。

在城市植物景观设计中，为了提高空间的层次性和可识别

性,要注意把握植物与其它园林要素在环境中的尺度关系,

符合人们的生理尺度和心理尺度的要求,令空间的使用效率

得到提高,使他们在城市公园中能体会到大自然的美感,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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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针织技术制备扁平足矫形

鞋垫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鹏 41701010309

王雁南

/4170101011

7，王琛洋

/4170101012

4，高兴云

/4170101011

9，姬长广

/4180101040

薛涛 副教授 0816

该课题选用聚酯/棉混纺纱作为编织原料，采用成型针织的

方法，在电脑横机上设计并制备了扁平足矫形鞋垫。并配

合填充材料的强度支持，有效支撑足弓，分散足部不正常

受力点，改善身体行走负力线，可矫正由足部疾病或劳作

造成的纵弓塌陷，改善足部压力分布，起到较好的矫正效

果。成型针织法制备的扁平足矫形鞋垫弥补了模压法扁平

足矫形鞋垫透气性差的缺点，应用研究具有重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而且前景十分广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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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级联语义分割的服务机器

人三维V-SLAM系统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尚慧慧 41803030230

王博

/4180303030

2

，董常鑫

/4180308010

3

，姚成瑶

/4180303021

马晓敏 讲师 0807

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不断追求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

快，服务机器人领域蕴藏的市场需求愈发凸显。积极突破

服务机器人三维V-SLAM的瓶颈问题是其全面智能化发展、

带动更多场景化应用的关键。本项目利用级联神经网络语

义分割模型提取与匹配动态复杂环境下的特征，结合法向

量和动态学习率配准大规模含噪声点云，设计并实现高性

能的服务机器人三维V-SLAM系统，以增强视觉特征的识别

率、提高三维V-SLAM的快速性和鲁棒性，促进服务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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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学星——打造创意学习新平

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家兴 41809310213

周腾飞

/4180905040

,     石小倩

/4180906012

8

陈慧娟
高级工

程师
0809

益学星APP主要用户为初中以上的的学生和社会人员，根据

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的人群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学习

环境，打造创意学习的新平台，以解决当下人们学习生活

的一些问题。益学星也致力于公益，通过开展一些活动去

帮助贫困地区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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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重长安城”——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绒花艺术的传承、

宣传与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云云 41806130519

郭可昕

/4180613051

8,刘秦玉

/4171012062

2,王咪

/4181015042

4,赵金俐

/4181015042

马一婷 讲师 1305

    在这个科技畅销传统手工技艺渐渐被人们遗忘的时

代，传承中国传统手工艺，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中

华民族工匠精神是作为一个中国青年应有的责任。在继承

绒花工艺的精妙、宣传绒花的艺术和文化价值、创新绒花

新型产品的同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绒花能作为产品走

进市场，通过各种营销手段得到市场的青睐，进一步帮助

到有需要的人群，拉近非物质文化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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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乡村闲置土地整治及营

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婴 41710120223

王雨萌

/4161012021

2  2、郝静怡

/4711012111

9 3、张娜

/100010

李晶 讲师 1305

以西安市乡村为研究对象，以地域功能复兴为导向，通过

实证调研、用地调查潜力评价，开展区域不同类型的乡村

空心化的类型研究。从而构建西安市乡村空心化绿色整治

导则，从而达到有效配置土地资源的目的。在遵循农业高

效化、土地集约化、城乡等值化、人居环境生态化原则

下，对空心村人居环境进行整治设计，通过生产、生活和

生态空间重构达到空心化重构与衰败景观重塑的过程，为

空心化整治模式提供依据。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13

基于ResNet的中国古代青铜器

年代鉴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龙生 41703030102

叶文金

/4170303010

3 彭维玉

/4170303011

9  于小卓

/4170303013

0  罗鑫迪

/4170303011

苏雪平 副教授 0807

中国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工艺精美、有极高

的声誉和艺术价值。它是古代文物中的一大门类，也是研

究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本项目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以

中国古代青铜器为标识样本，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将其数字

化、信息化，并结合ResNet网络（Residual Neural 

Network）模型，研发出一款具有高准确性和普适性的青

铜器年代自动识别软件，实现对青铜器年代的快速鉴别，

为文博工作者、文物收藏者等提供便利，促进文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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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农贸信息平台的构

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振柯 41809310101

胡俊杰

/4180931010

2,     任润

斌

/4180931012

0,    杨龙云

/4180931020

1,     齐晨

李莉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依托微信平台研发一款为农贸需求者交流的“基于

微信小程序的农贸信息交流平台”，通过大数据来搜集农

贸需求进而反馈给与农业接轨的相关企业，适用全部想要

进行农机预约与联系的农民。实现预约机器、人工需求预

约、种子化肥预约、农贸信息交流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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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力量”——推动经济

发展带动西北乡村振兴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王鹏飞 41810030605

王天翱

/4181003060

4,张子豪

/4181003060

3,李骏钰

/4181003061

马一

婷,肖

爱云

讲师,

副教授
####

项目主要研究如何用语言文化在教育方面来提高孩子们对

于语言文字的兴趣和魅力。语言是文化的根，我们教育体

系做的就是将普通话作为基本教学语言，而且要进一步让

更多的孩子了解到语言是文字的活化石，文化是通过语言

来承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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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FPGA的数码喷头驱动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魏嘉宁 41803040201

王建宇

41903010204 

 边宇

41903010205 

 许彦辉

41903010202

苏泽斌

、袁洪

琳

工程师

、讲师
0808

为了提高喷墨印刷质量，本项目采用FPGA作为喷头驱动控

制电路的核心器件，以高压驱动电路为辅助，实现对喷头

打印的控制，通过软件改变影响喷射墨滴的参数，进而通

过控制改变参数，提高印刷质量，得到稳定可靠的打印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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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车间质量数据及可视化分

析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楠 41709050129

寻栋梁

/4180904010

2,    张文静

/4180901013

6,    杨  

菲

/4180901013

1

陈亮 副教授 0809

近年来，随着智能制造的推进，我国工业智能化程度不断

提高。庞大数量的智能投入现场运行后，设备的运行状态

检测和总体运行态势对于企业管理人员实时评估决策具有

重要作用。本项目以制造业为背景，研究和开发了质量数

据集成与可视化分析平台，将离散、多源的设备运行数据

融合汇总，形成一体化数据监测和分析平台，实现以质量

数据采集、算法整合和数据可视化呈现为核心的质量管理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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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微信公众号建设与衍生品

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倩 41710090419

王灏晨

/4171009010

6,刘昊朋

/17290232,

石佳琳

/4171009041

5,杨眉

/4171009031

邵璐 副教授 1301

本项目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调研主体，以微信公众号作为

平台，对现有陕西地区非遗文化项目进行调查研究分析，

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建立不同内容模块，包含文字、微视

频、衍生品定制等，利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可

视化的展示非遗文化的物态形式，丰富文化的传播渠道，

提高传统文化传播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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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Yolov4的数码印花缺陷检

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恒 41803040210

吴军琪

/4190301020

7,张梦阳

/4190301021

2,王一帆

/4190301022

马丽萍

、苏泽

斌

副教授

、工程

师

0808

该创新项目研究了基于改进的Yolov4的数码印花缺陷检测

系统，其检测精度和速度均满足实际生产过程的要求，具

有广阔的工程应用前景和较高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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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阅读随手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子昂 41809050402

余晨曦

/4170904023

1,    韩生江

/4180905040

4,    蔡自桂

/4170904011

2,    刘彤彤

/4170904022

5

李怡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目的是为了把个人的零散时间利用起来，随时随地

收听和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书籍的获取方式增加自我的

主观能动性。本项目在基于听书阅读的基础上，支持自己

拍照录入和通过爬取相关网页上的一些免费书籍资源功

能，来获取本人所感兴趣的相关书籍的内容和学习视频。

通过数据筛选和处理将每个小片段自动整理汇总，自动保

存本次听到的位置，确保下次听书时能够从上次保存的位

置自动阅读，同时基于个体的爱好做到书籍信息的精准投

送和建议。为了让阅读和听书以及视频三种方式可随心切

换，支持多种数据导入，真正做到听书和阅读功能的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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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物元素的博物馆文化创

新设计的产品开发及销售平台

的搭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玗希 41810030621

梁爽

/4181015062

4,尚雪玲

/4181015052

5,陈雅茹

/4181015051

4,汪瑞淇

/4181003062

李德兵 副教授 1305

将文化创意产品与汉服、国宝等元素相结合，以“萌系设

计”“游戏设计”的方式大大缩短大众和历史文化之间的

距离，在设计和销售产品同时也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

的目的。重新定义“传统文化”内涵，让文物“活”起

来， 以市场化的方式把国宝级文物、文化精粹带向大众，

助力文化遗产变得更加鲜活、生动而有趣、走向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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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传感器信息融合及其在降雨

型滑坡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紫妍 41803050229

高士奇

/4180305020

8

2，喻远佳

/4180305020

9

3，梁聪

/4180305021

李丽敏 讲师 0808

本项目研究的是在多参数采集的基础上，利用多传感器信

息融合技术进行信息融合，利用人工神经网络训练出可预

测滑坡概率的模型，再利用模糊规则滑坡等级表，通过滑

坡概率与滑坡等级表的对比得出滑坡等级，做出相应应对

措施。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23

基于维度运动的蓄产结合电能

装置的设计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瑞 41803030309

李旭航

/4180304040

1,张艺雯

/4180806012

9,马睿

/4180801022

8

涂喆研

（计算

机学院

教

师），

段佳雷

副教

授，工

程师

0807

本项目研发产品致力于解决终端设备在无电源条件下的续

航问题，通过运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等物理原理，构建

出新一代蓄电产电相结合的电能装置。基于项目发展需

求，产品设计将采用降维运动发展思维、秉承绿色发展理

念、践行创新驱动战略，来实现第三代一维产品的研发。

项目初期研发成果将与GPS等设备相结合，搭建新型救援装

置即“永远可以找到的救命设备”，应用于火场及海上救

援，提高救援成功率，从而挽救更多生命。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24

基于物联网的大型停车场智能

地磁车位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露 41909010228

王  彬

/4190901023

0,      郑

晶晶

/4190901023

2,    杨照宇

/4190901021

崔洛 工程师 0809

针对当前大型停车场内环境复杂，造成的“停车难”问

题，研究了现有停车场车位管理方案的不足，提出了基于

物联网，以地磁传感器为核心的智能车位管理系统，用于

解决此问题。该系统拟采用Zigbee无线网络技术将传感器

数据回传到后台服务器，设计一个基于动态阈值的高效检

测算法，并开发一套移动端APP帮助司机方便停车。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25

基于视觉显著图构建的原棉异

纤检测算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绍城 41709050205

温娴

/4170905012

2，

白贵花

/4170905022

3，

闵轩

/4170905020

9，

任宇茜

/4170905022

师红宇
高级工

程师
0809

棉花异性纤维的检测对于改进原棉加工工艺,提高棉纺织品

的成品质量至关重要。本项目从棉花异性纤维检测的实际

要求出发，提出立项申请，项目以解决棉花异性纤维检测

要求为目标, 采用仿生学显著性机制，构建视觉显著度的

检测模型。在该模型框架下，设计棉花异性纤维的检测算

法，在试验验证的基础上，形成解决棉花异性纤维检测共

性问题的技术。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26

基于自媒体平台的“光影研习

所”品牌的创建与运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上官晗珂 41710120122

李夏

/4170613131

3,张慧敏

/4171009011

8,常礼芷

/4171009041

郑佳 讲师 1303 ###############################################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27

陕西关中特色地域文化内涵主

题影像创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文曦 41810090603

沈畅

/4181009060

8,马星凯

/4181009060

5,程尹镜

/4180613121

9,邢雅

/4806131211

吴铁 副教授 0101

本项目研究将从丝路文化、地域文化以及时代特征入手，

深入解读其影像特征与内涵表现，多种摄影表现手段穿插

运用，依据作品拍摄所涉及区域、内容及类型，配合画面

撰写相关叙事性的文字内容，拟从关中符号、都城文化、

佛教文化、民俗文化、民间工艺文化、记忆中的街巷、戏

剧文化、饮食文化及现代城市文化等多方面、多角度、分

篇章进行组织表现。探寻特色地域文化文化内涵的表现形

式、符号语言等现代传播的途径与方法。提高大众的文化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28X

拾遗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有

限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朱岩 41801410103

丁宇凡

/4191012071

3,汤莉媛

/4180503012

4,宋鹏程

/4190141011

3,武晓佳

/4190101021

师文钊 副教授 0817

项目基于国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中非遗保护的任务要求，立足纺织非遗发展现

状，依托西安工程大学纺织服装特色及学科基础，成立拾

遗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有限公司，构建“非遗传承人-非

遗产业有限公司-西安工程大学”纺织非遗保护平台，研究

“非遗+科技”、“非遗+就业”、“非遗+扶贫”及“非遗

+教育”等新模式，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激发脱贫内生动

力、推进“三全育人”及提升文化自信。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29X
Attach校园生态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权水瑶 41809050225

徐晨洋

/4180904021

7,

张  辉

/4180901010

5,

华国平

/4190904011

7,

杨心雨

/4190141012

朱瑾 讲师 0809

提供学校品牌宣传展示，解决传统学校展示互动的难题，

提供更多赋能工作，通过线上工具提高学校 运营效率，

解放教师人工成本，不仅在校师生、新生，包括 访客，

都可以通过学校小程序，体验到便捷的校园服务。提供交

友、讨论、失物招领等多种社交功能，纯线下的交易有很

多局限，而通过入驻校园小程序，不仅能获得更多曝光，

也让交易时间更加灵活。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30X

互联网+创新引领特色乡村振

兴公益服务平台创业计划研究

—以白山市长白县为例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孙静怡 41805060125

姜子轩

/4170506010

5， 宿文籍

/4170506010

3，   李梦莹

/4170507021

2，   马渭斌

/4160507010

9

吴昌敏 讲师 1208

本项目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吉林长白县以人参为特色产业的

资源情况和经济情况，了解到当地资源虽然丰富，但受地

理交通以及外部环境因素的限制，导致长白经济实力与发

展活力不足，因此运用“政府主导、企业参与、高校推广

”的模式，以互联网时代为契机，建立“青春助力长白”

公益平台，平台主要通过特色产业网络嵌入模式和创业网

军带动模式两种运作模式来助力长白特色产业发展。树立

特色产品品牌，拓宽产品的营销渠道，面向农村青年传播

科学技术、帮扶农村电商产业发展，为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31

基于陕西特色农产品的智能包

装设计及创意传播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骆昱颖 41706130622

张亚琳

/4170613291

5,肖彦嵘

/4170613281

4,王晓宁

/4160613271

1,陈雪

/4170613291

张洪军 讲师
 

1305

电商可直接带动农产品的销售，有效帮助农民脱贫。电商

销售必然需要包装，目前部分人群接触快递包装的频率超

过接触电视等传统媒体的频率。基于此，本项目拟通过对

陕西特色农产品进行智能包装设计及创意传播研究，设计

一款可回收的智能快递纸箱及系列文创作品，在快递箱上

运用二维码技术并连接线上公众号平台推广农产品的同时

推广当地的风土人情、旅游文化资源等，既具有较好的现

实应用性，又具有良好的环保、扶贫及公益宣传教育性。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32

唐代服饰文化双语术语库构建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佳颖 41807030125

王湫雁／

41807030129

,邢琦玥／

41707030122

,张帅／

41809010101

,徐诺／

41807020111

刘国英 讲师 0502

通过收集并阅读与唐代服饰文化相关的典籍、专著、学术

论文等，提取唐代服饰文化核心术语，在对其进行分类整

理、阐释与翻译后，构建“唐代服饰文化双语术语库”，

探究该术语库在文化传播及其他领域的应用，以此促进唐

代服饰文化术语英译的规范化，描述唐服饰文化对外传播

的路径，为促进唐代服饰文化传承、推动唐代服饰文化走

出去提供一些帮助，并给唐代其他优秀文化术语库或其他

中国文化术语库建设一些启示。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33

基于数字叙事理论的西安汉陵

文物翻译与传播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艺源 41907030116

季燕

/4190703012

8,王娇

/4190703011

4,梁文祯

/4180702011

4,闫知玥

/4180613191

9

井春燕 讲师 0502

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中，被赋予“内陆型改

革开放新高地”使命且文化底蕴深厚的西安，应该弘扬历

史文化积淀，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本项目以叙事学

相关理论为指导，以西安11座汉朝帝王陵墓、出土文物、

陪葬品和陵前石刻的文化资源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运用

“传播学”和“叙事学”的交叉视角，分析如何借助数字

媒介为载体，完善文物遗迹的传播途径，讲好西汉帝陵文

物故事，促进西安汉陵文化遗产的双语语料库建设，提高

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效果。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34

三维编织碳纤维/环氧复合材

料的制备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孔贵东 41916020109

杨健

/4160205022

2，孙洁

/4191602012

5，张英杰

/4180303031

6

贺辛亥

执行院

长/教

授

0804

采用碳纤维作为增强材料，E-51（618）型环氧树脂作为

基体材料，并在该环氧树脂中添加酸酐固化剂，通过RTM工

艺来制备三维编织碳纤维增强的树脂基复合材料，探究预

制体的编织工艺和纤维的改性处理的作用机理；控制和设

计纤维的编织参数和纤维表面的预处理工艺，通过对三维

编织碳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进行处理以及性能分

析研究，揭示纤维的编织参数以及纤维的表面改性处理工

艺对三维编织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的影响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35

柔性Pd/NiO纳米粒子@碳纤维

催化剂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蕊 41702050124

周小伟

/4170205021

1，张忠华

/4181602021

1，丁浪 / 

41916020119

，陈玺

/4191602011

宋衍滟
校聘副

教授
0804

柔性可穿戴电子设备因轻便、可携带以及可折叠等特性引

起研究者广泛关注，进而推动了柔性能源存储技术的快速

发展。本项目拟采用静电纺丝-浸渍法制备柔性Pd/NiO纳

米粒子@碳纤维催化剂，并对其催化性能和机制展开研究。

该催化剂性能不受折叠影响，将其编织成纺织品后，不仅

具有优异的机械强度，还具有出色的导电性和透气性，在

有效减少Pd用量、降低成本的同时，易于安装在不同形状

的反应器中，提了高Pd催化剂的性能且拓展了应用领域。

√

2020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S202010709

137X

“直播+网红+电商”的创新扶

贫模式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郑博博 41910030201

陶泓妤

/4191003021

5,魏麟苹

/4191003022

0,马偲涵

/4191003020

陈康 讲师 1303

在网络直播时代，“直播+网红+电商”消费扶贫，成了一

种创新的扶贫方式。越来越多的主播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

通过电商平台帮助贫困地区销售特色产品, 网红们用自己

的方式参与脱贫攻坚。本项目以此为背景，利用新媒体带

动当地电商扶贫，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0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发

展政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居鑫

10724201700177

0

高伟华

/1072420170

00367,

李玉婷

/1072420170

03567,

孟思宇

/1072420170

03566

庞闻 博士 630

该项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旅游白皮书（包括国家旅游

发展计划，地区及国际组织的专题报告等）进行整理、翻

译和汇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旅游业发展的经验，提出发

展展望。最终集合翻译成果和创作成果出版。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02X

用爱与TA告别--宠爱宠物殡葬

服务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薛静

10724201700198

6

赵若楠

/1072420170

01985,

张悦

/1072420170

01956,

张丹

/1072420170

01959

白少君
教授/

博士
790

近年来我国饲养宠物人数逐年增加，宠物主人对宠物的重

视程度日益加深，使得对宠物殡葬服务的需求也日益迫切

。我们选择在中国五大“宠物城市”之一的重庆成立宠物

殡葬服务公司，聘用专业的宠物殡葬师，选用优良先进的

设备，坚持绿色环保的理念，致力于为离世的宠物提供有

尊严的善别服务。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帮助宠物以最好

的姿态走完最后一程，减轻顾客失去爱宠的痛苦，同时避

免以往埋葬宠物对环境所产生的破坏。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03X

安老怀少-宜家型暂托养老服

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郑佳妮

10724201900287

5

黄艺璇

/1072420190

02876，王宇

轩

/1907030118

庞家兰 教授 630

“安老怀少”项目是小型连锁，以日托为主的养老机构，

为老年人提供舒适充实的晚年生活。白天来到服务站，抱

团学习娱乐，接轨现代化，晚上享天伦之乐。以多样化，

定制化为特色，为老年人提供意想不到的优质服务。我国

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中青年在赡养老人的经济，时间等

多方面压力巨大，“托老怀少”项目作为新型养老模式，

暂托时间合理，费用适中，解决老年人生活安全，精神状

态等方面的问题，同时缓解中青年压力。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04X

“搞笑+英语”——网络幽默

助推英语学习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高赛

10724201800059

8

刘瑾玉

/1072420180

00569,

赖盈譞

/1072420180

02229,

梁楚怡

/1072420190

02179

张旭,

王凯

讲师,

本科
750

为解决当代年轻人英语水平提升困难重重、跨文化交际能

力难以提高等问题，本项目通过译制分享国外网络上文化

相关的幽默搞笑类内容并整合讲解其中所涉及的语言、文

化知识，利用公众号、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发布内容，

激发读者学习兴趣，让学习更有趣，让娱乐更有用，帮助

年轻人提升英语水平、了解外国文化，从而提升跨文化交

际能力。与此同时，通过鼓励读者进行类似内容的再创

作，促进中外文化融合，推动中国文化多元化发展。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05
长安主题唐诗德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轩

10724201700188

3

林心怡

/1072420160

00802，

侯怡华

/1072420170

01856，

孟琪涵

/1072420170

01857，

刘冠雄

/1072420170

01860

张世胜 教授 750 ###############################################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06

黄河流域九省高质量发展水平

综合评价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申浩然

10724201800099

5

翟雨青

/1072420180

00990,李昊浡

/1072420180

00985,周婷

/1072420180

01020,刘人玮

/1072420170

02651

曾先峰 教授 790

黄河流域的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虽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黄河治理取得一定成就，但总体上看

仍存在隐患和不足，所以，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显得

尤为重要。结合黄河流域九省的实际情况，总结出黄河流

域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通过设置指标体系度量黄河流

域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并对黄河流域九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未来发展方向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07

我国落后地区学校开展模联范

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丁建波

10724201800050

7

高棠

/1072420170

00598

钱娅莉 讲师 810

通过开展模拟联合国活动，培养老少边穷地区学生的辩论

、演讲、写作以及交际能力，丰富老少边穷地区学生的日

常生活。通过开展模拟联合国活动，使得学生获得在课外

实践并拓展其课本上所学到的政治历史等内容，作为日常

教学活动的一种补充。以响应习总书记对当代大学生的号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08

抱团养老模式的调查分析及完

善对策——以陕西省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皓俊

10724201800087

8

曹子阳

/1072420180

00880,程慧萱

/1072420180

00887,王理琦

/1072420180

00881

庞加兰 教授 790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同时中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

且国内养老形势不容乐观，本项目组成员从研究新型养老

模式——抱团养老模式入手，以“抱团养老模式的调查分

析与完善对策——以陕西省为例”为研究主题，通过对政

府、市场、受众三方数据的收集、处理、分析得出关于抱

团养老模式的调查研究报告，为扩大抱团养老模式的推广

范围、丰富我国及陕西省现行养老模式、为我国及陕西省

发展多样化养老服务提供帮助和参考。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09
“历历在目”VR体验室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咪咪

10724201700200

3

严若菡

/1072420170

01968,

沈佳

/1072420170

01971,

赖甜

/1072420170

01990,

耿禄

/1072420170

01952

申海 副教授 630

为满足博物馆的“新需求”（使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

播走向智慧型与“活态”化）和参观者对于文物的观感需

求，我们“历历在目”VR体验室决定在博物馆开设体验

室，将VR技术与文物的参观结合起来，让游客以三维的方

式了解文物的“前世”、“今生”和与文物进行问答式互

动。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10

乡村振兴背景下“三产融合+

残障人士”实践模式研究——

以山西云丘山元谷希望农场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范媛婕
10724201700010

9

何文琴

/1072420170

03827,

余乐水

/1072420170

03258,

张雨格

/1072420180

01569,

陶婉盈

/1072420170

00096

成英文 博士 840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如何实现对残疾人等

群体的精准帮扶”是兜底扶贫工作的一大难题。山西云丘

山元谷希望农场以有机蔬菜种植、农产品加工、农业旅游

“三产融合”的模式帮助残障人士实现扶志、扶智。本项

目将围绕“该农场如何以‘三产融合’的思路解决残障人

士的就业与职业教育需求”等相关问题，发现其发展过程

中面临的问题及挑战，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研、专家咨

询等方式，为残障人士脱贫实践提供新想法、新方案。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11

以推动传统文化走出去为背景

——高校开设双语中医学通识

课的可行性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甘鑫源 2019003673

慕东良

/2019003675

,

陈立美

/2019003668

,

梁语婷

/2019003666

肖娜 讲师 360

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

之一应该在大学生中得到一定的科普，而这次的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中，中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让海外人民重新

认识了中医，此时正是将中医推向国际的良好契机，因此

我们利用大的契机，结合自身外国语大学特色，提倡中医

双语课堂，也在学生学习的同时进行数据收集与分析，进

一步研究双语+传统文化推广至各高校的可行性。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12X

安欣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曲江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徐思婕

10724201800079

0

陆佳烨

/1072420170

02050,徐婧

/1072420170

03102, 严挺

/1072420180

00992, 张家

敏

/1072420180

张亮/

赵元亨

讲师/

助教
840 ###############################################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13

中国儿童性教育缺失研究及建

议——从儿童性侵案出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嘉楠

10724201800074

4

王治航

/1072420180

00892,慕雅星

/1072420180

00769,王雅

/1072420180

00871

谢琴 副教授 820

基于儿童性侵案件，本项目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典型案例

等多种方式，总结出儿童性侵案件日益增多的重要原因：

国内儿童性教育的缺失，进而对性教育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并给出相应解决建议。希望所有儿童都可以拥有一个美好

的童年。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14

ESG表现对企业发展能力的影

响研究——以A股主板制造业

企业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婵凤
10724201700256

2

苏莉莎

/1072420180

00877,吴思思

/1072420180

00914,曾  

浩

/1072420180

00879

王新霞 副教授 790

   近年来，在企业大力追逐经济效益时，经常忽视由此产

生的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等方面的问题，为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不少企业担忧对ESG领域的投入会

影响其经营绩效，从而影响其发展能力。因此，本项目旨

在以A股主板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软件，并

通过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面板回

归分析等方法，针对ESG表现对企业发展能力的影响进行研

究，并结合本国市场情况，为制造业企业增强ESG表现来提

高其发展能力提供相关建议。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15

人生必修课——大学生死亡教

育问题认知与现状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珂昕

10724201800112

5

陈诗雨

/1072420180

01140，

张彧

/1072420180

01132，

郎伟桀

/1072420180

01126

金倩 副教授 880

伴随着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以

及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三重冲突，青少年面临的死

亡事件越来越多，其带来的死亡恐惧、身体与心灵创伤不

得不引起我们对青少年生存状态和生命质量的深入思考，

但面临严峻的现实和形势的迫切需要，青少年死亡教育的

实践探索却步履维艰，理论研究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实

践研究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开展青少年死亡教育

问题研究就显得尤为关键，助力青少年更好成长。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16

常态化疫情防控模式下贫困地

区参与跨境电商路径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周子怡

 

10724201900300

4

郁紫祎

/1072420190

02962,王一荻

/1072420190

02090,钟雨芯

/1072420190

02969,刘家伊

/1072420190

02988

宋义国 副教授 790

本项目意在革新传统销售模式，解决国内外农场品滞销问

题并实现长期扶贫。短期目标是在疫情期间使贫困地区的

滞销产品销售，解决疫情导致的生活生产问题，创新在特

殊时期下贫困地区和跨境电商的顺利对接。长期目标是使

跨境电商和贫困地区长期合作，形成有效的商业模式。最

终，解决贫困地区百姓隔离过程中生活的基本需求，引导

贫困地区人口自主创业就业，为中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做出应有的贡献。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17

Fruit &Time(鲜果时刻)：“

新零售”＋“沉浸式体验”农

业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钰阳
10724201800239

2

曹雯婧

/1072420180

00119,

韩莹莹

/1072420180

02381,

张晗玥

/1072420180

02388，

钟紫莹

/1072420180

02383

范晨虹 副教授 210

本项目旨在研究农产品（以水果为主）的新零售销售模式

及果园沉浸式体验的新线下形式。基于线上线下相互融

合，实现市场精准定位。通过强化用户体验，来延长产业

链，达到推动农业零售业行业发展。旨在打造农产品新零

售的销售模式、进行农产品深加工等。项目通过经营最接

近消费者的零售终端, 向上游延伸到物流配送, 检验加

工, 再向上到果园种植, 技术研发推广, 实现水果产品质

量控制, 满足消费者需求, 实现高质。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18

疫情影响下文化场所“云旅游

”经营方式的研究——以陕西

历史博物馆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清
10724201800120

5

耶岚婷

/1072420180

01210,

张轶涵

/1072420180

01204,

纪慧霞

/1072420180

01223

杨晓俊 教授 840

本项目以陕西历史博物馆为例，分析其“云旅游”经营现

状及其存在问题；并利用对比分析法，将陕西历史博物馆

“云旅游”经营方式与全国发展较为成熟的文化场所“云

旅游”的经营方式做对比，为其提出建设性建议。最终得

出一套较为完善的文化场所“云旅游”经营方式，为“云

旅游”的后续发展提供有益参考。本项目旨在通过完善博

物馆等文化场所“云旅游”的经营方式，有效增加传统文

化的传播力度，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19X
红show 大篷车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曹蕾

10724201800175

3

赖甜/ 

10724201700

1990,

衡江

/1072420170

02265,

周鹏飞

/1072420180

01803,

郭蓉蓉

/1072420170

02223

赵晓罡

商学院

实验与

实践中

心主任

、西安

营销学

会常务

理士。

630

本项目以延安精神为例，提出将红 show 大篷车以“大篷

车＋延安精神”的模式对红色文化宣传进行创新与改进。

将延安精神与动画、科技相结合进行 3D 展示，在弥补当

下红色文化传播方式存在的不足的同时，与国企合作，自

我造血，促进延安精神的传播与发展。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20

归田园--一个“大学生”第二

课堂户外劳动实践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訾佳

10724201700051

7

鲁馨仪

/1072420170

00554,

陈晶晶

/1072420170

02285,

吴雪莹

/1072420180

03166,

张欣悦

/1072420180

03379

郭佳鑫 讲师 710 ###############################################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21

粉丝经济对金融机构营销模式

的启示及拓展研究——以消费

贷款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一琛
10724201800091

3

张祺悦

/1072420180

00933,罗思雨

/1072420180

00882,惠雅婷

/1072420180

00899

刘津汝 副教授 790

本课题将基于对粉丝经济营销模式现状的调查，研究粉丝

经济对于当代营销的意义，通过调查其对一般企业的作用

及意义来进一步分析其与消费信贷营销模式之间存在的内

在关系、并研究信贷尤其是消费信贷产品目前在营销过程

中的挑战及困难。

发掘粉丝经济背景下对于消费信贷机构营销模式进一步的

启发，为当下消费信贷产品的营销模式提出建议并通过此

次调研为其提供在粉丝经济下其营销模式优化的依据。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22

“关中入画”三秦特色民居建

筑文创设计——新时代下传统

文化的发展与继承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倩英
10724201800263

0

石琳琳

/1072420180

02631,

袁嘉敏

/1072420180

02637,

张叶

/1072420180

02606

李杰,

弓淼

教授,

讲师
760

关中民居是中国最早的房屋建筑，经过了千百年的变迁，

关中民居以自己独有的古朴恢宏的建筑风格，在中国民居

建筑中自成一派。本项目旨在将陕西关中地区独有的特色

民居党家村与文创产业相融合，在推动和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和保护的同时，感受淳朴厚重的三秦文化。更好

地带动当地旅游业、文化产业经济的对外发展。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23X

Ksetra凝聚体育力量——专业

的开放式体育社交媒体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曹姝娴

10724201600265

5

马艳玲

/2018304516

,宋世龙

/2018081703

6,张蕊

/1072420190

02682,钟倩

/1072420190

02683

李兵 副院长 890
为大学生群体中的体育爱好者打造一个综合且开放的体育

社交媒体平台。凝聚青春体育力量，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24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日本语自

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芙蓉

10724201900305

1

李艺卓

/1072420190

03243,

高鹏然

/1701012001

4,

王智

/1801050012

毋育新 教授 740

本平台以认知负荷理论、元认知能力及情绪智力为主要的

三大理论支撑，将其融入到自学过程的场景设计中，将虚

拟现实技术与日语学习，尤其是自学相结合，打造全新的

语言学习平台，并且进行了结合科学理论的日语学习模式

的尝试。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25

大学生就业创业平台新模式研

究——基于西安5所大学的调

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龙钰
10724201800022

9

邢乐陶

/1072420170

00104,      

        何

一迪

/1072420180

01634,

雷喻婷

/1072420180

00965

周龙 教授

630

管理

学

    大学生就业创业是社会和政府共同关注并亟待解决的

热点问题。就业创业与专业能力、企业创新发展紧密联

系，研究“高校专业+就业创业+企业单位”融合与协同发

展的平台新模式，能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目标的实现。项

目以5所大学为例，摒弃传统就业、创业和招聘信息平台的

惯有思维与运行模式，以“多要素融合与多功能促进”为

特点，构建就业创业平台的新模式，达到高校专业培养、

大学就业创业能力、企业发展和社会经济战略的有机统一

。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26

互联网+背景下特色农产品电

商模式研究——以渭南市白水

县苹果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吴金旭
10724201800043

2

欧倩倩

/1072420170

02256,

任新育

/1072420180

00463,

杨生盼

/1072420180

00425,

田梦

/1072420170

01599

姜毅

影,朱

轩皓

讲师,

助教
790

苹果产业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三五”规

划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但是目前白水苹果产业仍然面

对着地区发展不均衡，电商人才缺乏等问题。本项目拟以

渭南市白水县当地果农、果园主及各大果业公司为调研对

象，从现今果类产品发展和电商发展对比当地特色苹果产

业链供应情况出发，探究现有的电商运营模式，结合白水

苹果作为当地特色产品的优势进行优化，产出具有针对性

的商业运营计划书和电商运营模式的改进方案。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27

“网红旅游”负面影响调查与

旅游业长远发展探究——以大

唐不夜城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心怡
10724201800305

0

李琪璇

/1072420180

02864,

王子琪

/1072420180

03502，

任博文

/1072420180

02810，

王宇航

/1072420180

03454

苏晓

智,高

野

副教

授,助

教

630

本项目以大唐不夜城这一西安热门旅游景区为例，调研西

安市大唐不夜城景点的发展现状并了解旅游者的深度旅游

体验。同时通过对大唐不夜城进行实地调研与数据收集，

着重分析与探究自媒体引发的“网红热”对于西安文化旅

游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其带来的隐患。最后思考与反思在自

媒体时代如何促进文化旅游长远发展。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28

汉行尔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汉文化生活综合系列体验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心怡

10724201800289

8

肖郁佳

/1072120180

02364,

张玉清

/1072420180

00818,

刘心雨

/1072420180

03136,

王成晨

/1072420180

02873

葛轶蒙 讲师 850

为进一步传承和推广汉文化，汉行尔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旨在打造集传统服饰、传统妆造、传统技艺、传统美食、

传统礼仪歌舞等为一体以唐风体验馆为试点的汉文化生活

综合系列体验馆项目，项目合理的价格定位、丰富多元的

体验项目、专业的服务团队以及线上线下垂直组合的高效

经营模式，并通过销售附加产品力求消费者能够全方位感

受汉文化的传统魅力，从而弥补目前汉文化相关创意产业

服务类型单一且重复率过高、商业化风气严重等的市场缺

陷。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29

对外汉语教材德译实践与研究

——以《HSK分级读物（一

级）山东篇》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霍思玮
10724201700182

3

郭瑶

/1072420170

01822，

马思

/1072420170

01853，

张燕

/1072420170

01871

张世胜 教授 750

本项目本着以推广对外汉语及锻炼德语翻译实务能力为主

要目的，小组成员通过对《HSK 分级读物 (一级) 山东》

的译文编写，整理与汇集，在提升自身语言文化素养的同

时，也增进了对对外汉语教材德文译本的更多了解。更加

深刻的体会翻译技巧在实践中的运用，从而提升自身翻译

水平。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30

乡村振兴战略下陕西省小额信

贷对农户收入影响的调查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曹方圆

10724201700256

1

夏稣意

/1072420170

02580,李嘉

/1072420170

02579,朱婧

/1072420170

02526,张絮

/1072420170

02554

庞加兰 教授 790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是解决“钱”的问题。

小额信贷作为一种解决农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农

村金融服务方式，有助于推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促进

陕西省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本团队将立足于农村信贷的

相关理论与作用机理，对陕西省小额信贷的现状进行一般

性分析。同时基于陕西省样本地区小额信贷对农户增收效

应进行深度的研究分析，以期因地制宜的提出针对性的对

策建议并为后来者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31

私人定制旅游摄影的市场运行

与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贾舒迪

10724201900004

2

柳依君

/1072420190

00055，

  宋雨蕾

/1072420190

00044，

 白坤蓉

/1072420190

00034

任昱璞 讲师 790

此项目是对私人定制旅游摄影的市场运行进行分析与实践

。目的是将摄影与旅游结合，既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高品

质生活需求，也带动服务业，旅游业和摄影设备市场发展

。目标，从单人定制开始，选择西安及其周边特色城镇计

划，进行拍摄，行程安排。后逐步扩大规模推进国际化发

展。目前国内市场主要面向婚纱摄影，受众较小，平台较

大，缺乏私人订制，乡镇景区利用较少。因多种因素海外

旅拍较少，国际市场尚不成熟。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32X

利用“直播-对接”APP平台破

解农产品滞销难题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张博宣

10724201800089

0

张子凡

/1072420180

02125，金雨

禾

/1072420190

03790，张瑞

勇

/1072420180

01685，宋鑫

李沂/

郭淑青

副教授

/副教

授

535

当下互联网加、扶贫脱贫成为主流，而疫情又造成大量商

品积压的难题。项目以低成本、高效率解决商品滞销，同

时参与社会公益、拓宽创业，通过建立直播带货对接平

台，对因疫情影响而出现滞销的农户、个体工商户和小微

企业，给予网络技术支持和营销支持，聘请专业主播以直

播带货方式对滞销商品进行推广、宣传、对接，为滞销商

品快速找到需求者提供便捷途径。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33

唐妆的前世今生——传统审美

与女性自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尹月楠

10724201900319

3

马刘鸽

/1072420190

03167，

郭琦滢

/1072420190

03198，

宋佳怡

/1072420190

03158,

周轩漪

/1072420190

03160

张婷 副教授 760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新时代的到来与新技

术的发展为复兴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更多的方式。唐妆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典型代表，其与文创产品、旅游产

业与网络的结合，不仅能承接别致的传统审美，亦为当今

社会增添更多美的元素。本项目响应国家政策，将深究分

析唐妆、唐妆元素及其内蕴精神，与博物馆、不夜城等景

区合作讲解唐妆文化知识、设计创意唐妆文创产品，整理

成系统方案并进行推广。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34

皮影的丝路之旅

“丝路魅影”皮影工艺坊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子航

10724201700293

7

李倩

/1072420170

02948，

张转

/1072420170

02938，

余敏

/1072420170

02954

何龙 讲师 860 ###############################################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35

“互联网+语言扶贫”—针对

贫困地区小学中高年级学生英

语牵线帮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冀婉那
10724201800341

9

邓淑方

/1072420180

03098, 

何瀚宇

/1072420180

02994, 

汤晓楠

/1072420180

03107, 

李妍荭

/1072420180

03429

宋健

楠,赵

永刚

副教

授,教

授

740

本项目着力于通过“互联网+”与“语言扶贫”政策的有机

结合，充分发挥英语专业优势，响应乡村振兴计划，通过

将互联网教育与公益活动相结合的方式，为贫困、教育欠

发达地区3-6年级学生提供线上双语语音纠正训练和英语国

家基础文化知识普及，调动学生对英语学习兴趣，缓解现

阶段贫困地区英语学习不实用，内容不新颖，应试教育缺

陷严重问题，同时缓解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36

对外汉语语法教学趣味短视频

制作探索与实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银求

10724201700372

8

陈青

/1072420170

03684,

王文

/1072420180

03696,

张含

/1072420190

02487,

张雯

/1072420180

03619

庞晨光
副院长

/讲师
740

本项目是针对初级阶段汉语学习者的对外汉语语法教学项

目，运用“三一语法”概念，强调结构、功能、语境一

体，制作语法趣味短视频进行语法教学，使学习者在具体

语境中学习并掌握汉语语法规律，从而更加地道地运用汉

语进行交际，不断增强学习汉语的热情与信心，提高汉语

水平，间接促进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蓬勃发展。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37X

打破中国企业“走出去”困境

——“一带一路”沿线国基本

国情概况咨询服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玉婷
10724201700356

7

王铭君

/1072420180

00715,

郭政啸

/1072420180

00667,

刘子健

/1072420180

00735,

谭渤昊

/1072420180

00683

张杰

副院长

/副教

授

630

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宏观政策背景下和当前疫情影响下网

上办公的兴起，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的中下层

员工提供所在国基本国情咨询介绍服务，以期帮助企业更

好的解决在进入新市场之后需要付出的进入市场成本，也

使得员工更好的适应在国外的工作生活,RAT公司将推出

APP帮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38X
书Full自习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马勤勤

10724201800154

2

张雨格

/1072420180

01569,

杨惟伊

/1072420180

01546,

高俊巧

/1072420180

01597

郑海平 教授 630

当今社会对能力的需求越来越高，不管是学生还是社会人

士，都需要不断地学习去提高自己的能力，而缺乏一定自

制力的人很难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他们很难找到一

个合适的环境来全身心的投入。这时，我们书 Full自习

室就诞生了。 书 Full自习室针对现存的问题，致力于为

学生和白领群体提供共享学习空间与支持全天学习的一站

式服务设施的产品和服务，通过专业的自习室标准化制定

和信息管理系统，打造极致沉浸式的学习环境和氛围。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39

一带一路背景下传统榫卯工艺

的传承与新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晓飞

10724201800241

6

张敏

/1072420180

02419,

史济

/1072420180

02426,

于丽欣

/1072420180

02420,

范雨斐

/1072420180

02436

陈瑜 讲师 860

将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契合。改变传

统益智性玩具形式单一，操作性差等问题。运用新闻传播

理论进行推广运作，既顺应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时代的

趋势，又改变大众群体依赖电子产品的生活习惯。运用绿

色设计和绿色发展理念诠释全新的时尚定义传承和发展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一定教育意义。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40

“秦语网”—基于陕西三大方

言区的互动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静

10724201800350

3

行越欣

/1072420180

02985,

冯慧敏

/1072420180

03509,

周珍汝

/2018109098

,

李鸿江

赵永刚

科研副

院长、

教授

740

本项目旨在通过参考已有文献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

声像收集、保存陕西本土方言以形成语料库、建成网站“

秦语网”，缓解方言流失严重的现状，解决方言研究资料

匮乏的问题，拓宽语言研究学者获取语料的渠道，并且提

供一个了解、学习、交流陕西方言与文化的平台。项目所

建成的“秦语网”将尽最大力保护方言，留住乡音。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41

Get Ready with Me-古今碰

撞之西安当下的城市建设及未

来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明玥
10724201900182

6

高路茜

/1072420190

01818，

唐文婷

/1072420190

01733,

白孙伟

/1072420190

01796

胡丽华 副教授 760

如今，经济发展迅速，高楼林立。存在着不少融合了古代

文明的现代建筑，投资者对历史还原度是否足够用心？而

此类建筑是现代商业与古代文化的完美融合，抑或是歪曲

历史的一大败笔？本项目将采用时下最流行的VLOG形式，

结合专业优势，将制作中英双语版相关视频。在本系列视

频中，我们将提出我们对当下西安城市建设的想法与创新

意见，并促进外国友人对于西安历史文明的了解和认识。

如何更好地挖掘文化活力，重塑丝路起点，将在我们的项

目中得到回应。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42

BlindFun解锁独家记忆——兵

马俑文创盲盒纪念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苗雨嘉

10724201800155

7

柴旻卉

/1072420180

01544,      

      栾雪斐

/1072420180

01687,      

         李

佳昕

/1072420180

00631,      

        李

怡凡

张真 副教授 630

兵马俑盲盒文创产品旨在促进纪念品创新以及推动文化的

传承，将传统工艺和高新技术相结合，融入时尚元素和科

技元素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刺激消费者旅游购买欲望，

丰富游客体验拉动景区经济增长。努力改变旅游纪念品雷

同，缺乏特色，缺少创新的局面。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43X
戏剧的另一面——田野话剧社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家泽

10724201800269

5

许嘤戈

/1072420180

02708

南华 副教授 760

成立由留守儿童参与演出的戏剧社——田野话剧社。通过

戏剧教育，戏剧表演进行对留守儿童的心理疏导，帮助其

树立正确三观，开发心智，健全人格。激发公众，对留守

儿童群体的广泛关注。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44
德国应急管理的公共预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一篪

10724201700184

7

陈睿钦

/1072420170

01850，

郭全

/1072420170

01864，

凌文鑫

/1072420170

01863，

韩东初

/1072420170

01851

朱强 副教授 630

课题以德国应急管理体系中的公共预警机制为研究对象，

重点关注大数据时代。德国应急管理体系的预警路径，分

析基于社交媒体的预警特点与优势，为我国实现依法预警

、科学预警提供实践参考。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45S
外卖骑手“共享摩托车”项目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叶烺晴

10724201900292

3

崔诗悦

/1072420180

00835,李希申

/1072420180

00792,余方舟

/1072420180

01039

李村璞 院长 790

本项目为美团、饿了么等多款外卖平台的骑手们，专门设

计了外卖小哥专用的摩托车款型，并将为他们提供“共享

摩托车”服务。我们作为中间代理商与美团，饿了么等企

业合作，收取定量租金，租赁给外卖公司，由公司租赁给

骑手；同时也可以租赁给一天中短暂兼职的骑手，由代理

商按小时收取租赁费。一方面，骑手岗位流动性大，买车

门槛高；另一方面，市面上没有兼顾骑手安全性与送餐速

度的专业性摩托车.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46

中国在拉美“一带一路”倡议

的推进——基于拉美智库对中

拉关系的认知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耿华多
10724201700272

7

第少杰

/1072420180

00724

张瑞勇

/1072420180

01685

李一笑

/1072420180

00727

徐文丽 副教授 810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拉关系进入到提质升

级的阶段。如何讲好中国故事，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战

略，需要我们了解拉美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及

实际需求。拉美诸多智库每年都有大量的关于“一带一路

”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出台，这些对政府对中决策、民众对

中认知、企业对中措施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了解这些

智库对中拉关系的具体认知、运作机制、影响因素等，对

于我们更有效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47

“星星之火”公益计划——西

安市家庭性教育的现状调研与

“互联网＋”性教育平台的搭

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佳 2019003529

李雨童

/2019000621

，

温明璇

/2019003540

，

张昕童

/2019003526

，

彭丽娜

/1927036

苏锑平 副教授 840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犯事件频发，在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的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家庭性教育的匮乏。“星

星之火”公益项目以西安市家长为调查对象，针对家长对

于家庭性教育的了解程度、态度以及开展情况进行调查。

基于调查研究结果，搭建以公众号为主的“互联网+”平

台，从传播正确的性知识入手，帮助家长开展家庭性教

育，培养孩子的科学性意识。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48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在线评论对

消费者行为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湘汝

10724201700228

2

刘静雯

/1072420170

02280,

侯天竞

/1072420170

02273,

陈启兰

/1072420170

02254,

阮邢惠

/1072420170

02279

侯骏 讲师 630

随着网络购物的发展，商品的在线评论对消费者购买决策

过程和行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单

向沟通已经向良好的双向沟通转变，在线评论也是品牌了

解消费者情绪、偏好的最佳途径之一。在线评论对消费者

行为的影响机制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基于上述情况

本团队综合考虑，拟使用网络爬虫、语义分析的方式研究

在线评论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希望可以对在线评论的研

究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并为企业和个人合理利用在线评论

做出正确的决策做准备。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49

大学生网络信息消费的影响因

素及优化政策研究——来自全

国87所高校的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英杰
10724201900296

3

吉桐慧

/1072420190

02799,李艳平

/1072420190

02767,黄蓉

/1072420190

02784

曾倩 副教授 790

此项目通过前期调研得出大学生网络信息消费的内涵、现

状，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得到影响大

学生网络信息消费的主要因素并据此发现存在的问题，提

出解决措施，使网络信息消费内容规范化、合理化，营造

安全性更高的网络信息消费环境。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50

Finance Link——基于微信

小程序的财务知识学习分享平

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荟宁
10724201700189

1

李旭

/1072420170

02207,

夏天骄

/1072420180

01785

王家炜

/1072420180

01654,

肖林

/1072420170

02284

赵红建 教授 535

本项目旨在创建“Finance Link”小程序，运用“互联网

+财务教育”的智能教育模式，通过在平台分享西安外国语

大学师生录制的学习短视频、学习资料、学习笔记、报考

信息等方式，为想成为优秀的财务人员提供一个财务学习

资源共享平台，使用者可以做到多看多谈多做，第一时间

了解最新的财务信息，与其他使用者交流心得，学习财务

知识，从而达到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的目的。同时，通过收

广告费、会员费的方式，获得一定收入，以保证小程序的

运营。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51

主流媒体基于抖音平台的新闻

传播效果分析——以人民网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师志豪
10724201900202

5

严钰琪

/1072420190

02601，

曹璟如

/1072420190

00832，

蔡政甫

/1072420190

01893

宋瑞 讲师 860

自2018年短视频业务诞生以来，在迅速发展中与新闻行业

不断融合、交互发展，呈现出传播速度快、热点问题持续

时间长、形式自由等特点。各大主流媒体于2019在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开通了官方账号，央视新闻也建立融媒

体中心并推出了《主播说联播》等短视频方面的新栏目。

对于短视频传播效果的分析能够在遵循新闻真实客观的前

提下，能够促进主流媒体适应新型社交平台的传播特性创

新视听语言为主流媒体借助短视频的发展提供建议。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52X

为乡村儿童的梦想插上翅膀—

“绘美好”画室课程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方河银

10724291700342

0

陶博文

/1072420170

03378,

王庭卉

/1107242017

002844，

王雨

/1072420180

02532，

洪玲芝

/1072420190

01069

侯小春 副教授 760

为乡村儿童做一个公益画室，由美术专业的大学生们兼职

做老师，锻炼大学生实践能力，采用线上线下的授课方式

为乡村儿童传授美术学科知识，在教学安排中渗透一些民

间美术知识，例如剪纸，扎染，刻板印刷，泥塑等，邀请

孩子父母共同参加课堂，让父母更加了解美学教育的重要

性。孩子们通过课堂制作文创产品在网上售卖，卖出的费

用可以作为画室的公益基金，方便展开其他课程。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53X
来赞助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侯婉琼

10724201800109

5

李蕊

/1072420170

03155，

刘喆

/1072420170

03166

杨军辉 副教授 630

来赞助App是一个连接高校与校外赞助商之间供需的一个平

台。来赞助app旨在通过解决高校举办活动寻找资金难、信

息对接不安全；企业有高校宣传需求却难进高校这一痛点

。整合线下高校精准渠道，链接上游cp需求，从而简化高

校与企业之间的需求对接。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54

日本学生对抗战历史的认知调

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三開

10724201900311

8

梁心淼

/1072420190

03100，

王新玉

/1072420190

03131，

杨梓琪

/1072420190

03019，

郅国苑

/1072420190

03127

葛睿 副教授 840

随着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逐步深入，以及在

新冠肺炎影响下中日关系逐渐和缓的国际形势下，日本民

众对中日战争史实的正确认知也发展成为了促进国际关系

缓和的重要问题，其中，日本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对中日战

争的正确认知极为重要。该项目通过相关调研、分析，能

为减少中日文化交流的阻碍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55

互联网时代下对西安唐文化的

继承与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妮妮

10724201800136

3

张雨菁

/1072420180

01364,      

            

    李紫宸

/1072420170

01016,      

            

叶若彤

/1072420180

01380,      

         肖

李志 讲师 850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陕西文化企业“走出去”和“

引进来”，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会。西安是东方

文明的发源地，大唐的西安曾是世界的大都会，西安是中

国盛世文化的代表。我们会通过此项目借助互联网平台探

寻文化背后的故事，发现具有独特魅力但不为人所知的新

故事。保护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丰富世界文化多样性。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56

大数据时代红色旅游品牌形象

提升策略研究——以陕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华

10724201700223

5

谢宁

/1072420192

00328,

孙瑜菲

/1072420170

02247,

杜旭雯

/1072420180

01510,

刘椰子

/1072420180

01640

周延,

赵晓罡

周延：

讲师,

赵晓

罡：副

教授

630

为响应我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快疫情后经济复

苏步伐的重要举措，本项目对陕西省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进行实地调研，结合线上线下问卷，构建红色旅游消费群

体用户画像，提出精准营销策略，激发用红色旅游热度，

提升红色旅游品牌形象，推动红色旅游发展、红色文化传

播、精神文明建设。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57X
“多分”垃圾分类助理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圃菊

10724201900281

3

张凡茜

/1072420170

02658,何凯成

/1072420190

02773,王子龙

/1072420190

02807,王朝兴

/1072420190

02811

李村璞 教授 790

本项目旨在打造一个方便居民准确有效的进行垃圾分类的

线上助手，以“多分”垃圾分类助手小程序为载体，以AI

智能识图识别垃圾种类为核心，以定位系统为手段判断所

在城市垃圾分类标准、与微信团队合作将垃圾分类识别功

能添加在扫一扫中、与百度图库等大数据平台进行AI学习

为手段，打造一个操作更简单、使用更方便的垃圾分类辅

助程序。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58X

泡泡伴你成长-儿童职业启蒙

系列玩具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宋梦雪

10724201800197

0

蔡紫轩

/1072420180

03116,

邓梓含

/1072420180

01317,

杨一鸣

/1072420180

00039,

刘义明

/1072420170

03345

万瑶

讲师

（英国

伯明翰

大学理

学硕

士）

880

本项目以盲盒的形式对儿童进行职业引导，通过盲盒里的

人物形象及相关道具，让孩子们了解多种职业的特点和形

式，树立良好的职业印象。同时以盲盒形式增加趣味性和

吸引力。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59

“开讲啦”：探究红色景区讲

解新模式—以枣园革命旧址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纪景禹
10724201700376

2

杨函琪

/1072420180

02891,

袁凡杰

/1072420180

02905,

陈浩宇

/1072420180

02980,

刘苗苗

/1072420180

01151

苏锑平 副教授 630

本项目以陕西省延安市枣园革命旧址为调研地点，分析当

前红色景点讲解模式存在的不足。同时以当地居民和游客

为调查主体，通过调研游客对红色景点讲解模式和讲解现

状的满意度，了解游客对于讲解的需求；通过调研了解当

地居民对红色景点了解情况，发掘当地具有红色基因的居

民，寻找红色精神传承者和革命故事讲述人；通过对接游

客与当地居民，提供更多样化的红色景点讲解方式，弥补

当前存在的不足，增进游客对红色革命精神的理解和体会

的同时丰富红色景区文化底蕴及内涵。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60

利用新媒体平台促进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创新型文化交

流方式发展的研究——以“巴

国巴事”中巴文化创新型交流

平台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可攀
10724201800035

0

江智伟

/1072420190

00681,

王毅

/1072420190

00675，

胡瑾

/1072420190

00673,

黄曜欣

/1072420190

00690

李宝龙 讲师 740

利用新媒体技术介绍巴基斯坦的异国风情。现今在中国与

巴基斯坦国的关系日益紧密，同时在中国互联网上活跃着

众多巴基斯坦朋友，宣传他们的祖国，该项目旨在为生活

在中国的巴基斯坦人士介绍祖国及想要了解巴基斯坦的学

生或其他人士提供一个用于交流的平台。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61

《我们都一样》——以纪录片

的形式聚焦残障人士的社会生

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一峻
10724201900303

9

宋欣莉

/1072420190

03437, 

旷诗婕

/1072420190

03029, 

胡新苗

/1072420190

03252, 

秦昊盈/ 

10724201000

3091

杨晨 讲师 840

通过系列纪录片，接地气地展现残障人士的日常生活，通

过生活化的拍摄，突出表现“除去身体机能的某些不便，

残障人士与我们都是一样的个体”的主题，使残障人士不

再边缘化。在跟踪拍摄时，我们也将针对现有无障碍设施

展开科普与调查，反思现有不足，引发社会关注。在项目

后期，我们将对国内外其他城市中现有的无障碍设施进行

调研，总结出一系列可借鉴，应推广的无障碍设施，帮助

残障人士更好地融入社会，享受正常的社会生活。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62X
故事影像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高建荣

10724201800239

9

杨佳慧

/1072420180

02402,

雍子卫

/1072420180

02401,

徐娜

/1072420180

02379,

胡曦

/1072420180

02407

王亮 教授 860

故事影像工作室不同于一般的影像工作室，是在一种自然

创作的理念支撑下，运用先进的摄影技术和后期处理技

巧，创作中展现消费者的美好回忆、愿景、个人生活及梦

想。工作室的理念是：你的故事我帮你讲.故事影像工作室

主打“记录你的故事”，将那些深藏于心的隐秘故事按照

你喜欢的方式记录下来，多年后再回顾还有浓浓的情怀。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63X

“有好物”扶贫农产物销售平

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包雨蓉

10724201900209

6

邓嘉太

/1072420190

02128,

王嘉辉

/1072420190

02974,

安其尔

/1072420190

02131,

吴子静

/1072420190

02135

黄建友 教授
860,

630

通过线上和线下的双平台运营，向西安市的高等院校以及

院校周边的商户推广销售陕西省贫困县区和乡村的农产品

和地方特色，从而帮助解决农户生产滞销及收益微薄入不

敷出等问题。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64

融媒体下民间艺术的教育与传

承

——以“互联网+陕北剪纸艺

术”对儿童的美育作用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文豫
10724201700344

0

加博文

/1072420170

03434，

艾伊佳

/1072420170

03442，

李沁忆

/1072420170

03447，

辛盈

/1072420160

01576

侯小春 副教授 760

陕北剪纸艺术丰富多样，贴近生活，是民俗活动的重要一

项，蕴含着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的基本素质，是民族传统

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近几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逐渐加

快，剪纸艺术作为慢工细活的手工艺术跟不上时代节奏逐

渐走向没落。此次研究是以陕北剪纸艺术对儿童的美育作

用为出发点，以陕北民间剪纸造型艺术为主要形式，用创

新的设计给予陕北剪纸另一种生机。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65

“灯影叙尽千古事”--以非遗

为载体关于一带一路发展的探

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雨笑 20190038

魏丹丹

/2011900386

3,

刘雅楠

/2019003867

,

梁尖

/2019003879

,

张玮 副高 850

以发扬传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推动“一

带一路”的发展，（以陕西皮影戏为典例）。通过将相关

视频、动画图书翻译为多国语言，发展文创产品，加强国

家间的非遗文化交流等多种方式来促进“一带一路”的文

化交流，减少“一带一路”的发展障碍，促进其发展.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66

“英”姿焕发—推动乡村商业

经济发展之方言与外语的无缝

连接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袁佳艺 2019003836
袁佳艺

/2019003836
赵渭华

教研室

主任
740

本项目立足于方言与外语的无缝连接，推动乡村旅游重点

村商业再度振兴。本项目同时为大学生提供新式志愿支教

活动，拓展学以致用的有益新途径，打破乡村方言与外语

沟通无果的不利局面。进而推进乡村旅游重点村经济再度

发展的同时，推动全国乡村旅游产业走向国际化。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67X
爱心助农，“疫”起行动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吴杨天资

10724201800060

7

陈玉丽

/1072420180

00633       

       赵佳

琪

/1072420190

01333       

       刘锐

佳

/1072420190

01380       

        杜

李亮亮

国际关

系学院

学工办

主任

822

爱心助农，“疫”起行动项目一方面符合现代消费者对于

绿色天然农产品的消费追求，满足了广大消费者的消费需

求；另一方面为因疫情影响而导致农产品滞销的农户提供

了切实的帮助，以实际行动助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创造

了社会效益，弘扬了社会正能量。同时提升了大学生创业

意识和能力，激励大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为公

益事业做出贡献。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68X
“说方言”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郝天雨

10724201800092

7

苏慧捷

/1072420180

00948,赫双龙

/1072420180

01033,同宇帆

/1072420180

00932

徐思 助教 740

近几十年来， 我国在全国各地大力推广普通话，一定程度

上抑制了方言的发展。我们了解到，近年来中华民族语言

多样性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许多方言都在逐渐消失 

，一些少数民族甚至已经到了只有个别耄耋之年的老人才

会说方言的情况，如果没有后继者传承，这种方言将彻底

成为历史 。因此我们决定开发一款兼具交友和短视频配音

功能的APP—“说方言”，鼓励大众在交友的过程中，使用

方言；另外利用方言对短视频配音增加了一定的趣味性，

让大众在娱乐的同时，感受方言的魅力，自觉传承和保护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69

唐代墓室壁画图像元素数字化

延展—以章怀太子墓墓室壁画

图像元素再设计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解浪
10724201900162

1

华丽

/1072420190

01637,

朱米琪

/1072420190

01647,

杨培民

/1072420180

02556，

赵伟

/1072420190

01630

姚若

琳,田

晓旋

讲师 760

研究唐代墓室壁画如何更好地融入当代设计中，使得文化

得以继续传承并注入新的活力，在方式方法上要有创新意

识。其次是投放市场的文创产品对大众影响的研究，针对

当下人们的喜好等改进设计。最终解决现有文创产品存在

的创意单一、种类单一、价格悬殊等问题。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70

疫情背景下农产品断链问题的

公益项目研究---以临潼石榴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雪瑶
10724201800323

4

张彩妮

/1072420180

03570,

李鑫

/1072420180

03067,

梁珂盈

/1072420180

02969

万瑶

英国伯

明翰大

学理学

硕士

840
助农公益项目。以公众号平台为纽带，联系农户和买家，

帮助解决疫情下农产品断链问题，并同时输出陕西文化。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71

“互联网+深切人文关怀”

下，鼓励“性受害者”发声及

传播相关文化的公益性平台—

—心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穆梦玥
10724201900316

2

孙王一雯

/1072420190

03164，

谢雨涵

/1072420190

01282，

刘泓轩

/1072420190

03649，

陈佳泽

/1072420190

02144

刘萍萍 讲师 190

主要通过与被性侵、骚扰 、被不公平对待的受害者的沟通

交流，来治愈其心理上的创伤。引导受害者发声，改变大

众观念，消除“强奸文化”。同时提供有关性教育、自我

保护、法律知识、LGBT知识等推文内容。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72X
健呗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申纯

10724201800134

1

李博伦

/1072420180

01362， 

边雨欣

/1072420180

01335， 

马强

/1072420180

01347，

赵小宁 副教授 890

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大学生积极进行体育运动的号召，

解决大学生运动器械方面的困难。建立一个能够实现自助

借用体育器材的项目，该项目将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便利的

服务，满足在校学生的运动健身需求，让学生享受健康生

活。在学校内部设置相关专门租借地点，制作小程序以实

现管理学生租借的相关信息，进行学生信息实名制，方便

学生借还器材，同时，有专人定期检查管理器材的损坏情

况。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73

新媒体时代下三秦非遗的传承

及双语推广——以阿宫腔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云豪

10724201800345

2

李亮莹

/1072420180

02907,      

          

代艺涵

/1072420180

03401,

冯雯丽

/1072420180

03190,

张瑶

/1072420180

黄星元 硕士 860

此项目以阿宫腔为例，探究三秦非遗文化利用新媒体手段

创新传承发展模式，实现双语传播，令其走出陕西，走向

中国，走向世界的可行性。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74X

“风物故里”陕西非物质文化

遗产文化创意设计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万琛

10724201800020

7

方慧妹

/1072420180

00117,

苟雨鸽

/1072420180

00926,

徐聪

/1072420180

02541

魏澜 助教 760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75
《茗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耿子航

10724201900179

9

张百纳

/1072420190

01789,

赵阳

/1072420190

01319,

贾若彤

/1072420192

080

吉文凯 副院长 210

本项目从当代人缺乏对茶相关信息的获取方式这一问题切

入，填补市场空缺，搭建关于茶叶文化，种类，产地，采

摘制作及上市时间等问题的信息获取及交流平台。远期来

看，希望建立起一个茶叶统一销售平台以及创新型线下茶

叶商业化模式。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76

春笋志愿者队——关注儿童性

教育志愿组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武娜

10724201800073

4

李澳

/1072420180

00703,

乔丹

/1072420180

00718,

王婉婷

/1072420180

00719,

戴张慧

/1072420180

00664

白毅 副教授 880

该项目名称是春笋志愿者队，少年儿童如同像雨后春笋一

样生机勃勃，但也是最需要全社会的呵护的人群，这个项

目计划最基本的内容就是普及儿童性健康教育，提升他们

的性意识，防止未成年人因缺乏性安全知识受到侵害，处

于孤立无援境地之中。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77

西安人均旅游消费额提升对策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悦

10724201800214

6

王昊

/1072420170

01616,

刘楚妍

/1072420180

01609,

廖泓清

/1072420180

02417,

韩翊雪

/1072420180

01178

成英文 教授 630

以西安市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实地探究的方式查

明西安和同为旅游城市的南京、北京、成都在人均旅游消

费额上的差异。探究西安人均旅游消费额低的原因，并针

对这个问题给出相应解决建议，从而增加来西安游客的人

均消费额，提高西安市旅游收入，拉动区域旅游发展。该

项目最终以调研报告的形式呈现。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78

珍馐美馔不可负，人间至味是

乡愁——以“乾县酱辣子”的

推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锦
10724201800139

3

殷庚辰

/1072420190

03145，

黄敬敬

/1072420190

03059

马少辉
副研究

员
850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乾县酱辣子”的推广，从而以小见

大，延伸到对关中地区家乡美食的推广，以此来带动家乡

文化产业的发展，拓宽家乡美食的受众群体，释放藏匿于

异乡人心底的乡愁。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79

打造一带一路“石泉十美”智

新社区——借鉴CSA与资源整

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白奕欣
10724201800133

1

夏瑾童

/1072420170

01070,

袁泽昊

/1072420170

02170，

周悦

/1072420170

01010，

高昕怡

/1072420180

01814

屈晶晶 讲师 840

项目旨在通过建设智新社区，利用大数据互联网，让乡镇

居民互利共赢，实现资源整合，最终带动经济发展，实现

精准脱贫攻坚。项目的创新点为利用大数据互联网打破了

物理环境的限制，沟通市民与村民，充分发挥起特点。市

民和村民的需求相互契合，构建平台使他们能够各取所

需，互利共赢。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80

延安时期我党对青年知识分子

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及其启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旭

10724201700220

7

贾荟宁

/1072420170

01891,

王家炜

/1072420180

01654,

夏天骄

/1072420180

01785,

张拓

/1072420180

01166

周龙 教授 710

延安时期，我党吸引了众多青年知识分子奔赴革命圣地，

他们在延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意识形态领导，与工

农群众相结合，完成了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变，

成为了革命的中坚力量、延安精神的组成部分。该项目旨

在探索延安时期我党对青年知识分子成功思想政治教育的

模式、内容和方式，借鉴其成功经验并得到对当今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挖掘我党红色资源，融入当今思想

政治教育，对培养新时代“四有”青年有着重要意义。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81S
长安文，XISU创 创业实践项目 否 杨智茹

10724201900385

0

郑淞禹

/1072420190

00164,

鲁琦

/1072420190

01819,

于奕荃

/1072420190

02089,

张欢

/1072420180

01163

黄建友

西外新

传学院

院长

760

大大的长安城里有着西安外国语大学小小的一角，当元素

汇集后浓缩进不同的文创里时，记忆里的西外就像被放进

了永恒里，再难忘却。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的灵魂，也是

提高学校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我们项目希

望通过文创传播西外大学文化，打造有魅力的高校文化。

通过文创这样的方式讲述西外故事，增强师生归属感，凝

聚力，同时为西外师生的校园生活带来温暖与感动。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82

“互联网＋”背景下电商网络

平台对扶贫工作的影响及扶贫

产品的推广情况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廖欣雨
10724201900002

0

陈馨淼

/1072420190

00662,

黄戎

/1072420190

00008,

刘诗涵

/1072420190

00966,

马一姝

/1072420190

00006

杨子江 讲师 840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农村基础设施的逐步完

善，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交易量持续保持高速增

长，已成为带动扶贫、增加贫困地区收入的重要动力。从

总体上看，“互联网+”电商扶贫的发展影响了农村贫困工

作中人口就业创业和增收脱贫等问题。本项目组将通过进

一步调研，了解互联网创新成果与扶贫工作的融合程度，

并研究如何进一步优化改善电商扶贫服务体系，动员社会

各界支持参与电商扶贫工程。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83

促进“非遗新生”——陕菜外

文网站构建之初探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余乐水

10724201700325

8

张若愚

/1072420170

03196, 

刘月秀

/1072420190

00906

成英文 博士

630

管理

学

以促进“非遗新生”为大背景，创建陕菜外文网站，弘扬

和发展非物质文化菜品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提升陕菜

沿线国家、地区的影响力，促进陕西文化走出去，带动区

域地方经济发展。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84

戏剧对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路

径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鑫

10724201800270

4

何文琴

/1072420170

03827,

王思雨

/1072420180

02702

王卉 教授 760

项目是在以习近平总书记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

为背景下，更深层次发掘戏剧对红色文化的传承作用。通

过调研陕西红色文化戏剧的传承现状，为戏剧对红色文化

的进一步传承路径做出探索。同时对大学生思政，乡村文

化振兴，文化产业扶贫等问题提供相应思路。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85

健康中国背景下提升农村居民

医疗意识—基于陕西省富平县

农村居民医疗意识的实证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旻宣 2019003815

韦辰歌

/2018000296

,

史晴

/2019002259

,

邢雨欣

/2019000182

赵述颖 副教授 330

在健康中国的背景下，通过对陕西省富平县农村居民意识

的实地调研，得出具体数据，分析研究出影响农村居民医

疗意识的因素，并搭建相关宣传教育平台，主要针对农村

居民进行医疗知识的科普和科学保健方法的宣传。从而提

升农村居民医疗意识，有效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推

进乡村振兴，积极响应习总书记提出的“预防为主，健康

中国战略”，贯彻落实协调、共享的发展理念和科学发展

观，助力“2030健康中国”计划。同时也可为相关研究提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86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共享经济新

模式——以Airbnb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金迪

10714201700257

8

黄墨殊

/1072420180

00930

田径 副教授 790

共享经济与区块链都是当今社会下炙手可热的话题。本项

目以共享经济典型案例——Airbnb为代表，利用区块链拥

有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性、分布式记账等优点解决当前

共享经济快速普及、发展中存在的隐私泄露和信用缺失问

题。共享经济与区块链的结合，既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共享

经济模式，维护市场环境，促进共享经济健康良性发展，

也有利于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我国的创新发展，加强我国科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87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

韧性城市的建设——基于西安

市疫情管控的调研与反思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汤翊雯
10724201700322

9

张文洁

/1072420170

03230，

闫茜

/1072420170

03235，

张园

/1072420170

03239

马琪 博士 170

在疫情防控大背景下，利用城市规划专业知识对西安市疫

情管控措施的调研与反思，对西安市的防灾减灾体系进行

完善，打造韧性城市，最终提高西安市的区域免疫力。整

个调研包含着从该区域的前期预防，中期管控到后期调节

疏导，通过规划手段对区域管控效果进行可视化展示。并

将调研成果科学分析，提升城市韧性，以应对各种急性冲

击。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88

多语种背景下“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药膳公益化推广的文化

壁垒与可行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随汉青
10724201800154

5

张珂

/1072420180

01581,      

       周小

渝

/1072420180

01551

朱美琳 副教授 630

药膳是中华文化中的璀璨明珠，但其近年来的发展传承却

不尽如人意。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药膳对疫情治疗

做出的巨大贡献国内外人民有目共睹，其国际认可也随之

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药膳新的发展遇到新的机遇。本项目

旨在分析新时代下药膳价值，探究多语种背景下药膳公益

性传播的文化壁垒与可行性，借助“一带一路”的政策和

孔子学院等渠道优势以药膳对外推广为例传播中华传统文

化，同时助力于乡县脱贫。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89X
陕历博文创及多语种介绍网站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虞鑫

10724201700125

5

杨阳

/1072420170

01308,

孙慧敏

/1072420170

01273,

马欣瑞

/1072420170

01278,

纪效兵

/1072420170

01262

史林 助教 740

本项目将“互联网+”与文创产品相结合。选择博物馆内各

分馆中代表文物并根据外国友人的审美喜好设计文创产

品，并提供多语种（目前有：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

、意大利语、波兰语、希腊语、罗马尼亚语）馆藏文物简

介以及文物背后故事，从而更好地对陕历博中馆藏文物进

行宣传，让外国友人“读懂”陕历博，更好地实现中华文

化“走出去”。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90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

流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黄秋吉

10724201900009

4

董宇蕊

/1554938803

8,

李慧妍

/1779182315

7,

任靖

/1526837085

7,

杨怡欣

/1839298230

8

宋德超 讲师 850

本次研究以一带一路中的文化交流为切入点，选取了一带

一路沿线的5个国家——埃及、捷克、泰国、哈萨克斯坦、

新加坡。研究了它们与中国各种形式、各种层面、各个时

期的文化交流，以及这些文化交流带来的积极影响。并从

中发掘出大学生可以为这些文化交流做的努力，探索其中

对当代大学生的启发。通过了解文化背景、提升自我、响

应号召，更好地参与国家与国家的文化交流当中来。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91X

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以外

语类大学生对国潮的态度为例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杨菁菁

10724201800280

7

俞金慧

/1072420180

03589,

刘克

/1072420190

02191,

李嘉彧

/1072420190

00652,

商航/ 

10724201800

3525

苏锑平 副教授 710

本项目课题小组在前期对“国潮热”认识的基础上，发现

目前有些外语类大学生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也在接受外国

国家的价值观，并逐步改变自身对于本国文化的态度。小

组成员在已调查的资料基础上，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在现

有的条件下，提出调查当代外语类大学生对国潮的认识，

即对本国文化的文化自信和认同感。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92

手工艺非遗+扶贫模式的探究

与推广——以西秦刺绣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琼蕊

10724201800126

1

向岑予

/1072420180

01379,

曹天翔

/1072420180

01352,

冯怡潇

/1072420180

01332,

李志 讲师 850

陕西传统手工艺品具有鲜明的民族印记和和地域特色，受

到广泛喜爱。但却面临缺少继承艺人，缺乏宣传和影响力

等问题。而2020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扶贫"一

直是党和国家的关注重点。本项目以“手工艺非遗+扶贫的

模式的探究与推广”为主题并拟以“西秦刺绣”为例，结

合大学生群体，在探寻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增大宣传力度，

扩大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范围的基础上，探究增大

陕西传统手工艺品的商业价值的途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弘扬和传播做出应有的贡献。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93
人工智能对翻译行业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代晓晴

10724201800019

8

王依雯

/1072420190

00180,

谢姗珊

/1072420190

00181,

苏畅

/1072420190

00178

马佳君 讲师 740

研究如何通过时下流行的AI技术，将其与人工翻译相结

合，同时建立不同领域的语料库，来进行对不同领域材料

的精确翻译，旨在通过人工智能翻译与人工翻译相结合的

方式，解决人们使用翻译软件时面临的"用词不准确、不专

业"，"翻译语句不通顺、过于生硬"、"无法体现原文情绪

"以及"缺少知识文化背景"等问题。此项目不仅可以进一步

提高翻译软件翻译材料时的精确性，同时还可以为更多语

言学习生提供更多的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9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下“

新市民”的社会融入及文化传

播研究—以“三爻村”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孟美汝
10724201700294

6

何蕊

/1072420170

02943,

田茂露

/1072420170

02935,

邹鑫

/1072420170

02952,

管月月

/1072420170

02955

寇紫遐 教授 860

“西安三爻村”于2017年被纳入西安城市化进程中的改造

名单，城市化进程中本土居民的心理、角色转换以及乡村

本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传播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一直被社

会所关注。在党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

下，文明、和谐、友善的价值观在城市化建设中，对本土

村民的心理、角色转换发挥着积极地引导作用。本项目旨

在以西安东三爻村为例对现有的城中村改造情况的进行实

地调研，在探索原住户的心理变化过程中，为乡村本土传

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传播提出思考与建议。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95

白鹿原樱桃”红“了——以”

鹿小樱“为形象的IP打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婧

10724201700296

3

胡怡婷

/1072420170

02966，     

        苏

婧

/1072420170

02963，     

           

吴文婷

/1072420170

02936，     

            

杨荣霞

/1072420170

02974，     

朱茜芸 讲师
860,

630

针对贫困县区助农产品品牌建设能力较弱的现状，以成立

一个为农产品打造品牌的公司作为终极目标。现阶段帮助

西安市白鹿原樱桃打造名为“鹿小樱”的IP形象，助力白

鹿原樱桃提高产品收益、走出陕西。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96X

走遍中国街——

漫步式网络民俗社区服务小程

序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高雁南
10724201700288

1

马晶晶

/1072420170

02895，

李小波

/1072420170

02894

赵桐羽 讲师 860

建设小程序平台，吸引各民俗文化村入住，形成民俗村网

络社区，提供沉浸式、漫步式线上体验，打造互联网+线上

线下联合服务式乡村旅游，完成景区推广、民俗推介、线

上答疑、产品远销。

“走遍中国街”是一款民俗文化旅游村网络社区小程序，

平台吸纳全国范围内以古村镇及其民俗特色为依托兴办的

民俗旅游村入住，为每个民俗村打造各自的页面空间。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97

中国画的传承与创新应用——

“沧研”品牌形象设计与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芯蕊

10724201700340

2

常静文

/1072420170

03394, 

李佳音

/1072420170

03400

许黎雯

讲师，

创新创

业中心

副主任

760
以通过对目前单一的古法国画颜料包装进行再设计为切入

点，延伸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与匠人精神。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98

城镇化背景下传统建筑的保护

与创新——以陕西榆林响水村

窑洞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茜瑶
10724201800316

1

周琳琳

/1072420180

02839

曹院苗

/1072420170

03746

杨欢

/1072420180

03230

郝友菖 助教 850

调查城镇化背景下陕西榆林响水村窑洞当前的基本情况以

及当地居民。政府对于窑洞未来发展的看法和意见，提出

以发展旅游业来促进窑洞的保护和开发，与政府、居民协

商围绕当地民俗风情开展特色文化体验项目。同时与当地

志愿者机构或大学进行合作，招募志愿者为外国游客进行

讲解和服务，促进当地特色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和窑洞的保

护和传承，增强人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099

以网络用语为例，研究大学生

新媒体语言的使用情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梦晨

10724201700188

0

范静静

/1072420170

01882，

 李捷

/1072420170

01884，

苑明月

/1072420170

01866

段丽杰 副教授 740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更新速度日新月异，随之而来的便

是许多“网络热词”。大学生无疑是使用网络语言的主角

。在面对日新月异的网络词汇时，他们会秉持怎样的态度

以及会做出何种反应呢？本项目旨在研究大学生群体使用

新媒体语言中的网络词汇进行日常交际的现状，探讨新媒

体语言的变迁，以及对大学生用语习惯的影响，借此反应

出当代大学生的日常交际现状和思维导向，为弘扬社会主

义价值观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00

大数据下西外周边公共服务信

息资源基于公众号载体的整合

与公益性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关昊
10724201900109

2

周悦

/1072420190

00421，     

          

葛琦

/1072420190

00343，     

         雷

煜琪

/1072420190

00394，     

       高珍

冯鑫
辅导员

/助教
840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01X
XISUer 加油吧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楠

10724201700003

7

姚欣悦

/1072420180

02922,

苏皓汝

/1072420170

00485,

孙瑞琳/ 

10724201700

0467,

侯雯

/1072420170

00561

王秀文 讲师 190

根据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不容乐观，结合外国语院校学生

压力大的现状，拟建立一个以绘画艺术疗法、阅读疗法和

音乐疗法为主的减压室，在缓解同学压力的同时达到对大

学生心理健康的动态监测研究。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02

基于跨境电商的陕北革命老区

可持续精准脱贫研究----以米

脂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邹慧
10724201700318

4

马雯

/1072420170

02083,

撒小雨

/1072420170

02093,

赵欣雅

/1072420180

00365，

聂燕云

/1072420180

01645

刘军伟 教授 510

    本项目通过对陕北红色革命老区脱贫现状进行了调

研，以陕北米脂县为例，了解了目前精准扶贫取得的成效

以及对农民脱贫能力的评估，在此基础上，利用跨进电商

设计米脂县农特产品--小米的销售渠道，帮助农民在经济

方面获得长期发展，提高这些刚刚脱贫人口实现可持续发

展能力。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03X

新零售时代的“厕所革命”：

高校女性用品自助售卖机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福玲

10724201800160

6

秦紫琳

/1072420180

01635,

王婉逸

/1072420180

01638,

李  燕

/1072420180

01637,

宋苗苗

/1072420180

01636

朱金凤

主任

（教

授）

790

    该项目与女性用品企业合作，以西安南大学城为前期

主要市场，在高校女卫生间投放女性用品自助售卖机，解

决女性生理期尴尬情况，提高女性生理期舒适度与安全

性，以及女性的社会满足度，起到了缓解女性生理期压

力，呵护女性身心健康的作用，是中国社会的“厕所革命

”。同时，自助售卖机配备线上商城功能,支持线上支付，

是24小时无人售卖的微型超市，具有即时性，安全性和隐

私性的特点，是超市等行业所无法比拟的。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04

铜川照金＋高校——大学生思

政教育沉浸式体验教学创新模

式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唐璐
10724201800214

9

唐璐

/1072420180

02149,

苗润川

/1072420180

02397,

苌东雷

/1072420180

02247,

张亦嘉

/1072420180

01704,

赵国皓

/1072420180

021

成英文 博士 630

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及周边革命旧址红色文化

开发为例——创新沉浸式大学生思政教育体验课程。以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为试点，通过打造现代化红色

革命纪念馆，借助沉浸式感受与体验式教学，寓教于乐。

充分开发与利用周边革命旧址资源，通过旅游模式创新，

联合历史打造趣味与教育并重的大学生思政实践活动项

目，旨在加强大学生思政教育，使红色革命文化深入人心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05

久久长安，社火永燎——陕西

省长安“社火”文化的传承及

推广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冠辰 2019003436

卢立

/2019003828

，

李冰倩

/2019002913

，

李丰

/2019002890

马捷
辅导员

/讲师
850

本项目作为一项社会调研项目，是对我国社火文化的挖掘

和弘扬。他属于创新训练项目类型，旨在保护“社火”文

化这一传统民俗文化，激发人们对社火文化的传承意识，

以及通过实地考察及调查研究了解社火文化的发展现状并

分析出其局限原因，从而扩大其文化影响力。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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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研乡村——线上云调研助力

乡村振兴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章霈琦

10724201700358

0

莫金祥

/1072420180

02977,

张倩

/1072420170

03131,

 翟欢欢

/1072420180

01214

邱宏

中级职

称/国

际政治

教研室

主任

840

2020是乡村振兴的元年，“十九大”以及17年底的中央农

村经济工作会议，均明确提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随

着在线教育行业的不断发展，是以网络为介质的教学方式

越来越受到各类群体（特别是学生群体的喜爱和追捧）。

通过网络，学员与教师即使相隔万里也可以开展教学活动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使得线下实地调研受到限制，这

促使线上云调研的应运而生。本项目通过结合在线教育的

优势，加强城乡平等交流，为城市人群拓展乡村视野，为

乡村人群扩展经济发展，并为乡村发展带去城市支持。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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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一流博物馆疫后恢复提振

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怡晴

10724201800112

9

马龙

/1072420180

01143,

樊雨霏

/1072420180

01148

苏红霞 教授 630

本项目通过对陕西省各一流博物馆与国内外著名博物馆的

研究对比，提出一些可实行的方案，帮助陕西一流博物馆

改善现存问题，实现疫情后的提振和发展质量回升，甚至

可以追寻新的博物馆文化旅游发展热点，改变固有的博物

馆文化旅游发展形象，加强陕西一流博物馆的文化旅游实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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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育的反思探索与再融合

调查研究—以西安外国语大学

语言专业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蒋润杰
10724201800138

3

黄依萌

/1072420190

03134,

金陆凌

/1072420190

03143

屈晶晶 讲师 880

 本项目出发于近期疫情期间的网课教学，以语言专业学生

为例探讨网络教学体验及背后因素，结合信息化教育改革

的持续动力探索网络课程与面授课的融合与发展。以调查

问卷，收集专业观点，与调查对象面对面交流讨论等为调

查手段展开考察；深入研究代表性一线数据，提供细致的

调查结果；调查研究具有可推广性可持续性。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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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善致美，笃行致远——新冠

疫情形势下，“互联网＋教学

”新领域探索，以陕西省周至

县上三清小学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祥基
10724201800352

0

陈雪蓉／

10724201800

0876，      

     钟楠／

10724201900

3407，      

     杨雪／

10724201900

3622，      

     韩婉婷

／

10724201900

屈晶晶 讲师 880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大学生暑期实践的开展带来严重影

响，同时在国家对教育扶贫极其重视的背景下，该项目旨

在进行“互联网＋教学”新领域探索，项目研究主要分为

“互联网＋支教”和“云纠音”课堂两个部分。通过改变

支教的传统模式并且增设英语语音纠正、心理疏导等模

块，积极响应国家“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号召，

充分利用“互联网+教学”优势，为疫情之下的暑期支教模

式提供新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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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到碗里来”

互联网+”背景下农产品的推

动与发展现状及创新研究

——以陕西省清涧县粉条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帆
10724201800343

9

申梦瑜

/1072420180

03159

常越旋

/1072420180

03149

田昕

/1072420170

02094

冯冰雨

/1072420180

03255

苏锑平 副教授 210

为响应解决新华社所提出的“三农”短板，本项目以陕西

清涧粉条为例，探究我国农产品发展情况。我们以陕北剪

纸为灵感，为项目设计了融合粉条元素的logo、做了调查

问卷、以及清涧手工粉条和市面其它粉条对比的测评视

频，为深入实践做足了一切准备。我们将深入探究该农产

品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保障自身的质量的前提

下，在外观，体验感等方面要有更深一步的创新发展，推

动农产品的创新发展，真正起到稳定脱贫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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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播助力疫后产业复苏的空间

发展模式研究——以榆林市榆

阳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纪慧霞
10724201800122

3

刘杰超

/1072420180

01229，     

      方惠

/1072420180

01222，     

         何

俊杰

/1072420180

陈乐 讲师 610

本项目从地理学视角出发，探讨如何通过特定空间形态的

村播形态促进榆阳区的农业产业发展问题，主要分析以下

议题，其一，明确榆阳区村播的空间区位已经空间形态现

状；其二，挖掘榆阳区潜在村播的空间形态；其三，分析

村播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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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梦想家筑梦乡村教育旅游—

—“Dreamer”平台从线下实

体到互联网普及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若愚
10724201700319

6

董应超

/1072420170

03187,

杨柳娜

/1072420170

03190,

余乐水

/1072420170

03258

王莉霞
教授

(三级)
630

以乡村旅游教育为主题，建立联系社会各方力量的组织和

互联网平台，充分利用西安外国语大学语言优势和研学资

源，为乡村学生素质教育提升做出贡献，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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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种文化视角下跨境严选电

商平台的创新与运营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沛文

10724201700131

3

巨嘉欣

/1072420170

01184,

李正昊

/1072420170

00395,

汪洋

/1072420170

01254,

韩思琪

/1072420180

02057

周琳
分党委

书记
630

本项目旨在利用多语种渠道优势，建立新型双向综合跨境

购物以及文化交流平台，以严选的方式严格保障产品质

量，从采购到供应的全流程严格控制，积极维护和建设平

台口碑，同时搭载多语种社交网络平台，供平台用户交流

、分享和反馈建议。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14

乡村振兴战略下精准教育扶贫

互联网平台建设研究-“益学

”APP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章文婧
10724201700281

0

段嘉豪/ 

10724201700

2172,       

    刘平川

/1072420170

02200,      

       张恒

/1072420170

02822

李鹏 副院长 860

本项目是基于软件开发技术，教育资源学习的软件类公益

性教学工具。从基本应用的角度来看，该软件在保留传统

线上教学内容的基础上，通过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分享，课

后教学测评，对学生的课堂教学进行评价，运用高效资源

整合能力，分门别类将包含小、初群体的多年级多科目教

育内容输出于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同时，将以往的教

学内容通过弹窗选择题的方式进行复习。课后试题在平台

上提交于老师线上批改进行答疑解惑，提升教学反馈质

量，帮助教师与学生实现双向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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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汉语学习APP趣

味性研究及优化——Fun 

Dubbing APP 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童
10724201700368

2

杨肖

/1072420170

03694,

郭钰婷

/1072420170

03686,

崔伊敏

/1072420170

03702,

李欣雨

/1072420170

03698

李榕 副教授 740

APP学习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兴起的学习方式，在“汉语热

”浪潮的推动下，各种汉语学习软件应运而生。但是我们

发现，学习者的趣味学习的需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

所以我们通过研究的汉语学习软件的相关问题，在充分的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种互联网背景下，汉语学

习app趣味性优化的新模式——视频配音模式的多样化应

用，提出了我们Fun Dubbing APP 的设计思路，进而更

好的为留学生的汉语学习提供帮助，激发学习汉语的兴

趣，提高口语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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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圈APP——以新时代信息

技术丰富老年群体娱乐生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柯静怡

10724201800230

4

解颖琪

/1072420180

02295,

周玉

/1072420180

02307

王佳炜 副教授 840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红利期青壮年步入老年，社会养

老成为当下不得不关注的焦点，而“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已经不能够满足这一批年轻时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长辈

群体了，实现老年文化生活的多姿多彩成为他们的要求和

向往。为解决高龄群体养老文化的社会性问题，我们决定

设计研发一款让日益扩大的老年群体能够接轨新一代信息

技术，不断丰富和满足老年群体的娱乐生活，增强老年群

体的生活幸福感的APP—老友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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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居民空气清洁与支付意

愿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阮琳茜

10724201800104

3

崔有纹

/1072420180

01072,许莉莎

/1072420180

01061,张寰雨

/1072420180

01050,贾文琪

/1072420180

01056

曾先峰 教授 790

构建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居民空气净化器购买决策模型。将

居民购买空气净化器和空气质量两种商品纳入传统的效用

模型中，利用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其空气净化器的最

优购买选择及影响因素。利用随机Logit模型定量评估西

安市居民清洁空气支付意愿。最后对西安市大气污染治理

政策提出政策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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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味煮成茶——健康饮品与传

统茶文化的融合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瑞祺

10724201900315

1

王思宇

/1072420190

03149,

王欣茹

/1072420190

03214,

周硕

/1072420190

03065

马少辉
助理研

究员
790

针对当代年轻人饮用不健康的饮品引发众多身体疾病，导

致身体素质下降的现状，本项目结合“互联网”，推出健

康绿色的饮品。通过推崇与倡导健康优质的生活方式，融

合传统茶文化和现代饮品文化，旨在提升年轻人的身体素

质，培养年轻一代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响应“为祖国健

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同时拓宽健康饮品市场，为经济

结构融入积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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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疫标语的动员效能

研究

——基于语言学和统计学研究

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昱
10724201800311

0

王晶

/1072420180

03253

贺琳,

高屾

副教

授,讲

师

740,

910

在新冠肺炎大背景下，该项目旨在借助语言学知识和统计

学的知识探究防疫标语的特点。该项目以言语行为和概念

隐喻为理论基础，分析防疫标语是如何建构疫情概念的，

并从言语行为角度讨论标语的收效效果。通过问卷调查以

寻求最佳动员效能方案的共同特征为目的。运用统计学的

知识和SPSS软件对所收集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同时依托

语言学知识进行系统结果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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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习得经验与方言认可度和

运用率的相关性研究----以长

安区和高新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雅妮 2019003723

倪雨轩

/2019011093

,

赵展阳

/2019003775

,

付璇莙

/2019002233

王娟娟 副教授 740

本项目立足于传统文化保护实际，以方言为切入点，运用

统计学方法进行调研，通过对不同类型样本数据的分析和

总结，探索当前方言与以之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的继承所存

在的问题，剖析母语习得经验与方言认可和运用的内在联

系，进一步加深公众对于方言传承意义的了解，提升公众

对于方言保护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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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被感动？——新冠疫

情下新媒体共情表达的舆论导

向利弊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香溢
10724201800388

9

郭香溢

/1072420180

03889,

魏立凡

/1072420180

03770,

刘登玙

/1072420180

03832

朱富林 副教授 740

项目以微信新媒体为例，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兼用分析

法和比较法，同时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新冠肺炎

疫情下新媒体共情表达的手段方式、引发的民众反映及社

会效应进行分析。探究政务新媒体如何正确地在共情基础

上引导舆论、传播话语价值观。对突发公共事件中个别自

媒体共情表达进行辩证思考，探究共情表达下谣言产生的

机制，根据调查成果从不同层面提出了应对共情性谣言的

方法。项目成果预计撰写论文，调查报告各一篇，民众普

及手册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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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疆旅游文创项目—“炽

疆”阿勒泰地区专属民俗旅游

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佳音
10724201700340

0

常静文

/1072420170

03394，

宋芯蕊

/1072420170

03402，

乔静

/1072420170

03299

弓淼，

李杰

讲师，

副院长

/教授

760

文化产业与服务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以人民文化需求带动

茶文化的消费，客观上对茶文化进行传承，改变茶文化从

被动保护到主动适应市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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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水润长安”背景下河湖公

园的空间功能分析——以西安

市昆明池公园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晨璇
10724201700324

1

周茜

/1072420170

03242，

余乐水

/1072420170

03258，

宋蕾

/1072420180

01674

杨晓俊 教授

170

地球

科学

在“五位一体”和“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背景

下，本项目以昆明池作为“八水润长安”项目所修建的河

湖公园的代表，从大众视角出发，探究昆明池在生态、规

划、文创和防灾减灾等方面的空间功能，旨在促进昆明池

在生态恢复、防灾减灾、服务市民等方面有所改进，并为

“八水润长安”项目的后续工作本及改进工作建言献策，

使以昆明池为代表的河滨公园更好地发挥其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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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多彩大学生活，立年轻陕

西印象”大学生旅游文化指南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子琪

10724201700195

3

刘畅

/1072420170

01997,

孔明明

/1072420170

01957,

郭子煊

/1072420170

01951

郑海平 教授 840

    通过借助互联网的强大信息传播能力对陕西省旅游文

化进行宣扬，针对在校大学生推出以西安为中心，以陕西

省为界的大学生旅游文化指南。旨在帮助大学生融入校园

生活，宣传陕西旅游文化。我们的项目整合利用陕西省特

色旅游资源，通过与景点以及娱乐企业合作，打造以新生

手册和小程序为载体附有商家广告宣传信息的旅游打卡路

线指南。目标市场定位于陕西省各大高校的在校大学生，

结合该群体追求新颖，独特，有趣的特点，进行宣传与推

广。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25

新冠疫情下毕业生就业现状分

析及对策研究——基于西安市

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学
10724201700205

6

高寅珑

/1072420170

02686，

张家普

/1072420170

02698，

欧倩倩

/1072420170

02256，

秦佳莉

/1072420170

02049

张璐 副教授 840

项目以西安市高校毕业生为主要调研对象，通过走访、问

卷等方式调研新冠疫情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同时查

询资料和访谈相关专业人士，研究当前就业形势变化的具

体原因。在此基础上进行现有解决措施的调查与实施效果

分析，并对2021届毕业生就业形势做出预测。最后综合上

述调研、访谈与分析，从政府、高校、企业、学生等多个

角度提出建议与应对措施，形成一份针对大学生疫情下就

业的调研分析报告，为他们的就业提供相应指导作用。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26X

《AMBER警报--以二维校牌为

载体的互联网+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高蓝婷 18049576317

郝璟华

/1072420180

02661,

白洋

/1072420180

02186,

袁鑫怡

葛轶蒙 讲师 840

21世纪，一个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社会上发生种种走失

事件都会引起广泛关注。美国失踪儿童干预系统中，“安

伯警报”不间断动员全社会共同帮助安全找到失踪儿童。

本团队致力于帮助找回失散的亲人或宠物，目的是打造一

款具有寻失功能的线上平台，结合线下实体产品（二维校

牌），充分利用信息时代优势，将产品扩展至医疗、急救

等功能，平台延伸至教育资源、家校互动、网络课堂等方

面，最终打造一款具有教育属性的多功能平台，服务于社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27X
帮友Help you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龚云云

10724201800030

2

卢镘羽

/1072420180

00295,

LEE JUN 

SHENG李俊生

/2018380173

,

SEOW JIN 

SHENG萧金盛

/2018380165

,

王慧中 

   任

寒玉

助教 520

帮友Help you 

是一款针对来华的外国人群体在网络上搜集查找的信息片

面化、零碎，难以获取资源，解决问题比较低效等问题;整

合所有资源，为其提供涵盖生活各方面帮助的App（如交通

出行，网上购物，注册绑定银行卡等）。并且提供多语

种，多城市的选择。旨在解决来华外国人群体生活各方面

的问题，使其更快地适应在中国生活。

针对所有来华基本问题，下载一款帮友Help you 就够了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28

遇见小众美——通过小语种实

现全球旅游文化共享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齐韩笑

10724201800016

8

张子祎

/1072420180

00169, 曹月

/1072420180

00175，

方子珺

/1072420180

00178，聂燕

云

/1072420180

邓婕 讲师 740

此次项目通过对世界旅游文化的共享，促进各国文化的传

播与交流，并通过语言这一桥梁，促进小语种专业的社会

知名度和接受度，从而增强大众对小语种的关注与了解，

以推动小语种专业更好的发展。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29

魅力三秦—结合语言服务的特

色助贫文化体验馆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韩旭

10724201900175

0

喻昊

/1072420190

02617,

张若昕

/1072420190

02936,

郭畅

/1072420190

00869

张夏蕊 助教 790

《魅力三秦——结合语言服务的特色助贫文化体验馆》项

目为成员发挥语言特长，结合“互联网＋”农业助力精准

扶贫。项目将与西安市永兴坊非遗文化体验中心合作，引

入贫困户特色产品帮助推销并提供翻译、讲解等语言服

务，帮助贫困户探寻致富新途径，同时将三秦特色文化推

向世界。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30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社区

健康防护网络构建初探及对策

研究——以陕西三县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余乐水
10724201700325

8

孙晨璇

/1072420170

03241,

周茜

/1072420170

03242,

路展良

/1072420180

01218,

杜旭雯／

10724201800

1510

刘晓霞 教授 840

据有关研究显示，我国乡村居民健康结果指标落后于国内

平均水平、健康服务需求与利用率低、健康观念相对滞后

。此外，乡村地区对于心理健康缺乏认识。因此，通过对

具体村落实施调研，发现当前农村医疗体系的问题与农民

健康意识的误区，构建乡村社区健康防护网络，有利于提

高村民生理心理健康水平，改善村民的生理心理健康意识

。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31

长安舆图——“一带一路”背

景下古都西安文化旅游新模式

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俊涛
10724201900322

7

姬洋

/1072420180

02845，     

          

王泽凯

/1809010923

，          

        刘

孙伏辰 

  屈晶

晶

副教授 

       

  讲师

850

西安作为“古今叠合型”城市的典型代表，拥有深厚的文

化背景和历史底蕴，其地名和遗址更是承载了城市发展的

历史脉络。本项目将重点对比考察唐代长安城与今日西安

城在同一地理空间下的样态及变迁，模拟历史名人作为线

上导游，在现实文物、遗址的配合下，设计穿越古今的时

空对话，让历史人物、珍贵文物、考古遗址三者有机结

合，真正做到历史、文物、街道“活起来”，从而最终构

建一幅古今对比清晰、故事讲解详实的“长安舆图”。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32X
丝绸之露——新式养生茶饮店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赵雨萱

10724201900316

5

薛景倩

/1072420190

03141,

周岩梓

/1072420190

00443，

刘承岳/西安

邮电大学

杨晨 讲师 790

丝绸之“露”意为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结晶、露水，丝

绸之露养生茶饮店通过销售含有“丝绸之路上交易的中国

茶”茶叶的特色茶饮，并通过茶饮的包装上生动有趣的文

字叙述及优美的图画向大众普及丝绸之路上产生的文化和

相关的知识。每一杯饮品都是历史沉淀下的精华。同时，

茶叶购自盛产却滞销的贫困地区区，带动地区的经济发

展，帮助地区早日脱离贫困的状况。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33

决胜2020 助力脱贫攻坚 高校

三下乡成果研究——以陕西安

康旬阳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芦李由美
10724201800223

4

李禧瑞

/1072420180

02241,

贺文璐

/1072420180

02228,

王新源

/1072420180

02243,

邢凤怡

/1072420180

02238

杨妮 讲师 840

《决胜2020 助力脱贫攻坚 高校三下乡成果研究——以陕

西安康旬阳县为例》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

景为前提，决胜脱贫攻坚的政策为引，对高校三下乡的成

果展开研究，旨在通过微纪录片的形式真实展现我国脱贫

攻坚的决心及现实进展，对后续脱贫攻坚工作加以启示与

指导。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34

思政元素融入校园文化创意产

品设计的应用研究与实践——

以西安外国语大学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婧
10724201700340

6

冯婧楠

/1072420170

03398,

辛盈

/1072420160

01576,

张文豫

/1072420170

03440

刘珂 讲师 760

该项目以“思政元素＋设计”的理念对西外校园文化创意

产品进行整合和开发设计，进而打造一个服务于广大师生

的校园文化创意服务平台，使其既符合西外校园特色，又

包含个性化、全面化的特点，最终使具有特色文创产品能

够更加规范地融入到西外学生的生活，提高学生对主流价

值的感性认识，从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

202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S202010724

147

“青年学习先锋”APP——高

校学生理论学习新模式的探索

与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一凡
10724201700327

2

常静文

/1072420170

03394,

毛晨菲

/1072420170

02321

刘珂 讲师 710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01S
丝路空中课堂 创业实践项目 否 赵微 201810340739

张涓怡

/2017103407

27          

            

            

            

            

     叶泊宁

/2018103407

14          

            

            

            

            

      SE  

PIN  CHIN

于菊珍 讲师 535

借助一带一路政策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结合互联网＋的

模式，依靠商学院电子商务的教学背景，将空中课堂项目

推广至中亚地区，专注通过传播中国优质教育资源外，课

程的重点也放在讲授电子商务的理论及实践操作。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02S
“山城漫色”文化创意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张鹤影 201811640342

赵桐悦

/2018116402

05,　　　　  

            

            

         霍

嘉

/2018116402

28,　　　　　

            

            

           

俞秀玲 副教授 850

“山城漫色”文化创意项目，旨在通过对陕西省山阳县的

众多传统文化与非物质遗产进行调研与分析，创作出富有

创意的精神IP形象与高质量的文创产品，为人民群众创造

了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实现对山阳县传统文化的保护，

促进当地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帮助提升其经济发展

以及促进当地扶贫工作的进展，也为提升我国国民文化自

信与文化软实力贡献力量。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03X

“简益回收”西安市垃圾分类

服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罗一 201710640744Z

张晨怡

/2017116401

14，        

   魏钰铮

/2017106407

45Z，       

  代雪晴

/2018105410

17Z

郝少英 副教授 790

“简益回收”以创新协调绿色发展为使命，坚持“绿色经

济，环保经济”理念，凭借互联网技术和ppp模式（即公私

合营模式），构建生活垃圾处理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和

分类运输一体化的新型商业模式。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的

便利高效的优势，与政府部门、小区物业、垃圾再生公司

进行深度合作，实现科学有效的垃圾分类处理，保护环境

的目标，成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集垃圾回收上门服务、运

输和处理为一体的资源利用循环集约化企业。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04

网络舆论管控工作中电子取证

的多重功能——基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实例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钰珺 201811040419

赵子淏

/2018110403

03,　郝志恒

/2018110405

01

赵晓风 副教授 820

本项目针对电子证据在舆论管控工作中的实际应用及问

题，提出引导公安机关创新电子取证以及管控舆论的建

议，具有较高的学术科研价值和实践应用效益。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05

《城市社区治理精细化、精准

化、人性化探索——山西省太

原市迎泽区“一网格一码”疫

情治理模式调研报告》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鲁彧启 201811240903

武嘉曦

/2018110407

05,　桂文清

/2018112410

17

汪世荣 教授 840

项目通过“线上调研问卷发放+线下实地采访干部”形式，

总结了以疫情期间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为例的社区管理成

功经验，深入群众了解“一网格一码”在太原市迎泽区的

具体应用效果，在汪世荣教授的指导下，基于“一网格一

码”，探索出群众日常管理工作方式并用于实践。项目建

立微信公众号（名为：郡县安治，天下安之），对“一网

格一码”等线上社区服务进行宣传推广、科学普及，利用

新兴“互联网”手段广泛构建“智慧社区”，为基层治理

提供高校经验、政法方案。项目所提出的“互联网+”创新

管理模式受到该地领导的一致好评。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06

乡村振兴背景下“闲置土地认

领+云耕”模式设计与探索—

以陕西省山阳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献玉 201810440632z

刘雪珂

/2018105412

14z,        

            

  王靖梓

/2018111402

32z,        

  李雪莹

/2018111403

16,         

            

       于珂

李颖晖 讲师 840

  基于类似山阳县这类贫困村县大规模土地闲置的问题，

本项目成员围绕“土地认领＋云耕”这一农业新模式展进

行模式设计与探索，为解决农村闲置土地利用提供思路。

认领土地可由专人代管，认领者享受一年新鲜、绿色的应

季蔬菜专供。由农户为认领人提供土壤处理、施有机肥、

除草、浇水、进行实体种植等服务，认领人可以通过应用

程序实时监测作物的生长状况，达到浸会式体验农业种植

的效果。以山阳县为试点进行模式研究，助力乡村振兴。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07X
“会呼吸的墙”室内墙体绿化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徐旭 201910540605

王姿雯

/2018105411

15z,    郑

昙

/2018105411

16z,     王

俊凯

/2018105411

08z,  吴瑕

/2018105411

武玲娣
讲师

(高校)
210

本项目实施的总体安排是将穴盘苗识别定位分拣与移栽技

术运用到室内墙体绿化产业，并同时开展绿植盆栽零售产

业。其中室内墙体绿化是我们开展的主要产业。本项目旨

在满足消费者室内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品质提升的需求，

缓解市场上目前普遍存在的室内墙体绿化方案人工费用过

高、花卉质量参差不齐、绿植图案单调等问题，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西安市区域的现代化与科技化。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08X

《耕读中国——新时代青少年

劳动教育体验基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韩雯雯 201810540316

赵思然

/2018105403

11,   王语嫣

/2018105403

08,   石雨诺

/2018105403

13,   杨莉丽

雅

/2019107029

刘超 讲师 820

本项目为新时代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劳动教育体验基地，主

要目的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耕读精神和传统，落实中

央关于青少年劳动教育的文件要求，针对目前青少年在城

市生活长大、缺乏劳动精神以及劳动能力不足的问题，为

青少年量身打造劳动教育体验基地。青少年通过亲身体验

基地内不同时代的场景变化、不同场景内新颖有趣的劳动

活动，感悟古今人们的劳动智慧，同时培育具有良好劳动

精神和优秀素养技能的新一代青年。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09X

“柑"之如饴——发展旬阳特

色狮头柑产业，助力精准扶贫

奔小康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谭荣婷 201711240126

周钰 

20171124012

7；

张昊阳 

20181104022

7；

汪渊 

20181104062

7；

柯尚菊 

1706990418

耿成雄 讲师 210

旬阳县狮头柑曾获得中国农业部地理认证标识，是国家级

特色产业，由于种种原因近些年发展遭遇困境。本团队根

据产品特性，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借助互联网

销售渠道，打开销路，发展特色产产业，助力精准扶贫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10X

壹椒唐——打造花椒运营第一

品牌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闫潇珂 201910340821

蔡孟珂

/2019103408

19,   代旭阳

/2019103408

44，高荣

/2019103408

45，    张栩

宁

/2019103408

46

刘佳 讲师 210

壹椒唐企业是一家以韩城大红袍花椒为原料，生产调味品

、养生品企业；公司以倡导健康生活，美味饮食为前提，

在传统市场以花椒做调味品的同时创新开拓花椒养生品系

列。在企业成熟后，继续创新、研发更具吸引力的产品。

以“健康”和“美味”两大主题引领花椒市场。我们的目

标是致力于打造花椒运营第一品牌。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11

对“互联网+乡村农业振兴”

特色生态农业链的发展探索—

—以紫阳县青中村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雨欣 201711240502

田源

/2017112404

02,　　唐丽

丽

/2017112404

22,　张曼

/2017112405

徐鹏 讲师 860

以紫阳县青中村为例，旨在打造以互联网搭载青中村生态

农业、养殖业及旅游业三产业合一的模式。注重推广以网

络认养形式的新型养殖产业及青中特色农业，宣传乡村美

景，弘扬传统田园牧歌的文化，传递自然的生活方式，努

力发展青中茶叶旅游，实现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青中乡

村振兴之路。使得青中村能够进行农业创新转型，加速农

产品的销售，保障村民增收，同时，打造青中“旅游＋”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12

重大传染病疫情中的个人信息

限制与保护研究

——以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

返乡人员个人信息泄露”事件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庄琳怡 201810541236z

洪诗涛

/2018106405

17,       

丘舒昊

/2018108405

14,　王俊凯

/2018105411

08z,　连翔

/2019104405

03

姬亚平 教授 820

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民法典》对个人信息确权的背景

下，本项目对国家应急体制下个人信息限制与保护进行研

究。通过对疫情中武汉返乡人员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的检

讨，探究重大传染病疫情中个人信息限制与保护的现状与

制度建设。项目旨在实现重大传染病疫情中个人信息限制

与保护的利益衡平，助益《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工作，

为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健全做出贡献，规范疫情中的行政行

为，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

化。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13

民法典时代宅基地退出后农民

权利保障研究——以陕西省12

个试点区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麻馨元 201810540309

昝晨东

/2017108401

06, 　张珊

/2018104404

13,  　许燕

妮

/2018105411

19z, 刘倩楠

/2018116401

田静婷 副教授 820

中共十八大以后，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不断推进，旨

在在保障宅基地用益物权的基础上，实现其财产价值。

2020年《民法典》在物权编中用专门的一章对宅基地使用

权的权利内容、物权变动进行了界定，明确农民对宅基地

依法享有用益物权，对2019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与新

一轮宅基地制度改革内容作出回应。在此背景下，以陕西

12个试点区县为调研对象，从宅基地退出机制和对农民权

利补偿保障机制的角度对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制度展开调

研。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14

乡村振兴视角下的现代乡村旅

游开发扶贫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景婵 201711640331

吴萌倩

/2017116402

, 　　杨曼

/2017116402

17, 　　潘昊

/2018116403

37

贺星婵 助教 840

本项目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以山阳县漫川关镇为乡村

旅游典型对象，对旅游已开发乡镇的旅游对脱贫贡献力度

、典型发展路径与经验以及旅游已开发乡镇典型所在不足

的解决路径进行研究，多角度分析现代乡村旅游发展前

景，总结现代乡村旅游开发经验，改进现代乡村旅游开发

中的问题，为现代乡村旅游开发提供相关经验与实现脱贫

提供初步解决方案，以充分利用乡土旅游资源，促进乡村

经济发展，为乡村全面脱贫建言献策，促进实现乡村振兴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15

千年鼓乐韵长安——基于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安鼓

乐”的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萍 201810340412

周远航

/2018105409

06,　辛向荣

/2018105405

05,　代雪晴

/2018105410

17z,　左先致

/2018116403

19

张荣刚 教授 840

西安鼓乐被誉为“古代音乐的活化石”，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西安鼓乐在保护和传承中利用时代优势，使西

安鼓乐与旅游业、商业相结合，不断扩大表演舞台和资金

来源。但是西安鼓乐在保护和传承中存在着传承人老龄化

、资金短缺、群众保护意识不足、宣传力度不够和政府保

护措施不到位等重要问题。本项目从保护和传承的角度进

行梳理，分析西安鼓乐保护和传承的现状并根据不同主体

提出合理化建议，以促进今后保护工作的更好进行。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16X

骐骥运动——关于疫情后大学

生线上线下双维监督运动新模

式的探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任培治 201810440241

倪弘

/2018104402

46,       

陈宏

/2018104402

43,        

邹夏雨

/2018106402

35,   唐玉

/2018106402

37

李佳飞 无 820

本项目是通过运用线上打卡与线下互动的双维监督方式，

完成自己预定的运动计划，从而督促、协助、带动缺乏自

律性的大学生进行体育锻炼，走出虚拟的网络世界，帮助

大学生抵制对电子屏幕的依赖，增强其身体素质，使其在

科技迅速发展的潮流中依然能够满足适量运动与身体健康

的基本需求的一个新兴项目。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17X

绞股蓝茶饮品开发利用—助力

平利县脱贫致富可持续化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郝雨晴 201911240927

李泽坤

20191124090

7，  田先富

20191124090

5，  马锦琦

20191124090

8，  王舒阳

20191124092

3；

于菊珍 讲师 550

根据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的“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短板；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

强农村基层治理；强化农村补短板保障措施。”为基础，

通过对绞股蓝茶产品的开发，助力平利茶农脱贫致富，促

进农民的持续增收，在帮助当地农民脱贫的同时也响应了

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18

民法典出台背景下个人信息权

保护研究——以网络用户协议

中个人信息授权性条款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郝安琪 201710640109

文嘉怡

/2017106401

06,　洪雅萱

/2017105402

17

韩红俊 教授 820

本项目旨在通过研究目前主要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个人信息

授权条款，从而分析目前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的问题，并对

于如何改善个人信息保护，矫正不合理格式条款提出建议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19

一带一路建设中跨境环境资源

案件审判制度的境内外经验探

究与适用——以澜沧江（湄公

河）流域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思然 201810540311

丘舒昊

20181084051

4,　徐翌洋

20181064011

1,　刘翥

20191064020

5

韩利琳 教授 820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

议。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发源于我国，是东南亚最大的

国际河流，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包含我国在

内，沿岸各国的河流生态环境具有极其紧密的联系。本项

目拟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制度建设现实

存在的问题出发，通过对境内外环境审判制度建设经验的

总结，对“一带一路”环境法庭的构建提出制度构建的建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20

文化自信视域下汉字传承现状

探赜——基于陕西省西安市高

校大学生汉字书写现状的调查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包涵 201811240210

桂文清 

20181124101

7，贺子卿 

20181124020

8，李岩娜 

20181014020

3，鲁彧启 

20181124090

俞秀玲 副教授 750

在当代网络信息化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陷入了书

写能力日益退化的窘境，“提笔忘字”的情况屡见不鲜。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寻求汉字书写文化与当代社会

发展的契合，本项目基于陕西省西安市高校大学生汉字书

写现状的调查研究，对文化自信视域下汉字传承现状进行

探赜，从学生、家庭、高校及社会四个层面出发，试图在

提升高校大学生汉字书写能力的同时培养全社会重视汉字

书写的文化氛围，弘扬中华汉字传统文化。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21

《审执分离体制改革背景下民

事“执行难”的破解路径研究

——以河北唐山中院“两分一

统”垂直管理新模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辰 201810640211

俞涵

/2018106402

14,       

脱怡萍

/2018106402

22,

李静怡

/2016106403

07

李军 教授 820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重大决策部

署，深化执行体制改革。民事执行难是我国民事诉讼中亟

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本

项目从人民法院审执分离改革入手，探究我国当前民事执

行现状；其次，通过对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分一统”

垂直管理新模式进行实际调研和综合评估，；最后，结合

对试点模式的调研经验以及理论研究，提出对我国民事执

行程序的优化建议，形成自上而下执行体制改革新格局。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22

“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境电子

商务贸易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和

防范策略研究——以陕西省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曾棋 201810541233z

孙旭慧

20181084020

5,　康启明

20181124033

4

刘学文 副教授 820

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有效实现

了跨国间的国际交易贸易活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

一些难题和困境，包括跨境电商发展水平和跨境纠纷解决

机制难以达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期望以及各方主体权利

义务分配不明确导致交易过程中跨国纠纷常有发生。本项

目从制度和法律层面通过分析各方面法律风险，结合陕西

省发展现状重点探究具体防范策略，以切实保护各方利

益，为立法提供参考，保障“一带一路”倡议顺利进行。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23

乡村振兴视阈下互联网+农产

品上行模式探析——以陕西留

坝县“社员网模式”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书铭 201810640617

王丹亭

20181064063

5

孙义元

20181064060

2

,沈智猷

20181064060

李颖晖讲师(高校)840

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确立为国家重大战略的背景下，电

子商务成为乡村振兴新的抓手。本项目以陕西留坝县“社

员网模式”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其成功应用的过程、运作

机制和发展现状，结合数据分析和学术研究，提出推动该

模式进一步发展的方案，以探索 “互联网+农产品上行” 

模式对于更多乡村的借鉴意义和可行性，并提出适用建

议，从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24X
“译带译路”服务翻译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郭思宇 201710440320

段杰秀 

20181064041

8     高凤珂 

20181084021

0

李永宁

讲师

（高

校）

520

基于随着一带一路而带来的翻译需求日益增长的实践和现

实的市场痛点，本项目力图打造“译带译路”专业化、高

质量人工翻译交易平台。与此同时，项目发挥当地政法、

外语类等院校的人才优势，为有翻译意向的大学生和有翻

译资质的人员提供稳定化的翻译服务提供平台，为消费者

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人工翻译服务，推动供给侧改革中

高质量翻译服务供给的发展。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25X

富春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王金蕊 201810541015z

鲁鑫鑫

/2018103405

47z,

李昂

/2018102408

14,

李佳

/2018101401

25

刘超

讲师

（高

校）

850

富春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倡导和实践延川剪纸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互联网公益化保护”方式，以“借

互联网之力，用剪纸做公益”为理念，以“不遗余力，为

爱传承”为宗旨的民办非组织单位。其以社会弱势群体为

主要对象，以大学生群体为沟通渠道，通过整个社会公益

力量，利用“互联网+”的时代特征，旨在将延川剪纸非遗

传承人与大学生及弱势群体相结合，辅助弱势群体，提升

大学生素质与技能，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26X

互联网时代传统手工艺的传承

与发展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陈雨雪 201910940512

刘鹏卫

20191094051

3,     邵佳

怡

20191094051

4,     党乐

20191094051

5,         

张渤

20191094051

侯学华 教授 850

本项目是一种以“互联网+地摊+新零售+全域供应链+传统

手工艺品”为主要销售模式，以推广纸笺、蜡染两种传统

手工艺为主要目的，以互联网思维进行产品宣传与销售的

传统手工艺市场化项目。项目主要分为线上信息管理与监

管平台、技艺传承者和第三方创意团队、线下地摊销售和

实体体验店经营三个板块，团队与技艺传承者和第三方创

意团队进行交流与合作，通过线上和线下与消费者进行互

动实现传统手工艺的传播以及传统手工艺和互联网的完美

对接，形成“产学研一体化”从而达到传承传统手工艺和

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27X
朝代体验街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徐思汝 201910440324

刘梦

/2019104403

39,       

闫瑾

/2019104404

27,         

   刘韵

/2019104404

35,       

吕如意

/2019104401

38

石红溶 副教授 770

朝代体验街集四个建都长安或与长安有密切联系的历史时

期：秦、汉、魏晋南北朝、唐为一体，为游客提供前所未

有的与历史的互动体验。通过多元的方式，还原场景、还

原建筑，加设VR体验馆和主题餐厅等新颖的方式，使得游

客体会到这五个朝代的魅力，感受岁月流转，千年变迁。

发挥朝代体验街的历史文化教育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响应国家的号召，发展文化旅游，增进社会影响力

。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28X

“Spring”针对儿童及青少年

群体的新型性教育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高凤珂 201810840210

郭思宇

/2017104403

20,    赵梓

璇

/2018105402

07,    庄琳

怡

/2018105412

36z,   段成

李永宁 讲师 840

项目性质为以儿童及青少年为目标群体的新型性教育平

台；基础功能为性教育宣传与课程教育；辅助性功能也是

项目创新点为咨询服务提供、性侵心理疏导和法律维权救

济；服务提供为线上线下双渠道；服务方式为咨询室、线

下法律服务点、讲座、直播课等，通过开拓服务板块，满

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拓宽平台创收渠道。增加实用性和趣

味性，提高家长与学校重视，填补性教育方面漏洞，预防

性侵案件发生，为被侵害者提供有效救济，遏制不法行为

。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29X

星火传承，不断前行——“重

走二万五千里长征”多人策略

图版游戏系列文创产品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王旭璐 201810541002z

高艺轩

/2018105410

20z    李昊

雨

/2018105401

19      李

旭峰

/2018105410

28z    辛蒲

柳

李颖晖 讲师 840

为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星火传承——重走二

万五千里长征”项目致力于以创新的思维，借助“线上+线

下”平台，与学校思政教育相衔接，通过打造以多人策略

图版游戏为核心产品和一些列配套周边产品的系列文创，

将长征所涌现出来的英雄事迹和伟大精神融入其中，寓教

于乐，向中小学生乃至青年群体展示长征精神，沁润红色

文化。并且，我们还将以捐赠或减低价格的方式向贫困地

区的学校进行合作，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30X

“伴着情槐伴着你”--永寿情

槐伴手礼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娜娜 201811040208

刘昱颖

/2017040102

16,     赖

紫微

/2018105410

14z,   赵湘

阳

/2019110401

04

谭秀云 讲师 550

“伴着情槐伴着你”--永寿情槐伴手礼项目将结合陕西永

寿县具有悠久历史的槐花文化及特色，实现槐花产业与旅

游业深度融合，提高综合效益，同时借助互联网的销售平

台，联系当下热门的直播方式，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

型商业模式，以槐花文化为底蕴，推出药食用价值，打造

天然环保的槐花情怀伴手礼品牌，让永寿槐花走出去，将

人流量引进来，由单一的线下宣传向线上线下多层营销转

变，帮助此次疫情后地区的经济恢复，助力乡村振兴。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31X

“长安兼职家”大学生兼职平

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蒋佳伶 201910240825

贺宇航/ 

20191024061

5,    祖丽比

亚·玉山/ 

20191024061

9,          

      郭育辰

/ 

20191024060

8,    马思甜 

/2019102406

徐梅 教授 790
“长安兼职家”是一个主要面向西安市长安区大学生的微

信小程序。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32X
漫画里的“黄金小屋”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董玉蓉 201810540624

雷亚轩

/2018105406

22,   刘育绮

/2018105406

26,   谢妮

/2018105406

27

俞秀玲 副教授 840

该项目将从“三纲八目”入手，将其与大学生自媒体进行

融合，从而使更多的大学生体会到“三纲八目”对我们自

身的重要性，这也是我们项目的目的所在。首先，我们将

“三纲八目”的内容分别对应十一个主题，即“明明德、

亲民、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其次，我们会根据每个主题的核心思想来

制作漫画与视频，用这两种形式使原本抽象的内容更加生

动形象，更容易让大家接受。最后，我们会将制作好的漫

画发布在微博、微信公众号，将漫画视频化发布在快手、

抖音等平台，从而来实现三纲八目与大学生自媒体的融合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33X

中医药文化与扶贫项目的协调

发展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邬学健 201911040734

高文洋

/2019101402

03,    李源

琳

/2019110405

42,   何静

/2019111401

13,       

刘欣悦

余瑞
辅导员

/助教
310

结合家乡盛产药材地域优势，运用团队的创造性思维，依

托互联网等技术，通过中药香囊，足浴药包，动漫科普，

药膳等带来盈利，宣扬中医药文化，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模式进行宣传，使得中医药文化在非医学类院校盛行，中

医思维深入人心.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34X
简中医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管依铭 201911040612

李增昱

20191104070

9，  穆中丞

20191104020

2，  廖一良

20191104020

3，  李泽瑞

20191104020

慕婧 讲师 820
线上中医问诊综合平台，集问诊，开方，购药，煎药一条

龙服务模式综合平台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35X
“枣”想和你在一起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韦嘉颐 201911040722

席杨铂

20191104072

3,     冯宗

夫

20191104072

5,     陈兆

隆

20191104072

胡德葳 讲师 210

作为红色革命圣地的陕北地区凭借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农

业政策的鼓励，许多传统业态由此换发新的生机，陕北红

枣产业就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代表，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说

红枣产业已在陕北乃至全国地区蓬勃开来，由于红枣产业

的多方向性和近年来人们对枣类品种的逐步优化以及红枣

产品的创新设计，其发展前景向好。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36X
阿坝藏羌文化旅游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孙鹏 201711040324

赵爽

20171094050

4,         

袁瑞

20171094042

7,         

赵茜雅

20171094042

8,     代玉

倩

于菊珍 讲师 850
藏羌文化旅游项目，致力于藏羌文化旅游推动地区经济发

展，为脱贫攻坚助力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37X

Good Lessons——您身边的

好课推荐官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霍嘉 201811640228

刘珉

/2018116401

09,       

向颖诺

/2018116403

23

李政敏 讲师 880

Good Lessons是一个专门为大学生以及其他需要考试培训

人群提供培训信息、解决培训方面选择难题的课程平台。

不同于一些培训机构对应的线上课程APP，我们只专注于汇

总分类众多培训课程分析，引导机构与学生进一步适配选

择，为学生提供第三方中立、客观选择的同时，也为课程

机构提供宣传渠道，从而更好地实现双赢。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38X

《新苑茗品——西乡茶叶多维

度推广，助力茶产业扶贫》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高昊 201810240506

李浩瑞/ 

20181024050

4,     宋陈

嘉怡

/2018102405

19,         

    袁伟喆 

20181054103

z,      陈

俊年 

/2018110407

38

赵云君 教授 210

新苑茗品项目是基于陕西新苑茶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开发

项目，以开拓校园市场，助力西乡县茶产业扶贫为宗旨，

通过设计新潮的茶叶包装激发高校学子的购买力，并且在

茶叶的基础上，创新性的开发茶文创，发掘茶叶文化的经

济价值，提升茶叶的附加值，提升茶产叶扶贫的力度和维

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借助线上和线下双销售渠道，扩大茶

叶销售范围，从而达到茶叶茶产业脱贫的目标！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39X
wenoteshare笔记共享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浩瑞 201810240504

高昊

20181024050

6,         

姚思岐

20171054032

5z,    方万

政

20181024065

0z,   许曦彤

20181054113

石红溶 副教授 790

We NoteShare是快享校园服务平台创办伊始推出的服务项

目，为用户提供专业化的资源整合和服务。我们将从全国

范围内的高校中帮助同学们获取、编辑和保存笔记。通过

专业化的运营、编程团队以及经验丰富的营销专家，更好

的服务了用户。用户个人可以自行获取、编辑、定制自己

想要的笔记内容，我们还提供一键出书功能，真正做到线

上线下即时转换。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40

《“新冠疫情防控视域下当代

大学生家国情怀意识的培育与

厚植——基于对陕西省西安市

高校大学生家国情怀现状的实

证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曲直 201910140135

王康宇

/2018104406

01Z,        

  赵幸瑶

/2019101401

34,         

           

杨可心

/2019101403

23,         

         千

若冰

俞秀玲 副教授 840

2020年初的一场疫情让每个华夏儿女与国家的命运前所未

有地紧紧相连。“是重危行”中，高等教育诚应思考，当

代大学生应具备的最基本、最深沉的精神基因与思想底色

到底是什么？由此，本次调研预计以创新家国情怀的培育

与厚植方式、丰富家国意识的精神内核为导向，旨在加强

大学生家国情怀意识培育，增强爱国热情和民族荣誉感。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41

基层法院法官心理健康与人权

保障研究——以西安市基层法

院为考察对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晨怡 201711640114

罗一

/2017106407

44z,　　魏钰

铮

/2017106407

45z,　王姝懿

/2018116402

许渭生 教授 190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研究基层法院法官的心理健康

状况和心理健康问题形成的原因，分析现存的法官心理健

康保护和人权保障的机制的不足之处，探索出有效维护基

层法院法官心理健康和保障基层法院法官人权的举措，形

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42

新冠肺炎疫情视角下对“滥食

野生动物问题及野生动物管理

”的立法建议及思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佳琪 201810541005z

王旭璐

/2018105410

02z,　毛馨墨

/2018101401

19,　辛蒲柳

/2018105410

07z,　和文豪

/2018105410

03z

李永宁 讲师 820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在野生动物管理方面存在不足，

本项目将从滥食野生动物问题为切入点，分析野生动物保

护现状，探究现行法律存在的漏洞，为解决滥食野生动物

问题、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出立法建议，并引发公

众对滥食野生动物现象的关注。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43
“大手牵小手”校际帮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景聪明 201910540511

凯丽曼·阿不

拉／

20191054054

5,阿卜力克木

•阿卜杜热合

曼／

20191054064

5

石红溶 副教授 820

我们在脱贫攻坚和教育扶贫等环境背景的基础上，我们以

教育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活动为契机，弘扬中华民族扶危

济困的美德，制定了“大手牵小手”校际帮扶活动，我们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坚持教书育人、帮扶互建、合作共赢

的基本原则，重点以高校帮扶小学为主，借助高校资源和

其他社会力量，做好帮扶学校软硬件提升和教育教学工作

和学困生帮助，形成规模化持久化帮扶，促进受助小学管

理水平和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和学困生们的健康成长。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4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亚地区

电子商务发展及现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瑶 201810340702

毕靖康

/2018103407

37,

高蕊

/2017103407

16,

TUKHTAMUROD

OV BEKZOD

（别克）

/2017508101

03,

AZATBEKOVA 

NURZADA（光

明）

/2017508101

05

常舒 讲师 630

基于“丝路空中课堂”项目深入搜集中亚地区电子商务发

展情况与进行实地调研，结果汇编完成“一带一路”背景

下中亚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状况研究——丝路跨境电子商务

空中课堂”的调研报告，为该项目及相关领域提供可用的

借鉴资料。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45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

展的“四要”探析——以四川

泸州分水油纸伞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穆兰 201911640220

许妙

/2019116403

21,       

任国丽

/2019116403

19,

胡曼 讲师 850

分水油纸伞制作工艺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集中展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的强大生命力。本项目旨在通过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发展的“四要”模式进行探析，解决分水油纸伞当

前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困难，促进分水油纸伞的传承与发

展，最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46X
跌入人间的月宫仙境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袁梦茹 201810540727

张煜欣 

20181024082

5,       张

淑渊 

20181054121

2z,   崔晨旭 

20181034013

3,    王昊天

20171054061

易萍 副教授 790

本项目从精准扶贫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山阳县月亮洞经济

状况的分析以及对旅游大环境市场的分析，通过实地考

察，与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相结合，主要从水资源利用和文

化资源两方面开发月亮洞旅游资源，以此推动经济发展，

助力脱贫攻坚，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幸福感。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47

《归还自然》—— 大学生思

政教育中生态教育在垃圾分类

中的实践与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魏林婧 201811240929

任美璇

20181124090

2

刘璇助教（高校）860

垃圾分类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不仅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

降低处理成本，其实垃圾还能变废为宝，特别是在大学城

这一块儿人口聚集的地方，垃圾影响到了生态环境问题同

时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48

枫桥经验模式下乡村矛盾纠纷

解决治理进路研究——基于对

西安市长安区清水头北村的调

研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潇然 201810740410

孙天航

20181074030

2,杨蕾仙

20181074030

1,王一雯 

20181054111

7z,荣家宁

20181084050

杨永康 副教授 840

“枫桥经验模式下乡村矛盾纠纷解决治理进路研究——基

于对西安市长安区清水头北村的调研”旨在通过对于典型

村庄清水头北村的实地调研，解决当地乡村治理的有关矛

盾纠纷解决的问题，并积极寻求枫桥经验的应用新领域，

同时建立“在线矛盾纠纷解决多元化平台”，和平高效的

解决乡村矛盾问题。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49

互联网时代社区基层治理的智

慧化方案——以新冠疫情期间

红旗社区的社区服务互联网化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阚瑞欣 201810740519

张博涛

/2017116402

42,徐瑞阳

/2018106403

03,吴  昊

/2018107404

01,邱韦韦

/2018107402

07.

李芳 副研究员 840

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最基本的社会单元，随着社会转型不

断深入，传统社区治理模式在居民认同、服务管理、对外

互动等方面呈现出碎片化弊端，无法有效实现社区居民的

基本利益需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改革需要。尤其在面对类

似新冠疫情等突发重大事件时，传统治理模式的缺陷愈加

凸显，基层社区治理的创新方案亟待提出。本项目通过案

例调研，基于陕西省商洛市红旗社区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网

络化治理模式，提出互联网时代社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50

“饭圈文化”下大学生主体意

识构建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泽杨 201811240637

常炜

/2018112404

35

李萌

/2017109404

17

石佳乐

/2018102406

32

李雅文

/2018102406

33

庞晓虹 教授 860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互联网时代的深度发展，

娱乐圈的繁荣催生出追星的庞大粉丝群体——饭圈，“饭

圈”作为一种对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精神需要的补偿机

制应运而生，作为社会中的非一般群体，我们将研究：1.

审视当下饭圈群体的运作规律2.研究饭圈群体的社会功能

3.饭圈群体中集合行为的发生的因素以及的社会的影响。

其研究意义，推动饭圈文化健康发展，探寻有序的饭圈运

行机制，重视大学生主体意识构建。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51X

《吾有三问——致力打造高校

师生纯净交流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黄慧瑶 201910540135

尚苑邈

20191054011

9 ,    马英

杰

20191054010

4,     金盾 

20191054021

1,        

李佳漪

刘超 讲师 880

我们的项目名称为吾有三问——致力打造高校师生纯净交

流平台。大学生们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使自己在学习中遇到

的问题得以解答，使知识体系有缺陷。而老师们又有着工

作与生活分开的需求。大学生专业分支多且专业问题杂而

精，导致市面上没有让大学生专门交流专业疑问的平台。

因此，我们的项目应运而生。我们的产品采用独有“T-S-

S”模式，打破了学生与老师的壁垒，使得生生互助，能者

为师。而且使问答更为便捷，掌上知识库。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52X

绣行西府——千阳县西秦刺绣

直播扶贫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肖刘海 201810540108

张滇梧 

20181064040

7,     王怡

婷 

20181054060

7,    张珊

20181044041

3,         

林静虹 

刘超 讲师 790

本项目以直播扶贫为主题，旨在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带

动千阳县西秦刺绣布艺品的销量。打造“直播+电商+公益+

扶贫”创新模式，以“边看边买”的方式帮助千阳县销售

特产、巩固脱贫成果。在吸引全国各地的人购买千阳县的

刺绣布艺品的同时，在线上推广西秦刺绣这一非物质文化

遗产，以流量赋能非遗文化,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天地，让百

年传承的中国手艺被看见、被记录。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53X
“宠爱”服装定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吴嘉欣 201910540614

朱迪

/2019105406

02,        

项鑫

/2019105405

12,         

 沈栖

/2018102405

31,         

 艾登却罗

/2019105406

15

石红溶 副教授 540

“宠爱”为您的爱宠提供最特别的关爱，定制最特别的服

装。本店主营宠物服装定制，有专业的宠物裁缝与服装设

计师为您和爱宠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以在本店选择现

有的宠物服装款式，挑选自己心仪的布料，我们将会量取

宠物的尺寸为它制作最合身的衣服。您也可以表达您的诉

求，由我们为您的爱宠进行设计与量身制作。在这里你可

以挑选到最符合您心意，宠物最合身的服装。享受店内的

提供的优质服务，收获为爱宠选择衣服的最佳体验。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54X
香蕉快跑助农计划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黄言 201711240710

任嘉瑞

20171124071

3

巩飞 助教 860

“香蕉快跑助农计划”，是通过线上网络直播来帮助天宝

村村民售卖香蕉。受疫情影响，不少农产品的销售出现阻

塞。为缓解困境，打开思路，需要将目光转向农产品上行

的新通道—电商平台。以涉农电子商务为出发点，旨在通

过电子商务为农村农特产品销售提供实质性帮助，并利用

“大数据”分析为农产提供包装标准化，辅助定价，寻找

最佳销售方式，通过网络技术实现精准营销，拓宽销售渠

道帮助广大农民解决销售渠道窄、产品收益低、市场定位

不精确等实际问题，优质的农产品可通过短视频显现在大

众视野里。改变传统的销售方式，以线上网络直播形式为

天宝香蕉拓展销售渠道、提高销售量和销售金额、帮助天

宝镇村民提高改善生活质量、打造天宝香蕉品牌。让天宝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55

“区块链+基层警务”智慧模

式的场景应用与创新探索—以

右玉县新城镇派出所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聂伟 201711040607

陈茹

/2017107404

07

胡德葳 讲师 820

在警力不足，信息隔阂突出的基层警务工作中亟需融入新

的技术浪潮里，助力警务改革的最末梢。“区块链+警务”

的智慧模式力求把握区块链技术可为基层警务创新与社区

治理警务环节寻求新的突破口，不断提升像新城镇派出所

这样的基层警务服务质效，精准投放基层警力，减轻派出

所民警的工作压力，强化违法犯罪打处力度，进而以点带

面，推进全省乃至公安系统的改革工作。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56

新文创时代：关于促进陕西传

统手工艺类非遗传承发展的可

行性研究——借鉴故宫文创和

李子柒经验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弓悦儿 201710940420

成娟

/2017109404

23,      肖

霜

/2017109404

15

刘霖杰 讲师 630

该项目立足于陕西省的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传承，以独特的

视角结合社会学、民俗学知识通过比较分析、总结故宫文

创与李子柒的成功经验，提出非遗的传承应具有独特的文

化底蕴、迎合市场的需求、做到美观既实用。为陕西省的

非遗传承提供了一条紧跟时代的道路，通过直播、短视频

的方式增强与现代人的互动，扩张市场，提升影响力，打

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促进陕西非遗形成一条发展的产

业链，使产业、经济、金融形成良性可持续发展。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57
蜕变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泽宇 201910240439

雍徐欣 

20191024043

8,   付雨佳 

20191024044

0,   陈萧逸

20191024033

于慧君 讲师 840

本项目组基于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兴起，弱势群体维权

现状落后的环境，建立网站及APP。通过创立线上平台、社

会募捐、投资、会员的会费、平台的广告费等等实现自身

的造血功能，帮助弱势群体，提高其自我认同感和价值感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58

“普法在线”——短视频在长

安等县域普法活动中的应用模

式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田鑫 201711240631

符嘉树

20171124043

7,    高铭泽

20171124011

9,    雷艳

20171044072

0z,

徐鹏 讲师 710
将“短视频”和农村普法结合起来，试图为农村地区法制

建设贡献思路，探索新媒体环境下农村普法的新形势。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59

《老龄化趋势下新型全方位集

成养老模式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泽浩 201910940303

柏莹阳

/2019109403

22   赵慧

/2019109403

20       谢

佳润

/2019109403

05   刘团越

20191094031

杨丽丽 副教授 630

项目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剧，社会养老问题

突出，“医养结合”等新型养老理念的提出，脱贫攻坚向

乡村振兴转变等趋势背景下，探寻建设符合国情的城市及

乡村的新型养老模式。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60

《红色朝阳—文创助力冯村社

火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君豪 201910340507

张睿航

20191034050

5,    杨宇甜

20191034051

4，  张婷

20191034051

7

刘佳 讲师 850

我们团队提出《红色朝阳—文创助力冯村社火发展》项

目，旨在通过宣传红色革命精神文化，将红色革命精神与

传统文化相结合，丰富冯村社火表现形式，发挥出冯村社

火传统文化创新的品牌价值。打造以文化IP，体验经济一

体化，电商新零售为主体，完善旅游配套、延伸旅游价值

产业链，增加区域经济产出，推动产业经济转型，带动农

村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提升农村与文化旅游深度结合的

体验价值，带动冯村社火整体发展。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61X
"桑榆"如"初年"养老服务机构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许雨雁 201910440242

王潇然

/2018107404

10，郭祺

/2019104402

43,        

旦正昂加

/2019104402

13,       

游佩

/2019104402

41

潘晨子 讲师 190

“桑榆”如“初年”养老服务机构致力于建设社区养老，

为老年人提供身体护理以及心灵陪伴。本项目主要针对社

区居家养老人群，通过为社区配备人员丰富老年人的生

活，通过人员信息登记明确老年人健康信息实现信息化的

管理。采用内循环带动外循环模式，联合社区医院，实现

基本养老环境的构建；通过机构连结各社区，实现联合、

医疗资源的落实；借助社区外资源的集群效应实现资源嵌

入，实时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探索全新的社区养老模式。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62X

红十链——区块链让爱在阳光

下传递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淑妮 201910540239

段懿哲

/2019105402

37,        

谢晓霞

/2019105402

15,         

满家慧

/2019105402

38

张博玮 助教 820

疫情之下，红会因为其账务问题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

象，区块链技术则可以成为破局的关键。我们的“红十链

”平台聚焦于当下大热的、由于红会信息不公开而导致的

大众信任危机问题。将红会与区块链技术相结合，试图将

区块链“账本公开”、公开透明等优点付诸于红会，以实

现红会慈善基金流向透明化、捐款运行高效化，以及提升

大众公信力。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63X

“Healer”治愈者——打造一

流心理健康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马佳雯 201910640442

邵潇

/2019102403

03,         

 韩晚一

/2019102403

35,         

叶冰颖

/2019104404

23,         

况小驰

/2019106405

39,

赵云君 教授 190

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9500万人罹患抑郁症，而与其严峻

形势相较的，是我国心理诊疗资源的城乡发展不均衡、公

众认识不深入，以及心理诊疗行业规模的狭小。创业团队

计划依托各医院健康档案库与互联网技术研发“Healer”

APP（中文名为治愈者），为用户提供医患互动、“回声”

社区、健康科普三大板块的服务。我们旨在填补市场空

白，努力使以抑郁症为代表的心理疾病进入公众视野，切

实满足患者线上就医、挂号付费、健康科普以及吐露心事

等诉求。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64X

《大湾模式——“茶+旅”助

力大湾村乡村振兴》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周旋 201710740405

谢泽文

/2017107403

11         

梁宇悦

/2017034032

7          

陈映彤

/2017034061

2           

毛上瑞

姬亚平 教授 210

本项目是我们团队根据大湾村扶贫工作现状，结合国家精

准扶贫的要求，因地制宜提出的乡村振兴方案。该项目整

体产品分为两个板块：第一，大湾村茶产品及文创产品零

售模式；第二，茶园体验与乡村旅游模式。两大板块相互

补充相互融合，组成大湾村农商——乡旅一体化模式。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65X

中医复兴背景下中药材产品的

生活化开发——以党参为例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景健 201711240814

李瑞

/2018106402

16,       

马莉雯

/2018105404

17,     刘

奥东

/2018016402

15

李晓梅 副教授 360

1.研究内容：如何将中药进行生活化开发，由原来的药品

和保健品变成人们生活中日常的养生食品，利用中医食补

的理念，改善受众饮食结构，提升身体素质。项目将选择

党参进行深度开发，生产诸如党参茶、党参糕、党参含片

、党参薯片、等党参食品，生产党参手链、党参香包、党

参保证等党参周边，围绕党参进行生化开发，使之融入人

们生活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新风尚，引领社会潮流的同时

也为其他中药材产品的开发打下基础。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66X
red tour红兔旅行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罗安薇 201810440618z

张婧仪

/2018104406

11z,       

王昊天

/2017105406

12,       

王玥颖

/2018103405

15,    涂晨

/2019112409

29

赵云君 教授 360

“红兔旅行”是我们研究了江西红色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结合“个性定制”思维，将之具体化的创业构想。红兔旅

行旨在开发出家乡特色的红色旅游定制路线，为现有互联

网+旅游APP提供我们的设计方案，充分利用现有平台、公

益机构资源，为游客提供按需打造的“个性旅游线定制

”，将凝聚革命历史和精神的载体，通过适合游客需求、

旅游审美的形态有机表达出来，弘扬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

。同时获得相应的路线定制提成、冠名及文化周边收益。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67X

笔记匣子——西北地区法律人

笔记共享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孔雨成 201910440502

孙俐

20171074040

9杨澜

20171164021

5赵思然

20181054031

1蒋其杉

20181084030

9

刘超 讲师 820

“笔记匣子——西北地区法律人笔记共享平台”是以优质

法学笔记资源为依托的一家线上平台。平台将利用国家对

西北地区法治建设的相关优惠政策，依托西北政法大学的

人才和法学资源优势，立足于现有网络软件技术，根据法

治建设和市场需要，致力于优质法学资源的分享，促进我

国西北地区法治事业的发展。公司首先以微信公众号形式

分享西北政法大学的优质笔记资源，致力于让更多的法律

人享受到优质的法学资源。我们的平台真诚地扎根西北，

为祖国西北地区的法律人带来温暖。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68X
枫蒲中草药扶贫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陈艺萱 201810740101

赵婧祎

/2018107401

27,       

孙小雯

/2018107404

16

冉巨火 副教授 360

枫蒲中草药扶贫项目是基于脱贫攻坚大背景下，在中草药

采摘种植、中成品生产（中医美容、中医药膏等）、中草

药主题旅游体验开发、中医知识普及等方面，采取“农户

、企业、政府”三方合一的模式，结合互联网的优势，对

接各年龄人群的需求推出的新兴扶贫项目。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69X

“油”此出发——特色品牌助

力城固乡村振兴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张蓉 201910840412

刘嘉怡

/2019108404

14,         

 朱荻

/2019108404

11

秦立

讲师

（高

校）

210

《“油”此出发——特色品牌助力城固乡村振兴》项目旨

在以“科技+电商+体验”的方式打造“农业+旅游”的商业

模式，项目依托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油菜种植生产地，以

生产菜籽油为基础，将菜籽油产品与当地具有特色的油菜

花观光模式相结合，实现油产业与旅游业的深度结合，延

伸旅游价值产业链，巩固脱贫成果，完成攻坚目标，带动

区域经济的发展，助力城固乡村振兴。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70X

互联网时代下地摊经济发展新

模式探索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高雨馨 201811240927

任美璇

20181124090

2,          

  李怡儒 

20181124040

2,          

魏林婧

20181124092

9,          

  张晰瑶 

20181124092

刘璇 助教 860

通过抖音、快手平台打造账号寻找地摊加盟商。地摊加盟

商前期购买我们所选择的有统一风格的地摊小产品（类似

于名创优品），以此快速实现规模化，打造连锁地摊品牌

。与以往打造品牌的方式不同的是，这种模式从开始的招

商开始就是由各个小的加盟商形成的，不需要品牌方先行

试点，旧的模式下品牌方需要先打造出爆款产品随后吸引

加盟商。而这种模式是通过规模化的地摊位来打造品牌，

高效简洁。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71X
校园二手书店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陈涵情 201811640325

金亚男

/2018116403

28,何镁

/2018116403

30

岳国芳 讲师 820
本项目旨在为同学提供一个安全便捷的二手书收售平台，

给同学们阅读更多书籍提供便利。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72X

长安家教1+1 ——大学生家教

兼职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向子涵 201810240636

赵涵宇

/2018102406

27,         

            

王宇

/2019102401

02,         

            

王润东

/2019102405

12，        

            

于慧君 讲师 880

针对目前信息不对称、虚假中介等多种因素导致的大学生

家教供需矛盾，长安家教1+1致力于打造一个规范当前大学

生家教兼职市场的平台。通过问卷调查，分析西安地区大

学生家教市场，有针对性地开发包括家长、大学生、教育

机构三类群体并为三方提供信息对接，服务西安地区各大

高校大学生的家教平台。平台提供陕西地区有效的支教信

息及路线攻略，并计划项目成熟后期组织内部人员进行团

队支教，实现社会责任与平台价值的有机统一。（196）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73X

《终南何有—西安高校历史文

化荟萃》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马晓晴 201910640544

田恬

（201910640

517）,     

姜雨尘

（201910640

519）,  伍倍

汝

（201910640

520）,   吴

沛轩

（201910640

413）

刑继军 副教授 790

《西安高校历史文化荟萃文创》项目，旨在弘扬西安高校

的悠久历史和红色革命文化，打造西安高校游学宣传平

台，在提高西安高校知名度的同时为人们提供高校游学体

验，促进传统文化、红色革命精神的传承与文化自信的树

立、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项目的核心是以“文创+电商+科

技+体验”打造旅游+文化创意服务的商业模式。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74X
开放式农业生产基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罗会杰 201911040440

高明明

/2019104401

27,      高

佳

/2019104401

26,         

   林青怡

/2017102405

10,         

 谢金星

/2019110404

胡德葳 讲师 210

供租赁者在种植区自由种植，通过出售产品获得收益，也

可做生态种植自给，坚持绿色开放的理念，着力建设一家

可供出售、娱乐和开放观光的现代化农业生产基地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75
CSA农场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乐杉 201910340116

牛妤

/2019103401

19,      赵

唯伶

/2019103401

14,  李怡朵

/2019103401

23,  张洋洋

/2019103401

18

段坪利 教授 630

CSA农场系统是租地种菜的生态农业，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

间建立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关系，我们系统为会员

提供租地套餐，作物配送服务，以及农场周边的增值服务

。该系统能建立本地化农业和食品经济体现，落实国家对

于农业转型的新要求。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76

老工业基地特色旅游业转型调

查及推广模式研究

——以河北省唐山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祖鹏 201910140301

孙琦源

/B1901497,

何天威

/2019102110

3

慕婧 讲师 840

本项目基于中国老工业基地发展困境，与国家扶持老工业

基地相关政策，开展对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的调查和产业

转型新思路的探索。以北方重工业基地唐山为研究样本。

深入探索工业旅游业转型发展，对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

经济振兴的重要作用，力图总结出唐山样本，唐山经验，

适用于全国老工业基地，为振兴老工业基地提供新思路。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77

新时代语境下：网络舆情的逻

辑、引导路径研究——以“外

国人永居条例事件”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梓璇 201810540207

李冰果

/2018105402

27,  陈晓晓

/2018105402

13,  徐源宏

/2017105401

47,  刘科妤

/2019107401

20

李清霞 教授 860

新时代对于网络社会治理有着更高的要求，其中的关键是

网络舆情应对。结合近期发生的“外国人永居条例”事

件，研究其发生的原因、民众的参与方式、政府的应对方

式，总结出本次网络舆情事件的逻辑结构；并以此为基点

进行反思：政府如何有效引导网络舆情？民众与政府之间

如何实现有效对话？通过探究网络舆情的内部逻辑，能够

从根本上找到其症结所在，由此找到网络舆情的引导路径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78
高校公益之青春行校园公益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孟娜 201810340221

凌熙

/2018103402

22       王

梓萌

20181023402

08

 王洋

/2018109403

22

姚延婷 副教授 840

“青春行-校园公益”是以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为平台的面

向在校师生提供线上服务，并以校内公益箱为线下实施

点，解决在校师生公益行为实施不便的问题的公益项目。

“青春行-校园公益”主要提供回收、变卖、二手交易、捐

赠、整合反馈一体化的透明、便捷的公益服务，该项目将

闲置物品的利用率和使用价值最大化。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79

愈•和——基于互联网+对大学

生心理健康的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思凡 201810240527

李轶闻

/2018102407

27，杨婕

/1072420180

01503

陈锋 副教授 190

愈•和小程序，拥抱“互联网+”的一个专门针对大学生群

体的心理咨询产品，为用户提供心理学知识科普，用户可

以与专业的心理学人交流，获得专业的心理问题解决方案

。本产品将一直致力于降低专业心理咨询的门槛，完善产

品功能，重视用户体验等方面内容，使专业心理咨询变得

更简单、快捷，打破了传统心理咨询行业的壁垒，让心理

咨询能够成为大学生高校生活中解决困扰和压力的最好方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80

“红星小分队”驻村志愿服务

项目——以香积寺村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引弟 201811640104

 孙舒怡 

20181164010

3, 杨丁美 

20181164010

5

李政敏 讲师 840

驻村志愿服务项目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志愿者队伍深入基层

的方式，用多种形式的宣传方法向村民普及与百姓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的基本法律法规知识和当地政府、自治组织的

政策，并且收集村民意见，以此达到改善村民与相关部门

沟通不畅、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党支部缺乏新鲜血液这一

现状的目的。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81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纠纷调查

研究——以关中地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连世红 201711640409

秦垚

/2016116402

38,陆亿宇

/2017116402

01

安子明 副教授 820

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正在全国蓬勃展开，将原农村

土地的“两权分置”改革成为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

权三权分置并行。随着土地经营权流转形式日趋多样化，

导致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纠纷也更加复杂。本次项目以实地

调研与文献分析方式相结合，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纠纷

提供值得参考的方案。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82X
守护者联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崔航源 201911040504

薛童涛

20191104050

2,          

刘丰玺

20191104053

9，   李华隆

20191104050

5，  李映月

20181124051

赵欣辰 讲师 310

“守护者联盟”是一个集咨询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为一体

的医疗服务平台，包容性更广，医疗团队力量更加鲜活，

更加多元化，且面向各个年龄段的大众，为前来咨询个人

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人提供帮助。平台的医疗团队力量

也向大众开放，吸纳各种具有有医学资历证明的，或是有

丰富的医疗经验并经过考核达到标准的人才加入本平台的

医疗团队，充分发挥自己所学知识，成为一名线上健康咨

询师，为前来咨询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83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

开制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欧阳旸 201811640121

谢立文 

20181164012

4,   马千里 

20181164012

0,   杨洲 

20181164020

6,        

杨方伟 

20181164014

1,

喻贵英 教授 820

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分析法、理论研究法，辅之以实地

调查，对国内外有关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的相

关制度进行系统地分析总结，发现我国现行试点制度的不

足，并借鉴有益经验提出完善路径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84

2020全面小康目标下西部地区

农村产业发展现状研究——以

农业农村部示范村马咀村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鑫 201710940118

高嘉姗

/2017109403

22，芦楠

/2017109401

36，   姚泽

群

/2017109401

赵杭莉 副教授 810

2020年是党和国家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

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关

键，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三农”工作

的重大战略任务。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85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旅游巡回

法庭在社会综合治理中的现状

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子婷 201810440534

张雨禾

20181044051

6,        

王思卓

20181044050

9,        

慕江南

20181044021

7,        

梁渝青

20181044051

刘霖杰讲师（高校）820/

630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纠纷频发，为解决相关问题，旅

游巡回法庭在全国各个景区开始试点，本小组力求研究旅

游巡回法庭在实践中的不足并给出解决方法，为全面依法

治国与系统化社会综合治理贡献力量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86

微信聊天记录相关证据制度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正博 201910640501

吕月梅

/2019106404

35,       

刘翥

/2019106402

05,      陈

星羽

/2019107403

37

刘海洋讲师（高校）820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微信聊天记录逐渐成为诉讼的证

据，但我国相关的证据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涉及微信

聊天记录的纠纷中给当事人维护权益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本项目立足于国内微信聊天记录证据制度的实际，并借鉴

域外相关证据制度的经验，在探究我国微信聊天记录证据

制度中寻找对策建议。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87X

新时代下革命老区的发展--基

于静宁县苹果生态园的产业链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刘山山 201811240737

尹程程 

20171124062

0

简雅婷 

20171124061

7

张家齐 

20181124073

刘璇
高校

(助教)
210

在本项目中，我们拟采用生态产业园一体化的方式，其中

生态产业园主要包括:生态农业种植区，种植采摘体验区，

果醋加工区，线上线下直营销售区，红色圣地游览与民宿

体验这五个方面。

通过利用当地生产经济方式，结合地区特点，利用地区优

势，来促进地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能够带动教育医疗等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为革命老区适

应当前形势，结合地区优势，走特色发展之路探索新的可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88X
“海之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黎莉 201811640222

田诗琳

/2019116401

25，  许自立

/2019116402

01，

樊雨帆

/2018116401

19，王新睿

/2018105409

15

张波 讲师 630

海之椰公司的生产原料椰子的原产基地在有“椰子之乡”

美称的海南文昌市的东郊椰林，这里的椰子饱汲大自然精

华而口感清爽，风味独特。公司利用这一丰富而独特的资

源优势，研发生产出椰子糖、椰子饼、椰子糕、椰子汁等

方便的无糖食品，以及椰子肥皂、椰子油等其他自然用

品，并且在此基础上投入研发椰子新型产品。海南的椰子

原料资源，通过公司的生产操作链接，生产出独有海之椰

标志的产品，产品既具有海南品牌的独特标识和包装设计

的独特质感，又是用“无糖健康”的生产标准使其符合老

少全体的消费群体，除供给海南旅游的游客选择购买之

外，海之椰的椰子产品既在线下开设实体连锁店供客户购

买，也在线上设立官网店铺，让远距离或者其他需求用户

选择自己的购买方式，并把产品销往中国内地市场，占据

国内椰子产业市场，打开世界市场。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89X
“易行”智能导盲杖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杜佳飞 201910540622

郑亚亚

20191054062

1,      李

子策

20191054030

1,     许云

博

20191054030

2,          

          

石红溶 副教授 880

我公司致力于研发耳机与手杖相结合的新型导盲杖。相比

于市面上在售的传统导盲杖，我们的产品支持方言语音沟

通，更具有实用性。公司将采取企业合作并积极利用政府

的优惠政策促进公司长足发展。除了经济效应我公司更加

注重社会效益。帮助盲人回归社会是我们的目的，为盲人

们造福是我们的宗旨。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90X

"枪响之后，没有赢家”野生

动物保护普法绘本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立怡 201910540519

马志萍

/2019105405

15     杨艺

博

/2019105405

27     罗聪

铭

石红溶 副教授 820

本绘本将野生动物保护与普法宣传相结合，主要面向群体

为儿童和青少年，结合两会期间提出以法治助力提升公共

卫生管理水平，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和中小学野生动

物保护教育缺失等方面为背景，内容丰富有趣但又不失严

肃性。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91X

《语丝——一个有温度的树洞

》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朱子琰 201910240831

黎嘉仪

/2019102408

30,

陈亚晗

/2019102408

33,

汪若楠

/2019102408

37

赵云君 教授 190

《语丝——一个有温度的树洞》项目旨在缓解孤独感日渐

增加的社会现象，为有需求的人群提供一个倾诉调节之

地，打造一个有温度的产品。本项目的主体产品是语丝

APP，语丝APP提供主要的电话服务，并以短信、公众号的

形式提供辅助服务。本项目以电话为媒介，把温度与科技

相结合，不断提升用户体验，拓宽树洞市场。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92X
光辉岁月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王钕力 201810340713

慕蕊

/2018103407

25,

王羽茜

/2018104402

07,

尉照宇

/2018104402

08,

郑妍

/18053219

邢继军 副教授 630

教育”五大板块组成的，一款前期以延安市为起点的红色

旅游APP。当代中青年人因受到多元化价值观和世界观冲

击，逐渐忽视了红色旅游的意义，厌倦大同小异的景点模

式或是寡淡无趣的讲解方式。项目以促进红色旅游发展为

核心目的，辅以红色文化具有的积极意义的优势公益教育

宣传；同时结合线下的优质服务，促进旅游业发展。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93X

从容——当离信息重构与物件

改造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宋子晗 201810840329

李璐葳

20181084051

7,赵晨霖

20181084030

5,王思怡

20191084043

3,吕佳凝

20191084041

秦立 讲师 413

以“断舍离”生活主题为出发点，通过旧物改造、设计方

案，只留下我们真正想记录的生命瞬间的精华，做到信息

重构、有序记录，同时合理有效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

紧扣环保生态发展内涵。以“当离”APP为基础，集“扫一

扫”“交流社区”“回收社区”“视频社区”“家建设”

等功能为一体，为设计师与有改装想法的群众提供了平台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94X

富平红色旅游景点文创产品的

“年轻化”线上营销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娜 201711240822

陈敏君

/2017112408

17

党若彤

/2017112408

42

李晓梅 副教授 860

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出台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各项政

策，使社会力量投资文化创意产业热情高涨，文化创意产

品和服务丰富多样。陕西省富平县红色旅游景点众多，历

史悠久，资料齐全。富平红色景区开发文创产品，是弘扬

陕甘宁红色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对于进一步拉近景区

与游客间的距离，促进景区的良性运作，推动全社会的红

色文化氛围，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95X

蓝天烟火农村电商平台创业计

划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胡启辉 201810240439

韩玉龙

/2017112401

35,       

李明恩

/2018110406

10,       

宋朝阳

/2018110406

05，      

杨画语

/2018109110

李永宁   讲师 120

农村发展变化大，外出务工人员却很难及时获取家乡变迁

信息，故乡变得熟悉而又陌生。蓝田烟火旨在以西安市蓝

田县为对象，以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号、抖音号为载体,

联合蓝田县政府宣传部门，对蓝田外出务工人员打造属于

他们的新锐综合服务平台。以思乡情感为纽带获得紧密的

用户粘性，以思乡需求为内容导向打造异乡蓝田人的精神

家园。在获取庞大用户浏览量的基础上，通过BBS运营，打

造信息交互平台。开发电商平台推动蓝田县农产品、特色

美食、玉制工艺品发展并实现盈利，主打资讯内容＋电商

的新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96X

满韵铁编——满族非遗助力精

准扶贫及乡村振兴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刘伯远 201810540413

苗惠雯

/2018105404

02,孙航

/2018105410

19z,徐锦涛

/2018105407

14,林存霆

/2018104402

11

刘超 讲师 820

“满韵铁编——满族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及乡村振兴”项目

旨在将非遗保护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将少数

民族地区农村贫困户纳入非遗工艺品产业链中，为贫困户

开辟创收渠道的同时为非遗工艺品的生产提供劳动力，促

进非遗产业化，扩大满族文化影响力。探索非遗保护与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的新思路。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97X

“四月”（April）

——“知法知性，维权疏导”

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沈杨雨岚 201910540140

陈柯润/ 

20191014031

7   史婉莹

/2019105401

42

郝佳 副教授 840

“四月April”app和同名公众号、小程序，专门针对社会

上的性侵案件。在平台上进行法律知识科普、性教育、心

理疏导和相关案件分析，为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咨

询平台的对接，开设论坛使受害者有宣泄发声的平台，同

时利用展览和周边售卖盈利。旨在帮助性侵犯受害者获得

维权途径，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儿童家长的性教育意识，

提高受害者维权意识并减少其心理创伤，减少因性教育缺

失对儿童造成的伤害，带动社会对性侵犯问题的关注。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98

家风文化的重构——基于对中

国共产党红色家风的思考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和心意 201910541518

刘蓓蓓

/2018105401

06,  周懿

/2018105401

01 ,     张

立怡/ 

20191054051

7, 马志萍

/2019105405

15

俞秀玲 副教授 840

本项目研究内容旨在引鉴中国共产党红色家风在延安杨家

岭发挥的积极作用，了解新时代下家风文化的现状，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将红色家风应用于现代家风的

重构与发展中。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099

在新经济形态下资源型城市发

展问题及对策研究—以陕煤集

团（神木分公司）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玥 201910540728

赛尔琴

/2019105409

13,  阿布

/2019102406

46,      刘

佳璐

/2019105404

17,   王璐

/2019105404

18

李永宁讲师（高校）610

通过对神木市煤炭产业的调查，分析探讨当前神木市煤炭

产业发展状况，产业结构和改进方案，已认真落实近年来

党中央的二号文件，分析研究新形势下煤炭产业发展方向

。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00

“纸为你”—以西北政法大学

为试点的校园废纸回收点创业

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雅匀 201810440638z

马凤

/2018112403

01,       

杨羚

/2018104406

39z

师亚丽 副教授 610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社会用纸量也随之急剧增

加，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大学校园的时候，发现大学校园的

废纸循环利用率很低，并且每天都有数量惊人的废纸产

生：同学们随手一扔的过期报刊杂志、铺天盖地的宣传单

等等。如果能将高校产生的废纸发挥最大的价值，对于绿

色校园的建设和社会循环经济的发展都会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对此，我们构思建立一个由大学生、学校打印店、

造纸厂的联动机制来改善这一局面。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01

“CS&VO村校通”服务平台¬—

—基于对“法治”“人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新模式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许曦彤 201810541137z

张淑渊

/2018105412

12z, 戎海梅

/2018109401

22

刘霖杰 讲师 810

“CS&VO村校通”服务平台立足于项目团队实际调研，并

基于对“法治”“人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新模式探究和

推广，致力于为西北政法大学广大待实习生和志愿者提供

可靠的基层实习平台，以此发挥大学生在乡村治理法治化

进程中的作用。力争将我们团队做成连接大学优秀人才与

乡村治理需要的中间媒介和桥梁。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02

而今迈步行西南——西南地区

红色旅游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万子珍 201910540634

陈永佳

/2019105406

34,  谌寒梅

/2019112401

38

石红溶 副教授 63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近年来红色旅游的兴起，人

们对于红色旅游的需求也随之扩大，“而今迈步行西南—

—西南地区红色旅游”项目应运而生。红色旅游是爱国主

义教育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的一种新型旅游产品，西南地区

作为我国重要的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丰富，本项目旨在为

广大游客提供更加人性化的红色旅游体验，丰富红色旅游

的精神内涵，为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

教育，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贡献一份力量。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03

《臻艺工作室——振兴传统工

艺，推进文化扶贫》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金玉 201910440112

谢林君

20191044014

6           

 李萌

20191044014

5        王

建荣

20191044014

7

潘晨子讲师（高校）820

臻艺工作室团队从助力地方脱贫攻坚，发扬中华民族手工

工艺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将新时代的营销宣传手段与传统

手工艺结合，使传统手工艺进入年轻人的视野，探索传统

工艺新的发展生态，激发新的活力，致力于打造民间艺术

品牌。服务对象以传统手工艺人为主，主要进行策划服务

给传统手工艺提供发展建议和运营方面的规划，为传统手

工艺人制定各种宣传策略，最终将臻艺工作室打造成为一

个品牌，成为各类传统手工艺销售和推广的一个平台。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04

柞水县新型产业模式助力乡村

振兴现状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晓月 201710240208

王涛

/2017102404

10,      王

江昕

/2017110404

01,  刘师凡

/2017102401

13,  张亮

/2018102404

42

刘佳讲师（讲师）790

在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全国各地结合政策

积极谋求发展。本项目主要分析柞水县顺应潮流应运而生

的四种主要新型产业发展模式，对其内容、现状、遇到的

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政策、当地自身因素等，提出针对

性发展建议。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05X

“亿点点法海”普法短视频自

媒体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陈雅豪 201910640503

梁凌睿

/2019106405

05

李飞澎

/2019106405

06

刘波

/2019105410

41

叶琳

/2019105406

39

石红溶 副教授 820

我们希望将法律案例故事化，借助以短视频为核心的多种

自媒体形式来传播法治理念。创作平易而不浅显，深刻而

不难明的自媒体作品。用故事化的法律案例让严肃深奥变

得生动鲜活，让法律精神的清流荡涤文化的芜杂；用喜闻

乐见的方式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让法律的光芒照亮生活

的角落。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尽绵薄之力，在时代发

展中成就自我。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06X

光明泪转诊小屋——性侵犯受

害者治愈诊疗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陈星羽 201910740337

潘俐铭

/2019107403

36

刘迎奥

/2019107403

34,

曹昕

/2019107403

31

赵舒艺

/2019107403

32

张艳 讲师 880

“光明泪转诊小屋——性侵犯受害者治愈诊疗平台”以微

信公众号作为重点发展途径，搭建起包含性知识教育、心

理诊断测试、心理诊疗三大模块的一体化治愈诊疗平台。

我们将推送相关性教育类文章，希望更多人关注了解并预

防性侵犯，在面对此类事件时能够采取及时的自救措施。

同时，针对曾经或正在遭遇性侵犯事件而陷入不幸的受害

者们，我们将提供提供一对一的个性化心理疏导和医治诊

疗服务，以期用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式治愈保护更多的受害

者。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07X
唯你定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冯冰冰 201910940208

马俊书 

20191094020

7

耿欣宇 

20181094023

谢斌 教授 880

我们的项目主要是在如今科技的时代下，以互联网为依托

为热爱旅游的朋友提供一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属于

自己的专属旅程的平台，我们将根据旅游者的特定需求，

从路线、出行方式、服务、拍照等方面着手为客户提供个

性化、专属化的服务。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08X
山阳“网红”森林乐园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胡瑞恺 201810340710

钟舒琪

/2018103406

11,         

            

      姚玲琳

/2018103406

05, 

 

亓军耀/ 

20181034070

6, 

许爽

/2018106407

张荣刚 教授 630

本项目将从山阳县现有全域旅游资源入手，旨在促进山阳

县经济进一步发展，防止山阳县返贫、复贫。我们以山阳

县现有旅游资源为基础，致力于将山阳打造成“年轻态网

红森林乐园”，利用此IP赋能，加强山阳县全域旅游的影

响力；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力量，为山阳县

全域旅游设计更经济、高效的商业和服务模式，提升游客

的旅游消费体验，最终达到互联网+全域旅游助力山阳县经

济进一步发展的目的，同时实现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09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家风家训—

调研陕南安康汉阴沈氏家风家

训的影响和如何发扬传承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文洲 201811240739

张松

/2017112402

36,         

   汤德智

/170247041

，          

    沈亚锋

/2018105041

,      陈星

余

王有信 副教授 710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家风家训—调研陕南安康汉阴沈氏家风

家训的影响和如何发扬传承，对《沈氏家训》的历史和家

族进行研究和调查，以及《沈氏家训》对社会的意义以及

如何宣传等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10

“印象校园”摄影暨大学生帮

扶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逸阳 201811240307

王诗语 

20191084032

5,

马坤 

20191084032

6,

吴佳琪 

20191084032

4,

田婧 

20191084032

刘亚军 教授 790

  本项目主要借助APP平台，面向校园大学生群体开展校

园摄影约拍服务，为其提供毕业创意照、舍友纪念照、闺

蜜情侣照等具体摄影服务。同时招募、吸纳学校中家庭困

难且有勤工俭学意愿的学生，在初创团队成员教授其摄影

技术后，让家庭困难的学生借助本平台接取摄影业务，从

而一定程度上增加其勤工俭学收入，改善生活和经济条

件，助力家庭困难同学顺利完成大学学业，从而实现本项

目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11

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反恐防恐工

作机制研究—以2021陕西全运

会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芃庆 201911640316

焦信诚

/2019116403

08,  何钰基

/2019116403

04,  许智慧

/SY1920102

李政敏 讲师 820

本项目主要以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为研究对象，从反恐防恐

的创新角度研究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反恐防恐工作机制建

设，并以2021陕西全运会为例进行个案分析，目的在于为

建立健全大型体育赛事反恐防恐体制机制提供理论基础与

实践经验。项目通过线上线下研究、实际调查研究等方法

对本项目进行系统化地分析研究，建立健全大型体育赛事

反恐防恐工作机制，进而提升我国大型体育赛事反恐防恐

工作机制应急能力。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12

“3+X”特色农业工程的大数

据方案——以延安市洛川县智

慧苹果园发展经验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徐瑞阳 201810640303

陈思明

/2018106403

12

吴昊

/2018107404

01

邱韦韦

/2018107402

07,  林康灵

/2018107403

07

倪楠 副教授 820

“3+X”特色农业工程系陕西省政府2018年开始提出的全

省农业发展政策；“农业大数据”农业产业信息化升级方

向。延安市洛川县“洛川苹果”系世界知名苹果品牌，其

智慧苹果园发展以及积累一定经验。本项目试图探索“

3+X"特色农业工程与”农业大数据“相结合的发展路径，

并以实地调研洛川县智慧苹果园发展经验为线索。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13

《民法典》第1064条如何保护

“善良主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源宏 201710540147

陈钇润

/2017105406

03,  张译元

/2017106403

09,  黄雨婷

20171054031

7

韩红俊 教授 820

随着《民法典》出台，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夫妻债

务的认定、举证责任的分配等内容又有了新的规范。在具

体的审理与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不明、认定

标准模糊、执行难等问题。我们团队在充分查阅相关文献

资料后，计划在多地进行考察，以发放问卷、访谈的形式

调查民意、请教从业人员，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先进经

验，最终形成对于夫妻债务的审理与执行等问题的建议与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14
新型充电高速公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佳谋 201910440307

代晗悦

/2019104403

30     秦一

帆

/2019104403

石红溶 副教授 410
设计一条能供新能源电动汽车在高速上实现无线充电的高

速公路。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15X

“好食多馍”——花馍产业商

业计划书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张小力 201810340537

杨瑞玉

/2018103405

32,    胡阳

/2018103405

33,         

张可雨

/2018103405

34,        

罗孜怡

/2018103405

36

王方 讲师 550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打响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的背

景下，本公司将视野聚焦于陕西省的各大贫困县，以陕西

当地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馍”为基本点致力于开发与

推广花馍及相关馍类面食产品，同时借助花馍品牌为当地

农村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当地农村发展特色产业，拉动贫

困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城乡经济差距。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16X

 “筑梦山阳”一站式复合新

型农旅创业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王雨辰 201810340901

李天正

/2018105411

27z,        

 江旋

/2018116402

08,         

   姜戈

/2018102403

16,         

   吴淑艺

/2018103409

02

张荣刚 教授 630

本项目通过对陕西省山阳县诸多景区进行考察，旨在采用

乡村旅游中沉浸 式体验作为视、触、听、嗅、味觉五感交

互体验的方式，将“情景体验”形式 与陕西省商洛市山阳

县自然人文景点相结合，全面提升旅游者旅行过程中的体 

验深度，打造一种新型旅游模式。 除此，本策划案从山阳

县传统的旅游宣传模式为立足点，运用内容分析法、 对比

分析法进行网络语境下山阳县游客感知形象与官方宣传对

比研究，寻找更 为高效的推广宣传路径，以此总结经验，

不断改进。并通过实际操作，以浏览 量、点击率、粉丝量

等可量化结果的反馈对建议进行评估，从而验证方案可行 

性。 此种旅游模式与宣传推广有利于当地在经济发展的前

提下，实现农耕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并且发挥第三产业脱

贫致富的带动作用，从而助力陕西省商洛 市山阳县的脱贫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17X
知行大学生家教中心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嘉华 201911040235

陈晓宇

20191104023

6，    延宇

康

20191104020

7，    李书

翰

20191104000

0，     张家

胡德葳 讲师 880

课外补习辅导市场鱼龙混杂，缺乏行业标准和监督管理，

师资力量又参差不齐，导致了整个课外补习辅导市场呈现

出“零零碎碎”的局面，甚至很多非法举办的补习班和家

教中介，偶尔还会见到在补习机构发生猥亵儿童的行为，

严重影响了培训辅导机构的声誉，鉴于此，成立一家专业

而独具特色的家教课外补习辅导机构极具发展潜力和投资

价值。此项目计划书的实施迎合了家长意愿，有利于提高

学生成绩和实现目标对象的梦想。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18X
陆阳之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吴昱嫦 201911241032

高莹

20191124101

0

张馨艺

20191124101

1

祖宁婕

20191124103

于菊珍 讲师 790

陆阳之家有限责任公司是以服务为主的公司。它以互联网

云平台的应用为特色，与宠物救济站合作，对流浪动物进

行网络领养关护，为人类提供尽善尽美的和谐生活。我司

将在平台上提供云养流浪动物、美容医疗、衣食洗护用品

、殡葬服务、宠物寄养、文创产品、广告产品和积分兑换

等服务。这让那些爱宠物但是又养不了宠物的人，得到和

宠物网络上亲密接触的机会；也为流浪动物提供更好的生

存条件；更为城市分担了流浪动物造成的社会压力。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19X

“纸”为你——互联网+校园

打印云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佳辰 201811240306

杨修璇

/2018104406

16z,      

徐千彤

/2018112403

10,       

常泽豪

/2018116403

39,       

贾博伦

/2017103405

53z

段琳

讲师

（高

校）

860

“纸为你”是一款基于校园打印服务需求而创生的打印产

品。针对当代大学生课业繁重，打印需求日益增长，打印

风格要求多样以及互联网+的日常化等现状，推出的将线下

打印系统精细化的新型打印产品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20X
耘show——农产品之家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冯天琦 201810240621

陈天爱

/2018102406

17     唐筱

潇

/2018105410

38z   木雯

/2018105410

36z        

何雨桐

/2018105411

赵云君
院长，

教授
790

名为“耘show”的小程序，为用户打造出一个分享交流的

平台，让用户能在平台之上发布自己喜爱的农产品及其烹

饪方法并借此传播我国源远流长的美食文化，借此达到广

泛宣传中小农户的农产品的目的，让用户在彼此的分享推

荐中产生购买的欲望，为滞销的农产品打开新销路，从而

实现消费扶贫。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21
村头的小卖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昌龙 201810340334

吴玲

/2018103403

31,       

田斌

/2018103404

05,

扶亚梅

/2018103403

32,

刘思睿

/2018103403

14.

崔健 讲师 210

我们的项目是要构建一个介于农民和网络主播之间的平

台，以网站作为最基础的实现形式，农民可以将他们的农

产品挂在我们的网站，然后和愿意为他们带货的主播进行

联系，双方达成一致后，主播进行带货。带货完成后，根

据成交额，主播和平台将会抽取一定的佣金。同时我们还

会上线农产品直播课，邀请具有丰富带货经验的主播在线

教学，教农户如何进行直播，让有兴趣和能力的农户也可

以自己直播带货，提高自己的收入。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22
婆娑盒子——VR重塑复古体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慧玲 201811240311

朱丽丽

20181124031

6     祁媛媛

20181124031

3

杨 雨

20191054011

5

杨 帆

20191024080

2 

  

徐梅 教授 790

以实体展示+VR体验+文创产品来打造这一体验类品牌服务

的商业组合模式。同时，项目实现商业经营与微公益相结

合的运营模式，在文创产品的收益中抽取部分用作向公益

组织的捐赠资金，还定期举行以旧物换新物的方式，收集

可回收利用的实体物品进行捐赠。基于此，项目在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实现盈利，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服务于

社会公益事业，产生良好的社会示范效益。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23

荧光免疫层析技术快速检测甲

基苯丙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钰浛 201811040206

刘谦

/2018110407

14,       

李响

/2018110402

01

王霄讲师（高校）820

新型毒品涉案频率高且成分复杂，对分析检测方法的选择

性和灵敏度要求更高。现有检测方法无法同时满足目前的

检测需求。本项目利用荧光分析技术成本低、灵敏度高 、

快速无损的优点，合理设计构建甲基苯丙胺（冰毒）检验

新方法，以期实现甲基苯丙胺及其实际样品的定量分析研

究。本项目将新材料、荧光分析和毒品检验结合起来，为

促进材料及分析化学和法庭科学的交叉融合，形成交叉性

质的前沿课题做出积极贡献。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24X

城郊对接种养托管平台“农众

云田”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代雪晴 201810541017z

沈年淦

20181054061

6,          

          

张雅然

20181064021

2,          

          

孙航

20181054101

9z,         

刘学文 副教授 210

“城郊对接种养托管平台‘农众云田’项目”跟随人们生

活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趋势，酝酿产生于定制经济，融合 

C2B（Customer to Business）的经济理念，借鉴新型农

业模式委托种养模式，是一个为农户面向城市消费者租赁

的土地提供代理种养、帮助城市消费者代理租赁土地和监

督管理其定制农产品的双向立体平台。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25X

“红色传承，绿色接力”——

“红棋”青年兴趣游戏
创业训练项目 是 侯金良 201910540506

胡俊杰

/2019105405

08,      毕

立夫

/2019105405

01,      袁

宇航

/2019105404

04,

孙宇欣

/2018104401

30

秦远
助教

(高校)
880

本项目致力于将红色革命思想、红色历史精神与青年兴趣

爱好相结合，核心打造一系列以红色精神为内核的桌面游

戏，是一个以教育为主导方向的创业项目。同时，本项目

响应青年教育座谈会内容，符合国家青年学习规划内容，

以激发青年对红色文化的兴趣为目的，以相对轻快活泼的

游戏为形式，助力青年学习红色文化和红色思想。为青少

年受众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红色历史文化产品。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26X
医点通---懂医懂法更懂你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管宇轩 201810541227z

刘艺

20181054123

1z，

杨钰馨

20181124014

1z，

舒嘉豪

20171124023

4，

罗宇

20171034053

陈琦 副教授 820

本平台是一个为用户提供医疗信息、法律服务、便民服务

的线上信息服务平台，立足于社会现存问题和民意民生，

针对2020年疫情期间出现的医疗信息资源短缺问题，结合

政法院校优势特色，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优化资源配置，关注民生，解决医疗以及医疗

相关法律问题，保障社会公民的人身与财产权益，为用户

提供安全便捷的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卫生健康和法律

服务需求。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27X

指尖筹——一个保护乡土建筑

遗产的公益众筹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谢泽文 201710740311

周旋

/2017107404

05；        

  许婉盈

/2017107404

11；        

古雨尧

/2017107404

42；      

杨鹏飞

/2017110404

11

张荣刚 教授 840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遗产受到社会转型的猛烈

冲击。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文化遗产

丰富。但大多遗产由于自然和社会的综合原因，正在面临

不同程度的损坏，急需修缮。另一方面，地方在文物保护

方面大多重视不够，投入资金不足，更使留存文化遗产显

得更为困难。指尖筹项目旨在通过互联网技术搭建众筹平

台，为全国急需修缮维护和传承的历史文化遗产筹措资

金，发动广大民众力量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贡献。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28

关于传染病医护人员职业暴露

风险的分析及心理护理研究—

—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

区）抗击新冠肺炎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姿蕊 201810640419

付鑫鑫

20181064042

1

张聪慧

20181064042

0

许渭生 教授 402

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已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

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特别是承担救治工作的临床医护人

员，亟待关注与支持。本项目旨在通过研究新冠肺炎医护

人员职业暴露的风险来源以及职业暴露发生后解决问题的

途径，掌握医护人员的心理变化状况，分析党中央疫情心

理防控部署的成效、经验和问题，总结行之有效的方法并

及时推广，以协助医护人员缓解并释放心理压力。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29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垃圾分类体

系模式的建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国龙 201810540218

洪雅萱

/2017105402

17   王辰

/2018105409

18       陈

弘彧

/2019106401

41

刘超 讲师 790

本项目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探索构建了一个城市垃圾精

准识别、分类处理的闭环工作系统与模式，给各市提供的

体系化的垃圾分类的开展方案（模式）。项目内容涵盖垃

圾分类的前端、中端和后端的开展方案（模式）、垃圾分

类综合管理系统（大数据）。项目同时利用大数据将垃圾

分类与个人、单位挂钩，提供监管、奖励及处罚的体系化

方案，提高垃圾分类的成效。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30
“毅心移疫”传染病公益宣传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琳 201910540841

陈淑芸

/2019105405

35,  李辰宇

/2019105409

14

李伟弟讲师（高校）820

“毅心移疫”传染病宣传公益组织依托线下博物馆，利用

线上多平台客户端，增加受众对传染病知识掌握。“毅心

移疫”弥补当前传染病知识来源不一，信息质量良莠不齐

的现状，满足需求，进行疫情相关的公共卫生等普法知识

宣传和文化宣讲，响应国家政策，提供良好的文化导向。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31

多人法庭辩论模拟桌游——“

法庭剧本杀”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荣 201910340222

周怡秀

/2019103402

20,陈润楠

/2019103402

29,刘双豪

/2019103402

01,任轩

20191034020

段坪利 教授 790

法庭剧本杀是将传统剧本杀与法庭形式、法律知识深度融

合，创新出一套具有法律和推理特色的聚会娱乐新体验、

普及法律知识的多人游戏产品。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32

关怀“杯”至——多功能防呛

吸管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雨鸽 201910540523

唐清

/2019105405

22,       

秦鑫颖

/2019105405

26

石红溶 副教授 535

本项目立足于市场调研和亲身实际体验结果，对康复护理

市场上的护理用吸管杯产品进行调查。针对各类产品在使

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技术性改进，为卧床者、进食喝水不

方便、需要护理人员协助人群量身定制了一款多功能防呛

吸管护理杯。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33

山阳县“避暑胜地”品牌旅游

扶贫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鸿飞 201811640118

宋珂

/2018116401

16       姚

莹

/2018116401

17       樊

雨帆

/2018116401

19    陈欣琦

/2018116401

雷玉翠 教授 820
集农业扶贫与旅游开发、因地适宜的旅游资源综合开发项

目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34

总体国家安全视域下的国家安

全资讯交流新媒体建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海鹏 201811640308

薛慧鑫

/2018116402

13,  谷雨荍

/2018116402

16,  张婧怡

/2018112403

21

兰迪讲师（高校）820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党

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党

全国人民国家安全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

强大合力。但是疫情期间可见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大部分民

众对国家安全重视程度还有待加强。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

目，搭建一个平民化又趣味性的国家安全知识网络平台，

旨在深刻阐释总体国家安全观，让知识普及通过网络渗透

到每一个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加深国家安全意识。

√

2020 10726 西北政法大学
S202010726

135X

“Growth”(爱成长）青少年

性知识普及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依童 201810840324

马睿遥

20191034051

3，    张致

远

20191044031

1，  杜孟晨

20171094032

刘佳 讲师 413

性教育，是关于人类的生殖、生活、生理需要、交媾以及

其他方面性行为的教育。近些年来，青少年性教育越来越

受到重视。我们针对市场需求，抓住市场痛点，以APP为主

要形式，以青少年性知识的普及为主要栏目，增设法律咨

询与援助、心灵驿站两个板块，填补青少年性教育漏洞，

为青春保驾护航。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01
绿色能源——手摇式发电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窦佳乐 03171387

谢荡远

/1901210200

,刘煜枫

/03171361,

陈豪

/03171385

姚引娣
高级工

程师
0807

本项目通过设计多功能高效率的应急手摇电源系统实现了

体积小、功率大、性能可靠、耐用和电压输出大范围可调

等功能，从而解决了传统应急电源输出功率小，只能输出

固定电压而不能适应不同设备电源应急之用的缺点，该项

目的创新点主要是高效率、低噪声，输出电压大范围可

调，供电时间长且输出稳定，该项目可在各种环境下提供

卓越的电力保障。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02

基于STM32的双向DC-DC变换

器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强梦欣
05181063

解梦轩

/05181037,

屈子涵

/05182108

葛海波 教授 0807

随着传统能源迅速消耗带来的能源危机和污染问题，可再

生能源如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和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双向 DC － DC 变换器以其

能量能够双向流动，使用的总体器件数目少，能够快速地

进行两个方向功率传输的切换，并且具有高效率、体积小

、成本低等优势，在需要双向能量流动的场合对于改善系

统的体积重量有重要研究价值。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03
AI智能手写文本纠错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浩浩 04181018

马月

/06182112,

盛洁

/04181028

翟社

平,余

浚,邢

高峰

副教

授,讲

师,讲

师

0807

“AI智能手写文本纠错平台”是一款服务于广大师生及家

长的智能纠错系统，用户在移动终端将作业拍照上传，系

统将错误标红并返回纠错结果。针对手写汉字、手写数字

和手写英文字母之间的差异性，采用不同的识别方法，并

采用CPU与多GPU协同运作的方式进行学习训练，实现精准

识别。针对汉字书写常见错误采取相应的纠错方法，达到

了智能纠错的效果。除此之外，系统还提供字帖练习、错

题本与好友排行榜等服务。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04S
智能儿童晨检机器人 创业实践项目 是 张政 06183032

常英翔

/06181104,

高帆

/06184042,

牛荣

/04181027,

罗成

/06182030

亢红波 副教授 0803

   儿童晨检机器人采用嵌入式技术、传感器技术、无线通

信技术以及图像处理技术研发出一种智能化、安全化、人

性化的儿童晨检机器人。数秒内完成针对儿童的身高、体

重，体温及手口部图像的信息采集、同时将当天的天气情

况，学校任务以及活动事项的信息同时上传至服务器，再

由服务器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到客户端，可供家长和老

师在客户端APP查看儿童个人信息，将家校双方密切地联系

起来，让儿童更加健康快乐地成长。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05

无线安全审计套件的设计与开

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嘉乾 03183055

韩明宸

/03183054,

吕英泽

/03183008,

牟卓

/03183009,

张媛

/03183097

张文波 讲师 0809

随着Wifi普及度的提高，其安全性也逐渐受到重视，被众

多无线网络安全专家研究,本课题从无线网络安全出发，使

用Python语言开发一款无线网络安全审计套件，功能包括

普通密码破解、Crack类型攻击、ARP双向欺骗攻击。其功

能可通过实际的攻击动作审计目标无线网络的安全性，发

现其存在的弱点并及时修补，更可使用本软件通过演示攻

击过程的方式增强普通用户的无线网络安全意识，加强无

线网络安全策略配置。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06X
储客——人才储备客户端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柳之琳 01192046

文厚菊

/01187020,

刘琰

/01187001,

王晓彤

/01192048,

唐佳颍

高爱雄 讲师 1202

本项目主要解决大学生无法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工作中造

成的就业难、企业招聘员工对其进行上岗培训的耗费大等

社会痛点问题。项目将同时服务B端（用人单位）与C端

（大学生）。项目的实施将实现：（1）对C端：方便大学

生将大学所学与社会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07X

基于绿色物流的校园快递包装

回收体系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亢晓婷 24183012

贾澍明

/24183020,

李小瑄

/01183052,

宋鑫妍

/01183025,

赵栋国

/24192018

周雪艳 讲师 1201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网购迅速融入人们的

生活，相伴而生的快递业成为我国的一大新兴行业。大学

生作为网购最为庞大和活跃的群体，是网购的主力军，同

时也是快递包装污染的主要生产者。因此，本项目制定了

关于快递包装进行回收的规定，构建回收体系，鼓励高校

在大学校园内建立回收站。大学生将快递包装送到回收

站，再由回收站进行分类，将可以直接二次利用的快递包

装运送至合作的快递公司，以此实现快递包装循环利用。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08

基于三维液滴阵列的可调谐雷

达隐身超材料的设计与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星雯 07193005

张子涵

/07193001

周倩,

杨朝宁

讲师,

讲师
0804

本项目将以液滴为主要电介质，通过对周期性阵列结构的

设计及优化，获得具有可调谐电磁波吸收性能的雷达隐身

超材料器件。通过分析液滴阵列结构单元的几何形状、尺

寸、排列方式，以及液滴电磁参数等因素对该类超材料吸

波性能的影响，获得超材料几何结构参数和电液滴电磁参

数对超材料吸波性能之间的影响机制，实现基于三维液滴

阵列的超材料的可调谐电磁吸波材料设计及开发。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09

“互联网+”学术文献译写服

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飞飞 1907210002

余成

/1907210003

,余凡

/1907210010

,董小荷

/08182023,

黄琦雯

/08182008

陈蓉,

陈瑞哲

副教

授,讲

师

0502

互联网＋学术文献译写服务主要是为客户提供文献翻译服

务。本项目基于互联网和计算机辅助翻译平台，为有不同

需求的客户提供学术文献的翻译、译后编辑以及审校服

务，主要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客户的文献从翻译到审

校全部由本团队处理；第二类是客户提供的文献已带有译

稿，需要本团队提供译后编辑及审校服务。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10S

鼓金中外——时代智慧引领陕

北红色文化产业振兴
创业实践项目 是 张照明 10191085

陈肜沁

/05182027,

樊泽坤

/1805210039

,张媛

/03183097,

杨雯欣

/09182030

闫兴亚 教授 1305

为了全面宣传安塞腰鼓，建立安塞腰鼓产业链，发起鼓金

中外——时代智慧引领当地特色产业振兴项目。项目主要

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文化振兴+产品销售”的模式实现创

收，通过挖掘安塞腰鼓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辅以各类

新媒体平台及AR营销宣传等方式为工具，提高“安塞腰鼓

”汇演次数，推出大量安塞特产销售，广泛宣传营销腰鼓

及衍生品定制，通过各大平台宣传、寻求各大学校商业合

作，充分利用电商创新来推动安塞腰鼓产业振兴。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11X

“益购代捐”——守望留守儿

童的革新者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陈云 03181272

郑钰榕

/06183093,

贺杰

/03181168,

高睿廷

/03194051,

樊丹

/03191148

艾达,

宋飞朝

副教

授,助

教

0807

本项目致力于搭建“益购代捐小程序+新媒体营销”高校+

企业+政府合作公益平台，以帮助农产品销售为主要任务，

以助留守儿童展翅飞翔为使命,与农户搭建网络销售平台的

需求相对接，收集整合优质原生农产品销售信息，依托通

信工程和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优势，在大数据和算法的支

持下，深度挖掘农产品新媒体销售方法、经验，使平台的

营销、推送机制更加精准，提高产品的转化率和重复购买

率，从而解决农产品滞销，助力扶农助农。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12
可重构5G天线研究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启蒙 05177013

杨伟

/05177022
商锋 教授 0807

针对5G运营商下行工作频段分散的问题,研究设计可重构天

线。该天线是以八木天线和短背射天线为基础单元，然后

利用二极管实现不同频段的切换。在3.3～3.6 GHz与4.8

～5.0 GHz频段范围内实现频率可重构,满足5G系统下行工

作频段的通信要求。可重构5G天线具有良好的可选择性与

广泛性,适用于电子集成,智能家居,无线传输等。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13
基于AI的家庭监护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岩松  04181055

杨超帅

/04181054,

王青

/04192087,

孙乐馨

/07191011,

杨光

/04192014

文笃石 工程师 0809

家庭监护机器人记录老年人日常生活轨迹，及时发现老年

人摔倒、疾病突发等状况，在第一时间自动联系监护人或

附近医院，发出告警施救信息，避免老人在家生命垂危而

无人救护的悲剧发生。对老年人的心率、心电等生理指标

进行监测，经过数据分析排查身体疾病隐患。对家庭环境

监测，当有煤气泄漏或有陌生人入侵时，立即向老人和监

护人发出警报予以提醒，避免意外伤害的发生。机器人可

陪老人聊天，缓解老人因儿女不在身边而产生的孤独感。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14
冰箱宝鉴装置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汤杰 06172058

张显霞

/06172095,

徐思宇

/06174089,

张茜

/06171133,

杨源博

/06172092

蔡秀梅 副教授 0808

AI智能产品在生活中需求变大。传统冰箱无智能提醒，食

物经常由于遗忘而变质，作品是一款基于AI技术的冰箱食

物智能交互提醒装置。装置不改变冰箱结构，采集食材信

息（用户语音输入），并将信息上传至百度AI云平台，远

程获取语音识别结果，自动匹配系统数据，将结果录入系

统，实时监测食材储存，根据设置智能（语音、显示）提

醒用户。以STM32为主控，采用FreeRTOS操作系统，使用

标准HTTP协议访问百度AI云平台进行数据交互，创新和实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15

无需可信第三方的聚合签密系

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润韬 03183145

杨柯

/03173184
俞惠芳 教授 0809

本项目以密码学中可证明安全理论在聚合签密的应用为导

向，基于无证书密码系统、聚合签密理论、可证明安全理

论、性能仿真实验相结合的方法。主要研究数学困难问题

假设下的无需可信第三方的聚合签密系统及其可证明安全

技术，从而设计签名长度短和计算复杂度低的聚合签密系

统。研究成果可广泛应用于低带宽、低计算效率和低存储

容量的通信环境，如区块链、移动支付、物联网以实现信

息的认证性、完整性和不可否认性。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16X
“丝路拾忆间”创业计划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泽昊 02185013

费锦锦

/02175011,

聊歆悦

/02175012,

赵泽霖

/02185021,

马燕妮

/02185005

毋建宏 副教授 1202

“丝路拾忆间”创业计划项目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挖掘

一带一路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出发，通过市场调研与分

析，进行文化产品的设计与研发，结合现代电子商务发展

的理念，设计符合现代商业发展的全新的商业模式，并进

行公司结构、营销模式、盈利模式的设计，完成从产品开

发、销售完整的公司运营模式，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丰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时锻炼学生的创业能力

。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17X
自由快递人共享共配模式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李艺馨 24183003

马睿艺

/24181002,

黄缨茹

/24181004,

侯张莹

/01191038

谢逢洁 教授 1201

为响应和落实“村村通快递”的号召，本项目以提升县、

乡、村快递服务质量，带动村镇经济发展为目标，将以农

村地区为出发点，在周边的镇或县上建立线下服务网点。

我们旨在以“自由快递人”的方式，优先以当地村民作为

培养对象建立完整的配送人员培训管理制度，并组织进行

村镇之间“最后一公里”和“最初一公里”的快递配送。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18

微/纳米晶AV2O6陶瓷可控制备

及微波介电性能调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乐 07193028

梁佳丽

/07181038
姚国光 教授 0804

本项目针对新型电子元器件和5G技术对高性能微/纳米晶微

波介质陶瓷的应用需求，拟采用湿化学法/高能球磨、冷烧

工艺制备AV2O6纳米晶微波介电陶瓷。研究制备工艺、A位

离子特性、晶粒尺寸效应对AV2O6陶瓷结构、化学键特性和

微波 介电特性的影响，从结构特征和化学键特性角度揭示

AV2O6影响陶瓷τ f谐振频率温度系数变化的物理化学机

制，实现AV2O6微纳米晶陶瓷可控制备及微波介电性能调控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19

新·鲜·赶一站式农产品服务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乔琪涵 09182002

周建雨

/09182015,

邱伟

/09182026

王小辉 副教授 0807

我们的团队主要发展三农电子商务，以电商平台为支撑，

对特色扶贫农产品进行销售并提供有关农产品的服务。主

要为农户与顾客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为农户挺好良好，

稳定的消货渠道，同时为顾客提供优质，新鲜的农产品及

农产品周边服务，包括特色生态旅游，农产品餐饮，农产

品盆栽与农产品溯源查询及监督，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产品以国家重点扶贫项目为供货源，重点发展各省特色

扶贫农产品，为农户增加稳定的消货渠道。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20X
丝路秦画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武峥嵘 10191087

郭世佳

/05181093,

杨伊琳

/06193008,

杨凯婷

/26191061,

孙蕾

闫兴亚 教授 1305

本项目致力于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脱困，利用挖掘、培训、

展出等一系列方式，帮助农民朋友拿起画笔，画出一条致

富的道路。也有助于农民画文化得以传承，使得农民画紧

跟时代潮流，在新时代下迸发出更耀眼的光芒。与此同

时，农民画的制作也会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农

村的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21
RFID无人智能货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康 03187087

胡东瑞

/05178131,

孔德霖

/03187070,

黄易润

/03181165,

庞梦

/03177094

潘若禹 讲师 0807

RFID无人零售货柜系统硬件设计由核心控制模块、显示模

块、RFID射频识别模块、电子价签模块、数据分析模块构

成。核心控制模块负责电磁锁、电子价签、摄像头、显示

模块的控制；RFID射频识别模块负责读取标签的商品信

息；电子价签模块实时显示商品价格及促销打折信息。软

件设计在强有力后台数据支撑下，迎合流行的“轻应用”

概念选取安卓app作为交互界面，通过免密支付、大数据精

准营销、行为分析等技术手段优化用户无人零售的购买体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22
“小红君”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誉东 05176047

廉鑫盛

/05176037,

路李泽正

/05176055,

张敬懿

/27192025,

安航

梁猛,

赵宁

教授,

工程师
0809

宗旨是提供最方便、最全面的红色知识，宣传党的政策和

思想，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小红君服务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

包含了时政解读、专题学习、经典著作、党员工作站、红

色基地、生活六个部分。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23
面向电赛的自主处理器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小亮 04171166

晁准星

/04171156,

李志豪

/04171167,

侯杜静

/04171048,

程诗婕

/04171119

董梁,

邢高峰

讲师,

工程师
0809

本项目采用RISC-V 32位处理器作为设计目标，同时开发

相应的FPGA开发板。本项目适用于电赛，便宜简便并且开

源，易于学习理解的处理器。。本项目现阶段主要是产品

开发初级阶段，并为在校学生电子应用竞赛提供免费支持

。在不断开发和应用中，对产品进行完善，并适当考虑今

后的商业化。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24
公共场所智能禁烟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頔 06172052

胡浩楠

/06172019,

陶琳琳

/06172049

韩贵金 副教授 0803

本项目针对车站、医院、学校等公共场合中人们的吸烟的

行为及时加以识别并有效的警告。拟开发一套公共场所智

能禁烟系统,利用监控摄像头拍摄照片，利用深度学习技术

自动检测吸烟者，及时发出警报加以阻止，并将吸烟者人

脸检测截取保存下来，供管理人员使用。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25
区块链食品溯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维 24171055

吴梦辉

/03183005,

杨思秦

/03183025,

高飞

/03176044,

庄琪

郭瑞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从当今食品安全热点的角度出发，将区块链和食品

安全相结合，基于Hyperledger Fabric搭建一个食品溯

源平台，将食品各阶段信息存储到区块链中，记录整个加

工流程，为消费者提供可信的食品溯源，保证了消费者权

益，也帮助市场淘汰劣质产品，优化市场结构。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26X

陕西邻里鲜生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邓世民 02182002

刘媛

/01182033,

李曦

/3194101021

,周可仁

/3194101044

,徐金梅

/03188030

苏锦

旗,管

玉娟

副教

授,讲

师

1208

邻里鲜生开拓了一个全新的＂以社区类群居点为单位，跳

过中间商直接从原产地下单，由产地免费直送消费者手中

＂的生鲜团购零售新模式。由数十年有机蔬菜种植经验的

万亩绿色农场直接供货，优选每日最鲜活的蔬菜，函概世

面上所有常见菜品，保证釆摘之内七小时送至消费者手

中，服务每一区域用户，带给消费者最新鲜便利的极致消

费体验。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27X

袋袋初心——基于物联技术技

术的二维码垃圾袋开发与应用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沐娴 24182050

孙小鸽

/04183160,

李新月

/04183157,

张婉琪

/24182045,

谢皓月

/01183048

张亮,

张卓

副教

授,讲

师

1206

目前，国内从政府到人民群众对垃圾回收越来越重视，上

海、宁波、西安等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垃圾分类，然而

只有极少数人能认真并坚持执行垃圾分类，这造成垃圾回

收仍处于混乱状态 ，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袋袋初心环保

项目团队提出基于物联技术的二维码垃圾袋开发与应用，

配合使用微信小程序“分多多”用户可及时得到数据反

馈，平台根据分类情况以虚拟金币奖励可用于日常物品换

购。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28

基于空气雾霾中液体薄膜过滤

技术的探究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敏 07172068

申一鸣

/05181105,

王宇夏

/07192048,

冯建平

/07182026

马红,

祁建霞

高级工

程师，

副教授

0702

液膜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具有独特性质的过滤膜，在宏观条

件下，研究液膜的相关参数，能进一步探索液膜的性质，

结合液膜不同方面理论的探究与实验，可以更深一步探究

出，液膜不同成分含量的透过性的变化与液膜具体的应

用，结合实验数据的收集，利用数据处理软件对实验数据

的积累，可以探索出不同成分含量在液膜透过性方面变化

的规律，结合相关工程技术，有着较广的应用前景与时间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29
Etalk语音微课程推广与实践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晨颢 08182022

徐杰

/08182020,

张帆

/08182014,

蒋素雅

/08182021,

吕广生

/08182005

陈蓉,

赵茜

副教

授,讲

师

0502

英语语音是英语的外在表现形式，英语学习的重要组成部

分。特别是对于初级语言学习者而言，正确的发音方式会

为日后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因此本项目将致力于整合与

制作语音学习资源，以英语语音微课程教学资源开发为主

要研究内容，以微课程制作为载体，旨在探讨英语语音学

习的有效方法与途径，帮助语言学习者特别是初学者掌握

正确的发音方式。为缺乏语音教学师资的地区提供在线的

学习资源，助力语言学习有效性的达成。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30

基于品牌设计和情感化设计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乙 10181098

何新欣

/10181030,

高瑞

/10181058,

郑乐琪

/10181037,

田欣荣

刘贲 教授 0807

该项目旨在如何把品牌设计的更加符合人们心理。是使人

们摆脱普通品牌设计带给人们严肃，死板，尴尬或无感的

情感表现和硬性心理。两者结合使产品的品牌设计更加具

有舒适性，美观性，有趣性，社交性，更加注重情感的表

达，更加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开拓思维，寻求一种在情感

化设计的范围内进行品牌设计的新领域。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31

基于耦合目标检测的X光安检

图像物品筛查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哲 03171058

慕金玉

/03161436,

陈恒

/03171279

郑娟毅
高级工

程师
0807

传统的X光安检机制会掺杂大量人为的主观性，会造成违禁

物品的错检漏检，从而造成公共安全事故。利用人工智能

的方法对X光安检图像中的目标进行筛查，让安检工作人员

提前知道包裹中的物品的位置，大小和形状等，可有效的

避免了开包过程可能带来的危险，从而提高传统X光安检机

制检测的准确率，减少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32

代步佳——基于FPGA的智能轮

椅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窦文静 05176144

刘刚

/05176124,

齐文武

/05176114,

程维维

/05176143

张丽果 副教授 0807

项目面向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推出一个价格适

中，功能完备的智能代步工具——代步佳智能轮椅。首先

在最基础的手动行驶功能上，除了手动控制操纵杆行驶

外，还具有学习功能，可切换为不同路线的自动驾驶模

式，安全到达指定目的地。智能轮椅的中心系统储存有个

人信息。还具有拨打、接听电话，设置紧急联系人，发送

求救短信，播放语音提示，按摩、心率检测、温度监控、

实时体温监控等功能。可收听广播，播放戏曲，评书等内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33
区块链数字版权服务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楚佳 04181031

李春辉

/04181039,

柴佳晴

/04181034

翟社

平,杨

锐,邢

高峰

副教

授,讲

师,讲

师

0807

区块链数字版权服务平台将针对传统版权登记中确权难、

查证难、交易结算难等问题，将智能合约技术与区块链相

关技术和数字签名、数字水印、相似度比对等技术相互结

合，与传统的数字版权保护与交易方案相比能够更便捷、

安全、低廉的完成数字内容版权的存证、交易与鉴证等环

节，打造了一个智能化在线数字版权服务平台，为数字作

品创作者提供数字内容存证、版权交易和侵权鉴定等服务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34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水上垃圾收

集装置Ⅲ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佳旺

侯少飞

/06182052,

邵昱

/05186018,

陈安源

/06182037,

李佳旺

/06182012

秦波 讲师 0808

针对近年来水上垃圾不断增加，难以打捞，水污染严重问

题，研发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水上垃圾收集装置，经过两代

产品研发迭代，装置集成物联网、智能控制、嵌入式等主

流前沿技术，完成了智能水上垃圾主动/被动收集、水域环

境及水质远程监控等功能。此装置具有低成本、宣传环保

理念、低功耗、绿色供电、节能环保等创新点。设计人性

化、智能化，大大节省人力物力，提高水域清洁的工作效

率，填补了市场空白，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价值。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35
存储型XSS漏洞扫描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梦辉 03183005

任润韬

/03183145,

吕子怡

/03186025

冯景瑜 副教授 0809

团队致力于开发一款存储型XSS漏洞检测系统，检测Web应

用程序是否存在存储型的XSS漏洞，为用户提供准确的存储

型XSS漏洞检测服务。“存储型XSS漏洞检测系统”包含有

爬虫（Crawler）模块、解析（Parser）模块、注入

（ScriptInject）模块和检测（Testing）模块四个大模

块。本系统提供图形界面操作，简化了用户操作，旨在提

升用户体验，并且对于不擅长于工具操作的人员亦可实现

对Web应用的检测。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36X
创意购特色产品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张天天 01185007

冉聪

/01185030,

郝静宜

/01183069

张鸿 教授 1202

我们项目实施的目的是解决各地特色产品依靠旅游业销

售，特色产品信息不对称、滞销的问题，实现特色产品的

有效流通。平台建立初期，我们网站主要依托的是大学生

群体，让大学生成为自己家乡特色产品的推荐官和负责

人，大学生借助对自己家乡特色产品的了解，与我们平台

进行合作，大学生在我们网站上丰富各地的特色产品帮助

我们构建特色产品地图，我们进行宣传和引流，实现特色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37

突发事件下快递揽收-配送安

全监管体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明翔 24181033

王欣雯

/24172027,

张裕鸣

/24181026

任翠萍 讲师 0818

在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下，为应对突发事件下快递业

出现的安全问题，项目选取快递揽收与配送环节的安全事

故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建立突发事件下快递揽收-配送安全

事故大数据统计体系，进而以典型案例为研究样本，分析

事故发生原因及其影响，最后提出突发事件下快递揽收-配

送安全监管体系。研究旨在为政府和快递企业提供理论和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38

沸石咪唑酯衍生Ni-Co氧化物

多级纳米结构调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巍 07192001 无

薛贝,

顾生

越,李

琳

讲师,

讲师,

讲师

0804

沸石咪唑酯骨架（ZIFs）是合成电池-电容器混合器件

（BSH）用纳米材料的理想前驱体，通过合理设计ZIFs衍

生纳米材料的复杂多级结构是获得高性能BSH的有效方式，

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本项目采用ZIFs衍生纳米材料为前驱

体，通过设计和调控ZIFs前驱体的结构，制备特殊形貌的

衍生纳米材料。此项目中采用的合成过程简单，成本低，

制备的纳米材料具有大比表面积和高活性位点，能够得到

高性能BSH储能设备。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39X
极住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杨才玉 09181017

范佳盼

/09181021,

彭发婷

/09182020,

高爱昆

/09181008,

杨静逸

/09181026

李庚,

晋金才

副教

授,讲

师

0807

本设计基于液晶屏LCD12864和STC89C52等一系列硬件设

施，完成了针对住宿客房服务中更多人性化的产品，其中

包括：感光感温自动窗帘、电子钟、万年历、室内温、湿

度实时监测等，实现民宿行业的新基础信息 建设。为革命

老区红色旅游助力。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40X
基于可见光的智能安防设备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韩鑫鑫 10181013

刘琰

/01187001,

雷玥

/06193005,

任星雯

/07193005,

聂铭辉

官巍
高级工

程师
1305

利用可见光技术做成的系统能够覆盖室内灯光达到的范

围，电脑不需要电线连接，可有效突破无线频谱资源匮乏

的困局，具有广阔应用前景，可形成万亿级年产值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而可见光技术在国内外都处在起步阶段，其

应用前景非常广阔。本项目致力于利用可见光技术运用于

多个领域，达到商业价值最大化。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41

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识别及安

防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帅 03185001

楚甜甜

/03175006,

郭家豪

/03175009,

王袁博紫

/03175059,

朱彦儒

/03175070

王江舟 讲师 0807

传统的视频监控系统需要极大的人力和物力来维持，并且

缺乏实时性，已经不能符合视频监控系统的发展需求。智

能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是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视频信息的

一个自动处理的过程。本课题主要研究如何使用嵌入式开

发板结合外接设备搭建智能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基于 

Raspberry pi 开发平台，在 OpenCV 的基础上设计的基

于深度学习的嵌入式智能安防系统，为实现开发体积小、

易安装、价格低、性能稳定的智能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开辟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42
室内空气环境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文腾 05176097

李欣

/05176110,

慕佳兵

/06182062,

梁哲

/06171015,

文甜

/06182093

赵宁,

梁猛

副教

授,讲

师

0807

本项目从实际出发,通过对室内环境的实时监测,实时反馈

数据用于评价室内环境指标，并实现与用户的数据交互。

该系统采用性能较高的ARM-STM32作为系统的主要控制原

件,同时以用户设定的预警等级作为标准,对室内各项指标

进行实时检测,若用户在室内,则通过蓝牙或WiFi与用户的

移动设备交互,同时由系统自带的蜂鸣器进行示警,若在外

面则通过GSM模块发送短信将实时监测的数据告知用户。从

而使用户能够随时掌握家中动态,预防不必要的事件发生。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43
嵌入式轻量级编译器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博宇 04171230

南頡

/04171224,

范继欣

/04181230,

郭文彬

/04181088,

王佳晟

/04184039

刘海,

董梁

讲师,

讲师
0809

本项目开发的编译器可以翻译的有效C程序源代码大约

2000行左右，涉及变量、数组、指针、结构体、函数调用

等基本内容，因此属于面向嵌入式领域的轻量级编译器。

将C语言程序翻译成在RISC-V 32位处理器上的运行的目标

程序，达到快速开发部署的目的。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44

康温：基于物联网的智能体温

监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振贺 06182074

汪璐

/06193121,

帖卓辉

/06181118,

王梓煜

/06184103,

乔龙凯

/06181112

王文庆 教授 0809

项目组基于物联网技术、嵌入式技术和传感器技术，设计

智能体温监控系统，由智能终端感知层、无线传输层、管

理平台监控层三个部分组成，实现智能防控防疫功能。终

端识别/采集用户身份，采集人体温度，通过无线传输层传

至远程监控平台。系统完成全天24小时无接触式刷卡测温

、健康状况判断、健康数据融合管理等功能。系统在发生

疫情时可进行大面积高效智能检测，能有效控制疫情的传

播、蔓延，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45

基于Beverloo公式对于颗粒流

速的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庞龙 03186012

齐叶琛

/03181127,

王桂康

/24191063,

袁梓博

/07192046,

王浩琛

/26191117

马红
高级工

程师
0801

本研究项目主要是探究在实际情况下，通过探究流体力学

实验从而达到对于其现象所包含参数的研究，本次研究初

期主要针对与流体力学所造成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作以探

究，分别为：胡椒罐中颗粒下落的速度，吹灭瓶子后的蜡

烛。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46X
路路通抗疫助农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平心瑶 02185052

张颖青

/02185055,

曹莹莹

/01182058,

杨宝珍

/02185041,

余楚佳

/04181031

魏笑

笑,田

小雄,

布浩

副教授 1201

本项目将通过融资的方式成立路路通助疫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旨在建立一个联结农户、种养殖人才、经销商的集成

性综合网络平台，为用户提供品牌注册、质量检测、土质

检测等检测服务。服务方面，公司利用现代技术对信息进

行合理化管理，从而让农户体验“一站式”的服务，增加

种养殖人才之间的交流机会，拓宽经销商的销售收购渠

道，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农产品滞销现象，同时收

集疫情的相关信息，帮助国家抗击疫情。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47

农产品物流全链条绿色通道管

理平台实施关键路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捷文 24172030

胡雪婷

/24172031,

常睿

/24172043

方静 副教授 1206

项目针对绿色通道管理难题，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绿色

通道特征要素的关联关系，形成绿色通道监管评价方法，

搭建绿色通道综合管理平台，致力于实现信息共享，在此

基础上改善优化绿色通道监管模式，从而科学合理配置物

流资源、提高农产品全链条物流效率。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48

Li3A2Sb1-xO6基陶瓷微波介电

性能调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美琪 07172013

姚宁宁

/07182003,

阮晓萌

/07181037

裴翠锦 讲师 0804

本项目针对5G技术对新型高性能微波介质材料的应用需

求，拟采用固相反应法与湿化学法相结合的方法，通过A位

离子取代制备岩盐结构Li3A2Sb1-xO6（A=Mg、Ni、Co，

记作LAS）系陶瓷。研究制备工艺、A位离子特性、B位非

化学计量比对其结构、化学键特性和介电特性的影响，从

结构特征和化学键特性角度揭示LAS系陶瓷τ f和Q×f变化

的物理化学机制， 为该材料进一步商用化提供实验数据和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49
基于BIM的点云数据共享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胥策 03161087

董炜

/03171350,

康慧文

/06174002,

马睿

/05188069,

杨益萍

/03166009

艾达 副教授 0807

"项目面向建设筑、设计和施工领域，采用先进的激光雷达

技术，推出基于BIM的点云数据共享平台。在基于P2P模式

的共享平台上实现了真实三维数据模型的建立，创新性地

实现异地协同办公、三维协同设计、建筑施工全生命周期

可视化管理等功能。，一方面解决了建筑行业的勘测难等

问题，另一方面有效提高了建筑施工、建筑设计、建筑装

修等企业效率，并且更加保障了施工监管、项目验收等过

程的安全性与可操作性。

"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50

基于RISC-V的2D图像显示系统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卫千喜 05176096

王嘉喆

/05176076,

吴泽

05176095

邢立冬
高级工

程师
0807

本课题是基于RSIC-V实现的2D图形显示系统，可以实现对

图形流和视频流的操作，并实时显示。主要研究内容包

括：（1）完成开源的RISC-V指令功能仿真，验证指令的

正确性，并移植到FPGA开发板上完成板级验证；（2）基

于FPGA实现2D图形渲染管线中的多种算法，如改进的

Bresenham算法，Alpha混合算法，压缩及解压缩算法，图

形缩放算法等。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51
小o智慧农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乐 06183085

姚立

/04181068,

许文婷

/04181097

杨锐,

翟社

平,邢

高峰

讲师,

副教

授,讲

师

0807

小o智慧农业，是一款基于物联网和机器学习技术的智慧农

业监控系统。系统采用多种高精度传感器对农业数据如：

空气温湿度、土壤温湿度、光照、CO2浓度、土壤PH值等

进行采集，并由GPRS模块将采集到的数据实时传送到

OneNet云平台进行处理，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农业数据进

行分析与决策，对多项数据参数进行阈值优化，从而实现

对电气设备的自动化控制。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52

基于LoRa的养殖场环境监测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秦佳兴 06183034

蒋书东

/03181118,

程耀东

/03181104,

归嘉乐

/03181115,

崔芷茜

/05198137

赵广元 副教授 0808

在养殖场内搭建多个监测节点，监测如温湿度、氨气浓度

等环境信息，并通过LoRa技术再将其组网实现互通，将信

息汇聚到一点，经过处理后传递给上位机系统。预期成果:

1.完成硬件作品1套以上。

2.完成论文或专利1份。

3.完成研究报告2份。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53

基于“CSA”模式下的智慧农

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沛佳 03183092

杨亮亮

/03183091,

王博

/03183093/,

李啸天

/03198002,

张超

/03183117

任方 副教授 0809

基于“CSA”模式下的智慧农业是一个提供信息交流、电子

商务的第三方服务性平台，该平台的主要用户为从事种植

业的农民与消费者，产品以location based service，

数据库，现代智能硬件设备，物联网为技术依托，以实行

CSA“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为核心，以建立区域信息数据

库，提供精准农作物信息为基础，以果蔬的收购交易、全

流程追溯监管、精准监测监控、大数据分析为基本服务、

与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农村区域发展的社会运动紧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54X
岁暮依young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乔欣 02185047

叶倩

/02175002,

刘皓悦

/02175009,

李露

/02175010,

袁艺丹

张明杰 副教授 1201

岁暮依young托老服务机构顺应时代发展，根据中国传统

家庭关系及其情况，以及老龄阶段老人的身体和心理特

点，为老人提供"养护"与"医护"结合的居家式24小时全方

位"托"老服务，结合互联网＋智慧养老打通儿女孝敬老人

的隔墙。以"四心"的服务理念让每一位老人感受到来自家

庭及社会的关爱，让每一位老人体验到岁暮依young"让脱

老成为一种时尚，让养老成为一种习惯"的文化理念。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55

基于物联网远程智能车载

喷雾器非接触控制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柯 03171290

乔文星

/1901210209

,田贝贝

/03171299,

陈恒

/03171279,

牛向攀

/1901210210

郑娟毅
高级工

程师
0807

基于物联网远程智能车载喷雾器控制节点设计，非接触智

能控制设备，只需一个人通过手机app，可精确地，无线非

接触控制智能车载喷雾器，可以全方位移动喷洒。

将工作人员与病毒隔离，降低了工作人员的感染病毒的风

险，且提高了抗击疫情工作的效率。

应用场景主要针对室内喷洒，不仅可以应用于抗击疫情，

喷洒消毒液，也可以防尘降温（居家、旅游景点、工

厂），若进行放大改进，也可用于室外，如城市环卫、农

业种植等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56

基于β -Ga2O3纳米薄膜深紫外

光探测器的制备及性能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绍华 05189002

袁凯辉

/05189001,

王恒/ 

05188125,李

雨辰

/05199069

商世

广,赵

萍

副教

授,高

级工程

师

0807

本项目围绕氧化镓深紫外光电探测器叉指电极的制备、探

测膜的沉积及表征、紫外响应特性的测试，重点解决叉指

电极极间距减小和氧化镓内部缺陷可调控两个关键问题。

具体内容如下：针对氧化镓载流子的迁移率较低、寿命短

、扩散长度短，需要尽可能减小叉指电极的极间距、降低

非平衡载流子复合率、提升器件灵敏度；在此基础上，通

过调控氧化镓内部缺陷、截止波长位置，实现多波段紫外

光电探测器制备。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57

基于 Caffe 框架的深度学习

目标检测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佳宇 04191007

秦轩

/04191001,

陈跃龙

/04191008,

吕旭尧

/04191009,

康超越

/04191047

邢高

峰,董

梁,王

劲松

工程

师,讲

师,高

级实验

师

0807

本创新训练是提出一种基于Caffe 框架的深度学习目标检

测算法实现方案，以经典的目标探测模型Fast-RCNN模型

作为主要的方法，采用图像分割定位技术对已有的模型进

行改进，构建起新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并利用该模型构

建了一个图像目标识别系统实现特定目标的分类、检测、

识别和分割。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58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建筑物能耗

采集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阳斌 06172123

孙跃

/06181030,

万晨潇

/06184007,

齐乐

/06181011,

王楠

杨春杰 副教授 0807

建筑物能耗占我国能耗总量比重日益增大，节能降耗测量

先行。项目组设计建筑能耗数据采集系统，包括现场智能

仪表层、数据采集层、网络传输层、上位机监测管理层。

开发现场智能终端采集设备、服务器及上位机软件，实现

各类智能仪表数据采集、协议兼容转换、网络远程传输，

远程数据融合监控等功能，最终实现建筑物能耗远程闭环

监控。项目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及实用价值。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59

基于环签名的区块链数据存证

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江小山 26191145

徐嘉辰

/26191154,

杨柳

/26191166,

任增秀

吴昊 讲师 0809

本课题旨在提供一种以区块链技术为支撑，Go语言为工

具，通过密码学相关技术，设计和实现一种新型的数据存

证系统，使用环签名保障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使个节点间

的信任度得到提升，同时为数据的安全传输提供一种新的

可行方案。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60
爱宠怜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思瑶 01185006

胡迪

/01187010,

郝思敏

/01185028,

刘丹琪

/01185029,

赵涵

/01196023

郑楠 副教授 1204

本项目通过整合流浪动物资源，提供“线上喂养+线下探访

”的独特养宠方式，为非常喜爱宠物但是受到实际条件制

约而无法亲自喂养宠物的群体提供养宠机会，让你足不出

户，就可以通过网络时代的先进技术，线上体验与心爱的

宠物共同成长的快乐。用户在线上平台选择自己喜爱的宠

物进行喂养，为宠物喂食、清洁、治疗等，还有流浪动物

公益基金、爱心众筹、物资捐赠等活动，发动整个社会范

围内的力量关爱流浪动物，为流浪动物救助提供帮助。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61
高原雨量生态监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康宝文 03181308

胥永乐

/03181298,

穆海涛

/03171363,

杨逸歌

/03181313,

李安琪

/03181288

和煦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基于现有的雨量监测站针对其流量费用高昂，4G网

络无法完全覆盖的问题对现有设备进行无线通信改造。采

用低功耗LoRa模块自建基站，各节点通过组网协议自主加

入网络，传输距离不低于5公里公里，最终实现零费用、低

功耗、高精度的数据交互传输，达到雨量数据监测的目的

。该方案采用低功耗嵌入式微处理器和LoRa技术的无线数

传电台为核心，构建了一个传输距离较远、数据通信相对

稳定、后期维护方便的雨量监测系统。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62
智能消毒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仁猛 05181159

何瑞琦

/05181147,

杨佳旗

/05181154,

孙国峰

/05181153,

耿苗苗

/05181201

董永

英,毛

智礼

工程

师,讲

师

0807

为了避免人工消毒出现的死角遗漏和感染问题，我们团队

设计了一款基于STM32F1的智能全自动消毒机器人。采用

STM32F1作为机器人主控芯片，用来进行智能小车控制，

完成自动避障、自动规划路线和舵机控制。使用舵机来控

制药物的喷洒方向，采用红外避障模块以及超声波避障模

块，二者互补实现精准避障。经过多次的实验，该系统能

够全面喷洒药物，精准避障，实现智能自动化，对公共场

所进行全面的消毒。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63

基于心率检测的矿工疲劳监测

手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超帅 04181054

沈博轩

/04193001,

亢一晨

/04192080,

杨万里

/03181110

文笃石 工程师 0809

基于心率检测的矿工疲劳监测手环可以实时检测井下矿工

的心率，根据使用者心率在一段时间内的连续变化结合心

率变异性计算得出矿工目前的身体状况。通过在矿井内放

置蓝牙定位信标实现对井下矿工的考勤和实时精确定位，

手环可通过无线局域网将使用者的实时体征参数和特定时

间段内的活动强度等数据上传至地面，为企业管理者提供

决策依据，最终达到避免因为员工过度疲劳而发生事故的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64
智造3D打印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天琦 06183031

李园

/06183035,

吴家豪

/06183075

赵勇
高级工

程师
0808

本项目设计并实现一种基于STM32的3D打印机，该系统具

有定制化打印等功能，系统由输入设备设定参数,从存储设

备或者直接从计算机中得到事先建好的三维模型，由

STM32单片机对模型进行分析，切片并输出控制指令，控

制喷头的温度，驱动电机，并带动喷头进行 X、Y 、Z 三

个方向的移动，同时控制喷头的喷出系统调节喷出材料的

多少。每打好一层，从外部设备读取下一层的参数，再打

印一层，直到全部模型完成。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65
移动终端的端口扫描系统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芦嘉伟 03163152

王雨鑫

/03183144,

边晔

/03183207,

李卓

/03181359,

刘意先
高级工

程师
0809

研究内容：

1、设计移动终端程序，实现人机交互，发送数据包对指定

的地址和端口进行探测。

2、搭建云平台，接受来自移动终端的指令，对指定的网络

进行扫描，然后将结果返回移动终端。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66X
甜甜智能财税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媛 01182033

杨丰旭

/01182008,

邱艳

/01188012,

肖婉婷

/01188020,

李永红 教授 1202

本项目试图通过对“众创”这一社会背景下，从财税代理

行业供需关系中发现市场缺口，并且基于对现有财税代理

行业模式的研究与借鉴，探寻优化模式，形成一套完整的

财税资助、所企对接、信息交互的服务平台体系。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67
基于Lora的智能停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欣泽 03181371

刘拓

/03177016,

赵宇坤

/03177113,

韩鹏

/03161057,

李新岩

王宏刚 讲师 0807

本系统主要包括LoRa地磁终端、网关、网络服务器及停车

应用。系统采用了新颖的无线网络通信协议云化设计思

路，将协议栈运行于云平台，简化硬件设计，优化网络管

理。地磁模块通过磁传感器来检测获得车位的状态信息，

并将该信息以随机多址的方式经由网关接入网络服务器，

网关通过有线TCP/IP或4G网络或WiFi与网络服务器建立通

信，网络服务器解析出业务信息，停车应用系统完成停车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68
水土保持在线监测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世星 05182004

韩佳瑶

/05182005,

侯佑山

/05182006

常淑娟 讲师 0807

水土保持在线监测仪，实现坡面泥沙含量的实时动态监测

设备对提高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效率、促进水土保持具有重

要意义。该系统能够每隔一段时间进行自动检测。在实时

对泥沙进行动态检测，避免从提取到干燥的麻烦的过程及

测量精度产生的误差。本项目拟采用“ARM+LoRa”的架构

。ARM处理器。通过LoRa模块进行信息传输，系统可以在

一定区域内进行上位机和下位机的信息传输。上位机采用

Labview进行设计，能够显示下位机传输的数据，并进行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69

圆梦邮你--农民工子女周末圆

梦大学体验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贺简薇 04181196

李巾豪

/05182037,

靳江坤

/04193167,

白旭博

/04191137

孟伟

君,周

元哲

讲师,

讲师
0809

通过“周末圆梦大学”的形式，将农民工子女带入大学殿

堂。在一个周末中，带领孩子们体验大学生活，触摸实验

仪器，聆听名师教诲，树立理想信念。给予农民工子女高

质量的大学体验，为其建立高效、创新、可持续的公益帮

扶体系；崇尚身心并举的公益模式，为青少年提供一次社

会实践与心灵沟通相结合的成长经历。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70

基于人脸识别的手机课堂点名

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立涛 06172032

钟旭

/06172028,

李政

/06172038

韩贵金 副教授 0803

本项目拟以人脸检测和人脸识别技术为基础，开发基于人

脸识别的手机课堂点名APP。该APP可用手机对教室拍照，

自动检测照片人脸，并将检测出的人脸与与系统后台学生

信息进行比对，快速查询出缺勤学生名单。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71

休渔期渔船管理及探测告警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丹菁 03183167

李牛杰恒

/03173012,

王星尧

/03173024,

修海燕

/03173143

刘琳 讲师 0809

针对休渔期违法捕捞现象，通过无人机巡航结合态势感知

建立一个警报系统，首先，能够追踪渔船并预测其路径，

及时告警及指挥调度；其次，基于大数据统计分析及无人

机实时监控，动态实时监控渔船在港口的动向，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实现海洋产业信息化、数据化。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72

新型冠状肺炎感染人数预测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瑞瑞 02182039

刘锌锌

/02172038,

王彦灵

/02172019,

郭琪

/02182043,

张静静

/02182035

李栋 副教授 1201

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伴随春运大军，从九省通衢的

武汉传遍了全中国。截止2020年6月14日，新型冠状病毒

全国累计死亡人数4645人，给人民群众的健康造成了严重

损害。预测是有效决策的重要前提，如果相关部门能够预

测新型冠状病毒可能造成影响，就可以提前制订防控措

施，防控效果将明显提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人数预

测系统的研究目的就是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人数进行预

测，帮助相关部门提前部署防控措施，保护人民的生命安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73

基于深度学习的电缆危险源预

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雨生 03184014

邱连松

/03184016,

韩路鑫

/03184038,

李星

/03184048,

张文淼

/03184058

张燕燕
高级工

程师
0807

近年来，在施工机械以及烟火等异物破坏高空电缆的事

件，这些危险源已经极大的影响了铁塔附近施工的正常运

转。传统的预警危险源的方式效率较低下，并且安全问题

难以保障。使用深度学习目标检测的技术，在前端安卓设

备部署目标检测模型完成对采集到的数据初次检测，对于

检测有疑问的数据回传到服务器端进行精检测（利用高精

度的faster r-cnn目标检测模型），完成对于高空电缆危

险源的识别，为重大工程的安全保障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思

维模式。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74
基于单片机的无线充电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锦丰 05191300

杨绪涛

/03181043,

陆毅

/05171055

李国辉 副教授 0807

本设计基于电磁感应的原理，由硬件部分和软件部分构成

。硬件部分主要由单片机供电系统、单片机控制和显示电

路、无线充电发射电路和无线接收电路构成。软件部分主

要由定时器初始化、串口通信、液晶显示、按键检测和定

时器中断等代码组成。本次设计使充电器摆脱了线路的限

制，实现了电器和电源的完全分离。相对于传统充电器，

本设计在安全性和灵活性方面显示出优势。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75X
阳光家园ASD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申一鸣 05181105

崔馨璇

/05186138,

田程远

/03181206,

杨宁柯

/04173102,

张帆

徐舒婷
助理工

程师
0809

通过自己的公益微信小程序平台，并辅以公众号，网站其

他宣传方式，招募愿意陪伴自闭症儿童的志愿者，进行自

闭症儿童作品的拍卖以及展示其创作视频，募集对于自闭

症儿童有用的物资，让更多人了解到自闭症儿童、志愿者

、老师这个群体。让更多人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来，了解

我们的小程序，共同建设我们的公益平台。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76

“平安行”骑行安全增强穿戴

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宝未 06173035

杨旭

/06182045,

符润生

/26191128,

朱瑞

/26191001,

惠新浩

/06193132

赵广元 副教授 0808

“平安行”骑行安全增强穿戴设备系列产品主要包括蓝牙

头盔和骑行服等。致力保障夜间骑行、无非机动车道骑行

等风险场景的骑行安全，同时也兼顾骑行者的骑行体验。

预期成果：

1.完成硬件作品1套以上。

2.完成论文或专利1份。

3.完成研究报告1份。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77X
智农慧农-让科技播种在土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佳驰 03173146

唐盼新

/03171367,

李世杰

/03171426,

郭冠雪

/03187033,

翟乾渊

/03173147

翟永智 讲师 0809

本项目在已有智慧农业自动控制系统的硬件与软件的基础

上，将分布式传感器网络新感知的观测数据与历史数据相

互结合。依靠ADMM算法与Bayesian统计推断相互结合的方

式，利用动态支持向量机（SVM）聚类算法与机器学习的方

法来得到智慧农业的大数据信息决策模型，达到提高智慧

农业自动控制系统的精准性与信息决策科学性的目的。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78X
行知支教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陈芳 01176006

宫健翔

/05171173,

黄鹏

/03163009,

齐铭涵

/05178149

李刚 教授 0807

本公司是一个集支教与创业为一体的公益机构，我们致力

于培养大学生支教的兴趣，通过招聘选拔优秀的教师进行

支教工作，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教学模式实现合理安排教师

时间以及满足更多受众的需要，建立教师与儿童的良好沟

通，保证支教质量，让更多的大学生了解支教的目的和意

义，积极参与其中，也让更多的山区孩子能拥有与外界接

触的机会，获得知识的同时开拓视野，感受到支教带给他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79
多功能便携式医疗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翔 03177110

刘瑞萱

/03184061,

李旭航

/03171186,

林资伟

/03171189,

张益澎

/03177111

庞胜利 副教授 0807

多功能便携式医疗箱针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医疗设备

的短缺以及心脑血管疾病危害基层公民健康的现状。团队

拟研发一款基于便携式专业医疗箱，该医疗箱拥有医用级

十二导联心电监测系统、专业级体温、血压、血糖测试等

医疗数据监测、上传与诊断等功能。通过对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辐射范围内的受众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数据采集，

来达到对恶性疾病和各类慢性病的预防控制并及时治疗的

目的。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80

帘动我心——

基于手机蓝牙的智能窗帘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邵杰 05198009

李孰非

/05198010,

拜婵媛

/05198031,

贾高祥

/05196055

楚瑞 讲师 0807

我们的项目旨在跟随现在家居智能化的大方向上，目前市

场普遍窗帘手动以及半智能化的问题居多，半智能化还达

不到真正的智能化的意义，为此，我们的项目正是为了窗

帘的真智能化而产生的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81

比价网：打造网上购物价格对

比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思远 04182012

贺禹超

/04183052,

杨汉朋

/04183044,

谢文亮

/04193120,

肖海鲸

/04191098

周元哲 讲师 0809

“比价网”通过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筛选出多个平台符合

用户要求的，同类型/同种商品，亮点在于用户无需手动在

各大商品网站进行多次搜索，节省时间精力，并且操作简

单，用户从始至终只需要在“比价网”进行搜索商品，然

后通过我们的后台数据对比价格，评论和平台可信度，无

需在各个平台各个商家逐次进行比较，在我们的“比价网

”上可比较之物一览无遗。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82
废弃果蔬的“变废为宝”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苗苗 06172062

梁安南

/06173009,

刘生才

/06173012,

魏梦丹

/06184044

侯雪梅 副教授 0807

针对目前西安市对废弃果蔬的浪费及处理技术落后的问

题，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标准化处理体系，首先成立回

收站回收废弃果蔬，进行果蔬的清洁，再利用太阳能干燥

室进行干燥，加工成饲料等投入市场使用。将废弃果蔬变

废为宝，解决了果蔬废弃物污染环境的问题。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83X
西安衡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唐铭爽 01176042

邵珮琦

/01176050,

施玉蓉

/01176038,

仇乾乾

/01186001,

田盼盼

/01184020

张媛 讲师 1202

西安衡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开发的基于逆向物

流的5R运营管理平台及其统一化服务，创建商家客户与物

流公司双方强大的ERP对接系统、运营管理系统的支持和对

接平台。本公司秉承5R循环理念，推行绿色供应链与循环

经济产业链的运行机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从源头上实

现绿色制造，提高产品可拆解性、可回收性，减少有毒有

害原辅料使用。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84
安防监控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江涛 03171252

姜点

/03171250,

李聪聪

/03171251

姚引娣
高级工

程师
0807

    本系统实现了对室内空气中烟雾浓度、一氧化碳浓度

、空气质量以及环境中的温度、湿度、光照强度等信息的

检测并将检测数据上传至云平台供用户进行远程查看。实

现了对室内环境的运程监测以及对用电器的远程控制。本

系统硬件分为分为采集节点、协调器节点、控制节点三部

分。节点间采用LoRa模块进行无线通信。云平台采用机智

云物联网云平台，可完成采集信息的上传以及控制信息的

下发。本系统的架构对未来安防监控系统的发展有深远意

义。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85

分布式散射光纤水下通信控制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乌梦鸽 05188108

李相明

/05186121,

辜俊凯

/05178050,

张乾

/05182039,

申超群

/05182053

贺锋涛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针对目前水下通信面临的问题，旨在设计一款基于

光纤散射的分布式散射光纤水下通信控制系统。前期通过

利用光纤通信信号容量大，传输距离远，具有抗电磁干

扰，保密性能好等优点实现长距离传输。再使用无线通信

避免光纤切断和接续困难等问题。本项目研究成果不仅能

够实现高速率“一”对“一”点的水下高速无线光通信链

路，还能够实现“一”对“多”及双向通信，进一步推动

水下无线光通信技术快速实用化。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86
易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晶荣 04182057

侯杜静

/04171048,

李炬佳

/04193132,

孙孟泽

/05181032,

岳文琪

/04182066

王晓

婕,宁

晓菊,

杨锐

副教

授,讲

师,讲

师

0809

为学生建立良好的交易环境，方便学生进行交易，为学生

打造一个属于学生自己的交易圈，更好的满足学生的需

求，也极大的改善现在教材的使用情况，在未来学生也可

将自己的其他二手产品上传至平台，进行交易。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87
热力融雪化冰技术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嘉辰 06174044

魏德琦

/06174072,

王昊

/06184053,

王楠

/06184033

侯雪梅 副教授 0808

冬季智能融雪化冰系统克服了目前传统融雪融冰方法的缺

点，利用热能原理进行融雪融冰,并实时智能检测外界环境

参数, 通过数据处理识别，智能控制发热系统工作，从而

达到融雪融冰目的，有效地避免了天桥事故的发生。给人

们出行带来方便，节约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可广泛应用于

城市人行天桥，并可纳入智能交通系统。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88

《用知识点亮心灵——基于高

校闲置书籍调查报告来帮助留

守儿童的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任慧慧 01176060
赵小娇

/01176053
朱文斌 讲师 1202

致力于帮助留守儿童这个群体，立足于当今信息经济的时

代背景，围绕高校大学生这个环保意识较强，关注社会热

点话题的群体，于是提出建立高校大学生网上交易平台的

设想，从而不仅帮助了留守儿童阅读书籍的渴望，而且实

现二手书闲置资源的有效循环利用。后期我们通过建立读

书亭，招募志愿者，城乡小学手拉手等活动，都是为了实

现留守儿童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89

大数据存储和经典算法仿真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泽毅  03171222

周渝杰

/03171241,

朱泽宇

/03171242,

桂小添

/03151213,

赵林丰

/02171035

仵小暾 工程师 0807

使用虚拟机搭建一个简单的环境，仿真实现Hadoop协议下

的大数据存储平台，并对平台上数据应用经典算法，并测

试分析结果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90

野外无人环境监测及数据传输

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雪莎 05182034

赵嘉伟

/05192006,

王意

/05192005,

豆欢欢

/05172015

杨祎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针对长期无人到达的野外生态环境，通过在野外无

人区布局大量装有可见光通信设备的传感器网络，利用无

人机上的可见光通信设备定期去获取野外环境变化的数据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基于FPGA的信息读取与存储技术的

研究；大功率LED驱动调制技术的研究；无线光信道编码技

术的研究；高灵敏的光电接收放大技术的研究；无人机控

制与装配技术的研究；点对点双向通信协议的研究。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91

基于Subversion的项目管理

统一协作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昊玮 04193131

丁春晖

/04191177,

杨麒麟

/05186026

白琳,

张琼

副教

授,讲

师

0809

随着软件规模的不断扩大，软件版本配置管理系统的重要

性愈发突出。目前，单纯的版本控制系统在面对复杂的开

发环境时越来越力不从心。为此，可以在配置管理中，将

需求管理、版本管理、变更管理、测试、构建、发布等过

程结合在一起,做到自动化和集成化，形成统一的协同平台

。本项目拟在版本控制系统Subversion上扩展其功能，开

发出集成管理和构建工具的统一协作平台系统，实现版本

控制、变更管理和用户组管理。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92

基于NB-IoT的远程抄表系统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雁红 06183096

杨怡冰

/06184084,

霍书贤

/06181072

赵勇
高级工

程师
0808

本项目设计并实现一种基于NB-IOT的远程抄表系统，该系

统具有远程抄表等功能，可通过移动端实时查询电表的计

量度数等信息，同时，当用电量异常时，可自动发送警示

信息。系统由NB-IOT采集终端、NB-IOT基站、NB-IOT核

心网、云服务器和移动终端等部分构成。系统软硬件设计

内容主要包括网络的组建、移动终端的设计和NB-IOT终端

设计等，其中，NB-IOT终端设计包括电表相关信息的读取

和处理、信息的发送和接收等。系统由感知层、传输层、

平台层和应用层构成。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93X

校盟——打造大学城“校地融

合”研学旅行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温家红 01197036

余一凡

/01196016,

边兰馨

/03182059,

马一漩

/01194017,

董嘉耀

/02195048

刘霞 讲师 1209

西安小萌信息科技公司的主要为各高校与中小学提供信息

对接工作，将各中小学引流至高校，用高校的教育资源服

务社会，完成高校教育资源的转化。我们将通过研学旅行

的方式使各中小学生进入到高校中，并且切身体会到各高

校的特色教育模式及各高校的校园魅力。我们深度挖掘高

校的各种优质资源，利用高校优质资源进行高校联盟，根

据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制定特色旅行路线，服务于社会，做

到共享。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94

面向牛羊圈的智

能安防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文乐 05186112

贾一涵

/03182054,

闫梓峰

/03181102,

吴昊

/03181114

曾耀平 副教授 0807

为帮助农户更加科学地管理牛羊等家畜，防止不法分子选

择在农村下手作案，本项目研究面向牛羊圈的智能安防系

统。从技术方面来看，利用ZigBee和WIFI进行无线传输，

利用云端进行数据处理、回传以实现智能安防。从政策角

度来看，今年正是脱贫攻坚的收官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目标指日可待，因此本项目也是出于此，为了帮助更多

有需要的农民实现科学化、精细化、安全化管理，提高收

入，早日建成小康社会而进行研究的。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95

基于ARM的人体生理参数测量

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峰 05172003

姚雪莎

/05182034
陆蓉 工程师 0807

本项目针对家庭、养老院、疗养院等多人聚居场所中，人

体生理参数的测量。首先通过指纹模块，识别个人信息，

识别成功后，MCU控制外围的传感器模块，开始测量。测量

成功之后，可以实现语音播报以及屏幕显示。同时也可将

数据上传至云端，接入第三方应用等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96

原来(I See)互助答疑教育平

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安凯雯 04181064

刘欣雨

/04183061,

马子淇

/04181192,

杨汉朋

/04183044,

郭钰莹

/04171001

孟伟君 讲师 0809

“原来（I See）互助答疑教育平台”是一款互助答疑平

台，致力让用户体验到与大神零距离交流的方便快捷感与

私人个性化学习引导的专业感。通过学长学姐的一对一线

上答疑，专业、及时地解决问题；邀请各专业“大佬”型

学长学姐入驻，针对性地解决不同层次的问题；同时借提

出的问题，分析其兴趣方向与知识短板，合理、智能地打

造私人书库推荐，实现对大学生知识交流与能力提高的全

程化、一体化服务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97
汽车智能防撞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晨阳 06183043

路瑜

/06181073,

韦嘉懿

/06181086,

曹俊杰

/06181078

赵勇
高级工

程师
0808

本项目设计并实现一种具有距离测量、语音警示和车速自

动调节等功能的汽车智能防撞系统。系统工作流程为识别

模块对人发出的语音指令进行解析，将指令传输给无线模

块，再通过无线模块发送到主控制单元上去控制车辆实现

测距播报的功能。当识别到前方有阻挡物时，测距模块会

进行工作，将测量出来的数据传给单片机。设置安全距

离，系统会在这个距离内进行语音警示、车速调节和更改

行驶的方向，避免发生碰撞事故。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98
红色筑梦之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佳艺 01176061

韩文姣

/01174021,

阚亚男

/01174053

王慧 副教授 1202

项目秉承着扩大三槐村民宿、红色遗址知名度和吸引大量

游客的目的，创建了红色筑梦之家项目。在民宿里融入当

地红色文化，让游客在这里居住的同时不仅能够感受背后

天竺山的美还能更加深刻了解当地的红色文化。红色民宿

”作为红色旅游的配套环节，要想经营好脚下的“红色根

据地”，就必须从文化联想、情感共鸣、主题升华等方面

入手，让民宿与红色主题更契合。从而提升三槐村的知名

度和吸引力，达到帮助当地村民致富的目的。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099
基于边缘智能的智慧园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帆 03161082

黄根银

/03161068,

耿国威

/03161406

姜静 教授 0807

针对新型智慧园区高性能应用要求，突破物联系统实时响

应，研究了三层架构的边缘智能协同计算模型，构建园区

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实现物与物之间的协同计算和边缘

自治，就近提供边缘智能服务，满足了新型智慧园区应用

的智能高效。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00
果园机器人避障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谢雅茹 05181235

赵昳琛

/05181195,

周仁猛

/05181159,

耿苗苗

/05181201,

李微

闫晓

红,周

晶晶,

刘睿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副

教授

0807

为响应国家智慧农业的战略规划和复工复产号召，面向农

村对智能化农业机器人高效、精准作业的需求，我们研制

了一款面向未来、支撑关键农田作业环节的智能农业机器

人。其结合5G和物联网技术，将农业机器人与互联网相连

接，以实现远程监控、自动报警、控制、诊断和维护，进

而实现“管理、控制、营运”一体化运营，有效实现农机

有人、无人作业。有较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01
老年人服药提醒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蔺淞露 04163186

金文敏

/04173056,

张尔夫

/04191174,

查子杰

/04191037,

王腾云

/04191055

李培 副教授 0812

APP业务需求主要是帮助老年人进行服药提醒，使得老年人

可以按时服药。解决老年人遗忘吃药或者是吃到错误的药

品的问题。该系统会用于提醒老年人服药，记录和检测老

年人服药情况，包含老年人基本信息、服药提醒、服药记

录、药物信息查询等模块。由于服务对象是老年人，所以

在界面设计时需要图形简单、友好、且易于理解，字体不

宜过分纤细，效果不宜太炫等，更好的保障老年人的用药

健康。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02

基于tensorflow的视频弹幕

情感分类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萍 06183050

董方烁

/06181067,

刘兴宇

/06183088,

贾金鹏

/06181041

赵勇
高级工

程师
0808

弹幕作为一种新颖的评论形式，广泛受到了视频观众们的

喜爱和认可，分析视频弹幕所隐含的信息对于视频研究以

及向用户推送符合个性化需求的视频均具有重大的研究意

义和现实意义。本项目设计并实现一种具有视频弹幕信息

获取、情感分类和分类结果可视化展示等功能的视频弹幕

情感分类系统。采用网络爬虫技术实现视频弹幕信息的获

取，使用tensorflow构建情感分类模型，设计WEB 应用以

及用户界面来对分类结果作检索和展示。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03

秦农宝-农村电子商务综合服

务提供商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曹苗 02175018

曹苗

/02175018,

崔金洋

/02176032,

黄尚成

/01186020,

邹京

/01186015

苏锦旗 副教授 1102

秦农宝是以红色纽带为基础的农村电子商务的综合性服务

提供商，与逛集网和电信合作建设电商体系。联合西邮电

商专家团队义务为农户提供电子商务培训；利用抖音、微

博、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媒体并结合线下活动对农民滞销的

农产品进行推广。借助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及线下销售

方案帮助农户销售产品，实现贫农创收、农特产品牌化运

作，保证质量同时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为农民建设可用的

高附加值秦农宝品牌。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04

基于深度学习的车牌识别系统

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玉萌 03171294

周锦程

/03161383
王选宏

高级工

程师
0807

车辆数量的增长带来的是城市的日益拥堵，交通事故风险

的逐渐增大，以及由于行车不规范带来的违章事件数量的

疯狂增长，在日常生活中，对大量车辆进行管理和控制的

停车场系统的需求也不断增长。对于车辆的智能管理系统

已成为迫切的需求并在快速的发展中，而自动车牌识别

（Automatic Number Plate Recognition，ANPR）将

是车辆控制和管理的基础，对其的深入研究和实现具有现

实意义。本项目旨在设计一个基于YOLO-V3技术的车牌识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05
非侵入式电力负荷监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颜伊晨 05191042

温子欣

/05191061,

屈鑫彦

/05191043

王文强 讲师 0807

校园火灾事故频发，绝大多数是因为学生在公寓内使用违

章电器引起的。对宿舍大功率电器的检测与使用研究，是

对当今高校频发的火灾问题的一个预防。本项目拟研究非

侵入式电力负荷监测技术，仅在用户总电源入口处安装一

台智能用电分析仪来采集负荷总电流和端电压，利用信号

处理和模式识别技术对采集量进行分析，提取负荷特征及

进行辨识，进而获得总负荷内每个或每类用电设备的工作

状态、耗电状态和用电规律。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06
智能浇灌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剑峰 04162127

周萌

/04173061,

孙思泽

/03191164,

王志吕

/04172062,

骆嘉敏

/04182138

余浚 工程师 0812

通过ZigBee、GSM、Wi-Fi等组网，实现浇灌系统的智能化

、一体化、个性化、环保化管理，在现有技术上进行创新

设计，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植物的用水量分析预测，实现

自动化浇灌，把人们从传统的人工浇灌方式中解放出来，

根据植物及其环境制定个性化浇灌方案，以更加科学和经

济的方式实现植物的精细化管理，使植物能够在家庭环境

中更茁壮的成长。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07

疫情防控远程体温监测预警系

统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嘉煜 06183042

盖飞宇

/06183063,

郭晨曦

/06183059,

徐军其

/06183010,

丁小帅

/06183081

马子鹏

讲师

(高

校）

0808

在当前全球新冠疫情蔓延仍未得到完全遏制，对于抗击疫

情来说，测量体温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本项目拟设计

和开发一套远程测温预警系统，采用数字温度传感器读取

体温数据，并采用蓝牙实现数据采集与传输，蓝牙传输出

的数据能在智能手机客户端应用程序APP中实时显示，并且

客户端能信息传输到服务器端，医护人员可以从服务器端

得到温度信息，达到监测和预警的目的。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08
农民画与农民画的衍生品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沈易 02185012

阴馨悦

/02185048,

韩慧霞

/02185030,

王君如

/02185003,

黄英霏

/02185025

李瑞 副教授 1201

为了农民画融入生活、服务、家装等行业中，为鄠邑区农

民画的发展提供更多动力。我们希望将生活物品、室内装

饰品与农民画艺术结合，让更多的农民画衍生品走入人们

生活，让农民画的传承发展走的更远。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09X
智链创巢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薛雅洁 03185065

李雨点

/03187068,

杨步垚

/05188095,

焦凡

/03187003

弥寅 讲师 0809

“智链创巢”通过和文都教育集团的校企合作，整合校内

外资源，起到连接企业和学校的“桥梁”作用，按“社会

”所需求的技能及思维方式去培养在校大学生，旨在为大

学生提供更优质的学习资源和机会。通过全方位、多渠道

、多个门类课程的开展，旨在实现专业知识和个人能力的

双重提高。“智链创巢”是针对现有教育市场痛点而实现

的新型校企合作模式，致力于打造以创新创业为理念的大

学生互联网教育第一品牌。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10

基于对化工厂浓硝酸泄露点位

置探测的仿生蜘蛛机器人的研

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竹喧 05181127

边舒介

/06181027,

张雨鑫

/06181029,

汪家辉

/06181004,

袁康洁

/06181020

刘睿 副教授 0807

该项目致力于解决工厂浓硝酸管道泄露点的搜寻，使用仿

生蜘蛛机器人代替人类进行泄露点勘察工作，最大程度减

少人员伤亡，本设计的仿生蜘蛛机器人作为勘测浓硝酸泄

露点位置的机器人，用来在具有高度风险的酸性、毒性环

境中进行实地探查,从而了解浓硝酸泄露点的目前状况，就

能对当前的泄露环境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还可以实现

移动监测，测试数据会更加全面，从而在多参数综合条件

下，顺利找到泄露点位置，进而决定如何处理泄露点。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11
盲人导航手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文军 04182094

李震

/04191214,

王晗颖

/04193054,

马子淇

/04181192,

杨伊琳

/04183192

孟伟君
讲师,

讲师
0809

“盲人导航手环”是一款外设产品，以“帮助盲人日常出

行”为宣传主题，通过社区进行宣传。系统由单片机、GPS

模块、GPRS/GSM模块、Flash存储器、麦克风、语音输出

模块和2个触发按键组成；本系统支持返程路径导航和远程

导航两种功能，返程路径导航是通过触发按键触发单片

机，由单片机控制手环语音提示返程路径，远程导航是通

过触发按键触发单片机，由单片机控制实现远程通信，通

过远程导航来实现路径提示与导航。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12

智能体动态充电装置的研究与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魏凡斯 06171057

吴毅

/06171072,

武文杰

/06171106,

邓兴媛

/06174094,

杜璠

/06172037

李伟 副教授 0807

本课题设计动态无线充电装置，给移动中的智能设备充

电，并设计充电功率监控电路以及智能设备位置监控电

路，并利用Lora模块，进行各个模块之间的数据交互，达

到实时监测系统运行状态的目的。课题研究目的是将无线

充电方式由传统的静态转变为动态，削弱无线充电对空间

的要求，编写适合动态无线充电的软件算法，提高无线充

电效率；设计超级电容器的恒功率充电电路，实现超级电

容器的恒电流充电；进一步提高电能的利用效率。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13X
易疗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段锦 01184014

魏仲祺

/01184013,

马婉

/01184015,

刘佩佩

/01184016,

卫林英 讲师 1202

易疗APP是一个致力于“惠民”的医疗平台，准备于2020

年在西安创立。该平台通过借鉴“淘宝”平台的商业模

式，为中小型医院构建全方位、高效率、低成本的线上医

疗平台，达到让用户仅通过一款手机软件便可以体验医院

“一站式”的服务。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14

基于脑电波的辅助残障人士机

械手臂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麻珂珂 03181064

蒋开慧

03181032
梁彦霞 副教授 0807

中国是世界残障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中国梦必然不能落下

他们。帮助残障人士，尤其是行动不便的残障人士，最根

本的解决办法是能够帮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行动。目前市

面上主流帮助残障人士肢体运动的多为被动工具，无法帮

助残障人士方便的进行肢体的主动运动。本课题研究帮助

残障人士主动运动的装置。通过采集残障人士的脑电波，

将脑电波信号转化成机械臂的的运动，从而实现残障人士

肢体的主动运动，从而帮助大多数残障人士正常生活。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15

小型化北斗手持机天线研究与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亮 05177011

左豪

/05177062,

杨宝元

/05177021

王欣伟
助理工

程师
0807

卫星导航终端设备小型化对天线尺寸要求越来越高，目前

市面的北斗手持机存在尺寸大，成本高的缺点。本项目结

合实际需求，采用LC谐振方式，研究设计一种新型小型化

手持天线，同时采用LC电路取代一分四电桥，大大节约了

成本，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16

基于Android平台

的益智游戏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麒麟 05186026

崔博文

/07182020,

张展赫 

/05187005

白琳 副教授 0809

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的普及，智能终端上的应用系统

越来越多。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移动终端操作系统是

Android平台。在Android平台上进行游戏开发，具有覆盖

面广、通用性强、用户群大的特点。青少年做为手游的主

要使用人群，为倡导手游的正面积极作用，本项目设计与

开发基于Android平台的益智卡牌连连看游戏，玩家通过

对卡牌花色及位置的推理进行游戏，在娱乐中培养青少年

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17

基于物联网的家电控制系统的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雨荷 06183055

范晨阳

/06183043,

陈志杨

/06182068,

郝翊杰

/06183037,

王萍

马子鹏

讲师

(高

校）

0808

本课题拟以移动手机安卓系统为无线控制终端，结合

Arduino 单片机系统，设计一款基于Arduino 的智能家

电控制系统，通过网络http 传输控制指令到Arduino 单

片机系统，Arduino 根据所接收到的指令，控制不同的家

居电器完成所要求的工作任务。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18
大学生闲置物品交易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子妍 01181016

王望

/03186049,

和文昊

/01171069

李鹏 讲师 0201

为大学生量身打造的以大学生闲置物品交易服务为主线的

网络闲置物品交易平台。 以诚信为本、顾客优先、互惠互

利、各取所需为原则，以本高校闲置物品网为中心辐射周

围地区各大高校的微信、微博、QQ等移动互联社交平台以

及校园网、微信公众号网络平台，以西安邮电大学为中

心，西安各大高校为主要区域，提高区域知名度，致力于

对闲置物品网站的开发，设计线上线下一体的创新营销模

式与社交推广活动。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19X
数字一体化驾培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华敏 03171133

马喆

/1916200011

,杜田

/1901210207

,徐丽娜

/24183009,

吴媚怡

/05181066

张琨
助教

(高校)
0807

随着国家大力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步伐，汽车逐渐成为人们

的主要出行交通工具，因此驾驶培训行业迎来了快速发展

时期。同时，经过市场分析，团队发现大学时期，大学生

课余时间充裕，精力旺盛，聪明好学，是考驾照的最佳时

机。因此我们立足于大学市场，我们准备借助互联网工具

从根本上去除传统驾校服务质量差、效率低、收费不透明

等诟病，让大学生改善学车体验，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整

个驾培行业的发展和改善驾培行业的风气。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20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环境监

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文 05191302

李晨

/03181042,

杨小蝶

/05171060

杨宏 副教授 0807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环境监测系统由硬件部分和软件部

分构成。硬件部分由主控单片机、SIM800C模块电路、温

湿度监测电路 、PM2.5监测电路、LCD1602液晶显示电路

、光照传感电路组成。利用主芯片ATMEGA32U4发送指令测

量当前环境的温湿度、光照强度、PM2.5浓度，并在

LCD1602显示屏上显示，通过SIM800C模块自配蓝牙将数据

发送到利用E4A开发的智能家居APP，可以获取室内环境实

时监测数据。这为实时监控家庭环境、提升人们生活品质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21
“康福特”人体工学按摩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同嘉萌 04181115

郭珏莹

/04171001,

李忠帅

/04193072,

杨新宇

/04191034,

李振海

/04193104

周元哲 讲师 0809

“康福特”项目的目标是开发一款智能型按摩椅，

涵盖生物学感应，使用用户个人信息分析，以及数

据处理，根据实时来为用户提供最高的体感，以及其他的

功能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22X
下课后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毕玉欣 02185056

刘羲慧

/02182050,

萧萧

/03171408,

雷金

/01177012

王红亮 讲师 1201

打造一款专门解决校园问题的大学订餐系统app。app订餐

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学生的购买时间，学生可随时随地下

单或者订餐，节省了排队选餐的时间，提高了就餐体验，

通过受欢迎程度、销售量等排序，找到喜欢的菜品。还有

像发个头条，二手交易，不仅有效解决了重要信息错失和

物品的闲置问题，而且让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为大学生提

供切实的校园生活问题解决方案。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23
发展数字农业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振宇 03171371

李英

/1901210176

,赵志民

/03171382,

朱少聪

/03171381

姚引娣
高级工

程师

0810

近年来，在创新农产品交易方式、增加农民收入、引导农

村供给侧结构改革等方面有着突出表现的农村电商渐已成

为乡村振兴和发展数字农业的“标配”。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

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本项目从发展数字农业研究，探

索产业富农新途径。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24

基于C语言与STM32手持药品管

理设备的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康开发 05188009

魏浩然

/05187054,

戴耀伟

/05188025

田磊 副教授 0807

一般药品商店中的零售系统都是通过电脑完成的，需要操

作人员掌握一定的电脑知识，而且由于电脑体积过大，不

能随身携带，导致要对库房进行查货时不能方便快捷的进

行。又因为此次疫情的缘故，大量急需口罩的人潮拥挤，

甚至可能造成大范围的难以控制的传染情况。所以联想到

电脑零售系统的种种不便，便想要用学到的c语言知识和单

片机知识结合，做一款便携手持式的药品零售仪器，从而

提高效率，为公共卫生贡献一份力量。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25

基于Kubernetes的容器云技

术研究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锦华 04181218

王腾云

/04191055,

刘喆

牛晓晨 工程师 0807 ###############################################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26X
“朝夕”校园服务小程序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黄欣育 01176001

孟蓉

/01173018,

刘佳乐

/01176014

欧晓华 副教授 1202

“朝夕校园”APP是集高校生目前所需应用物联网、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等多种技术的一款多功能服务性校园APP。“

朝夕校园”APP从为高校生提供校内生活便利、校内学习便

利、情感倾诉三个模块和为学校提供学生日常行为的相关

数据及对校内公共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两个方面拉近学校与

学生的距离。为学生提供他们真正需要的，为高校提供符

合现状的管理方案，帮助学生在学校更高效的生活学习，

帮助学校创建规范统一的和谐校园环境。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27

基于Lora的仓储物资管理系统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严嘉琛 03171061

王哲

/03171058,

贺军瑾

/1801210105

曾耀平 副教授
0810

未来智能仓储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然而传统仓储管理普

遍存在管理效率低，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因此我们研发

出了这一套综合性的仓储物资系统。本套系统可以实现以

下三个目标：第一，系统的节点可以进行自动化的数据采

集，再通过lora模块发送至网关处，通过4G上传到服务器

中。第二，客户端可以通过订阅的方式，实时的查看库房

内的环境信息，货物信息等。第三，监控人员可以对库房

内的灯光，风扇等进行远程的控制。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28

第五代移动通信中的谐波抑制

滤波天线罩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岩 05177051

张兵兵

/05177056,

解明红

/05177042,

鲁华

/05177046,

弋立

郑光明 讲师 0807

项目旨在研究具有宽谐波抑制和滤波功能，能够适用于第

五代移动通信系统的频率和带宽特性的天线罩，采用该系

统的天线罩，不使用低通滤波器也能够达到谐波抑制的效

果，从而使得整机的体积和重量进一步减轻，降低整机成

本。具有很强的工程运用价值和市场应用前景。能够达到

工程实训和培养学生科学研究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29
果壳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文婷 04181097

葛娜珍

/04181191,

史永雪

/04181133

张荣、

宋辉

讲师、

讲师
0807

项目主要面向广大市民，将解决大众的垃圾分类问题为主

要目标，项目提供了多种分类识别方式，可以通过语音，

图片，文字等各种方式查找到对应的垃圾分类，同时项目

包含普及关于垃圾分类的小知识，设有知识问答的活动形

式来增强群众的环保意识，同时项目中采用积分制，每一

次的查询，每一次的知识阅读，每一次的竞赛参与都是对

于积分的积累。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30

面向公安刑侦人工智能的

人体行为数据集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雨璇 03188056

杨若丹

/03188057,

范益瑞

/03198025,

杨阳

/03198014,

魏科

艾达 副教授 0807

项目来源于“电子信息现场勘验公安部重点实验室”前沿

性原创研究课题，面向公安刑侦领域，将日常人体行为动

作与案件现场典型异常行为结合起来，通过模拟和仿真各

类案件涉案人员的动作行为，采集相关动作对应的手机传

感器信号，构建一个能够全面体现刑侦案件相关的人体动

作行为的传感器信号数据集，为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安

刑侦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31

室内太赫兹无线通信系统优化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宇航 05171004

关慧迪

/05178120,

金韬

/05171014,

乔佳怡

/05171130

师小琳 副教授 0807

目前无线频谱3GHz以下的频谱已经所剩无几，无法满足不

了人们的日益增长的信息交换需求。此外，现在市场上大

量的物联网设备需要通过无线方式连接到网络。太赫兹的

波段范围一般是指100GHz到1THz之间的电磁波。此波段的

电磁波频率高，可以被利用的频段带宽大。开发太赫兹无

线通信系统被科学家们一致认为是解决现在频谱资源短缺

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满足未来无线通信发展需求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32
“整活er”微兼职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温朴直 04181217

吕劲昕

/04182102,

张凯

/04181210,

金菀茹

/01182069,

李怡帆

/04191123

孟伟君 讲师 0809

“整活er”微兼职平台为所有在校大学生提供可靠、安全

、快捷的互联网服务平台。通过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技

术保证交易安全性及用户群体的明确性。以小程序/APP形

式推出产品，最大程度简化操作时间。详细业务分类，最

大程度降低工作/需求寻找时间。钱包功能融入梦想基金计

划更好的帮助有攒钱需求的人，除了自己主动存钱外也可

以将微兼职赚取的钱存入其中，提供一站式服务，最大程

度提高攒钱速度，更快达到自己的小目标。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33

基于数据挖掘的好友推荐系统

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思泽 03191164

丁昊宇

/03191152,

李敏第

/06172008,

陈勉

石薇 讲师 0807

基于聚类分析的社交网络好友推荐的方法有许多，为了使

我们可以更直观的达成社交网络好友推荐，该项目的算法

逻辑在社交网络中如果两个用户之间有共同的好友，那么

证明这两个用户相似度很高，可以相互推荐。特点在于通

过社交网络图来进行聚类分析。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34

一种便携式安全防护电子产品

的设计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邢佳怡 05192080

杨瑞

/05192088,

屈明沁

/05192113,

苏雯琪

/03191178,

李格格

/05192086

张斌 工程师 0807

女性安全是一个比较热门的社会话题，当代女性独立意识

增长，独自出行时候容易面临一些伤害，尤其女性的自救

及反抗能力较弱，适当增加保护措施并及时发出求救信息

很重要。针对这种场景，本项目设计一款便于携带的智能

电子产品，实时监测心率等变化，遇到危险时，自动将危

险信息发到云端，由云端智能判断是否报警，并将报警信

息发送到相关用户终端上。本产品还能通过每天定时打

卡，传递信息给相关用户，实时监控用户状态。

√

20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S202011664

136X
Code创新孵化基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霍园园 05191008

朱锡文

/05186064,

串立雪

/03183203,

杨才玉

/09181017,

袁方璐

/05199031

赵宁,

李涛

讲师,

讲师
1202

我项目定位于陕西高校校园众创空间，通过落地校园投资

建设并运营校园创业咖啡厅，面向大学生提供实习实践服

务；然后联合学校创办创协等社群组织、组建创业导师团

队，围绕大学生双创开展活动，协助学校完成部分创新创

业工作；随后链接政府职能部门、专业创投孵化机构，为

师生提供创业孵化综合服务；其次面向较为成熟的创业项

目推荐上下游企业资源、专业对口的创投孵化机构；同时

搭建校企合作桥梁，为学校就业及成果转化贡献力量。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01S
千阳XIU娃盲盒 创业实践项目 是 章珠敏 20185000042

武晓涵

/122019226,

景雨菡

/2018500006

1,徐天宇

/122019193

  韩晓

剑,王

彬羽,

陈晓

春,高

杨,张

乐

副教

授,教

授,讲

师,讲

师,讲

师

1305

本项目以陕西千阳县传统手工艺非遗项目——千阳刺绣主

题进行创作，在传统刺绣的基础上，结合国潮元素和盲盒

文化，打造出一系列全新的盲盒刺绣娃娃。运用千阳刺绣

独特的立体造型以及经典纹样，如十二生肖、五毒等传统

元素，将其开发成旅游纪念品和新潮的玩具礼盒等，设计

出符合现代年轻人潮流审美的刺绣娃娃，为非遗文化千阳

刺绣带来新鲜血液。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02S

当代陕北布堆画民间美术的创

新工艺在服饰新材料中的传播

与创新应用

创业实践项目 是 王豪杰 20185000847

张春雪

/2018500084

5,/张涨

/2018500084

6,陈珊

/2018500144

8,苏昱铭

/2018500141

陈霞,

高强

教授,

副教授
1305 ###############################################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03X

关于北方干旱地区的设计扶贫

—家庭水资源净化循环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高嘉翔 20175000498

倪锦江

/2016500043

8,

张凡

/2016500041

5,

方先德

/2016500044

0,

郭家东

/2016500043

侯利

业,张

弘毅

讲师,

助教
1305

该项目主要通过对北方农村的水资源问题作为研究基础，

通过对当地的地势地形及气候等自然因素，以及当地村民

用水习惯的人文性因素深做考究，得出针对当地水源问题

解决的最佳方案—循环可净化；其次，本项目属于农业扶

贫设计创业项目，结合北方地区部分农村资源条件，通过

系统产品的创新设计，可以净化饮用水，保障农民身体健

康，且可以最大程度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最后，通过对

当地果蔬生长的优势和条件，结合村民的生存习惯研究，

我们通过智能大棚和手机app的联动，来解决村民的经济来

源问题，响应国家扶贫项目。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04X
幻岛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姚梦琦 20185001485

徐廉发

/2018500077

7, 

 

李瑞瑀

/2018500148

6,

张迎芊

/2018500138

6,

王梦雪

高杨,

韩晓

剑,贾

鹏龙,

张乐

讲师 1305

   此项目为以“释放内心压力，激发心灵力量”为主题的

沉浸式艺术体验展。展览通过空间设计、展品陈置、光影

引入等手段带给观展人以独特的审美互动体验，同时以专

业的心理学知识为学术支持，可为观展人提供专业心理问

询等衍生服务。在国民心理普遍呈现亚健康的背景下，依

托沉浸式艺术展的上升趋势，打造解压式沉浸艺术展，市

场竞争力强。利用招商赞助，打造“低成本、高收益”的

展览模式，前景可观。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05X

安康平利茶文化和茶产品的推

广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褚天舒 20195000619

张鑫

/2019500078

9,王周宇

/2019500065

周维

娜,张

瑞云

教授,

助教
1104

平利县是女娲故里，隶属于陕西省安康市，有广阔的茶

园，但之前管理不当，村民较为贫穷。因此本项目致力于

开发当地茶资源，改善茶园经营模式、推广茶产品，为当

地农民增收。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06X
“瞳孔”短视频创作学习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穆鹏元 20175000432

梁峰铭

/2017500039

0

袁洁 副教授 1305

短视频越来越成为传递知识与信息的核心工具，展现生

活，构建人与人的联系，大批涌入的非专业视频制作者，

面对这种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信息差，不知从和入手。填

补这中间的技术困难，是我们的APP主要针对的问题。通过

信息可视化手段，提供模板、定制、教程分享，让越来越

多的人可以轻松制作属于自己的创意视频内容。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07

永驻的“面花”：数字雕塑再

现传统文化意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凯文 20185000247

单佳仪

/2018500022

6,李宗林

/2018500026

0,詹文媚

/2018500025

9,赖泓颖

/2019500030

高蕾,

刘馨

潞,孙

鹤来

副教

授,讲

师,讲

师

1305

“面花”，多好听的名字啊。种种原因，离我们渐行渐

远，我们团队此行的任务源于此，意在完成对传统技艺—

—面花的现代语言转换，汲取其中充满文化、情感的元

素，结合以现代科技——数字化雕塑，重现面花之美。该

项目的输出的能量，不仅是造型语言的带来的视觉刺激，

也是传统文化在器物上的再现。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08
新型矿物质颜料的制作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景雨菡 20185000061 无 王兴华 副教授 1304

矿物质颜料的使用技法仍有很大探寻空间。本项目研究出

的新使用技法将被广泛运用在教学及创作当中，为重彩画

发展指明新方向。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09

向日葵计划“大手拉小手”共

抗疫情儿童绘本创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岳依明 20175000103

李胤淇

/2019500017

2,

黑安妮

/2017500009

4,

杨  磊

/2018500017

5,

高雯琪

/2019500014

都乐,

梁洪周
无 1304

2020年初由于疫情使我们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抗

击疫情的过程中有许多的英雄勇敢地站在一线，我们每个

人也在家中隔离抗疫做出了贡献，相信每一个孩子在这个

漫长的寒假中有了同以往不一样的体验。我们创作并准备

发行的此绘本，是面向所有小学学生和幼儿园小朋友，丰

富孩子们的科学防疫知识，使他们认识了解到防疫工作的

开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通过生动有趣的漫画形式

可以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培养艺术创造能力。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10

超级回忆小裁缝工作室—带有

回忆的旧物个性化定制服务平

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党偲倬 20175000333
李欣宇

/2017500033

8

徐立乾 讲师 1305 ###############################################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11

基于陕西传统文化的中国山水

画创作题材的研究与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国超 20195000040

高琪

/2016500085

3

袁海

钊,牛

倩

教学秘

书,助

教

1304

基于陕西传统文化的中国山水画创作题材的研究与探索。

通过对山水画与陕西传统文化的分析和研究，将其理论和

实践与现今山水画的发展相结合，借鉴、发展并与当今的

实际情况相结合，通过对相关典型陕西山水画家的解析和

对其创作风格的解读，尝试探索出基于陕西传统文化的山

水画创作方式。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12X
《细菌科普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周美雪 20175000959

吴佳浩

/2016500140

6,贺飞

/2016500140

王丽红 副教授 1304

本项目旨通过主题明确的插画设计，用卡通拟人化的视觉

表达方式说明细菌使人们更加充分的认识到微生物在科学

世界中如何存在，从而走进科普世界。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13
映巷 videoalley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芃 20175001253

金韵霖

/2017500125

4,

马小洁

/2016500101

6,

马子昊

/2017500124

刘森 讲师 1303

本项目通过“互联网+影像”的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融媒

体平台，专门为当代青年打造一个“艺术影像天堂”。本

项目结合线上线下同步运营的方式，线上内容聚合为主，

线下推广活动为辅，不仅让当代青年接触艺术影像、感受

艺术影像，更能让他们当今社会进行更加细微的观察与思

考。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14X

凤翔泥塑“祈福签”可口可乐

文创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芊芊 20185000049

杨晨尧

/1994420538

9,

路香凝

/122019237

张乐,

高杨
讲师 1305

以凤翔泥塑为选题，对中国文化中的“在乎”气质进行了

深情诠释。特别是在采访非物质文化遗产凤翔泥塑代表传

承人胡满科老师后看见他对泥塑的在乎、对传统文化的在

乎。我们在作品中融入可口可乐的瓶身形象，结合泥塑中

的图形和色彩元素，创作出三种具有不同美好寓意的祈福

签：对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石榴——多子多福寓意的“在乎

”，对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牡丹——大富大贵寓意的“在乎

”，对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寿桃——驻颜益寿寓意的“在乎

”，将在乎理念贯穿作品的始终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15

“纸飞机”创意艺术策展团—

—特殊儿童系列公益展览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林昭西 20185001492

严婧斐

/2018500147

6,

苏昱铭

/2018500141

1,

陈珊

/2018500144

8,

朱启越

/2019500140

高杨,

傅滨

讲师,

讲师
1304

“纸飞机”创意艺术策展团旨在运用我们专业所学的各类

艺术形式及艺术教育理论方法，创作相关公益主题的艺术

作品、收集各界爱心人士及特殊儿童的艺术作品，策划创

意艺术公益展览，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关注特殊儿童群体

（如自闭症儿童、聋哑儿童、贫困留守儿童等），并通过

门票、制作周边等形式筹集善款用于帮助特殊儿童群体。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16
置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轩瑞 20175001131

张书琪

/2016500003

5,朱芷萱

/2016500004

6,刘雨柔

/2016500005

邓强 教授 1303

三维动画短片，讲述只需要支付自己的未来中的某个可

能，就可以抽一-个定向扭蛋，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任何东

西。主角通过这种虚妄的手段满足自己当下所愿，却不知

被自己透支的未来越来越多……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17

关于“书势”与“张力”的中

国书法美学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宫瑞言 20195000065

柴艺

娟,袁

海钊

讲师,

教学秘

书

1304

“势”原为一种自然的物理现象，它广泛存在于书法、绘

画、文学、音乐、兵法、舞蹈等中国古代艺术中。“势”

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书法美乃至中

国古典美学的根源。其中以“书势”最为典型，影响至钜

。“书势”体现了中国书法美学的核心特征。一方面，它

开启了一种文体体裁（势体文），另一方面，作为审美范

畴，它又广泛影响到音乐、文学、绘画等理论，是中国艺

术的最突出的理论特征。所以，对书势全方位深入的研究

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18

昭陵博物馆藏披大衣人物俑之

文化艺术性解读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雪 20185001070 无 周俊玲 教授 1301

昭陵博物馆的披大衣人物俑是唐朝文化的重要体现，并且

还蕴含着唐代的官员制度、丝绸之路等因素，同时披大衣

人物俑的服饰文化以及随葬文化可以使我们更好的了解唐

代，展现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具有极高的

艺术价值。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19

疫情影响下的城市公共空间微

介入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泽 20175000757

陈泰铭

/2017500073

8,程柏龙

/2016500021

7,戴天悦

/2018500066

6

李媛 副教授 1305

本项目是基于对当下疫情所引发的对景观设计的微介入更

新思考，社区景观是生态健康环境营造中的最基本单元，

社区更新改造也一直是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适

应疫情下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满足居民不断提升的生活需

求，并逐渐摆脱“大拆大建”模式，继而转向空间激活，

微介入、微更新应运而生。社区要兼具人居环境改善和社

会生活改善的双重功能，公共空间要成为人们接触自然环

境最直接的空间。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20
今朝唐韵 文化首饰系列定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邵舒萌 20175000840

李晓欣/ 

20185000896

,

李晓彤/ 

20175000803

,

张尔轩 / 

2017212941,

白雅馨

段丙

文,杨

瑶

副教

授,教

学秘书

1305

1.结合当今市场，考察消费群体的购买需求，针对有特殊

定制（如复古首饰的爱好者、传统文化或唐代文化的爱好

者、崇尚个性定的群体等）需求的顾客群体做出符合其需

求的首饰，展演并推广。

2.对其他各行各业有需求的产业及顾客群体（如文创类、

服装类、地域特产类等）进行低成本高效益的理念扩张合

作（将品牌特有的设计元素和系列设计主题进行联名售

卖）。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21

AR绘画技术和传统中国画与书

法艺术相结合的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晶晶 20195000081

张馨月

/2019500007

8,粘小奇

/2019500005

5,边奥京

/2019500005

0,王泓胤

/2019500056

刘军利 副教授 1304

将AR技术与中国传统书画相结合，使体验者能够近距离接

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对中华书画以至于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知。使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能够

增加新的途径，继续传承与发扬。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22X

后疫情时代，老、少、边地区

农产品艺术化提升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马浩燃 20185000739

印玥

/2019500066

9,徐思维

/2018500075

9,任曼嘉

/2019500062

2

屈伸,

吴晓冬

讲师,

讲师
1209

农产品因为疫情出现了滞销，因为有网络销售，问题会得

到一些缓解，但人们通过网络对于农产品的了解不是全面

的，作为艺术类学生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图像学图示化或

者是艺术提升来强化人们对于农产品的了解，帮助农产品

树立品牌形象。并计划结合目前流行的休闲农业对农产品

所在地的园区进行小规模改造。同时打造全国艺术生帮助

老少边地区农产品销售的平台，让更多的同学有机会参与

进来，提供更多帮扶的可能性。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23X
印愈-聋哑儿童美术教育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康梦荻 20175000444

平安玉

/2017500040

9

马岚,

王丽

红,高

杨

讲师,

副教授
1305

一款服务聋哑儿童的APP，目的在拓宽聋哑儿童发展道路，

和解决聋哑成年人的就业。主要模块是美术教育课堂，其

他模块开设公益美术视频，交友，家长育儿经验和美术课

感受分享平台。并且此APP也为聋哑成年人提供了兼职平台

。

该APP是在启智美术教育的基础上，针对6-15岁的聋哑孩

子，根据多元智能分育程度，以强化优势智能进行课程设

计，注重美术专业导向、学科纽带搭配、健全人格完善开

设的专业课程提升体系，使孩子拥有专业性、艺术性、创

造性的美术基础与审美修为的一款APP。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24

“守”艺乡村——紫阳传统手

工艺在文创设计中的活化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廖艺 20175000816

王静妍

/2018500093

1,          

            

  林枫

/2018500085

3,刘洪波

/2018500013

段丙文 副教授 1305

通过研究紫阳县特有的传统技艺，如硒陶、挑花绣、竹编

等的发展脉络、类别，器形、纹样、图形艺术特征、色

彩，制作工艺、材料、工具及其文化内涵，从中提炼、萃

取出符合今天时尚趋势的图像语言，完成其对当代的活化

设计。通过挖掘紫阳县丰富的自然资源及传统技艺，将其

与创意首饰相结合，将硒陶做成首饰和手工艺品，从而给

硒陶赋予另一种商业价值，可开发更多自然条件，和带动

相关资源发展更多商业与艺术价值，给当地的发展带来更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25

互联网+可创co-design自助

式艺术设计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诗棋 20175000288

梁冬玥

/2017500029

4

徐立乾 讲师 1305

可创co-design是一个多元化设计艺术平台。用户可以以

3D游戏形式为媒介，进行对生活物品及艺术品的设计。我

们将会邀请不同领域的设计师、手工艺者和材料供应商入

驻合作。使用者可以根据自身预算挑选合适的工厂/设计师

合作，完善并制作成品。为热爱艺术的普通大众提供设计

途径，满足设计追求。它不受时间地点、手工艺技法的要

求，拉低设计门槛，将制作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使设计变

得简单，打造游戏式自助设计平台。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26X
家用数字手工小版画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孟子锋 20175000138

张善赫

/2017500015

0,

王新月

/2017500015

2,

张钊麟

/2017500014

6,

王晨

/2017500015

张春

霞,史

泽楠,

刘英旭

副教

授,讲

师,教

学秘书

1304

一种新型版画套装，为有兴趣接触版画并把它当作爱好的

人提供一种进入渠道，这个套装可以让人们在家里随时印

制版画，给现在生活节奏紧凑的人一种直接的版画艺术的

过程享受，还可以在版画兴趣教学中通过这个套装让人体

验亲手印刷出作品的成就感。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27X
本无艺术引擎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超群 20185000320

赵昆

/2018500030

9

高蕾,

刘馨

潞,孙

副教

授,讲

师,讲

1305
打造大学生艺术作品互联网推广平台，挖掘其在校期间创

作作品价值，鼓励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创作热情。创造

大学生艺术作品与其延伸的文创周边产品和社会经济生态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28X
创意陕文化产品新发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张景毅 20195000040

宋凡

/2017500081

2,

宫瑞言

/2019500006

5

柴艺娟 讲师 1304

文化产品如今成为全球热门经济与文化的话题。过去文创

解决的是你有我也有的问题，而在价值观和审美多元化的

今天，人们更注重差异化和个性化。“传统文化是一个‘

启’，而我们要做的是‘承’，而且要把它承接到万物上

。”传承的支撑点是文化，落脚点是民众的精神需求，而

文创其实是一个中间环节，起一个桥梁作用，把两者连接

起来。如何突破传统的文化产品，对其进行更深更新层次

的探索，创新和创业是其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个人

的创造力的发挥在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最关键作用，就是

对陕西地域特色的创新。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29X
《CURE》心理治愈社交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郭鹏 20175000364

赵青

/2017500044

9

马岚,

叶仲

楠,王

山

讲师,

讲师,

副教授

1305

CURE治愈APP主要针对大学生抑郁症群体的治疗和治愈。

我们的平台不只是仅仅针对于抑郁症患者，还有想了解抑

郁症并且愿意帮助抑郁症患者的普通用户。针对大学生抑

郁症群体的治疗和治愈，搭建一个平台，以社交为主，治

疗为辅，构建一个正常用户——患者用户——医生用户的

三角模式。给抑郁症患者带来爱和关怀，帮助抑郁症用户

减轻痛苦，达到治疗抑郁症的效果，让用户更加的了解抑

郁症，也可以进行线上心理咨询。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30

3D打印技术在人体关节保护上

的创新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雯文 20175000777

雷镕嘉

/2016500049

9,余敏捷

/2015500038

0,吕小静

/2016500044

陈霞 教授 1305

随着科技的发展，3D打印技术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无

论是航天科技、医疗领域、还是珠宝设计领域，都将这一

技术逐渐成熟化。本次项目的目的在于将3D打印的轻便、

快速成型、准确贴合人体的优点发挥作用，设计出一套护

膝产品，能快速黏贴在人体关节外的松紧绑带上，外部结

实牢固，内部橡胶紧实柔软，并且可以在运动项目中大量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31
艺术家丝网印刷与服饰的结合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杜世豪 20185000157

房开睿

/2018087101

,

柳西航

/2018500121

8, 孙琪

刘益

春,史

泽楠

副教

授,讲

师

1304

建立一个主要面向大学生和年轻艺术家的创意平台，收集

交流创造性的想法，借助丝网版画结合服装的形式付诸现

实，并以电商的方式进入市场，获取回报。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32X

享玩艺术——儿童趣味艺术互

动沙龙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元帅 20185000040

高琪

/2016500085

3,

张景毅

/2019500004

0

牛倩 助教 1304

随着人们精神品味的提升，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会更趋

向艺术。此项目旨在儿童和艺术之间搭建趣味互动的平台

。以“每一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激发儿童对新鲜事

物的好奇心、敏感性和探索精神，发挥独特的创造力和艺

术感受力”为目的，老师将各类艺术形式、绘画灵感理念

梳理成儿童听得懂的语言文字，从而在一次次沙龙活动中

提升儿童对艺术的兴趣，提高儿童对艺术的审美。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33
半坡文化生态体验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赫翊雯 20175001431

杜明洋

/2017500141

5,王晨晖

/2017500072

6,徐廉发

/2018500077

苟爱

萍,高

芳,王

睿青

副教

授,助

教,讲

师

1301

结合西安地方特色及艺术市场现状，经过实地调研，选定

西安半坡博物馆作为本次创新训练项目的对象，以对于半

坡文化进行深度发掘，对博物馆园区内进行沉浸式主题体

验改造，为用户打造“都市-田园”的纵深体验场所，回本

溯源，启发用户在最早的共产主义原始社会中找寻迷失于

现代都市的初心，砥砺前行。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34X

寻义工作室“用脚思考意义”

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苏姜 2018500502

龙暾

/2018500088

2,陈峰

/2019500048

0,顾文浩

/2018500066

1,殷晗

/2018500027

7

张乐,

魏兴
助教 1305

展现、传达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即一群作为大学生还没正

式踏入社会，但是对于眼前的世界充满的想法，迎合旅行

新风尚，发现自然中的美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以短视

频的形式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喜怒哀乐，在了解并

弘扬了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使人们找回初心，成为社会人的

心灵港湾努力需寻找大学生和社会的共鸣，以欢快愉悦的

形式展现但是每一个作品，每一次视频都会深入一个人们

不注意的点，找到人们的痛点，从而引人深思，提升作品

的整体高度，唤起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今年是脱贫攻坚最

后一年，带动贫困地区、小众风景点的网红经济发展，然

后用我们以我们的专业角度去实现改变，如为当地农业做

宣传或者为当地设计工艺品、文创、民宿等。这样既了解

了当地文化，进行了文化的输出，又可以起到带动当地经

济、为当地居民解决问题等多方面效益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35

雕塑标志化特性在校园空间的

发展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万悉 20185000208

陈涵深

/2016500094

3,

冀昱卿

/2016500093

6,

胥益杨

/2016500092

姚艳

玲,殷

艺格

副教

授,教

学秘书

1305

雕塑标志化特性在校园中的作用与发展，雕塑作品结合城

市与校园发展和历史。帮助学生对校史以及校园形象有更

具象的理解，在解决校园环境单一化的同时，将艺术审美

带入各个校园，提升学生对美的认知与对校园的归属感。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36X
印季原创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宋婧怡 20195000597

王艺燃

/2019500064

8,郝家禾

/2019500066

2,马俊婕

/2019500086

1,郑茹芸

/2019500066

王丽

彬,杨

圆琳

讲师,

讲师
1305

创建一个以24节气为主题的，结合当代服饰潮流，专注于

不同文化碰撞出的JK制服及其周边的设计的创意工作室。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37

研究生支教团在乡村振兴战略

中的教育扶贫作用研究——以

西安美术学院研究生支教团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雅婷 20185000359

陈思雨

/2016500104

4,刘淑颖

/2016500045

1,彭丽妹

/2016500095

5,邓霞霞

/2016500141

贾鹏龙 讲师 1304

本项目立足于研究生支教团的政策与服务要求，结合西安

美术学院支教地的实际情况，探讨研究生支教团在乡村振

兴战略中的教育扶贫作用。此项目的研究成果对我院研支

团在服务地更好的开展支教扶贫工作有着切实的帮助，同

时探讨研支团推动乡村振兴的新思路新模式，对其他高校

研支团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以上努力，共同探

讨新时代教育扶贫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贡献我们的力

量。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38X

“Art视野”社区艺术交易展

览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解治世 20185001441

郑雯婕

/2017500126

9

高杨

傅滨

讲师,

讲师
1304

当代中国社区是中国社会聚集的小单元，社区中隐藏着许

多有待挖掘的经济价值。“Art视野”社区艺术交易展览”

就“艺术审美”、社区居民对于美的认识，加以引导和提

升，最终落脚到作品交易，以此为获取利益的主要手段。

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审美和艺术是人

精神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美的历程深刻内在于人精神历程

。将“美育”置于重要的地位。“Art视野”社区艺术交易

展览”旨在帮助社区居民认识、领会文艺的深刻意义，提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39

  陕西地区红色文创产品调研

与改造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戴如瑾 20185001099

刘欣璇

/2018500108

3,何欣悦

/2018500110

2 ,王昕冉

/2018500110

4

唐中磊 副教授 1301

陕西地区红色文创产品调研与改造项目，是依托于陕西省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下，对文创产品的研发、销售进行调

研并提出改造建议，为本地区红色文化打造一个标志性的

IP。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将红色文化进行“创造”和“再

提炼”，将陕西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和经济优

势，对陕西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提高陕西文化软实力和

陕西社会的综合实力有重要意义。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40

后疫情时代语境下的陶瓷纪念

品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钱彬 20175000289

蒲洲

/2017500031

6

黄梦新 副教授 1305

项目以新冠疫情为主题，将陶瓷材料作为载体，通过装饰

艺术设计的方式进行创作，以此作品引起人们的思考。围

绕日用陶瓷展开设计，让作品与使用者日常生活中互动、

融入生活，警醒世人，加强民众疫情防控意识。铭记疫情

给全人类带来的伤痛，向那些在疫情期间做出贡献的人们

致敬。响应国家加强文明城市卫生建设的号召，加强人们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的责任感。彰显疫情之下的国家力

量，祖国在面临疫情的严峻挑战下，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命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41X

陕西省石泉县留守儿童“公益

+手工艺”天蚕计划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王子微 20185000923

赵祥羽

/2018500084

8,

张潘婷

/2018500084

2,

李鑫

/2018500091

2

潘璠 副教授 1305

这个项目目的在于号召大家关注留守儿童，发展石泉县当

地的养蚕业和手工艺。可以在建立的网络平台上展示传统

手工艺人制作的工艺品。而工艺品的图样则是由我们留守

儿童的画作印制，同时也可以通过平台购买手工制品，留

守儿童将通过手上的画笔进入社会大众视野，大家通过平

台购买工艺品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去帮助留守儿童，留守儿

童和当地的蚕丝产业也实现了各自的价值和发展。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42
大学生心理短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廖晨 20175001218

胡琪瑞

/2017500120

2

邓宇燕 副教授 1303

项目的主要研究大学生进入大学后的心理问题，以及大学

生面对进入社会时，

身份的突然转变和压力下显现的心理问题。把心理问题视

觉化，碎片化。

在很短时间，让观众更加了解自身，帮助人们通过心理知

识，来了解自己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43X

中国画风格在商业美妆产品上

的创新运用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茵 20185000067

景雨菡

/2018500006

1,陈诗玥

/2018500007

0,赵祖逸

/2018500007

王兴华 副教授 1304
将中国画元素与美妆产品相结合。通过中国画创新形式与

语言设计出能够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妆产品。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44

基于地摊经营需求的灵活空间

创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婷慧 20185000656

童方瑶

/2018500069

1,陈沅儒

/2018500065

2,许梦瑶

/2018500066

李建勇 讲师 1305
结合建筑环境艺术系的专业特点，设计创造更适合地摊经

营的灵活空间和设施，促进地摊经济的更新升级和变革。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45

版画筑梦，探索艺术扶贫新道

路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黄子仪 20185000155

吴越

/2018500015

张春

霞,史

副教

授,讲
1304

以“私人订制”的形式，借助版画语言的表达，推广扶贫

项目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46
考古味道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莹 20175001082 无 于树耀 副教授 1303

中国民以食为天，新时代潮流下，不少人对中国传统饮食

文化了解甚少，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发展，催生了一些扭曲

审美的吃播视频，造成大众审美偏差，本项目主借助短视

频方式向大众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47X

《壹公益》老年人公益服务

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周子琪 20175000369

张萌

/2017500042

4

马岚,

叶仲

楠，王

山

讲师,

讲师,

副教授

1305

益公益app是一款针对于老人一个人独处，缺少陪伴，子女

忙于工作无法陪伴自己父母，寻找义工来替自己陪伴家中

老人聊天或者散散步，这也是一个义工找针对老人公益的

平台，所做的公益会进行积分形式作为累计，最后进行福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48

智能保鲜蔬菜售卖柜的产品开

发及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润宣 20185000761

薛静宜

/2018500055

6,李修齐

/2018500050

0,刘雨婷

/2018500055

4,谢宝龙

/2018500042

屈伸 讲师 1305

为了解决生鲜产品销售难，缓解消费者的顾虑，更好地配

合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智能保鲜蔬菜售卖柜的开发具有深

远的意义与作用。为消费者无接触式地提供种类丰富、质

量高、价格实惠的生鲜蔬菜，提高产地农产品市场竞争

力，促进了农民增收，解决了社区居民买菜难、买菜贵的

社会难题。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49X

焚香酌茗开静筵——回归慢生

活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徐若菱 20195001107

华钰佶

/2019500110

5,周唯唯

/2019500111

5,包可盈

/2019500111

陶沙 助教 1305

项目主要的研究内容是茶馆的受众群体，大众对于慢节奏

的这种生活方式有什么看法，在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

趋势下，如何使年轻人的浮躁心态得到平静，推广茶文化

在青年受众群体，提升青年人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认同，

缓解当代青年人生活压力。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50

《械韵》——基于物理交互的

文创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昭慧 20175001166

唐玥

/2017500116

7   ,张艺凡

/2017500118

3

许洋洋 讲师 1305

以物理互动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进行中国

风的文创设计。项目旨在重现中国传统文化优美流长的历

史，以及精致巧妙的机关技术。结合现今青年人之间广为

流行的文创潮流，通过这种媒介让更多的人直观地参与到

对传统文化，传统艺术，传统技术的了解中。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51
医用创新防护服装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文君 20175000789

吕小静

/2016500044

6,余敏捷

/2015500038

0,雷镕嘉

/2016500049

9

陈霞 教授 1305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医护人员成为万众的焦点，通

过对医护人员进行市场调研，发现目前行业中医用人员的

防护服只解决了基础性能，面对强大的病毒侵入，其远不

足以适应工作中保护性，尤其是在面对重大流行性疾病面

前，因此其工作防护服更应该具备严密的、方便的以及舒

适为一体式的功能特点。我们的设计应该做到不同材料之

间的无缝连接、款式结构的功能型设计以及防护面料的运

用为切入点，主要考虑高强度长时间下是否带给医护人员

舒适便捷的影响，设计出更具防护并舒适的服装，从而更

保护了自己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并且更好为人民服务。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52

特殊效果摄影与3D打印技术的

交叉共融实践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硕阳 20185001206

代祯

/2018500104

5,

何泽辰

/2018500107

6

邓宇燕 副教授 1303

本项目是为了研究出一个有别于后期影视特效技术，且能

更好完成影片内容，成本较低的摄影技术。3D打印技术与

特殊效果摄影技术的有机结合，可以很好的缓解当今影视

作品存在大量繁复后期工作的现状。做到简化影视制作流

程，缩短影片制作周期，降低影片特效经费。这项技术在

充分的实践过后，有希望成为电影市场今后的另一种选择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53
“红色美术”口述史平台建设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晋 20185001100

梁馨月

/2017500103

0,司延明

/2019500103

6

唐中磊 副教授 1301

采访红色美术家及其红色美术作品，通过采访调研的形式

讲述红色美术家的人生、思想与创作历程，挖掘红色美术

作品背后的故事。建设“红色美术”口述史微信平台，弘

扬红色美术，进一步弘扬红色文化，符合“推动创新创业

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这一主题。发挥美术的教育

功能，以美术形式传播并弘扬中国红色文化，并通过线上

平台使人们自发参与进来，增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

理念、增强民族凝聚力。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54X

针对学龄儿童思维训练的棋牌

对抗类玩具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余梓杨 20175000512

张丹丹

/2017500047

9,岳启泽

/2015500036

3

雷思梦 助教 1305

优化目前市场棋盘游戏角色形象，针对6-8岁学龄初期的儿

童思考能力的锻炼，有助于他们向学习为主的生活方式的

转变，也可增强亲子间的互动。简单的场景拼装，加上每

一步如行走，是移动或是翻棋子，又或者选择在什么地方

翻，可以锻炼孩子的思考能力。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55X
之归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田诗乐 20185000696

江艺恬

/2018500068

1,徐廉发

/2018500077

7,王毅鹏

/2018500077

6,姚梦琦

/2018500148

杨圆

琳,吴

晓东

讲师,

讲师
1305

此项目的实施目的是为了搭建一个集“休闲教育”“缓和

家庭矛盾”“提升生活幸福感”为一体的娱乐场所。此场

所可以改善现当代基础教育和心里教育体系的现状，将教

育与娱乐结合在一起，解决教育枯燥的问题，培养孩子对

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的效率。改变孩子们被迫学习的现

状，变被动为主动。同时提高孩子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增

强责任感与使命感。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56

摆摊经济的影像再现——拍立

得，永存美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秋孟 20175001213

温庭玉

/2017500120

9,杨雪

/2017500120

8,唐诗懿

/2017500121

6,史晨白

/2017500122

宋毅 讲师 1304

在“地摊热潮”的推动下，我们利用自己摄影专业的优

势，将专业技能和地摊经济结合，参与到社会活动实践中

。用拍立得记录现场。将摄影的记录特性、时效性、家庭

特性在社会实践中呈现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57X
创意服装与手作扎染服装拍摄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英姿 20175000823

高靖宇

/2017500085

5,罗晓甜

/2017500084

7,阎梦琪

/2017500077

4,赵璇

/2017500077

贾未名 副教授 1305

一个特别的服装设计体验馆＋服装主题拍摄棚，收集租赁

学生们闲置的原创设计服装和视频，同事进行服装设计与

扎染设计，用传统工艺做出与时尚融合的中国设计，让普

罗大众体验当模特的感觉。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58
“松果收纳”移动端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星燃 20175000349

赵恬

/2017500036

5

袁洁 副教授 1305

“松果收纳”项目是针对当下对生活中物品收纳有需求的

年轻人开发的一款移动端小程序，通过帮助标记生活中重

要物品的空间位置，规范物品的摆放结构实现合理收纳的

目的。目标用户通过流畅的交互体验，可以了解生活收纳

小常识，整理回忆自己的物品，还可以分享自己的收纳方

法与成果，让人人都体验到收纳的成就感与乐趣。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59X
食材定制配送一体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崔一歆 20195000594

田雨欣

/2019500057

8,杜馨蕊

/2019011523

,潘宇奇

/2019011523

张乐,

韩璐

讲师,

助教
1305

一款针对于对健康有高度要求，处于特殊时段而需要特别

营养成分的人群打造的一款专属APP。定制操作简介明了，

使用APP输入个人信息，挑选需要的定制服务，对APP提供

的定制模板进行营养调整。蔬菜、肉类等产地直销，不经

过经销商，生产与销售一体化。通过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营

养咨询、方案制定和餐饮定制服务，解决客户一系列问题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60X
播种美学种子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李东子怡 20195001035

陈珺瑶

/131802204,

陈然昕

/2019500104

5,

张雅婷

/2018500035

9,

司延明

/2019500103

周园,

陶沙

讲师,

助教
1304

本项目是在部分地区教育部开展的中小学生课外实践课程

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项目，主要是在中小学生的课外实践

课程中增添传统文化的课程，聘请艺术院校的大学生进行

课程讲解，一方面有助于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另一方面

为参与本项目的大学生提供正规的兼职工作，并且由艺术

院校的大学生进行讲解既容易让中小学生接受理解传统文

化艺术又提升青少年群体传承传统文化艺术的责任感。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61X

山海有灵——中国神话科普类

儿童自由组装盲盒玩具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金锦 20175000487 雷思梦 助教 1305

盲盒方案主题定为“山海有灵”，以科普山海经里的神兽

为主，引导孩子对于中国传统神话的关注，很多孩子对于

中国传统知识的确实，现在市面上玩具西化严重，缺少本

土特色。市面上没有明确针对小学到初中这个年龄段的女

生的盲盒设计，因此这个年龄区间的孩子买的盲盒要不然

缺少教育性，要不然形象不够美观，看上去过于廉价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62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球鞋定制

的艺术表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林伟祥 20165000947

利可盈

/2017500080

9,

魏子薇

/2016500093

2,

谢亚峰

/2016500094

8,

黄韵

/2016500094

姚艳

玲,殷

艺格

副教

授,教

学秘书

1305

2020疫情爆发，很多传统行业受到了不小冲击。可是线上

经济却得到了各种发展，给我不小触动。结合这些我希望

利用互联网新媒体通过这些平台让更多人了解。这个项目

是希望把球鞋定制这个小众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

让山区孩子能穿到，让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得以应用和发

展。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63
虚拟摄影器材租贸店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红 201750012223

徐诗雯

/2017500123

1,熊佩仪

/2017500122

4,覃菲菲

/2017500122

0,洪子媛

/2017500123

宋毅 讲师 1304

建立一个摄影器材租贸店铺的淘宝店和微店，利用互联网

推广。

店铺业务是租数码镜头和胶片相机（因为不容易用坏，损

耗低），还有一系列摄影器材（灯，灯的配件，测光表

等）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64

“互联网+‘其芳’线上影楼

APP”创新创业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梁冬玥 20175000294

袁诗棋

/2017500028

8

黄梦新 副教授 1305
在传统影楼经营模式弊端越来越明显的今天，集线上平台

和线下体验于一体的“其芳影楼”应运而生，将更多自主

设计权交由顾客，你的影集由你来定制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65

“创意版画”与民间剪纸衍生

文创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钊麟 20175000146

王新月

/2017500015

2,张善赫

/2017500015

张春

霞,史

泽楠

副教

授,讲

师

1304
该项目主要以创意版画及民间剪纸衍生文创的制作与线上

线下营销为内容，已达到对版画推广普及的目的。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66X

扎染现代创新设计多元化文创

融合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饶金波 2017500079

余倩倩

/2017500084

6,王雨含

/2017500077

刘阳 副教授 1305

改善扎染工艺产品的消费途径及消费环境，让扎染工艺产

品走入广大民众的视野。在传统扎染图案上融入时尚元

素，拓宽产品种类，使其更加吻合现代人的审美及需求。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67

儿童博物馆美育讲解导览线上

线下一体化程序——以陕西历

史博物馆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婧雅 20195001038

范培义

/2019500104

1,王俊楠

/2019500104

4,雷丫慧

/2019500104

3,刘璐薇

/2019500105

张晨,

卢昉

讲师,

副教授
1301

本项目以儿童需求为导向，主要侧重于研发一套适用于12

岁以下的儿童参观博物馆的微信小程序与公众号，包括针

对儿童的展品讲解、自制品牌IP并推送叙述展品故事的自

制动画与漫画、向客户端传递博物馆相关的儿童美育资讯

等内容。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68
传统文化之艺术微缩舞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天容 20175001087 无 于树耀 副教授 1303

将传统文化与新媒体和微缩模型的方式结合起来，引起新

的关注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69

《绘画如何与音频、影像相结

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士博 20175000889

赵凌睿

/2017500091

0,谢澳如

/2017500095

1

袁渊,

牛对苗

教学秘

书,

助教

1304

在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并驾齐驱的时代，绘画的价值是什

么？绘画的可能性有多大？绘画与其他艺术或者学科是怎

么产生联系的？绘画如何与社会产生互动关系？这些是我

作为当代绘画研究者一直思考的问题。此次项目的研究角

度是从绘画与音频、影像的关系入手，通过实践发现艺术

的新可能性。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70

“LACQUER·LACQUER”漆艺

首饰品牌建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栗千言 20185000363

程梦瑶

/122019272,

魏雪雪

/322018532,

赵前慧

/3222019980

,尚亦明

/20178051

徐立乾 讲师 ####

“LACQUER·LACQUER”漆艺首饰品牌的建立为了推广一项

古老的工艺--漆艺。优秀的古老的工艺就不应该让它在历

史中埋没。应该让它重新焕发生机，让人们重新接受它。

同时也在推动乡村文化建设。选择合适的乡村建立漆艺文

化团体，为创立的品牌进行产品输出生产，推动当地经济

社会建设，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71X

信息类插画社会服务部门的应

用实践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周葙雨 20185000166

余智炜

/2018500015

9

杨璐,

周韦

华,史

泽楠

专业教

师,讲

师

1304

当前社会中信息类插画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图像所传达的

信息相对文字来说更加直观。但当前社服务部门大多与文

化符号的连接较弱，我们将通过此项目将文化传播与所学

专业相结合，将信息类插画在社会服务部门中产生更大效

应。让人民群众能更加直观地了解社会服务部门在社会中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72X

无人区计划——无人干预野生

农作物培养实验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杨丹妮 20185000299

李贝蓓

/2018500031

4

刘训立 副教授 1305

在当代城市生活大背景下，纯粹野生的蔬果很难购买。人

们追求避免工业化肥、减少人工合成，但没有合适的平台

接触种植，我们将运用互联网平台，打造一个线上种植无

人干预的、纯种野生的种植园，并通过此平台将农作物进

行线上公益售卖。以此提高人们保护自然的意识，防止人

工过度干预造成的土壤污染，去探寻更加简单纯粹的生活

方式，体会生活的乐趣。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73X
和田玉雕刻创新研究及实践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孙梓健 20185000229

余可枫

/2018500028

3,姜昊宇

/2018500022

8,黄晨曦

/2018500026

8

高蕾,

孙鹤

来,刘

馨潞

副教

授,讲

师,讲

师

1305

1:在精神文化层面，这个项目致力于响应国家政策，以文

创多元形式发扬中国传统玉文化，与民族精神切合，创造

出蕴含中国民族精神的文创造型有利于国民更加了解本国

文化。2．文创和玉雕结合，即不失传统意义造型也更易被

广大青少年接受传播，使玉雕艺术也可以变得多原大众化

。3.在艺术层面上，这个项目可以拓宽玉雕当代方向道路

。4.在经济效益上，这个项目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做支撑，

也符合现代人需要的精神寄托，且本身意义也有了重大转

变，有极大的市场潜力。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74
沙盘定制摄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尹祥至 20185000663

胡锦潇

/2018500065

0, 曾奕俏

/2018500066

5,林弘一

/2018500066

王晓华 副教授 1305

给各类有摄影、拍摄需求的人群制作等比的沙盘，城市、

室内、户外都可以，面向人群有房地产公司的售楼处，拍

摄电影所需道具，摄影爱好者的私人定制，做毕设的学

生，各类私人定制。利用环艺的特点以及摄影的技巧，结

合极强的动手能力，满足各种人群的需要。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75X
感光雨衣可持续创新应用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心瑶 20185000890

徐依婷

/2018500088

8

孙雅楠

第一教

研室主

任/讲

师

1305

本项目意在研究服饰设计的应用与创新。解决一系列人们

在下雨时所遇到的雨衣的缺陷问题，并运用高科技与此合

二为一，让科技走入人们的生活，方便人们的日常通行。

化俗为美，让人们在脑海中认为是“俗”的东西转变为既

能满足时尚又能体现创新科技的新时尚。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76X
镇安板栗品牌创新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润泽 20185000742

彭湘斌

/2018500067

5,司竹韵

/2018500073

0,朱嘉琳

/2018500076

3,周慧林

/2018500076

9,

杨圆

琳,鲁

潇

讲师,

助教
1305

本项目旨在帮助种植镇安板栗的农民复工复产，我们想通

过设计全新的更适应更多人审美品牌概念与商品包装，来

吸引人们关注镇安板栗从而更多解决当地板栗农尽快恢复

生产，提高销量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77X

陕西传统文化在盲盒艺术衍生

品中的设计与应用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赖晓龙 20185000297

曹绍康

/2018500023

3，欧正康

/2018500022

5

杨志 副教授 1305

盲盒是现在比较流行而其消费群体多以年轻人为主，所谓

盲盒，里面通常装的是动漫、影视作品的周边，或者设计

师单独设计出来的玩偶。之所以叫盲盒，是因为盒子上没

有标注，只有打开才会知道自己抽到了什么。而我们本次

项目就是研究就是通过新事物（盲盒）作为载体来传播陕

西传统文化，它能够使陕西传统文化更具活力，与时俱

进，也是对于传统文化符号的再创造，使之更契合当下时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78X

《山海轶闻录》卡牌设计与营

销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凌馨雅 20195000690

林诗雅

/2019500069

2

张瑞云 助教 1205

我们这个项目是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究并从中了解

鬼怪人物的性格特色，绘制更加精致吸引人的鬼怪卡牌，

并且把卡牌推销出去，发扬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争取以

另一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79X

3d打印技术在首饰设计中应用

及市场前景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单佳仪 20185000226

潘婧惟

/2018500022

4,詹佳丽

/2018500025

高蕾,

刘馨

潞,孙

鹤来

副教

授,讲

师,讲

师

1305

以首饰珠宝设计为着手点，研究3d打印技术的优势及应

用，为3d技术丰富新的案例，开展切实的调研，顺应科技

发展的趋势，探索3d技术未来的广阔市场。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80X
“少年派”每日艺赏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徐巾捷 20175000446

文馨悦

/2017500044

2

袁洁 副教授 1305

 每日艺赏是一款培养青少年孩子们艺术鉴赏能力的App，

父母与孩子可以通过交互体验共同观看学习世界级大师画

作，每天潜移默化随时随地的观看不同的画作赏析，开阔

孩子们的视野，提高自身认识世界的能力。对不同风格的

艺术作品的创作有更深的理解。目标用户可以通过APP平台

上的分享界面，表达自己对相关作品的感悟与见解，在主

题社群中与他人交流互动。在提高艺术修养的同时培养了

青少年们展现自我的勇气。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81
家用消毒系统整合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婉芸 20175000477

李慧诗,张丹

丹,王琦
刘一珂 助教 1305

以整合思维为出发点，将居家及个人所需的各种消毒设备

整合在统一系统中，以产品思维打造更完善的消毒系统。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82

纤维艺术形态的重构及其艺术

资源的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楚恒 20195000910

鲁琛琨

/2019500090

2,李泽霖

/2019500090

0,吴松

/2019500086

9

张莹,

杨瑶

讲师,

教学秘

书

1305

本团队主要围绕自主原创的图案，将传统绘画与传统工艺

品的元素，经过自主创新，形成具有创新元素的图案。图

案设计主要方向有两方面，其中包括平面设计和传统绘画

的元素创新运用两方面。将具有陕西旅游文化的各种元素

经过艺术处理，生产出具有现代艺术风格各种图案；传统

经典具有丰富的色彩和完美的构图，将现代平面设计，创

新元素与其结合。将两种构思运用到服装图案的印制上。

通过线上线下平台推广，线上主要途径有淘宝店铺，微商

平台，微信公众号。线下平台包括在校园内推广，和店面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83
让陕西民俗“活”起来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袁鑫 20175000996

廖泽禛

/2017500100

3

苟爱

萍,王

睿青

副教

授,讲

师

1301
以陕西民俗文化，非遗物质发展为基础，响应国家、地方

扶贫政策，用科技创新等方法，让陕西民俗文化、非遗文

化“活”起来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84X

《“泥悦”铜川，红色助梦产

品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张材嘉 20175000890

李学文

/2017500089

3,郭锦仪

/2017500097

1,刘新

/2017500092

0

王丽

红,马

岚

副教

授,讲

师

1304

 一款响应国家精准扶贫脱贫政策，积极推动革命老区发展

、助力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各方支持与自身奋斗相结合的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类产品，主要用于铜川革命老区文化和

旅游领域以及生活中富有仪式感的各种纪念行为。设计出

具有独特纪念意义的文旅产品和生活实用产品，拉动老区

旅游经济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建立

文化自信。（如：铜川革命老区人文与自然资源文化符号

的水泥注模产品。）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85X

大学生扶贫创新青年服装设计

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李诚斌 20195000884

夏仟仟

/2019500083

3,罗新月

/2019500088

8, 李飞扬

/1930214

杨瑶,

贾未名

教学秘

书,副

教授

1305

研究如何借助通过找到的乡村贫困户帮助他们与传统手工

艺相结合，通过制造学生设计的衣服版型或者帮助学生家

长的服装厂代加工获得收入，通过代加工等已有资源渠道

获得基础收入，设计后制作成品进入市场。将服装与服饰

设计专业知识融入创业实践中，运用专业所学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86
人行道降温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子玥 20195000606

陆瑶

/2019500064

5,王楚乔

/2019500076

3,王怡超

/2019500064

毛晨悦 讲师 1305

通过对不同植物类型的搭配，在人行道口，后期可能会利

用仿生方面的知识和原理，设置一些花坛，起到一个吸收

二氧化碳，提供氧气和降温的目的。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87

国内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结合

程度情况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海之 20195001037

王琳琳

/2019500104

7,王逸蕊

/2019500106

1,赵晨宇

/2019500105

张晨,

高芳

讲师,

助教
1301

1.完成以西安市为切入点，逐步发散至全国的线上教育与

线下教育结合程度情况研究

2.自主设计新的网络教育平台，在西安市进行试点研究，

不断改进后推广至全国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88
艺术超新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荆翊鹏 20175001214

张天一

/2017500120

4,汪子一

/2017500121

邓宇燕 副教授 1303

通过我们对于本专业的运用，展线一些美术学院里优秀的

毕业作品，运用互联网以短视频的形式向大众展示作者的

创作目的、艺术理念；进而开发出作品的商业价值。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89

研究生支教团在教育扶贫中的

运行实践研究——以西安美术

学院研究生支教团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秀秀 20175001029

陈思雨

/2016500104

4,刘淑颖

/2016500045

1,邓霞霞

/2016500141

3,彭丽妹

/2016500095

贾鹏龙 讲师 1304

本项目立足于研究生支教团的政策与服务要求，结合我院

支教地的实际情况，探讨研究生支教团在教育扶贫中的运

行实践模式。此项目的研究成果对我院研支团在服务地更

好的开展支教扶贫工作有着切实的帮助，同时对其他高校

研支团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以上努力，共同探

讨新时代教育扶贫新路径。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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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X

中国高校主题文创产品实施计

划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同庆 20175000332

孙怡晨

/2017500069

6,王麟皓

/2015500143

8,

王博炀

/2017500033

0

孙鹤来 讲师 1305

近些年国内文创产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和社会大力鼓励发

展文创产业；以故宫博物院为首的多家博物馆，推出了很

多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大大增强了中国传统文

化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力。为了更好地结合当下社会需求和

文创产业的快速发展，我们以学院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

结合为基础，借助学院平台及社会资源，积极研发生产文

创产品，打造学院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大学生文

创品牌，进一步推广学院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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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X
红艺同行，薪火相传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龙宝儿 20185001103

王子昕

/2018500108

0,

黄雨欣

/2018500019

1

唐中磊 副教授 1301

该项目出于公益性质，立足于国家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战

略，为了宣扬红色革命精神、照顾乡村留守学生的精神文

化需求，采取直播讲解文物、带领留守学生前往红色革命

区与红色美术馆进行参观等方式，并将全过程制作成视频

发布于互联网，引起大众对于留守学生的关注与帮助，熏

陶大众的文化修养。对于陕西省内的红色旅游资源与经典

红色美术作品宣传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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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

小版画网络营销平台加入和推

广的系统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善赫 20175000150

孟子锋

/2017500013

8,王新月

/2017500015

2  ,张钊麟

/2017500014

6,王晨

/2017500015

张春

霞,史

泽楠

副教授

、讲师
1304

给版画家尤其是刚毕业的版画专业学生提供一个受众更为

广泛的作品推介和网络营销平台，并提供便捷的平台加入

方式，把加入者整合起来，形成独立的线上版画文化群落

。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93

千里之行，始于敦煌—便携背

包与防晒衣两用产品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林凯欣 20185000833

黄嘉裕

/2017500080

8,蔡惠敏

/2018500083

0

王丹丹 讲师 1305

将敦煌文化以服饰面料的再生艺术形式呈现，设计出便携

背包与防晒衣两用的服饰产品，创作出有文化遗产风向标

的国潮时尚产品又具美观实用性。通过款型结构进行工艺

技术上的分析、设计与组织，采用具有防晒、防雨、反光

新型户外等功能的服装材料，以新的工艺技术手段，强调

符合人体学、功能学等制版样式与工艺流程，进行科学合

理的工艺制作。产品设计独具文化代表性，是新时代文化

、科技、艺术的再传承与再创造。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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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X

“明茶暗坊”茶文化推广与销

售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贺论一 20175000362

郭嘉乐

/2017500038

1

袁洁 副教授 1305

“明茶暗坊”APP开发的首要目的是让中国传统的茶文化在

年轻群体中得到更好的推广，平台希望以更受年轻人喜爱

的手游方式去吸引年轻消费群体自主学习了解茶文化，让

传统茶文化得到很好的科普。通过有趣的交互体验使目标

用户能够轻松愉悦的解读与茶相关的知识，通过对APP中商

城的设计与搭建实现年轻群体对文创类茶产品的线上购买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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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X

长安古迹之建筑与食具的融合

及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千月 20195000757

寇田

/2019500075

8,张涪晶

/2019500069

7,迟雪郡

/2019500062

8,胡烨

/2019500007

54

王娟,

杨圆

琳,张

瑞云

副教

授,讲

师,助

教

1205

将长安范围内建筑的特色和特点融入我们的食具产品，针

对特定消费者群体，把握品牌个性，定期组织宣传营销的

活动，线上线下相结合，用立体化的宣传来使企业更好的

打开市场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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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

疫情下的思考——韧性校园的

设计改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佳琪 2.0185E+11

陆书瑾

/2018500065

5,颜张笑

/2018500065

7

李喆,

屈伸

副教

授,讲

师

1305

学校是培育人才的摇篮，学生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此

次新冠疫情爆发，无数中华学子不得不在家备考、学习。

那么我们是不是该思考下一次病毒爆发时，学校该如何自

处？因此，我们以韧性校园为切入点，树立整体观，防疫

先导；利用适宜技术、互联网、云计算等大数据，提高校

园面对突发灾难等不确定风险的响应能力，适应能力与恢

复能力。使校园能够化解和抵御外界的冲击，保持校园功

能正常运行，并通过适应来更好应对灾害风险。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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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
西安地区乡村美育普及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闵豪 20185000160

曹曦

/2019500020

5,王凤峥

/2019500018

2,张占曦

/2019500020

6,邬潇斌

/2019500019

5

俞滔,

史泽

楠,刘

英旭

讲师,

讲师,

教学秘

书

1304

首先社会主义基层艺术建设项目是以公益为核心，以美术 

、教育 、扶贫三个基本思路为方向开展的社会实践类创业

项目。其次是以农村学校为起点，通过对欠发达地区的乡

镇县中小学美术教育，环境美化，贫困帮扶等方法；以报

刊，互联网+等多方面手段取得社会影响和认可。 在取得

一些成果后，我们将逐步与当地政府或有关单位，以及周

边小型企业协商洽谈，达成共识，获取基本扶持资金用于

当地的文化艺术建设，同时对美术教育进行巩固，从而达

到美育，扶贫双管齐下的成效。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98X

“焕然衣新”定制化旧衣改造

环保计划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高雯菲 2018500844

杨瑾瑜

/2018500087

3,王雅洁

/2018500086

6,龙暾

/2018500082

2,徐如晨

/2018500083

孙思扬 副教授 1305

以环保理念为主题，并通过创建各大自媒体平台公众号来

发布开展的定制化旧衣焕新项目，并将最后的盈利捐献给

保护环境的公益。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099X

《西美心礼物——地图系列手

帕纸》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龚纯锋 20185000954

时志华

/2018500093

7,钟明慧

/2018500096

5,栗  铜

/2018500102

7,唐梓萌

/2018500097

牛对苗 助教 1304

本项目研究的内容有：如何运作，保证我们顺利进行工

作；如何产品落地，确保资金来源；如何进行销售，增加

产品的销量；如何保证产品质量，提高我们的信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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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X

“西安”主题多功能旅行手册

设计研发
创业训练项目 是 严羽姗 20185001036

王琳菲

/2018500018

7

周韦

华,杨

璐,史

泽楠

讲师,

讲师,

讲师

1304

我们制定了全方位的西安旅行计划，可供读者优化选择，

为其长安之行带来最好的体验。在装帧方面进行创新和探

索，打破书籍的固有形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多元的

市场需求，做成一本互动性强的旅行指南。本次项目申报

是作者们希望打破人们对于西安的传统刻板印象，在旅行

中探索西安的文化内涵，让读者对这所古老的城市有一个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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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X

将“新”与“旧”结合——博

物馆主题潮玩市场调研与策划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佳琪 20175001424

杨从昊

/1072420170

03707

高芳,

苟爱萍

助教,

副教授
1202

现阶段文创产品大多数局限于售价高昂的文物复制品、创

意太低端或制作太廉价的文具、日用品。所以我们寄希望

于通过联系时下的潮玩元素，生产优质、小件的潮流文创

作品以便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本项目希望以时下最火的潮玩玩具为载体与博物馆文化相

结合，将传统的文物融入“潮”文化当中，开拓以国内博

物馆IP为核心的潮流创意文化市场。同时也希望让人们感

到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的生活仍然息息相关，甚至可以更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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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服饰美学的理性之美“仁

宗盛治”时期的大宋风华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李心怡 20175000784

欧静

/2017500082

4

周婷 副教授 1305

本项目主要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结合旅游市

场弘扬中华文化发扬中国文化旅游，项目针对以“仁宗盛

治”为关键时代特征的宋朝服饰美学制作精美周边及文创

类生活用品，以对宋朝服饰进行复刻和创新设计，目的是

以文化旅游内容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让寻求

文化享受成为旅游者的一种风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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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艺术类学生闲置作品联盟

推广与营销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新月 20185000255

肖雨馨

/2018500025

6,陈依琳

/2018500025

4,李欣

/2018500025

7,朱志慧

/2018500026

杨志 副教授 1305

每当结束一次课程，结课作业的安置、处理问题时常困扰

着我们，我们需要一个针对这一现象的平台来解决这一现

象。解决作品搁置浪费的现象，使闲置作品实现价值最大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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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数字美术馆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紫馨 20175001005

赵如阳

/3150812022

,汪泽

/2017500075

7

王陆健 讲师 1305

数字美术馆APP依靠移动终端向用户展现艺术品，向观众推

送高清艺术品的3D立体画面。但如何让观看变得更加有趣

有效有亮点，这需要依靠移动终端的特点。人们对艺术的

感知还存在于单一维度中，而纵向横向多维度的感知尚未

深度开发，美术馆App的出现却为人们提供了随时随地在线

观看的新渠道，也使屏与人实现了更好的互动。受众可以

自主选择所需要的内容。这种选择脱离了单项被动接受的

传统美术馆的参观方式，也让整个观看过程更具交互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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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数字影像的艺

术表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艺丛 20175001190

刘雨晨

/2016500068

9,畅鹤蕊

/2016500068

9,张田 

20165000709

董璐

茜,杨

晨

讲师 1305

片中以“中国年”为主题，表现出过年在中国人心中的不

同意义，将过年时现代人生活状态的变化为线索，制作出

每个人心中独特的年味。串接了中国当代人心中中许许多

多与年相关的故事与场景。将中国传统元素贯穿始终，通

过对传统过年习俗的演变，以全新数字影像的形式呈现在

大众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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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巷》大学生二手物品交

易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许思荣 20175000389

潘玉怡

/2017500038

3

袁洁 副教授 1305

《东西巷》是一款专注大学生二手物品自由交换，实时提

醒交换进程的物品流通类APP。针对大学生二手物品交换没

有相对便捷的渠道，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将交换这一概念

变的具体形象，使学生们能够将闲置的物品再次进行流

通，提高物品的使用价值，节约了社会资源成本，从根本

上解决了传统的校园二手信息发布交流的痛点，有价值资

源得到了有效的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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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人功能性服装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灵雅 20175000817

利可盈

/2017500080

9,马艺之

/2017500085

0

吴亮 讲师 1305

随着现代市容市貌越来越繁华，对环卫工人的需求也越来

越多。由环卫工人的工作性质决定其工作环境通常在户

外，需要早出晚归并且运动量偏大，因此其工作服应该具

备户外运动服装的功能特点。因此设计应该以款式结构的

功能性设计以及功能性面料的运用为切入点，主要应考虑

温度天气变化对工作的影响，和在大街小巷穿梭的交通安

全隐患，设计出更符合其职业特性的服装，从而提高环卫

工人工作时的穿着舒适性和安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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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色环保理念的创新驱蚊

材料时装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巧莹 20185000851

顾航

/2018500085

8,伍丽华

/2018500085

吴亮 讲师 1305

该项目贯彻“环境保护、绿色设计”宗旨，意在体现了人

类的责任心及回归自我的一种心态。项目有两大研究亮点

1. 最大程度确保驱蚊面料的安全性及环保性；2.多功能

型的驱蚊面料服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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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学》考学信息查询与报名

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洋 20175000348

陈泊州

/2017500034

2

马岚,

叶仲楠

讲师,

讲师
1305

一个将考试信息快捷、准确、统一化，节约时间减轻用户

压力与负担。将院校信息按照地域、专业、批次等进行分

类，为各类考生提供优质全面深入的院校专业报考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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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美术学院学生作品线上交

易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弋洋 20195000192

史宇昕

/2019500018

9,何冠希

/2019500019

4

俞滔,

史泽楠

讲师、

讲师
1304

该项目是一个综合了app、微信公众号、微博、网页等多项

现代化网络技术的综合线上交易平台，旨在为西安美术学

院的历届学生提供一个专业化的艺术品线上交易市场，让

每位同学的优秀作品能够进入公众的视野。同时将部分收

入用于公益事业，以求更好的回馈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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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编笼技艺传承与创新——

文创产品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李贝蓓 20185000314

杨丹妮

/2018500029

9

刘训立 副教授 1305

当代城市生活社会下，农村的编笼技艺和这些老一辈的手

艺人已经被年轻一代逐渐遗忘，我们要通过互联网媒体传

播，让年轻人关注编笼技术，在传统的实用性编笼造型基

础上进行创新，打造一款文创产品，保留传统技艺，带动

农村手艺人精准扶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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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农村留守老人：西药品包

装色彩与替代文字用药说明的

符号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郭雪菲 20195000630

白乐晨

/2019500075

6,席珮钊

/2019500074

9,赵诺亚

/2019311210

326,陆语萱

/2019311220

214

张瑞云 助教 1205

改善药品包装文字、排版布局，通过图示化、符号化的方

式，使农村留守老人群体更好地读懂药品说明。通过设计

包装的颜色、图案，应用色彩的创意组合和色彩对人的心

理影响理论，降低老人对服药的心理压力，实现对病患人

群的良性心理引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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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池（search）——专业摄影

资料搜索交流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施阳 20185001214

杨楚怡

/2018500121

0,苗美环

/2018500121

6,郑琛

/2018500118

5,陈曦

/2018500123

沈孝怡 助教 1304

在手机软件不断开发及创新上，

我们研究出关于摄影专业需要的app。他的功能最出众的是

可以快捷查询到需要的摄影师信息，给予了极大的便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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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皮影“我们存在”可口可

乐文创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姚文明 20165000862

郭星汝

/1829200279

5,

杨月

/122019223

高杨 讲师 1305

以陕西皮影为选题，对我国传统非遗文化的“在乎”气质

进行了深刻理解。尤其是在采访非物质文化遗产陕西皮影

代表传承人汪海燕老师后，老师对于的皮影的见解、在

乎，让我们深受启发，给予我们创作方向。在我们在作品

中融入可口可乐的瓶身形象，结合皮影中的人物外形和皮

影图案特点，创作出三幅场景插画：可口可乐“存在”在

每个人的脑海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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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艺心、抗击疫情”主体

性版画系列创作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许轩霖 20175000117

李泉玉

/2017500014

9,王启诚

/2017002602

14,赵子萱

/2017500017

1,康宇杰

/2017500016

俞滔,

周韦华

讲师,

讲师
1304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每个人的工

作和生活。面对疫情的蔓延，全国人民投身于抗击新冠肺

炎的特殊战斗中。涌现出可歌可泣的事迹。作为一名高校

的美术生我们应该以最快的速度，积极投入创作，承担起

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精神激励作用。艺术家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践行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

传、为时代明德的责任和使命。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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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Virus杀死病毒小游戏

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彭豫欣 20175000435

古洪琛,张艺

凡

/2017500118

3

马岚,

叶仲

楠,王

山

讲师,

讲师,

副教授

1305

2020年疫情当头，以奋战在疫情一线的的工作人员与病毒

为主题背景人物角色从而制作一款小游戏。游戏类型1:闯

关打怪系【类似于冒险岛】小游戏，人物为医护人员进行

与新冠病毒的搏斗从而过关的游戏，其中可以通过带口罩

与消毒酒精之类的辅佐道具填入游戏道具从而生动游戏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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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艺可口可乐文创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葛璇 20185000417

柏香怡

/122018205,

武斌

/122019207,

江楠

/122019224

高杨,

姜亦

文,张

乐

讲师 1305

以西安剪纸为选题，对中国文化中的“在乎”气质进行了

深情诠释。特别是在采访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安剪纸代表传

承人雷俊老师后看见他对剪纸的在乎对传统文化的在乎。

我们将作品中融入了雷饰绣样等剪纸元素，创作三类产

品：对可口可乐瓶标的再设计彰显出对文化的“在乎”，

易拉罐拉花环保袋的设计表现了产品对环保的“在乎”，

便携饮料背带的设计凸显了企业对客户的“在乎”。将在

乎理念贯穿作品的始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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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艺新呈现——以草木

染为研究案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致远 20175000856

韩茜

/2017500083

8,余琼颖

/2017500081

1,沈悦扬

/2017500078

6

王田薇 副教授 1305

在中国，传统的植物染色工艺传承了千年后，被近代才开

始飞速发展的化学合成染色所替代，使得古典染色法几近

消亡。但近年来，在人类目睹了工业化所带来的对环境的

破坏以后，人们开始追求更环保和更优质的传统印染制品

——草木染。借助此类思潮，结合已经完成的前期学习、

调查与实践我们着力于中国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文化的复

兴与推广与时代的呈现，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欢上中

国传统手工艺和文化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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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风陶印”工艺传承与创新

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许瑶 20185000235

殷晗

/2018500027

7,林钰涵

/2018500022

刘训立 副教授 1305

本项目将中国传统篆刻艺术与陶瓷艺术相结合，弘扬传统

文化精神，发展文化市场。陶印即“陶瓷印章”，取材有

别于传统石印，通过陶瓷这一材料媒介，结合书法、刻印

、雕塑等领域，为传统篆印增添新的可能性与生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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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子社团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嘉江 20175001074

尹浩楠

/2017500108

6,

平梦月

/2017500108

于树耀 副教授 1303

高校社团正在日益丰富的校园生活中如火如荼地发展，团

子APP是一款服务于高校社团的APP，社团在APP上认证注

册，社员下载后加入所在社团。让全国高校社团有一个交

流互动的平台，让大家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或学习优秀的

社团管理运营经验。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122X
风承美育基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冯建可 20195000639

程攀

/2019500009

9,李睿

/1070119034

032,赵靖宇

/4190613180

5,赵耀

/2019500064

张瑞云 助教 1209
在靖边县建立一个有关联考集训前的基础训练为目标的机

构，以提高靖边县以美术联考进行考学的学生的升学率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124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创产

品中的利用与发展——以凤翔

泥塑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金源 20185000008

元帅

/2018500004

0,姚文明

/2016500086

2,刘若曈

/2018500003

1,王芊芊

/2018500004

于季

芳,袁

海钊

讲师,

无
1304

以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的彩绘泥塑为主要创作来源，项目

研究内容顺承西美艺创空间及国内文创商店的少量文创产

品，设计更多更好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更接地气的个性

化定制文创产品。针对凤翔泥塑自身传递的设计语言和地

域特色，从不同角度出发，力图设计新颖好用、角度独特

、受大众喜爱的文创产品，以此来更好的传承保护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125
公共卫生间整合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思淼 20175000502

李红

/2017500050

7

刘一珂 助教 1305

该项目对公共卫生间进行整合设计，完善了如厕流程，增

加了如厕时间监测系统，门锁上使用感应器实时监测，在

小程序上可以查看使用情况及时长，提高了如厕效率减少

了排队时长。优化了母婴室、无障碍室，新增了沐浴间和

更衣室方便使之更加贴心、便捷。与此同时也提高了用户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126

关于富平老城区“斩城”的文

创产品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逸欣 20175000306

张冰倩

/2017500030

1

黄梦新 副教授 1305

斩城是富平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具有独特的地方文

化价值。本项目是以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形式对当地文化

特色进行开发利用，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经济效

益，响应政府创新创业实践与乡村振兴战略。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127
智能药盒及APP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慧诗 20175000475

张丹丹

/2017500047

9,李婉芸

/2017500047

7

刘一珂 助教 1305

产品在通过手机APP定好提醒服药时间后，会通过两种提醒

模式来提醒使用者按时吃药；一种是定时推送信息提醒功

能，还有一种是语音提醒功能，双重保障督促患者按时吃

药。在设定好的时间后，药品会通过药盒里事先放好的一

周的服药量，一格放的是一次的药量一共由21格，顺时掉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128

三分颜色开染坊——扎染工艺

创意体验与产品设计坊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涵 20185000902

张宝妮

/2018500090

1,侯婷婷

/2018500089

7

石历丽 教授 1305

本项目通过线下实地工作坊、互联网线上微信、抖音、腾

讯课堂、钉钉等社交平台教授顾客传统扎染工艺，再对顾

客扎染工艺体验后的初次扎染产品进行创意与创新的扎染

文创产品的二次设计，可通过邮寄等方式送至项目组。也

可直接用旧衣物进行扎染创新，提倡绿色可持续的消费观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129
Vibe学习交友类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一鑫 20175000378

潘洁

/2017500045

5,陈啸

/2017500045

9

马岚,

王丽

红,魏

兴

讲师,

副教

授,讲

师

1305

 一款致力于18——30岁高中学历及以上的青年跨领域合

作发展，互助进步的线上APP。现代大学生在校内，更多的

是了解本校院周围，类似专业的同学，较难结识其他高校

其他专业领域的同学的机会。因此在应对一些需要各专业

共同合作的项目是无法开展。Vibe的开发与应用能很好的

解决学生之间学习和生活上的交流问题，帮助培养复合型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130

霍去病墓三维数字化还原及交

互动态展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少春 20175001165

陈昊

/2016500071

6,郭锟

/2016500071

7,

胡泽霖

/2016500070

李京燕 讲师 1305

本项目以霍去病墓为研究主体，借用三维及VR技术对现存

墓葬遗址进行数字化还原，通过交互多媒体方式动态展示

墓主的生平事迹及文物遗迹，并对其进行文创产品的设计

开发。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131
寸土寸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梦婷 20175001142

赵洲

/2016500003

7,韦洛

/2016500004

3,于启涛

/2016500003

1,张一彬

/2016500005

1

邓强 教授 1303
以南海驻礁战士为蓝本，进行动画短片制作，

弘扬正能量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133X
青艺游 青年艺术旅行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曾荻皓 20175000393

袁野

/2017500045

2

马岚,

叶仲楠

讲师,

讲师
1305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增

加，艺术旅行作为一种新颖的旅行活动出现在生活中。市

面上的艺术出行大多争对二十岁向上的成年人，儿童的艺

术旅行很少，因此青艺游app孕育而生。⻘艺游是⼀款有

安全保障的实时交互旅行出游软件，每天实时上报孩童出

⾏信息，从吃到住实时上报，解决孩⼦放假时没时间照顾

孩⼦的烦恼，让孩⼦有安全保障的艺术出⾏。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134
真实厨房游戏app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雨心 20175000474

李红

/2017500050
刘一珂 助教 1305

这款厨房游戏APP对于注册用户的服务性质在于，主导闲暇

时光的娱乐项目，区别于普通游戏的单纯虚拟性娱乐体验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135
西美大学生助农扶贫产业实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艾文渊 20175000166

王迪健

/2017500017

8

俞滔,

史泽楠

讲师,

讲师
1304

《西美大学生助农扶贫产业实践》项目由西安美术学院在

校大学生组成团队合作进行，其目的是拓展美术院校大学

生就业及创业方向，带动地方水果产业发展。设计出满足

消费群体的创意产品包装，促进滞销产品的线上销售，使

果农能有效使用网络线上环境来处理滞销水果。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136

阿宫腔以定格动画形式推广的

创新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冰倩 20175000301

陈逸欣

/2017500030

6,钱彬

/2017500028

9

黄梦新 副教授 1305

富平阿宫腔作为北路秦腔的一支，在秦腔文化构成中具有

无可替代的标本意义。本项目旨在推广阿宫腔这一文化遗

产，让其进入大众视野，改善其濒临失传的局面，为其注

入新鲜血液，以此拉动富平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乡

村振兴，满足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137X

“我的城市”--以导电油墨技

术应用为基础的搭建类玩具设

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琦 20175000477

黄倩涵

/2017500046

9,李婉芸

雷思梦 助教 1305

城市系统建设是利用导电油墨的技术与城市街道的电路相

匹配，让孩子通过画城市线路图，学习与了解城市交通道

路，提升孩子的认知能力并提升动手能力。玩具包含两部

分

1.地图，导电油墨的笔与地图上的导电装置构成整个城市

的发光发声的状态

2.折纸建筑，每个城市的独有的建筑，体现不同城市文

√

2020 10729 西安美术学院
S202010729

144

坚守工匠精神—陕西民间艺术

剪纸和木版年画元素提炼文创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可心 20185000181

刘莎杉

/2018500018

0,张沁雪

/2018500103

2

刘益

春,史

泽楠

副教

授,讲

师

1304

通过自己擅长的版画这种形式提炼成类似于手机壳 印章之

类的文创产品，宣传陕西剪纸和木版年画，助力政府“精

准扶贫”政策实施。在创作的过程中还可以关心社会、关

心生活，走进群众，让大家知道版画到底是什么。如果将

地域文化和我们的专业相结合，那是既宣传了陕西的年画 

剪纸又宣传了版画还能扶贫脱贫，一举三得。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01X
济创帮扶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毛羽健 1831010061

张哲

/1831010044

,

吴小晶

/1831060158

,

曹鑫

李莉 副教授 0203

济创帮扶项目致力于在因特尔环境下，针对全国8052余万

全国残障人口中难以创造自身价值的弱势人群进行潜能开

发、共同生产与创造、社会融合等方面的慈善服务、培训

和研究。项目以“全心全意帮扶，提升残友能力，促进社

会融合”为宗旨，通过设立协作工坊，培训与开发院等项

目来赋予弱势群体工作的能力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帮助残

障人士获取工作，接触并适应社会，融入社会。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02

推动我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机衔接政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逸凡 1831060133

任敬言

/1831060116

,

赵佳怡

/1831060066

,

杨军 副教授 0301

本项目立足于我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政策举

措，从我省相关措施以及发展的实际特点出发，通过研究

比较其他各省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方面的措施

和实际效果，突出我省发展特点，取长补短，从而为完善

我省脱贫攻坚工作任务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03X

面向老年人的医疗与急救医社

协同APP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李嘉琪 1931011235

赵心迪

/1931011224

,尚小娇

/1931011231

,郑琳梦

/1931011226

谢爱辉 副教授 0203

本项目主要针对老年人医疗急救问题，自主设计了一款面

向老年人的医疗与急救医社协同的APP。老年人在遭遇突发

状况时可以通过此APP向就近医疗机构发出求救，APP中也

提供买药送药上门服务、推送健康科普资讯、监测老年人

身体健康状况并反馈等，同时与社区和附近医疗机构建立

系统的合作关系，达成良好的使用效果。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04X
扶风苹果帮帮手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张蕊华 1831050383

夏睿琦

/1831050387

,阮相歌

/1831050398

,李松

/1705990832

,李依帆

/1831050373

杜延庆 副教授 1208

项目以“有机看得见”为切入点，抓住消费者对苹果的要

求，以互联网为平台，连结农户与消费者，深入市场，打

造扶风苹果品牌化。

以小程序为主要载体，公众号等推广为辅。实时播报，同

步种植进程，过程完全透明化，给用户最真实的种植体验

。推出桌宠功能，无需进入APP便可随时随地亲近植株，足

不出户享受生态农产品，做农场主、圆梦田园。提供客户

对领养果树进行实地考察，带动当地乡村旅游发展。满足

客户需求的同时，积极响应政府红色政策，以新颖途径解

决优质苹果低销量问题，提高农民收入，为助农脱贫贡献

力量。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05
一厢秦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荣家明 1831040052

史佳珍

/1831040312

,

冯相龙

/1702100126

,

冯悦

/1831040309

,

陈树广 

   杜

来红

副教授 

 讲师
1201

“一厢秦乐”是以app为载体，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戏曲文化

类项目。将音频视频模块，论坛模块和电商模块进行不同

规划，并与多种现代风格结合，从“视，听，说，做”方

面呈现拥有多角度秦腔魅力的、又能服务秦腔爱好者及广

大用户的平台。让用户能透过多元化视频和造型迥异的周

边感受秦腔戏曲的魅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

秦腔发展方向提供数据支持。让秦腔在时代进步的同时也

能得到适应性的发展，有效缓解秦腔传承问题。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06

城市地摊经济发展质量与提升

路径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章炎 1931040583

张爱雯

/1931040602

，赵晶晶

/1931040608

，连尉伊

/1931040589

，费姗姗

/1931040689

宁泽逵 教授 0201

本项目从地摊经济市场调研的质量评价事实出发，作出正

确合理的市场评估，分析地摊经济发展与城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协同性。聚焦城市地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对

策，探究如何更好地实现保障民生、促进就业，拉动经

济，提高低收入者经济水平的政策目标。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07

有关性教育平台的创建与可行

性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莉 1831060119

王园

/1831060117

,

李懿凡

/1831060120

,

徐颖 讲师 0301

有关性教育平台的创建与可行性分析项目，关注时事热

点，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对性教育知识归纳分类，开发个

性化服务，向公众普及相关法律知识，提供相关法律咨询

。从而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有效防范性侵害、性骚

扰事件，维护社会长治久安。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08

苍莽星火——四川凉山彝族特

色文化扶贫网站设计与可行性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雨辰 1931060049

张文静

/1931060045

, 杜淼

/1931073522

刘柳 助教 0301

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彝族众

多优秀的文化瑰宝逐渐消亡，原有的文化特色正在失落。

基于此现状，此项目立足于社会实践，利用互联网+的新平

台和社会及市场资源，把内容建设放在首位，深入挖掘能

够代表彝族文化的特色元素，打造文化品牌，贴近受众，

建立双向的、互动式的文化交流平台，并通过此种新型经

济发展模式帮助当地彝族人民脱贫致富。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09

互联网+ “地摊通”

一站式服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党凯瑞 1831080025

荣家明

/1831040052

,

王书静

/1831010368

,

王茜婷

殷红霞    教授 0201

本项目旨在搭建“地摊通”一站式服务小程序，依托“互

联网＋”技术，针对地摊经济存在的现有问题，为城市管

理部门以及摊主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法，释放地摊红利，科

学有序地扶持地摊经济、 加快商品流转速度、提高消费者

的购买欲、扩大终端销售渠道、解决就业困难等问题。建

立亲清政商关系，保护消费者权益。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10X
“智慧地摊”摊位管理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沈嘉麟 1931011327

郇萧菲

/1931011358

,

钟可欣

/1931011419

,

张宇星

/1931031628

,

孙研 副教授 0201

随着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闭幕时答记者问中的提及，地

摊经济又一次走进大众视野。“地摊经济”看似“小本买

卖”，实则是“放水养鱼”的“民生经济”。它有解决就

业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优势。但是与此同时，地摊经济存在

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影响市容等诸多问题，与现代城市

管理存在矛盾冲突。本项目的“智慧地摊”摊位管理系

统，解决上述摆地摊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协助相关部门进

行城市管理，努力让地摊更好的适应城市环境，满足人们

多元化的需求，推动地摊经济可持续发展。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11X

电商扶贫项目--紫阳富硒茶叶

KOL数字化运营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尹雅婷 1831050116

殷鹤梅

18751535075

谢欣霓 

18009157332 

许若凡  

18756907223 

   巢骏

1931053617

邢苗条 教授 0201

本项目以电商扶贫为宗旨，通过与紫阳茶叶企业经理人签

署合作意向，把“紫阳富硒茶叶”农产品作为KOL网络直播

以及数字化运营对象，按照公司运营模式对紫阳茶叶进行

网络KOL营销策划、营销实践、数字化运营、品牌打造、文

案宣传策划，结合python爬虫代码广泛收集大量茶叶销售

数据，打造紫阳富硒茶叶的独家网络“爆款”，实现电商

精准帮扶紫阳富硒茶叶销售推广的目的。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12X
“丝路明珠”特色产品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阿丽努尔·图尔荪 1701980308

阿米乃姆·艾

力亚孜

/1701980208 

     依再提

古丽·艾散江

/1706040505 

            

张倩倩

/1706040505 

            

谭飞

/1702320123

王宗鱼 副教授 0201

为了更好的发展并推广新疆特色产品，我们打算利用淘

宝，京东和自己的平台以优质品，最低价介绍推广产品。

我们这选择不仅要帮助贫困农民，也能够更快的的方式销

售自己的产品。想要有更好的销售量的话，首先要了解研

究自产品不要停留在表面，要更深一层地去研究产品。可

以从天然环保营养文化等独特性方面去着手从而挖掘出更

多的附加价值，其次要研究市场对此类产品的真正需求，

同时也要研究其他同类产品的市场态势。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这项目才刚刚开始做起，所以大多

数人并不知道，当然对它的产品也就知之甚少。根据这一

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实施网络营销方案的最根本的目的就

是要把企业宣传出去！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在短期内在淘

宝，京东等网上开一家店铺并迅速投以使用，用2个星期的

时间将网站的访问量提高到一定的水平。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13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社区智慧防

疫APP的分析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聪 1702120111

高娟鸽

/1702120126

,

封欣悦

/1702120129

,

陈康

/1702120135

张茜 讲师 1201

疫情后，提高社区的防疫安全成为关键问题。本项目提出

基于区块链的社区智慧防疫APP，利用区块链技术的数据防

篡改、信息加密、授权交互及追踪溯源的特性，为社区提

供智能防疫解决方案，打造人员档案可保真、巡更保洁可

管理、出入通行可追溯的安全防线。以满足社区防疫安保

需求，发挥区块链在动态防疫、科学防疫、精准防疫方面

的高能、高效优势，为后疫情时代的社区防疫常态化提供

安社区全防疫的技术支持。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14
扶贫助销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屈毓鹏 1831020295

王怡婷

/1831020273

，

陈莉雯

/1831020316

,

刘婉蓉

/1831020269

,

姜子童

段淑芳 副教授 0712

为解决贫困地区特色产品存在的产品质量好，销售渠道窄

的问题，本项目为农户及手工艺品制作者提供易操作、安

全可靠的平台,旨在于提供一个线上买卖方销售对接平台，

帮助销售方走出地域局限，拓宽销售路径，同时消费者提

供农产品的信息展示与咨询、联系等一系列服务。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15X
红蕴文创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孟浩杰 1931011290

刘挺宇

/1931011284 

         张

励晖

/1931011291 

    高硕

/1931011288 

      张文康

陈少炜 讲师 0203

红蕴文创平台通过对陕西域内红色革命文化文创类产品开

发，以线下红色文化体验店与线上平台有机结合的方式进

行平台运营。该平台运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打造红色革命

文化IP，推动文创事业的发展以及通过产品自带的文化属

性对客户群体的价值观具有正向引导作用。同时也提高群

众对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认同感，推动革命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以此使爱国主义的种子扎根在群众心中。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16X
北遇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诗语 1831010468

吴培松

/1931011149

,

翟绪云

/1831010485

,

房鑫

/1831050385

 杨馥 副教授 1208

北遇项目是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针对市场上有关

大学生旅游APP的空缺而形成的。本项目通过建立微信公众

号，开发APP等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便捷服务。独

特的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旅行多元组队方式，与志趣相投

的小伙伴安全出游；旅行线路高度自由化与个性化，可自

由选择已有的全线服务，也可自由定制旅行方案，通过参

与义工、志愿者、兼职等方式为旅程增添色彩，该项目能

够极大弥补市场上关于大学生旅游方面的空缺。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17

“物达助农之家”——乡村“

扶贫造血，农户自救”帮扶机

构运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吴丹 1931040651

贺甜甜

/1931040683

 王芳

/1931031863

苏钰凡

/1931040797

贾县民 教授 1206

本项目基于脱贫攻坚的重点产业扶贫，结合“互联网+”构

建长效的的扶贫机制。以陕西省为例，在各县区乡镇设立

物达助农之家，以各地特色农业为基础，引入集体股份

制，研究创新扶贫机构运营模式，形成区域独特模型。打

造两线运营方式，培育扶贫新生态，激发致富积极性，实

现农业创收；培育特色农业品牌，吸引农民青年就近就

业，与当地政府企业联合为当地农民打造特色农产品“电

商品牌”下的流通渠道，做好农产品上行“最初一公里

”，实现“扶贫造血，农户自救”。助力精准扶贫，促进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18

“安居适”——乡村既有农宅

绿色宜居功能品质提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金子心 1702500224

谭文萱

/1831040243

,

杜欣然

/1831040234

,陈霖

/1831040221

,

徐如玉

周旭 副教授 1201

本项目从乡村既有农宅改造的角度出发，试图将现代化先

进的绿色建筑技术、BIM技术与农宅建筑功能和形式进行结

合，针对目前乡村既有农宅在空间布局、舒适性能、结构

安全、生态环保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应用绿色节

能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对乡村既有农宅进行功能

和品质的提升改造，营造绿色宜居环境，从而帮助政府更

好推进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的战略目的，促进我国乡村

绿色可持续发展。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19X
飞兔侠-社区全能服务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强友伯 1831030139

邱济沧

/1831030105

， 张妮妮

/1831030486

,  原玉珠

/1831020472

，   赵强

/1831020511

王勇 副教授 1202

“飞兔侠”社区全能服务系统是基于LBS（基于位置服务）

、5G移动网络，整合社区超市、生鲜连锁、打印店、干洗

店、跑腿服务等。以移动客户端和公众号小程序作为用户

接口,以公众订阅平台作为社区管理者接口的便捷全能服务

型系统。以方便社区居民生活为目的。无接触安全为主要

内容。移动客户端为社区居民提供全能服务,社区工作人员

则是以网站、移动端、订阅平台为用户端,解决社区人“不

方便”“懒得干”的问题，同时为社区内无就业者提供社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20

“黍园”——旅游、扶贫、产

业链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蔡珍真 1701980310

樊雪怡/ 

1701980627

，杜汶娟

/1701980309 

,向天浩

/1831010527

，侯雨辰

/1601980311

，樊祖豪

/1931011143

，白双阳

/1931011135

，吕智昭

/1931011132

,米欣睿

/1931011137

王银珠、姜东升讲师  

讲师
0201

“黍园”项目是一个以“创新，服务”为理念，“诚信”

为基础，一个集扶贫与带动地区发展于一身的特色旅游创

新项目，连结现如今城市与农村，满足双方所需，实现共

赢。项目的目标是充分发挥当地独有优势，尽展特色，既

不落入现如今大部分旅游热门地区的俗套，又满足周边城

市家庭旅游需要、教育需要。以“城市带动农村”、“先

富带动后富”的理念，让条件较好的城市家庭在享受乡村

特色的同时农村贫困人口可以尽快走上脱贫道路。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21

基于新媒体平台的农产品众筹

购销模探索—以周至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高彤彤 1831030562

马郡

/1831030558

,

曾菲

/1831030124

,

徐丹茹

/1831030109

,

王郁蓉 副教授 1202

本项目主要探索新媒体平台下农产品众筹购销模式的可行

性。

以“让每个家庭拥有自己的果树”为宗旨，以现代电子商

务平台和物流平台为工具，通过众筹等模式，为果农锁定

市场需求，引导果农根据前期认购和预售订单进行精准化

种植，从而减少传统农业生产中的销售渠道、仓储、物流

等影响，减少中间环节，大幅降低成本和风险。将逐步建

成一个为用户提供线上认购互动交流、线下休闲种植采摘

一站式服务的云平台。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22X
“翩翩”智能健康管理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匡子璇 1931011426

 强思雨

1931011339

李宁月

1931011321

李瑞 副教授 0201

 本项目应用“互联网+健康减肥”模式，秉持“健康身

材，健康人生”的理念，针对社会上逐渐庞大的肥胖群

体，为解决社会上肥胖人士的困扰，特意推出一款全新健

康减肥App“翩翩”，同时结合线下机构，为客户提供个性

化一站式智能健康减肥方案，致力于成为中国减肥塑身人

群的首选健康消费平台，让每一位用户达到减肥塑身，实

现健康人生的目的。我们特别推出医疗服务，健康食疗，

健身训练，习惯养成四大服务，同时根据每个人的肥胖原

因，身体体质等提供四大健康服务，对每个肥胖人士制定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23X
麟泽残扶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冯宇萱 1931011286

林蕊

/1931011316

尹芳娟

/1931080332

陈少炜 讲师 0203

麟泽残扶平台将贫困地区特色产品和当前残疾人相结合，

打造特色电商平台。使残疾人就业更好地与时代相适应、

特色产品销售与大数据网络相结合。推动贫困地区经济文

化同步发展，加快贫困地区脱贫步伐，在新时代，做人民

满意、人民放心的特色电商平台。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24X
“村行者”APP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张倩 1831020029

董杨

/1831020051

, 

 

杨锦晖

/1831020047

郝原 副教授 0201

“村行者”APP是以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提出的一

款软件，其主要面向对象为爱好旅游的群体。主要内容包

括为用户推荐适合旅行度假的乡村，并为其规划最佳路

线，让其享受轻松休闲的旅行，为商户提供特色产品的销

售渠道，帮助乡村的旅游业发展，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村行者”APP旨在通过为游客和乡村搭建桥梁的方式，为用

户提供便捷的同时帮助乡村发展经济，达到振兴乡村的目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25X
茗漫天竺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党龙发 1831070202

庞波潮

/1831070370

，    郑玉航

/1831070176

，    栢玉龙

/1831070103

韩卫娟 讲师

山阳县天竺山由于地势位置优越，其茶园的绿茶品质极

优，可以养肝清目，抗治癌症，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茗漫

天竺团队将会依托各自的专业优势，利用学校带来的便

利，帮助天柱园茶厂进行推广。团队计划在线上可以通过

寻找微博，抖音和茶有关的粉丝数量较多的大V，同时运用

互联网；而线下，团队将会接触学校，公司，酒店等负责

人，主要通过推销，展销会等方式。线上线下结合，共同

推广天竺源茶叶，从而帮助天竺山地区人民脱贫致富。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26
“定制时光”旅游互助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向陈意琪

向陈意琪     

/1522927137

5张秋阳      

 

/1327942958

5闫锦甜

/1510355417

9

罗清君 副教授 0712

中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出行时感受到了在线预订所带来

的便捷,游客出行对手机APP依赖程度逐渐增强。目前市场

信息量巨大的现象，用户群体更需要能够包含出行各个方

面的整体信息，以及各项贴心的服务，来使自己的出行变

得更方便更有趣味。定制时光旅游互助平台为用户打造了

一个方便、安全、体验度高、有创意的旅游平台。定制时

光是提供旅游、社交娱乐、购物、优惠政策、服务一体化

等一站式的旅游服务。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27
“千里目”生态智慧果园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任雨 1931011570

刘远航

/1931011578

,程前锦

/1931011585

刘志 副教授 0201

该项目为借助互联网的远程可视化技术，在贫困家庭的果

园里进行实时监控，将购物者的视野传到千里之外，实时

观看水果蔬菜的种植到成熟过程，使城市人可以选购到放

心的食品，农户也能不再为农产品的销售发愁，从而在实

现扶贫目标的同时，也能推进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28X

“互联网+文创”助力乡村传

统产业复兴——以蓝田县玉石

产业为例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杨海怡 1831010283

杨海怡

/1831010283

王子昂

/1831010305

邓茹丹

/1931011151

周晶 讲师 0203

此次实践中对于蓝田玉石产业的探索，宏观来讲即是基于

互联网+背景下，将“网红经济”与“乡村经济发展”相结

合、将产品与“文化内核”相结合，对类似地区产业均具

有借鉴意义。我们重点关注如何基于传统的东西进行创新

化加工后与现代化潮流相结合，同时将产品的需求目标精

准定位，重新开创蓝田玉石产业发展，得以达到推陈出新

的效果。并为类似瓶颈产业开拓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型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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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慧旅游理念下的应用平

台——玩转西安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昊 1831040006

赵龙   

/1831040036 

   刘双辉

/1931040757 

    宫昊东

/1831040088

任静 讲师

平台旨针对当代游客的消费水平和实际需求，致力于打造

一个完整的服务平台。让游客的旅游过程更顺畅，提升旅

游的舒适度和满意度，为游客带来更好的旅游安全保障和

旅游品质保障。本项目针对用户需求，为个人和小群体的

短期出游提供完备的旅行计划，包括旅游路线、服务商家

、互动游戏等;为班级聚会等大型群体活动提供详细的活动

规划和场地租赁等服务。用户既可选择官方提供的旅行规

划，也可以自行设计旅行计划，由平台审核和提供配套的

服务。并融合线上组团的方式,寻找需求相同的队友，达到

扩大交友范围的目的。本项目将提升游客在食、住、行、

娱等体验，旅行者在旅游前、旅游中、旅游后，都能多轻

松获取资讯、规划出行、景区讲解等，极大改善旅行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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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轨迹时长预测模

型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妮 1705990215

蔺阳

/1705990522

,

刘莹

/1705990523

,

杨朝

/1705990835

崔俊云
高级工

程师
0809

智能交通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为出行者提供全方位

的交通信息服务和便利，为交通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提供

及时、准确、全面和充分的信息支持和决策支持。然而，

逐年上涨的城市拥堵率正成为制约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因

素。本项目针对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从提取轨迹数据的空

间依赖性、时间相关性和非位置特征这三个方面提出深度

学习轨迹时长预测模型，为智能城市建设提供理论和技术

支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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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旭”先锋实验创意基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冰 1703390224

乔静洁

17033902220

和攀

1703390227

彭玺

1703390218

王敬雅

1703390220

向君瑶

1703390216

李佳乐

1703390215

鲁小艳 副教授 1303

“亚·旭”先锋实验创意基地致力于开创一种娱乐化、差

异化的艺术教育新模式。创意团队以实景剧本类桌游为项

目切入点，将游戏与教育相结合，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传授专业、正规的艺术知识。在课程设计上，以高校精品

课程建设项目、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为蓝本，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艺术需求的用户提供

课程定制服务，并引入互联网云学习平台，线下教学与线

上教学共同发展，力图掀起艺术教育全民化的新浪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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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对外文化传播MCN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倩 1831090015

王昕宇

/1831090002

,

施人文

/1831090004

,

刘秋实

/1831090030

朱宁 讲师 0502

蒲公英对外文化传播MCN项目设想是为打破世界对中国的刻

板印象，适应“互联网+”传媒的新方式，首先以曲江文化

为研究对象，从中华传统文化输出内容构建入手，将优秀

的中华文化以新媒体的方式加以宣传，使国际友人能够了

解和熟悉中国文化，对中华文明产生认同感，从而打破国

际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以及中华文化认知的片面性和局限

性，带动中外经济、文化的深入交流和发展。课题结合“

互联网+”大发展的背景，计划创立专门为传播中国文化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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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清茶，传文化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靳兆顺 1831030003

王欢

/1831020328

,肖益

/1831020320

,程盼

/1831020325

,杨青

/1831020326

刘晓红 副教授 1202

“品清茶，传文化”创业项目开设于茶文化逐渐缺失被遗

忘的时空下，将传统茶艺和VR技术结合，聚焦在陕西省安

康市平利县的绞股蓝和女娲银峰，开放茶园试验田和茶文

化体验馆，将中国传统茶文化逐渐带回人们视线之中。解

决茶文化的逐渐消失的问题，传承茶文化；线上线下融

合，新媒体助力茶农，解决平利县茶叶销售问题！响应国

家扶贫战略，以茶带动当地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品清

茶，传文化”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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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块链的茶产业链物联网

信息服务系统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家玮 1831050079

汪彦彤

/1831050405

杨彤

/1831050078

李丹

/1831050076

王瑞、

胡健萍

讲师、

讲师
0809

本项目是为了帮扶陕西省商南县茶农脱贫致富，以商南县

特色经济作物商南茶叶为对象,选取商南茶园为研究模型,

设计并建立一种智慧茶产业物联网平台，通过引入物联网

、云计算和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商南茶叶的种植

、加工、仓储、物流、销售等贯穿茶产品生命周期的一体

化物联网监测方案，并建设基于 SOA 架构的统一平台，

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实现企业数据的分析，由专门的管理

员通过APP平台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监控、分析、预测，从

而降低风险，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水平和市场营销能力，

致力于智能化、网络信息化推动商南茶产业健康发展，提

高商南茶产品的质量标准，提高商南茶产业经济效益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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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通-互联网地摊经济服务

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靓 1831030651

阙衔菁

/1831030162

,索睿

/1831030665

,李旭

/1831050292

,代瑞

/1831050288

张完定 教授 1202

疫情过后，为了快速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拉动经济，

稳定民生，地摊经济成为热潮，也是必然的一种发展趋势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何更加合理有效的向有贩卖

需求的小摊贩提供摊位，如何向百姓有针对性地提供他们

所需要的商品，还有城管如何更高效的进行监管督查工

作，改善原先地摊经营所出现的问题。面对这三方的问题

我们决定推出这一服务平台来解决这些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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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育华社区楼门文化建

设的实践和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思苗 1831080171

屈玲

/1831080186

，董佳琪

/1831080174

，向洁

/1831080218

，吴琼

/1831080175

吉红立 讲师 1204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社区治理的基本逻辑和根本途径，本

项目实施的目的就在于实践这一理念，并在实践中创新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具体内涵和实际内容。调查目前育华社

区楼门文化建设情况以及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楼门文化，党

建引领育华社区楼门文化建设的工作现状、成效、亮点和

特色、存在的问题等，在此基础上，实践和探索党建引领

育华社区楼门文化建设的具体内涵和实施路径。在实践探

索党建引领社区楼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本项目拟定将党

组织建到各个楼栋里，酝酿成立楼门党支部，发挥党员先

锋作用，楼门党员定期向支部汇报情况，并执行党组织的

决议和工作安排，充分发挥楼内党员的先进作用和带头作

用，建设高质量的小区楼门文化。通过本项目的社会实践

活动，大学生形成了认真有效地完成一项课题的典型案例

和工作范本，举一反三，确立和增强自主学习的信心和志

气，把培养公共管理类专业核心素养作为自我教育的重要

内容，掌握从事公共管理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素质和

能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有责任、有担当、有本领的应用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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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引进来”——物流

助推古村落脱贫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车菲菲 1831040411

王耀

/1831040415

王思怡

/1931040637

周可璇

/1931040636

徐广浩

/1831040417

曲晨 讲师 1206

2020年4月20日习近平赴陕西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考察脱

贫攻坚情况时提出“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既可以推销农副

产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是大有

可为的”。但是时至今日，陕西某些地处偏远山区的古村

落脱贫致富状况不理想，项目组深入铁佛寺古村落走访调

研，从政府，电商企业，个人三个方面探究铁佛寺古村落

电商的现状，提出创新古村落物流发展模式，充分利用电

商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快“走出去—引进来”步伐，延伸

古村落文化，开发了古村落旅游的新资源，加快脱贫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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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IM平台的校园疫情防控

系统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嘉禾 1931040507

袁凤琪

/1931040506

王艺萌

/1931040517

李美洋

/1931040500

刘玒玒 讲师 1201

新冠疫情的爆发使我们更加注重自己的卫生健康，本项目

将BIM平台与GPS、人体识别、互联网、大数据收集，外卖

点餐系统等技术联合，建立校园疫情防控体系以及本次新

冠疫情后的预防体系，保障师生生命安全及便捷的校园生

活，并成为一个疫情防控模板以被后续广泛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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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粒筑梦师－－互联网+教育

扶贫，下乡同行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锋 1831050290

张晨 

1831050278  

 靳雅茹

183105062   

 温娟

1831050266 

胡佳

1831050293

向新银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包括网站（谷粒网）+桌面应用程序（和手机JAVA

程序）结构，是第一个真正推动用户现实发展的互动交友

交易应用平台。谷粒筑梦师以网络教育为主体，其核心功

能包括学习计划管理、远程教学、产品资源网络交易、用

户发展测评及地图应用；谷粒筑梦师网整合了传统的和主

流的WEB应用形式，将严肃性与游戏性、虚拟性与实用性、

感性与理性融为一体。谷粒网的盈利模式主要有点卡销售

、广告服务、虚拟装备和道具销售、装备道具品牌形象定

制、商业版年费等。谷粒筑梦师以推动人的现实发展为目

标，超越了当前已有的互联网应用形式，并形成了独特的

用户应用发展模式——谷粒发展模式，可望成为个性化学

习的样板应用和学校教育的积极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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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马CE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罗奥 1831030163

任羽新

/1831030666

,

沈童

/1706040405

,

杨金云 讲师

1202

03K

、

0201

01

本项目从青教育全面化角度出发，成立“青马校园”团

队，打造“可信”、“可用”、“可亲”的“互联网+青马

工程”模式，遵循“内容为王”的建设规律，形成“线上+

线下”的“青马工程”教育矩阵。加强与学院学思方面社

团的联系，以点带线形成联动效应，不断挖掘创新青年马

克思主义学习形式，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增

强广大青年增强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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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帮——运营淳化 乡村振

兴自媒体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侯雨菲 1831030034

苏涛

/1831030046

,徐胜

/1831030042

,宋军

/1831030039

刘晓红 副教授 1202

“惠民帮——运营淳化 乡村振兴自媒体”项目主要采用“

互联网＋”模式，依托网络平台为载体，为响应国家乡村

振兴、强农富农的政策号召，下设“惠民助农、随心畅游

、安心购”三大板块。主要针对解决经济落后地区商品销

路狭窄，旅游业知名度低等问题。以淳化为例，该项目通

过微信公众号和电商平台等手段，为当地打开销路，吸引

更多的旅游者和消费者，借此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提

升当地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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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大评”财务分析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刘钊芫 1831030317

路妍

/1831030308

,

王梦远

/1831030304

,徐玲燕

/1831030291

,          

马馨仪

/1831030300

,

李晗筱

/1839258518

3

徐润芳 讲师 0203

在针对财经咨询网络平台市场上，存在的信息冗杂，入门

门槛高，受众用户全面但不分区导致平台使用者体验差留

不住用户的问题最终以“年报大评”为项目，以“让年报

更简单一点”为产品核心，以“为非财会人降门槛，为财

会行业做贡献”为团队核心。

在初期我们采用问卷调查，线上线下访谈的方式，调查了

财务网络平台的背景，以及用户的使用体验，根据结果反

馈我们有针对性的做了产品功能的详细构建与预想，然后

我们根据已有的产品功能和问卷的统计结果反馈，构建了

创业策划书的逻辑框架，在具体完善创业策划书的过程

中，我们采用了典型抽样研究，SWOT分析对我们产品的可

行性作以阐述，在谋划企业的发展战略时，我们采用了文

献比对，对前辈们的研究成果加以借鉴，并结合自身实际

情况，谋划出符合产品特色的发展战略，最终采用科学推

算数据，财务分析模拟收益的方式对企业的未来的运营情

况加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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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农民专业联合

社“的农产品新型零售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李润 1931032410

宋鹏仪

/1931032361

任垚鑫

/1931032359

贺  浩

/1931031793

张艳红

/1931040615

张海林
高级经

济师
8020

在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政策以及积极推进“互联

网+”行动 的背景下，“互联网+农民专业联合社”商业模

式应运而生。“互联网+农民专业联合社”商业模式是以一

定区域单一合作社为单位，整合整个区域合作社而建立的

一个区域性联合总社公司（联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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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专注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岚 1931011330

程驰

/1931054041

；高文

/1931022690

；王一卜

/1931040539

孙研 副教授 0201

芸专注是一款打造线上学习平台的app,是“互联网+学习

”模式。芸专注主要分四个板块，第一是线上自习室，用

户可在app中加入自习室内学习，外带检测状态机制。第二

云宠物，累积的学习时长可以兑换各种小宠物，也可兑换

食物喂养宠物，鼓励用户学习。第三是线上讨论室，用户

可在讨论区请教问题，分享经验，自习与讨论分开，使学

习环境更加适合独立思考。第四是数据库，本app建立自己

的数据库，添加相关网站的索引，为用户提供搜索资料的

服务，使用户在学习时不用退出便可得到资料，提高学习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45S
E甜园—农庄共赢计划 创业实践项目 否 王雅明 1831080076

史文喆

/1831080073

， 熊婉辰

/1831080066

， 刘思思

/1831080065

王颖 讲师 1204

本项目针对当前农村劳动力严重流失、土地资源大量荒废

的现状，以韩城市桃李村为例，设计发展特色农庄模式，

充分利用现有农业资源、借助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技术推

动农村综合发展。本项目将一二三产业紧密连接，不仅为

消费者提供绿色健康的农产品，还通过设计推广农庄创意

休闲项目、农业创新教育项目，让消费者能在农庄里体验

独特的绿色空间环境并提高农业科学认知水平。项目旨在

让城市与农村共享新常态下社会发展的红利，实现消费者

体验丰富有创意的田园生活与农村农户创收增收的共赢！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46

非交易平台网络交易维权法律

问题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牟田子 1831060021

张熙

/1831060039

,张佳雯

/1831060019

,李煜凡

/1831060034

,南松

/1831060132

崔艺红 教授 0301

目前电商逐渐成为交易趋势，以微商为首，被称为“朋友

销售模式”，这种“小生意”基本没有门槛，第一，质量

低劣，以假乱真。第二，缺失信任，无维权机制。第三，

同质化严重，用户没有选择权。第四，用户的个人信息无

法得到有效保护。在非交易平台行业中，这些问题也给人

与人之间带来了信任危机，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对人

们的人际交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

发展。因此，有必要对非交易平台交易维权问题进行调

研，以期准确把握现状、及早发现问题、进而分析致因并

提出应对之策，以促进我省非交易网络平台体系的健康有

序发展，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47X

精准扶贫背景下宁夏六盘山地

区助农养畜项目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周明轩 1831040183

徐然

/1831040208

,邵慧平

/1801040432

,刘欣怡

/1831040097

,马小杰

/03171237

余涛，

舒伟

副教

授，副

教授

1202

主要是解决宁夏六盘山地区贫困农民有畜养意愿而无充分

启动资金来购买牛、羊、鸡等牲畜的问题，我们决定开展

扶贫项目，充分利用互联网＋畜牧业的高效解决办法，建

立公司+平台+农户定向定点扶贫模式。我们将打造一个为

原州区内投资人，地区贫困农户和购买牲畜大众服务的平

台。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48X
授人以渔——脱困不返贫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一霖 1831040037

惠千祯

/1831040029

，王苗

/1831040027

，高潇雨

/1831040028

， 张欣洁

/1931011038

黄艳 副教授

    2020年是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刻，但是在此紧要

关头中华大地就遭逢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

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这次疫情对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授人

以渔——脱困不返贫APP项目旨在通过互联网手段为脱贫人

口提供工作岗位，改善产业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特色经

济，助力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49X
“一花一栖”云花店构建训练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阮嘉慧 1931011063

刘乐璇

/1931011065

，郑亚萍

/1931011092

，乐子妍

/1931011094

庞鹤 讲师 0202

本项目运用移动互联网新的运营平台赋能传统花店，提升

花店运营效率，降低花店损耗成本，提升花店利润，并通

过虚拟花店及形象运营，打通西部地区特色花卉网络销售

渠道，提高西部地区特色花卉品牌影响力，提高本地农业

发展水平。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50

“帮帮堂”大学生兼职信息交

互平台–基于陕西省西安市高

校的商业策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婉婷 1831010114

刘子傲

/1831080002

；

刘雪桐

/1831010112

；

黄涵琨

/1831090063

孙研 副教授 0201

“帮帮堂”大学生信息交互平台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以做

到每个用户都能发布需求且每个用户都能根据自己的能力

提供对应服务的校园服务类中介平台，我们的项目能够有

效改进目前校园服务类公众号运营中的痛点问题，保证信

息来源的可靠性，建立一个值得信赖的校园服务平台。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51X
“自游主义”新旅游时代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袁波 1831040082

吴静

/1831040050

,王滢

/1831040051

,张馨予

/1831040054

,王卓康

/1831040467

唐淑兰 讲师 1201

本项目基于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从旅客的独

特体验出发，在安全，便捷，贴心三个方面为旅客提供多

种方案，实际解决旅客在景区遇到的各种问题，将根据旅

客的需求为旅客创建一个自己的独特旅游，开创一个“自

游时代”。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52X
小店（地摊）地图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陈金秋 1931040587

何鸿睿

/1931040614 

            

            

            

            

            

张文静 讲师 0201

国家近期出台相关政策助推小店（地摊）经济的复兴，而

小店（地摊）地图项目是根据相关政策文件明确小店（地

摊）的规划位置和数量，在城市地图上明确标注出，通过

提前线上预约的方式帮助店主和摊主选位，运用大数据实

现每条街道特色发展。它一方面能够帮助城市管理部门有

效管理，保证城市环境；另一方面也能帮助各位店主和摊

主明确各条街道的规划进行更好的选址，便于消费者购物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53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网络贴吧舆

情监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泽豪 1831050496

刘卓文

/1831050145

,董雨萌

/1831050084

罗养霞 教授 0809

    目前网上评论繁杂、且影响社会稳定。如何进行舆情

监控、评论分析，以便保证网络安全，积极正向思想引

导，做好社会维稳，对于政府来说尤其重要。

    项目研究基于大数据分析网络贴吧评论文本，拟设计

并实现一种基于B/S的监控系统，通过搜索网络信息，实现

网络爬虫，构建评论词向量矩阵，互信息法度量网络安全

评级模型，研究网络贴吧评论与社会安定关系，指导网络

管理决策分析。对保持社会稳定，意识形态正向引导具有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54

基于RFID技术的在线测温系统

研究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吉梦琳 1831050413

张新琦

/1831050086

,

张璞石

/1831050167

,

王鹏

/1705230220

薛颖 副教授 0201

本项目是指导教师主持陕西省科技计划研究项目的一部

分，主要针对电力行业中比较突出的测温技术问题展开调

研与技术研究。主要通过RFID标签技术解决电力设备测温

过程中操作不便及可能存在的风险问题。主要实现以下几

个方面：（1）实现了设备测温从内部检测，无需人为参

与，提高测温的可靠性并保证的人员的安全。（2）在线实

时测温，保证全天候，全时点的温度检测与传输。（3）温

度数据上传及时并进行实时分析，为设备管理提供保障。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55X

英语ATP（English Amateur 

to Professor）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康 1831090001

张哲

/1831010044

，周婕

/1931093087

，温薇薇

/1931092995

，罗煜捷

/1931092977

姚雪梅 副教授 0502

英语ATP（（ATP既是英文译名amateur to professor的

缩写，也是生物体内最直接的能量来源）是一个多功能一

站式英语学习平台，整合各大知名网络平台分散且零碎的

英语学习资源，英语交流群，各大英语学习公众号等。扩

大知识共享规模，提升知识检索效率，为想要获取优质英

语学习知识又无从下手的用户群体提供一个可供交流学习

的网络社区。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56

“互联网+”背景下老年人养

老休闲生活质量提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严方 1931032217

沈玲

/1831030156

，

韩嘉颖

/1831030571

，

田夏瑄

/1931032224

吴燕
副教授

、硕导

随着5G商业化元年到来，在互联网新时代背景下，养老服

务将纵深化发展。本项目基于老年人休闲养老发展现状，

分析互联网新时代背景下老年人休闲行为选择，采用文献

研究和实地调研等方法探索智能化时代提升老年养老休闲

生活质量创新路径和研究对策，在“互联网+”背景下提升

老年人内在价值取向和幸福感，真正达到所学、所养、所

用、所乐。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57X
“注蓝筹”短视频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玉倩 1831050273

刘娟

/183105057

，

刘涵玥

/1931053961

，

彭停停

/1931053870

，

王高悦

冯庆华 副教授 1208

为了让大众养成理财的好习惯，我们以“让大众了解理财

、学会理财”为出发点提出了名为“注蓝筹”短视频app的

项目企划。

“注蓝筹”是一个以短视频为主营业务的理财服务一体化

app。各级用户通过分享理财短视频的方式来为大众普及理

财知识的同时，各大理财类公司会以带货为目的利用短视

频的方式介绍公司并推荐公募产品，吸引用户的关注与购

买，从而构成一个一体化的理财服务平台。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58

家门口的服务—农村快递枢纽

站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缑艳妮 1831020345

温晨钰

/1831020346

， 张文婧

/1831020344

吴建祥 讲师 0505

本项目一家门口的服务为目的，致力于改善农村居民的生

产生活方式，让居民享受便捷的快递服务。同时带动农产

品销售，为改善农村经济，提高我国农产品发展提供有效

的建议。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59
互联网+精准扶贫——禾秾APP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靖雯 1931022869

孟冠男

/1931022865

,

张姗

/1931022854

,

李文卓

/1931022812

杨善学 讲师 1219

构建一个年轻化的电商扶贫助农平台，依托国家精准扶贫

政策，搭建供销体系，致力于为大学生等年轻化群体提供

服务，满足大学生对农产品的需求，充分利用学生群体基

数大，宣传能力强的特点，针对其生活或学习状态制定“

专属果蔬”，实现养生潮流化，助农年轻化，解决贫困地

区农产品上行难的问题，促进扶贫事业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62
益动—微信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佳婧 1703060109

张园园

1703060111

魏帆

1703060123

王文梅

1703060131

李玫 副教授

益动是一个建立在微信手机客户端的微信小程序，是一个

结合了运动健身和公益项目的新形式，用户可以在这个小

程序上，通过走路、健身、答题、早睡早起签到、等健康

的生活方式兑换程序内的虚拟金币，在这个程序内，会有

专门的工作人员审核公益项目。经审核，合格的公益项目

将被展示给用户，用户可以使用自己的虚拟金币为项目捐

助，同时公益项目也会有额定的捐助目标和限定时间，在

限定时间内达成捐助目标，将会有爱心企业为此次捐助买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63X
晨希回收公益网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孙莹欣 1931031671

刘一帆

/1931031679 

  李涵哲

/1931031632 

  齐嘉悦

/1931031681 

  杨丹 

/1931031665

张佩 讲师 0201

本项目在通过收集及捐赠的快递箱将纸箱变换后捐赠资金

到贫困山区来改善贫困儿童的教育环境。 本项目回收利用

的宗旨，是解决快递箱丢弃带来的环境问题。提倡资源的

合理配置，保护环境，珍惜可再利用资源，搞绿色环保服

务项目。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64

中国企业：“一带一路"背景

下讲好中国故事的主力军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苟佳妮 1831090036

陶欢雨

/1831090033

,

凌佳妮

/1831030053

,

蔡金成

/1831090034

朱宁 讲师 0502

该项目旨在顺应习主席讲好中国故事的号召，充分发挥我

们商务英语专业学生扎实的商务英语翻译知识、跨文化交

流知识、国际商务知识等，借鉴华为、中兴等知名企业的

国际化推广经验，帮助中国中小微民族企业根据自身特点

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消除来自国际社会的偏见和质疑，

促进企业对外交流和宣传，增进国际社会对本国民族企业

的了解，从而推动“一带一路”向着更深更远发展。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65X
农悦鲜锋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金俞宏 1931022950

郝琳琪

/1931022945

, 刘叶

/1931022946

, 赵欣桐

/1931022949 

王晶

/1931022951

许格妮 副教授 0712

滞销农产品销售创业项目的形成主要是在当代互联网技术

的高速发展、电子商务运作模式成熟、物流设施完善的基

础之上，响应国家号召，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农悦鲜锋

更是帮助农户掌握自主线上销售，真正做到“正本清源，

守正创新”，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奔向全面小康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68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地摊经济

”管理地图APP项目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聂彩婷 1931032249

郝闻婕

/1931011248

,

魏佳宁

/1931022635

,

王羽萱

/1931032252

,

刘芳 讲师 0203

项目简介:地摊经济如今是疫情过后经济复苏的重要创业方

式，但因无法自主选择合适的摆摊区域，给交通，市容，

以及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带来了很多问题。我们提出：打造

地摊的地图式管理App，这个地摊管理平台是通过摆摊者的

信息注册并根据其所在的位置和摆摊时间提供可选择的适

宜摆摊区域以及时间点，以及城市相关管理部门的配合，

达到了为摆摊者提供适宜的摆摊区域以及时间点，为消费

者消费安全提供保障，同时为城市管理提高效力的目的。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70X

疫情环境下大学生与企业对接

平台开发与管理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向华 183105238

马耀龙

/1831050240

,潘雯莉

/1831050214

杨新安 讲师 0809

  在中央 “稳就业”需求背景下，全球疫情阻隔学生与企

业的对接。当前社会在校应届毕业生基数庞大，研究与实

现远程对接平台，对解决“稳就业”具有重要意义。项目

拟基于Android环境开发，拟采取MVC模式开发管理，完成

客户端与服务端系统平台开发，实现展示公司的招聘岗

位，用户信息管理，简历投递与预览，定点信息发布以及

管理公司和求职者信息等服务。促进就业，实现大学生与

企业的对接与管理，提高校-企联合与效益产出。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74X

“掌上摆摊”小程序的开发与

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彦彤 1931093106

郭立锋

/1931022895

,  许王菲

/1931093096

， 王玥琪

/1931022524

， 韩蕾

/1831010008

王蒙蒙 

   赵

红霞

助教   

副教授
0201

结合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研发一款连接政府、摊主

及消费者的微信小程序“掌上摆摊”，借助互联网推广地

摊经济“线上+线下”的发展新模式，实现对地摊区域的有

效管理，有效解决地摊对于市容市貌的影响。此外市民可

以简洁高效地寻找到所需产品及摊位地点，在方便居民的

同时解决货物囤积的现象。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75
酵醒梦想，绿动家园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雯倩 1931022882

汪瑜

/1931022878 

  覃潇瑶

/1931022879 

  何雨璠

/1931022880 

  徐锦艳

/1931022884

张云 讲师 0712

针对目前学校对学生“环保”教育欠缺的现状，我们以“

环保酵素”为切入点，利用其自身优势倡导大学生参与

到：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保护环境的行动中，并尝试用

“互联网+”与大学生的影响力相结合的方式，抓住环保

（尤其是垃圾分类）的“牛鼻子”，促使垃圾分类在高校

普及。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76

传统与文创——手工艺品市场

的扶贫策略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洁 1931031669

徐晓阳

/1931031670

,念柏妤

/1931031676

，晏嘉琳

/1931031652

，冯紫微

/1931031647

张佩 讲师 1204

本项目是从创新传承发扬手工艺品角度出发，从手工艺文

化历史销售方面带动大学生创业，以手工艺带动当地经济

发展，结合互联网 与文创 ，创新弘扬传统手工艺品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77X
影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怡 1831040405

王耀

/1831040415

,刘艺

/1831040393

,彭雨菲

/1831040395

印玺 讲师 1206

影印项目以华县皮影为切入点，围绕“互联网＋”文化创

意服务展开，以实现皮影发展由“传统式输血”到“创新

式造血”的转变为目标，通过O2O的营销模式与C2B式的商

业模式，在线上创意性的设立VR、AR的体验板块以及配音

板块，线下开展皮影研学、皮影演艺、皮影体验等活动，

力求让皮影产品及其衍生文创产品融入生活，将传统工艺

与互联网相结合，让皮影产业真正“活”起来，在传承皮

影的同时，推动皮影文创产业的发展。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78
深游-旅游电子商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伊宸 1831010034

钱蕾

/1831010031

,  魏心如

/1831010033

,  吴艳阳

/1831010035

成卓 讲师 0201

本项目从当下旅游热潮出发，从旅游的精神需求、可塑性

文化方面定制出具有极简化、个性化、主题化和人性化的

旅游攻略和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人性化的伴手礼服务将结

合传统文化和手工艺品，实现“互联网+深度游+传统文化

”的紧密结合。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79X
可视化农业+私人定制菜园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王义楠 1931073208

王义楠

/1931073208

,

赵飞

/1931073209

，

罗建周 副教授 0503

将可视化农业与新型农业模式“私人定制菜园”相结合，

让身处城市中的消费者既能吃到自己喜欢的蔬菜的同时又

能通过网络时刻关注为自己定制的蔬菜的生长状况。还可

以让消费者来到农田中体验到自己种植蔬菜的乐趣。将“

私人定制菜园”这种新型农业生产模式与可视化农业通过

互联网技术实现农产品与消费者的互联互通。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80

书旅app——“互联网＋读书

、旅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汶娟 1701980309


蔡珍真

/1701980310

,李文秀

/1701980301

姜东升 讲师 0201

针对快节奏生活下，人们缺乏阅读时间和互相交流的欲

望，“书旅app”运用“互联网＋”将读书、旅行、交友相

结合，契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政策，旨在倡导

全民阅读，提高全社会的精神文化层次。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81

基于消费爱国主义视角的新时

代扩大内需营销策略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练向阳 1931040594

米相龙

/1931040601 

 郭庆庆

/1931040585 

 张雨溪

/1931040582 

  韩梦婷

/1931040585

宁泽逵 教授 1203

在消费爱国主义背景下通过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进行调

查，并结合新的营销方式来印证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在此

基础上又强调扩大内需对消费品自身的条件要求及影响，

最终将扩大内需与营销策略创新融为一体，解决问题。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82
Didi回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苗 1831050458

吴秋玉

/1831050370

,

夏欣

/1705230227

,

程罡华

/1705230148

，

何娟 讲师 1208

Didi回收项目从“互联网+废品回收”的角度出发，以O2O

模式连接用户、废品回收站和各再生资源回收厂家三方，

将零散的回收从业者收编整合，将有效信息整合于网络，

采用“滴滴”运营模式上门回收废品，建立“互联网+废品

回收”在线平台。为用户打造闭环生态，保护用户合法权

益，打破买卖废品双方资源信息不对等现状，提高回收效

率，促使回收流程透明化，同时解决拾荒人员无没有编制

的社会问题。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83
“云”名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江滢 1703390201

组员：王芳琪

1703060104
鲁小艳 副教授 1303

“云”名片，此平台是针对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所设计的

一个平台，主要作用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难就

业”的问题，在此平台上以电视短视频制作的简历，一方

面是为企业所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则是为普遍就

业大学生提供好的就业岗位，从而解决就业问题，为社会

减轻负担。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86

我来带你分一分：高校“互联

网+生活垃圾分类”智慧系统

创新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珮瑶 1831040149

赵甜

/1831040160

,

刘佳敏

/1831040144

,

贾亚娟 讲师 1201

本项目根据西安大学生生活垃圾的日常处理问题，构建“

互联网+生活垃圾分类”智慧系统；将“互联网+生活垃圾

分类”智慧系统在西安高校进行示范应用，从而在全国高

校进行推广，解决高校生活垃圾分类问题；培养大学生生

活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提高大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综

合素质，通过大学生的影响力波及其他社会阶层，推动全

社会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以及生态文明的建设，全面实现“

美丽中国”的中国梦。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87

新冠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

响及对策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嘉欣 1931022891

王璇

/1931022892

， 陈娉娉

/1931022894

， 孙格可心

/1931022897

， 黄雨婷

/1931022898

，

王慧丽 讲师 0201

2019年突发的新冠肺炎在湖北武汉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

球，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本项目旨在建立宏观

经济的指标体系，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分析其变化特

征，分析新冠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求恢

复经济发展的对策。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89

关于农村购物状况的调查—以

渭南市蔺店镇赵家村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松林 1711960622

杜驰

/1711960437

,

任静宜

/1711960616

,

曹丹

/1711960619

,

周亚鹏

董武全 教授 1204

本项目主要是通过以渭南市蔺店镇赵家村消费现状的调查

为例，分析当前农村消费现状与存在问题，进而对如何改

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结构、释放并激

活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等提出合理化建议；同时，响应党

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依据新时代网络经济发展

的新变化，提出了改善新农村消费环境、加快农村电商发

展和商业设施逐步完善，进而推动新农村消费升级，使农

村居民更多更好更全面的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使我国广

大农村居民获得更多的幸福感，进而增强我国社会主义新

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92
“魔方”VR 3D空间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祎凡 1831070369

田锦涛

/1831070371

,

彭莉

/1831070361

任玉 讲师

传统费时费力的工作模式已经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为了打造信息化产业的新模式，为了更好的提升人们的生

活品质、打造优质生活，就必须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创新

。该项目是通过VR 3D虚拟空间的模式，打造与实体一致

的空间结构，大众可通过软件内的素材选项，创建自己的

居住空间，并提前通过虚拟空间体验居住的实际效果。通

过虚拟空间的设定，设计师还能快速的了解客户的真实想

法，这样不仅能解决沟通中存在的误差，也能为顾客节省

时间降低路途奔波的成本，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93

有关“优化大学生学习环境和

帮助提升学习自觉性”APP的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文远 1931032278

王晓宇

/1931032266

,张瑜

/1931032278

,  马晨欣

/1931032299

, 吕倩

/1931040379

景琴玲 讲师

就当代部分大学生自律性弱或学习条件不理想的问题，以

APP研发为特色建立一个关于大学生的服务体系，给在校大

学生提供一个能有效排除干扰、便捷的优良学习坏境。APP

从预约座位、陪同监督、答疑解惑、人工客服四个方面为

大学生进行有效服务。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94X
“账账俱乐部”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万一桥 1701980807

蒋来华

/1701980810

, 肖子林

/1701980811

, 张玲然

/1701980812

王勇民 副教授 0203
“账账俱乐部”平台，收集、整合微小型企业信息，满足

小微企业记账、报税、年检的需要，为在校大学生就业和

社会兼职提供平台，实现合作共赢。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95
一起约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玲媛 1831050331

马玲媛

/1831050331

,

赵佳敏

/1831050476

,

张贵玉

/1831050233

, 马玉梅

/1831030195 

张志刚 副教授 1208

“一起约吧”平台将传统的运动健身项目同互联网结合起

来，丰富和充分安排大学生的课余时间。面向全国各高校

大学生，平台会将运动分区让在校大学生通过网上约友的

形式，找到和自己兴趣相投的伙伴，在当下时间段或者预

约时间段内进行想要多人运动的愿望。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96

“共享时代”下校园二手市场

发展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泳澎 13379339252

龚远锋

/1582985468

0,朱涵

/1368711277

3

严惠云 讲师 0712

目前我国二手市场仍具有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双方信任

危机，线上用户渗透率低，服务完善度不高等多种问题。

本项目的研究在收集一手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大学生实

际消费情况、大学生对于二手交易信息的获取渠道，研究

影响学生进行二手交易的平台选择的原因、校园线上线下

交易平台现状这五个方面以实地调研的方式，通过采用访

谈法，文献资料法等方式对于目前我国目前校园二手交易

现状有一个明确认识，并指出其存在问题。通过比较分析

法，案例研究法，控制变量法等研究分析方法，分析所得

数据并加以整理，最后总结得出结论，并提出未来校园二

手交易的发展策略，给予市场未来发展一些可行性建议。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97X
“吾爱我”心理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郭燕姿 1931032210

张梦妮

/1931032215

,      方颖

/1931032218

,龙雪儿

/1931032206

沈贺

体育部

场馆中

心主任

、讲师

本项目从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出发，以倾听和沟通

为主要形式，旨在通过沟通帮助学生寻找到与烦恼和顾虑

和解的办法。坚持“从心出发，我一直在”的文化理念，

邀请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和老师，为线上心理咨询提供更便

利、广阔的平台。真正帮助大学生关爱自己，了解自我，

接纳自己，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提高自身心

理素质，进而爱别人，爱社会。

√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98

Eye want 眼界无垠——视障

助行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段宏建 1711960302

张钰

/1711960612

,  王月

/1711960611

,闫蓉

/1711960607

,胡江涛

/1711960336

朱建建 讲师 1204

我国盲人群体数量庞大，传统出行的方法一般是依靠亲属

照顾、普通盲杖、导盲犬牵引，但这些老办法在现实生活

中存在诸多问题，无法满足盲人的正常出行和生活。我们

团队倾心设计的这款视障助行器，正是出于对视障群体的

关怀，满足当下视障群体的合理要求，符合国家对弱势群

体的帮扶政策和盲协号召，对于盲人出行无障碍方面的科

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Eye want 眼界无垠

——视障助行器的研究，主要内容是借助回声定位、智能

语音导航和微型终端的核心技术，去开发辅助视障群体出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099

“智能图书馆掌上宝”软件开

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昕翼 1831050305

杨敏煐

/1831050284

,

张雨茂

/1831050306

殷亚玲 讲师

智能图书馆掌上宝的开发在传统图书馆系统模式的基础

上，运用大数据分析用户需求，开发新型多功能的综合系

统，以服务大众及学校为主要目标，满足社会各界对图书

馆的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成为真正有意义

的公共教育资源。

√



2020 11560 西安财经大学
S202011560

100X

“互联网+社会服务”之翼发

展有限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高嘉悦 1931093126

陈甜甜

/1931093116

,李佶蓉

/1931093117

,刘梦凡

/1931093120

,陈俊月

/1931093121

鞠宁 副教授 0201

公司充分利用“互联网+”，采用闲置物品+社交新零售商

业模式，针对大学生闲置物品，结合迅速发展的翻新技

术，打造国内全方位买卖与公益结合的平台，商业内容包

括：低价收购二手闲置物品，翻新改造，社交新零售；服

务内容包括：捐赠部分翻新物资给贫困地区、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等。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01
公益网站“日善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雪莹 1803011032

柏汶妤

/1803011031

;曹畅

/1603011010

;杨嘉铭

/1603011009

;高雅涵

/1903011019

刘琨 讲师 760
通过网站进行闲置物品交易、捐赠，再将所赚资金和物品

捐赠到贫困地区的学校，为他们提供一定的资金和物资。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02
寻舞记——陕西舞蹈历史纪实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巩依康 1909031001

李妍妍

/1909031006

,刘梓玥

/1909031008

,张莹莹

/1909031004

,张蓝澜

/1609031010

武心怡 讲师 1302

本项目名称为《寻舞记——陕西舞蹈历史纪实》，以成立

一个舞蹈历史纪实类自媒体为目的，共分两大板块：舞人

、舞事。两大板块分别通过对陕西省的舞蹈名家进行采访

、梳理抽离陕西舞蹈在近现代的发展过程和针对重要事件

进行采访还原，突出名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做出的重要贡

献，并构建陕西省舞蹈发展的历史框架。本项目能够深度

挖掘陕西省浓厚的舞蹈文化，勾勒出陕西舞蹈近现代发展

历史及现状，弘扬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03

舞知乎——少儿舞蹈教育创新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蓝澜 1909031010

向李珍

/1909031007

,李妍妍

1909031006/

,刘梓玥

/1909031008

武心怡 讲师 1302

“舞知乎”是一个关注少儿舞蹈教育的平台，其中分为三

大版块：一、少儿舞蹈机构：对陕西省内舞蹈机构进行介

绍、筛选和评估，定期给家长推荐符合科学训练且优秀的

舞蹈机构；同时作为中间平台分享各机构的实践活动。二

、少儿舞蹈科学：主要普及少儿舞蹈科学训练的相关知

识，深化家长对训练的认知。三、少儿舞蹈问答：针对家

长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为少儿舞蹈启蒙训练提供科学的

建议和意见。监督、促进社会少儿舞蹈教育水平。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04
舞乡扶贫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徐小然 1809011007

徐心

/1809011034

,雷昱

/1809011028

,贺宇

/1809011021

,贾晓婷

/1809011013

卜瑞
见习助

教
1302

以我们所学的舞蹈为基础，去偏远地区支教，精准扶贫，

并参观红色纪念馆。增强孩子们的身体素质，提高孩子们

的整体气质，培养孩子们的协作能力，提高孩子们的审美

情趣和审美能力，培养心灵美、行为美。在舞蹈课程中，

多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多观看舞蹈类表演，体

会表演状态中的感受，并学会表达自己的看法。让学生对

舞蹈的舞种大概所了解，了解舞蹈文化。以及培养学生兴

趣，提高艺术审美。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05

高校艺术教育参与西安市中小

学艺术普及教育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心 1809011034

牛乐

/1809011010

,贺宇

/1809011021

,贾晓婷

/1809011013

,雷昱

/1809011028

卜瑞
见习助

教

为了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教育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的重要节点。结合自身实

际，围绕当前舞蹈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我们将对西安

市中小学校的孩子进行舞蹈教学，同时也希望能以此次项

目和中小学舞蹈教育为契机，为大学生日后找工作提供机

会和实践经验，并立足国家教育改革发展需要，按“德艺

双馨”的教育目标，聚焦舞蹈教育，培养学生审美和艺术

素养，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和创新艺术活动的内容与形

式，不断促进艺术教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融合，为国家中

小学舞蹈教育的发展提供可复制和推广的成功经验，为推

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以美育培养时代新人的教育目标

实现做出贡献。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06X
“享乐”编曲交流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章申昊

许戈锋、梁琬

宜、胡澜澜、

周妍熙

王怀瑾 讲师
音乐资源分享是音乐信息的交换，也是各种不同音乐风格

的融合与音乐思想的交流；编曲实际上是音乐的二度创作,

是对原有音乐构思的进一步完美和艺术上的升华。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07

 开发意识之维：线上电子管

风琴即兴课堂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琬宜

胡澜澜、周妍

熙、邱亚琪、

吴佳慧

王怀瑾 讲师

编曲的交流与提高音乐教育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

兴趣。即兴课堂打破课堂的局限性，以丰富多彩、趣味活

泼的内容和形式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丰富学生的生活。学

生通过即兴课堂所呈现出的作品也将具有鲜明的音乐个性

色彩，对于培养学生的音乐综合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培养学生综合能力。、这就需要实施以培养创新精神为核

心的素质教育，大力发展学生的创造能力，全面培育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而即兴课堂等学科是培养学生这

些能力的有效载体。分享能够促进多元音乐文化的发展，

开发音乐爱好者的音乐创造能力，有助于吸引越来越多的

音乐爱好者关注、喜爱进而学习音乐编曲知识。搭建编曲

分享交流平台项目，旨在让更多的初级音乐爱好者从喜欢

音乐、欣赏音乐，进而动手学习如何编曲，制作属于自己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08X 音乐“云”计划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赵博涵 1801011027

吕慧娜

/1801011011

，高晓媛

/1801011004

/，陈潇宁

/1801011035

，万恩泽

/1801011009

张雨昕 讲师 ####

该项目是一个线上音乐直播创新计划，以线上直播作为宣

推手段和线下LIVE演出共同发展的创新性项目。在如今线

下演出被大量叫停和大众对线上千篇一律直播的审美疲劳

下， 推出创新型直播——呈现乐队音乐创作全过程；同时

经过演出+直播的方式将乐曲以完整音乐形式展现给乐迷：

最后邀请知名制作人开办大师课，进行音乐制作培训，新

的人才加入到前阶段直播当中。在这一过程当中新的音乐

作品和人才将不断出现，为观众呈现更丰富的音乐作品。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09

Eagle译歌-中华诗词译唱互动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玺锦 1907011048

贾沛

/1907011060

，

冯凌骁

/1908011065

，

张迈艺

/1906011028

，

王艺宁

/1906011027

宋娟娟 讲师 1302

中华诗词韵律十足，值得传唱。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倡

议下，本项目创建“Eagle 译歌”公众号作为中华诗词译

唱互动平台，发挥音乐专业的优势，收集，整理，译配，

伴以民乐，英文演唱/朗诵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中华诗词，

在公众号定期推送，同时在抖音，快手，快闪，B 站等媒

介发布，以奥尔夫音乐形式和网友云合作。以“互联网+”

文化的模式构建传播中华文化的平台，表达中国文化，坚

定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让世界更好的了解

中国。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10
“乐艺”新媒体工作室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瑞霞 1701011024

王玥琦

/1707011004

，

何水清清 

/1707011043

袁剑 讲师 1302

项目创建“乐艺”新媒体工作室，团队通过第三方平台、

云营销平台来实现各个，出、展览机构和客户之间的完美

互动。通过对客户数据的分析实现推送信息的精准定位、

演出会展的个性化推荐。平台具有票务预售，演出、展览

的直播、回放，相关资讯推送的功能。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11

We are all fighters——为

抗疫歌曲译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沛 1907011060
朱海洋

/1803011019
宋娟娟 讲师 1302

在抗击新冠肺炎阻击战中，中国医务工作者舍小家顾大

家，冲锋陷阵，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所有的付出和坚持

都值得赞美和歌颂。大学生作为青年一代主力军，是心有

大我、兼有大任、行有大德的责任与担当，“We are all 

fighters”，对抗疫歌曲进行英语译唱并融入民族音乐、

现代音乐元素等进行编配，民族乐器等进行伴奏，既融入

了民族文化的元素，又创新了语言与内容形式，以互联网

为媒介，传播正能量，为抗疫行动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12

小麦智能机械自动化全流程管

控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邢政 1906011018

刘春洋

/1906011021

,姚程斌

/1906011036

,王乐平

/1906011020

高媛 讲师
0401

08

小麦智能机械自动化全流程播种培育收割项目与乡村振兴

战略相契合，从麦地土壤育肥休整，到小麦播种培育成熟

收割，全过程采用现代化技术，全程精准把控，适合大面

积劳作，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同时，降低了小麦平

均投入，在旱涝年份最大限度降低损耗，减小损失。在智

能数据的管控下，精准培育，在除虫除草，育肥浇水等全

方面，实行数字化管控，以达到投入和收获最理想结果。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13X
食物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曾繁娇 1806011078

寇玥

/1806011081

,王紫娆

/1806011080

,吴亚希

/1806011087

焦豫丹 讲师
0201

01

人们通过饮食获得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和能量，维护自身

健康。合理的饮食充足的营养，能提高一代人的健康水

平，预防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延长寿命，提高民族素质

。不合理的饮食，营养过度或不足，都会给健康带来不同

程度的危害。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14
牛奶校园直通车营销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秦敬渊 1806011064

孙长烁

/1806011041

,王熙辰

/180601142,

张首帆

/1806011043

,戴奇昀

/1806011065

李琦 副教授
0401

08

本项目立足于建立一个依托本地放心、优质奶源的校园牛

奶直供微信营销平台。本平台建立有以下几方面意义：1. 

帮助本地优质奶源拓展校园市场；2. 平台将发布有关奶制

品及大学生健康生活资讯信息，引导大学生健康生活新理

念；3. 本平台也是一个以奶制品为主，有关本地奶制品的

营销威客平台，运营过程中将成为企业及大学生之间桥

梁，广泛收集大学生优秀营销创意，助力企业同时锻炼大

学生营销创意能力。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15
民族特色艺术资讯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迈艺 1906011028

徐梓清

/1906011035

,贺俊恺

/1806011007

朱振涛 讲师
0401

05

制作民族音乐APP将各个民族最具特色的音乐艺术进行系统

的信息采集与整理，更全面地展示给大众人民，让更多的

人了解优秀但鲜为人知的民族音乐艺术。以及拯救一些即

将没落，无人传承的民族艺术。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16
西安音乐学院乐谱交流站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邵欣宇 1706011014

姜路

/1706011005
阎乃靖 讲师

0401

05

本网站站点（声乐谱为主）以民族、声乐和钢琴伴奏正谱

合作的形式收集和推广应用来实现广大音乐爱好者之间乐

谱资源的交流，（特别是中华民族音乐）、满足学生对音

乐资源需求，促进中华民族音乐的专业化留存，发展和推

广。贫困偏远地区学生免费提供直接的专业学习资料和乐

谱；会员充值所带来收益的5%捐给贫困山区儿童购买音乐

图书用于学习音乐，捐赠渠道为中华慈善总会。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17

用音乐服务人民—助力乡村脱

贫致富奔小康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蚁临雪 1906011067 无 王欣 讲师

0401

05

莆田市物产富饶，素有“水果之乡”、“海产之乡”的美

誉。莆田盛产鲍鱼，鳗鱼，对虾，梭子蟹，丁昌鱼等海产

品；龙眼，荔枝，枇杷，文旦柚“四大名果”驰名中外。

但因部分革命老区地处偏远、信息闭塞，又缺乏互联网知

识，导致产品滞销。本人用所学的音乐知识结合创新创业

成果，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助力精准扶贫脱贫，走好新时

代青年的新长征路。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18
樂多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曲恒毅 1906011053

王祖航

/1906011042

,张语格

/1906011052

王欣 讲师
0401

05

一款APP包含：1.音乐作品学习：仅通过这一个APP，输入

作品名称，便可立马获取作品正谱、正谱伴奏、歌曲创作

背景、专业声乐教师们编撰的演唱提示、歌唱家或优秀专

业学生的演唱版本等。2.音乐相关资讯：提供国内、国际

比赛时间、信息；订阅相关大赛提前获得报名通知；音乐

比赛赛事直播；完整歌剧全剧等。3、音乐交流专区：APP

内将设有一个用户资料、经验、资讯等交流的平台，通过

用户间的互帮互助解决专业问题，结交更多同道中人。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19
追梦音乐—校园艺术交流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问婵婵 1706011081 无 王欣 讲师

0401

05

为喜爱音乐和想要培育孩子有关音乐的兴趣爱好提供一个

让家长安心、放心的平台，为父母和优秀的学校、音乐教

学老师、可靠机构之间搭建一个桥梁。并且为学校、老师

、提供准确的比赛信息。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20
小提琴线上教学资料库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蔡志远

李论 

1808011011

刘彤

田晖 副教授
通过线上教学及资料库，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在足不出户的

情况下就可以得到来自专业院校的指导和知识的汲取，让

更多人感受到来自音乐的美。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21

音乐表演类专业人才的培养与

活动组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源真 1808011078

付佺

1808011081  

            

            

            

许瀚心 讲师

组建学生器乐社团，开展音乐专业学习指导，普及音乐文

化知识，为广大音乐爱好者提供专业的学习交流音乐的平

台，进行回报社会的活动。专门组建全年范围内使在校学

生在实践中实现“教学相长”积累社会经验积累财富减轻

家庭经济压力。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22

音乐表演类专业人才就业前景

的探索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佺 1808011081

李源真

1808011078  

            

            

            

许瀚心 讲师

本项目想要打造一个音乐类app，可以帮助音乐类特长生解

决就业与音乐学习的压力与难题，通过线上教学或线上发

布音乐教学信息或与音乐有关的实时消息，致力于为音乐

特长生及音乐爱好者打造一个自由交流的音乐学习平台，

还可以互相交流乐谱与书籍，为音乐爱好者提供方便，快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23
西音演出资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齐思彭 1808011071

岳子煜 

180801107
齐颖霞 齐颖霞

基于现代人们随着物质生活逐步得到满足，人们更加注重

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文化消费在生活消费中的比重越来

越大，优秀文化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继

而解决用户及时了解演出资讯，欣赏高雅音乐，参与演出

互动等需求。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24
音乐教育在山区中小学的普及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群聆 1908011006

曹令允  

1908011001  

            

            

            

            

  马雁阵

1908011003  

许瀚心 讲师

为了提高山区中小学生的基本音乐素养，丰富孩子们的精

神生活，培养高尚品质和情操，同时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

活，拓展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音乐综合技能技巧，音乐

教育是实施美育的重要手段之一。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25S
小提琴多媒体集体课程 创业实践项目 否 李论 1808011011

蔡志远

1808011012  

            

            

            

  刘彤

田晖 副教授

更新颖的教学，让音乐不是以乏味的形式出现，让学习者

真正爱上音乐，爱上提琴，普及推广小提琴相关内容，分

享乐谱、音视频以及新的教学资料，为小提琴爱好者提供

更优质新颖的教育机构。通过多媒体设备为提琴学习者提

供更高效、更趣味、更直接的学习从而吸引更多的提琴爱

好者来学习。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26
大提琴线上教学推广与销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户晓曼 1808011021

申怡

1808011006  

            

            

            

            

许翰心 讲师

为广大大提琴爱好者有学习交流的平台，在足不出户的情

况下就能受到专业院校教师学生的指导、授课，在学琴练

琴过程中，有错就问，有错就改，提高效率，得到与时间

成正比的练琴效果和成绩，同时可以享受到平台分享的各

种学习资料、唱片、音视频、伴奏带等，不用自己再去各

网站、门店寻找或购买，在这个平台上应有尽有。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27

“党建+交响”思政工作方式

新构想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壮 1608011084

周昊嘉

1908011068  

            

            

            

      张晋源

1708011002  

            

吕斌 副教授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

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在党建和思政工作中探索出

一条具有时代气息，符合时代需求，适应时代发展的道路

至关重要。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是时

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

时代的风气。如何在新时代将具体工作融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文艺工作者必答题。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28

高校艺术教育参与西安市中小

学艺术普及教育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心 1809011034

牛乐

/1809011010

,贺宇

/1809011021

,贾晓婷

/1809011013

,雷昱

/1809011028

卜瑞
见习助

教
1302

为了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教育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的重要节点。结合自身实

际，围绕当前舞蹈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我们将对西安

市中小学校的孩子进行舞蹈教学，同时也希望能以此次项

目和中小学舞蹈教育为契机，为大学生日后找工作提供机

会和实践经验，并立足国家教育改革发展需要，按“德艺

双馨”的教育目标，聚焦舞蹈教育，培养学生审美和艺术

素养，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和创新艺术活动的内容与形

式，不断促进艺术教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融合，为国家中

小学舞蹈教育的发展提供可复制和推广的成功经验，为推

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以美育培养时代新人的教育目标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29
时代剧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孙梦蔚 1809021015

马慧

/1809021035

,侯贤慧

/1809021050

,张馨予

/1809021001

,赵嘉缘

/1809021035

朱莎 讲师 1302

 结合当前高热度发展的互联网＋，丰富精准扶贫开展的模

式,以多元的渠道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带领经济建设的

有效办法。该项目以“谢子长”红色文化为索引，针对传

统文化资源的流失、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短缺及全社会对

乡村文化价值认识的偏差进行本质上的研究，创作出一部

围绕子长县传统文化和风俗环境的多样性剧目，并将该剧

目引入城市，通过线上直播、公益捐赠等网络新模式，推

动并发扬其第三产业的发展。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30
骆家坝—筑梦红色交通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曾诗媛 1902015036

李梦颖

/1902015065

,江吉琳

/1902015037

,杨舒媛

/1902015075

,孙妙艺

/1902015061

郭煦昕 1202

本项目利用自媒体宣传，直播带货等“互联网+”的新型消

费方式改变陕南西乡县骆家坝地区旅游业与农副产品销售

业在摆脱传统产业模式过程中的闭塞、交通等难题，并通

过展演、自媒体传播等方式对骆家坝的红色革命底蕴和革

命老区精神进行赞颂与发扬，推动该地区产业链改造升

级，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31

互联网+身临其境之一带一路

乐器传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雅丽 1902014092

陈晓瑞

/1902014093

,潘思竹

/1902014090

王玉婷 讲师 1202

基于单片机进行程序编写和调试检测，本研究综合运用vr

、传感器、电子等技术和方法，开发关于一带一路乐器传

承的软件。创新点：1、使用红外线传感器，如果感应到人

手触碰乐器，系统就会自动通过蜂鸣器和智能语音进行乐

器发生作业。2、运用无线传输技术，通过手机进行乐器调

控。使用户真实的体验不同乐器带来的感官享受。3、通过

采集上传用户的体验情况，进行数据评估，更好的进行内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32
音乐治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淑怡 1902014046

郑奥婕

/1902014044

,郏梓伊

/1902014072

,何屹雪

/1902014073

,佘欣橙

/1902014047

王玉婷 讲师 1202

希望患者做完治疗后心理压力可以得到释放，生活中的烦

恼也可以得到缓解，重新对生活事业学业燃起希望，山区

的留守儿童通过音乐治疗开始有新的向往。虽然不能彻底

消除患者生活中的困扰但是希望可以改变他们对待困难的

心态和思想。并让音乐自然的融入到他们生活中去，而不

是额外的东西，让他们重拾信心，乐观面对生活。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33

基于社交环境的大学生心理健

康帮助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雨欣 1902014068

郭兆陈

/1902014031

,汤梦洁

/1902014086

王玉婷 讲师 1202

利用互联网app的模式，沟通不同高校学生，针对用户（大

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心理咨询及心理疏导，以达到缓

解大学生在生活及学业中存在的焦虑和紧张心理的目的，

并且增加大学生心理知识信息和学习放松的技能。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34
汉水巴山陕南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龙飞 1902105013

田辛昊

/1902015009

,李宗鸿

/1902015012

,郜培怡

/1902015048

,邓家威

/1802013003

郭煦昕 1202

本项目以陕南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基础，旨在宣传，利用，

开发，当地旅游资源，使当地的第三产业有所发展，贯彻

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方针，推动当地经济发

展，为脱贫攻坚工作添砖加瓦。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35
线上音乐治疗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远 1902011062

甘甜

/1902011040

,蒋嘉兴

/1902011063

,郑舒予

/1902011059

,梁惠琳

/1902011057

杨媛媛 讲师 1202

本项目运用一切与音乐有关的活动形式作为手段，如演唱

、器乐演奏、音乐创作、即兴演奏等各种活动，来达到治

疗目的。并且利用音乐体验的各种形式，以及在治疗过程

中发展起来的，作为治疗的动力的治疗关系来帮助不同的

被治疗者达到健康。通过线上音乐治疗活动，实时提供情

绪支持，探索或鼓励适当地表达与疾病有关的感情，帮助

被治疗者度过各种难关和困难。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36
特殊儿童远程音乐治疗与教育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安琪 1802012051

黄鸣

/1802011024

,赵歌儿

/1802011037

,张洧

/1802011099

,刘之睿

/1802012069

王莉娜 副教授 1202

运用一定的方法和设备对特殊儿童进行音乐治疗与音乐教

育。音乐对于有沟通障碍和不善于用语言学习的特殊儿童

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利用互联网可以解决相关教师不

足的问题。音乐活动有助于培养特殊儿童良好的性格与素

质。有利于教育公平和社会艺术素质提升。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37
红色音乐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晨宇 1802013081

王宣懿

/1802013049

,王嘉隆

1802013002

杜婧 1202
传承中华红色经典，与时代背景相结合，用音乐的形式讲

述上一代人的奋斗故事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39

教育文化宣讲义演致力群众精

神脱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飞铖 1802011009

贾庶淳

/1802011007

,雷梓煜

/1802011010

,朱俊霖

/1802011023

,王明锐

1802011017

卢一瑶 1202

举行义演活动，为贫困山区学校募捐，并宣传音乐文化与

艺术，让广大人民了解音乐，为了进一步推进文化艺术与

人民群众相结合,实现精神脱贫。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40
弘扬红色精神，筑梦杨家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鑫 1902014012

李逸凡

/1902014018

,黄怡然

/1902014095

,吴雨曦

/1902014096

,宣力楠

/1902014054

王玉婷 讲师 1202

通过“互联网+杨家沟”，既可以带动当地县乡的经济发

展，也可以教育引导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中，一

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优秀人物，弘扬红色文化，感受民族精

神，革命精神的伟大力量和时代内涵。培养当代大学生的

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提高自己的社会实饯能力，深化对

当下幸福生活的珍惜，激励学生珍惜光阴，并从缅怀转向

思考，将感恩转化为行动，认识历史使命，树立远大志向

。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41
“你弹我听”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吴亚希 1806011087 无 王欣 讲师

0401

05

我们的APP是一款可以针对用户1对1线上教学的软件。用

户可以自己选择音乐作品演奏，软件系统会根据用户演奏

的准确度进行打分。第二点，提供大师课，供学生学习；

第三点，提供乐器选购买卖。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43
线上大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欣辰 1902014061

王方略

/1902014082

,穆雨萱

/1902014038

,叶翠薇

/1902014083

王玉婷 讲师 1202

通过线上传播的方式，可以有效推广“大夏”风土人情带

动一些周边农户的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与

精准扶贫脱贫相契合，给当地未来的旅游业奠定基础；通

过线上传播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大夏古国”当年历

史，增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和认同感；通

过线上传播的方式，让人以足不出户的方式来满足对其他

地方的向往，也丰富了人们对地方的认识，增加了知识储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44S
乐习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尹昱森 1805011005

尹昱琳,

狄奥承
张雯 讲师 ####

随着钢琴学习者的增加和手机等智能设备的普及，我们希

望通过本项目有效的帮助广大钢琴学习者更好的进行钢琴

练习，通过任意智能录音设备纠正练习中的错音和错误节

奏，以达到一首完整钢琴作品演奏的基本要求。同时普及

相关音乐知识，将作品练习规范化，系统化，在练琴过程

中起辅助作用。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46
音乐梦想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昱哲 1603011033

张若奇

/1703011020

;杨钧博

/1803011022

;李锦华

/1703011014

;曹宸阁

/1803011021

郑飞 讲师 760

通过一款专业性和大众娱乐性兼具的自主音乐制作app为专

业音乐人、和广大音乐爱好者提供自主创作和制作专属音

乐的机会，难易程度可供各种人群选择，可达到即娱乐大

众有提供专业制作平台的目的。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47
音乐启蒙游戏《乐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艺博 1803011014

王少卿

/1803011001

杜晨阳

/1803011007

;师志恒

/1703011017

;夏越洋

/1703011011

白超 讲师 760
通过普及音乐常识的游戏 以最简单通俗的语言和一些游戏

任务让人了解音乐基本理论。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48
自助印谱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瀚东 1805011040 张雯 讲师 ####

就目前来讲，智能化设备越来越普及，即使连扫地都有机

器人替代，所以这个自助印谱机是专门为音乐学院的学生

们以及各个大学音乐类专业的学生所提供的，目的就是为

了方便，不出校门即可在校内进行乐谱打印，相关资料的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49

双“鹰”计划——音乐与英语

的碰撞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然煜 1905011024

刘淼刘淼

/1905011003

,

文静怡

/1905011022

,

许一帆

/1905011029

宋娟

娟,    

刘姽婧

讲师 ####

通过互联网，提高学生技能学习自主性，创建相关公众

号，使学生在通过网络公益座谈、创新作品设计、非专人

群艺术指导等一系列社会实践加强美育价值观在教育的重

视度，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创新型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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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有鲲音乐工作室——乡村

留守儿童助力计划
创业实践项目 是 何雅坤 1905011040

郝若男

/1905011015

,

梁馨艺

/1905011007

,

严翕然

谢宝利 副教授 ####

一是关爱乡村留守儿童是维护社会和平的需要，是化解矛

盾，促进和谐的举措。二是有利于培养新型农民后备军和

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

。三是农村留守儿童作为关心下一代工作中的特殊群体，

必须特殊关爱，大学生利用学校资源具有优势和不可替代

的作用。四是通过鼓励号召大学生积极参加帮助帮助留守

儿童的公益事业，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基本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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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性音乐启蒙教育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靖 1905011046

孙政杰

/1905011042

,

高帅杰

/1905011030

,

李涵宁

/1905011026

李佳 教授 ####

就目前国内青年主导的音乐启蒙类教育存在良莠不齐现状

来看，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选择很少，很难有针对性，有

品质的进行学习。该项目的目的在于提高青年群体的音乐

品味，音乐素养，对自己的音乐爱好有自己的定位和见

解，让专业的音乐真正走进每一个孩子的生活中，让他们

的精神文化素养与自我的哲学认识有更加明确的提高和塑

造，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青少年容易出现的心理精神压力

提供一个缓冲区，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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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音365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郝喆 1809021008

巩丽      李

燕璋     薄

舒文

朱莎 讲师 1302

创新训练项目“长音365+”是19级歌舞表演团队共同努力

创建的项目，项目主要针对同是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的团

队进行艺术包装，以艺术服务基层民众的精神，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相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与精准扶贫

脱贫相契合，贯彻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的主题，进行团队与

团队之间的合作，通过自身所学艺术专业的优势设计新颖

的艺术表达方案，辅助其他专业团队通过“互联网+”的方

式进行强有效的推广和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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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音乐作品在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中的当代价值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幸瞳 1905011002 刘舒悦 赵海花 副教授 ####

课题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改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有：一、是以理想信念

教育为核心；二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三是以基本道

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因此，红色

音乐是对大学生进行以上三方面教育的生动载体和传播爱

国主义，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红色音乐，就像针线一样

把中华民族发展与前进的历史串联起来，印证着中国人民

不屈不挠、顽强拼搏、踏实勤奋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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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音乐的自媒体推广与

扶贫计划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康若芊 1701011006

许力戈

/1607011041

；

高戈莹

/1801011005

；刘天瑞

/1801011038

 宁颖 副教授 ####

该项目以大型互联网平台为依托，以少数民族艺人自身的

音乐视频的核心内容，以学生、学者、艺人的合作为主要

宣传手段，以“传播传统文化”和“扶贫”为双重目标，

尝试通过以自媒体宣传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和民族特产的同

时，带动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与经济发展。进而

弘扬爱国主义教育，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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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盛世文化主题公园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庞雅馨 1601011039

宋娇娇／

1601011040

；王卓／

1601011045

；

胡洁／

1601011036

张雨昕 讲师 ####

该项目通过以唐朝开元盛世时期为历史背景，让历史文化

走进生活，传承汉唐文明促进唐文化产业长足发展，为消

费者倾情打造具有浓厚盛唐文化的体验乐园及其周边产

业，展现大唐气势如虹的盛世精神，朝气蓬勃的时代气息

。让游客深入到浓郁的历史氛围之中，通过角色扮演、国

学学习、文化体验、农耕乐趣、以及与唐代音乐艺术的亲

密接触等多种模式，从而满足消费者精神与物质上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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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M.E.看音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景叶 1901011004

黄浩婧

/1901011020

；

于洁

/1901011026

；

牛梦君

/1901011028

；

吕昕滢

/1901011035

张雨昕 讲师 ####

Hot！M.E.看音乐是一个以音乐娱乐评论为内容的网络自

媒体项目，客观剖析热点音乐娱乐项目中存在的问题，以

普及知识、加深相关项目受众对其项目的了解为目的，以

专业内容吸引受众，并为市场提供一定经验借鉴。Hot！

M.E.看音乐以音乐专业学生的立场出发，以与大众不同的

视角观察当下的音乐、娱乐市场，通过互联网自媒体平台

面向大众发布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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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对面到屏对屏——童声同

趣线上声乐教学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万延 1806011025

魏婷雯

/1806011057

鲜于越

歌

    教

授

0401

05

使更多少年儿童以更加方便、正规的途径了解和学习声

乐，培养他们的艺术修养，陶冶情操，训练一技之长。也

使大学毕业生通过课程设计和指导孩子们学习，达到学以

致用、教学相长和长期职业规划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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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教学短视频APP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贺俊恺 1806011007

李钰

/1806011029

,程宸

/1906011033

朱振涛 讲师
0401

05

主打线上声乐教育，并致力于乡镇地区声乐启蒙教育的发

展，努力通过线上教学模式的探索，缩小城乡差距，以优

质资源的共享为目的，推动当前社会声乐教育的良性可持

续发展，也为给乡镇地区的孩子们提供一个接触并实现梦

想的机会。实现音乐教育层面的乡村振兴。致力发展公益

事业，除维持APP正常发展及运营的收入均用于公益捐赠及

公益活动。并对贫困地区进行实地走访，确立帮扶对象，

实现精准扶贫。国内首个声乐教学短视频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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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陪你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李昕航 1906011003

刘鑫

/1706011015
阎乃靖 讲师

0401

05

平台主要组成人员为专业的音乐治疗师和音乐素养高，情

商高人员，通过疏导听音乐为用户梳理长期工作生活带来

的亚健康状态，比如说，缓解生活压力，灾后心理重设，

考试前过于紧张等等。平台会和专业人员沟通可确定曲

目，分成几个针对不同情绪改善的板块，每个板块有专人

去负责，帮助大家更好的去面对小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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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梦想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刘鑫 1706011015

李昕航

/1906011003
阎乃靖 讲师

0401

05

我国现阶段声乐教育普及分布不平均，发达城市学生获得

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而偏远地区的一些有着良好乐感，

嗓音一流的学生因为环境地理因素等条件的限制，缺乏优

质教育资源、专业人员。导致他们的天赋无处施展，梦想

无法实现，最后只能泯然众人。现开展这款app，通过在线

上直播，订阅，商品买卖而获得的利润，在保证运转的情

况下对他们提供帮助，并以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形式帮助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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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院联盟”艺考中心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季雨 1908011004

谢霆轩

1908011029  

            

            

            

  张书彬

齐颖霞 讲师

该项目通过模拟创办专业艺考培训机构，对口培训音乐专

业艺考生，并在此基础上增加琴行合作、剧院活动和其他

线上线下培训交流活动，适当拓展音乐启蒙、音乐鉴赏等

业务功能，助力音乐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同时为各大音乐

院校学生提供实现自我的平台和就业实践的机会，充分发

挥音乐学院学生的社会价值和创造力。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63X
TICH-儿童非遗文化节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张佳琪 1909031003

吴东泉

1909021052/

,张佳怡

/1909031009

,李思莹

/1909011012

,赵若芸

/1909011016

马昱 副教授 1302

本项目名称为TICH－儿童非遗文化节，主要针对儿童打造

的陕西本土非遗文化节，TICH为非遗文化(Tradi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缩写。该文化节主

要分为线上、线下两部分。线下主要为选拔赛与含有参观

、讲座、互动、观展等高品质内容；线上推出“云端相约

非遗”系列与儿童非遗文化节官方网站。旨在弘扬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丰富儿童文化生活，增强儿童文化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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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知乎——少儿舞蹈教育创新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蓝澜 1909031010

向李珍

/1909031007

,李妍妍

1909031006/

,刘梓玥

/1909031008

武心怡 讲师 1302

“舞知乎”是一个关注少儿舞蹈教育的平台，其中分为三

大版块：一、少儿舞蹈机构：对陕西省内舞蹈机构进行介

绍、筛选和评估，定期给家长推荐符合科学训练且优秀的

舞蹈机构；同时作为中间平台分享各机构的实践活动。二

、少儿舞蹈科学：主要普及少儿舞蹈科学训练的相关知

识，深化家长对训练的认知。三、少儿舞蹈问答：针对家

长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为少儿舞蹈启蒙训练提供科学的

建议和意见。监督、促进社会少儿舞蹈教育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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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小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梦蔚 1809021015

马慧

/1809021035

,侯贤慧

/1809021050

,张馨予

/1809021001

,赵嘉缘

/1809021035

朱莎 讲师 1302

戏剧治疗是心理学和戏剧的跨专业交叉学科，是通过戏剧

治疗师为主导，借助戏剧表演的形式，帮助人们去扮演不

同的、丰富的角色，借助过渡性的向导，把人内部出现问

题的角色与反角色整合在一起，通过戏剧性的冲突表现出

来，对参与者情绪进行有效的宣泄，并提供实验改善内部

角色关系的机会，以此模式研究出一种表达性艺术治疗的

新模式，并在心理治疗方面进行有效的传播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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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类儿童启蒙与艺考沟通咨

询网络互动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奚梦婷 1802011053

于欣彤

/1802011054

,马静文

/1802011050

,孔洁

/1802011051

,龚闫妍

/1802011079

陶远 副教授 1202

一个集音乐教学与音乐学习咨询的网络互动平台的构建与

应用。此平台将收集与整合散落的教学人才，充分发挥体

制外岗位的优势，给予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求学者

可以得到优质的教师资源，和适合自己的专业老师。向零

基础的少儿们提供启蒙与兴趣培养；向需要艺考的孩子提

供艺考的建议与流程安排。让更多的孩子受益与音乐，也

让更多的老师有施展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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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易”线上新旧钢琴出售回

收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曹程 1902014016

李芷涵

/1902014089
王玉婷 讲师 1202

提升市场上闲置钢琴的利用率，使其更好的发挥其使用价

值，以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改善普通群众音乐学习经

济负担重的问题改善“学艺难、学艺贵”的现状。改善经

济欠发达地区音乐教育方面的相对落后。可以一定程度上

促进文化软实力发展，帮助现阶段国内音乐文化的发展。

优化资源配置，改善艺术教育教学条件，营造非专业院校

良好的校园文化艺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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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克罗兹音乐教学法的研究

与实践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南亦敏 1802012044

陈姿羽

/1802012042

,孟子悦

/1802012043

,王聪笑

/1802012046

雷贞 副教授 1202

充分的理解和研究达尔克罗兹音乐教学法，并使其融入参

与到教学实践中去，与传统音乐教学相结合，与不同年龄

阶段的音乐学生和音乐爱好者相互探讨并改进。将结合后

的体态律动法带进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城乡地区，同时

接受思想洗礼，传播音乐知识。音乐学习不仅仅是音乐生

的权利，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把有趣的音乐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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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范儿Star.Style艺术教

育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乐 1802014024

姬存帅

/1802014003

,杨洋

/1802014014

,冯韦岚

/1802014020

杜婧  1202

本项目主要是在确保艺术专业性的基础上，以兴趣互动课

堂为主要研究方向。研发新的校外少儿艺术教育体系。通

过研究.互联网＋互动教学，实现线下趣味授课，线上专业

辅导的学习模式。以兴趣为特色，让每个孩子发自内心的

喜欢上每一节课。在兴趣中享受学习，在互动中学会专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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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学习监督 创业实践项目 否  王靖 1707011072

陈薇

1806011025
张丰韬 讲师

DM的意思是deskmate 是一个关于生活学习的手机软件。

主要内容有俩点 第一是与虚拟同桌围观群众通过打卡挑战

金的方式来构建一个学习圈子形成相互学习互相监督战胜

懒惰提高自控力的一个过程。第二整合资源 通过多方位了

解本专业就业前景而对于大学生未来道路规划有一个明确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72S
笛MUSIC 创业实践项目 否 温宇昕 1707011001

韩庚浩

/1707011014

, 乔月

/1707011002

,封伯坤

/1707011010

,杨航嘉

/1708011064

郭雯 讲师
将流行音乐更好地融入竹笛，更方便演奏。研发关于竹笛

教学与演奏的APP，实现竹笛教材电子化，方便化，简单化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73X
“新音符”音乐社区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嘉隆 1802013002

王宣懿

/1802013049

,张晨宇

/1802013081

,胡北

/1802013007

杜婧 1202

“新音符”App是为音乐爱好者打造的展示、交流、学习平

台。以线上社区的形式推广音乐文化，同时提供优质的线

上课程及线下音乐节活动。解决传统音乐培训耗时耗财的

问题，改变音乐教育模式，也为欠发达地区音乐教育提升

提供资源。为新型音乐形式提供发展的沃土，推动音乐创

新。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75X
音乐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赵泽坤 1902013015

武齐政

/1902013006

,侯沛豪

/1902013022

,张延

/1902013013

,杜方戈

/1902013023

卢一瑶 1202

项目内容：1、创作更加贴近中国特色的音乐形式2，发展

音乐教育事业。

3，举行公益演出，开展音乐教育扶贫内容。            

   项目实施方案：1、细化项目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2、

给工作室命名。 3、寻找工作室场地。 4、购置音乐教育

设备。 5、邀请专业老师提供专业指导。 由校方牵头与政

府接洽明确音乐扶贫教育的实施。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76S

音乐表演类专业人才就业前景

的探索与研究
创业实践项目 否 郭晏彤 1908011052

王俞淇

1907011019  

            

            

            

  黄文馨

许瀚心 讲师

该项目主要是想使用线上线下的结合，深入探究在当今文

化产业起步阶段音乐表演类人才创业的多种可能性，以及

如何将音乐专业理论转化为音乐专业实践，如何能够更好

地履行大学生回报社会的义务，让更为多的群众可以融入

到音乐文化中。紧随党中央的步伐加快中国自己音乐文化

的发展.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77X
“拾乐”自媒体账号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雷璇

张梓岳、宋祝

清
杨兮 助教

通过公众号，以及视频制作上传的方式。为对流行音乐发

展史、流行音乐风格，感兴趣的人以及学习者，提供生动

易懂的科普类的帮助。流行音乐的不断发展并且被普遍接

受。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去了解流行音乐的类别以及发展。

通过我们制作的视频和文章更容易的了解与学习。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78X
音乐剧配音APP“音乐聚”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廷露

安林瑶、崔宇

辰、刘晓铮、

王杰、冯一帆

、张建锋

杨兮 助教

为了满足大家对于音乐剧的喜爱，但一个人又很难完成一

整部剧的苦恼时，这个app可以实现线上大家在线一起选择

自己喜欢的片段去配音，感受置身其中的乐趣，享受属于

自己呢份角色带来的满足感与成就感

可以更大的提升音乐人的想象力，乐感，语感，帮助喜欢

却因不同角色而无法真正置身音乐剧带来的感受，也可以

提升大家的兴趣，让更多人看到音乐剧，喜欢音乐剧，爱

上音乐剧，提升大家的品味，同时也对个人的专业技术修

养是非常好的锻炼方式，更加接近人物感受人物表演人物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79X
原创流行音乐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许戈锋

章申昊、胡澜

澜、周妍熙、

郑力恺

王怀瑾 讲师
1.推动音乐原创能力的提高

2.推动原创音乐产业发展

3.挖掘原创音乐人才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81
野声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圆成 1801011029

李佳羲

/1801011041

；于淼

/1801011043

；

刘灵瑶

/1801011039

；薛效烨

/1801011012

张雨昕 讲师 ####

野声计划是一个扶持少数民族流行音乐的项目，以挖掘、

孵化和推广校园少数民族流行乐队和音乐人及其原创作品

为主要目的，也将结合乐器曲谱售卖、视频教学平台与工

作坊workshop。野声计划将会与百度音乐、麦芒等平台与

公司合作，为乐队及音乐人量身打造扶持计划，并为他们

进行包装、制作发行专辑、提供演出机会等。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83S
335钢琴工作室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刘睿捷 1905011045

刘俊辉

/1905011037

王舣轲

/1905011034

卢亦凡

/1905011016

刘姽婧 讲师 ####

运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素养，能更好的服务于热爱音乐的

人。作为一门艺术，学习音乐有利于培养情操，培养人的

涵养。我们希望我们的教学能使得大家真正领略音乐的魅

力，不只是被网红歌曲所误导。通过实践，我们可以积累

教学经验，为以后的工作和事业奠定基础。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84S
岁月有你艺术服务中心 创业实践项目 否 田静雨 1706011017

张益宁

1706011027
蔡俊军 讲师

0401

05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进程的加快，为满足越来越多老年

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要求，我们要组

织和创造出开展文化创意服务类型的社会团体。开展老年

艺术服务中心可以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提高社会的文化

氛围，建设文化强国。

√

2020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S202010728

085S
云伴奏与即时线上伴奏 创业实践项目 否 石帆 1806011063 无 杨楠 副教授

0401

05

因疫情影响，众高校音乐伴奏老师难以进行面对面授课，

各地高校都开展了线上学习，此项目整合了钢琴伴奏老师

的众多高质量伴奏，可以使众多声乐爱好者享受到老师们

提前录好的音乐伴奏，进而满足音乐者们不断学习声乐知

识的渴望，即使在家也能不断练习声乐。此外，APP还可进

行线上一对一的即时伴奏，与钢琴伴奏老师进行即时交

流，解决音乐上遇到的难题，给声乐学习者带来更好的体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01X
舞蹈健身综合训练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马刘晓 171303057

杨洁

/181302048,

李浩

/171303061,

张雯杰

/170205169

杨占军 教授 0402
舞蹈健身综合训练平台将中国舞与健身体适能等训练项目

完美融合，在增加健身趣味性的同时保证其科学与健康

性，促进健康中国与全民健身的发展。

√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02S
快乐星启能体训馆 创业实践项目 否 李林枝 181401036

李佳盼

181401025

杨东伟

171401023

徐波峰 教授 0402

快乐星启能体训馆，是一家以融合教育为理念，打破市场

上现存的体能馆招收学员单一模式的格局，（市场上的体

能馆，一种是单独面向普通孩子进行招收训练，另一种是

单独面向特殊儿童进行招收训练的体适能馆。）创建一种

面向普通孩子和特殊孩子共同招收学员的新型体适能训练

馆旨在，通过体能训练彰显融合教育的理念，在训练过程

中，把能力较好的特殊孩子融入到普通孩子训练板块当

中，让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一起训练，在这样的环境氛围

下潜移默化的影响特殊孩子，从而更好的提高其自身能力

、减轻残疾程度以及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成为社会大家庭

中的一份子。同时，普通孩子与特殊孩子一起相处，可以

增强自身的爱心和包容心，体验到人生的差异性，让孩子

从小树立关心、帮助他人的思维意识，进一步完善孩子德

√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03
云健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弋舒云 181204119

石恺伦

/180904121
刘军 副教授 0402

我国正处于疫情防控期间，大多数居民无法保障正常的户

外活动。长期的封闭生活，不仅会降低身体免疫力，还有

可能产生一定的心理问题。因此为了避免宅家期间的多吃

少动、过量睡眠、沉迷电子产品等不良习惯，居家运动是

必不可少的，家庭体育运动的合理化也显得尤为重要。我

公司基于当今社会大环境和国家政策，推出“云健康”项

目，目的是推动群众在身心健康等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

促进我国营造一个“绿色、健康、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

√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04

全民冰雪运动——旱地冰球培

训与团队文化建活动融合基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星豪 171203065

刘振虎

/170107241,

李龙飞

/171201003, 

吴郝杰

/180210380

宋耀伟 副教授 0402

旨在为国家“三亿人上冰雪”目标助力，提供全民健身冰

雪项目——旱地冰球运动的培训、团队文化活动建设的融

合支持。普及“新兴冰雪运动”，创新发展“新型冰雪产

业”，实现冰雪运动跨越式融合。为解决群众日益增长的

“冰雪项目”兴趣，结合现实环境，利用“旱地冰球”运

动，将冷资源转变为热资源，创新发展冰雪健身休闲产

业，促进旱地冰球与全民健身、团队文化建设活动的深度

融合，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将为脱贫攻坚蓄力

护航，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

√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05S
慢意风情园 创业实践项目 是 杨一鸣 181901006

雷诗雨

181901031，

钟小艺

181901030

翟俊娜 讲师 0402

本项目设计一个网店平台，以及时下流行的网络直播销售

方式以“中国乡村特色”为主题，专门销售一些贫困地区

的特产。不仅仅是果蔬，还有特色美食，手工艺等各种各

样的物品。添加一些旅游项目以及度假村等，让忙碌的都

市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慢生活”的乐趣，并且借此大力

宣传当地旅游业。帮助仍在贫困中的人们增加一些收入。

通过慢节奏的生活方式让来到慢意风生活的人寻找到生活

的快乐与真谛。坚决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城乡融合发

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坚持“以人为

√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06X

健康中国背景下，精准化肥胖

干预中心的创立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余今红 180401030

杨凝

杜雅琦
刘军

副教  

授
0402

在健康中国背景下创立一个精准化肥胖干预中心，通过以

采集个人信息、营养调查、体格评估、运动分析评估这些

数据为参考，采用运动、饮食、认知干预为手段，为会员

制定精准的减肥干预方案，干预模式具有多元化、短时高

效、科学安全的特点。

√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07

体育院校虚拟演播室的创新使

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莫妍 181202048

樊嘉雨

181202050,

卫来

181202036,

谢佳

博,18120204

7     齐龙飞

181201008

王春英 副教授 0402

在广播、电视、电影等传媒行业中，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

技术的渗透与应用也极大地提升了传媒行业的信息技术水

平，推动了传媒行业的数字化变革。高校数字化实验室、

虚拟演播室也就是在技术变革和传媒变革双重变革之下，

高校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而应运而生。通过我们

的实践和研究，将会大大提高虚拟演播室的利用率，提高

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虚拟演播室的节目制作水平，期

待能发挥好更多的作用，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贡献。

√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08X

大学生线上综合服务社区趣高

校APP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马爽 171203077

牛钰茜

/171204107, 

            

   白宗玄

/171203062, 

            

     马尊众

/171204096, 

王瑞 教授 0402

趣高校APP是针对大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计划的大学生线

上综合服务社 , 面对庞大的高等教育学生数量日益剧增，

趣高校APP立足于学生需求，以社交，团游，房屋租赁，物

品置换，大学生勤工俭学，社会爱心公益为项目的创新型

APP。深入各大高校推广，以价格最实惠，资源最丰富，消

息最灵通为项目的优势点,将会对大学生生活产生极大的便

利。

√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09X
中国茶文化的新媒体途径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臧沐钰 191205121

臧沐钰

/191205121
杨康 副教授 0402

中国茶文化通过新媒体途径，通过全新形式与传统茶道文

化结合，增加茶叶产品销路，提升人们对茶文化的认知。

从而带动工厂茶叶产品的销售。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10

《同学去哪吃饭？》美食旅游

视频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晗 171205129

   黄乐豪

/171202034,

冯月琨

/191203072

严峰 副教授 0402

我们所推出的“短视频”和“直播”，正是顺应了这股潮

流。而不同之处在于我们针对“学生党”，将学生的消费

特点进行调查和总结，将数据分析和产业链都加入了公司

业务的范围内，就是说我们即是一家针对学生党的“餐饮

公司”也是一家“视频广告制作与推介公司”，然后进行

第二轮融资发展直播。努力将中国餐饮、中国文化、等文

化加入短视频和直播中，推出优秀文化，使“广告”不再

是传统意义上的“广告”。

√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11S
云农新生 创业实践项目 是 张荣博 191205127

王梦垚

/191205147,

曹鑫

/191204098,

弥启/

郭维刚 副教授 0402

本项目将会借助国家政策，新媒体技术和打造品牌形象三

种手段，通过线上营销和线下销售两种途径扩大农产品的

销售路径和销量，并致力于解决“网络直播带货”等营销

方式中存在的产品质量无法保证的问题。希望通过此项目

为国家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作出贡献，并积累和提炼

关于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的经验与理论。

√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12X

社区居民体质监测及运动康复

指导培训机构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茹妍 181901016

任子青

/181901020

1张慧新

/181901001

王刚 副教授 0402

本项目计划与社区和当地国民体质监测机构合作，定期对

居民进行体质监测，并做出数据统计分析。与此同时，根

据居民身体状况、所需所想，为其提供专业的康复运动咨

询指导，并为对康复感兴趣的专业或非专业人员提供系统

的培训。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在全民健身的热潮中为其提

供更为稳妥的保障，提升国民健康水平。

√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13

陕西长安竞技足球俱乐部球迷

协会会员吸纳与维护模式的分

析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龙飞 180701041

苏昊鹏

/180701004,

王骁磊

/180701008,

徐鑫

/180701009

吕琛辰 讲师 0402

深入研究长安竞技足球俱乐部球迷协会有关球迷会员的吸

纳与维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意

见和建议，建立一套有效解决问题的创新型运营管理模式

。

√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14

“大手牵小手，体育伴我走”

暑期夏令营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奕霏 190601034

张子

琪,19070206

1

高牌牌 

190601029

郭维刚

老师
副教授 0402

本项目旨在响应“体育从娃娃抓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政策,结合西安体育学院的专业特色，本团队开展“大

手牵小手，体育伴我走”项目训练活动，最为连接大学生

与中小学生的中介公司，仅在暑期开展，分为四期，一期

15天，需要在小程序提前预定，面向二年级（除初三）到

高二的西安本地大小朋友。由我校热爱体育项目，熟练攀

岩，骑行，篮球，足球的同学担任跟踪教练，邀请亲年志

愿者协会的同学照顾小孩子的安全，由本团队的成员对旅

游路线进行策划，游览西安特色风光

√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15X

Recovery  Integration(康

复一体)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珏锐 191902072

曹欢

/191902070

武昱杉

/191902068

张念坤 副教授 0402

利用康复领域相关知识,技术和器材,与科学技术,互联网相

结合,研发出更多的康复训练方法和对疾病具有针对性的康

复食谱,并开发一款软件,将这些知识,技术与食谱,呈现在

软件上,更好的服务于有需要的人群.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16

西安市儿童运动推广与普及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瑞 180302047 无 杨芳 教  授 0402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生活方

式的改变，儿童面临身体活动不足，静态生活时间过多带

来的问题日益严峻，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慢性非传染疾病

加快蔓延。然而解决这些问题最后的方式就是运动。儿童

户外运动就是以儿童为主体开展的户外运动，以培养孩子

健全的人格为主，让孩子身体、智力、情商共同成长。尤

其伴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儿童体育市场的激增，积极发

展儿童户外运动在西安市乃至整个陕西的体育市场。促进

体育经济消费，拉到西安市的经济增长，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17X
校园“逛集”创业计划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倪欣悦 190601019

胡煜梒

/190601022,

方梦妍

/190601018

教  授 0402

校园“逛集”创业计划，是一个集二手物品交易和交友于

一体的平台。现在大学生旧物存放量巨大，资源浪费严重

。而加入“逛集”，大学生不仅可以快速将闲置变现还能

物物交换，线下也可以举行大型的地摊集会，自己体验当

摊主的乐趣，打破时空界限，结交志同道合的友人。在进

行二手交易的同时，还可以进行助农行动，出售农副产品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19
野外生存训练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欢 180301028

王瑞涛

181801006,  

     王连连

171701019

孙京主 讲师 0402

打造一款现实版的荒野求生，人与自然的融合，融入自

然，运用自己所学知识与所学本领来征服自然，教授学生

生物、地理等野外生存必备知识，从场地训练学习生存本

领到融入自然，在自然中训练，最后可以独自在野外生

存，该项目可以不仅可以锻炼我们对野外复杂情况的处

理，对更多知识的学习，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还对我

们体力有了一定的锻炼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20
燚心康复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郭奇奇 171701041

汪琦

/171701022, 

 

 胡磊山

/171001010, 

  

  谢承庆

/170401013	

刘勇
主任医

师
0402

燚心康复是以公益性质，主要面向农村社区居民，服务以

预防为主，医疗保健，运动康复，心理康复，健康教育，

技术指导等。深入农村社区基层，宣传普及康复，体育，

心理有关的知识，为农村社区居民中的残疾人，老年人，

慢性病人，精神智力残障和心理疾病患者等因人而异定制

个性化康复方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防止返贫；为健康

居民提供运动指导，心理咨询，预防疾病产生，促进健康

中国；以公众号和线上直播等形式提高人们的康复意识同

时并为当地居民助销农产品，助力乡村振兴。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21X
泰极营地教育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樊铭岳 191801028

陈滢

/190302083,

康德广

/191801023

康顺岐 副教授 0402

建设以休闲露营 定向采摘为主体的户外营地项目，徒步，

自助烧烤，亲子活动，户外比赛为依托，着力打造以放松

身心，亲子活动为主的户外营地。                    

                           打造自然 绿色 休闲的

亲子户外主题文化配套，经营攀岩墙，烧烤设施，租赁露

营装备，租赁户外教练指导的一体化 多元化 专业化 规范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22
线上全民健身运动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振辉 191801003

梁佳丽

/191801039,

张文博

/191801001,

刘龙雁

/191801004,

姜书傲城

/190101006

代璐 副教授 0402

通过线上组织比赛调动广大运动爱好者参与运动的积极

性；通过线上组织比赛，打破空间限制，使更多的运动爱

好者同台竞技：积极宣传体育运动对广大群众的益处，促

使更多人参与体育运动。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23S
下肢外肌肉助力装置的营销 创业实践项目 是 李雨昕 181701026

张泽辉

/181701009

周建栓

/181701013

白石 教授 040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老年人不断增加，上坡下坡、上下

台阶、上下楼梯这些简单的事对于老年人或者活动受限的

人来说可谓是举步维艰。对辅助装置市场调研发现，国内

目前大部分停留在机器辅助，对于行动不便的人日常生活

中还是不便。下肢外肌肉助力装置的发明是为了更加方便

活动受限者的行动。并且针对此类消费者，平时日常生活

中开销相对较多，而我们的助力装置价格普同人基本可以

接受。满足市场需求并且客观存在着市场机会。目的在于

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类人群，并且服务完全适合这类消费

者的需要而形成产品的自我销售。通过有效的营销计划，

组织，执行和控制来确保我们可以让下肌肉外助力装置市

场营销的正常运转。同时锻炼我们的创业能力，为我们走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24X

西安市体育特长生的训练与发

展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毛义铭 170108279

安慧/,

柯美慧/,

陈静/

杨辉 副教授 0402

许多的体育特长生由于专业成绩的不理想，从而不能上一

所心仪的大学，甚至与大学擦肩而过。因此针对西安市体

育特长生的训练发展状况，作出相对应的调查。从而针对

当前的现状和问题作出相应的改进和提高，使得当前西安

市体育特长生能够有一个良好的训练环境，有一套正确高

效合理的训练方法体系。能够帮助西安市体育特长生对专

业训练成绩有明显的提高，从而不让汗水白流，对体育高

考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25

西安“绿色生活体验营”活动

开发和推广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杰 181801026

王秀

181801033
杨芳 教授 0402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和工作生活压力的增大，许许多多

的健康问题暴露在人们的视野之下，加上不合理的利用空

闲时间导致生活失去节奏形成了恶性循环的糟糕现象。“

绿色生活”项目就可以及时掐灭这股“邪火”，从身体、

心灵、思维多重方面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活动的开展可以

让人们在放松和享受的状态下体会到大自然对心灵的洗涤

。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26

前湾滩村运动休闲风情园项目

规划书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郭馨蔓 180701032

路莹

/180701027,

李紫雯

/180701033,

韦文柯

/180701028,

汪唯一

/180701029,

延欣琪

/180701026

吕琛辰 讲师 0402

前湾滩村运动休闲风情园项目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前

湾滩村，拟通过实地考察、市场调研、问卷调查、文献资

料法等的研究方法，应用反贫困创新、朴素式创新等理论

支撑和当地村委会支持，对未来一年进行项目实施，得到

项目的研究成果报告、创建网上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体育

赛事的融合拓宽乡村振兴的发展等研究成果，为村子提供

就业岗位，进行特色产品营销，加强经济基础建设，打造

体育休闲旅游小镇，解决当地的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27X

太极拳健身操对老年人康复治

疗影响及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吕杨菁 191901036 无 陈巍之 讲师 0402

这个项目主要是突出太极拳健身操对老年人身心健康，康

复治疗的优势特点，来提倡更多的老年人来融入晚年亚健

康的生活中去。这是一种社会上被普遍认可的一种生活养

生慢运动，对老年人身体健康，术后康复治疗有着较好的

影响，他刚柔并济，轻作简洁却步步通神，越来越多的老

年人看到了他的优点并积极参与其中，尤其是康复的老年

人学习他们更是很必要。我们主要是从学校入手，让更多

同学去学习，然后普及提倡老年人，指导他们来加入这个

项目以及让专业老师教她们，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太极拳带

给他们的身心轻松健康。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28
健身教练1v1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娜 170902063

赵文哲

/170902050,

王敬博

/170902038,

陈炜

/170902067

刘薇 辅导员 0402

健身教练1v1是一款可以实现宅家运动，并且能够掌握非常

多专业的健身知识，可以和教练1对1进行交流学习，能准

确快速为你推荐合适你的运动项目，为你身体360度考虑的

一款APP。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30X
舞动青春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丛子仪 180701042

李俊杰

/170701033,

杨煜

/180701057,

胡寒雪

/180701022,

李旭东

/190701001

郑婧 讲师 0402

舞动青春APP，是一款线上舞蹈健身的软件，通过聘用教练

录制网课或根据实际情况定制线上课，并通过大数据来满

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实际需求和交流用途，从而获取经济收

益的一款APP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31

全民健身运动居家练习的可行

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辉 191301015

王昕昕

/191303068
黄宏叶 讲师 0402

根据这次的疫情，我们想到身体最终是本钱，要有一个好

的体质，对于抗击疫情也是重要的一部分，要积极宣传健

身，让人们对健身改变观念，走入生活，我校大学生课余

时间丰富，我校是一个专业院校，舞种涉及时尚健身，民

族舞，街舞，爵士等很多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3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

红星”青少年体适能训练团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郑雨欣 180302089 无 李明 副教授 0402

本项目致力于我国边疆地区青少年的健康促进，融红色教

育与青少年体适能训练于一体，对学校体育进行适当的补

充，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提升石河子市青少年的体

适能水平。通过精心设计具有红色元素的体育活动项目

的，寓教娱乐于一体，传承红色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对促进新疆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加

强少数民族青少年和汉族青少年的团结力和凝聚力，在活

动进行的过程中孩子们为了完成体育活动任务而自发的合

作行为，使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加强团队凝聚力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33X
青少年体适能训练创业策划书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赵双双 170701004

张敏怡

/170701007,

张珊珊

/170701005,

李俊杰

/170701033

王敏 讲师 0402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青少年的身体素质一

直备受社会关注但是国内体适能产业发展相对缓慢，不够

成熟，民众了解程度不够。所以我们团队想要通过对国内

青少年体适能发展状况进行调研，从而向社会宣传体适能

运动的重要性，响应政府和社会的号召，做一个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合伙创业的中端型青少年体适能培训中心创业策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34
穿搭达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博文 191303071

冀佳旭

/191302031
王廷璇 副教授 0402

本项目主打AR试衣，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利，满意的消费

体验。通过摄像头进行识别，可将APP中所选衣服直接通过

虚拟进行试衣，解决网购无法试衣退货换货的问题。足不

出户也可体验实体购物的乐趣。还可以根据用户的喜爱智

能推荐同一类型，风格的服饰。用户也可根据自己的肤

色，体型围度，使用场景等输入智能匹配功能，系统经大

数据分析为使用者提供符合情况的产品供选择。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35
三森九木果业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晁文辉 180301009

赵超

/180302058, 

  

  

康瑶 副教授 0402

响应我国扶贫政策，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借助互

联网平台将我省的特色水果销售出去，提高果农的收入，

为果农提供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更多人吃到物美价廉的放

心水果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36X
Fashion  fitness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丰江 190301026

仇国招

/190301001,

任柯鑫

/190301020

孙曼曼 讲师 0402

通过互联网+健身的方式响应国家号召的全民健身，通过运

用在校学习的专业知识以视频的形式进行线上教学，使安

全，高效，合理的健身运动变得更加便捷，用我们项目独

有的特色，让广大群众更加积极的参与健身。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37

依托西安体育学院创办—睿进

足球网络训练中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惠泽 170216611

刘朝溢

/170216606 

,杨欣雨/ 

170217629

胡鑫 讲师 0402

贯彻落实国家大力发展校园足球的政策，推进青少年足球

的发展，利用线上app与线下教育，培养优秀的青少年足球

队员，传授专业先进的足球青训理念及方法给基层的足球

教练员，传授除训练外足球其他方面知识及技能，规范教

练的训练理念及方法。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38
体育精准扶贫模式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殊瑶 180501051

白文龙

/180501019
于善 副教授 0402

本项目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理念引导下，通过对

“体育精准扶贫模式”的研究，可以从理论层面为政府、

体育部门和组织在制定体育扶贫发展规划时，提供一定的

数据参考和理论依据，有助于从新的视角和突破口推进“

体育精准扶贫”工作。依托西安体育学院丰富的体育教学

科研训练优势资源，结合学院“双百扶贫”工程，通过实

地调研、发放问卷等形式对体育精准扶贫模式进行研究，

试图构建“体育+”和“+体育”等精准扶贫模式。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39X
清影人间舞蹈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英 171303056

樊若瑄

/171303052
周思思 讲师 0402

成立清影人间舞蹈工作室，团队希望通过积极的探索和实

践，真正将舞蹈工作室打造成教育集团的一个招牌特色项

目。另外，希望通过扎实的工作尽快将清影人间舞蹈工作

室打造成区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团队，真正让特色项目

扎根于教育集团，让每一个学生和家长受益。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40

足球社会实践资源整合与学生

专项实践能力提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佳鑫 170112417

马肖玉

/170216613,

徐汪洋

/170112419,

许灿

/170215566

席海龙 教  授 0402

根据基础理论和选用的研究方法，结合我院体育专业培养

人才的目标，首先

对我院足球社会实践情况过往进行梳理，明晰目前足球社

会实践资源的类型、特点。根据调研结果，依据社会实践

教学方案构建的程序，设计实施方案。提高实践教学的有

效性和科学性以期促进足球教学体系的完善，进而提高我

院足球教学质量。与此同时，增强足球教研室的对外交流

能力，扩大西安体育学院足球专业的影响力，推动专业的

互动和复合型人才培养。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41S

偏远地区小孩子艺术兴趣的启

蒙教育
创业实践项目  是  张蜜蜜 191302044

 李祉嫣

/191302042,

韩颢瑀

/191302040,

栗楠

/191302041

 高莹  讲师 0402 想让山区的孩子们拥有很好的兴趣爱好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42X
趣味体舞儿童健身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米书麟 190901001

杨烨昕

/190902051,

刘盼盼

/190901017,

叶李燕

/190901015

黄宏叶 讲师 0402

自从2020年型冠状病毒的发生，除了病毒带给人们惧怕

外，小孩对抗病毒的免疫力低成为了有目共睹的事件，为

了保护儿童健康成长，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结合我们

自身的专业技能，创新出一套适合儿童的有趣的体育舞蹈

动作。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43
互联网+酷奇体操运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艳飞 170106206

安慧

/2019101015

,

郭文强

杨辉 副教授 0402
体操做为最复杂的运动项目之一，现在人越来越喜欢具有

挑战性运动，例如：街头跑酷、特技等，这些运动都需要

体操做为基础，来完成更高难度的动作需求。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47S
FREE CREW工作室 创业实践项目 是 雷博雅 190901023

张子墨

/190901029,

张凯旋

/190902043,

秦祎铮

/190901011,

孙继荣

/190901010,

魏婧

/190901022

王猛 讲师 0402

FREE CREW工作室 主要以舞蹈表演，舞蹈编排，舞蹈教

学，形体教学，演出伴舞，承接企业文化，社区文化和大

型文化活动的编导，策划，排练；承接公司单位年会舞蹈

编排；承接运动会健美操，啦啦操编排及技术指导。街

舞，健美操，啦啦操，有氧运动 为经营范围。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48X
YQ艺术培训机构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佳悦 190904107

朱文倩

/190904106
 王华  讲师 0402 前期拉丁舞标准舞教学中期可承包演出表演，后期加入舞

服设计逐渐形成有独特风格的品牌 。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50S
人力资源循环利用 创业实践项目 是 杨家和 190903074

 石晶晶

/190903091
王猛  讲师 0402

现在在校大学生空闲时间较多，并且大多都拥有着一定的

教学能力，可以利用起这一份人力资源。随着高考的压力

不断增加，有很多学生开始决定学习艺术，可以利用在校

大学生的空闲时间，去交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但是因为学

校的不普及，所以很多学生会没有办法了解去学习，我们

就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去指导那些孩子。因为年龄相差不

多，所以沟通也更加方便，更容易打下基础。教学时间在

下午最后两节自习课的时候。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51X

陕西省舞蹈培训市场营销模式

创新与实践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路棪新 171302042

王娟娟

/171302049,

李净

/171302043,

王吕艳

/171302040,

刘晗珂

/171302041

李晓梅 副教授 0402

该项目的目的是在疫情期间也能够让人们实现继续学习舞

蹈的愿望。作为21世纪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能做的就是尽

自己的微薄之力助力本省经济的发展。项目的核心内容是

进行舞蹈线上线下双教学，通过网络传播使每个热爱舞蹈

的朋友，都可以与我们一起感受舞蹈的魅力。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52
手语转化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申如玉 181401040

王玉娜

/181401037

耿莉、

屈丹
讲师 0402

“手语转化小程序”是一款不需要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应

用，是专业OCR图片文字识别程序。仅仅需要搜索小程序名

称即可使用。此小程序可将手语动作分解成图片后通过搜

索手语动作图片库，找到与该动作图片所代表文字相匹配

的意思，即可实现手语转换成文字功能。将文字搜索与之

对应手语动作，并通过动态图片（动态手语表情包形式）

表达出来。该小程序可帮助聋哑人和健听人更好交流沟通

、可搭建互联网手语学习平台、促进中国手语的统一和规

√

2020 10727 西安体育学院
S202010727

053
BST综合训练营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周鑫 161302025 无 麻春艳 副教授 0402

打造全方位多方面深层次训练营，提高对新时代青少年大

军的的各项基本技能培训，改变新时代青少年懒散，无为

的现状。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01

基于废弃资源

再利用的沙棘叶降血脂保健茶

的研制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依娜 518050101421

乔佳欣

/5180501014

22,邹远荣

/5180501014

24,黄倩雯

/5190201025

48

高峰 副教授 1008

我们利用沙棘果渣生产中的废弃物沙棘叶与枸杞、山楂、

银杏叶配伍，制成一款具有降脂作用的保健茶包，旨在降

低我国血脂异常人数的比例，并且帮助西北地区恢复植被

以及国家扶贫攻坚工作的进行。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02

“以废治废”——基于中草药

渣的有序多孔碳材料的可控制

备及其对水环境中污染物吸附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蕾萌 519051301449

同小宇

/5190513014

19,龚莉

/5190513014

22,高钰喆

/5190513014

07,李玮铧

/5190513014

45

龙旭 副教授 1007

本项目坚持“以废治废”理念，以中草药渣为原料，以水

环境中污染物为研究目标，考察原料类型、浓度、热解温

度和时间等因素对多孔碳材料的生成与性质的影响。结合

表征结果，揭示有序孔道结构与形貌之间的形成机制，实

现有序多孔碳材料的可控制备。明确多孔碳材料的组成、

结构和表面官能团与水中重金属离子、染料分子等的作用

机制，优化获得最佳性能的多孔碳材料，为中草药渣的高

值化资源利用和水环境污染物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03

基于“治未病”理论对于“兰

艾双香”空气气溶胶消毒剂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振华 519010105513

张瑞凡

/5190101055

35,王紫慧

/5190101055

47

宋健 副教授 1005

气溶胶消毒剂由多种中药使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挥发油等

系列制法制成，既满足当下对病毒在空气传播的控制，又

避免像84消毒液对人体的危害，该产品研究技术是属于安

全高效、经济实用、节能环保的空气消毒技术。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04

中药鼻喷剂治疗鼻-鼻窦炎的

研究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雯雯 518070302427

陈林

/5160101015

09,林娜娜

/5170703024

14,郭莹莹

/5180703024

21,张辰璐

/5180703024

30

张怡敏 副教授 1007

近年来慢性鼻窦炎患者在我国不断增长，使社会负担加剧

。前人发现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患此病的重要因素，故本项

目试采用多种中草药组方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进行体外杀菌

抑菌实验，以寻找最适组方制成中药鼻喷剂。该产品既可

以避免细菌出现耐药性及手术的创伤性，又可通过多种中

草药对鼻部症状进行快速有效的改善。本产品的开发将丰

富发展中医药理论与实践，推进中医药在外科用药的继承

与创新并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05

添加生物炭对中药渣好氧堆肥

的影响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良 518010106508

高国俊

/5180101065

06,陈宇婷

/5180101035

22,高星

/5180101065

33,宁兴敏

/5190704014

49

张娱 讲师 1007

本项目拟将中药渣生物炭添加到中药渣堆肥过程中，研究

其对中药渣好氧堆肥的影响，从而实现其资源化利用的策

略, 以期为实现中药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与有效处置

提供支撑, 为构建我国中药资源循环经济产业链、实现中

药资源的绿色产业发展提供实施依据。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06X

参缕碳衣——丹参非药用部分

多孔碳系列产品的开发与应用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赖灵星 518070401433

仵琼

/5190507014

41,石敏

/5180704014

35,吴冠杰

/5190501024

17,史丽君

/5180201045

25

陈丹丹 讲师 1007

本项目拟将以丹参非药用部分为原料，通过条件优化与改

善，制备丹参多孔碳，继而将其运用到纤维和服装行业，

开发具有吸汗、除臭等功能的相关产品。项目实施将有效

减少丹参非药用部分填埋，做到物尽其用，并助力农村脱

贫攻坚战，提供就业岗位。同时将系列产品向市场推广，

进行市场化销售，获得经济效益。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07

基于多亚型中和表位的新型流

感疫苗研制与评价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丁灵 518051301418

詹博

/5180513014

52 ,郭敏

/5180513014

54 ,张梦丹

/5180513014

28 ,王慧

/5180513014

49

冀显亮 讲师 1007

本项目利用与人体组织抗原不发生交叉反应的抗H1N1、

H3N2及B型流感病毒的中和抗体为工具，在噬菌体多肽库

中筛选出特异性中和表位肽；用昆虫杆状病毒表达系统将

筛选出的多中和表位肽进行串联表达，再用小鼠进行免疫

保护效果和安全性评价，研制出一种安全、多亚型保护的

新型流感疫苗。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08
车载舒心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佩洁 518050101417

佘鑫华

/5180501014

16,赵伊君

/5180501014

13,王旋

/5180501014

10

张小飞 副教授 1008

本项目以解决疲劳驾驶和晕车不适两个问题为主要目的，

在此基础上以中药成分为解决问题的配方核心，结合天然

药物的功效和芳香气味，研制出一款可以提神醒脑，缓解

晕车不适以及气味怡人的中药车载香薰。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09

陕西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

症状感染者识别与流行病学监

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钰萌 517030104532

解昕轶

/5170301045

31,王少薇

/5170301045

29,李俊杰

/5170301045

17

张荣强 副教授 1004

本项目为陕西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症状感染者识别与

流行病学监测研究。主要通过对无症状感染者的流行病学

研究、新型冠状肺炎患者临床救治效果监测研究和全国全

球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病学趋势分析。从而达到为类似疫情

防控提供参考依据，为应对冠状病毒传染病提供科学依

据，为应对由冠状病毒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参考

依据，促进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与发展的目的。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10

姜黄素通过PXR-PDCD4通路抑

制HepG2细胞增殖的作用机制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依晨 519020103525

杜旭江

/5190201035

03,段谦心

/5190201035

30,李知高

/5190201035

01,刘应江

/5190201035

04

王少兰 讲师 1006

姜黄素能激活孕烷X受体（PXR），PXR是机体参与解毒的

重要核转录因子，此外还具有调控肿瘤进展等作用。我们

前期预实验结果提示：HepG2细胞PXR活化可以上调程序性

死亡因子4（PDCD4）的表达，本研究拟利用体外培养的

HepG2细胞，以"姜黄素－PXR－PDCD4"为主线，研究姜黄

素能否通过激活PXR上调抑癌基因PDCD4进而抑制HepG2细

胞的增殖的分子机制。将为姜黄素药物的研发以及临床抗

肝癌治疗提供新的理论和依据，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11

青藤碱对肝纤维化进展期模型

小鼠肝脏单核巨噬细胞募集的

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媛 518050101418

唐莹莹

/5180501014

37,周宇轩

/5190101025

05,钟明灿

/5180703024

13

李倩 讲师 1008

项目组前期实验结果表明：青藤碱可以降低肝纤维化模型

动物肝脏炎症损伤，减少肝脏巨噬细胞浸润，延缓或阻断

肝纤维化发展。因此，本课题组以巨噬细胞募集为切入

点，研究青藤碱于肝纤维化进展阶段对单核巨噬细胞募集

作用的调控作用，为青藤碱抗纤维化的临床应用提供新的

现代医学理论和实验支撑；为肝纤维化的中医药研究提供

新的思路和靶点。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12
自拟降脂茶的功效初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泓亮 518070401412

朱德顺

/5180704014

11,高雅楠

/5180704014

59,鲁彤

/5180704014

57,杨旭

/5180704014

23

徐立 讲师 0710

我国NAFLD病例占全世界NAFLD病例的三分之一左右，严重

影响了我国居民的健康。早期患者症状不明显，不易察

觉，如果采取合适药物干预可能完全恢复。近来发现决明

子，山楂，丹参，泽泻，菊花这五种药材制成茶饮对于治

疗NAFLD发病前期有很好的疗效，可以缓解症状甚至治愈

。本项目的目的即是探究自拟降脂茶对NAFLD早期的治疗

效果，这样可以为开发治疗NAFLD的药物提供理论基础，

并有望制成一个新的治疗肝病的茶品。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13

基于“调节及辐辏功能”的治

疗视疲劳症状药枕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成帆 518051201456

刘燕

/5180512014

21,陈欣

/5180512014

38,高可心

/5180512014

37

闫浩 讲师 1008

视疲劳是最常见的眼科疾病之一，眼痛、眼干、视物模糊

等症状严重影响着患者的正常生活。市场上的方法大多能

起到舒缓的作用，但无法根治。基于此，本项目采用明代

傅允科所著《审视瑶函》中所记载的“药枕方”，以中药

做为枕芯填充物，利用药物的芳香性、挥发性，调节经络

和血管神经，通过配比优化制作药枕，结合效果评价将“

调节及辐辏功能”发挥最佳，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此产

品使用方便、安全可靠、无毒副作用，可推广价值高。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14

中药渣生物炭对水中环境内分

泌干扰物的吸附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雨柔 519070301445

刘雪婷

/5181001025

23,段佳阳

/5190703014

19,何月敏

/5190703014

16

张娱 讲师 1008

本研究拟将中药渣在不同热解温度下热解制备生物炭，选

择典型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对硝基苯酚为吸附对象，研究初

始浓度、热解温度、吸附的时间和温度等对吸附效果的影

响，分析吸附机理，探寻反应的最佳条件，为废水中对硝

基苯酚的吸附去除提供理论借鉴。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15

糖尿病肾病大鼠模型N-糖链谱

比较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党佳蓉 518070202539

闫竹林

/5180301015

33,党琳慧

/5180702025

47,郭煦妍

/5180301035

41

赵菲 讲师 1001

糖尿病肾病（DN）是对病人负担最重的糖尿病并发症之一

。目前尽管对于糖尿病已有很多研究，但我们对糖尿病引

起的肾功能损伤的病理学机制了解仍然很有限。 因此，在

本项目中，我们将利用完整糖肽分析方法对 STZ诱导的糖

尿病肾病模型大鼠建立后不同时间点的肾脏组织中的糖蛋

白及完整糖肽谱进行定量组学分析，从而获得不同糖蛋白

及完整糖肽在糖尿病肾病发生发展中的动态变化情况，评

估高水平的葡萄糖对蛋白糖基化的影响。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16

基于体外细胞实验研究黄芪主

要有效成分抗肿瘤的作用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致远 517100101519

任洋伯

/5171001025

18,祝佩瑶

/5171001015

23,刘之榕

/5181001025

05,鲁瑶

/5181001015

25

齐宝

宁，徐

守竹

副教授 1004

本项目通过体外细胞实验研究黄芪主要成分的抗肿瘤活性

和免疫活性，探究其主要的抗肿瘤作用机制，为指导临床

系统性针对性的应用黄芪和开发黄芪单体新药打下良好的

基础，也为开发其他抗肿瘤中药提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17

利用Bio-panning 技术早期

预测和靶向治疗结直肠癌

（CRC）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齐婷 518030106537

梁汝棋

/5171003014

04,郑妍

/5180301065

26,赵萌

/5180301065

20,刘晓晴

/5180301065

24

王宇 副教授 1001

目前我国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均保持上升趋势，而目前诊临床诊治也存在早

期诊断不足和化疗毒性巨大的问题，本次研究利用噬菌体

展示技术联合差减筛选策略,经过Bio-panning技术筛选出

新的可做为诊断标志物、癌症治疗预后标志物，对结直肠

癌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都有效的导向分子。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18
治甲癣液体软膏型喷雾剂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罗苗 518020106526

王勤

/5180201065

31,李想

/5190601015

11,王慧敏

/5170601055

48

李亚玲 讲师 1006

此项项目是一个治疗灰指甲的液体软膏型喷雾剂，通过中

西医结合来治疗灰指甲，中医方面主要是由于湿热蕴结于

甲板或肝血不足爪甲失于濡养所导致的，所以我们采用一

些清热解毒利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药物来治疗。而西医方

面主要是由于甲真菌感染所致，所以我们又使用一些抗真

菌的外用软膏及内服药物治疗，中西医结合以达到标本兼

治的效果。同时我们又制作一个分层喷雾，将中药制成液

体装入喷雾的一边，另一边又放入成药软膏，这样更方便

人们的使用和携带。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19

一款芳香气味型防治乳腺增生

的中药垫内衣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翟云飞 519051301413

王晨蒙

/5190513014

1,郭颖

/5190513014

23,张倩

/5190513014

47

周静 讲师 1008

中药垫内衣--使用者在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就医

就能实现预防和治疗乳腺增生的效果。相比于传统的贴敷

治疗和其他治疗方式，中药垫内衣的特点就是能够避免广

大女性讳疾忌医，避免其他乳腺增生治疗的复杂性和繁琐

性，满足使用者的心理要求；而且该产品药物作用治疗时

间更长，能使乳腺增生患者达到长久治愈不发病，使健康

者不生病，达到预防乳腺增生的目的。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20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下“互联网

+农产品”销售模式的研究：

以陕西柞水金米村木耳产业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玺博 519090401410

邵恒

/5190904014

03,王昕昱

/5180904014

10,张悦

/5190512014

42,

李秀芹 副教授 1204

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农产品”模式能实现随时随地、便

捷高效的数据共享，与脱贫攻坚战略紧密结合，使社会资

源优化配置达到“1+1＞2”的效果。金米村正是通过搭建

“互联网+农产品”新型营销模式将本村优质木耳产业推向

市场，实现了乡村与市场之间的链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本项目通过研究金米村木耳的产业模式，优势资源和创

新方式等，总结其经验并探寻在精准脱贫，创新农产品销

售渠道，振兴农村产业等方面如何利用互联网最大化。为

振兴农村产业，创新农产品销售渠道和进一步脱贫攻坚提

供动力，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21

基于Sirt1 / ERK1 / 2信号

通路研究白藜芦醇保护香烟烟

雾颗粒诱导的动脉平滑肌高反

应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常卓琳 518050102450

马岩

/5180501024

08,李诗语

/5180501024

49,赵桂花

/5180501024

51,袁祎璠

/5180501024

52

王川 讲师 1008

吸烟是导致动脉痉挛的独立因素，动脉平滑肌高反应性是

动脉痉挛发生的关键病理环节。白藜芦醇具有心血管保护

作用，然而，白藜芦醇在香烟烟雾诱导的动脉高反应性中

的作用及其机制还不清楚。本项目通过离体器官培养方

法，从动脉平滑肌的收缩功能、ETB受体蛋白表达等研究白

藜芦醇在香烟烟雾诱导的动脉高反应性中作用及其机制，

为防治动脉痉挛提供新思路和药物治疗新靶点。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22

大枣荞麦饼干-心脑血管“枣

”预防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梦岚 518050401445

陈楠

/5180504014

23 ,樊文静

/5180504014

33, 耿敏

/5180504014

36, 李玉彤

/5180504014

46

刘世军 教授 1008

心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

发率高、并发症多” 形成“四高一多”的特点，对其进行

预防和治疗，已经成为了现代医药学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日常保健，我们进行了大枣

荞麦保健饼干制备工艺的研究，将大枣和荞麦有机结合，

加工制作成为日常功能保健食品，既能达到预防心脑血管

疾病的作用，又较传统药物有益身体健康。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23

固肠止泻丸作用于外泌体与小

鼠结肠癌的相关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皓楠 518070401417

符博栋

/5180704014

20,艾克黛·

艾克拜尔

/5190703014

15,周雪慧

/5180704014

61

邓勖 讲师 0710

血浆外泌体miR-21、miR-92a是一种原癌基因，在人类多

种肿瘤中异常表达，近年研究表明结肠癌患者癌组织和血

浆中miR-21、miR-92a表达均升高。由陕西中医药大学制

药厂所生产的固肠止泻丸其中主要成分如黄连、延胡索都

具有可以抑制外泌体中IL-6 mRNA的表达的小檗碱，发现

此药和外泌体存在相关性。通过进行小鼠实验，检测此药

干预前后血浆外泌体miR-21、miR-92a在小鼠模型的表达

情况，探讨两者作为诊断结肠癌的临床价值，为中医治疗

结肠癌的相关机制提供实验思路。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24

一种中药抑菌洗手液的制备、

消毒效果及安全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燕羽婷 518050102415

王欣

/5180501024

14,陆哲

/5180501024

16,张倩

/5180501024

24,郭权

/5180501024

10

牛恒磊 讲师 1008

洗手液是新兴的一种手部清洁产品，与传统固体状的香皂

相比，洗手液不仅使用方便，而且避免了香皂等固体物容

易沾染手上的污垢和细菌的缺陷，减少了交叉感染的可能

性，市面上洗手液产品大都只注重除污杀菌功效，而很少

有杀毒功能，且大多数消毒产品对人体皮肤有很大伤害。

我们目标为制备一种天然中药洗手液，能在保证产品杀菌

消毒的同时，兼具温和、无刺激、护肤等特点。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25
中药材抗病毒功能口罩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叶宇航 518050401430

彭亮

/5180504014

14,李宁

/5180504014

25,刘鑫雨

/5180504014

35,陈有权

/5180504014

31

赵鹏 教授 0813

随着各种各样病毒的出现以及民众对自身健康的重视，口

罩的使用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现有口罩以阻隔为手段，

防止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等污染物进入人体。面对这样

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将中药提取液浸润到一层薄膜上，

夹在中过滤或低过滤型无气阀口罩中，利用口罩上中药的

抗菌、抗病毒作用以及有治疗作用的中药挥发被人体吸

收，达到抵抗病毒治疗疾病的效果。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26

新型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结合

细菌疗法抑制膀胱癌的实验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梦玉 518030106531

王仁可

/5170501014

14,张欢欢

/5180301065

30,曹琳

/5180301065

46,纪春杨

/5180301065

08

王宇 副教授 1001

本项目拟通过小鼠实验观察新型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结合

细菌疗法对小鼠膀胱癌的抑制作用。将30只小鼠分成5组，

五组分别为：健康小鼠组，单纯患膀胱癌组，单纯恩度

组，单纯细菌疗法组，以及恩度结合细菌疗法组，建立第

二到第五组的小鼠膀胱癌模型，连续给药28天，记录各组

小鼠的生理状况，尿中红细胞数，在第7、14、21、28天

对小鼠活检，镜下观察膀胱癌细胞的生长情况。根据实验

数据探讨该方法对膀胱癌的抑制作用。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27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

的乡村文化旅居模式--以陕西

省汉中市城固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翌鑫 518090201412

陈晨

/5180902014

38,黄思思

/5180902014

39,范叶娟

/5180902014

26,姚蕊

/5180905014

33

欧阳静 教授 1209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文化旅居模式是在乡村旅游的基

础上，将文化和旅居两个现代元素结合起来达到极致融

合，以体验式文化方式和精准性目标定位，充分挖掘整合

乡村特色旅游资源，依托汉中城固旅游商圈优势资源，在

“一站式”自主体验平台的基础上，推出“旅居+三养”模

式、“乡村文旅+异地居家”模式等多模块的定单选择，在

文化体验中使人们浸润到“旅游+居家+度假+养身、养心、

养老”的生活式度假。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28

基于循环神经网络对流感病毒

的序列及其宿主的预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童江波 518070401422

曹怡馨

/5180301035

48,胡奕涵

/5190301015

27,叶帆

/5181001015

02,董璇

/5180702015

35

胡灵芝 副教授 0710

循环神经网络是以时间序列为基础的深度学习方法，以序

列数据为输入，在序列的演进方向进行递归，运算时将输

出节点复制一份并传回到输入节点中与输入节点数据一起

进入下一次的运算当中，既包含样本之前的序列特征又含

有该样本自身的序列信息，从而使之具有了记忆性。正是

循环神经网络拥有这种记忆性的特点，可以通过记忆病毒

DNA序列中的特定序列，来进行运算预测。这种深度学习的

方法可以使得预测拥有良好的性能和效果。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29

基于八宝景天消肿止痒成分的

研究所制成的生物制剂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淑晶 517100102528

余婷

/5171001015

22,冯涵

/5171001015

49,张强

/5171001025

02

魏静 讲师 1008

八宝景天具有祛风利湿，活血散瘀，止血止痛等作用。然

而，人们目前对八宝景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作为观赏植

物，对其生物活性的研究较少。因此，深入研究其主要成

分及生物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开发生物用途，为临床疾病

治疗提供可靠依据，进而推广我国中医药的应用前景。本

项目基于其主要成分及相关生物作用的研究，优化提取及

成药工艺，旨在设计一款纯植物提取液用于治疗蚊虫叮

咬，止血止痛，提高八宝景天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30

花椒挥发油的提取及其防虫害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依婷 519051101454

张雨萌

/5190507014

24,张美文

/5190507014

22,钟文

/5190511014

15,李帅印

/5190511014

04

高静 讲师 1008

本项目从中国古代的金屋藏娇——椒房殿和椒纸的制造工

艺入手，对花椒挥发油的提取及其防虫害的效果和原因进

行研究。同时进行系统性的实验和分析，并对花椒挥发油

的提取过程进行优化，模拟家庭的一般储米方式，调查问

卷。最后找到最优防虫害方案，做出天然、绿色的防虫害

药物，替代有毒或污染环境的防虫害方式，从而降低虫害

的发生率。

√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31

陕西中医药大学溃结灌肠液对

UC小鼠肠道菌群及IL-23IL-

17炎症轴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莹 518070301429

王沁榕

/5180301015

34,李静

/5190201055

21,吴佳俊

/5180703014

04

环诚 讲师 1008

在我国，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

的改变，溃疡性结肠炎发病率逐年增高，我国溃疡性结肠

炎患病率约为11.6/10万，且近年来患病人数呈增加趋势

。我校第一附属医院院内制剂溃结灌肠液疗效显著，溃结

灌肠液药物组成:苦参 20 g，紫草 15g，败酱草15g、延

胡索10 g。通过观察中药直肠滴入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

疗效，发现我院溃结灌肠液对病变肠段局部治疗有较好的

抗炎、促进溃疡愈合等作用。综上所述，本项目旨在通过

观察我院溃结灌洗液对溃疡性结膜炎小鼠的肠道菌群以及

IL-23和IL17炎症轴的影响，来探究其机制、为促进其在

临床中的应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32

基于扶正补虚机制加味止嗽散

治疗COPD稳定期的治疗实验探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曾志鹏 518100102519

张韩香

/5181001015

36,王纯

/5190101045

35,卢云龙

/5190301015

13,吕欣怡

/5180201025

29

段丽芳 副教授 1008

据多项研究、调查显示，我国40 岁及以上人群COPD 患病

率为8.2%。2014年我国COPD 患病率上升至9.9%。且在

2016 王辰等中国成人肺部健康研究的报告显示未来我国

慢阻肺防治形势十分严峻。现阶段我国COPD 死亡率仍有

逐年上升趋势。COPD稳定期治疗的目的在于减轻症状，阻

止病情发展；缓解或组织肺功能的下降；改善活动能力，

提高生活质量；降低病死率，但由于单一治疗模式的效果

较差，更多学者强调COPD的综合治疗，综合治疗合理地有

计划地应用可以提高临床疗效却带来了治疗费用的成倍增

加，高昂的治疗成本使临床中受到一定的限制等问题。然

而COPD稳定期本虚之象突出，在此方面中医药治疗的整体

观念及辨证论治相对具有突出的意义。因此我们选用止嗽

散对此病状进行实验探究，以证实其临床疗效。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33

人体面部皮肤菌群的鉴定及中

草药护肤品的前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佳鑫 517040102416

许荃颖

/5170401034

14,李娜

/5180702015

52,艾尼卡尔

江·艾合麦提

/5180702015

10

徐洋洋 讲师 0829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追求美，对护肤品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各种各样的新型护肤品也开始进入人

们的生活中，其中微生物相关护肤品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类。正确使用微生物护肤品可以帮助人们平衡皮肤表面

微生态，从而达到改善皮肤状态（延缓衰老），预防和改

善相关皮肤疾病（痤疮，特异性皮炎、湿疹等）的目的。

目前一些一些化妆品品牌，例如欧莱雅，兰蔻，荷诺，倩

碧等已有相关产品研发，但产品的详细信息并未面向大众

公开，为了让更多人更详细的了解本人的皮肤状态与类型

和微生物护肤品的作用，知道人体表面的保护皮肤屏障的

有效成分，皮肤好的人表面有哪些微生态，哪些行为会破

坏影响皮肤微生态，特作此研究。以便以后护肤品成分的

提高，针对不同人群定制不同成分的护肤品，从而满足更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34

基于anti-Tag ARMS技术快速

检测MTHFR多态性的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静 518070401440

乔宇

/5180704014

01,李香谊

/5190704014

54,田夏雨

/5180704014

39

刘金辉 讲师 0710

叶酸摄入不足或者不能被人体有效利用是导致先天出生缺

陷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临床上通过对MTHFR基因的c.677 

C＞T和c.1298 A＞C多态性位点进行基因分型，预测受检

者的叶酸代谢能力，从而指导孕妇在孕前及孕期合理补充

叶酸，可以有效预防新生儿先天缺陷的发生。传统的SNP检

测方法虽具有极高的准确性，但缺陷依旧明显。对此，本

研究拟开发一套基于anti-Tag ARMS技术，适用于荧光定

量PCR平台的检测体系，无需双标荧光探针，可在体外快速

检测MTHFR基因多态性，该体系可在样本获取后的三个小

时内准确完成微量DNA样本的MTHFR c.677 C＞T和c.1298 

A＞C分型。本技术可作为叶酸的安全用药提供必要辅助分

子诊断技术，适宜在普通医院或医学检验机构开展，并可

进一步包装为试用于临床标准化检测的试剂盒。此外，本

项目的开展可进一步补充咸阳人群MTHFR基因的多态性数

据库，为地域性药物基因组学研究提供数据。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35

“益康养生餐”平

台的开发与线下运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锋锋 518090201402

李廷飞

/5180902014

11,高青

/5180902014

49,康新路

/5180101055

16,蒋巧玲

/5180906014

45

张媛 讲师 0827

构建一个“微信公众号+APP”

的双平台运营模式，公众号用于产品推广和宣传，APP用于

产品线上销售。产品主要服务广大患者、饮食不规律者、

独居老人、和幼儿，从中医的角度，通过合理的膳食搭配

来干预他们的饮食结构，从而达到有病缓病，无病防病的

效果。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36
天然草本，养甲护甲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席玉杰 519051301451

郑李越

/5190513014

42,路思婕

/5190513014

50,张思舜

/5190513014

48,王蕾萌

/5190513014

49

刘婧丽 副教授 1008

甲癣是临床中较难治的病症，一般西药口服治疗可取得一

定效果，但西药口服药服用周期长，副作用大。本项目研

制中药复方“亮甲”喷雾和乳膏剂，二者使用方便，起效

快，药效持久，可减少对皮肤的刺激性，降低毒副作用。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37

新型抗肿瘤PI3K小分子抑制剂

的设计、合成及构效关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阮玉俊 518051301415

范燚宝

/5180513014

26,冯小杰

/5180513014

34,宁柯柯

/5180513014

46

靳如意 讲师 1007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人体内肿瘤的发生发展和PI3K/ 

Akt/mT0R信号通路的调节和异常活化密切相关，PI3K激酶

有四个亚型其中PI3Ka与肿瘤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本

项目拟以PI3Ka为靶标，以ATP竞争性的小分子抑制PI3Ka

的活性，理性的设计小分子化合物，进行合成与活性研

究，筛选出新型的PI3Ka抑制剂先导化合物，为此类小分

子药物的开发提供基础。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38

提神醒脑贴剂“一贴醒”本草

贴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雨璇 518050101440

高莹

/5180501014

38,雷璇

/5180501014

43,曹珂欣

/5180501014

41,冯佳敏

/5190501014

18

高静 讲师 1008

 本项目产品主要应用于缓解当代人的疲劳困扰，解决了

日常生活中因各项原因引起的精神疲乏，提供提神醒脑的

功效。项目采用了水凝胶的制备工艺，优化各中药成分的

有效成分提取工艺，并采用交联技术使产品功效更加突出

。产品创新点在于以中药材为材料，做出一款温和不刺激

的提神醒脑贴并佐以消暑功效，帮助当代人解决一系列疲

劳问题，同时宣传推广中医药相关知识，更好的实践中医

药的相关应用。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39
护婴堂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祎 519040104408

谢琼

/5190401044

09,崔小容

/5190401044

07,文小雨

/5190401044

06,李晓华

/5190401014

20

冷伟 副教授 1011

护婴堂app:主要内容是对新生儿家庭进行新生儿护理指

导，总结大量科学的护儿措施及应对突发情况的急救措

施，方便使用者科学高效的护理新生儿，减少新生儿易感

疾病的发生。该软件另含育儿知识如:新生儿抚摸方法，可

增进亲子情感交流；通过图文形式展示部分不科学的传统

护儿方法对新生儿造成的伤害，以此加强新生儿父母的科

学育儿观念，避免意外发生。护婴堂app协助父母呵护宝宝

的健康成长。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40

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筛选ULK1抑

制剂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煦焱 518051301403

郭一凡

/5180513014

38,张蔚桐

/5180513014

51,杨薪琳

/5190513014

18

王育伟 讲师 1007

肺癌是全球常见的癌症死亡原因之一。其病死率位于各种

恶性肿瘤之首。最新研究证实自噬对非小细胞肺癌的发生

发展起重要作用。且在众多调节通路中ULK1复合物对此通

路的起始至关重要。本项目中，我们采用计算机辅助药物

设计手段，以细胞自噬作为切入口，针对ULK1在非小细胞

肺癌发生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结合机器学习算法筛选具有

新型骨架，能有效抑制细胞自噬过程中关键酶ULK1功能的

小分子抑制剂，为抗非小细胞肺癌药物研究提供研究思路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41

中医药传统文化元

素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开发与

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何惠惠 518090401421

余亚莉

/5180904014

23,孟英婷

/5180904014

19,李洁洁

/5180201045

28,尹树升

/5180906014

03

张媛 副教授 1008

该项目将中医药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服饰相融合，利用萃

取、扎染等技术提取中医药成分、对现代服饰进行染色、

裁剪加工，制成具有提神醒脑、安神养气、驱蚊防虫的功

能性服饰，以期实现服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预防保健作

用，使中医药传统文化得到弘扬传播、创新发展。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42
宁心安神助眠贴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裕蓉 518050102426

田梦

/5180501024

18,吴晗雪

/5180501024

27,杨倩

/5180501024

28

孟庆华 副教授 1008

本产品以中医基础理论和中药学相关知识作为支撑，提取

具有镇静安神作用且具有透皮性的中药有效成分提取物，

同时以高分子科技壳聚糖水凝胶为载体，制成凝胶贴剂，

再敷于特定穴位，以此缓解改善失眠的症状。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43

醒脑丸通过调控低氧诱导因子

HIF-1α 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越航 518070401454

陶屹东

/5180704014

51,方永琪

/5180704014

53,叶帆

/5180704014

52

邓勖 讲师 0710

缺血性脑卒形成是脑血管血液循环导致脑组织缺氧导致脑

组织软化坏死。HIF-1α 在缺氧情况下，是使组织细胞耐

受缺氧维持氧稳态的主要核转录因子。HIF-1α 调节多个

基因减轻脑卒中后的脑组织损伤。醒脑丸提高SOD活性，

SOD清除细胞内氧化自由基，氧自由基转变为ROS。低氧情

况下，ROS对HIF-1α 有调节作用。HIF-1α 减轻脑卒中损

伤，醒脑丸成分对HIF-1α 有调节作用。从实验数据并结

合文献数据寻求醒脑丸对脑卒中所致的HIF-1α 作用的相

关性，并为治疗用药提供新思路。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44

杜仲的推广以及系列产品的探

索与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瑒 518020106547

龙赵凡

/5181001025

13,符博栋

/5180704014

20

张逸美 讲师 1005

本项目为青年红色筑梦之旅项目，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政

策，利用新媒体技术通过相关渠道积极推广略阳杜仲得天

独厚的地理生长环境和高于国家标准的药用有效成分。并

结合自身所学及专业特色，广泛收集并整理市面上现有的

杜仲系列产品，了解比较现有产品的优缺点，制作杜仲系

列产品辅助略阳杜仲的推广，为家乡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45

远志毛状根的快速培养及其生

物反应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芸 518051301440

杨瑞

/5180513014

43,王苗苗

/5180513014

45

彭亮 副教授 1008

远志 系常用大宗中药材，为我国42种重点保护的三级野

生品种和85种传统出口药材之一，在临床益智处方中使用

频率名列前3位，疗效好，经济价值高。远志皂苷等为远志

主要活性成分，具有增强学习记忆、镇静、抗抑郁等药理

作用，但在远志药材中的含量较低，中国药典规定为细叶

远志皂苷≥2.0%、远志𠮿酮III≥0.15%、3,6’-二芥子

酰基蔗糖≥0.5%。建立远志毛状根诱导体系，构建远志稳

定高产毛状根培养等关键技术，并实现远志毛状根的生物

反应器生产，为远志资源的生物合成与可持续性利用提供

一套从理论到实践的综合性保护利用方法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46
福瑞中药防汗除臭鞋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黎雪睿 518020103540

薛蕾蕾

/5180201035

39,刘骁

/5180201035

06,/王影

/5180201035

35,张琼

/5181001025

38

吕娟 副教授 1006

在人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更多的人开始注重健康

和环保，我们简单调研发现，具有脚汗脚臭的人群并不在

少出，因此，我们想设计一款产品缓解这类人群的困扰。

我们的项目发起初衷是致力于设计一款以敛汗除味为目的

的中药鞋垫。在缓解脚汗人群的困扰同时宣传发扬我们的

中医药文化。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47
沙曲茯茶的研制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丁艳 517051301435

刘强

/5170513014

06,郭延丽

/2190400123

12 ,刘巧

/2190400223

53,惠煜

/5190501014

30,李若岚

/2180301123

91,严淑婷

/2180301224

14

卫培峰 教授 1007

沙棘为药食同源类中药，其果实、叶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

质与营养成分，有极高的经济价值。陕西属于沙棘种植大

省，资源较为丰富。沙棘叶中的总黄酮类含量要高于沙棘

果，而该类成分正是沙棘中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良好的

保健及治疗作用，尤其是在降血脂等方面疗效较为突出。

因此，以沙棘叶辅以红曲开发具有降血脂功能的保健系列

产品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48

复方柑橘泡腾片对预防高脂血

症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雅歌 517051301436

马利军

/5170511014

12,毛倩

/5170511014

46,李心聪

/5170513014

34,刘虹汝

/5160201045

49

王国全 副教授 1008

中国的十大死亡原因中，与“三高”相关的死亡人数占总

人数的27%。世界卫生组织曾明确提出，防止心血管疾病的

第一道防线就是减少和控制“三高”。复方柑橘泡腾片是

中药泡腾片的制备工艺与“药食同源”结合的产物，它是

将处方中药材的有效提取成分与药用辅料混合，采用湿法

制粒压片法制成的新型复方制剂，处方为：柑橘幼果、山

楂、三七、白果、枸杞、决明子。该产品不仅起效快、服

用方便，而且柑橘、山楂属药食同源，安全性更高。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49

6-巯基嘌呤壳聚糖纳米粒子对

小鼠肝癌的作用初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智 518070401410

王欣鑫

/5170704014

44,张泽斌

/5180704014

05

李玉龙 讲师 0710

本项目将选用6-巯基嘌呤和6-巯基嘌呤壳聚糖纳米粒子对

小鼠进行在体对比实验，验证其治疗效果，并拟降低6-巯

基嘌呤在临床上表现的不良反应。6-MP和6-MP壳聚糖纳米

粒子小鼠的对比实验为6-MP壳聚糖纳米粒子进一步用于治

疗肝癌有重要指导作用。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50
唇颜康安神滋润唇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泽森 519051201423

沙超仁

/5190512014

26,姚朝静

/5180201025

40,刘睿

/5190512014

57,徐圆圆

/5190511014

48

杨冰月 副教授 1008

产品围绕润唇、修复唇炎、助眠三大功效，采用“一管两

用”的新颖设计，日用搭配夜用，唇管白色端为日用，在

基质中加入修复唇炎的中药提取物；黑色端为夜用，加入

酸枣仁助眠，有效缓解慢性唇炎引起的不宜入眠，提高睡

眠质量。此外，产品制作过程中，膏体制备采用双连续型

微乳载体，促进活性物在唇部的渗透、吸收。产品文化：

诠释工匠精神，匠心打造极致，唇颜康安神滋润唇膏助你

修复唇炎，护你安然酣睡，只为你的每一次“唇唇欲动”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51

基于精准扶贫下的中药材种植

定点脱贫模式——以陕西省宜

君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岳琮明 519090501404

张璟童

/5190905014

01,秦邑乐

/5190905014

09,郭蓉

/5190905014

12,李鑫

/5190905014

15

李战权 讲师 1202

以陕西省宜君县为例学习先进脱贫经验，深入调查宜君县

本地中药材种植销售状况，总结出一套“宜君模式”，再

通过进行市场调研，根据市场需求，寻求最优的种植方

案，并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其他贫困地区，学习中药材种植

经验并帮助其解决销路问题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52
植物源性药液杀螨效果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媛媛 517030104550

何茜茜

/5170301045

49,何姣姣

/5170301045

45,李宝莹

/5170301045

46

徐洋洋 讲师 1001

筛选15种有效杀螨的中药材，拟针对这些中药材进行试验

并研制出索并味道清新、无刺激、无毒副作用的复方药

液，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1.对筛选出的中药材除螨的效

果进行测定。2.对上述通过测定得到的最佳驱螨药材，配

置复方药液，并再次进行除螨药效测定，筛选出效果最佳

的组合。3.得到上述效果最佳的除螨复方药液后，以大鼠

为实验对象，检测该除螨复方药液的毒副作用。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53

古方新用-基于《千金方》的

新型口腔溃疡贴片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旭欢 517090401417

马筱筱

/5180101035

29,程飞燕

/5180101035

32

边敏佳 副教授 1005

本团队研究的是关于口腔溃疡贴片的项目。基于孙思邈《

千金方》记载的关于治疗口腔溃疡的“治口疮方”，我们

查阅大量资料，展开广泛调查研究，创新研发了对口腔溃

疡具有显著疗效的新型口腔溃疡贴片。该贴片为双层药片

结构，包括药物层和防水层。本产品可充分改善局部溃疡

组织，并且药物成分对人体无毒无害，有效成分含量高，

容易吸收，治疗效果好。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54

甘麦大枣汤合酸枣仁汤加味对

MDD及失眠症靶向治疗作用的

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萌 518020106544

张喆

/5180201055

05,崔梦

/5180201065

45,赵珂欣

/5180704014

13

田丙坤 教授 1005

甘麦大枣汤合酸枣仁汤对MDD的加味治疗实验研究。在《金

匮要略》中对甘麦大枣汤以及酸枣仁汤的临床应用作为参

照，研究加味治疗心阴受损，肝气失和之脏燥以及虚烦不

眠症。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55

藤梨根提取物通过PI3K-AKT-

mTOR信号通路逆转肺腺癌顺铂

耐药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馨瑶 518070401434

李静

/5180704014

37,王彦琳

/5190704014

45,李佳蕊

/5190704014

25,刘珍卓

/5190704014

24

方亚妮 实验师 1010

本项目针对肺腺癌患者临床治疗中出现的顺铂耐药现象，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拟从 PI3K-AKT-mTOR信号通路入

手，基于体外细胞增殖、凋亡、RNA表达、蛋白印迹等实

验，探索中药藤梨根提取物对肺腺癌顺铂耐药细胞的影

响，初步阐明藤梨根提取物调控肺腺癌顺铂耐药的分子机

制，明确藤梨根在非小细胞肺癌临床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为肺腺癌临床精准治疗提供新的治疗策略。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56

苦参碱通过线粒体途径诱导肝

癌细胞HepG2凋亡的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悦 518070301433

闵睿

/5180703014

01,张靖

/5180703014

35,赵海洋

/5180703014

17

胥冰 副教授 1001

本项目用不同浓度的苦参碱作用于肝癌细胞，通过MTT实验

和AO/EB双染探讨不同浓度苦参碱对肝癌细胞的生长抑制

和凋亡诱导作用，用western blot检测被苦参碱处理过的

肝癌细胞胞液中通路蛋白表达情况。目前肝癌手术治疗有

局限性，化疗又会产生毒副作用甚至耐药性，中国特有的

中药或许可以替代治疗。进一步深入研究苦参碱诱导肝癌

细胞凋亡机理，为抗癌分子机制的研究以及开发成抗肝癌

新药物奠定理论基础。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57

红薯叶发酵茶对糖尿病模型小

鼠血糖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文雨洁 518070202527

冯江

/5180702015

15,刘瑞鸽

/5180702025

40,彭书锋

/5180702015

16

寇静 实验师 1001

红薯叶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多糖、绿

原酸、糖蛋白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

、抗肿瘤、抗氧化、抗衰老、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胆固醇

、降低血脂、降低血糖、降低血压、清除自由基和增强免

疫力等功能。本研究主要制作红薯叶发酵茶来开发其功

效，采用高脂喂养及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的方法构建

C57BL/6小鼠的2型糖尿病模型，检测红薯叶发酵茶对早期

建模小鼠的各项生物指标的影响；实验观察红薯叶发酵茶

对早期糖尿病的影响，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58

本草灵兰录——基于中医基础

理论，做中国特色的科普游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延菁峪 518060102526

韩霄

/5180601045

03,高艺昭

/5180601025

30,张佳龙

/5190101035

03

王  旸 副教授 1005

本项目通过分析科普游戏在国内的发展现状，中医药对青

少年群体的宣传现状及科普程度，意在将中医药知识通过

科普游戏的形式进行表达。撰写中医药科普程度与科普游

戏的适配开发性的报告，拟撰写游戏剧本文案及制作游戏

demo，向年轻人这一群体以游戏这一形式进行中医的启蒙

和科普。既有利于中医知识在当代年轻人中的传播，使青

少年对中医产生兴趣从而培养中医人才，又有利于培养大

众对中医的正确认识，将中医的养生理念应用在生活中。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59

硒蛋白基因GPX1的表观遗传与

遗传学的交互作用与大骨节病

的相关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焕焕 519070302447

白静雨

/5190601055

38,张浛柏

/5190703024

07,牛泰

/5190703024

06,张磊磊

/5190703014

09

张荣强 副教授 1004

大骨节病是一种患病率和致残率均较高的退行性慢性地方

病，由于其病因机制不明，仍严重威胁居民的身体健康。

研究发现硒蛋白及其调控基因与大骨节病的关系密切，其

部分基因型与大骨节病发病危险上升有关。本研究旨在为

阐明GPX1基因在大骨节病发生过程中的 调控作用、发现

大骨节病潜在的基因干预靶点。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60
药妆---古脂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雪爱 517060104520

刘媛

/5180101035

49,赵少薇

/5180101035

47

王  妮 副教授 1005

产品为具有中医药用价值古脂，同时借助博物馆的文化元

素对古脂进行包装。采用中医药材及环保健康的原料合制

而成，它符合大众对健康养生与美的执着追求，也因此成

为一种巨大的社会需求。在继承中医药文化的同时，发扬

文物文化。研究各类医籍中“古脂”内容，还原古代口脂

的做法，并加入适当的中药材，达到补血活血，清热解

毒，行气止郁，等效果。产品主要突出文化与创新相结合

的独特优势，打造药妆品牌。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61

滋补药膳粉工艺创新及感官评

定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婉华 518100401456

唐均

/5181004014

55,蔡业伟

/5181004014

07,徐善强

/5181004014

02,李心聪

/5170513014

34

辛宝 副教授 0827

我们的研究是将药食两用中药材加工成药膳，再运用喷雾

干燥技术制作成药膳粉。使用专业设备对药膳粉进行理化

指标量化分析，通过改良，使黄精药膳粉在保证营养价值

和对人体的药理调节作用并存的情况下，还使成品口感和

风味更好。

项目目标是：从中医药膳角度出发，以理化检测为手段，

为药膳粉的制作给出一套规范化、科学性的参考过程。计

划通过喷雾干燥技术，改善药膳的食用方式，并使用专业

设备对滋补药膳粉的理化特性进行改良。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62
绿康果农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代明月 519090202421

宋旭波

/5190902024

03,姚宇

/5190902024

08,周冉

/5190902024

09,薛新宇

/5190902024

19

冯居君 副教授 0204

在关山镇和段家镇，以“甜瓜李子”为核心的特色农产

品，主要负责产业链上游，打造特色品牌甜瓜李子的诚信

销售、品牌运营，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致力于解决

近年市场销售中存在的痛点，诚信交易，推动农产品产业

发展，在销售收益好的前提下，将甜瓜李子进行再包装，

发展农家乐，民宿体验项目，加上乡村旅游，带动甜瓜李

子的销售，宣传甜瓜李子文化，吸引商业投资及消费者，

增加收入，振兴乡村经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63
中药型护踝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康宁 517051201409

刘文静

/5190511014

45,秦冰倩

/5190511014

52,刘云龙

/5190512014

12,欧涛

/5190512014

15

王小平 教授 1008

本项目将中药与传统踝护具相结合，制备中药踝护具，能

够改善普通护踝的保护和防护作用，对于踝关节扭伤和久

站行业人员长时间不能够活动而导致的气血不通问题起到

很好的防治作用。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64

“闻香入眠”——基于芳香安

神药物制作安眠锦囊的研究与

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依伦 518060101537

张惠钰

/5180601035

46,刘豪群

/5180601015

26,刘薇

/5180601015

29,高远

/5170601045

11

高桃 讲师 1005

项目在归纳研究历代医家对失眠的学说与治疗上，确定了

〔安眠锦囊〕中医药改善失眠的初步方向，包括中药香囊

治疗失眠（香气盈鼻时佩戴通过气味改善失眠；香气散尽

时浴足，有效成分析出治疗失眠，进一步利用香囊）、药

枕改善调理失眠（枕芯主要由归心脾等经、具有清心火与

养心安神且有芳香气味的药物配成）两种方法相结合的实

践项目。以线下社区义诊科普、派发香囊、义卖药枕，校

园活动学生自主装配香囊；线上自媒体推广科普失眠为主

。集实用、趣味、科普为一体，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相结

合，让广大民众受益。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65

四君子合玉屏风散加味联合穴

位针刺治疗肺脾气虚型COPD大

鼠的实验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喆 518020105505
李萌

/5180201065

44

王倩 教授 1005 研究四君子汤合玉屏风散加味联合穴位针刺治疗，肺脾气

虚型COPD大鼠的作用机理。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66

a-硫辛酸对大鼠创伤性脑损伤

半暗带区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关炜钠 517060301434

颜士鹏

/5180301085

03,白一帆

/5180301085

49,杨子怡

/5170201035

28,何雨艳

/5180301015

46

霍生杰
主治医

师
1002

创伤性脑损伤是神经外科常见的一种急重症，引发多种原

发性病理改变。本课题拟研究α -硫辛酸是否具有针对创伤

性脑损伤的保护作用，并研究这种保护作用是否与抑制TLR

介导的信号转导通路可能的相关机制。研究当中我们采用

改良Allen 打击法建立大鼠脑损伤模型,观察各项指标及

评分变化，从而评价α -硫辛酸对大鼠创伤性脑损伤的影

响，进一步探讨α -硫辛酸影响颅脑损伤的可能机制。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67

独活寄生汤通过NF-kB信号通

路保护OA关节软骨的免疫机制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云宁 518070301455

马世元

/5180703014

14,赵海梅

/5180703024

23,何宇

/5180703024

22,赵迎芝

/5180703024

19

赵莉平 副教授 1001

骨关节炎是一种以关节软骨退变为主的关节疾病，患病率

高且严重影响患者劳动能力。独活寄生汤是一种常用于治

疗骨关节炎的中药，有显著抗OA滑膜炎作用，相关机制并

不十分明确。本项目着眼于独活寄生汤对膝骨关节炎炎症

反应的抑制作用，以NF-B信号通路参与炎性反应为切入

点，观察化学诱导的膝OA兔模型滑膜和软骨组织中该信号

通路变化以及独活寄生汤灌胃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独活

寄生汤治疗OA兔医学机制，为指导其临床应用提供理论基

础。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68

中药石墨烯发热眼罩的研究与

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晨曦 518010105544

马若琳

/5180101055

43,麻蕾

/5191004014

43,王梦薇

/183400125

（西安航空学

院）

刘若水 讲师 1008

本项目主要是将具有清肝明目功效的中药与石墨烯发热技

术相结合，研制一款具有中医药特色的保健眼罩。眼罩发

热的过程能够刺激眼部穴位、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眼疲劳

。将用户分为儿童、青壮年、老年三类，根据不同人群的

不同需求设计中药贴的药物组成，发挥中医个性化治疗优

势，使用户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获得更好的使用

体验。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69

益生菌多功能小面包加工工艺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治州 519030108515

李思涵

/5191004014

51,冯林

/5191004014

40,张浩

/5191004014

07,刘铭宇

/5191004014

14

张文敏 讲师 0827

益生菌多功能小面包加工工艺研究是利用益生菌对人体的

益处，通过添加不同功效成分物质创造出不同功效的益生

菌小面包，以达到增强人体免疫力等目的。项目研究内容

包括对对益生菌活力的研究，对不适宜益生菌人群的研究

以及对多功能不同风味益生菌小面包的研究。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70X
“美食美客”校园市场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潘卓 518070202542

吴雪儿

/5180101035

41,陈嘉楠

/5180902014

47,高斌

/5180902014

04

王子君 讲师 0201

“美食美客”校园市场，欢迎每一位同学加入，展示出自

己家乡的特色。以在校学生为主，鼓励他们为自己的家乡

“带货”，销售家乡的特色商品。或担当家乡的导游，促

进旅游业的发展，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建设。而提供服务的

学生可以吸取到一定的实践经验，并且赚取一定的收益，

实现经济独立。通过我们的平台，还可以为参与的大学生

的家乡打造一个对外宣传名片，促进地区经济文化发展，

我们的平台从而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为社会做出积极贡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71

性有所知---大学生

性健康素养提升路径及平台建

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新楠 518090401416

王信光

/5180904014

15,王宇昕

/5190904014

19,武涛

/5180905014

14,王艺橦

/5190906014

22

庾锐光 讲师 0303

该项目旨在将大学生性健康知识

科普与互联网+相结合，解决大学生性健康素养水平较低、

性健康素养知识的获取渠道狭窄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学生

、老师、高校、医生、平台、社会等多方面力量的联合，

探讨我国大学生性健康素养的提升路径及平台建构，借此

平台向大学生提供性健康知识科普及心理疏导服务，从而

提高大学生性健康素养水平，减少大学生因性认知不当产

生的健康问题与社会问题。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72

中药红外导入智能戒烟手环的

研发与临床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焮 517060101501

杨好

/5170301015

47,段可心

/5170301015

43,吉晨曦

/5170301015

44,杜宇航

/5170601015

06

张豪斌 讲师 1005

吸烟行为有引起多种呼吸道疾病的风险，也是引起很多心

血管系统疾病及癌症的因素。在中医药文化与科技结合进

行创新的今天，我们团队通过中药穴位贴敷联合红外中频

技术制作成可穿戴手环，将中药组方制作成贴片放入手环

中心卡槽中，穴位贴敷减轻戒烟者的尼古丁依赖及戒断反

应，并且红外中频技术有效刺激穴位，终端借助小程序可

以实时数据监测与提醒戒烟者，有效监督戒烟者，让更多

人受益于穴位戒烟手环这一便捷而有效的戒烟方法。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73

药王山文创产品–中药助眠香

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思乐 517060104540

薛蕊

/5190610015

23,曾建侠

/5170601045

42,孙诗婷

/1912031012

0,王晨洋

/5170601025

12

郑  洁 教授 1008

本项目拟通过对孙思邈人物历史背景及其主要学术思想的

研究，针对频发的睡眠障碍问题，从其《千金方》中选出

基础方，通过团队研究，确定出有助改善睡眠障碍的中药

香料配方，同时结合最新香料制作技术和激光雕刻设计出

具有创新性的新款香薰，最终推广至文创产品市场。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74
 a-硫辛酸对大鼠脊髓损伤后

自噬表达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景鑫喆 518100101501

赵晨远

/5181001015

12, 卢宇

/5181001015

19,曹鸿飞

/5191001015

13

霍生杰
主治医

师
1004

脊髓损伤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损伤疾病，目前研究主要

集中在脊髓继发性损伤治疗，研究表明自噬对脊髓损伤具

有重要的保护作用，但相关机制不详。α -硫辛酸抗氧化能

力强大，可通过抑制自噬保护机体损伤应激环境。本研究

采用大鼠脊髓伤模型，同时给予α -硫辛酸治疗干预，经过

合理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径，行神经功能评分、神经组织

检测及自噬蛋白、线粒体蛋白检测，探讨自噬在脊髓损伤

中的作用及α -硫辛酸治疗脊髓损伤的可能机制。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75

构建基于5G通讯技术的医疗急

救线上服务平台-“医救”平

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牛清秀 518090201423

雷珂

/5180902014

21,文世荣

/5180905014

07,谭小龙

/5180905014

05,任怡樵

/5181001015

32

李莹波 副教授 1002

“医救”平台是基于2020年5G通讯技术正在普及的大环境

下，借助新冠疫情后人们对于中医看法有所改观的推动

力，综合当前中国急救耽误时间较长，效率较低以及医疗

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情况所建设的一个宣传中医文化知识，

减少救护车途中所用时间，提高救护效率，实现远程诊

疗，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线上服务平台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76

天然植物提取物PEITC调控非

小细胞肺癌顺铂敏感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韶泽 518070401427

赵薇

/5190704014

34,候梦楠

/5190704014

52,魏雪杰

/5190704014

50,白云

/5190704014

48

方亚妮 实验师 0710

治疗过程中产生的顺铂耐药现象是造成非小细胞肺癌

（NSCLC）患者临床化疗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寻找

出一种能够提升NSCLC耐药细胞化疗敏感性的药物对耐药

患者有重要意义。PEITC是从植物中提取的一种天然活性

物质,许多研究证实，PEITC有很好的抗肿瘤和增强化疗敏

感性作用。故，本研究拟从PEITC入手，从细胞增殖、周

期、凋亡、侵袭等几个方面验证PEITC能否调控NSCLC耐药

细胞的顺铂敏感性，希望通过体外细胞实验得出的结论能

为NSCLC的临床治疗提供新方向。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77

化纤中药颗粒干预纳米氧化镍

活化TGF-β 1/Smad通路所致

肺纤维化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一方 519100101512

庞媛媛

/5191001015

43,张悦

/5191001015

53,马帅

/5191001015

10,赵欢

/5191001025

02

田敏敏
助理实

验师
1004

纳米NiO可引起大鼠肺纤维化，其作用机制与TGF-β 1高表

达有关。而化纤中药颗粒可干预SiO2沉积所致的肺纤维

化，其机制与TGF-β 1/Smad通路有关。因此，我们推测化

纤中药颗粒可干预纳米NiO通过活化TGF-β 1/Smad通路所

致的肺纤维化。所以本研究建立大鼠肺纤维化模型并用化

纤中药颗粒进行干预，观察大鼠肺组织纤维积聚情况和相

关指标检测，评价化纤中药颗粒干预纳米NiO所致肺纤维化

的效果，并探讨作用机制，为中药复方在治疗粉尘所致肺

纤维化的临床用药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78

缓解女性痛经的主暖宫贴和副

穴位贴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祎佳 519051301446

牟佳华

/5190513014

33,张静

/5190513014

32,安倪

/5190513014

35,谢梦裴

/5190513014

27

李小蓉 副教授 1008

现如今多数女性深受痛经的困扰，市面上的产品效果甚微

。本项目欲研发一种廉价、高效的缓解痛经主副暖宫贴产

品，主暖宫贴和副穴位贴相辅相成，从而提高产品效果，

发挥更显著的缓解痛经的作用。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79
植物琥珀标本-定格美丽瞬间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勇 518051101417

张庭熙

/5180511014

21,杜夏雨

/5180511014

43,杨洋洋

/5180511014

51,侯茹冰

/5180513014

21

张明英 讲师 1008

植物标本种类繁多，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但因霉变、虫

蛀、机械损伤等问题，导致其保存较为困难，本项目致力

于解决植物标本难于保存的问题，使植物标本在易于保存

的情况下更具观赏性，也更便于观察研究，更加适宜推广

向其他人群。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80X
室内设计中的中药之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史鑫 518090401411

任季波

/5180906014

09,梁潇

/5180511014

20,李玉龙

/5190905014

07,付钰

/5190902024

29

徐晓炜 讲师 1008

将中草药与室内设计家居装饰品相结合，以小装饰品，可

触摸性的门把手，沙发扶手和冰箱贴，印花，墙纸等等为

主；相继推出不同形态的产品。其宗旨是：提供独特的家

居装饰品，让更多的人在放松与温馨的环境中提高身体素

质，以达到预防疾病和养生的效果。产品两大作用，其一

可以很好的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弘扬中医药文化，树立

中医药文化自信。其二，可以让自然舒适放松的环境中，

在提升美的物质品质的时候兼顾身体素质的提升。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81

五味子为主要成分含片的前期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晓梅 518070202521

刘美玉

/5180702015

54,陈清

/5180702025

23,刘佳昕

/5180702025

22,唐宁昕

/5180702015

55

王媛媛 讲师 1008
本项目以五味子为研究对象，探究其主要成分在敛肺止咳

和提升机体免疫力方面的作用，为研发以五味子为主要成

分的含片进行前期研究。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82

江离兰芷——中医药系列文创

产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篷 518050101451

孙苏阳

/5180501014

35,崖壮举

/5180501014

09,石贤钢

/5180501014

07

沈霞 教授 1008

本项目设计一套结合中医药文化和中国各类古典元素（诗

经，尔雅，四大名著，历史故事等）的文创产品，用人们

息息相关的生活用品作为载体，将中医药文化潜移默化融

入生活当中，传扬中医药文化的同时增强国民文化自信。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83

西部地区农村妇女宫颈癌及疫

苗相关认知行为的现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苏俊贤 518040101430

周小茹

/5180601035

32,刘理想

/5180512014

07,何怡缘

/5180301035

22,杨梦云

/5170101075

42

卢丹丹 讲师 1011

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宫颈癌疫苗的问

世使得它成为一个可预防的癌症。西部地区务农妇女的文

化程度低，对宫颈癌的防治相关知识可能了解不足。本项

目是为了调查西部地区农村妇女对宫颈癌相关知识的掌握

情况和疫苗的认知程度，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同时了

解适龄女性接种疫苗的意愿，以便针对性的进行健康宣

教，增强人们的防癌意识，从而有助于减少西部农村地区

宫颈癌的发病率，避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84

川陈皮素通过调控NCAM-PSA拮

抗铅对学习记忆损伤的分子机

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梦妍 519100102531

鲍蓁蓁

/5191001025

32, 张馨文

/5191001025

42,赵旭航

/5191001025

11

李娟 讲师 1004

本次项目旨在研究川陈皮素通过调控NCAM-PSA拮抗铅对学

习记忆损伤的分子机制，拟通过采用饮水给铅模拟儿童的

断乳期Wistar大鼠铅暴露模型，以NCAM，NCAM-PSA，STX

以及PST为指标，观察川陈皮素对铅暴露大鼠空间学习记忆

能力损伤的修复作用，从而为临床药物治疗儿童铅中毒提

供新的途径和理论基础。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85
社区健康管理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廖良宁 518090601442

张明珠

/5180906014

46,谢珂

/5180906014

30,刘文源

/5190906014

06,金纪国

/5190906014

04

安颖 讲师 1004

该项目针对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

、各个医院社区卫生室健康档案库的现状，设计一款集查

询本人健康档案、锻炼、私人健康管理师、共享以及健康

数据关联至社区体检机构或医院的多功能一站式服务并围

绕个人的健康管理app。以提高健康数据采集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以及降低个人健康档案收集的难度并实现自我管理，

医院管理和机构管理相结合的模式使健康大众化潮流化。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86
战疫桌游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燕 518050701439

宋星睿

/5180507014

38,同鑫

/5180507014

40,杨丹丹

/5180507014

41,向心月

/5180507014

33

史永恒 副教授 1004

由于对新冠病毒缺乏基本认识，人们极易对新冠病毒传播

、疾病损伤及造成的经济压力产生非理性恐慌。因此如何

快速有效地做好新冠疫情的科普宣传，切实强化防疫抗疫

基本工作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通过“大富翁”的

游戏形式寓教于乐，让大家在玩乐的同时深入了解此次新

冠疫情的各个方面，正确认识新冠疫情，知道自己如何做

好防护工作。从而减轻部分人心理上的负担，让更多“低

头族”与家人共同参与起来，给大家正确的指引方向，让

大家不再迷茫。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87

佛系鱼家构建及其水质净化效

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佳俊 518070301404

郭莹

/5180703014

29,郝萌萌

/5180703014

32,刘兴月

/5180703014

31

环诚 讲师 1305

为了解决养鱼过程中不断换水以及产生的污染问题,进行了

鱼、鱼 + 生态系统、鱼 + 生态系统 + 复合填料层以及

鱼 + 生态系统 + 复合填料层 + 水生植物四组实验,分别

从浊度、pH、CODMn、NH4+ -N 四个方面对比研究了不同

处理系统条件下水体的水质变化情况，以寻求达到稳定长

时间不换水的佛系生态鱼缸,.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希

望能实现系统内部的微循环，将养鱼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

物基本可以在系统内部得到有效的去除，实现了水体的净

化，还能使水体自循环，省去了频繁换水的麻烦，真正达

到节约用水的效果，我们同时希望通过正交实验探究中制

备出一个佛系实用性强的家庭版养鱼系统。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88
中药丁香除臭清爽型含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莹 517040101415

汤芮

/5170101075

38,佘天宇

/5180702015

17,马博

/5180702015

04,孙艺萍

/5170401034

10

郑运松 副教授 1008

本次项目通过调查口臭的社会现状，进而研究导致口臭产

生的口腔细菌，以及丁香酚对于产生口臭的细菌的抑菌作

用，从而将中药丁香与含片相结合，达到预防和去除口臭

的功效。最终投入到市场中生产使用，使口臭问题得到缓

解和治疗。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89
乐享健康--病前主动防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高侠 518090601425

任季波

/5180906014

09,张明珠

/5180906014

46,贾静静

/5170101025

34,冯永慧

/5180905014

22

安颖 讲师 1004

乐享健康——病前主动防APP主要服务于中老年群体，目的

是改变中老年人不良行为方式，消除与控制危险因素，预

防慢病，提高生活质量，实现全民健康，该APP摒弃传统模

式，具有新颖、实用、操作简单化等特点，更好地实现服

务的高质量、高效率，极大满足了用户需求度，增加了用

户体验感。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90
养颜玉肌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靓 519051201454

于佳琳

/5190512014

55,卢美彤

/5190512014

56,耿萌萌

/5190512014

30,张颂扬

/5190512014

22

王小平 教授 1008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快，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紊乱

的生活起居以及社会环境的多样化，导致痤疮的发病率也

逐渐上升。

对于爱美人士的外表美观及心理情绪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

影响，甚至能使得人产生

自卑感。化学药物在治疗痤疮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存在较

大不良反应、刺激性较强

等弊端，在治疗痤疮的同时反而加重了痤疮的大面积产

生，从而导致恶性循环。我们用中药帮人们清理痘痘，重

拾信心。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91

益脾养肝方调控IL-7表达对肝

癌相关性CD8＋T细胞水平影响

的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小甜 518070401458

李俊婵

/5180704014

47,王慧芳

/5180704014

49,朱婷

/5180704014

60

程卫英 讲师 0710

益脾养肝方通过调节T细胞功能，改善机体免疫功能。在正

常情况下，淋巴细胞亚群中CD4+ T细胞和CD8+ T细胞处于

一个相对稳定平衡状态，维持机体免疫功能。本研究需要

观察益脾养肝方治疗肝郁脾虚血瘀型原发性肝癌患者IL-7

和CD8+T细胞表达水平的变化，并初步研究IL-7的表达对

原发性肝癌患者外周血CD8+T细胞的调节作用及其机制，

进一步了解其调整机体免疫功能治疗原发性肝癌的机理。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92

基于中医食疗的新养

生零食铺子开发与营销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宇杰 518090501441

王莹

/5181004014

49,马旭东

/5180904014

01,曹鑫雨

/5180905014

04

马真 副教授 1008

本项目以做出融入养生观念、富有中医食疗特色的休闲食

品和改变零食在人们心里有害健康的想法，倡导“健康养

生零食”的新概念为目的，在新时代青年健康意识不断提

升，注重自己的饮食健康的发展背景下，利用学校雄厚的

中医药资源对休闲食品进行创新，研制出系列健康养生零

食的配方，并制作出成品。项目小组指导老师与成员具有

完备的专业性技巧与理论知识，对中医食疗进行创新，让

更多人了解中医食疗的相关知识，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93

咸阳市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侯睿语 518100102515

范洋洋

/5181001025

04,焦家伟

/5181001025

20,白锦玲

/5181001025

21,樊莹

/5181001025

22

李娟 讲师 1004

了解咸阳市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现状，并对现阶段咸阳市

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进行对比分析。针对分析结果，探讨

咸阳市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特征及原因。

结合咸阳市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特征及发生原因，提出相

关干预措施。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94

“窈窕茶”—针对痰湿型肥胖

人群的中药减肥茶（山楂荷叶

陈皮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雪芳 518090501425

崔灿

/5190905014

02,黄鑫鑫

/5190101045

36,袁娟娟

/5180905014

35,卜翻翻

/5180905014

40

马真 副教授 1008

我们的项目名称叫“窈窕茶”—针对痰湿型肥胖人群的中

药减肥茶（山楂荷叶陈皮茶），它是一种主要针对有痰湿

型肥胖的青少年减肥的中药茶饮，这款中药减肥茶比市场

上的减肥药副作用少，对青少年的身体几乎没有影响，而

且还有着健脾利湿，消积导滞，行气除胀，活血化瘀，滋

补肝肾，预防癌症，美容养颜，降脂等多重功效，从而能

够使青少年拥有健康的身体下又有苗条的身材。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95
中药提神糖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颖 518050701422

代聪

/5180507014

25,王静静

/5180507014

23

侯淑珍 讲师 1008

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大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容易产生疲

劳，引发一系列疲劳症状。因此，提神醒脑，缓解疲劳的

产品逐渐成为社会的一种需要。本项目将从红景天，人参

等中药资源中寻找抗疲劳功能因子，从口感，色泽，气

味，功效等方面出发，研究出风味独特，能获得消费者普

遍欢迎的抗疲劳功能性糖果。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96X

基于陕中医“互联网+”科普

教育公益服务的可行性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杨颖祺 518060104532

张惠钰

/5180601035

46,韩霄

/5180601045

03,陈红

/5180601045

49,杨萌

/5170601055

35

李恪轩 讲师 1005

该项目依托陕西中医药大学充足的人力资源和丰富的馆藏

图书优势，在政策大力扶持下，实行互联网+科普教育公益

项目，即线上以自媒体创作提供科普服务，宣传中医药文

化；线下以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开展各种社会公益实践活

动，推广中医药文化。增强趣味性，实用性，与青年学生

们日常生活相结合，把中医药文化的科普教育融入生活的

一点一滴。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97

大学生人格特征、求职自我效

能感与职业探索的关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泽晨 519100301411

盛文秀

/5191003014

54,郑杨

/5191003014

55,呼笑笑

/5191003014

53,任嘉翌

/5191003014

52

赵丹 讲师 0711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甚至

己经成为社会、高校、家庭等有关方面的一大困扰，对于

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造成大学生就业

难的原因，除了不完善的经济结构、高校扩招、专业人才

培养与市场需求不适应等社会因素外，大学生自身的职业

规划、职业期望等方面存在偏差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98

草本足浴球配合振动足浴盆对

焦虑性失眠的疗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常珂馨 517060102532

姚璐瑶

/5170601025

37,段莹

/01177017,

李文清

/5190906014

29,张晓雅

/5180702025

29

李永丰 讲师 1001

本项目针对失眠患者采用草本足浴球与震动足浴盆产品配

合保健理疗，做到足浴盆保健效果创新、足浴球配方创新

。研究方向在家用中医器械方面有很大前景，研究针对焦

虑性失眠人群失眠问题痛点，具有较强实操性与推广性。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099
智能垃圾分类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洋  518090601447

寇先举

/5180905014

31,白雨露

/5190906014

09,蒋鑫

/5190906014

39 ,刘龙泉

/5180906014

07

张媛 副教授 1204

通过对垃圾分类理念的理解，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回收

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相衔接的收运体系。积极构建“互联

网+资源回收”新模式，打通生活垃圾回收网络与再生资源

回收网络通道，整合回收队伍和设施，实现“两网融合

”，解决垃圾处理能力严重不足的矛盾，缓解政府管控压

力，将多元主体融入环保体系建设，促进资源回收利用，

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100

礼乐中华 “云”想霓裳—自

媒体下中国传统汉服销售与文

化传播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宣 519090201421

安静文

/5190902014

41,王琳霖

/5190902014

35,王涛

/5190902014

04,王皓伟

/5190902014

32

年晴 讲师 0501

此项目旨在通过Vlog的形式，对汉服进行销售与传播。不

同于淘宝的是，自制的vlog进行了对汉服文化、穿搭、配

色等各方面的介绍，在其中加入新的中草药元素，包括绣

染等方式让汉服具有新特色。不仅让其爱好者更了解汉服

文化，进行正确穿搭还让其他大众懂得更多汉服知识，从

而喜欢上汉服与中医药文化，同时也解决了汉服实体店销

售路径有限的问题，不论是从官方平台下单还是私信下单

都可行，从而获得利益，达到共赢。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101

“抖”课堂红色文化推广实践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程琳 518070302432

张辰璐

/5180703024

30,徐晴晴

/5180703024

35,王梦妍

/5180703024

34,高盼盼

/5180703024

31

薛丽丽 讲师 0305

该项目在“抖音”平台上探索大学生学习红色文化的新方

式，并进行推广实践。使每一位大学生能够对红色文化产

生浓厚的兴趣，并进行自主学习，在青年学生心中铸下“

红色魂”、播下“初心苗”，让红色精神永不褪色，让红

色基因代代传承，最终促使红色文化成为每一位大学生实

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进而使大学生能够投入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去。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102
罗布麻奶降压功能饮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雯卓 518030104526

王新怡

/5180501014

49,王妍妍

/5180704014

55,唐先鑫

/5181003014

02,陈森

/5180603014

01

王裴 助教 1008

近年来，高血压已成为人类疾病的头号杀手之一，但是，

高血压是可防、可治、可控的疾病。罗布麻叶作为药食两

用中的一味重要中药材，具有降血压、强心利尿、平肝安

神等功能，被人们广泛应用。针对这一现象和趋势，我们

采用中药与牛奶结合的形式，在饮用牛奶加强营养的同

时，增添药食同源中的中药成分，从而达到降压保健的作

用。产品健康不刺激，口感细腻温和，对早、中期稳定性

高血压起到防控保健的效果。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103

以植物挥发油为基础的防虫产

品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金环 518051201461

王佳雪

/5180512014

34,王璐

/5180512014

35,董雨晨

/5180512014

61

李小蓉 副教授 1008

本项目研发以植物挥发油为基础的防虫产品，以霜剂为载

体，通过对原料的选择及其配比的改变，使其作用效果更

长，且便于涂抹和携带，使产品性价比更高。该产品有利

于防治蚊虫所传播的疾病，市场前景广阔。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104
鼻窦炎预防口罩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可 517030106516

王禹涵

/5170101055

23,马安荻

/5170101055

19,张济琛

/5180301075

17

陈丽名 讲师 1008

流行病学显示，现今鼻窦炎患者数量激增已严重影响到人

们的生产生活，我们研究推出鼻窦炎口罩。以口罩为载

体，选用抑菌，泻火，清凉的对症中药材相互配伍萃取核

心成分，配以加热滤芯使药物挥发，吸入患者鼻腔从而预

防、缓解、治疗鼻窦炎。可营养鼻腔、保护鼻腔粘膜、清

新心脑甚至缓解轻中病症。起到预防鼻窦炎、减少复发或

复发后为患者减轻症状，减少痛苦的功效。本口罩便捷程

度高，无需多余操作，使用方便。

√

2020 1071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202010716

105

中药本草喷雾剂改善睡眠质量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云鹏 518020104515

赵泽龙

/5180201045

20,吴文龙

/5180201045

19,王娟

/5180201045

24,谢灵洁

/5180201045

50

蔺焕萍 教授 1006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睡眠障碍率达29%。而中国睡

眠研究会2016年公布的睡眠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成年人失

眠发生率38.2%，超过3亿中国人有睡眠障碍。目前西药治

疗副作用大，有一定的耐药性和依赖性。本项目通过中药

按照“五神分类方法”，不寐责之五脏，涉及肝、心、脾

、肺、肾，根据《本草纲目》上对不寐治疗的方药和主张

清热的方法，再参照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拟定

了中药本草喷雾剂。用中药喷雾的方法，做成提取液制成

喷雾剂，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从而起到安神助眠作用，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01

现代农业发展视野下农村土地

撂荒问题研究——以渭河平原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崔世荣 1905014092

宋冉

/1905014079

,韩丹

/1905014099

,周子煜

/1905014145

,张嘉鸣

/1920054035

李建军 教授 0501

本项目以国家提出的“三权分置，土地流转”“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战略”等有关三农问题政策为指导，以陕西

省渭北地区农村土地撂荒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了解渭

北地区土地撂荒现状，分析土地撂荒的原因，提出解决农

村土地闲置问题的策略，探索现代农业特色发展道路，提

升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粮油疏果生产，提高农民收入，

助力脱贫攻坚战，提高国土资源利用效率，保障我国粮食

安全和耕地红线，促进乡村振兴。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02

新型高性能环氧树脂固化体系

的制备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茁旺 1814024047

刘茁旺

/1814024047

,郭欣怡

/1714024085

,杜兴

1814024054,

张飞燕

/1814024033

,何天亮

/1814024056

丁镠
助理实

验师
0804

本项目通过对三种不同咪唑类固化剂进行化学改性，制备

了改性咪唑衍生物，并分别将其作为固化剂以及双氰胺-环

氧树脂复配体系的促进剂，研究此树脂体系的固化条件及

固化反应参数，以期获得室温下储存期较长、中温下满足

固化、固化产物具有优良力学性能的中温潜伏性环氧树脂

体系。可满足很多飞机内部、汽车零件、医疗设备以及航

天飞船等领域的制备周期，同时推进其在工程领域的广泛

应用。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03

低模量高强度TiZr基硬组织替

换材料制备及腐蚀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一心 1914054083

尹乐乐

/1914054023

,柴步飞

/1914054113

,任静静

/1914014034

,刘芳辰

/1914054053

炊鹏飞 副教授 0804

纯Ti和Ti-6Al-4V合金作为常用的生物医用硬组织替换材

料，具有弹性模量高、力学性能差等缺点。本项目拟通过

合金成分的设计，制备具有低模量、高强度TiZr基硬组织

替换材料，通过研究Nb和Mo元素复合添加对合金的显微组

织、物相结构、力学性能和腐蚀性能的影响，获得具有优

异性能配方的Ti-Zr-Nb-Mo合金，揭示合金在模拟体液中

的腐蚀机制，进一步为该合金在人体中的应用提供有力的

理论依据。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04

地摊经济管理与服务App的开

发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嘉伟 1805014009

谢闯

/1818064055

,谢徐阳

/1805014035

,曹妍

/1818064008

,惠旭鑫

/1818064023

高凯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以“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指导思想为主线，以“互

联网+地摊经济”为需求，致力于解决目前最热门的地摊经

济管理难问题。将地摊经济、互联网技术与传统的市政管

理模式进行结合，为城市地摊经济的高效运营提供便利服

务。此项目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实用性，为商户、消费者

和管理部门提供一个优质的服务平台，为地摊经济寻找更

为良好的发展模式。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05

乡村直播带货的推介形式与营

销效果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欣琪 1805074008

罗娜

/1805074019

,何晶晶

/1805074045

,李雨婷

/1805074035

,陈莉慧

/1805074036

王玉珠 副教授 0503

乡村直播带货已经出现“产地直播”“县长带货”“平台

联动”等多种推介形式。项目通过对陕西省乡村直播带货

的实地调研，探察推介形式与营销效果之间的关联与影

响，探寻适合陕西省农产品销售、特色产业推广的差异化

、可持续推介模式及优化途径，为陕西省打造全国直播电

商强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调研基础，为新形势下政

府助农提供意见参考。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06X
互联网+地摊经济管理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戴世纪 1802014003

曹新羽

/1802014022

,张昱航

/1813014019

,张嘉豪

/1812024011

,韩文文

/1820124016

申利

讲师

（高

校）

0204

"后疫情时代"地摊经济兴起对国内经济复苏起到了关键性

的助推作用，但地摊经济合法化后的市场运营管理却面临

着极大的考验，本项目为了有效解决地摊经济“盲从、无

序、难管理”这一突出问题，依托大数据和现代互联网技

术，创建“互联网+新地摊管理”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对

地摊经济实行科学引导、规范秩序、放管结合的运管机

制，快速提升地摊经济实效，创新驱动民间经济新活力的

同时保障社会经济秩序良性向好发展。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07
表情驱动型脑-机控制机械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勇 1817014075

马创

/1817014078

,李荣涛

/1713034029

,闫振

/1913014048

,左雅竹

/1910064017

卢超 教授 0808

利用脑-机接口技术，设计一种能够帮助上肢肢体残疾的患

者完成日常动作的意念和表情驱动型的脑控机械假手。系

统通过采集、分析人因思维意念产生的大脑表皮信号，利

用基于运动想象和表情驱动的串行混合脑-机接口技术，实

现对机械假手的控制，设计中轻量化、便携化、拟人化，

使用户佩戴在身上并随意走动，帮助用户完成对日常生活

中一些简单事情的独立完成，从而解决患者因肢体残疾带

来的生活和心理等方面的困扰。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08
小型青核桃去皮机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家伟 1715074072

杨嘉豪

/1715074017

,王立腾

/1715074017

王小

军,孙

志学,

贾锐

副教

授,教

授,讲

师（高

校）

0823

核桃产业已成为很多山区农村的支柱产业。本项目根据种

植户的需求，设计一种小型、家用的青核桃去皮机。与现

有的大型核桃去皮机不同，（1）增加分级（按照核桃大

小）装置，增加青皮预压功能。（2）去皮采用弹性推板、

固定刀片的方式在内外搓、削装置中完成。（3）残留外皮

通过摩擦在精分桶内完成，设置导向板和喷淋装置。（4）

去掉常见的清洗装置。（5）采用电机驱动、皮带传动，结

构简单，成本低。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09

光控一氧化氮供体的合成与测

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贇贇 1711024082

杨冯坤

/1711024028

,司琪

/1711024010

,白瑞

/1811014081

,张程浩

/1811014069

张晟瑞

讲师

（高

校）

0703

由于NO是一种寿命较短的自由基，半衰期很短,且体内NO

生成不足常会引起多种疾病，因此外源性NO对于这些疾病

的预防和治疗有重要意义。NBD-Cl几乎能跟所有伯胺和仲

胺类化合物反应，生成荧光很强的产物。此外，N-亚硝基

可通过光裂解产生NO。基于此，我们设计合成了N-亚硝基

化的NBD-Cl作为新型NO供体(NBDP-NO)。光照裂解后，产

生NBDP，荧光强度增加，可方便定量检测NO的释放。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10

具有高强韧聚乳酸基传感器材

料的制备及温阻相应行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少华 1714024048

王权

/1814024019

,贾旭妙

/1814024009

,王渺

/1714024039

赵中

国,陈

立贵

讲师

（高

校）,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将一维的碳纳米管和二维的石墨烯微片分别通过化

学和物理方法进行有效组装制备碳纳米管/石墨烯微片三维

杂化材料；通过挤出成型进行高含量SC制备的加工工艺优

化及导电网络结构的调控；采用固态拉伸成型的方法调控

原位纤维化结构、SC多晶结构和导电粒子的迁移，通过三

维MWCNTs-d-GnPs杂化材料的桥接，形成具有一定韧性的

互穿导电网络结构，从而获得高强韧性和高导电性能PLA基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11
智能救援探测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符家豪 1718064025

申瑞

/1805014048

,贾事端

/1821024056

,张城

/1821024058

李征 副教授 0809

为响应国家对无人救援工作的重视，智能救援探测车采用

了树莓派控制器，综合利用了智能追光、高难度巡线、摄

像头控制、App摇杆操控、超声波避障、电机灭火风扇六大

核心传感器模块和BST-4WD多功能扩展板，大大提高了小

车性能。智能救援探测车主要用于在救援人员无法施展救

援工作或救援人员参入工作危险性较大的条件下（如火灾

、地震、冰雪灾害等），最大限度的保证抢险工作的顺利

进行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12

基于机器视觉的花椒识别与定

位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辉 1816014048

代士帅

/1816014053

,赵兵兵

/1816014001

,李博

/1816014096

,夏运

/1816014050

丁敏,

张琦,

陈曼龙

讲师

（高

校）,

讲师

（高

校）,

教授

0803

花椒的机械化采摘是花椒产业化生产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

题。能够自动识别与定位花椒果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项目主要以不同光照下、含枝叶遮挡影响的成熟花椒目

标为研究对象，识别定位复杂环境下的花椒目标，为采摘

机器人视觉系统的目标识别与定位打下基础。项目拟作以

下研究：（1）在遮档、阴雨等农业现场条件下，对不同成

熟期的花椒目标进行有效识别与定位。（2）在移动条件

下，对花椒目标进行有效识别与定位。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13

超富集植物体制备Ni负载生物

质活性炭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瑞瑞 1711024070

马建岗

/1711024069

,王化杰

/1711024084

李琛,

季晓晖

副教

授,副

教授

0825

以镍富集植物体为原料，利用水热法制备生物质炭，通过

扫描电镜了解制备条件对其表面性能的影响，通过XRD表

征，了解金属Ni在材料中的负载情况。通过单因素-正交实

验，考察镍负载生物质炭对模拟养殖废水中阿莫西林的处

理效果，构建载镍生物质炭对阿莫西林催化降解模型，确

定自负载镍生物质炭制备条件，探索其应用前景，为金属

富集植物体的后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提供有益参考，为植物

修复技术快速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14

电解水对猕猴桃溃疡病的防效

及对猕猴桃贮藏品质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甜甜 1712014016

杨玉菲

/1812034039

,朱锐

/1812034033

,曹娜娜

/1812034054

,田迪

/1812034044

曲东

讲师

（高

校）

0901

本项目利用不同浓度电解水处理猕猴桃溃疡病株、猕猴桃

果实，通过监测抑菌率、病情指数、果实硬度、可溶性固

形物、滴定酸、Vc等生理生化指标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探

究电解水对猕猴桃溃疡病的防效及对猕猴桃贮藏品质的影

响，筛选出适宜电解水浓度，为猕猴桃抗病及保鲜技术提

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15
一种机械加工夹具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思帆 1820054049

翟哲

/1720054021

,陈思思

/1820054008

,张文轩

/1820054011

霍燕 副教授 1201

机械零件在加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使用得的夹具是

否合理可靠。在加工过程中由于夹具所出现的问题一直是

一线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现有的夹

具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受零件大小、形状和机床工作台的位

子所控制，操作起来费时和繁琐。本项目致力于从操作简

单性、灵活性、高效性三方面来考虑，对现有的机械加工

夹具进行设计和改进。项目计划申报实用新型专利1项。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16

三门村乡村振兴发展模式创新

研究--云创园模式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真 1819025048

叶宇娇

/1819025037

,韩少强

/1819025045

,晏峻鸿

/1819025054

,杨婷婷

/1819025055

黄研,

闫杰

副教

授,教

授

0828

两河镇三门村作为南郑区经济发展落后的贫困村之一，为

满足在脱贫后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等需求，针对三门村

现状，对乡村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科学合理的预判和振兴规

划，拟采用“云创园”以当下最流行的互联网思维结合当

代农村发展现状灵活制订的多元化、多维度的发展方案，

符合当今发展趋势。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17

互联网+”下的汉中非物质文

化遗产衍生产品设计与精准扶

贫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卓 1809014104

王立腾

/1715074019

,杨嘉豪

/1715074017

,郭勃锐

/1715074014

,陈玮

/1705094014

李坤

讲师

（高

校）

1305

此次项目是对2019年大创国家级立项项目《“互联网+”

下的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产品》的再研究。在去年的

基础上，我们重新梳理了研究方向，选择将城固架花与南

郑藤编棕编技艺相结合。采用联结带动的发展方式同步实

现城固架花与南郑藤编棕编的传承与保护，充分发掘汉中

非遗文化共性，创新产品设计以及研究非遗衍生产品变现

途径，最终希望达成非遗产品带动精准扶贫工作的目标。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18

Nsun2基因敲除黑色素瘤细胞

株构建及药物敏感性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国锦 1812024025

唐妍妍

/1812014067

,安依妍

/1812014070

,曹佳轰

/1712024031

王令 副教授 0830

黑色素瘤细胞具有增殖快，侵袭能力强等特点。NSUN2是

一种RNA甲基转移酶，主要负责m5C甲基化发生。前期研究

表明Nsun2基因高表达与肿瘤发生和癌细胞转移密切相关

。本项目利用CRISPR/Cas9技术敲除黑色素瘤细胞Nsun2

基因，构建基因敲除细胞株。然后利用抗癌药物处理

Nsun2基因敲除细胞株，评价Nsun2敲除后黑色素瘤细胞对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19
社交困难大学生游戏活动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方韬 1804054020

李玉文

/1804014054

,唐青青

/1804014055

,黄显应

/1804014064

郝勤

讲师

（高

校）

0402

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环境背景下，对于虚拟现实的过度依

赖给大学生的社会交往带来了新的困难。为了解决大学生

社交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进行了这游戏活动的项目设计，

旨在改善大学生心理社交困难和提高人际交往能力。通过

游戏活动的形式，给愿意寻求社交机会的学生一个更轻松

、便捷的方法，来提高大学生的社交能力，尤其是意识到

自身所处困境并积极寻求改变的同学。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20

融媒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与高

校思政教育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柳博耀 1805074024

庞萌萌

/1805074060

,/白慧

1805074002,

郝旭

/1805074001

岳琳,

山华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0503

加强高校思政教育的提法与实践历时已久，其效果应以量

化评估的方式进行检验和衡量。本研究以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传播为语境，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式探究公共

危机突发事件中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及媒介素养，提出融媒

体时代基于大学生媒介素养的高校思政教育新路径在于以

融合思维优化高校思政工作的理念、建立扁平协同的管理

机制、分类建设高校思政教育平台，包括校园文化建设类

平台、服务型平台、舆情监测类平台等。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21

多功能老人行为辅助装置的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明波 1815014129

张肖

/1815014134

,高天航

/1815014047

,冯映龙

/1815014136

戴俊

平,段

博峰

教授,

助理工

程师

0802

针对老年人随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严重退化的现状，解决日

常活动中行走失稳、动作乏力问题，设计一种多功能行为

辅助装置，通过双手扶持装置的方式达到支撑身体平衡，

可自行慢速推动装置移动，辅助腿脚实现行走的目的，装

置还具有休息平台和载物模块，为户外活动身体疲惫时提

供短暂的临时性坐姿休息和储存随身物品，满足老年人生

活中必需行走行为，适用于居家生活和户外活动时的如厕

、饮食、购物、逛街等场景，利于身心健康。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22

油菜P5CR基因克隆及其多态性

与菌核病抗性相关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权莹 1912024060

权莹

/1912024060

,贾凡凡

/1912024057

,樊勇

/1912024059

张晓

娟,张

羽

副教

授,教

授

0823

项目主要研究吡咯啉-5-羧酸还原酶基因（P5CR）多态性

与油菜菌核病抗性相关性。通过大田接菌实验筛选若干份

高抗、高感菌核病油菜材料。根据油菜P5CR基因序列设计

引物，分别在高抗、高感菌核病油菜材料中扩增P5CR基因

并进行克隆测序。运用SeqMan软件分析不同个体中该基因

多态性；通过软件分析油菜个体中P5CR基因突变位点不同

基因型与抗病性之间的相关性。为油菜菌核病抗性相关分

子标记开发奠定了基础。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23

信息化背景下高校线上线下教

学改革研究——基于学生接受

的视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盼盼 1805074050

宋文丹

/1905010103

,邓琪

/1805014119

,冯鑫

/1805074044

,赵舟颖

/1905014040

陈燕 教授 0503

研究全球信息化的发展浪潮对高校传统线下教学方式的影

响及高校线上线下教学的现状，探究师生的参与度与适应

能力，教学平台使用的情况，教学方式的变革对教学效果

的影响。将日常线下教学，新冠疫情期间大规模线上教学

活动进行对比，探讨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实现线上线下

的有机结合，提升学生接受的有效性，建设一流课程和一

流专业，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创新性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24

基于NB-IoT的城市井盖监控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骆炜

1713024079

雷哲鑫

/1713024029

,胥娇

/1713024031

,龙馨

/1820034061

龙光利 教授 0807

针对城市井盖管理不善导致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

财产损失等问题，设计开发一种基于NB-IoT的城市井盖监

控及管理系统。通过传感器和芯片实现对井盖情况信息的

采集，再通过NB-IoT将所得数据上传到服务器，实现了智

能井盖的数字化、可控化、流程化。城市管理工作人员通

过手机或后台平台实时监测井盖的状况，并能及时对井盖

进行修缮和管理，使城市井盖管理更加规范。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25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民宿设计

创新与线上推广研究——以汉

中地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吕安琪 1708084048

留佳蕴

/1708084037

,彭啸峰

/1708074041

,池小华

/1708084047

,金扬帆

/1708074034

刘飞

讲师

（高

校）

1305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民宿设计创新以及线上推广的研

究是以设计助力乡村发展的有效途径。环境设计及视觉传

达设计的同学们运用课堂所学专业知识，打造适合当地的

个性化建筑环境特色民宿，在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的同时，

以线上推广研究的成果促进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本项目

的开展有利于传承汉中地区的地域文化，设计给美丽乡村

建设带来了新的助力，同时乡村民宿的打造更有利于发展

乡村旅游产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26X

基于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乡

村振兴与留守儿童公益创业项

目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王欢龙 1820054047

翟哲

/1720054021

,王姜南

/1702094037

王海

明,王

东生,

张党利

讲师

（高

校）,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1201

据民政部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达697万。解决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脱贫攻坚是基础，乡村振兴是重点，

二者有机结合才是关键。为此，我团队创立“幼无忧”项

目，结合“互联网+公益”思维，针对留守儿童现状开展公

益活动，响应红色筑梦号召，从源头出发，以公益+商业模

式运作并聚焦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努力践行“红色

筑梦惠儿童，源头活水润三农”的发展理念。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27

circRNA-022185对奶山羊卵

泡颗粒细胞激素分泌影响的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雨儿 1912014077

雷丁繁

/1912014076

,李智

/1912014068

,张亚培

/1912014062

,王嘉宇

/1912014075

马海东

讲师

（高

校）

0903

产羔性状是奶山羊产业的重要经济性状。我国是世界上奶

山羊存栏数最多的国家，但奶山羊繁殖性能低一直是困扰

奶山羊产业发展的瓶颈，同时也给企业、贫困养殖户带来

很大的经济损失。研究circRNA对颗粒细胞激素分泌的影

响及相关信号通路中关键基因的表达、关键蛋白磷酸化水

平的变化。揭示circRNA对奶山羊卵泡发育调控的分子机

理，为提高奶山羊产羔率以及精准育种提供科学依据。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28

基于S7-300PLC的物料分拣控

制系统研究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佳星 1710014036

刘朝阳

/1817024096

,翟恒

/1710044031

杨章勇

讲师

（高

校）

0808

本项目研究基于西门子S7-300PLC的物料分拣控制系统。

拟采用PLC为主控制器，以触摸屏为人机对话界面，根据物

料分拣控制系统的工作流程图，利用STEP7V5.5完成PLC的

梯形图程序设计，实现机械手对物料分拣的识别、分拣和

传送。同时使用WinCC软件设计监控画面、定义I/O设备、

构造数据库、建立动画连接并与系统进行模拟调试与仿真

。该系统运行可靠、操作简便、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29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后疫情时代

“地摊经济”效益评价与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昕 1809014042

杜文龙

/1809014055

,朱昭

/1809114015

,王袆

/1809114014

,李湛

/1820044040

陈涛 教授 0701

“地摊经济”在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就业压力和社会经济

复苏等起到重要作用。项目旨在基于大数据技术对后疫情

时代“地摊经济”效益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针对“地

摊经济”特殊性，结合相关经济效益指标，构建“地摊经

济”效益的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大数据技术，采用

定性定量相结合，构建融合Topsis、灰色关联分析及神经

网络的综合评价模型，对地摊经济效益进行评价与分析，

以揭示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30

生物医用Ti-Zr-Mo-Nb系合金

成分设计及组织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军渊 1914054082

剡怡岚

/1914054142

,梁巧

/1914054173

,党美莎

/1914054112

,肖秦龙

/1914054022

景然,

李江华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0804

本课题基于d电子合金设计理论，设计新型Ti-Zr-Mo-Nb生

物医用钛合金体系。研究合金塑性变形后的微观组织及后

续热处理工艺对β 型生物医用钛合金微观组织的影响，重

点研究塑性变形后样品的相变规律及晶粒的大小、分布、

形态，总结塑性变形样品在后续热处理过程中的固态相变

机制及组织演化规律；研究合金在SBF溶液中的腐蚀行为和

腐蚀机理，实现具有工业应用价值的生物医用钛合金的可

控制备。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31
一种机械加工定位装置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翟哲 1720054021

王欢龙

/1820054047

,党彤欣

/1920054045

王东

生,郭

收库

副教

授,教

授

1201

机械加工是指通过一种机械设备对工件的外形尺寸或性能

进行改变的过程。机械在对工件进行加工时，需要使用定

位装置对工件进行定位，但是现有的定位装置在使用时过

于繁琐，给使用者的使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降低了使用

者的工作效率。本项目致力于从实用性、高效性、安全性

三方面来考虑，对现有的机械加工定位装置进行设计和改

进。项目计划申报实用新型专利1项。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32S

“寻美汉中”中小学研学旅行

社创建计划
创业实践项目 否 胡宝东 1607064031

赵倩

/1707044018

,程祎

/1807064005

,卢宋杨

/1807064011

,薛晨鹏

/1907064003

李双,

杨帆,

杜建括

讲师

（高

校）,

讲师

（高

校）,

经济师

0204

研学旅行已纳入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程，行业需求庞大。但

目前依托旅行社开展的研学活动往往游学失衡。为此，本

课题基于地理科学、旅游管理专业优势，在全面了解中小

学研学旅行相关政策，掌握汉中自然、人文与经济等区域

特色的基础上，开发设计研学旅行读本（或课程），打造

专业的研学导师队伍，开展“寻美汉中”研学旅行实践活

动。希望通过项目的实施提升汉中研学旅行策划的专业

性，促进学生核心素养与能力的发展。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33S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褒河蜜

橘电商发展对策研究
创业实践项目 是 宋炫琨 1718064068

李瑞鹏

/1818064018

,李凯

/1909124134

,谭少昱

/1811024823

曹记

东,郝

磊

讲师

（高

校）,

农艺师

0823

本项目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对

农产品地里标志“褒河蜜橘”的经营现状进行分析研究；

同时，结合“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研究全国柑橘种植

、销售情况，结合本地实情，提出可行的运营模式和电商

发展模式；并在上述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一套信息管

理、信息发布和产品销售的网站或APP，实现更加方便的信

息发布、技术指导、品质管控和供需管理，进而推动“褒

河蜜橘”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34

基于GSM和单片机的智能输液

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唯有 1713034023

胡远宁

/1713034035

,赵琦

/1813024020

,白景华

/1713034016

,陈圣梅

/1713014048

黄朝军 教授 0807

项目针对输液过程状态实时监测的应用需求，特别是针对

输液速度过快和液体输完的提醒警示需求，提出设计一个

方便实用的智能输液控制系统，实现实时监测和显示输液

状态数据，并能够通过远程通信及时将状态数据信息发送

到预设的移动设备上，以便于及时排除和解决输液异常引

发的安全事故的发生，降低病人输液过程中安全隐患的发

生。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35

基于LoRa/NB-IoT的智能茶园

环境参数测控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召辉 1713024059

马思璠

/1713024078

,骆宇

/1713024044

,侯方

/1713024065

4

王战备 副教授 0807

针对陕南茶园种植管理智能化、精细化程度低的问题，研

究设计一种茶园种植环境监测系统，该系统能自动采集茶

园中的大气温湿度、光照强度、风速、土壤温湿度、土壤

酸碱度等环境参数，具有基于LoRa的采集数据无线传输功

能和基于NB-IoT的云平台自动接入与采集数据上传功能，

可实现茶园环境参数的自动分析、显示及异常告警等功

能，同时具有基于手机app的茶园环境参数远程在线监测功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36X

互联网+艺术类大学生网络兼

职平台构建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宇娇 1808014129

夏瑞

/1808014045

,

戴晓晓

/1808014118

,曹旭

/1808014136

常增宏 副教授 1302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给孩子进行艺术

教育，以至于家教市场十分开阔，也为艺术类大学生的兼

职和锻炼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互联网+”背景下，创立

大学生艺术教育兼职平台，将大学生兼职与家教市场结

合，为不同学生群体提供定制化个性艺术教育，实现大学

生教育资源和社会需求相结合，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提

高社会资源流通率，为广大家长、学生和大学生提供应该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37

新能源汽车电池的保养与回收

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邱嘉伟 1919064043

石嘉伟

/1919064037

,蔡红倩

/1919064032

,张石文

/1919064056

,杨莹盈

/1919064031

崔轶

讲师

（高

校）

0805

目前，新能源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热门话题，而电池的

保养和回收关乎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多数新能源汽车所

应用的动力电池，使用寿命均不足六年，若车主没有定期

对其进行养护，使用寿命还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缩短。如

果未正确处理旧电池还将对环境产生巨大危害。因此，对

动力电池进行定期维护与保养很有必要。本课题从新能源

汽车电池的保养和回收问题入手，通过分析研究，探索出

能够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38

疫情下大学生线上英语自主学

习能力调查及提升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溪 1706014063

徐苗苗

/1706014059

,黄雅雯

/1706014056

李俊丽 副教授 0502

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成为主要的教学方式，对大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客观全面的评价学生线上

自主学习能力成为高校教育者关心的问题。本研究从教师

、学生和社会环境三个层面调查当前大学生线上英语自主

学习能力现状，分析其在线学习动机、学习行为、学习风

格和学习策略，探讨线上英语自主学习评价模式，构建大

学生线上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评价模型，探索提升大学生

线上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策略，完善线上有效教学。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39

西部高校贫困大学生就业能力

测评与精准帮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思高 1803024015

梁思高

/1803024015

,何波

/1803024009

,黄珍星

/1803024026

,侯怡帆

1803024010,

张丹丹

/1803024016

周辉

讲师

（高

校）

0711

本项目聚焦西部地区高校贫困大学生就业帮扶，构建就业

能力模型，测量贫困大学生就业能力短板，厘清影响贫困

大学生就业能力的主要因素，从完善提升就业能力的发展

服务形式、夯实大学生的基础性就业能力,坚守第一课堂主

阵地、引导发展综合内隐性就业能力,拓展第二课堂内容形

式、全面提升综合外显性就业能力,提供有针对性、精准性

地就业指导等方面提出促进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策

略,以更好地适应人才市场竞争。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40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秦巴贫困

山区农民体质调查与健康促进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伟 1704054037

尹世豪

/1904034013

,邓宇轩

/1904054013

,肖舒馨

/1804014083

邱毅,

舒凯

教授,

助教
0402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有9亿人口，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

体，农民体质健康的水平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的体质健康

水平。国民素质的提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

稳定和国家富强。““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而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健康问题，因此解决好“三农”

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农民的健康问题，而要解决农民的健

康问题，就必须要深入了解和监测农民的体质情况，开展

对贫困地区农民体质的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41

基于云平台的数字化乡村脱贫

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胥潇潇 1820034040

代乐丹

/1820034037

,周玫霖

/1820014001

,李婉婷

/1802094020

杨晓 副教授 1201

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脱贫攻坚能否顺利完成

是一个举国瞩目的大事。开展基于云平台的数字乡村脱贫

对当前脱贫、减贫意义重大。本项目首先对当地农产品的

供需进行数据和问卷调查，真实有效分析数字化乡村电商

的现状；其次，采用典型案例启发的方法激发农民的积极

性，并能再此基础上解决实际问题；最后，构建服务农产

品上行的交易云平台，提供脱贫众筹、脱贫展示等功能，

全力打造数字化乡村农产品网络销售直通车。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42

利用石棉尾矿制备硅酸钠及其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晴 1814074006

白又茹

/1714074057

,王锦涛

/1814074059

,付佳宁

/1814074007

,李朋蓁

/1714074033

罗清威

讲师

（高

校）

0804

石棉尾矿是工业提取石棉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主要成分是

纤维蛇纹石，有价元素为硅和镁。硅酸钠优异的性能广泛

应用在造纸、铸造、纺织、食品等行业。项目以石棉尾矿

为原料，采用混合焙烧法制备硅酸钠。这种方法可实现硅

酸钠的低成本制备，对实现石棉尾矿的综合利用提供理论

和技术支持。项目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活性焙烧混合物的

选择及添加比例、焙烧工艺的设计与优化和焙烧产物的分

离与过滤工艺优化。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43

互联网+”下的“艺术云课堂

”平台设计及构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静 1708074030

欧阳辉

/1708084039

,贾月明

/1708074053

,徐天昊

/1808084013

,郭丽琴

/1708074035

武小红 副教授 1305

互联网+下的“艺术云课堂”平台的设计与开发研究，这一

专门的针对贫困地区艺术教育资源的互联网平台，旨在打

造贫困地区艺术教育交互云平台。有利于贫困地区艺术教

育资源共享，解决艺术教育的不平衡现状，利用现代互联

网技术和交互平台，拓宽艺术教育的途径和“艺术云课堂

”资源库的构建与设计，解决贫困地区学生和留守儿童的

艺术教育难的现状，对我国当下的素质教育建设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44

“职属于你”校企培学四方人

才对接就业网络平台建设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明雪 1702014057

李昊森

/1702014048

,李芳蕊

/1702014056

,赵柳淏

/1702014055

刘雯,

于君刚

讲师

（高

校）,

副教授

0204

大学生就业是当今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习总书记来

陕讲话中强调的“六稳六保”工作第一条就是稳就业、保

就业，本项目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当前大学生的“慢就业、

不就业”现象，构建适应于不同高校区域特点、不同企业

人才需求、不同机构培训重点、不同学生性格特征的校企

培学四方人才对接就业网络平台，通过本研究以期实现：

增强在校大学生对就业岗位的认知度，强化毕业择业时的

职位适配度，实现高质量就业。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45

基于LoRa和GPRS的农业智能灌

溉系统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扬 1713014118

张孟

/1713014029

,梁双

/1813014117

,马晨

/1813024065

韩团军

讲师

（高

校）

0807

针对农业灌溉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提出基于LoRa和GPRS

的农业智能灌溉系统。通过传感器能够精确检测土壤各种

环境参数。应用GPRS和LoRa技术，完成采集信息的上传和

上位机操控指令的下达。设计的控制电路要精确控制灌溉

机、尾枪和施肥泵等电气设备的运行。在云端服务技术支

持下，搭建了后台收发软件和数据库，数据经由WEB端和手

机移动端进行显示。系统给我国农业灌溉提出一种新思路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46

基于智能合约的密文搜索和公

平支付方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应春 1709014093

罗诗栋

/1709064038

,李海宁

/1809014080

,李笑梅

/1809064016

,吕少杰

/1909014019

和斌涛

讲师

（高

校）

0809

本项目针对传统的可搜索加密方案没有考虑检索的公平性

问题，即用户支付了服务费后服务器没有返回正确检索结

果的情况，利用智能合约建立公平的密文搜索方案，如果

服务器是恶意的，那么它不仅得不到服务费，还会受到惩

罚；如果用户不诚信，他也会受到惩罚；只有服务器和用

户都诚实的执行搜索合约，用户得到正确的搜索结果的同

时服务器才能得到服务费，在保证数据隐私的同时，解决

了密文数据搜索的公平支付问题。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47

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程育

人研究—以陕西理工大学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杜雪瑶 1801014002

王欢欢

/1801014026

,凌丽

/1801014004

,秦文佳

/1801014013

,安修远

/1805074031

游涛,

方学军

助教,

副教授
0305

随着红色热潮的兴起，红色资源作为高校思政课程优质教

育资源，在高校思政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将红色资源与高

校思政课相联系，为改革提供新思路，注入新动能。在基

于研究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陕西理工大学为例具

体研究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建设的必要性，提高高

校思政课堂、实践中对红色资源的引进和利用等问题，并

提出具体解决措施，在充分发挥红色资源教育功能的基础

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48

基于互联网的高校公共危机管

理系统研究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龚泽平 1720014032

常琳

/1720014018

,白培娟

/1720014022

,李霖彬

/1720014024

杨帆 副教授 1201

在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抗力的公共危机事件时有发生，如

地震、疾病、群体性事件等，如何高效地组织和应对是管

理者最为期盼的，人群聚集性典型的高校尤为如此，构建

一套基于互联网的高校公共危机管理系统需求迫切。旨在

将权威、最新的信息快速、准确传达到每位受众，实现信

息双向传递，动态、实时掌握事态发展，进行正确的价值

观疏导，提高学生抗挫和正确处理问题的能力，引导事态

良性发展，提高群体性事件的管理水平。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49

BDP与BDF颜料对智能变色环氧

涂层变色性能的对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祎 1714024082

王浩

/1714054026

,董文昌

/1714024078

,刘吉勇

/1714024074

,张茜

/1814024016

邓志

峰,李

雷权

讲师

（高

校）,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从结构相似的颜料和不同类型的胺类固化剂两个方

面对可刺激响应变色环氧涂层的智能变色性能和变色机理

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选用两种结构相似的颜料（BDP和

BDF）分别改性环氧涂层，对比研究两种涂层的智能变色性

能。同时采用不同类型的胺类固化剂对涂层进行固化。项

目的研究有助于开发出一种具有优异变色性能的智能环氧

涂层，并为设计和制备新型多功能刺激响应智能涂料提供

可靠的技术方法和研究思路。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50

CH3CHOH与HO2抽氢反应机理

及动力学的理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旭 1811024026

文明杰

/1907030406

,穆茹雪

/1811014041

,郭西明

/1811024076

,周宓

/1811014063

王睿

讲师

（高

校）

0703

作为乙醇裂解和氧化反应的主要中间体，CH3CHOH自由基

在碳氢化合物的链增长反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气中

CH3CHOH能被HO2快速氧化成稳定物种CH3CHO、CH3COOH和

H2O2等。HO2是大气中极其关键的氧化性自由基，在消除

大气污染物中有着重要作用。本项目拟采用CBS-QB3方法

研究CH3CHOH+HO2反应的单、三重态势能面，计算各通道

的反应速率常数，找出最优势的反应通道。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51

基于LORA和NB-IOT生猪养殖

环境信息监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凯 1813014067

李瑞晨

/1917014006

,刘帅亮

/1816014011

,

袁昕

/1817014090

,雷栋元

/1913024087

,张启

卢超 教授 0809

为帮助贫穷地区养殖户实现增收、增产、节能和减轻劳动

强度，设计一种生猪养殖环境信息监测系统，该系统长期

稳定监测猪舍温度、湿度、光照强度、氨气浓度、硫化氢

浓度及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通过自动控制负压风机、冷

风机和电炉使猪舍保持通风、温湿度适宜、空气质量状况

良好，可实现无人职守智能化管理。利用NB-IOT技术将数

据送至服务器，在WEB和手机APP中随时随地查看监测现场

的各项参数。

√

mailto:1661783091@qq.com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52X
优教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梦圆 1803014016

姚保如

/1803014055

,张欢

/1803014046

,李姿瑶

/1803014042

,严承鑫

/1803014021

龙英艳 副教授 0401

本项目为在校寻找家教工作的大学生所策划，以陕西理工

大学为例。本项目拟开发一个针对大学生的正规的线上家

教平台，首先收集各个学校想要做家教学生的信息，每位

学生的个人主页上将有一段自己的教学视频，平台会根据

科目以及所教的年级、所在地点进行逐一分类分类，家长

和中小学生可以在此平台上选择任意的教师，每位教师都

会有一节课的试讲，然后家长和学生可在此平台上与之交

流讨论，选择适合孩子的家庭教师。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53
车载热泵烘干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益飞 1815104034

闫哲

/1815104016

,蔡炎

/1815104003

,王诒俪

/1815104059

冯荣 副教授 0805

车载热泵烘干系统由发动机、废热利用装置、热泵烘干机

和烘箱组成。工作时由燃油驱动发动机运转，发动机带动

压缩机进而驱动热泵烘干机工作：烘干机中的高温蒸发器

回收发动机产生的废热，低温蒸发器吸收空气中蕴藏的热

能，经热泵循环后产生的高温热能在冷凝器中释放用以烘

干烘箱中的农特产品。系统工作不依赖于电网，能随车辆

行驶到距农特产品更近的地点工作，过程节能环保，能有

效降低农特产品的干燥和运输成本，经济效益显著。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54

乡村振兴背景下西部农村地区

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现状调

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静 1703094048

史寅琳

/1703094047

,王瑶

/1703094045

,曾杭

/1703094056

,袁瑾慧

/1703094064

谭娟 副教授 0401

本项目基于研究团队地处西部山区的地域特点，拟通过田

野调查，摸清西部农村地区婴幼儿早期教养现状，探究该

地区早期教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结合团队早期教育专业

背景和实践经验，提出具有区域适宜性的对策建议。项目

致力打破西部农村婴幼儿面临的起步落后、终身落后的恶

性循环，改变该地区早期教养困境，助力农村婴幼儿未来

学业成功并成为有生产力的成年人，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夯实人才基础。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55

汉中地区农村手工业品质提升

精准扶贫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赫 1711034029

陈飞

/1715074007

,赵梦圆

/1715074012

,水佳

/1715074018

,翟哲

/1720054021

张燕 副教授 1305

本项目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讲话精神背景下，尝试将

汉中地区农村编织手工业和精准扶贫工作相结合，对汉中

本地的农村传统编织手工业进行全面梳理，深度挖掘，运

用现代设计方法对现有农村编织手工业产品从造型、图案

、色彩等方面进行创新设计，将其与旅游文化相结合，体

现地方特色，增加手工艺品附加值，提升产品品质，结合

互联网技术实现对传统手工艺产品的传承、保护和发展，

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56

纤维素催化转化制5-羟甲基糠

醛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嘉梁 1911034001

段克立

/1911034002

,杨嘉轩

/1911034007

,李朋飞

/1911034009

王伟,

李志洲

副教

授,教

授

0703

本项目设计并合成了一系列具有B酸性和L酸性的负载型双

功能固体酸催化剂，并将其用于催化纤维素制备5-羟甲基

糠醛（5-HMF），为纤维素高效制备5-HMF提出了新的途径

。利用多种表征手段对催化剂的结构进行分析，并考查催

化剂的用量、纤维素的浓度、反应温度和时间等参数对5-

HMF产率的影响。该负载型双功能固体酸催化剂的使用克服

了均相催化剂难以回收利用、会造成环境污染等缺点，具

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57X

为了乡村孩子的明天—“成长

领航”公益服务创业计划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彭静轩 1807064001

袁梓琦

/1807064013

,杨海锋

/1807064033

,李群

/1807064034

,陈思谕

/1807064030

吴洁,

邢海

虹,

陈新

讲师

（高

校）,

副教

授,

经济师

0401

团队以创立“成长领航”公益服务平台为目标，充分利用

在校大学生的信息资源优势，搭建青年志愿者参与平台，

面向高校所在地农村中小学生，通过主题式活动+定制化学

业辅导等形式，定期开展帮扶服务，服务内容为思想引领

、理想树立、学业帮扶三个板块。同时，基于该平台的推

广，未来将注册运营“成长领航”信息化服务公司，吸引

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实现公司盈利。在公益信息化与大学

生就业日趋饱和的时代背景下，寻找创业点。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58
基于arduino的智慧阳台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凯强 1815014164

蒋凯

/1815014152

,冉春锐

/1815014165

,李纪龙

/1815014171

,李佳伟

/1815014154

杨宏,

韩岗

工程

师,技

师

0802

项目简介：该智慧阳台窗具有两种工作形态，通过传动装

置使中下窗向外展开，实现落地窗与阳台的变换。它可以

检测室内空气质量，自动调节上窗开合度。在窗框外侧安

装有自动清洁装置，主框两侧安装折叠桌与折叠凳，实用

且不占空间。由于该阳台窗用采用Arduino控制板，命令

简单易维修，同时在窗户上装有多种传感器，可以捕捉不

同信号，不仅可以实现远程控制，而且可以与智能家居系

统互联，实现真正的智慧生活。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59

掺入秸秆灰与钢渣的再生骨料

混凝土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超宇 1819014007

管少杰

/1819014022

,王子阳

/1819014072

,张启民

/1819014008

陈丽红 教授 0804

本项目以秸秆灰、钢渣替代部分胶凝材料、细集料制作再

生骨料混凝土为研究目标，采用多因素试验方法研究不同

掺量对再生骨料混凝土影响效果；试验研究不同配合比、

制作方法、养护条件对掺入秸秆灰和钢渣的再生骨料混凝

土和易性、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的影响效果，考虑在贫困

地区实际生产和经济问题，精简试验步骤，确定掺入秸秆

灰和钢渣的再生骨料混凝土的配制方法和最佳配合比，为

配制经济环保的再生骨料混凝土提供参考。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60

基于OneNET和NB-IoT的高校

水电能耗远程监控报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弓纪元 1713024018

郝晨辉

/1713024086

,黄赟

/1713024021

,赵杰

/1813024044

,童旭茂

/1811024040

田辉 工程师 0805

针对高校水电费开支巨大和水电浪费问题，设计基于

OneNET和NB-IoT的高校水电能耗远程监控报警系统。该系

统感知层以现场控制器为核心，由智能电表、水表等组

成；通信层采用NB-IoT进行数据传输；应用层在OneNET云

平台开发高校水电能耗远程监控报警系统。用户通过电脑

或手机APP远程监控教学、办公区域的用电量和用水量，智

能分析数据，发现异常自动短信报警，还可通过手机关闭

灯具或阀门。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61

基于NB-IoT的农业温室环境监

控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超 1717024120

刘鹏程

/1717024110

,穆博

/1717014107

,杨铱凡

/1717024033

何勉,

马永翔

助理实

验师,

教授

0808

为了实现远程监控温室农作物生长环境，设计了一种基于

NB-IoT的温室环境监控系统。该系统采用STM32单片机、

各类传感器模块、控制模块设计温室环境监控终端节点，

负责采集温室环境数据，并根据数据要求自动调节环境的

目的，通过ME3616模组连接远端云平台；采用阿里云平台

和手机APP作为远程监控端，用户可使用手机和网页实现温

室环境数据的远程监测和实时调控。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62

互联网+线上音乐课堂创新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文雯 1808014086

王倩蓉

/1808014083

,邓雪溶

/1808014091

马斌

讲师

（高

校）

1302

把互联网与音乐教育相结合，解决“专门场地、规定时间

、固定老师”上课的局限性，让线上音乐教育体验感达到

实体音乐教育体验感，让音乐教育更现代化，便捷化，均

衡化，公正化，合理化。随着时代的进步，5g的普及，音

乐教育也需要有不一样的突破，作为音乐学者我们需要在

现代技术，与音乐教育之间做一个不一样的突破，做到与

时俱进！把最好的资源送到最不发达的地区，让所有人用

低成本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让更多人得到美育。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63

未来陕南乡村建筑热工性能模

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雷鸣 1719025015

杨菁怡

/1719025008

,倪逢燕

/1719025007

,王璐溦

/1719025036

,冯兵颖

/1719025030

陈婕

讲师

（高

校）

0828

本项目通过调查研究陕南不同类型的民居现状，试图从不

同类型的乡村建筑的热工性能方面着手以改进目前的普通

民居。通过Ecotect技术（可以实现建筑能耗分析、热工

性能、日照分析、遮阳等）模拟建筑模型热工能耗、并分

析技术手段及能耗负荷。在建筑设计初期阶段辅助设计者

的设计策略，后期系统计算建筑的技术经济指标，做到适

宜陕南地区特征的优化形未来农村新型住宅。利于乡村振

兴这一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64

基于arduino的智能药盒的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浩 1815014022

刘卓

/1815114006

,金一粟

/1815114032

,汪安南

/1815114004

,李瑞晨

/1917014006

程伟,

罗俊

工程

师,助

理工程

师

0802

针对人口老龄化，慢性病患病率高,服药种类多的问题，基

于arduino设计一种智能药盒，可以实现通过声光提醒用

药、不同固态药物和液态药物的定时定量取药、可以准备

好温水、当药物一定时间内未取会给子女进行远程报警,可

以记录用药情况等功能，使老年人能按时、定量以及正确

服药，减轻老年人及亲人的压力，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65
新芽行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文秀 1801024072

王威淼

/1801024060

,向钦

/1802094001

,陈哲

/1801014020

,梁嘉怡

/1807044021

李宗明

讲师

（高

校）

0201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生的性观念日益开放，但由于缺少

足够的性知识，并且性心理尚未成熟，导致性问题日益增

多。本项目主要针对大学生市场，明确大学生对产品的需

求度，以互联网平台为主，根据大学生生理和心理特点进

行适时、适量、适度的性教育知识设置，涉及性生理、性

心理、性社会文化内涵以及维护性健康、预防性疾病等方

面的知识，为此提高大学生的性知识，向大学生传递科学

的、健康的性观念。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66

面向中小农户的城固柑橘O2O

电子商务平台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尚丹琦 1818014031

王岩

/1818014047

,李千喜

/1818014037

,孙辉

/1820034048

,武丹婷

/1720014021

李娜

讲师

（高

校）

0809

面向中小农户的城固柑橘O2O电子商务平台，是为城固柑橘

构建的信息化服务平台。该平台将线下的柑橘产品和服务

与互联网相结合，服务于城固县内乡镇农户、面向城市消

费群体，有益于弥补贫困地区自然条件及交通不便的不

足，可以对当地区域进行有效的柑橘产品经营、旅游开发

及文化宣传。在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利用O2O模式为信息

化、品牌化的乡镇扶贫解决方案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为城

固柑橘种植农户的增收有现实意义。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67

基于物联网的尿动力检测分析

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志强 1713014011

王孟

/1713014007

,唐家伟

/1713014009

,贾泽昊

/1713024071

秦伟

讲师

（高

校）

0807

为了解决现存尿动力分析仪检测不够准确、检测结果本地

化、维修耗材昂贵等缺陷，设计基于物联网的尿动力检测

分析系统。采集节点通过传感器对患者的尿压力、流率相

关参数采集，并传递给微处理器，微处理器根据预设算法

对获得数据进行分析，经过分析处理后在终端显示，由NB-

IoT模块上传至云服务器，利用C#语言开发上位机实现对

尿动力数据和分析结果的保存、显示。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68

智能垃圾分类及固液残渣分离

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包燚璠 1916014039

康荻馨

/1916014042

,谢涛

/1816814095

景敏 副教授 0803

为了响应国家对于垃圾分类的重视和实现生活中难以分离

的固液食物残渣垃圾，项目主要为达到以下目的：1.实现

带包装食物垃圾中液体和食物残渣的分离；2.对包装部分

进行可回收判断实现固体垃圾自动分类。3.通过无线传输

及时反映垃圾桶存储情况，实现智能管理，使垃圾投放及

收集更加环保、清洁及智能化。旨在对现有垃圾分类的基

础上进行的再次精准分类，不仅能促进资源的回收再利

用，对发展经济及环境保护都具有积极意义。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69

多羧基芳香配体构筑的配位聚

合物及其构效关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邱莹 1811014084

宋茜

/1811014087

,许琬馨

/1811014088

,王静

/1811014089

,巩惠荣

/1811014090

卢久富 副教授 0704

本项目拟利用多羧基芳香配体与过渡金属离子在水热/溶剂

热条件下反应，生成具有微孔结构的多功能晶态材料，测

试其对二氧化碳、氢气、甲烷等气体的吸附性能以及对水

中污染物光催化降解性能，并研究其构效关系。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70

基于聚合物三维网络增强的风

化砂岩力学特性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方豪 1819014002

李佳欣

/1819064018

,朱博

/1911034052

,段克立

/1911034002

郭鸿,

郑楠

讲师

（高

校）,

副教授

0810

,081

3

砂岩在山区地带分布广泛，如道路边坡。但砂岩在日照、

降水等作用下，极易发生软化、崩解、破碎等，导致不同

规模滑坡产生。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山区地带的防

灾减灾工作尤为重要。目前加固或抑制砂岩劣化基本采用

工程方法，如挡土墙、土工织布、抗滑桩、水泥喷浆等方

法实现，但存在造价高和不环保的缺陷。本项目结合化学

领域，采用环境友好型地质聚合物对风化砂岩进行三维增

强性能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71
隔离陪护床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涛 1715074078

张永乐

/1715074076

,朱毅平

/1715074071

,王虎城

/1715074073

孙志

学,刘

佳,胡

成朵

教授,

讲师

（高

校）,

讲师

（高

1004

隔离陪护床是针对传染病人进行隔离的一种医疗设备。病

人在被救治的过程中下有心理压力大且带有消极接受治疗

的情绪的情况，该设备可以缓解病人心理压力，消除病人

消极情绪，积极抗疫，乐观抗疫。该设备从传染病防治角

度三要素控制，切断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控制传播途

径。隔离陪护床在这三个方面可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72

基于居家养老模式下的老旧住

宅小区适老化改造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罗爱美 1719025012

张翰天

/1719025004

,李昕姝

/1719025027

,郭皓宇

/1719025033

,王纯鸽

/1719025044

田海

宁,闫

杰

讲师

（高

校）,

教授

0828

在世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问题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

和热议。该项目立足于居家养老模式下对老旧住宅小区的

适老化改造研究，通过从居住安全、生活便利、建筑舒适

、绿色生态、人文关怀等方面提升老旧小区人居环境质量

。针对此类小区的共性问题，对老旧住宅小区适老化改造

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思路与建议。该课题依托

汉中市2020重点建设项目，对于推进陕南地区老旧住宅小

区改造计项目提供重要的经验。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7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农

村学校数学教育质量提升对策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渭娟 1809014094

黎景昭

/1809014102

,薛灵芝

/1809014095

,杨可欣

/1809014101

任胜章 副教授 0701

此项目是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农村学校数学教学质

量的研究，通过对疫情下陕南地区农村线上教育问题的研

究和调查，并结合互联网的应用，拟从完善基础硬件设施

建设，培养教师的现代技术应用能力以及课堂教学的创新

和家校合作水平四个方面入手，最终以实现农村教学质量

的提升。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74
锥筒收放车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永乐 1715074076

郭勃锐

/1715074014

,张嘉毅

/1715074070

,杨瑞

/1715074057

孙志

学,王

小军,

刘佳

教授,

副教

授,讲

师（高

校）

0818

锥筒摆放车是应用于道路作业的一种功能服务型车辆。该

设备主要是为了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性和作业效率设计的

一款自动化设备。锥筒摆放功能主要由三个部位（锥筒收

放装置，机械臂，锥筒储存装置）的配合完成一次锥筒的

放或收的命令。车内的以计算机系统为主的智能驾驶仪和

操作系统实现无人驾驶作业的目标。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75

健康中国学生体质训练可行性

分析报告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思楷 1704034039

姚丕林

/1904511201

,黄葳涛

/1704014049

,姚国燕

/1704014014

吴伟,

段晓蓉

教授,

副教授
0402

2018年习主席在全国教育大会时做出重要指示，要树立健

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要求对青少年要野蛮其体魄、文明其

精神，充分发挥体育的育人功能。体育培训事业可以给社

会各界人士提供良好的运动环境、专业的健身指导以及科

学的健身知识技能。将会放大这些体育培训组织的社会职

能，使社会体育更专业化、全面化。为体育专业学生提供

“校外”的实践平台,做到“教学相长”。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76

基于LoRa和WIFI的无线重金属

离子检测监测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闵一 1713014116

潘玉桦

/1713014092

,赵杰

/1813024044

,张晶

/1813014115

,张诗

/1713014001

韩团军

讲师

（高

校）

0807

基于LoRa和WIFI的无线重金属离子检测系统，解决重金属

离子检测的标定，用电化学技术离子电极分析方法，通过

氧化还原传感器模块检测溶液中离子的氧化还原电位，对

比所收集各个金属离子电位，经过化学性质对比和算法得

出含有的金属离子的浓度。利用LoRa无线模块组建数据传

输网络。数据传输网络汇总节点接收监测节点的数据，然

后将数据打包通过GPRS将数据上传ONENET云平台对数据进

行分析。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77X

“笑脸”娱乐化心理健康平台

建设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超 1722014044

翟哲

/1720054021

,杨思帆

/1820054049

李强 副教授 1201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心理健康对人生的幸福和成就以及对构建

和谐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心理健康问题已日益

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笑脸契合了后疫情时

代人们的心理需求，推出更多实用有效的功能，为广大用

户搭建起一个能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的咨询交流平台。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78

互联网+背景下汉中两汉三国

历史文化典故传承与外宣策略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胡锦秀 1706014053

李磊

/1706014052

,雍雅淇

/2017013196

,吴霄

/1706014042

李俊丽 副教授 0502

历史文化典故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语言载体，凝结着中

华民族的语言智慧，表达着中国人民朴素的道德伦理观

念，是世界认识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文化窗口。本研究基

于互联网+背景，调查汉中地区两汉三国历史文化典故的传

承和外宣现状，探索互联网+时代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话

语转换，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历史文化典故传承和外宣新

模式，实现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力和中华

文化吸引力的目标，进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79

“互联网+红色文化”——翻

译行为理论下陕南红色文化博

物馆外宣资料译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丹青 1706014065

吴霄

/1706014042

,雍雅淇

/2017013196

,李磊

/1706014052

余丽,

周雪

兰,仝

永刚

教授,

讲师

（高

校）,

高级经

济师

0502

红色文化博物馆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平台，本项目

通过分析陕南红色文化博物馆文本资料外宣译介现状，结

合翻译行为理论从翻译的目的行为、翻译的跨文化行为、

翻译的社会行为和翻译的处理文本的行为探讨互联网+背景

下红色文化外宣翻译的有效翻译策略。项目的研究意义在

于传承、发扬红色文化，并通过对红色文化的话语的当代

转换，探索符合互联网时代需求和社会需求的爱国主义教

育新路径和中国红色文化国内外传播新模式。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80

蜂蜜紫苏茶饮品研制及功效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二楠 1712034039

李宗林／

1712034058
孙海燕 副教授 0827

项目主要基于药食同源材料拓展开发，拟研制一款蜂蜜紫

苏茶饮品，并对研发的新型紫苏茶饮品的品质和成分进行

测定，最后针对茶饮品中活性成分的功能价值进行研究。

以期得到一款口感好又具有保健功能价值的饮品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81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业大棚智

能监控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武林 1816014060

吴佳奇

/1816014057

,黄治鑫

/1816014059

,陆炳璋

/1816014058

王明武

讲师

（高

校）

0803

针对农业大棚智能化程度低等问题，项目拟作以下研究：

1）采用传感器网络采集农业大棚各监测点的土壤湿度、空

气温湿度、光强、CO2浓度、气压、pH值等种植参数；2）

构建物联网网络，实现农业大棚监控与物联网相结合，开

发采集模块、无线通讯模块及客户端监控模块，将各种植

参数通过物联网输送至手机APP；3）使用手机APP随时随

地在线远程监控农业大棚情况，以达到农业大棚生产增值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82

基于物联网的校车智能监控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路康 1713024035

杨旭刚

/ 171302408
5,李宝怡

/1713024012

郑争兵 副教授 0807

随着校车普及率的提高，为了确保孩子的乘车安全，利用

物联网技术和GPS定位技术，设计一种低成本、高效率、云

端管理的校车智能监控系统。该系统通过RFID读写器对IC

卡的读写统计学生乘车人数，利用红外测温模块得到学生

体温，通过GSM模块短信告知家长学生在校车的状态信息，

通过GPS模块确定校车位置和运行速度，利用WIFI连接

OneNET云平台，实现远程在线监控。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83

“全面两孩”背景下社区早期

教育资源供需变化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鲁建林 1805074030

彭佳云

/1903094029

,吴承璐

/1903094006

,高彤欣

/1903094046

,郭霏霏

/1903094001

谭娟 副教授 0401

社区早期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推进“全面两孩”政策、

提高早期教育水平的重要保障。本项目拟采用混合研究方

法，通过目的性抽样选择西部H市某社区为研究个案，聚焦

社区早期教育资源的供需变化进行深描，力求在展现全景

的同时，探析新时期社区早期教育资源存量和新增需量之

间的关系，检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挑战，结合团队早

期教育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探寻适应早教适龄人口变动

的社区早期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策略建议。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84

“智能时代”中小企业财务风

险防控系统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邹立书韵 1720014001

杨超

/1722014044

,吴俊言

/1702094051

,王韵淇

/1820024008

周作涛 教授 1208

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分析中小企业财务需求，对企

业财务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和识别，结合“智能时代”数据

分析特点，基于WEB技术，设计开发一个具有财务风险因素

分析与识别、财务风险预警与控制的软件系统。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85

“掌上养老”APP开发推广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婷 1801034038

陈蕊

/1801034033

,张润

/1801034037

,罗斯琪

/1801034032

,于雪妮

/1822014060

马小花 副教授 0301

随着我国“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养老成为突出的社会问

题之一。现有的养老资源相对有限，养老服务的内容和形

式较为固化。这款软件依托大数据，创建“掌上养老”这

一应用软件，能够搭载微信、QQ等社交平台，保证软件的

运行流畅以及市场运用的可行性。通过掌上呼叫、服务定

制等线上程序简化流程，提供个性化、及时化、可视化的

养老服务，可以缓解社会养老资源分布不均，拓宽社会养

老的服务领域，让更多老年人可以居家养老。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86

环境友好型稀土金属有机骨架

荧光探针对水样中Cu2+的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艺蕊 1711024035

段敏娜

/1710044014

,顾希煊

/1711024009

宋娟

讲师

（高

校）

0703

近年来，我国工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重金属

离子污染，其中重金属Cu2+难降解，易在生物体内富集，

且对环境造成重大污染，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本项目拟合成一种既易于和稀土离子配位又可以和过渡

金属配位的有机配体，运用晶体工程技术将其与稀土离子

组装，构建环境友好的稀土金属有机骨架荧光探针材料，

通过对此材料的结构及性能的优化，实现其对水样中重金

属Cu2+的准确检测。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87

基于云计算的多源电力系统控

制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耿鑫 1717024016

肖冬雪

/1717024015

,徐文韬

/1717024004

闫群民 副教授 0806

多源电力系统协调控制是在能源结构调整和环境友好型经

济发展的背景下，综合利用可再生能源，代替或共同参与

发输变配用电环节，并且可通过计算机实时调控，监测，

设计的现代智能电力系统。大力发展并优化新能源领域下

的多源电力系统控制策略，有利于科学合理调度分配电力

资源，改善环境问题。同时可以积极适应“再电气化”的

发展理念，故研究多源电力系统控制策略，将在未来电力

行业的发展中意义深远。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88

中国城市化发展所遇问题与对

策研究——以陕西省汉中市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何佳佳 1707014004

邹美玲

/1707014005

,

肖丹

/1707014006

刘鹏

讲师

（高

校）

0601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

市化发展有了巨大的突破，最近几年中国大、中、小型城

市的发展规模持续增加。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城市化快

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包括乡村城市化建设所

带来的耕地问题、拥堵的交通运输问题、城市公共设施的

建设问题等等。本项目研究将以陕西省汉中市为例，逐项

调查、逐条分析各种城市化问题，并在实地调研中研究和

考察解决问题的对策。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89

乡村振兴战略下陕西

省汉中市农村人居环境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石消 1820034019

胡静怡

/1812024047

,王琳蓓

/1820034018

,张霞

/1820034021

赵英会 副教授 1202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该项目的实施目的在于通过农村人

居环境现状及存在问题的调查研究，寻求如何改善农村居

民人居环境的对策和措施。拟以陕西省汉中市为例，通过

实地访问、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农村人居环境认知和行动现

状进行调查，分析当前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与不足，最终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对策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90

装配式建筑的造价分析研究—

以汉中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萌 1819064059

李萌

/1819064059

,王潭

/1819064042

,巨晨阳

/1819064034

,申浩宁

/1819064053

,张晨阳

/1819064017

李军

讲师

（高

校）

1201

2019年，陕西省政府办公厅明确到2020年在全省重点推进

地区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20%以上，到

2025年全省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30%以上

。根据政策导向，选取汉中市在推进装配式建筑中遇到的

造价成本问题展开理论和案例研究，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定

量分析和技术经济分析，以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

减少成本投入，提高装配式建筑项目上的投入产出率。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91

探寻地摊经济发展的因素及

MATLAB仿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斌 1709014011

黄星星

/1709014007

,孙思懿

/1709014096

雍龙泉 教授 0701

本项目实施的目的在于研究影响地摊经济发展的因素，从

而帮助个人，社会，国家更好的管理和促进地摊经济的良

性发展。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92

基于针灸、按摩与电脉冲刺激

的人体震颤抑制装置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康康 1816014051

郭浩

/1816014069

,赵攀

/1716014041

,朱毓宸

/1816014077

张琦,

丁敏,

陈曼龙

讲师

（高

校）,

讲师

（高

校）,

0803

目前对于老年性震颤和原发性震颤，除风险极大的激光手

术可以实现治疗外，就抑制震颤实时发病程度而言，针灸

、按摩和熏灸成了主流方法，而且效果显著。本项目以原

发性震颤为研究对象，在电脉冲刺激、按摩和加热熏制作

用下抑制震颤，探索寻求在不同病理条件下最优刺激模式

组合和最优电参数智能化模式选择。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93

汉江水域汉中段生态资源开发

现状——以湿地公园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天琪 1804034083

张嘉雯

/1805014091

,熊柏淳

/1795154068

/陈奕帆

/1904034029

,睢鑫硕

/1804034049

李密,

王永

杰,

讲师

（高

校）,

讲师

（高

校）

0201

汉江水域贯穿汉中市区，汉中需要倚水建筑湿地公园。更

好的保护和稳定汉中地区湿地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为珍稀

湿地水禽创造一个稳定良好的环境。进一步改善汉中市的

生态环境，调节区域小气候，改善空气质量和人居环境。

净化水质、减轻污染、降解有毒有害物质，更加有效保护

南水北调水源地水质安全。调节江河径流、涵养水源、保

持水土，减少城市内涝。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94X

陕南扶贫产业特色农产品线上

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是 何刚 1905084046

李秀明

/1905084007

,成琪

/1905084037

,程同欢

/1905084042

,冯钎

/1905084049

史继东 副教授 0502

项目针对陕南地区的扶贫问题而展开。通过线上推广方

式，积极响应国家扶贫政策号召，利用“互联网+产业+扶

贫”模式，延长产业链，实现陕南地区特色农产品的产销

对接、人民增收，落实产业扶贫。依托自媒体进行产品线

上推广的方式，用单品、数据、平台探索出一条互联网助

力产业扶贫的“网库通道”，结合新颖的形式，吸引消费

者的眼光，扩大产品知名度，打造陕南特色品牌，提高经

济效益，从根本上改变陕南地区贫困落后的现状。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95
脱贫攻坚，绘中国梦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华羽希 1809014045

王逸婷

/1807064019

,陈星宇

/1907064004

,陈镜儒

/1907064006

,邓丽娟

/1907064055

张静,

刘莉

副教

授,馆

员(图

书)

0305

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

略举措。“精准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项目采用GIS技术，通过数据

库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扶贫足迹为线索，研究我党在精

准扶贫过程中取得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以地图故事的

形式，来描绘和展示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故事和“精准扶

贫”理论，既揭示“精准扶贫”理论形成发展的时空规

律，又助推高校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思政建设。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96X

环保伴我，藏地穿行——游属

于自己的自由行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魏宇琛 1911044015

李迪

/1911044019

,冯宇昂

/1911044056

,史欣怡

/1710014057

,蒲云芳

/1820024003

汤波 副教授 0825

该项目属于“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创业训练项目，将“二

氧化碳生态补偿”思想融入项目核心内容，以西藏生态环

境保护为主题，设置生态旅游线路、生态旅游产品以及旅

途中的环保主题亲子、情侣娱乐于教的公益活动。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97

碎米荠富硒黄酒生产工艺及产

品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文笑雨 1812034006

沈媛媛

/1812034028

,海蔚滢

/1812034031

,张佳豪

/1812034057

,蔡学楠

1812034055

耿敬章 副教授 0827

项目以汉中糯米、超聚硒植物壶瓶碎米荠为实验材料，从

药食同源的理念出发，结合原辅料的功效特点，制备富硒

黄酒酒曲，开发一种壶瓶碎米荠富硒保健型黄酒产品，该

项目可促进黄酒深度开发，提高黄酒产业的综合经济效

益，促进黄酒行业可持续发展，为当地富硒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推动精

准产业扶贫具有推动作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

益和社会效益。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98

一种新型可阻隔紫外线的LDPE

棚膜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闫宗莹 1714024040

张军

/1714024080

,廖宝宝

/1714024038

,倪雨涛

/1714024075

,曾少晨

/1914054072

许磊,

付蕾

讲师

（高

校）,

高级实

验师

0804

依托汉中太阳鸟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部分原料和生产设备，

选用线性低密度聚乙烯、低密度聚乙烯和茂金属聚乙烯三

者共混的体系，加入抗氧剂、自主合成的吡咯并吡咯二酮

类（DPP）物质，利用溶解分散法并采用熔融挤出模式和聚

乙烯混合，制备出可阻隔紫外线棚膜功能母粒，进而得到

可阻隔紫外线的功能棚膜。并对未老化和经人工加速老化

后的棚膜进行力学性能、侵润性能、光谱特性等性能加以

检测。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099
搭活-零工服务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佀海星 1801024026

黄云强

/1801024018

,郭高添

/1801024004

,冯义昆

/1801024002

,刘锐

/1801024035

王敏,

于君刚

副教

授,副

教授

1208

该项目以季节性企业及零工群体为研究对象，致力于解决

非稳定就业问题。通过对季节性企业的用工需求情况及招

聘劳动力的渠道、非稳定就业群体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及

通过平台达成跨企业调配工作的意愿等进行调研分析，构

建一个专门针对季节性企业与非稳定就业群体的信息交流

平台。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100

基于STM32和移动平台的出入

人数统计系统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若珊 1713024076

高月月

/1713024089

,杨玉洁

/1713024072

,柳斌

/1713024088

,高千禧

/1820124030

刘亚锋 副教授 0807

2020新冠疫情突发，城市都处于严格管控状态。为了防止

公共场所人员感染，需要对滞留的顾客人数进行管控。出

入人数统计系统的设计，不但能通过传感器识别单人及多

人同时出入的情况，而且能在滞留人数超过管控人数时发

出警报从而为管理者启动引流措施提供参考。系统还可以

应用到商场开业等热闹的场所，当滞留人数超过商场容积

率时，管理者可以迅速在室外开展活动，从而将人流引出

一部分，避免不安全事件的发生。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101
智慧社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城 1821024058

贾事端

/1821024056

,周明明

/1818014113

,马淑芸

/1821024047

郭建利

讲师

（高

校）

0809

智慧社区管理系统是以智慧社区云计算平台为枢纽，将社

区安防系统、智能家居系统、智慧养老服务、物业运营管

理系统等社区子系统有效的给合起来，向社区居民提供全

面的、便捷的、开放的服务项目。智慧社区由LoRa超远无

线传输协议搭建，方圆十里内均可轻松接收与发送信息，

由“一个平台，四大系统”组成：一个物业云服务管理平

台，以及社区安全管理系统、物业管理系统、社区周边O2O

服务系统、智慧家庭系统。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102

陕南地区中小学红色体育课程

开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姚丕林 1904511201

郭世娇

/1804811204

,谢思楷

/1704034039

,黄葳涛

/1704014049

,姚国燕

/1704014014

段晓

荣,吴

伟

副教

授,教

授

0402

完善陕南地区学校“红色体育”项目的体系建设及陕南地

区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探索在2018年教育大会上习总书

记提出的“四位一体”目标下“红色体育”的价值，尝试

体育课程思政的新途径。红色体育课程体系丰富了学校体

育课程教学内容，推动了红色文化建设，从提高了学生综

合国防素质，让学生在情境教育模式下体验革命军人历史

情节，让师生接受老兵精神的熏陶和革命传统教育，让“

红色基因”根植于青少年的心灵。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103

汉水流域源头绿色经济发展的

问题研究——以宁强地区生态

文化旅游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嘉雯 1805014091

刘婉秋

/1805014105

,石钟月

/1805014077

,陈正阳

/1901034068

山华,

李密

讲师

（高

校）,

讲师

（高

校）

0201

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抓好汉水流域源头

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挖掘当地的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把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协调发展，以“生态修复+民族

文化”的方式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一条美丽汉水绿色经济

带。加强汉水流域源头的生态保护和修护，协调推进生态

保护和文化旅游经济发展，从而推动当地地区的脱贫攻坚

任务，促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和发展。

√

2020 10720 陕西理工大学
S202010720

104
通用大功率手势开关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成晓明 1908520702

石晗弘

/1908520714

,赵齐昌

/1908520720

康金辉 副教授 0806

该项目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基于手势的大功率开关装置。

该装置是由单片机、手势传感器以及大功率MOS开关所组成

。单片机读取手势传感器8种手势信号，并进行编码，基于

编码的手势信号通过驱动电路控制大功率MOS管的开断，进

而进行大功率负载的控制。在各种非接触开关的场合如医

院、高速公路、政府、电力等行业具有广泛的应用。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01

气溶胶致肺部损伤促炎反应机

制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  帅 077111726006

崔灿灿

/0771117260

21,杨兰

/0221118420

22,周睿鹏

/0771117270

23,朱静

/0771117260

56

张光伟 副教授 310

COVID-19的传播方式有多种，其中气溶胶传播有待研究证

实；另外其进入细胞须与ACE2结合，本课题通过对“气溶

胶的长期作用是否对机体呼吸系统产生损伤？是否产生炎

症反应，降低机体免疫力，气溶胶所造成的损伤是否为病

毒入侵感染提供了病理学的损伤基础和入侵感染条件，气

溶胶是否能够传播病毒提供科学相关佐证？”等问题的研

究，来探究气溶胶致肺部损伤促炎反应的机制。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02

基于聚氨基酸原位可注射水凝

胶的制备及促皮肤修复性能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溪洁 011141816010

孙鹏龙

/0111418160

45,

郭静静

/3041119442

8,

沈晶晶

/3041219173

8,

刘浪

/3041219170

秦  蓓 教  授 350

本研究基于聚天冬氨酸(PASP)及其衍生物聚琥珀酰亚胺

(PAHy)设计合成一种新型的原位成形可注射和可生物降解

的PASP-l-PAHy水凝胶医用敷料。通过核磁氢谱、红外光

谱、扫描电镜对结构进行表征。系统地评价不同交联度水

凝胶的溶胀性能、可注射性能、细胞相容性及促进大鼠伤

口愈合的能力。该水凝胶是一种生物相容性良好且可原位

注射的水凝胶敷料，在医用敷料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03

纳米生物活性玻璃改性复合树

脂的合成及生物学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龙帅 088111816035

高佳伟

/0881118160

06,

田梓辰

/0881118160

31,

王涵

/0881118160

37,

谭佳

/0881118160

36

左艳萍 副教授 1003

微渗漏和继发龋是导致牙体缺损复合树脂修复失败、影响

其使用寿命的重要因素。生物活性玻璃（BG）是一类具有

特殊组成结构的生物活性材料，它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生物活性和可降解性。本项目希望利用改良熔融-凝胶

法，制备纳米级生物活性玻璃（nano-BG），并将其加入

到复合树脂填料中，利用BG良好的抗菌、再矿化性能以及

nano-BG更好的分散性，充分发挥其在复合树脂材料改性

中的作用，为提高临床复合树脂修复成功率提供新的思路

。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04

刺玫果多糖脱色脱蛋白工艺优

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文淅菊 011111837012

沈承菁

/0111118370

62,

宋梦婷

/0111118370

13,

孔圆圆

/0111118370

19,

陈锦涛

/0111118370

37

赵惠茹 教  授 1008

应用水提醇沉法提取刺玫果中的多糖，比较三氯乙酸法、

Sevage 法、HCl 法、酶法等多种不同方法的蛋白质脱除

率和多糖保留率，应用正交试验的方法设计实验，确定最

佳脱蛋白工艺。然后选择活性炭法、双氧水法、大孔吸附

树脂法等方法，对脱蛋白后的多糖溶液进行脱色，在单因

素试验基础上，采用响应面法设计实验，确定最佳脱色工

艺，为刺玫果多糖在功能食品、保健品及药品领域的应用

提供参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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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83%AD%E4%B8%96%E5%A8%87/Desktop/report_wx_ycvszloq_2020-2-20-21-53-42 (1)/PaperPass-%E6%97%97%E8%88%B0%E7%89%88-%E6%A3%80%E6%B5%8B%E6%8A%A5%E5%91%8A/htmls/sentence_detail/49.html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05

低温大气压等离子体对牙源性

基质金属蛋白酶活性影响的研

究初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贠  宁 088111816013

王钦鸿

/0881117150

19,陆磊

/0881118160

01,李心阳

/0881118160

29,赵博宇

/0771117270

15

王丹杨 副教授 1003

牙本质是一种由矿物质和有机物组成的复杂生物结构，有

机物主要为I型胶原纤维，易受到细菌和酶的作用而发生病

理改变。矿化牙本质含有基质金属蛋白酶，参与多种与胶

原降解相关的牙体硬组织疾病，如龋损、硬化牙本质形

成，牙本质粘接界面退变。低温大气压等离子体是一种新

型表面处理技术，其活性成分可以降低肿瘤中MMPs的表达

。本课题拟研究NTAPP处理对牙源性MMPs活性的抑制作

用，以期开发一种清洁、安全、有效、使用简单的MMPs抑

制技术。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06

低温等离子体修饰对牙本质自

酸蚀粘接界面稳定性的效用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增瑞 088111816008

康琦

/0881118160

34,

李润

/0881117140

23,

贺超

/0111118400

52,

李旋

/3071119191

王丹杨 副教授 1003

口腔粘接修复成功的关键在于修复材料与牙体组织间形成

牢固、长效的粘接。但现有的自酸蚀粘接剂会在混合层底

部形成纳米渗漏，使粘接界面发生降解，最终导致粘接修

复失败。低温大气压等离子体是一种新型表面处理技术，

产生的活性物质可以改变材料的表面特性。本研究拟采用

NTAPP表面修饰技术，观察NTAPP处理对改善自酸蚀-牙本

质粘接界面稳定性的作用及机制，以期开发一种清洁、安

全、有效、使用简单的促进牙本质粘接技术。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07

双酚A对大鼠肝星状细胞的凋

亡诱导作用及其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  帅 022111735003

朱启森

/0221117330

55，孙佳琪

/0221517050

21，涂姝祺

/0221117350

55，陈家骏

/0221118420

54

汪洁英 讲  师 1004

本实验拟用BPA暴露的大鼠肝星状HSC-T6细胞培养，从体

外实验角度来研究BPA对大鼠肝脏毒性损害的影响，揭示肝

脏在持续受到不同剂量BPA时发生的变化及其机制，这将为

阐明BPA影响导致的肝脏相关疾病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为环

境保护以及健康标准的制定提供依据。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08

盘龙七指纹图谱与抗氧化谱效

关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晓彤 011141816058

谢冰怡

/0111118370

56,

郝雨/ 

01114181600

7,

周蓉蓉/ 

01114181605

3,

张晶云/ 

01114181603

张  韫 副教授 350

本项目拟采用超声法、回流法、冷浸法提取，以自由基清

除法结合流动注射−化学发光、荧光和紫外等光谱技术，测

定盘龙七抗氧化能力。优化色谱条件，对不同产地、批次

的盘龙七药材指纹图谱进行测定。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和双

变量相关法等化学计量学手段，建立谱效关系模型，计算

特征色谱峰与抗氧化活性关联度与关联系数，判断其与抗

氧化活性的相关性。本项目为探索中药质量控制新方法，

道地药材品质评价整体性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09

CARM1在帕金森疾病中的作用

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洋洋 022111839039

郭宇航

/0301111947

22,

胡彩虹

/0301111948

58,

高雨

/0301111948

48

张旭东 讲  师 1001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是常见的、复

杂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主要表现为慢性进行性运动障

碍，65岁以上发病率高达2%。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发展，PD

患病人数将逐年增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也为家

庭、社会带来极大的压力和沉重的负担。目前对PD的治疗

仅能缓解病情，无法阻断和逆转PD的病理损伤过程，迫切

需要阐明PD的发病机制和病理生理机制，以探寻早期干预

的新靶点和新策略。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10

干细胞—纳米药载协同体系

治疗脑血管痉挛的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左  杨 011111840058

田蓉/ 

01111184005

1,

赵明喆/ 

01111184000

4,

徐向荣/   

01111184004

潘  瑾 讲  师 1001

脑血管痉挛是多种疾病和术后高发的严重并发症，致死致

残率高，目前针对脑血管痉挛的药物治疗解痉作用迅速，

但靶向性差且无法根治，而细胞治疗可以修复受损组织并

重构其功能，但见效缓慢，无法应对突发痉挛，因此，根

据疾病的发病机制，进行适宜的体系化治疗才是解决该问

题的有效方法。本项目通过构建纳米药物载体和细胞的内

化作用构建一种干细胞—纳米药载协同体系，使两种治疗

方法有效整合，扬长避短，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11

血清尿酸检测氧化-还原新方

法研究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江民川 011111837065

赵阳

/0111118370

59,

张微

/0111118370

61,

马芳芳

/0111118370

02

刘春叶 教  授 1007

随着高嘌呤类食物的过量摄入，我国大部分民众尿酸水平

高于正常水平。我国民众尿酸水平年轻化、普遍化的趋势

迫使我们去寻找一种绿色、廉价、便捷的尿酸检测方法。

该项目拟以微流控纸芯片为分析平台，采用氧化还原体

系，在纸芯片上对血液中尿酸含量进行检测。为顺应健康

市场导向更好服务于大众，拟建立尿酸自动检索并给出生

活建议和危险系数App的方案，依靠医学类院校的优势，构

建我们尿酸与病症的信息库，并实现信息的在线更新。半

胱氨酸(Cys) 是组成人体蛋白质的氨基酸中唯一具有巯基

的氨基酸，它是生物体内的还原剂，参与蛋白质和谷胱甘

肽的合成，具有保护细胞免受毒物损害等功能，是与疾病

相关的一种重要的生理调节因子，因此，对半胱氨酸含量

进行分析测定具有重要意义，即发展简单、快速、廉价的

半胱氨酸测定方法很有必要，而纸芯片成本低廉、制作简

便，检测周期短，程序简单，方便携带，能够实现半胱氨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12

Periostin影响血管钙化的分

子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书同 011141715013

唐宇忻/ 

01111173404

7，邓申/ 

07712181302

7

周  鑫 讲  师 1001

血管钙化VC是慢性肾病等多种重大疾病的共有病理特征，

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其相关分子机制尚不完全清晰。

Periostin 作为新发现的VC相关的蛋白，其影响VC的分子

机制尚不清楚。本课题拟采用SD大鼠离体VSMCs体外钙化

模型，研究 Periostin 在 VC 中的作用，Periostin在

离体VSMC中过表达和沉默，研究其影响VC的分子机制。 

采用体内SD VC 模型，进一步验证体外实验结果。本项目

的顺利实施，可望为抗血管钙化药物设计，诊断试剂盒与

治疗方法的开发提供关键科学依据与实验支持。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13

诊疗一体化的磁性光热纳米载

体及其抗结直肠癌的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融超 022111735049

程梓荷

/0221117270

18,陈玲

/0221117350

52

周连锁
主任医

师
1001

结直肠癌是世界上最高发的癌症类型之一，传统的手术治

疗因并发症较多而不能很好的减轻患者痛苦，常用的影像

学诊断方法具有一定的缺陷，因此需要开发更好的诊疗方

法用于治疗结直肠癌。本研究课题采用SPIONs、IR-820、

PDA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一个高效能的纳米诊疗体系，为结直

肠癌治疗新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14

大西洋海刺水母再生的遗传基

础解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盖景浩 077111828052

陆柏宇

/0771118280

59，梁皓妍

/0331218030

05

夏王晓 讲  师 1004

水母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进化出不同程度的再生能力来

抵抗受伤、生病或捕食者的威胁。而目前关于水母再生的

研究非常有限，本项目将结合多种测序数据（二代、三代

和Hi-C）的优点来解析并获得拥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大西洋

海刺水母染色体水平的参考基因组，并以此为切入点利用

比较基因组学的方法深入探究其强大再生能力的遗传进化

基础。本项目的开展可以为研究高等动物组织器官损伤后

的修复、再生、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的研究奠定基础。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15

β -羟丁酸通过抑制星形胶质

细胞衰老改善AD小鼠认知功能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怡睿 033111833050

梁婧/ 

03311183204

1，柳溪语/ 

30114190741

张天颖 讲  师 1001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与衰老密切相关的中枢神经系统退行

性疾病，其发病机理尚不能被明确阐述。研究表明，星形

胶质细胞的衰老与AD的病理进程密切相关，而β -羟丁酸很

可能通过抑制星形胶质细胞的衰老，从而改善脑内内环

境，抑制AD的发生和发展。该项目拟通过体外培养原代星

形胶质细胞，以及转基因AD小鼠研究以上科学假说，旨在

阐明β -羟丁酸对星形胶质细胞衰老的抑制作用及其调控机

制，为AD的治疗和预防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16

一种生物黏附单向释药口腔溃

疡贴膜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  硕 011111839010

闫弘扬

/0111118370

05,

王蓉

/0111118370

53,

郭龙

/0111118390

48

罗国平 教  授 350

口腔溃疡是口腔科常见病，临床上以对症治疗为主，剂型

多为单层贴膜，其缺点是：生物黏附性差，在病灶部位滞

留时间较短，非单向释药导致药物大部分溶解于唾液中被

溃疡面吸收少，疗效不佳。为此，本研究拟设计一种具有

生物黏附性的甲硝唑单向释药口腔溃疡贴膜，其由背衬层

和载药层组成，使用时将载药层贴附于溃疡面上，亲水生

物粘附材料的粘性可产生缓释长效作用；同时，由于背衬

层难溶于水，故药物只朝溃疡面进行单向释放。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17

纳米磁性材料对心血管的毒性

效应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  泽 022111845059

 寇喆

/3081119310

5,

李怡湘

/3081119313

2,

周开心

/3081119313

3,

王启龙

/3081219010

廉婷,

严琴琴

讲师，

教授
1001

本研究选择磁性纳米颗粒(Fe3O4 NPs)和人脐静脉血管内皮

细胞（HUVEC）为研究对象，探索Fe3O4 NPs的心血管毒性

效应及其机制，以期为磁性纳米氧化铁作为诊疗载体的安

全使用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18

含多甲氧基双酰胺类化合物的

合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鹏娟 011111837043

郝士军

/0111118370

48,

冯文志

/0111118380

03

余丽丽 教  授 1007

本项目拟以P-gp逆转剂的结构特征为结构设计基础，结合

计算机模拟筛选对结构进行设计优化。采用Ugi-4CR，通

过调控反应底物中胺、羧酸和异腈的结构以及选择性的引

入甲氧基合成15~20个系列化的含有多芳香环、多甲氧基

、结构可控的双酰胺化合物。本项目的合成的化合物主要

是为了为后期的系列化化合物的合成奠定基础，为该类化

合物作为P-gp逆转剂的活性研究奠定基础。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19

法舒地尔纳米肺部给药体系用

于肺动脉高压治疗的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蓉 011111840051

王艳茹

/0111118400

13，张玉婵

/0111118400

23，周印

/0221318290

06

曹忙选 副教授 1001

本项目针对肺动脉高压药物治疗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拟通

过纳米药物载体经肺给药途径将法舒地尔直接送至病灶区

以提高治疗效果。具体以阳离子两亲性包材制备表面带正

电的法舒地尔纳米载体，通过肺部直接给药的方式，送抵

病患组织，依仗其小的粒径和阳离子表面完成组织和细胞

的摄取，达到快速递送和有效干预的作用。本项目的研究

结果将为肺动脉高压的治疗提供新方法及新思路。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20S

藜民百幸—扶贫攻坚产业链项

目
创业实践项目 是 靳曼菲 077111623001

张茹月

/0771116230

04,韩建苗

/0771116230

22

张光伟 副教授 1001

藜民百幸”项目聚焦西北贫困地区，以甘肃为主要研究地

区，积极开展藜麦产业发展种植规划、风险评价、产业融

合、藜麦食品功能开发等，使其成为干旱山区农业新产业

和农民增收的新项目。从藜麦的营养特点为出发，开发新

的健康功能饮食，改善健康问题，通过“藜民百幸”项目

运营，研发推出不同种类的藜麦健康营养功能食品，从而

为百姓提供个性化健康功能饮食，从而解决如糖尿病、高

血脂症等慢病人以及特殊人群的日常健康饮食的问题。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21

上转换/磁共振双模态成像引

导的纳米协同诊疗系统的构建

及其抗口腔鳞癌的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梓荷 022111727018

陈融超

/0221117350

49,张雅楠

/0221117270

19

李  科 讲  师 1001

本研究课题针对当前口腔鳞癌治疗方面的不足，结合团队

的研究基础，构建一种通过上转换/磁共振双模态成像引导

的，具有光热及化疗联合干预的纳米协同诊疗系统，以期

解决口腔鳞癌治疗中手术切除易复发，放化疗毒副作用强

等问题，为口腔鳞癌的治疗新方法的开发提供理论和实验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22

大黄蒽醌类成分的微流控纸芯

片检测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佳朋 011111839011

田晓君

/0111118400

34,

马良婷

/3041119452

9

陈玉

龙,张

寒

副教授 1007

便携式微流控纸芯片以纸为介质，易于使用携带、资源丰

富、成本低、可再生回收、易于处理、易于化学改性，同

时其良好的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具有其他检测方法无可

比拟的优点。本项目将探索大黄中蒽醌类成分的微流控纸

芯片的检测方法，为大黄的含量检测及鉴别提供经济、环

保、便携的检测方法选择。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23

UCA1通过分子海绵方式调控膀

胱肿瘤免疫代谢的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弓  雪 011141715026

赵云 

/0111417150

21,谢喜/ 

01114181601

2

李慧瑾 副教授 1001

免疫代谢在肿瘤进展中具有重要作用，lncRNA参与免疫调

控，但其作用机制不明确。我们前期发现，膀胱肿瘤细胞

中的UCA1可促进乳酸分泌，UCA1可与miR-34a互补结合。

故推测UCA1可能通过分子海绵方式调控乳酸，参与肿瘤免

疫逃逸。本项目拟通过基因敲低或过表达、qRT-PCR、蛋

白质印迹和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等技术，研究UCA1作对乳

酸调控，验证UCA1在免疫代谢中的作用，为揭示UCA1调控

膀胱癌免疫代谢的机制及诊断与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24

刺蒺藜中总黄酮的提取、分离

及纸芯片定量检测新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  英 011111838041

姜钰婷

/0111118380

65,

刘溢

/3041119455

5,

胡晨

/3041219171

6

张  剑 副教授 1007

该项目利用超声提取技术结合响应曲面法对刺蒺藜进行总

黄酮提取，并采用大孔吸附树脂法分离纯化提取物；而后

分别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和微流控制芯片对蒺藜中总黄酮

含量进行检测；通过对比两种检测方法的准确性以及灵敏

性，最终得出较优检测方法。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25

高产石杉碱甲内生真菌代谢产

物生物碱种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  萌 033111834028

张玉

/0331118330

09,成露馨

/0331118340

52

韩文霞 副教授 1010

目前石杉碱甲(Huperzine A，HA)作为AD治疗的一线药

物，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6]。HA的来源主要是从天然蕨类

植物蛇足石杉的植株中提取和化学合成两种途径获得：由

于天然蛇足石杉的资源稀缺、生长周期长，且HA在植株中

含量甚微，因此，仅靠天然植株提取HA远远满足不了临床

的需求[7]；化学合成HA工艺复杂繁琐、成本高，加之副产

物多、纯化困难[8]，在临床应用中具有潜在毒性。因此，

研究并找到HA新的制备/获得方法尤为重要。

√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26

假白榄烷型二萜调控P53诱导

肝癌细胞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思琪 011111839065

苏海美

/0111418160

59,

张光菊

/0111418160

42

马建梅 副教授 1002

本研究提出“假白榄烷型二萜通过调控P53诱导肝癌细胞”

的科学假说。通过体外细胞实验阐明它在体内与p53相互作

用来调控肿瘤的机制。通过该研究阐明该母核结构的二萜

化合物成为抗癌先导化合物的可能。有望使假白揽烷型二

萜对P53的作用成为抗癌药物的有希望的靶标。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27

过表达CTRP9对营养性肥胖小

鼠减肥效果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向宇 022141805018

梁国朵

/0221118430

05，  艾乐乐

/0221418050

16，   刘玉

琪

/0221118420

关  华 讲  师 1001

通过建立营养性肥胖小鼠模型来研究讨论过表达CTRP9对

该模型实验小鼠各实验指标的影响效果，为进一步研究

CTRP9高表达后对人体减肥作用奠定基础。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28

Aβ 受体PirB对神经元突触可

塑性和星形胶质细胞反应性增

生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拓振杰 077111828013

赵沅杰

/3081119303

7，王崇宇

/0771117260

35

张晓华 讲  师 1001

神经元突触可塑性下降和星形胶质细胞反应性增生是阿尔

茨海默病的主要病理学症状。但其原因尚不清楚。既往研

究和我们前期实验发现PirB受体参与突触可塑性，并且在

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均有表达。在本研究中，我们拟分

别培养原代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给予Aβ 处理，抑制

PirB或者过表达PirB，观察PirB受体对神经元突触可塑性

和星形胶质细胞反应性及分型的影响，为探索PirB受体在

AD发生中的作用提供基础。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29

基于Web of Science和

PubMed数据库的叙事医学研究

热点分析及对英语课程培育医

学生共情教育的启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穆  乐 30911192223

野甜甜/

06611181701

6,

田甜/

06611181600

7,

王蒙鸽/

30911192230

,

张蓉/

任婧

文,陈

晨

讲师,

讲师
0502

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和PubMed数据库收录的叙事医

学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分析系统软件Bicomb 2.0，

对纳入的XML格式文献进行信息提取和统计分析，对年份分

布、期刊分布、国家分布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通过 

Bicomb 2.0 软件对Web of Science和PubMed上2020年

─2020年叙事医学相关文献进行词频分析并建立主要主题

词和副主题词词篇矩阵，运用SPSS 19.0软件进行系统聚

类分析得出近十年叙事医学的研究热点，并在此基础上探

索如何通过英语课程对医学生的叙事能力和共情能力进行

培养的问题。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30

苯硼酸量子点用于肿瘤细胞表

面唾液酸的荧光成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雨蝶 011111839037

王欣

/0111118390

36, 

杨大龙

/0111118390

14,

 王起荣

/0111118390

51

贺茂芳 讲  师 150

本项目将量子点与苯硼酸结合，制备硼亲和量子点，用于

肿瘤细胞表面唾液酸的靶向识别，并进行荧光成像，有助

于提高肿瘤细胞荧光成像的选择性和灵敏度，对于癌症的

辅助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31

基于电子介体检测还原型谷胱

甘肽的电化学新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  杰 011111838030

胡毓琛

/0111118380

44,

高瑞

/0111118380

13,

杨改玲

/0111118380

45

赵灵芝 教  授 ####

由于GSH在体内发挥着重要作用， GSH的定量测定变得非

常重要。本项目拟开展还原型谷胱甘肽GSH基于电子介体电

化学分析新方法研究，合成和筛选具有良好性能的电子介

体，研究其在不同的基底材料如碳、金属、氧化铟锡及纳

米材料的固定方法，并结合纳米放大和电化学催化增强技

术，发展高灵敏度和高选择性体内GSH检测方法。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32

Pggt1b调控粥样斑块组织内巨

噬细胞活化和泡沫细胞转化的

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  洋 088111715046

许若琳

/0221117350

44,李宝瑜

/0221118400

19，曾一涵

/0881118160

27,袁艺文

/0771218130

53

史  曼 讲  师 1001

Rho蛋白是蛋白质香叶酰香叶酰化的已知靶分子，Pggt1b

可能通过促进蛋白质香叶酰香叶酰化导致其活化从而阻影

响泡沫细胞的生成和功能。此外，Pggt1b的缺失能够促进

巨噬细胞活化和加剧炎症进展。因此阐明蛋白质香叶酰香

叶酰化调控巨噬源性泡沫细胞生成的机制有利于从炎症发

生和泡沫细胞生成这两个AS的病理特征的重要方面详尽阐

述蛋白质香叶酰香叶酰化在AS发生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从

而寻找新的药物作用靶位。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33

IL-10在脑出血损伤内源性修

复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承希 077121813021

郭托

/2214180500

3,

刘美兰

/3011119464

3,

张舒婷

/3011119464

0,

古丽苏娜依

/3011119462

祁存芳 教  授 1001

脑出血损伤后出血灶周围神经细胞大量变性、坏死或凋

亡，导致严重的功能障碍，通过降低神经细胞变性、坏死

或凋亡比例，或替代补充损伤丢失的神经细胞可以为脑出

血后损伤神经功能恢复提供治疗策略。IL-10作为一个重

要的抗炎细胞因子，可以激活动物脑内神经发生，但其对

脑出血后自体NSCs的激活机制尚不明确。本项目拟利用基

因敲除鼠研究IL-10启动内源性NSCs活化的机制，为脑出

血后神经功能损伤修复提供治疗靶点。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34

维生素D类似物对糖尿病肾病

蛋白尿干预机制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诗雨 022111839001

张莹莹

/3011119485

1,

张晓龙/ 

30111194809

,

卫雨菡/ 

30111194833

,

兰凯,

张光伟

讲师,

副教授
1002

本研究通过糖尿病肾病大鼠模型，观察活性维生素 D 类似

物对其肾小球基底膜 HPA 和足细胞podocin 表达及 

AGEs 的形成的影响，探讨活性维生素 D 类似物干预糖尿

病肾病大鼠蛋白尿发生的机制。通过收集检测糖尿病肾病

患者血清维生素 D、肾素的水平与 24 h 尿白蛋白排泄

率，从而探讨维生素 D 水平与糖尿病肾病蛋白尿之间的关

系，为糖尿病肾病的防治提供资料。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35

多靶点胡椒碱-二芳基噻唑复

合物的合成与抗阿尔茨海默症

性能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岳耀辉 011111830033

锁亚慧/ 

01111183805

2,

何缘/ 

01111183801

9, 

杨旭/ 

01111183802

2,

王芝莹/ 

01111183803

何  敏 讲  师 1007

本研究拟选用具有抗氧化及抗抑郁、抗认知功能损害作用

的胡椒碱为先导化合物，以能与乙酰胆碱酯酶（AChE）的

外围阴离子活性部位（PAS）结合的二芳基噻唑对其进行结

构改造。利用药效团拼合原理，设计系列新型多靶点胡椒

碱-二芳基噻唑复合物；利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软件进行

分子对接，探讨其相互作用关系，在此基础上制备结构新

颖的系列衍生物，并研究其抗氧化及体外乙酰胆碱酯酶抑

制活性，为寻找有效抗AD药物奠定基础。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36

靶向P-gp的1,3,4-噁二唑衍

生物的设计、合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  伟 011111840025

王赫

/0111118400

39

汪博泽

/0111118400

20

彭浩雯

/0111118370

60

王致雅

/0111118400

29

姚  琳 讲  师 1007

本研究拟选择噁二唑为先导化合物，以P-gp的结构和功能

为基础，结合P-gp氢键受体原理，设计系列1,3,4-噁二唑

衍生物，利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软件将设计的结构与P-

gp晶体活性中心进行分子对接，探讨其相互作用力，在此

基础上制备结构新颖的系列衍生物，为治疗和逆转肿瘤多

药耐药性提供研究依据。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37X

云易康：基于“互联网+”运

动康复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樊怡青 30512190527

苟家斌

/3051219051

8,

李思源

/3051219054

8,

冯忆佳

/3051119903

9,

周双阁

/0441118770

36

牛育鸿 副教授 1010

“云易康：基于互联网+的运动康复平台”本项目针对目前

康复人才少，对康复重视程度低，康复不专业化不规范化

等痛点问题，分析了国内外互联网康复现状，国内康复前

景以及国内外相关政策，围绕便捷的远程医疗服务，专业

的优质的康复治疗师等开展研究讨论，构思本新型医疗高

科技项目。本项目对于缓解亚健康问题，落实“健康中国

2030”政策，全民医疗等有重大意义。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38

喹诺里西啶型生物碱在苦参中

相互转化的规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君如 011111838023

张炯哲/ 

30411194318

,

安佳佳/ 

30412191739

杨黎燕 教  授 350

通过查阅近二十年CNKI关于苦参的中英文文献，对苦参进

行文献综述；在含量测定中，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为苦参

生物碱含量测定方法，通过整理文献，苦参主要化学成分

为生物碱类化合物，苦参碱与氧化苦参碱为其代表成分，

对苦参饮片中苦参碱氧化苦参碱含量进行测定。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39

含氨基药物的荧光标记新方法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文旭 011111837054

庞开元

/0111118370

21

黄洋洋/ 

01111183706

6

周雨昕

/0111118370

成昭 副教授 150

本项目创新性地设计以荧光衍生试剂特异性标记药物分子

的某些原子或基团，以共价结合、弱作用力吸附等方法实

现待分析物的可视化标记，选择蛋白质N-端标记试剂丹磺

酰氯，通过DNS-Cl特征荧光信号检出，进行药物分子的定

性及定量考查；并进一步借助荧光成像技术示踪药物分

子，为药物作用路径研究提供了一种直观可视的方法。具

有操作简便、取样量少、标记稳定性高等优势，实现分析

物多参数考查，可用于多种生物和环境样品分析。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40

基于大学生抑郁症及其他心理

问题陪伴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我听得到”微信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嘉雯 044131802033

薛艳

/0441318020

26,虢佳敏

/0441318020

19

白  燕 讲  师 0809

建设大学生抑郁症及其他心理问题陪伴系统微信平台，通

过微信平台自评自测认识抑郁症等其他精神神经疾病，为

需要帮助的大学生患者提供解决方案，通过音乐、图片、

视频、小游戏、向志愿者倾诉及心理专家在线疏导的方法

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未构成诊断但具有心理问题者

通过平台寻求帮助，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大学生解决心理

健康问题，走出心理阴霾，积极生活。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41

功能化卟啉MOFs纳米点的制备

及其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一凡 011111837020

郝林

/0111118370

27,

奉启铖

/0111118370

57,

陈梓欣

/0111118370

64

胡娅琪 讲  师 703

本项目拟设计合成一系列不同结构的卟啉化合物作为配

体，合成晶型结构不同的卟啉MOFs，通过液相剥离制备尺

寸大小不同、荧光性能可调的卟啉MOFs纳米点，进一步将

能够选择性识别细胞内H2O2的荧光分子封装在卟啉MOFs纳

米点孔道内部，构筑能够选择性识别细胞内H2O2的比率型

荧光传感器。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42

柱前衍生-HPLC法测定α -二羰

基化合物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南禧辰 011111837055

张婷

/0111118390

05，

裴静怡

/0111118390

31,

胡亮亮

/0111118400

31,

惠玙菲 

/0111118370

11

杨  阳 讲  师 1007

基于α -二羰基化合物在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中的病理意义，

建立快速，灵敏，准确的柱前衍生-HPLC法对日常食品中

的此类化合物进行测定可以从此角度为食品安全评价和质

量控制做出探索，并为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患者日常饮食的

选择及控制提供指导。由于现存的衍生化试剂存在不同程

度上的缺陷，故特立本项目，拟使用新合成的衍生化试

剂，使衍生化反应能够在温和条件下发生并且提高了检测

的灵敏度，同时测定日常食品中的几种常见的α -二羰基化

合物。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43

基于Wmatrix的中美医学院校

英文网页文本对比与外宣英译

实践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秋艳 066111819028

李钰欣/

06611171300

4,

李晶晶/

06611181801

0,

王旭/

06611171203

5,

陈禄鹏/

06611181802

陈  晨 讲  师 0502

本研究以我国医学院校的英语网站建设和外宣英译实践为

研究对象，在语料库分析软件Wmatrix的辅助下，考察我

国医学院校英文网页上关于学校简介文本的语义、语法、

词频分布特点，并将其与美国医学院校的简介文本相关数

据进行对比研究，进而对高校外宣英译的限制性因素和不

合适的外宣英译进行深入探究，并提出解决方案，以期最

大限度地向国际社会推介、宣传我国医学院校在教学、科

研、育人和服务社会等方面取得的先进成果，讲好高校外

宣的故事。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44X
西洋参多糖系列茶膏创业计划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上靖 011141816025

李娜娜 

/0111418160

18,

董乐乐 

/0111418160

17

贾  敏 副教授 1008

近年来有大量提取皂苷后的西洋参须废渣被弃用，参须中

含有大量西洋参多糖未被利用，造成了资源的极大的浪费

。西洋参多糖具有抗辐射、抗衰老、增强特异性和非特异

性免疫调节功能、升高白细胞数及对肝炎、肿瘤病人的免

疫功能低下有很好的治疗保健作用。因此本次课题以提皂

苷后参须废渣中多糖制成茶膏作为产品开发创业。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45

MeCP2在脑出血诱导的神经干

细胞活化中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  鸽 077121813022

王佩

/0771218130

46,

梅富成

/3011119461

5,

贾王娜

/3011119465

2,

张子茹

/3011119474

祁存芳 教  授 1001

脑内有神经干细胞巢，活化的干细胞具有增殖分化整合到

损伤区替代损伤细胞的能力。内源性干细胞活化受很多因

素的调节，本项目拟用凝血酶+氧糖剥夺法建立脑出血损伤

细胞模型，探索甲基化结合蛋白MeCP2通过结合micRNA调

控干细胞增殖分化相关的Wnt信号通路，进而调节神经干细

胞的活化能力，为脑出血损伤后内源性干细胞修复治疗提

供实验支持。通过本项目执行希望掌握神经生物学研究的

基本方法、建立一定的科研思维逻辑。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46

二甲基砜复合水凝胶对伤口促

愈合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玉 033111833013

周月

/0331118320

55,张丽

/0441118770

19,强悦

/3061119374

3,

胡靖泽

/0221317240

19

刘彦彤 副教授 1001

二甲基砜外用时不仅可使皮肤光滑、减少色斑，而且在医

学上具有良好的镇痛、促伤口愈合、加强血液循环等作用

。二甲基砜还是药物中常用的促渗剂。目前，对于聚乙烯

醇明胶酯化水凝胶的制备和其作为伤口敷料的生物相容性

的相关评价，仍需进一步深入。制备对伤口具有保护、促

愈合作用，不同于传统伤口敷料的一种新型含二甲基砜聚

乙烯醇明胶酯化水凝胶的伤口敷料，并进行系统研究，具

有一定的临床实践意义。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47

落叶松脂醇-4-β -D-吡喃葡糖

苷对变异链球菌致龋毒力的影

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宏杰 088111715043

闫小荣

/0881117140

31,

李润

/0881117140

23,

申佳玉

/0881117140

27

张耀超 讲  师 1003

通过观察变异链球菌菌株生长状况和生物膜形成，以及基

因表达和细胞毒性检测来探究变异链球菌对落叶松脂醇-4-

β -D-吡喃葡糖苷的敏感性；从分子水平，运用PCR技术进

一步研究落叶松脂醇-4-β -D-吡喃葡糖苷对变异链球菌致

龋相关基因LuxS，gtfB，gbpD，brpA和ftf表达的影响。

通过本次课题的研究，可以填补板蓝根提取物落叶松脂醇-

4-β -D-吡喃葡糖苷对变异链球菌致龋毒力影响的研究空

缺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48

吲哚苯亚胺衍生物的合成与胆

碱酯酶活性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诗寒 011111840048

金枝

/0111118400

30,

邢阳晨

/0111118400

06,

贺超

/0111118400

52,

高源

/0111118400

07

关  丽 讲  师 1007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是一种常见

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目前FDA批准的药物只能缓解AD症状

。胆碱酯酶抑制剂一直是最热门的抗AD靶点之一，开发高

效高选择性的胆碱酯酶抑制剂对于寻找抗AD药物具有重要

意义。吲哚骨架是一类有效的胆碱酯酶抑制骨架，同时亚

胺活性官能团是抗AD药物设计的常用官能团，但是未见有

吲哚苯亚胺结构抗AD的活性报道；因此设计开发一系列吲

哚苯亚胺新型骨架化合物靶向胆碱酯酶用于AD治疗具有一

定的创新性。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49

壳聚糖基可植入在体原位成型

水凝胶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贤鑫 011111837024

杨盟

/0111118400

38,

丁柳华

/0111118370

30,

佘文婷

/3041119425

梁  飞 副教授 150

本研究拟合成制备一种壳聚糖基可植入在体原位成型水凝

胶，以期实现在心梗微环境下的新型可植入性生物材料，

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用于治疗心梗的可植入

生物材料壳聚糖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可降解性，结构

上与细胞外基质中的糖胺多糖相似，能为细胞生长提供模

拟天然细胞基质的微环境。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50

纸喷雾质谱测小分子代谢物筛

查早期结直肠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碧莹 022111844033

康麟

/0221118440

20,魏真云

/0221118450

43,薛婷

/0221118450

38,蒲晨曦

/0221118440

09

陈  鹏 教  授 1002

鉴于我国结直肠癌新发病率逐年提高，我小组将通过纸喷

雾质谱技术，寻找肿瘤代谢标志的小分子代谢物，开发出

新型的微创至无创的早期筛查结直肠癌方法，使现今检测

技术更加快捷、准确；以及预测结直肠癌分期的方法，预

测结直肠癌复发的方法。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51

三维培养条件肝癌细胞的形态

学及功能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  苗 088111714040

刘霞

/0881117140

32,

马雪敏

/0881117140

18,

马盼

/0888111714

030

梁斌,

张琳梅

讲师,

助教
1001

1.应用Matrigel水凝胶建立肝癌细胞的3D培养模型，分别

在2D培养和3D培养条件下培养肝癌细胞。2.3DCC模型中肝

癌细胞形态学监测。3.利用细胞免疫组化观察成团肿瘤细

胞的内部结构。4.3DCC模型中肝癌细胞的分裂周期以及增

殖的研究。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52

左氧氟沙星磁性分子印迹聚合

物的制备及检测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振羽 011111839026

张宇欣，

/0111118390

06，

张仪恒

/1111183900

1

张  博 副教授 1007

本研究采用表面分子印迹技术，以Fe3O4@SiO2@MPS作为支

撑材料，左氧氟沙星作为模板分子，筛选多种功能单体，

制备具有pH响应性的磁性表面分子印迹聚合物（pH-

MMIPs），进行全面的材料表征和性能研究，并用于奶制

品样品中左氧氟沙星残留的定向预富集和检测，很好的监

测动物源性食品中抗生素的残留。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53
“医+亲”社区网站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凤侠 022131825015

强云腾

/0221318250

06,梁豪

/0221318250

42,苏宇

/0221318250

28,吴秋东

/0111418160

46

王  红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主要致力于搭建学校“医+亲”社区网站，推动“一

体三翼”，即以学校为“体”，以含光校区、未央校区、

高新校区为“翼”，搭建学校教师与学生“医+亲”社区网

站，营造学校教师与学生一家亲氛围，开展丰富多样的社

区文化活动，发挥社区育人功能，让教师与学生之间能够

产生交集、情感共鸣，从而实现亦师亦家人和互通有无的

目的。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54

医学检验专业毕业生基本技能

需求调查与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  玉 033111833009

黄蓉

/0331117310

32,麦丰收

/0331117310

50

刘  蓓 讲  师 ####

随着检验学科的飞速发展，临床上许多检验项目更新换代

很快，对学生专业技能的需求也不断更新。通过设计医学

检验专业毕业生基本技能需求调查问卷，以西安医学院实

习生和毕业生为主要调查对象，全面了解检验专业学生毕

业后工作，或学历提升过程中对专业技能的需求，为检验

专业技能培训、教学改革提供科学依据，为专业教师调整

教学计划、改进教学方法，更有针对化、规范化的实践教

学提供科学依据提供参考，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55

医学国际合作交流为导向的院

校英文网站架构设计与文本提

升实践- 以西安医学院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  焱 066111819030

张希/

06611181903

4，

冯萌/

06611181601

9，

谢静/

06611181803

4，

潘文莉/

06611181703

罗  熙 讲  师
0502

01

本研究以西安医学院英文网站为对象，通过对国内外医学

类大学英文网站的学习、比对、模仿、创新，旨在设计出

全方位展现我校形象，用户友好的网站架构，同时提升英

文文本的质量，推动我校教学、科研、人才、学术的国际

交流与合作，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56

关于西安市大学生性态度的调

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尹林茹 077121712030

张瑜

/0771217120

31，成雅萍

/0771217120

33

李娜,

马柏如

讲师,

助教

1002

05TK

通过调查了解青春后期的大学生们的性态度及性知识，描

述和分析现状，提出大学生性教育的建议，促进大学生性

教育，并提供现实依据。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57

健康传播视角下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话语构建研究---以新

冠肺炎报道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昊阳 066111715001

何红英/

06611171304

1,

王瑞珍/

06611171300

5

周  密 副教授 0503

本研究基于健康传播理论，拟选取2020年2月到2020年6月

关于新冠肺炎的报道，采用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文

本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结合定量和定性方法进行研究设

计，从报道的形式、议题、文本和效果四个维度进行统计

对比分析。通过文本的对比分析和受众的问卷调查探究：

①不同媒介报道的异同及传播效果；②全媒体时代突发公

共事件的健康传播策略；③全媒体时代卫生新闻与健康教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58
361Travel导游讲解软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  荣 066111818003

骆维飞/

06611181902

9，

苏萌/

04411187601

6

林思岑 讲师
1209

01k

361Travel是一款致力于为国际旅游者提供精准的中、英

、法三种国际通用语言进行景点讲解的专业导游软件，核

心是三种语言自由切换的景点讲解，附带功能是从出发地

到景点的最佳线路导航，以及提供景点攻略，提供游，

购，娱方面指导，并结合相关驴友圈的动态图文交流，让

游客在旅游的同时学习世界各国语言文化，寓教于乐。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59

Aβ 二串体DAβ 42肽的原核表

达制备方法和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嘉乐 22111843046

黄梦宇

/0221418050

21

劳可静 讲师 1007

阿尔茨海默症（AD）是一种典型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随着

病程的进展患者认知能力逐渐退化，直至最终死亡，已成

为影响全球的重大公共健康问题。β 淀粉样蛋白（Aβ ）在

脑内沉积导致神经元毒性，引发多重病理改变，与AD疾病

密切相关。Aβ 42是其主要毒性形式。商品化Aβ 42是通过

化学合成的单体，价格昂贵、操作复杂且稳定性差。本课

题通过原核表达体系得到重组蛋白DAβ 42，并评价其在体

内外的生物学活性，以期为AD的病理学研究及药物研发提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60

咪唑类钒配合物的降糖活性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航天 011111840056

范倩倩

/0111118390

17,

李焱

/0111118390

30

杨莉宁 副教授 703

本课题合成具有一定降糖活性的芳环取代基不同的咪唑衍

生物，以其为主配体，设计合成结构新颖的一系列咪唑衍

生物钒配合物，对这些目标化合物进行体外降糖活性测

试，筛选出活性较强的降糖药物，考查物质结构的不同对

降糖活性的影响，研究其构效关系。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61

聚多巴胺修饰的载姜黄素介孔

二氧化硅纳米体系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巩志强 011111837004

李欣

/0111118370

49,

符佳乐

/0111118370

22,

郭光惠

/1111183705

王小宁 副教授 ####

本项目构建聚多巴胺和叶酸共同修饰的载姜黄素介孔二氧

化硅载药系统，并研究其性能。以MSN为载体材料装载姜黄

素，有效改善药物溶解性，在MSN外壳包裹聚多巴胺涂层，

并接枝叶酸配体，使载药系统具有靶向和pH响应的特性。

项目考察载体系统的制剂学性质、pH响应性，并在细胞水

平评价给药系统的抗肿瘤活性，为肿瘤的靶向治疗提供理

论依据。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62X

基于“芳香化湿”理论防治新

冠的中药外用消杀产品的研发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井波鑫 011111839044

杨坤

/3041219175

7,

黄雨晨

/3041219173

7

张  彦 副教授 1007

本项目在“芳香化湿”中医药理论基础上，用现代制剂手

段将中药提取纯化开发为外用新型喷雾消毒剂，完成主成

分配比与制备工艺优化，确定含量测定与质控等一系列药

学研究。并与传统消杀方法进行效果对比。开发有效阻断

新冠气溶胶传播的外用消杀产品。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63

CD147糖基化在充血性心衰发

生过程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淋红 033111832012

安梦婷

/0331118320

29,豆兴

/0221218030

47,南秀文

/0331118320

10

茹凝玉 讲  师 310

本研究拟从“糖基化CD147-胶原交联度-充血性心衰”的

全新角度阐明CD147在心肌肥厚向心力衰竭转化中的作

用，揭示CD147糖基化程度是否是决定肥厚心肌胶原交联

度的关键因素，同时研究参与调控CD147的重要信号通

路，为揭示心力衰竭的发生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64

西安地区高校实验室垃圾分类

情况的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艺格 033111833004

余鑫

/0331118330

01,高瑞萌

/0331118330

30,赵倩婷

/0331118320

15,阴新旭

/0331118320

23

邵明明 副教授 1010

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以及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增多，使

高校实验室的使用频率增加，产生的实验室垃圾也大大增

加。实验室垃圾成分复杂、种类繁多、污染性强，而一旦

处理不当，不仅会破坏生态环境，甚至会发生危及生命健

康的安全事故。本研究计划在充分调研西安各高校对实验

室垃圾的处理方式后，在废弃物分门别类，及时回收，集

中处理的大原则的基础上，研究一种实验室垃圾分类装

置，达到分类、集中、节省空间、减少污染的目的。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65

基于微信平台的健康教育对2

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应用

效果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美麟 044111769007

康春意

/0441117690

30,周青青

/0441117690

22,简雨娴

/0441117690

26,林晓明

/0441117710

57

刘  华 副教授 1001

借助微信平台对2型糖尿病患者实施健康管理，提高2型糖

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本研究

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60名2型糖尿病患者，分为30名实验

组和30名对照组，采用一般情况调查情况调查、2型糖尿病

患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糖尿病管理自我效能量表共制成

一份问卷进行调查，采用SPSS23.0进行数据分析。为创新

2型糖尿患者健康管理服务体系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提

高其生存质量。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66

安石榴苷对RPE细胞氧化损伤

的保护作用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康宝丽 30611193719

陈晓彤

/3061119373

9,

强悦

/3061119374

3,

马伊萱

/3061119364

2,

胡靖泽

/0221317240

19

李  媛 讲  师 1001

石榴皮富含丰富的安石榴苷和鞣花酸，前期研究证实安石

榴苷、鞣花酸及鞣花酸代谢产物尿石素具有潜在的抗氧化

、抗癌、抗菌等功能。目前关于石榴皮活性成分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安石榴苷和鞣花酸，前期研究发现其可以快速降

低心肌细胞中ADP/ATP比值，进而激活AMPK信号通路。本

研究旨在通过RPE细胞损伤模型揭示AMPK在视网膜损伤中

的重要调控作用，验证安石榴苷靶向AMPK、有效保护视网

膜细胞的作用。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67

一种理化性质良好的非甾体抗

炎药离子液体的细胞毒性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  柯 011111840011

冯祎楠

/0111118400

05,

李旭东

/0111118402

4,

胡亮亮

/0111118400

31

唐一梅 副教授 350

利用离子液体的“可设计性”将具有药物活性的药物离子

与其反离子结合，制备成具有生物活性的药物离子液体，

能够解决目前药物临床应用中水溶性差、生物利用度低等

问题，赋予 “旧药”新的生命。本项目以水溶性差的非甾

体抗炎药为研究对象，拟合成理化性质良好的非甾体抗炎

药离子液体，重点研究其体外细胞毒性，为离子液体药物

作用机理的确定和筛选提供理论基础，为未来药物离子液

体临床应用提供应用基础。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68

青藤碱-透明质酸-聚乙二醇水

凝胶对骨关节炎治疗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  丽 044111877019

马玉

/0331118330

13,樵妆

/3061119372

0,

陈晓彤

/3061119373

9,

杨紫琪

/0331117300

31

沙保勇 副教授 1001

骨关节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致残风险会逐渐增加

。骨关节内注射给药是重要的缓解骨关炎症状的方法之

一，但药物会被机体快速清除。青藤碱有镇痛、抗炎等作

用，但其生物半衰期短。透明质酸常用作关节炎关节腔注

射药物，稳定性和机械性能差。水凝胶生物相容性好、可

生物降解等特点，能实现药物缓释。因此，制备青藤碱-透

明质酸-聚乙二醇水凝胶，通过关节腔注射，可实现骨关节

炎有效给药，阻止骨关节炎进程，延长药物半衰期和提高

药效。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69

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检测肺炎

链球菌试剂盒的开发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改龙 033111730059

常欣悦

/0331117300

56,刘孟

/0331117310

03,杜泱轲

/0331117310

05,徐小婷

/0331117310

04

黄君华 讲  师 1010

肺炎链球菌感染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感染性疾病之

一，对其快速检测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拟采用低

成本、高效的环介导恒温扩增技术，开发肺炎链球菌检测

试剂盒。这将有利于提高各级医疗机，尤其是构基层医疗

机构对肺炎链球菌的检测能力。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70

后新冠疫情时代贫困地区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健康教育需求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  卓 033111832007

屈丹

/0331118320

11， 魏鹏鑫

/0771417020

31,

 张林靖

03311183200

9，

徐维国

/3061219141

李  妮 副教授 330

在本次突发的新冠疫情，从侧面反映了公众对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认知的不足，对于预防等相关健康知识的缺失。

因此，要持续强化宣传引导工作，充分应用手机APP、新媒

体、网络平台等方式，教育引导贫困群众强化健康理念，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提高健康素养和自我防护能力。本课

题拟通过文献查阅、调查研究、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针

对贫困地区居民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疫情时代防控特

点的认知水平，以及日常健康行为习惯进行调查，并梳理

出其健康宣教的需求。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71

英语翻译方向学生翻译实践模

式探索与思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祝意闪 066111819036

白小婷/

06611171301

8，

李雅南/

06611171300

8，

朱曼/

04411187701

黄玉秀 副教授
0502

01

翻译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技能，而学生在课堂接受实践锻

炼的时间和机会有限。为了弥补这一短板，本项目试图通

过实地调研的方式了解市场对翻译人才的实际需求和具体

要求，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和摸索不同的、符合学生实际、

真正适合翻译方向学生的课外翻译实践模式，从而将课内

和课外有效结合，切实提高实践动手能力，提高翻译水

平，迎接翻译市场的挑战。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72

“互联网+”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态传承发展——以洛南县麦

杆画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俞婧怡 099111810016

李文静

/0991118100

15,张迎雪

/0991118080

40,丁倩倩

/3111119123

4,

赵思睿

/0991118080

43

张杜娟 讲  师 1204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洛南县麦杆画是我国民间艺

术中独具特色的精品，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战略意义，

本项以商洛市洛南县为核心，通过对麦秆画这一传统手工

艺现状的调研，寻求文化扶贫的发展空间，运用“互联网+

”的手段对其营销模式进行创新性发展，重拾被人们忽略

了的文化艺术，鼓励人们传统文化进行亲密交流和沟通，

在基层营造热烈的文化氛围，让非遗活起来，传承时代意

义助力精准扶贫。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73

融古铄今--基于新型液体驱蚊

贴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媛媛 011141816032

陈星雨

/0111418160

54,

曹康

/0111418160

20,

 苏海美

/0111418160

59, 

张光菊

/0111418160

42

郑梦迪 讲  师 1008

该课题研究一种新型的液体驱蚊贴的制备方法，具有一定

的实用性和创新性。蚊虫叮咬后会引起皮肤会刺痛、瘙痒

、感染疾病等问题。而现在，我们正在饱受新型冠状病毒

的侵袭，更应该重视蚊虫叮咬问题。而该新型液体驱蚊贴

的主要成分是从薄荷、白芷、白鲜皮、黄柏、夜来香等中

药植物中提取，可以到达驱蚊、消肿和止痒效果；同时结

合成膜材料做成新型液体驱蚊贴，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可以

安全使用。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74

国术堂——大学生传统体育文

化与德育平台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静彬 022111837040

何嘉乐

/0221116230

12,张甜

/0221517050

60，陆柏宇

/0771118280

59,谢冰怡

/0111118370

56

陈  亮 副教授 402

国术堂项目平台拟构建起以传统国术在大学校园的传承和

育人体系，将发扬传统国术文化与育人的目标相结合，全

面复兴与发扬传统国术文化，赋予传统国术新的内涵与生

命力。并通过本项目探索心的育人方式与路径，在提高大

学生身体素质的同时，用优秀传统文化文明其精神，完善

其道德。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最终实现以

文化人、以术健身、以德育人的目标。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75

一种具有抗氧化活性的保健产

品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耿岚宇 011111838038

郑展鹏

/0111118380

09,

张馨玥

/0111118380

36,

安琪琪

/0111118380

18

高苏亚 教  授 1007

课题以姜黄药材为原料，采用多种方法提取总姜黄素、多

糖、挥发油等，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优化大孔树脂对姜

黄素的纯化工艺。采用DPPH法和利用Fenton反应，以抗坏

血酸作阳性对照，分别以DPPH和羟自由基（·OH）的清除

率为指标，考察姜黄提取物的抗氧化性。以纯化所得姜黄

素为主要原料，配以维生素、柠檬酸等物质研制一种具有

抗氧化活性的姜黄素功能性保健产品。通过简单的感官评

价和姜黄素饮料的抗炎保肝功效，优化保健产品的配方。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76

中国传统医学对外传播话语体

系的构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霍  研 066111819020

王兰/

30911192210

,

张愉/

30911192216

,

叶琳琳/

04413180300

7,

肖钰

敏,

林思岑

讲师,

讲师
050201

本项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针对以美国的“中国威胁论

”，强权霸权阻碍我国传统医学的海外发展，旨在构建中

国传统医学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促进中医的对外传播，树

立文化自信，扩大中国文化、科学价值的国际影响力。项

目的框架包含三部分：第一，中国传统医学的对外传播的

历史；第二，现代视域下中国传统医学对外传播的现状；

第三，解决中医对外传播的困境，利用多途径，多措施构

建中国传统医学的对外话语权。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77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大学

生身心状态影响调查研究----

-以西安医学院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睿曦 033121812059

许广阳

/0331218120

28，

白艳芳

/0331218120

02，冯佳琪

/0331218120

48，

胡鑫

/0331218120

22

李  鹏 讲  师100203TK

通过调查问卷形式研究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高校学生学

习、心理、生活等方式的改变，为今后此类危机提供可借

鉴的干预方法和经验，减轻学生的心里不适及其他负面影

响，帮助学生度过危机，并为以后研究提供参考。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78

香蕉皮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性

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覃月德 011111838054

罗娟

/0111118380

15,闫康

/0111118380

04

张雪娇 副教授
0813

01

废水中的重金属离子，如Cu2+、Pb2+、Zn2+、Fe3+、Cr6+、

Hg2+等具有显著的生物毒性，并且降解难度大，对人体造

成很大危害。吸附法具有设备成本低、简单易操作等特

点，因此是目前处理重金属离子废水的常用方法。香蕉、

橙及柚子等果皮中含有较为丰富的木质素、纤维素、半纤

维素以及多糖等成分，其中各种纤维素的中空结构具有比

表面积大、吸附位点多等特点，赋予其良好的吸附性能。

本研究重点考察香蕉皮对废水中重金属离子的吸附性能。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79

西安市大学生久坐行为干预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思雨 077111727001

冯瑞华

/0771117260

19,张珊瑾

/0771117270

11

李  瑛 讲  师 1004

久坐行为会增加人们的患病风险和死亡风险，影响个人的

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降低生活质量，影响工作和学习效

率。国内外关于久坐行为的干预多从家庭、学校、社区等

宏观环境层面出发，干预效果有限。大学生久坐行为非常

常见，但尚未有基于健康信念理论模型的久坐行为干预研

究。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咨询法、问卷调查法等

研究方法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久坐干预，使大学生能够树立

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运动改善自己的运动能力，以

更好的精神面貌去吸收和学习知识。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80

互联网+医护服务+体育健身

（指导）”手机APP开发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路  帅 033131804034

余兴俊

/0331318040

31,左浩

/0331318040

40

杨建全 教  授 402

本项目开发设计的互联网+医护服务+体育健身（指导）”

手机APP应用，利用现代互联网平台，可以及时、快捷、动

态的解决患者住院或出院期间遇到各种治疗、护理，以及

体育康复锻炼实际问题，使得医生-护士-健康指导师三者

建立三位一体的医疗指导、护理服务、科学体育锻炼康复

指导，解决如何更好发挥协同增效作用问题，能帮助患者

更快更好康复。探索科学构建“互联网+医护服务+运动干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81

新时期医学院校英语教育与人

文精神培育创新融合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孙江敏 066111817036

梁豪/

02213182504

2，

赵瑞昭/

02215180601

4，

严博渊/

02215180600

4，

焦金雪/

02215180603

任  宁 副教授
0502

01

医学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创新训练项目旨在运用可

视化案例教学是实施医学英语教学的创新抓手，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教育理念，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意识形态的

主阵地，把培育医学人文精神融入医学英语教育，既切合

医学教育目标，又符合新时期社会发展对医学院校大学英

语教学转型改革的要求，以期达到英语技能提升、专业知

识获取、批评性思维发展与人文精神培育“四位一体”培

养合格的医药卫生人才的目的，实现大学生知识、能力和

综合素质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82

荧光碳量子点分子印迹聚合物

的制备及血样中褪黑激素的高

选择性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  瑞 011111840037

冯李乐

/0111118400

10,

黄梦雨

/0111118400

61,

尹怡玲

/0111118400

59

张  博 副教授 1007

首先采用N－( β －氨乙基－γ －氨丙基) 甲基二甲氧基

硅烷(AEAPMS)和无水柠檬酸合成碳量子点，进而采用褪黑

素作为模板分子，丙烯酸和丙烯酰胺为双功能单体，在量

子点表面制备对褪黑素高选择性的分子印迹层，系统性的

表征材料以及考察性能，最后采用制备的荧光碳量子点分

子印迹聚合物材料结合荧光淬灭法，高选择性富集血样中

褪黑素，建立一种快速、便捷、选择性强、高灵敏度的含

量测量方法，可用于临床疾病监测和诊断。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83

高效表达PD-1抗体对痘苗病毒

抗肺癌效用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运涛 022111841058

王佳蕾

/0221118420

53,仵瑞涛

/0221118400

20,

刘美汐

/3011119525

3,

李诗航

/3011119481

马  茜 讲  师 310

本项目拟以痘苗病毒天坛株为载体，以PD-1为靶点，构建

一株高表达antiPD-1抗体的天坛株溶瘤病毒，进而研究

antiPD-1抗体在肿瘤位点的靶向表达和可持续表达，以及

该病毒对肺癌的溶瘤效用的影响。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84

视觉语法视域下中美新冠疫情

新闻语篇中医生形象的多模态

话语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柳婵 066111817030

唐秘/

06611181600

1,

刘红梅/

06611181603

9,

唐梦瑶/

06611181600

2,

朱佳菲/

06611181600

李  美 讲  师 0502

医生形象一直是健康传播（health communication）领

域的重要课题。本研究以“视觉语法”为理工工具，研究

中美新冠疫情新闻语篇中的医生形象，并使用互动意义，

构图意义和再现意义对中美语篇的医生形象构建进行多模

态话语分析，旨在加深民众对两国医生形象共性与差异的

理解，同时深入挖掘两国医疗文化中所蕴涵的医学人文精

神。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85X
青年盒子屋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徐艺博 022111843042

雷颖

/0221118430

41,王珂

/0221118430

32,王茜爱

/0221318290

40

胡晓霞 副教授 0503

青年盒子屋是以红色为主题的校园多媒体放映室，面向全

校师生，集宣传教育、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放映室。放

映室以宣传红色影片为主，科教视频，娱乐电影为辅。在

大学生中推崇中华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使大学

生的课余生活更加丰富。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86

中外文化的对立与趋同在新冠

疫情中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雨琪 066111713015

付辰/

06611160904

8

屈厦

沙,

陈晨

副教

授,讲

师

0302
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我们通过现实中的例子进行分析，

让人民大众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增强我们中

华儿女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增强对祖国的认同感与自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88X

“人间烟火气”——“地摊经

济+互联网”商业模式探索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武泽甜 011121819017

王显智

/0111218190

10,

郭津京/ 

01112181903

4,

王鑫鑫 

01112181903

辛志虹 副教授 ####

本项目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需求与热点，探索一种全新的

“地摊经济+互联网”商业模式，将传统的“地摊经济”与

互联网相结合，打通线上、线下通道，提出一种基于“地

摊经济”的“新零售”销售模式，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创

业指导，并促进“地摊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

2020 11840 西安医学院
S202011840

095

中药药剂在治疗新冠肺炎中起

到的作用与疗效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海龙 011141816057

张增增

/0111418160

37,

杨梦洁

/0111418160

34,

杨玉函

/0111418160

27

马远涛 副教授 ####

本项目意通过对全国乃至国外新冠肺炎治疗过程中中药方

剂对不同时期患者的治疗效果的分析，筛选出在不同方剂

中起关键作用的中药材并分析其具体机理及作用，为今后

的研究方向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01

纳米钯修饰电极的制备以及催

化性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雪瑶 2902170146

鲁佳乐

/2902170131

,刘亚奇

/2902170129

韩权 教授 0703

主要研究内容 修饰电极的制备：高选择性的吡啶偶氮基的

有机显色剂与钯(Ⅱ)在pH=4.5的乙酸-乙酸钠缓冲溶液中

可形成络合物，通过控制电位，沉积时间，将生成的络合

物中的金属钯离子还原为纳米钯。制得纳米金属修饰电极

。通过扫描电镜，XRD对修饰电极进行表征，判断纳米修饰

电极的形貌与尺寸。建立高选择性、高灵敏检测甲醇、甲

醛和甲酸，对硝基苯酚等有机小分子物质，为探索其在环

境监测和生态保护中的应用。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02

羊肚菌连作障碍的机制和防治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吴一凡 3002170130

王宁

/3002170229

,杨宁

/3002170235

,石倩茹

/3002170225

,赵子怡

/3002180219

徐玲玲 副教授 0710

本研究通过在栽培同一羊肚菌菌株S15连作两年的地块，种

植羊肚菌菌株S15（连作）和HW33（轮作），比较在下种

前，菌霜期，出菇期，采收期不同时期不同处理的理化性

质和微生物（真菌和细菌）多样性及群落组成变化规律，

并对两种处理羊肚菌产量和商品性状以及病虫害发生情况

的评估。揭示羊肚菌连作障碍机制，并利用更换羊肚菌株

系的简单易行的方法防治连作障碍，同时评价其防治效果

。利用专业特长保障羊肚菌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在生产水

平保障产业扶贫工作的顺利实施。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0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文化名片

-“陶瓷”微电影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永清 2702180108

邢斌笛

/2702180121

,左欣洋

/2702180103

,王佑强

/3101160712

王华,

王霞

副教

授,讲

师

0502

项目研究目的 1.传承和创新历史文化 通过本项目的研

究，借助微电影等传播媒介，传承、创新、宣传中国的陶

瓷文化，帮助学生了解、熟知中国历史文化知识。 2.加强

和扩大校际合作3.培养和提升专业技能 ①利用陶瓷文化外

宣微电影制作过程中的中外双语字幕、解说等的翻译训

练，扩大外语专业学生的词汇量、掌握外宣翻译技巧。②

追踪公共艺术专业某一个老师或学生的陶瓷作品，拍摄从

泥胚到陶瓷作品产生的全过程，学习专注敬业、精益求精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05

光触媒制剂制备与植物协同处

理甲醛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佩怡 3004180110

卢冬梅

/3005170120

,黄兆蓉

/3004170110

,刘梦月

/3004170115

,王芝涵

/3004190109

申圆圆 讲师 0825

目前，各国在不断完善和优化相关的标准，国内外对甲醛

污染的空气净化技术已经有较多应用于实际，各种新方法

新技术也在不断得到研究。通过前人的研究，没有尝试光

触媒与植物的共同作用对甲醛的净化作用，我们主要探索

两种方法的结合，寻求一种更经济、市场需求更多的、并

且效果更佳的一种方法。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06

石墨烯扫描图像与装饰艺术运

用研究以文创产品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党薇 3101180622

姚喻凡

/3101160305

,姬佳璐

/3101170512

,张子赟

/3101180624

袁星,

苏中秋

讲师,

讲师
1305

目前大众对于石墨烯不是很熟悉，通过这次机会把石墨烯

扫描图像和草间弥生作品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创造出由

多种材料呈现的产品。让大众认识并了解石墨烯的来源以

及它对于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借助艺术来提

高新技术的高附加值。既能借助艺术来将产品推广出去，

又能让大众了解新能源。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07S
Inner Soul--个性化VLOG 创业实践项目 否 王茂羽 2609180101

陈珂昕

/2609180104

,顾秦瑜

/2609180109

,张格妮

/2609180134

,任萌

/2609180135

张宁彬
讲师,

讲师
1204

Inner Soul是顺应当下青年人的喜好以及想要更好的记录

生活的愿望而创立的。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青年人的

美好愿望。我们将以提供个性化方案为主，根据已有的相

应视频素材，剪辑成顾客想要的风格。由于不同的客户需

求可能不同，我们的产品将有多种多样的模板可供选择。

部分没有素材的顾客，我们将提供拍摄服务，保证从摄

影，素材的整理，剪辑到VLOG成型等一条龙服务。每当一

支记忆的VLOG制作而成，我们便多了一份回忆，留存点滴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08

跨文化视野下的学前儿童汉英

双语阅读绘本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宇翱 2701180206

冯乐

/2701170304

,王泽林

/2701170322

,侯奕同

/3101180625

,党薇

/3101180622

，艾佳莹

/3203160338

赵娟 副教授 0508

本项目旨在开发跨文化视角下的学前儿童双语阅读绘本。 

研究内容：针对绘本和学前儿童的特点，从跨文化沟通的

视角，挖掘汉英双语绘本阅读在我国学前双语教育中的价

值，探讨学前儿童汉英双语阅读绘本的编写与绘制。拟解

决的关键问题：绘本角色的身份与形象设计需要蕴含各自

独特而鲜明的地域与文化特征；绘本角色的语言编写需要

以恰当性、趣味性和生动性为主要特点；双语语境的设计

需要体现可接受性和多样性。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09

仿生下肢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结

构设计与步态规划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锦飞 2805170129

张招弟

/2805170235

,赵旭阳

/2805170237

,曹帆

/2805170202

,王玉龙

/2805180141

田浩 工程师 0802

本项目结合人机工程学、解剖学和机构学，分析人体下肢

模型、行走运动学特征获取相关运动参数，确定关节配置

和自由度分配；结合拟人化设计准则和模块可重构思想，

对髋关节、膝关节和兼容调节机构等进行尺寸可调节的结

构设计；以光滑性、能量损耗及仿生性为评价标准，提出

一种基于动态运动基元的步态轨迹规划算法。研究结果可

为外骨骼及类人型机器人的仿生机构设计和行走控制提供

理论和技术支持，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和市场前景。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10X

《忆.追梦》-西安文理学院系

列文创产品开发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赵冬梅 3101170326

张瑜婷

/3101170822

,朱文婧

/3101170825

,尹艺

/3101170818

,赵越

/3101170824

,张思

/3101170324

杜妍,

巩珊珊

讲师,

副教授
1305

西安文理学院作为我们的母校，我们对它有一定的熟知度

和了解，为了更好的推广校园文化，所以我们以《 忆.追

梦》为主题，为西安文理学院制作一套文创设计，西安文

理学院是每一个文理人追梦的开始，当踏入校园的这一刻

起，每位追梦的学生便踏上了追梦的航帆，扬帆起航，在

校园记忆最深的便是在学校里一座座具有标志性的。蓝房

顶就像每一位即将起航的航船，承载着每一个文理人的梦

和希望。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11

LAMP技术分析西安市售部分婴

幼儿食品中的阪崎肠杆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月丽 3002170201

陈珏屹

/3004160103

,王璐瑶

/3002180127

李海娟 副教授 0710

本项目拟采用一种特异性强、灵敏度高的环介导等温扩增

技术（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来检测西安市市售的普通婴幼儿食品中是否含有关

键致病菌—阪崎肠杆菌。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阪崎肠

杆菌的环介导等温扩增检测方法（LAMP）的构建与优化；

2）采用优化后的LAMP体系检测西安市售的部分婴幼儿食

品中阪崎肠杆菌污染情况。该检测手段简便、快速，能较

好的弥补传统方法的局限性，更适于广泛推广使用。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12

通过人类磷酸激酶矩阵筛选蒿

甲醚发挥神经保护作用的药物

靶点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子恒 3002170114

崔佳妮

/3002170102

,郭慧萌

/3002170106

,孙璇

/3002170227

王子见 副教授 0710

通过人类磷酸激酶筛选实验，获取蒿甲醚作用于HEK293T-

Ataxin-3-77Q细胞模型的信号通路的相关数据；并通过对

43种信号通路的研究，寻找蒿甲醚在神经保护方面新的药

物靶点，从而提供能够治疗SCA3疾病的新思路，并研究其

在神经保护方面作用机理。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13
智能拉光机装置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以磊 2805180204

马兴成

/2806180139

,方辰

/2813180104

,向松林

/2813180106

刘凌 教授 0802

缝纫机的精度，不仅仅是在其内部的复杂结构，还有更重

要的一部分在于所用到的针板孔。目前的生产流水线上还

处于落后阶段，并且人工加工很难保证各个针板的精度统

一，因此急需自动化设备来取代人工打磨。针对国内相对

落后的自动化生产设备，本此装置将以机械传动设计、机

械结构设计、智能控制部分设计三大类，对装置进行研究

以及设计，通过自动化设备的运作，减轻人力成本，避免

因人工操作时对产品所造成的误差，提升产品精度。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14
虹膜识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庞心怡 2501180101

王伟

/3101170120

,次旭东

/3102170103

,李晔

/2501170108

丁斌
高级工

程师
0701

本项目以Python为开发环境，围绕机器视觉、Opencv的虹

膜识别比对系统。使用ARM外置摄像头进行图像的采集和眼

睛轮廓寻找，利用Hough算法寻找瞳孔并精准切割出虹膜

部分，接着使用极坐标变换将虹膜圆环转换成矩形，最后

对其进行Gabor图像滤波，利用哈希算法提取特征编码，

进行虹膜的匹配。项目旨在克服传统指纹识别和人脸识别

的可伪造性，在安全性的基础上利用FPGA强大的运算功能

提高识别的速度。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15

基于Bot Framework的“智能

助理”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通 2507170242

吴诗如

/2903170226

,李亚菲 

/2507170214

孙少波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将基于Bot Framework构建聊天机器人，通过微软

提供的LUIS创建自然语言理解模型，开发一款针对小场景

和一些特定领域系统的智能语音助手。企业只需要经过简

单的配置即可将智能助理嵌入到应用内，在用户使用时将

用户输入的语音转化成文本，并且智能地提取用户语料中

的意图和实体，转换成智能终端可处理的表达形式，与应

用系统提供的接口对接，应用系统进行相应的操作后将结

果反馈给用户。通过对话的方式完成相应的操作，让智能

助理更深入地融合到人们的生活中。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16
“耀州瓷”旅游产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燕洁 3101180224

逯瑶

/3101180316

,刘怡含

/3101180323

,杨梦茹

/3101180519

,刘翔

/3101170210

刘小飞 副教授 1305

开发具有陕西文化特色的耀州瓷旅游产品，弘扬陕西地方

特色旅游产品，为陕西耀州瓷文创产业给予多领域的开发

与推广，丰富陕西旅游产品市场，开创陕西旅游文化品牌

的知名度，力争具有文化特色的旅游文化产品走出陕西、

走国门、走向世界，对陕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

动作用，进一步提升陕西旅游文化产业的国内影响力。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17
智能坠物检测与拦截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荫梁 2807170124

周宝花

/2807170139

,王亦澜

/2807190119

,李林春

/2807190122

,来强强

/2805190234

杨森

林,范

国强

副教

授,高

级工程

师

0803

“智能坠物检测与拦截系统”，针对复杂环境下运动型特

性楼宇场景坠物的监测、识别、预警与拦截。该系统采用

红外摄像头的交叉式安装对楼面进行全面式监测；利用摄

像头的频闪抓拍功能与处理器相结合快速准确得到物体下

落时间，速度，判断出物体初始及落地位置；利用高清的

红外摄像头和处理器相结合对物体识别。且当红外摄像头

监测到有坠物落下时扬声器发出警报。以及根据物体种类

不同，采用不同的拦截方式。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18X

“秦非”陕西非遗文创产品创

新设计与研发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邹笑月 3101170426

张可瞻

/3101170221

,姜龙宇

/3101180505

,张傲龙

/3101180701

,李佳

/3101180504

康凯 讲师 1305

本项目旨在挖掘利用陕西特有非遗文化资源，将其传承与

运到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中，研发符合当代审美需求的具

有非遗精神的文创产品。是将非遗文化资源融入多元化、

创新式、系列化、现代化、品牌性为一体的设计当中的设

计研发项目，既是对陕西非遗资源的传承，又是对陕西本

土文创品牌建立的探索。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19X

“陕泥社”创意雕塑手办制作

——非遗文化传承与创新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谢梅 3101170320

杨远红

/3101170323

,梁丹

/3101170209

,高鹏程

/3101170406

李翔,

杨欣雨

副教

授,无
1305

以雕塑、手办等形式整理开发陕西民间美术，借鉴地方美

术风格与形式，通过现代文化创意，生发出全新而又不失

传统神韵的文创作品。通过收集与整理陕西特有非遗文化

资源归纳汇总出其类别、特征，以发掘探索出可利用于文

创产品设计研发的独特亮点，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并用地方特色风格来整理、开发本地造型艺术，传承与保

护我国传统文化。结合现代化技术手段，吸收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养分，形成创新产品类型，起到丰富产品种类的作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20

基于卫星遥感影像及优化算法

的秦岭植被变化检测软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申少格 2506180202

王璐娉

/2506170123

,杨绍静

/2506180103

,姚飞

/2506190220

杨渭清 教授 0809

利用遥感技术确定秦岭山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以及生态安

全的影响，对秦岭山地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现实的指导

意义。 本软件通过对秦岭北麓西安段近几年的高分辨率高

光谱卫星遥感影像进行植被信息提取，数据融合和植被覆

盖变化进行研究。采用我们的核心算法KPCA和K-Means++

对遥感信息进行变化检测。为实时保护秦岭提供科学方

法，为秦岭植被变化监测提供科学依据也同时为遥感信息

处理提供方法参考。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21

基于短视频平台（技术）提升

“思政金课”教育影响力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欧晓芳 2201180103

李佳淇

/2201190128

,李思昭

/2201190104

,郑凯源

/2507180117

,马皓源

/2503180205

张军

学,舒

荣

副教

授,教

授

0401

通过短视频平台（技术）提升“思政金课”教育影响力研

究，提高思政课的吸引力，将思想政治教育推广到更广阔

的领域和阶层，同时丰富思政课堂的教学方式，实现信息

技术与传统课堂的高度融合。全面提升思政课的政治性、

高阶性和创新性，建设真正具有说服力和获得感的思政课

堂，打破传统课堂存在的困境。本项目通过对思政课的教

学现状和短视频平台的受众现状等一系列的分析，计划将

短视频与思政课有机结合，尝试利用短视频平台提升“思

政金课”真正的教育影响力。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22X

“守望之家”留守儿童成长家

园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方长安 2808170104

沈智慧

/2808170119

,龙浩宇

/2808170115

,金枝

/2808170108

李姝丽 副教授 0702

创办“守望之家”，尽我们绵薄力量，用我们的热情，用

我们的知识，用我们的智慧，努力使其成为留守儿童成长

家园。解决家长外出务工子女无人照顾的需求；给留守儿

童一份爱的关怀，家的温暖，使其健康成长；缓解社会、

学校、家长三者之间关于留守儿童所面临的问题；为进一

步完善、健全留守儿童教育体系积累经验。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23

基于树莓派的多地形变足机器

人的研究与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灿辉 2806170117

李欣

/2805170211

,胡晓枫

/2806170112

,蒲慧慧

/2806180121

刘霞,

孙静

讲师,

讲师
0807

针对传统轮子对松软地面和不平地面的适应性不强、履带

式机器人在不平地面上的机动性差等各种问题，本设计以

树莓派为核心开发平台，设计一款多地形变足机器人，可

在任务的判断过程中改变足数从而适应不同环境。该系统

在速度和稳定性上有更大优越性，适用于工作在危险环境

下，可减小风险、提高安保安全系数以及为科研工作提供

必要的图像音频以及材料取样等工作，可应用于灾害救援

、矿井勘察、排爆排雷、对特定物体进行追踪跟随等场景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24

师范认证背景下的大学生教学

实践岗位推介平台建设 ——

以外国语学院为试点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欣茹 2701180203

张思嘉

/2701180207

,王勇腾

/2701180218

井琪 助教 0502

 该项目旨在提高师范生的综合能力，丰富学生的课余生

活，避免学生权益受到“黑中介”的侵害，保障学生兼职

工作中个人和财产安全，还可以帮助学生快速精准地找到

优质安全可靠的兼职。同时也为辅导机构和家长提供优质

师范类学生，满足企业对优质人才的需求，服务学生、服

务企业、服务社会。从长远来看，更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

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为学生未来发展奠定良好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25X

医疗、康养机构体育服务外包

型公司构建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佘照远 3201180224

刘煜

/3201180209

,卫泽宇

/3201180208

,王展

/3201180210

,佟光利

/3201180106

李治 讲师 0402

项目研究的目的如下：1.顺应国家的发展需求 在老龄化背

景下，我们要顺应和平崛起时期的国家核心利益，全面认

识体育的国家战略价值，使体育战略真正围绕当前的国家

利益而谋划，并继续发挥其积极性的战略效应。2.解决老

龄化背景下老人的体育锻炼需求 外包公司应加强对老年体

育产业经营和管理等相关人才的培养，大力实施人才培养,

优质服务战略,加强对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职业技能教

育，培养具备从事老年体育产业工作所需要的具有综合素

质和行业管理。3.解决特殊人群的体育功能。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26X
科普实验室运行策划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闫俊苗 2905170224

夏俭鹏

/2902180139

,高嘉磊

/2903190114

,甘长艳

/2903190101

何亚萍 副教授 0709

旨在通过开放高校实验室让普通高等院校非化学专业学生

及中小学生通过趣味科学实验来更直观、深刻的学习化学

知识，避免把知识枯燥化、刻板化、提高孩子们的科学素

养、极大的调动中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报考化学专业的

积极性，还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创造能力，让孩子们更科学

、理性的认识这个世界。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27

"人工树木"水凝胶创伤敷料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钗 2903180237

雷宏刚

/2905190127

,刘祚杓

/2903190109

王璇 讲师 0703

本研究在不破坏纳米纤维素原有三维纳米网络结构及其他

优良特性的基础上，以纳米纤维素为基底，以及异丙基丙

烯酰胺良好的力学性能和延展性等特性，并引入天然活性

产物作为抗菌剂引入敷料领域。拟通过原位自由基聚合

法，合成一种新型的纳米粒子复合抗菌水凝胶敷料，其力

学性能强、抗菌性稳定、促凝血性能明显。对其形貌、红

外 光谱、力学性能、抗菌性能、促凝血性能进行表征，

评价其作为敷料的应用潜能。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28

城市老年人群体语言服务研究

——以西安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嘉伦 2406180116

王馨悦

/2406180103

,马璇

/2406180117

董洪杰 讲师 0502

本项目以语言服务为切入点，聚焦有沟通障碍的城市老年

人群体，一方面综合分析其在获取医疗、通信等社会资源

的过程中存在的语言障碍及由此产生的语言需求，另一方

面调查医院、银行等领域针对老年人的语言服务意识和服

务能力；通过对比分析实践语言需求和现有语言服务，构

建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语言服务方案，为完善社会服务体系

提供有益参考。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29X
幼儿安全模拟训练教育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徐璐 3203170430王雅欣/3203170428,徐旭/3203170431,杨佳/3203170436,雒甜/3203170418赵四鸿 讲师 0401

通过模拟生活中存在的含有安全隐患的情景，比如模拟火

灾现场，家中天然气突然泄漏，电梯间内遇见陌生人尾随

等等一系列危险场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的感知到生活中

可能存在的危机，参与模拟现场真实感知危险才能更好地

提高警惕,教导孩子们在面对不同危急时刻的自救方法与技

巧，开设课堂讲授相关知识，提高孩子们应对危机的意识

和能力，学会如何在生活中保护好自己。提高孩子们的安

全防范意识，学会自我保护，尽量避免意外的发生。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30
机车智能轮轨润滑电控器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明明 2805170231

马紫维

/2812170116

,郄虎伟

/2805170128

,史育航

/2805170130

周毓明 副教授 0802

本设计是针对HB-II型电控器本身存在的不足之处，通过

查阅相关资料，在保证原有电控器功能的基础上，将其进

行改进与优化，设计出一种机车智能轮轨润滑电控器，达

到节省油脂，减少轮轨磨损的目的，使轮轨润滑技术更加

智能化，对提高机车车轮和钢轨寿命，保障行车安全性有

非常大的积极作用。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31

“大手拉小手”红色文化传承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虹 2201170120

霍文科

/2201180113

,王辉

/2201180129

,王旭

/2201190216

赵华 副教授 0305

目的: 破解红色文化教育的现实困境（学生道德理性发展

滞后于感性发展；学生道德的“信念驱动”滞后于“功利

驱动”）；通过“大手拉小手”传承红色文化，进一步深

化学校德育工作，使红色文化融入“大中小”学生的血脉

中，为时代铸魂育人。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32
单目定位智能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奇佳 2807180102

许自立

/2807180103

,付媛媛

/2807180105

,贺少勃

/2807180125

,王方

/2806180137

张变莲 讲师 0807

基于光学的定位方法则可通过高清摄像系统实现高精度的

自主定位，同时无需建立无线网络，无辐射，因此，具有

成本低、布设简单、精度高、安全性好的特点，是小型化

机器人、特殊用途机器人的最佳定位方式，但是由于其后

续数据处理难度较大，因此现在已逐渐成为研究重点。本

项目主要研究基于家用/商用摄像系统对机器人进行定位的

方法，及对其精度的检测方法。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33

天然抑菌护肤洗手液的配方设

计及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思楠 2903170214

张瑞凡

/2902180137

,刘慧

/2903170210

,刘蓉蓉

/2902170128

宋立美 教授 0708

本项目拟采用龙葵果中乙醇和水提取物作为抗菌与抗病毒

剂，龙葵果花色苷和黄酮作为抗氧化活性剂，用皂角素作

为表面去污活性成分，芦荟活性多糖作为保湿剂，柠檬酸

缓冲液作为pH调节剂,拟制备一种在杀菌消毒的基础上加强

对皮肤的护理的洗手液。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34

智能化减速带式地下停车库排

水阻水装置的设计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费理日 2809190118

王小强

/2809190110

,史超欣

/2809190104

,张三乐

/2813180107

姚梓萌 讲师 0802

为了解决当前困扰我国社会的地下停车库排水阻水问题，

本项目设计一种智能化减速带式地下停车库排水阻水装

置，该装置可在一般天气下排水；在极端气候条件下及时

阻止外界雨水从出入口侵入地下车库，避免造成人员、财

产伤害，同时排水、阻水、减速带融为一体，有效解决现

今地下设施排水阻水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35

基于区块链下的新型产品溯源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一洲 2507180122

张泽宇

/2503190132

,张少杰

/2505180126

,张玺

/2506190129

,邢颖轩

/2507190212

夏亚

荣,王

英

副教

授,助

教

0809

本项目的内容是，设计并研发一款关于产品信息溯源的互

联网平台。目的是解决当前电子商务的假货鉴定，售后反

馈，质量监控等一些列社会民生问题。 我们将通过区块链

技术和物联网网技术，开发出一种新型的点对点线上交易

模式，该模式具有极高的信息隐秘性，保护了交易双方的

隐私，并且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因此采用智能合约技术下

的交易行为不仅是安全的，更是便捷高效的。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36
内燃机车控制器测试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军 2805170203

安澜

/2805170201

,陈燚威

/2805170204

,李小龙

/2805160242

,赵广平

/2805160218

焦艳

梅,韦

炜

讲师,

教授
0802

1.以内燃机车控制器ADLC机箱为研究对象，ADLC机箱共装

了4块完全相同的插件板（型号为17FE196M2，简称M2

板），取其中一块插件板做实验对象。2.根据M2板的工作

原理，对其硬件结构分块，分别拟定内燃机车控制器测试

系统测试各个模块的设计方案，并进行验证。3.搭建硬件

实验平台，对硬件基础功能进行调试，对各个模块进行调

试并进一步优化。4.硬件和软件联合进行机电软硬件联

调，对内燃机车控制器测试系统进行综合调试，测试系统

的稳定性，并总结最终的系统评价。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37

基于锌试剂显色体系的Cu2+、

Zn2+ 快速检测试剂盒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艳 2903170104

郭义涛

/2903170106

,郑子莹

/2903170141

,赵燕

/2903170238

,高梓璇

/2902170107

翟云会 教授 0710

利用在硼酸盐缓冲溶液作用下，锌试剂与铜离子和锌离子

均可显色，但加入EDTA溶液作掩蔽剂之后，可将锌离子掩

蔽掉，利用这一显色特点可建立一种锌试剂显色体系下

Cu2+和Zn2+ 快速测定的方法。再对标准样的测定与方法

准确性进行评价分析，可应用于各类样品中铜、锌离子快

速定量检测。尝试设计基于锌试剂显色体系的Cu2+、Zn2+

快速检测试剂盒，该试剂盒具有方便携带，成本低等特

点，可提供更加方便快速的现场检测方法。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38

猕猴桃ARF家族基因的分离鉴

定及其对胁迫响应情况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彤 3002170213

柳柳

/3002170218

,高莎

/3002170204

,胡云

/3002170107

苏丽艳 副教授 0710

本研究以红阳猕猴桃为研究对象，利用已知的基因组数据

库，采用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进行ARF家族基因鉴定，并通

过在线工具及相应的分析软件对其基因结构进行解析。目

前共鉴定得到43个ARF家族成员。研究将利用实时荧光定

量PCR技术对猕猴桃ARF家族基因在胁迫中的应答进行分

析，主要包括干旱胁迫、盐胁迫、溃疡病菌胁迫、不同的

植物激素处理等。本研究将初步筛选ARF家族基因在响应胁

迫过程的主要应答靶基因2-3个，为进一步分析其对猕猴桃

生长发育的调控机制奠定基础。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39

“Korea Town”韩国语言及

文化综合学习交流平台的建立

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乔丹妮 2701180111

罗世琴

/2701180227

,蔡雪

/2701180302

,覃友欣

/2701180128

,李卓

/3504180223

吕程 讲师 0505

“Korea Town”是以西安文理学院全体学生为对象建立的

韩国语言及文化综合学习交流微信公众平台。该平台通过

对韩国语基础知识、韩国语能力测试（TOPIK）考试资讯

、韩国留学招生信息、韩国社会风俗文化等相关内容的介

绍与分享，以达到宣传韩语知识、传播韩国文化的目的。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40

新型水溶性超支化聚硅氧烷的

合成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姬珂妍 2903170110

田瑞

/2903180223

,梁克英

/2903170119

,石前娇

/2903170125

宋瑞娟 副教授 0704

本次课题主要是以N-氨甲基-Y-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KH-

791）和新戊二醇（NPG）、2-甲基-1，3-丙二醇（MPO）

为原料，通过酯交换缩聚反应，一步合成了同时含有端位

氨基和羟基的水溶性超支化聚硅氧烷（HBPSi），并通过

核磁共振，红外光谱对其进行结构表征，再通过紫外吸收

光谱，荧光光谱研究聚合物的发光性能。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41

习近平新时代背景下西安市小

学推行“课程思政”现状的调

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郝婷 3202180229

罗婉茹

/3202180226

,邓小桔

/3202190119

王国强 讲师 0401

1.揭示习近平新时代背景下西安市小学推行“课程思政”

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2.反思目前的思政教育方

式，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出发点和立足

点，建立“课程思政”的创新理念；3.了解西安市各小学

现阶段的思政教育模式以及思政教育模式发展路径；4.提

出该模式进一步实施的改进建议。5.调查孩子们喜闻乐见

的思政课教学开展形式；6.揭示目前西安市小学思政教育

面临的窘迫和困境，为西安市小学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提供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42

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期长

征路——长征精神在高校思政

课实践教学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郭融 2201180117

潘峰

/2201170123

,欧晓芳

/2201180103

,李梦佳

/2201180112

,张潘欢

/2201180132

陈勇 讲师 0305

本项目致力于研究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体会长征精神的

精髓，将长征精神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融入到大

学生理想信念培育的过程之中。将新时代背景下新的时代

精神和新的历史使命于长征精神有机相结合起来，将长征

精神辩证有机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中。本课题将

聚焦在如何有效地将长征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教学中，帮助大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认同长征精神，使长

征精神得以传承和发扬的同时，寻求切实提升高校思政课

教学实效性的实践教学模式创新。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43

周期场驱动相位调控光学高阶

非线性过程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旭 2808160126

钟晓康

/2808160102

,管佳豪

/2812180206

,陈晓明

/2812180210

,王锦培

/2808170121

李院院 教授 0702

本项目主要研究受周期场驱动的光学高阶非线性过程，实

现对三阶及五阶乃至更高阶非线性过程的相位调控。主要

研究目的为两种铷原子能级结构下，通过光场的空间配置

对产生的四波、六波混频信号进行周期性的相位调制。实

验上通过对探测场和耦合场的频率、功率、角度等光场参

数的调制实现四波、六波信号的抑制与增强效应。这种非

线性效应的调控对光学非线性光器件制作及光通信过程有

着广泛的应用。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44

心旅--心理疏导APP的开发及

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歆彤 2501180107

张颖

/2503180219

,尚文哲

/2501180130

,任家瑞

/2501180126

于鸿丽 教授 0711

“心旅”的出现就是为了使更多的坏情绪，不健康，不积

极，不阳光的消极心理情绪慢慢转化为正能量。给处在现

代快节奏生活的人们疏导紧张又压抑的复杂心理情绪，提

高生活质量。我们将设计“心旅”APP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

务。该APP旨在为人们搭建一个良好的心里调节平台，通过

有趣多元的项目，来使用户心中的情绪得到释放，进而减

轻用户的心理压力，为不同的用户量身打造。对症下药才

能有效缓解心理压力。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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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X

留坝县废弃菌棒回收及新产品

开发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冯佳文 3003190110

姜开玮

/3003190116

,曹婉卓

/3003190118

,王旭晨

/3003190129

徐伟

君,赵

银萍

讲师,

教授
0901

留坝县农业生产以木耳和香菇为主，近年来，随着木耳和

香菇产量的增加，废弃菌棒数量也大幅增加，并向低洼及

河滩地带转移，产生挥发性物质污染空气，产生有害微生

物、可溶性盐类及其他有害物质，尤其对水体造成极大的

污染。本项目以这些废弃的菌棒为开发对象，利用微生物

进行快速降解，将废弃菌棒加工成三种不同等级的产品，

即：花卉、蔬菜育苗的复合基质，可供不同种类植物以及

同一种植物不同阶段生长需要的特有的配方产品，还有微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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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

基于SWOT模型分析西安“夜经

济”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心悦 2513170110

胡韵斐

/2513170111

,李欣阳

/2609180117

孙小民 副教授 0201

本篇报告主要通过调查分析西安“夜经济”的现状并结合

我国现阶段“夜经济”实际发展的实际需求，发现传统的

经济模式已无法满足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对经济的新需求

。研究西安的“夜经济”体系，解决西安目前“夜经济”

发展现状问题。通过运用SWOT模型分析西安“夜经济”，

以大唐不夜城为分析案例，了解其存在的优势和劣势，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找到一条适合西安“夜经济”发展的道

路，以此促进西安经济循环。对西安特色“夜经济”建设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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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

西安市非公企业党建创新服务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颖 2201180108

李佳洋

/2201180116

,王辉

/2201180130

,张宇凤

/2201180115

周桂英 讲师 0305

本项目以西安市非公企业为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其在党建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制定相应的创意策划方

案，并进行项目实施。项目研究内容为“理论+实践+特色

”的创新服务体系，以西安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廉政

文化教育基地为载体，来探索和加强改进非公企业党建的

新思路、新对策，致力于为非公企业党建的特色发展的创

新出一条新途径，让党建工作真正成为企业的“红色引擎

”和“红色助推器”，促进企业的长足发展。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48

基于WSN高校教室多设备集中

智能控制系统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政明 2506170108

李晨辉

/2506170112

,赵彤

/2501180113

,郑奇光

/2506180110

,李佳欣

/2510180233

雷伟军 教授 0809

在无线传感器网络（WSN）、智能感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等快速发展和应用的今天，运用这些技术对教室的照明灯

、风扇、空调，打卡器等设备进行智能化集中控制成为可

能，让教室这些设备尽量可以实现智能集中控制，从而使

教室多设备达到“按需工作”的要求，最终实现对能源的

节约和有效利用，这就是本项目研究的主要目的。另外本

项目是为了解决信息工程学院校企合作公司－西安优势物

联网公司提出的需求。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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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X

西安市拓展培训市场开拓与运

营训练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石文科 3201180201

赵璐

/3205170148
查毅 副教授 0402

合市场需求、拓展培训开展需要以及学生的特长，组建拓

展培训经营团队和理论研究团队并细化团队分工。3、通过

国内外拓展培训实践和相关理论的研究，对拓展培训深入

了解，以期能够开发出适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人群心理

和生理特点的拓展培训项目。4、通过市场实践，拿出切实

的拓展培训运营方案和推广策略。5.通过拓展培训市场经

营实践和理论研究，为高校拓展培训课程提供理论基础，

实现创业实践、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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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

基于物联网的自适应智能移动

垃圾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艺文 2506170118

叶子

/2506170133

,刘腾腾

/2813170113

,吕子越

/2805190211

李立 副教授 0809

主要研究内容：1.自动感应开合：在人手距离垃圾桶10cm

时自动开盖，不需要人为的手动或脚踩就能做到控制垃圾

桶盖的开关。2.自动移动：通过蓝牙控制小车移动，根据

自己所在位置对小车进行操作，且位于智能垃圾桶整体的

最下方有可以清洁地面的装置，就地面上的垃圾进行简单

清理3.垃圾自动分类：目前还在进行深入的研究，以达到

智能的效果。4.太阳能电池板。5.LED显示屏：能够显示

日期天气，并及时就垃圾内部存储情况进行汇报告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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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

秦岭南麓宁强矿区超富集植物

筛选和重金属生物修复示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魁 3004170118

张同皓

/3004170137

,袁煜博

/3004170134

,夏尊斌

/3004170129

高天鹏 教授 0825

在开展植被调查和环境现状调查的基础上，采集本土植物

、种子及其根际土壤样品。在重金属梯度胁迫下进行种子

萌发、温室盆栽试验和植物地上、地下部分重金属含量测

定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和植物对重金

属的富集及转移能力，筛选出适合秦岭南麓矿区重金属生

态修复（潜在）的超富集植物。结合传统农艺措施，通过

超富集植物进行矿区周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生态修复与治

理，降低矿区土壤重金属生态风险，维持矿区生态系统稳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53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亚洲玉米

螟肠道菌群结构及多样性比较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谭清峰 3004180105

杨雨欣

/3004180107

,刘岳阳

/3004180113

,刘晨

/3004180112

李菁 讲师 0710

本研究将分别选取若干种寄主植物饲喂亚洲玉米螟，建立

不同的“寄主种群”，测定取食不同寄主植物对亚洲玉米

螟生长发育及存活率的影响，并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亚洲玉米螟肠道菌群结构和多样性进

行分析。本研究将为进一步揭示肠道共生菌群在亚洲玉米

螟对寄主植物选择和适应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日后深入探

究“共生菌—昆虫—植物”三者之间的协同进化机制奠定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54

桑黄总萜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作

用机制初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旭维 3002170138

高磊

/3002170104

,姬一凡

/3002190214

,陈亮

/3002190233

,鲁瑜杰

/3002190236

成晓

霞,王

波

讲师,

副教授
0710

取40只健康昆明小鼠，雌雄过半，18-22g，随机分为4

组，空白对照组正常饲养，其余小鼠均采用5%葡聚糖硫酸

钠诱导建立溃疡性结肠炎小鼠模型。14d后取小鼠结肠观察

形态并进行结肠黏膜损伤指数评分，HE染色分析结肠组织

病理学变化；取胸腺、肝脏、肾脏、脾脏称量并计算脏器

指数；取血清检测TNF-α 、IL-6、MDA、谷草转氨酶和谷

丙转氨酶含量。综合分析以上结果，评价桑黄总萜是否能

够有效缓解溃疡性结肠炎并探索其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作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55
考古信息检索系统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晓静 3503180113

桂嘉伟

/2503170107

,李月丹

/3503180104

,雷帆

/2807170117

王天航 讲师 0601

取40只健康昆明小鼠，雌雄过半，18-22g，随机分为4

组，空白对照组正常饲养，其余小鼠均采用5%葡聚糖硫酸

钠诱导建立溃疡性结肠炎小鼠模型。14d后取小鼠结肠观察

形态并进行结肠黏膜损伤指数评分，HE染色分析结肠组织

病理学变化；取胸腺、肝脏、肾脏、脾脏称量并计算脏器

指数；取血清检测TNF-α 、IL-6、MDA、谷草转氨酶和谷

丙转氨酶含量。综合分析以上结果，评价桑黄总萜是否能

够有效缓解溃疡性结肠炎并探索其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作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56X

三JIN(进取，引进，进步)教

育资源信息共享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淡婧 3203170307

白荣

/3203170302

，齐晓娟

/3203170322

郭惠玉 副教授 0401

本产品旨在辅助政府规范补习机构市场，建立一个良好的

市场秩序，形成合理积极地竞争氛围。同时，使学生及家

长能通过我们的平台，在得到充分有效信息的情况下，做

出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最优选择，提高金钱的利用效率，并

有益于学生得到更好的师资教育。而在更高一阶的层面

上，本项目希望通过联合来自不同地区，师资水平不同的

补习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以此来促进教育行业的整体

进步，缩小城际之间的差距，使更多的孩子享受更好的教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57

机器人用智能电机识别及驱动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星廷 2807180101

龚浩

/2807180104

,安兆江

/2807180132

,雷虎强

/2807180133

,罗垚

/2813180139

董少飞 讲师 0806

项目以FPGA芯片为核心，结合电力电子技术、智能感知和

人工智能技术，拟研制融合驱动、控制、通讯等功能为一

体的用于机器人系统的智能化通用型电机驱动系统。该驱

动系统可以在不改变硬件配置的情况下，驱动步进电机、

无刷直流电机等不同类型的电机，并能够适配多种不同的

位置、转速、角度等传感器，兼容定位、速度、力矩等控

制方式，还能根据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控制指令，实现电机

系统的自检、保护、调速、改变旋转方向、精确定位等功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58

蒿甲醚通过P38信号通路对

SCA3细胞模型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媛媛 3002170224

王敏

/3002170228

,何爱玲

/3002170205

,程睿童

/3002170202

,霍紫瑢

/3002180118

王虹,

王子见

教授,

副教授
0710

基于蒿甲醚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神经保护作用以及对

ataxin-3核转运的调控影响，本实验旨在研究蒿甲醚通过

p38信号通路作用ataxin-3核转运，从而对SCA3细胞模型

的神经保护作用。通过构建SCA3-Ataxin-3-77polyQ细胞

模型，用不同浓度、不同时间的蒿甲醚处理细胞模型，通

过免疫蛋白印迹、全蛋白提取、质核分离等技术手段检测

蒿甲醚对SCA3细胞模型中p38蛋白磷酸化的影响，以及阻

断p38通路后再次检测蒿甲醚对p38磷酸化的影响，蒿甲醚

对ataxin-3的核转运影响。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60

“四徙玩杂”-民俗文化项目

产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琳婕 3501180107

马梦涵

/3501180115

,邓晨晨

/3501180105

史平 讲师 0601

该项目旨在把中国传统民间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进行有机

结合，结合浓郁的文化特色和鲜明的地域文化，展现西安

、武汉、重庆、上海四个地区的人文内涵、历史底蕴。。

根据当前“手帐热”的潮流走向，结合互联网O2O模式、多

媒体技术的各种形式，进行线上线下的宣传和销售。从而

拉进民俗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距离，实现文化和经济的有机

统一，传统文化和现代需求的有机统一。以便更好的传承

发扬传统民俗文化。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62

不同品种辛夷挥发油绿色提取

工艺与开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乐水 2905170121

姚庭安

/2905170132

,张新龙

/2905180114

,严硕

/2905180122

,熊赳赳

/2905180120

李学坤 副教授 0706

该项目首先是对不同品种的辛夷花花蕾提取挥发油，通过

文献查询进行实验考察因素的设置，优化整个辛夷挥发油

提取工艺。挥发油相提取出来后，通过对不同品种的辛夷

花花蕾提取挥发油进行检测分析，研究不同品种间各组分

含量的差异。通过对其挥发油组分差异的研究，选出合适

的药用辛夷品种，为其育种及药用有效成分的选取做基础

。项目最终会以固体清新剂产品的形式来展现提取挥发油

的实际药用价值。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63

镁合金微弧氧化陶瓷表面有机

导电涂层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甜甜 2811180128

胡镖

/2811180106

,周川冈

/2811180132

张秀萍 讲师 0804

铝镁合金目前在高温、海洋环境中的应用不断增加，已经

成为很重要的结构材料。由于该类构件在高温湿热、海洋

环境中易遭受较为严重的腐蚀，限制了其应用发展。因

此，铝合金、镁合金等结构件的使用需要采用适当的表面

处理，提高其耐腐蚀性和耐磨性。在微弧氧化涂层表面制

备有机导电涂层，利用炭黑作为导电涂料，环氧树脂作为

基体树脂来制备有机涂料，实现镁合金表面既防腐又导电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64

“寒窑传说”非遗文化虚拟现

实推广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鑫 3101170814

石淑宁

/3101170812

,施义鑫

/3101170612

,张辰康

/3101180107

,郑仪婧

/3101180404

周俊生 讲师 1305

针对寒窑遗址公园旅游开发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对当

地旅游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研究虚拟现实技术在非遗旅

游产品开发中的应用价值，提出运用虚拟现实技术的一款

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思路，将对寒窑遗址公园旅游开发现

实困难的解决以及非遗旅游产品的创新拓展提供参考。能

够充分对外宣传提升当地旅游形象，吸引更多旅游者，助

力寒窑遗址公园文化传播，并为国内其他旅游景点和其它

非遗保护区在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方面提供参考与建议。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65
民间美术的衍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顾明轩 3102170105

杜晨

/3102170104

,徐文茜

/3102170119

,康瀚朝

/3102170108

,潘博

/3102170216

高飞 副教授 1304

项目结合当下人们兴趣，以民间美术文化为内涵，用当代

视角对历史文化元素进行解读、重构与整合，用丰富的民

间文创衍生传播深刻的文化传统印象，激活民间美术历史

元素，选择具备广泛受众的文化主题，通过解读、重构、

整合等方式，进行艺术表达和再创造，以民间优秀传统文

化，吉祥物，纹饰图案为主要设计元素开发的民间美术衍

生品，在满足需求的同时，不断发掘非遗之美，运用创意

思维，努力打造一批品牌的个性化、品质感的系列化产品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66

生态浮床对小型景观水体的生

态修复效果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家聪 3004170131

杨吉焕

/3004170132

,张雨豪

/3004170139

赵敏娟 副教授 0825

本项目主要目的为研究水生植物对冬季微污染景观水的处

理效果，为此本研究针对某高校景观体污染修复进行实验

调查，采取用水生植物修复的方法，探索对富营养化水体

的修复效果，并且探寻对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效果最佳的植

物，为以后的水生植物生态修复等提供依据和参考，并对

将来水生植物修复运用到富营养化水体治理的实践中具有

一定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67

微电解-Fenton试剂联用处理

制药废水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思国 2903170130

黄清

/2903170108

,李茂林

/2903170116

,朱晓峰

/2903170239

屈颖娟 教授 0703

本课题以对制药废水先进行微电解预处理，再以Fenton试

剂对处理后水样进行催化氧化。并且在不同温度、pH和反

应时长下进行正交实验，以确定最佳的反应条件。最后以

水样的色度，COD为实验的测定标准，并对实验结果进行分

析讨论，为同类制药废水的治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68

陕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困境

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丁叶叶 3003170105

安朵

/3003170101

,薛诗晴

/2607180122

,孟雪

/2607190144

,刘烁冉

/2607190228

同勤学 教授 0201

1.分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背景和意义，梳理国内外研究

文献；2.界定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基本概念及其基础理

论； 3.了解当地某些生活习惯和习俗对于农村人居环境的

影响及其改进意见；4.对当地农村人居环境已实施的政策

施行情况及效果进行分析；5.对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的现状及问题进行调查和客观评价；6.梳理陕西省现行的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及其实施效果；7.进一步完善陕西

省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的有效对策和建议。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69
西安市养老服务设施调查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敏华 2604180211

王瑞怡

/2604180210

,孙静

/2604180208

,刘梦悦

/2604180214

贺志武 副教授 1204

通过对西安市人口发展背景及国家人口政策的发展背景、

西安市老年人口现状及社区居家、机构养老设施现状、西

安市老年人生活习惯与特征及对养老设施的需求等问题的

分析。从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强养老设施和养老服

务业的发展，发展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以适应我国快速老

龄化局面。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70

中国文化背景下青少年社会能

力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喻佳龙 2203180107

任优

/2203160102

,杨梦璐

/2203160133

,孙世兴

/2203180101

吴国强 讲师 0711

本研究试图追踪并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青少年社会能力的

结构、发展轨迹及其影响因素，为促进我国青少年积极社

会行为的干预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项目的主要内容： 

1.修订青少年社会能力评定量表。2.采用纵向研究设计，

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青少年社会能力的发展轨迹。 3.根据

综合取向观点和生态系统理论，采用纵向社会网络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探究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个人因

素对青少年社会能力发展的长期影响作用。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71
“星娱乐”周边文创产品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叶淑铧 3101170220

韩妍妍

/3101170204

,郑婉玲

/3101180709

东瑞 副教授 1305

随着中国普通民众公民意识和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不断增

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问题开始逐渐成为社会和

公众关注的焦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众多，许多遗

产面临着困境和被市场化吞噬。而近年来，数量庞大的粉

丝群体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从而发展了独特的粉丝文化推

动了“粉丝经济”的发展。本项目计划在于通过将传统文

化与新兴的粉丝文化相结合，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扩大

非遗产业面向群众的种类。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72

不锈钢表面原位构筑耐磨涂层

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邵文旋 2811170122

李昭

/2811170114

,彭勃

/2811170119

,蒲寅辉

/2811170120

,欧阳茂

/2811170118

叶芳霞 讲师 0804

本项目拟采用激光合金化技术对304不锈钢表面进行改性，

使304不锈钢中的C元素与合金粉中的V、Nb、Ta等强碳化

物形成元素发生原位反应生成碳化物，从而有效阻止

Cr23C6型碳化物在晶界析出，使304不锈钢的耐蚀性得到

有效提高，同时，涂层中高硬度、高耐磨性碳化物的形成

将有助于提高不锈钢的耐磨性。研究结果为解决不锈钢高

温或焊接过程中的耐蚀性下降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同时，

为开发工程领域需求的高强韧性及耐磨性激光合金化涂层

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73

基于“学习通APP”针对高校

专业课无纸化考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雪 2607170201

陈娜

/2607170204

,仵千妍

/2607190113

王景

红,王

安娜

副教

授,无
0401

随着计算机辅助评价在教育测量和学习评价过程中的广泛

应用，引发了评价内容、方法和形式的深刻变革。开发、

应用能够结合教育测评理论、方法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

网上测评系统，为考生提供"灵活、方便、科学、公平"的"

测评服务"，成为教育战线广大工作者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74
青苹果儿童微戏剧工作坊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美诗 3301190308

孙佳欣

/3301190208

,王紫轩

/3301190109

孙静 教授 0401

项目研究内容：黑天鹅儿童微戏剧工作坊以“创新教学，

寓教于乐”为主题，通过对儿童微戏剧剧本策划、创编；

对儿童成品剧进行创作排练；对课题组创作的经典儿童微

戏剧目进行入园入社区公开巡演等一系列戏剧活动的探索

研究，试图对微戏剧工作坊的创作运营做出深入研究，并

掌握微戏剧表演的创作模式,在实践过程中锻炼我们大学生

的思维与创造力，系统性地了解“戏剧”如何连接“教育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75

智网云联- 小型飞行式无人空

气探测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宜会 2510170123

董柳

/2510170106

,王帆

/2510170126

,王磊

/2510170127

,徐硕

/2510170130

张馨予 讲师 0807

项目研究内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1、准确自动辨识出气体

的名称并测量出该气体的浓度2、进行实时的数据传输且当

浓度超出正常范围，会发出警报，并传递到终端（探测器

将传感器检测到的气体浓度转换成电信号，通过线缆传输

到控制器，气体浓度越高，电信号越强，当气体浓度达到

或超过报警控制器设置的报警点时，气体报警器发出报警

信号）3、实现半自动控制，制造一个遥控飞行器，并带有

分析器，可以在终端进行控制。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76X

“区块链”扶贫私人农场创业

策划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侯樊艳 2808180130

苗海曦

/2808180114

,贺燕鹏

/2808180109

张相武 教授 1204

本项目主要研究农场模块。策划让企业将农场土地进行科

学规划，果树拟以棵为单位（每十棵为一组），蔬菜地拟

以平方米为单位，让企业将其进行包装、定价，然后承包

给消费者；消费者工作期间可通过我们的手机客户端随时

查看他们所承包的果蔬的生长情况，到果蔬成熟期，消费

者可来体验收获的快乐，也可由企业工作人员代其收获果

蔬，收获的果蔬可由农场进行保存，需要时农场进行邮递

或者消费者自取。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77

基于导电玻璃负载Fe2O3-氧化

锌复合电极的制备及电催化性

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强 2903180138

王红阳

/2903180114

,邵燕燕

/2903180118

,毛新月

/2903180116

解丹萍 实验师 0813

本项目拟利用水热法制备出三维纳米氧化锌材料。研究内

容以水热法在导电玻璃ITO表面制备ZnO，获得ITO/ZnO纳

米材料电极，用氯金酸合成金纳米颗粒，采用水热法合成

Fe2O3纳米颗粒，通过物理方法将上述材料结合到ITO/ZnO

电极表面，制备ITO/ZnO/Au NPs/Fe2O3复合电极，并对

其外观形貌进行表征和分析；通过循环伏安法、阻抗检测

等方式考察该电极的电化学性能，分析AA在该电极上的电

催化响应能力。将能应用于小分子（抗体、抗原、酶、维

生素等）检测、电极领域。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79

一种便携式的计算机主机除尘

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凯 2510170137

白亮

/2510170101

,郭晨

/2510170109

,李若凡

/2510170119

,卓梦欣

/3202190128

马原

原,秦

玮

讲师,

讲师
0807

本新型项目通过电机的设置可以对风扇进行供电，保证其

正常工作，风扇吹出的风通过空气过滤网进行过滤净化转

化成无尘空气吹入计算机主机内并可以将计算机主机内存

积的灰尘吹出。通过导风板的设置可以保证风扇吹出的气

体及灰尘顺着导风板进入除尘箱内，并通过电晕极和集尘

极所组成的电除尘将空气中的灰尘除去，达到吸尘去尘的

目的。通过集尘抽屉的设置可以收集集尘极上累计较多灰

尘时掉落下来的灰尘，并且集尘抽屉可以抽出清理，方便

实用，其更大的特点就是便携。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80

“构建学习型社会、打造书香

之城”背景下的共享自习室建

设模式研究—以西安市雁塔区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宏 2513170139

闫娟

/2513170135

,尹航

/2513170137

,周晶

/2513170140

侯敏,

张宁彬

讲师,

讲师
1204

就西安市而言，在政策的支持以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可供市民自修学习的场所也逐渐变得多样化，市区图

书馆、城市驿站、书店以及各高校的图书馆和自习室等等

在提供基本学习环境的基础上，配套的服务设施也逐渐健

全。但是，在学习场所如此完善的西安市为什么还会有“

共享自习室”的兴起呢？人们是否真的愿意花钱去买学习

场所？本项目将着重分析这一现状，并给出数据翔实的分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82

新型MoS2纳米催化剂的开发及

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春雨 2902170121

屈顺萍

/2902170133

,黄文静

/2905190131

,周瑞喆

/2902190221

,郭梦

/2905170206

李朋娜 副教授 0707

本项目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开发具有二维层状结构的新型

MoS2纳米光催化剂，并通过非金属离子掺杂、与石墨相氮

化碳形成异质结等途径调控催化剂的电子和能带结构，进

而增强其光催化活性；进一步研究其光催化机理，丰富光

催化的基础理论；并藉此开发若干低成本简单易行的光催

化剂制备方法，设计和制备出高活性MoS2纳米光催化剂，

推动光催化应用发展。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84
考古发掘文创产品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双榕 2604170135

徐丽

/2604170134

,王卓莉

/2604170131

于风军 副教授 0601

本项目本着让公众了解考古学，揭开考古的神秘面纱，设

计符合人们需求的与考古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满足公众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服务社会。该项目主要成员为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作为文博专业学生，对考古的

了解相对较为专业。我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公众对

于考古等于盗墓的刻板印象，在创新创业的同时，也为学

科宣传、建设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85
《冯从吾》微纪录片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尚应玲 2701170113

高倩

/2404180127

,王亦瑶

/2701180210

,侯婕妤

/2903180101

,党培

/1712210144

杨君,

关红艳

无,讲

师
0502

本项目将以冯从吾及其创办的关中书院为创作素材，主要

以冯从吾的传奇人生和关中书院“中国符号”功能为表现

对象，对其进行艺术加工与展现，制作一部配以英文解说

、中英文字幕的微纪录片，弘扬传统文化，弘扬关学精

神，坚定西安文理学院青年学生文化自信。项目完成后将

向学校申请列入西安文理学院校史馆，为学校的校园文化

增添浓厚的色彩，为学校国际化合作与交流贡献力量。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86X
尤特幼儿钢琴课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柳楠 3301180321

贾徐焦

/3301180339

,陆晓露

/3301180337

，李春琴

/3301180333

叶文 副教授 0401

尤特吸取传统钢琴音乐教育中一切正确，有效的教育思想

、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并结合运用现代科学

技术成果而进行新型教育活动。 尤特钢琴集体课的多样化

课堂演奏的形式和丰富的教学内容，可以迅速有效的训练

提高儿童的键盘综合应用能力，能够多出人才快出人才，

有利于复合型、高素质跨世纪钢琴音乐教育人才的培养。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87

物理光学综合实验仪的设计与

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飞宇 2812180204

沈睿静

/2812170120

,张莎

/2812170136

,于阳

/2812180104

赵小

侠,张

云哲

教授,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将物理光学实验中干涉实验、衍射实

验、偏振实验光路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体化的物理光学综

合性实验仪。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是干涉衍射偏振实验一

体化，是将干涉衍射偏振实验综合为一个实验仪器。该实

验仪器既可单独又可同时做干涉实验、衍射实验以及偏振

实验，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行劈尖、双缝、单缝等十多种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88

高中生心理健康科普平台应用

——发现“心”世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启悦 2203170114

郭芯睿

/3202180124

,刘昊琳

/2203180118

,赵妍

/2203170138

向华 教授 0711

对于高中生来说，学期伊始就面临着课业的加重，课程的

深化，教学速度的加快，而到了高三则全力备战高考，这

些压力使得他们在学习、人际、自我意识、情绪、等方面

存在这不同程度的问题。通过公众号的推广来向高中生科

普现阶段可能会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出现该类心理健康

问题心理学专家给予的针对意见从而达到帮助高中生舒缓

和调节自身的心理压力。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89

大数据背景下仿生变分辨率光

学成像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融 2812170102

李彤

/2812170110

,李泽华

/2812170111

李喜

龙,贺

俊芳

实验

师,副

教授

0702

变分辨率光学成像系统是基于动物视觉观察（如人眼、鹰

眼等）时具有可变分辨率这一特点提出并设计的，其实际

的运用价值在于可以同时对一片目标进行采集并对特定感

兴趣的区域进行高分辨率的观察。仿生变分辨率光学成像

系统就是模拟眼睛观察时对特定区域的分辨率进行提高(例

如高分辨率区域，对应人眼视网膜中央凹)，解决日常学习

和工作中出现的类似问题。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93
“醉长安”文创I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家树 2404190138

周越秀

/2404190109

,王妍

/2404190122

,李月恒

/2402190139

何捷,

张星

工程

师,副

教授

0501

1.该项目意在通过设计西安知名景点的线下的文创产品和

线上的网站传播，来发展西安旅游业的发展。2.以文创产

品为载体，通过创作或搜集优秀创意对西安历史文化旅游

景点进行宣传，吸引大众兴趣。3.通过打造醉长安品牌

IP，来提升西安历史文化的传播度，增加旅游卖点，弥补

西安旅游空缺。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94

微混合器在化妆品乳液制备中

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碧娟 2907190106

高燕妮

/2907190112

,杨家瑶

/2907190121

,詹岳瑾

/2905190122

,张晓娟

/2905190128

杜威 讲师 0813

本项目拟以化妆品乳液为研究对象，采用微混合技术，通

过乳液配方、微混合操作条件、微混合器构型等条件的变

化探究微乳化液滴的生成过程；并与传统的生成工艺进行

比较，以期生产出尺寸分布均匀、保温抗皱等效果较佳的

化妆品乳液，相关研究将对微流控技术在化妆品生产中的

应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97

饭来了——西安文理学院云餐

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苗苗 2609180111

李迎雪

/2609180102

,王翘楚

/2609180103

,杨嘉龙

/2609180105

,吕嘉琦

/2609180106

,师贝蒂

/2609180107

罗雅过 副教授 0809

开发食堂餐品线上订餐微信公众号——“饭来了”，旨在

解决食堂就餐高峰期的压力，对食堂的人进行分流，减少

以往食堂排队拥挤现象，避免发生事故；缩短就餐时间，

提高效率；为在校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提供机会；增加食堂

营业额，减少订外卖次数，减少不规律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099

Au/CeO2-TiO2催化剂的室内

甲醛催化氧化脱除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亢敏 2907190104

程昕卉

/2907190114

,史建国

/2905190112

,周思婕

/2905190120

,王晓冰

/2905190132

李树娜 副教授 0705

室内装修的日益普及和密闭程度的增加，导致室内空气污

染越来越严重。长期居住在甚至只含有极低浓度甲醛的空

气中就会给人类健康带来不利的影响。催化氧化法作为一

种极具应用前景的甲醛脱除技术而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

注。该项目以Au/CeO2-TiO2为催化剂除去室内的甲醛污

染，重点考察CeO2-TiO2形貌对Au/CeO2-TiO2催化剂催化

性能的影响。通过制备方法的改进控制合成不同形貌的

CeO2-TiO2来获取具有高效催化活性的甲醛脱除催化剂。

√

2020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S202011080

100

基于RFID射频标签的家庭智能

书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敏 2506180209

薛天娇

/2506180227

,田红艳

/2506180207

,同晨

/2506180226

,刘静静

/2506180219

李怡 讲师 0807

人工整理图书不仅劳动强度大、工作量繁重，而且会将书

容易放错位置，难查找，影响了阅读效率。针对这种情

况，我们进行深入研究：设置一套基于编程的自动弹出系

统，再通过事先存储在数据库中书籍的具体信息，结合具

体弹出力度算法调整弹出力度的大小将用户所需要的书籍

资料弹出；在PC机预先编写日程表或课程表实现所需单册

书的存取以及自定义存放，最终实现定时集群弹出功能；

预先设定小车运送指定路线的程序实现将书籍资料运送到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01

道路养护卫士——智能高效城

市公路养护车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彤 201894104017

许圆圆

/2018941040

68,徐劼葳

/2018940642

07,杨龙

/2019941040

28,肖刚

/2019941040

24

张卫亮 讲师 0802

我国的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市内公路等沥青路面，普

遍存在交通流量多，车辆载荷大的特点，在高负荷的交通

使用过程中，路面裂缝和坑槽破坏是沥青路面的主要病

害，若不及时处理，在车辆不断撞击和雨雪侵蚀下，病害

将迅速扩大，影响车辆正常行驶。公路养护车是快速修复

路面病害的主要设备，目前国内市场的公路养护车普遍存

在功能集成不全面，施工效率低下，自动化程度不高等问

题，本项目旨在于设计一种智能化的公路养护车。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02

浅析宝鸡市非遗——西府皮影

的意识传承及唤醒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亦卓 201990024039

李蓝

/2019900240

21,张玉

/2019900240

46,秦少飞

/2019880940

14,李新刚

/2019840240

14

张育

人,孙

庆

讲师，

副教授
0501

根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

六字非遗保护指导方针和“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使

西府皮影得到普及和宣传。同时，传承人对互联网的接受

也改变了其传统形态和传承人的传承状态，拉近人们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西府皮影之间的距离，借助互联网，衍生创

意设计，告别手工作坊的“自娱自乐”，朝着产业化、大

众化的模式过渡。通过多方位的探索实践，让非遗全面步

入互联网时代的传承发展阶段，让社会中的普通人接触到

西府皮影，了解到非遗的传承，使宝鸡建立起一个非遗文

化场所，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探索。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03

基于互联网的致力打造 “教

育+生活”智慧校园生活圈的

多元化校园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靖雯 201990064067

宋玙璠

/2019900640

68,范雪晴

/2019900640

50

刘素红 副教授 0712

这是一款用于便利、分享校园生活的校园APP，主要用于帮

助本校大学生开展分享校园生活、准时接收消息及通知、

更快获取校园资讯、餐饮、快递、校园卡充值、打卡签到

、校园报修、在线咨询等活动的最全面、便利、快捷的多

元与一体化相结合的一站式校园服务平台，致力于打造智

慧校园生活圈。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04
绿色生物质基电极材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永珍 201892037003

宁嘉豪

/2019920840

07，张兴

/2019920840

25，晏倩倩

/2016910940

51

文平 副教授 0703

绿色生物质，具有产生过程无污染，分布范围广，资源可

再生的优点。利用绿色生物质制备碳材料，不仅能减少生

物质就地燃烧，对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和资源浪费，而且

能利用不同生物质特异的结构和成份， 制备出具有高结晶

度和超精细的网状结构；抗张强度高韧好； 具有较高的生

物相容性和适应性的碳材料。同时，成本低廉、制备工艺

简单。本项目以价格低廉的生物质作为前躯体，制备出比

表面积较高且同时具有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和循环性能的活

性碳材料应用于超级电容器，有助于加速超级电容器设备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05

后秦岭违建拆除时期植被恢复

和土壤质量评价-以秦岭宝鸡

段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添瑞 201893104021

刘添瑞

/2018931040

21,王云飞

/2018931340

10,黄成龙

/2018931340

36，冀亚峰

/2019931040

10

陈炜 讲师 0705

本研究以秦岭宝鸡段违建拆除区域为研究范围，以同一地

区受损区域(有违建拆除)和未受损区域(无违建拆除)为比

较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土壤质量，进而得到“复土”和“

植绿”对土壤质量的影响的变化规律，进一步明确土壤质

量变化对植被恢复的影响，以期为促进违建拆迁区生态恢

复过程和恢复措施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06

酰腙席夫碱镝单分子磁体的建

构及磁构效关系的微量热学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芳 201892014108

张瑾

/2018920141

12,石紫妍

/2018920141

03,杨枭

/2018920141

10，寇丹丹

/2018920141

24

张盛 副教授 0703

本课题以深入探究镝单分子磁体的磁弛豫行为为出发点，

通过量热学探究反应组装机理，关联量热学、结构、磁性

及弛豫过程，以期实现单分子磁体的精准可控制备和性能

的提升。基于配合物的结构信息，结合理论计算，阐释了

主导因素（单离子轴对称性、磁相互作用）决定的磁弛豫

机理（Orbach过程+Raman过程+直接过程+QTM过程），获

得磁构效关系，从而优化磁弛豫过程。基于上述研究结

果，实现单分子磁体的精准调控机制。申报课题将建立量

热学、弛豫过程、磁性及结构关联，系统研究结构调变的

镝单分子磁体，进而实现此类材料的精准可控制备。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07

宝鸡市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安

全格局构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梓涵 201893114028

崔艺艺

/2018931140

05,张地

/2018931140

40,         

   崔兴创

/2019931340

02,王菲

/2019931040

33

陈姗姗 讲师 0705

本项目要解决中观尺度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性评价和

空间安全格局确定这两个问题。实现路径主要依据景观生

态学理论，通过模拟不同生态过程识别出对维持生态系统

健康和安全具有关键意义的斑块，将优化宝鸡秦岭生态环

境的对策和措施落实到空间地域，以实现对区域生态环境

问题的有效控制和改善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08
“云种植”智慧农业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怡欣 201990024045

肖强

/2018900241

14，桂心颜

/2019900240

10，解潇然

/2019900240

15，颜义博

/2018960840

39

李海侠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以“互联网+农业”为驱动，有助于发展智慧农业、

精细农业、高效农业、绿色农业，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响应国家号召，解

决农村的贫困问题，通过互联网的便携性，帮助农民处理

农产品销售的局限性。通过实地考察，调查当地农场品的

销售情况。联系农民，获得其产品的代销权。严格把控产

品质量。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制作短视频宣传。以达到

利用互联网便利，辅助农产品销售的效果。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09X
智能语音头盔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炎森 201991074015

冯准若

/2019910740

48，陈雨

/2019910740

03，戴万庆

/2018910940

35，刘晓

/2018910940

48，

杨海峰 讲师 0807

本项目实施的背景是：2020年6月1日起公安部要求摩托车

、电动车驾乘人员必须佩戴头盔。项目设计一款以非机动

车驾驶人员安全以及便利为目标的智能头盔。具备除雾气

和雨雪；而且可以连接手机等无线终端设备，语音获取信

息，避免低头看手机造成交通事故；同时可具备在发生事

故后，语音询问并在无人响应的情况下自动报警。这款智

能语音头盔可实现多功能的应用，使得安全性能更高。本

项目具备较高的市场价值和巨大的应用潜力。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10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垃圾处理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景潇喆 201891094010

陈锦玥

/2018910740

03,伏蕊

/2018911040

03,刘子锐

/2019910140

20

周新淳 副教授 0807

为节省人力物力，设计了一款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垃圾处理

系统。通过红外传感器检验垃圾桶中垃圾是否已满，若已

满则通过科飞讯达语音模块向用户提示，同时通过摄像头

模块分辨垃圾种类并通过数字舵机实现夹取，由节点通讯

模块实现控制终端与云端服务器的上传数据与控制命令，

从而实现垃圾分类与清理。通过传感器模块可以自动感知

垃圾量以此节省人力，通过定位，可以实时监控垃圾装运

车辆位置，规划最优路线，实现垃圾收集效率最优化。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11

关于高铁座椅舒适度的调研

(健全高铁服务——长途解压

座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嘉丽 201887094025

李欢

/2018870940

13，付靖雅

/2017950140

45，李腾飞

/2018940640

64，张通

/2018940640

87

李佳蓉 辅导员 2010

该项目通过对高铁列车座椅舒适度和传统按摩椅工作机理

的调研，以及相关资料（《国家安全法》）的查阅，为了

缓解坐车劳累及长途奔波的疲惫感而设计的一款适用于高

铁、火车、飞机的解压座椅，旨在传统按摩椅的基础上进

行内部改造，并将其与高铁座椅二者结合，达到长途解压

的效果，进一步提高用户乘坐体验，实现高铁服务健全化

。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12
纸语L雕忆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初云乐 201890064049

肖娜

/2017900140

45,韩皙

/2018900640

57,董亚男

/2018900140

05,薛诗怡

/2018900640

32

孙庆,

张瑞

讲师,

讲师
0501

我们团队将以母校宝鸡文理学院为主题，为母校做出专属

于我们的纸雕。以大创项目基石，让我们的“纸语L雕忆”

可以完美地保存母校那一幕幕最美的风景。我们纸雕将分

为三种：平面纸雕、立体纸雕和光影纸雕。所用素材都来

源于宝鸡文理学院的人与景。“纸语L雕忆”，用最平凡的

纸，说出最动听的话，雕出最美的回忆。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13

高效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

的物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孟亚平 201791014064

李英杰

/2017910740

50，朱倩

/2018900140

45,孟朝琰

/2018900140

23,李文乐

/2018910940

13

尹媛 讲师 0702

本项目将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系统探究一系列类钙钛矿材

料的晶体结构、稳定性与光电性质，找到几种高效稳定的

太阳能电池材料，进而研究其缺陷性质，为实验上有效合

成光电性能良好的新型光伏材料提供新思路。此外，在选

出的类钙钛矿材料中实现对其的有效掺杂，从而得到更为

符合实际太阳能电池标准的材料，进而对实验上目标材料

的合成和调控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14

三元二硼化物力学性质和电子

结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盛涛 201991014113

梅秀志

/2019910141

10,刘娜

/2019910141

44,李怡

/2019910141

03,杨毅龙

/2019910141

20

陈磊 讲师 0702

过渡金属硼化物与传统的超硬材料金刚石和立方相氮化硼

相比，具有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和热稳定性，并且由于其造

价普遍较低，合成方便，便于规模化应用，一直是研究热

点。但前对于这类材料应用的限制主要是硬度偏低而且脆

性较强，难以满足在极端条件下的应用，因此寻找和设计

具有高硬度兼具高韧性的过渡金属硼化物对这类材料的广

泛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项目拟通过改变VEC及元素配比

来调节脆性和硬度，并探索其硬化和增韧机理，研究影响

硼化物结构和力学性质的因素，为设计新型高硬度兼具高

韧性三元硼化物提供理论依据。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15

二维有机材料的合成及其作为

润滑油添加剂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迎春 201992094008

张国杰

/2019920940

25,张国婷

/2018920240

25,刘欣莹

/2018920840

18

高鹏 副教授 0703

COFs材料因具有具有较大孔隙率和比表面积、较高化学及

热稳定性等特点，综合性能优异，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

。由于其有着类似石墨烯材料的性能，因此极有可能有着

优良的减磨抗磨性能，有望在润滑领域推广应用。本项目

拟通过合成不同类型的COFs材料，研究其与不同基础油的

配比的减磨抗磨性能，揭示其性能与结构的关系。COFs材

料结构具有可调节性，性能多样，能够兼容多种设备及工

作环境，因此对COFs材料作为润滑油添加剂的研究是一项

开创性的工作，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16

RV减速器传动误差的非线性动

力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小刚 201894104003

王雪雯

/2018941040

26,邢同心

/2018941040

28

王鑫 讲师 0802

本项目以RV减速器作为研究对象，拟建立减速器系统等价

模型，在负载的条件下分析减速器主要零部件的制造误差

、装配误差、间隙、微位移以及轮齿啮合刚度和阻尼等因

素对传动精度的影响。建立RV减速器传动系统非线性动力

学平衡方程，通过求解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得到多项因素

共同影响下RV减速器的传动误差曲线，对比研究各单项误

差因素对整机传动精度的影响并分析产生原因。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17
护花使者—女大学生成长课堂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高子怡 201882094011

郑佳雨

/2017820640

48，刘娅绒

/2018820940

22，田玉

/2019820840

18，张雯莉

/2019820740

42

范林，

张育人

副教

授，

讲师

0401

本项目是通过开展线上+线下服务帮助女大学生学习生理健

康知识、解决困难的公益服务项目，已经运行半年，效果

良好。项目组通过调研了解到我校女大学生在生理健康方

面知识欠缺，自我安全保护意识不够，意外怀孕流产问题

未得到重视，心理健康知识缺乏等问题。为帮助女大学生

学习这些知识，预防疾病，树立正确的观念，团队与宝鸡

市中心医院妇科主治医生刘阳、校医院副院长李婉妮、专

业心理咨询师许婧、吕亚妮等专业人士长期合作，通过微

信公众号、讲座、抖音等多种方式提供科普、专业咨询和

诊疗，促进女大学生身心健康水平的提高。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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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双语国学荟萃”微信小程序 

的开发研究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滕昱 201885064021

杨子仪

/2017850140

86，刘佳

/2018961040

17

李欢欢 讲师 0740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手机的普及，公众号这种新颖宣传

形式的出现使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在公众号上进行学习。本

项目以国学为开发对象，通过对国学特点和国学学习的现

状分析，针对性提出双语国学学习策略，创建“双语国学

荟萃”公众号 ，并建设 “双语国学经典”，“双语国学

电台”，“双语国学音频”三个学习板块以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提高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19

空间非均匀场调控原子产生的

阿秒脉冲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越强 201891014048

王雨星

/2018910140

64,武月

/2018910940

25,张城楷

/2018910140

71

张刚台 副教授 0702

  本课题利用数值求解含时薛定谔方程的方法开展空间非

均匀场中高次谐波产生的微观动力学过程方面的研究工

作，探索获得宽谱单阿秒脉冲及提高阿秒脉冲产生效率的

新机制；研究宽谱单个阿秒脉冲产生对激光参数的依赖

性，寻求获得稳定阿秒脉冲的产生方式；研究多周期空间

非均匀场驱动产生更高频率、更大谱宽、更短脉宽单阿秒

脉冲的新方法。希望这些方法能为实验上制备超强超短阿

秒激光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同时也能丰富阿秒脉冲的生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20

基于蓝牙的室内消防定位系统

的研究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瑜 201891074017

任家辉

/2019910140

26,曹长业

/2018910740

02, 裴秀雯

/2019910740

21

张建伟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从室内消防定位实际需求出发，提出了一套基于蓝

牙的室内消防定位系统，并从定位节点设计和定位算法设

计两方面进行研究，构建了一个高效、稳定的室内消防定

位系统。（1）系统总体设计：研究室内定位领域相关技术

成果，分析室内消防定位系统需求，并根据相关室内消防

设计标准，提出系统总体设计框架。（2）系统定位节点设

计：定位节点采用单节点双端设计方案，主要包括射频模

块、电源模块、下载调试模块等，在Altium Designer中

完成节点电路原理图及 PCB设计，并制作定位节点实物进

行测试。（3）系统定位算法设计：分析和对比目前典型的

室内定位算法，并结合本文室内消防定位背景，在传统室

内定位算法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的定位算法。（4）系统定位

测试：选择系统测试环境，根据室内消防设备安装规范合

理部署定位节点，利用移动终端进行数据采集，在Matlab

中利用改进的定位算法进行定位，并对定位误差进行分析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21

宝鸡市立体绿化现状及市民参

与意愿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雨蒙 201893154038

白佳怡

/2018931540

01,任子琦

/2018931540

22

欧阳浩

楠
讲师 0705

近年来，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出现降低

。宝鸡市是关中西部工业重镇，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对

城市环境进行提升，整治了渭河河道，城市环境不断优化

。但传统绿化空间有限，在近些年的见缝插绿过程中，已

经使用待毕。宝鸡市必须向高空要绿化空间，立体绿化。

通过调查研究，来判断宝鸡市立体绿化的群众基础和绿化

潜力，分析绿化给我们带来的生态效应，以促进政府及各

商业、居民投入到立体绿化建设当中。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22

宝鸡市主要水体中内分泌干扰

物双酚A污染状况调查及风险

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浩 201893094001

刘凯

/2018930940

10,孙佳红

/2019931540

21,张鑫

/2018930940

40

孔祥华 讲师 0825

本项目将开展宝鸡市主要水体和饮用水源水中双酚A赋存状

态的调查，以初步掌握宝鸡市主要水体中双酚A浓度水平，

评价双酚A可能对生态环境以及人体健康产生的风险。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23

超市散装称重商品自助包装装

置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艺铭 201894084054

李静琳

/2018940840

45,杨童欣

/2017940840

53,宋梦洁

/2019940840

57

张柯 讲师 0802

人们对购物的便捷性和自主性要求不断提高，现拟定一套

装置满足人们在大型超市自助选购包装。本装置目的为使

购物者提升购物体验，超市优化购物流程；集合取袋、固

定、承重、称重、封口、打码等多项功能。该装置具备多

功能合一的特点，从购物者的使用心理、人机体验等角度

进行设计，解决实际问题，优化购物流程；装置外形美观

、使用难度低，很好具有普适性，更易于为老人、儿童等

弱势群体接受。心理上，该装置满足了快节奏生活下购物

者对于便捷高效的追求；功能上，装置简化了购物流程，

能够有效的提高购物效率，操作过程符合人们的使用习

惯，切合实际的设计创意也会提升全民设计意识。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24S

“互联网+”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一体化模式凝练与实践推广

——一种开心农场设计创新研

究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刘花花 201883014017

武翠玉

/2018830140

30,王珂欣

/2018830140

24

李存生 副教授 0401

本项目以“互联网+”为研究背景，以“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一体化”模式构建为主要内容，以“开心农场”创设为载

体，以调查研究为主要方法，深度探寻新时代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一体化开展的有效路径，培育学生热爱劳动的品

质，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同时，借助互联网让大中

小学生定期组织网上劳动知识学习，在开心农场运用新知

识，结合实践创造性的解决农场生产实际问题，在线上和

线下的共同学习中掌握基本的劳动技能。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25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大学生心理

危机预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雷梦妮 201883084014

马思雨

/2018830840

18,陈东东

/2018830840

03,李东旭

/2018960840

16，肖添龙

20189608403

8

许婧,

张育人

讲师,

讲师
0711

在分析研究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结果的基础上，通过关注学

生在校期间的大数据信息，分析研究学生的学业成绩、校

园一卡通消费情况及图书馆借阅使用情况、体育成绩、第

二课堂等能够反映学生的行为习惯、兴趣爱好、性格特点

、生活方式等校园生活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及挖掘研

究，以此建构校园心理危机预警及干预系统，研究心理危

机预测指标，为学校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心理健康、行

为特征等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提升高校心理危机预警及

干预能力。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26

乐享助学–联动高校数学考研

辅助平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焦艺蒙 201890024093

高茜

/2018900240

89,陈思文

/2018900240

85,王安坤／

20189608403

2,李宇航

/2018960840

20

段景瑶 讲师 0701

近年来全国大学毕业生考研报考人数屡创新高，近三年增

长率近70%数学专业、绝大多数理工科专业必考数学。本项

目拟建立数学考研辅助平台，联动高校汇聚数学考研资

源，旨在提供专业平台，专业指导；实现资源共享，节约

成本；建立考研学生的归属感；解决报考信息交流，疑难

问题解答，心理疏导等问题。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实现：

（i）联动高校，收集数学考研资源。（ii）交流平台的选

取和设计。（iii）拟建立相关专业教师和研究生的长期合

作机制。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27X

宝鸡文理学院图书馆座位线上

预约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高茜 201890024089

黄佩

/2018900240

91,徐杨金

/2018940642

08,李斯嘉

/2018870940

16

王彪 讲师 0701

宝鸡文理学院拥有师生21000多人，图书馆能够提供4000

多个阅览座位，但相对于庞大的师生人数，阅览座位仍然

不足，并且图书馆阅览座位的利用率不高。为了解决图书

馆座位紧张问题，减少图书馆占座行为，提高图书馆座位

利用率，本项目设计了宝鸡文理学院图书馆座位线上预约

系统。该系统有助于学生节约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

基本解决图书馆座位空置以及恶性占座问题，能够营造良

好的图书馆学习氛围，建设和谐校园。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28
智能晾衣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单孟杰 201895154041

张士翰

/2018951440

35，颜静

/2018951440

31，刘嘉懿

/2018951540

53

冯元
高级实

验师
0807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家装要求的档次越来越高，生

活家居人性化、智能化的要求使智能控制技术在智能家居

电子产品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它不仅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

和居住环境，而且方便人们有效地安排时间和节约各种能

源，实现了家电、照明、窗帘控制和防盗报警、定时控制

及电话远程控制等。伴随着智能家居的快速发展，晾衣工

具的智能化发展明显落后与其他家用器具智能化发展之

后，现在己经引起社会的很大关注。本设计为了把握市场

动态，顺应时代主题，设计并实现了智能晾衣架系统。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29

互联网+宝鸡市眉县猕猴桃产

业的经营策略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元玲 201984094001

经仁君

/2019840940

07,杨兰

/2019840940

24,田梅

/1935010306

孟改正 教授 1303

该创新项目以宝鸡市眉县猕猴桃产业为例，同时与眉县的

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并且借助互联网销售平台，打造独特

的水果产业品牌，使得以“眉县猕猴桃”为代表的水果产

业走出宝鸡面向全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以水果产业带动

当地的经济发展，帮助眉县人民完成脱贫的目标，具有现

实意义。并且该项目在包装、宣传、果园改造、助推活动

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介绍，通过这些措施更好的达到以水

果产业实现精准扶贫的效果。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30X

“外行家”慕课视频录制工作

室的建立与运营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天旗 201984094036

李佳蓉

/2019840940

35,申林涛

/2019840940

45,吴心怡

/s20196102,

鲁淅

/6140190522

范文静 讲师 1303

本项目想要成立一个录制慕课视频的工作室，为老师提供

更专业的慕课录制服务，同样，同学也能有更好的学习体

验。由于2020年的疫情，全国采用线上教学，慕课视频变

成了主流学习方式，并且，在大环境下，慕课视频变得越

来越流行，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前景，经过了解，录

制慕课的水平参差不齐，这样有一个专业的录制慕课的工

作室很有必要。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31S

数字非遗传承中凤翔木版年画

的开发与应用探讨——基于AR

视角

创业实践项目 是 李恺怡 201986054028

李明伟

/2018940840

41，杨青

/2018960840

41，袁靓瑾

/2018900640

78，桑姝凡

/2017105054

（西北大学）

党建

华,张

敏,李

亚薇

讲师,

助教,

助教

0601

运用现代AR技术，将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凤翔木版

年画进行数字化表达，对非遗文化进行了保护和传承，使

得我校大学生了解优秀的地方历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将这种文化自信用于自身的学习提升，在民族文化传承的

同时，更能促进当代大学生发积极健康的学习、生活。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32
基于GIS的宝鸡地区地热资源分布的多因子综合评估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珂欣 201893084015

党睿洁

/2018931140

06,唐家宁

/2018930840

26,李富源

/2019931040

13,朱财雪

/2019930840

49

刘植 讲师 0705

拟应用GIS的指数叠加、灰色系统、模糊数学模型对宝鸡地

区的地质因子（断层分布、地质构造分区），地热因子

（大地热流、地温梯度），地球物理因子（历史地震、布

格重力、航磁异常），社会经济因子（人口数量、GDP）进

行综合分析，从宏观上科学评估宝鸡地区的地热资源分布

状况。项目成果有望直观展现研究区的地热资源禀赋，从

而将较难预见的地下热能以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为开发

决策提供良好的前景预期，降低开发的盲目性和风险性。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33

秦岭特色药用植物黄酮类成分

中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的

筛选与降血压效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程思萌 201892094004

郭青

/2018920940

05,高媛

/2018920141

22,李世华

/2018920240

39,李海鹏

/2018910740

43

王乐 讲师 1007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是应用最广泛的高血压治

疗药物之一，但存在一定不良反应。本研究拟在前期研究

基础上，从黄芩黄酮中筛选新型ACEI先导化合物并研究其

血压活性作用。首先使用亲和超滤质谱法鉴定出黄芩黄酮

中的ACE结合活性成分，体外测定其ACE抑制活性，再通过

分子对接分析其结合模式；在此基础上，再在高血压细胞

模型上检测ACEI候选化合物的降血压作用、毒性。本项目

可为高血压的临床治疗药物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34

功能性低聚糖复合果蔬饮料的

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孙思力 201992014137

尹昱婷

/2019920141

83，胡肖

/2019920140

85，秋治昊

/2019920141

36，曹雨希西

/2019920140

77

杨伟

东,马

琳

实验

师,

副教授

0827

低聚糖作为一种膳食纤维，具有调理肠道菌群、预防肥胖

症、改善血糖血脂水平等功能。果蔬汁保留了新鲜果蔬富

含的膳食纤维和活性物质，具有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等

诸多保健功能。本项目以目前我国居民的营养现状及存在

问题为出发点，选取功能性低聚糖和果蔬汁为生产原料，

通过实验遴选合适的功能性低聚糖，并通过复配实验探索

研究功能性低聚糖复合果蔬饮料生产工艺，最终生产出营

养丰富、口感良好、产品稳定、具有保健功能、符合大众

的期望与市场的需求的新型饮料。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35

润滑油毒性评价平台建立与运

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承红 201892037002

何熙

/2019920370

04，同方洲

/2017920240

19，宋玉华

/2017920140

48，刘丹阳

/2018920140

41

凡明

锦,马

琳

教授,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平台的建立主要是针对润滑油使用所造成的生态毒

性进行测定。目前，平台的建立已经完成，可以对润滑油

的水生和陆生生态毒性进行系统的检测。现今科研单位和

工业领域使用的润滑油具有多样性。因此，我们需要进一

步完善该平台的测试功能。具体措施如下：在选择毒性研

究对象时，可以选择构成食物链或生物圈的生物进行毒性

评价，并给出可靠的测试结果。以相应的测试结果，评价

润滑油是否符合无毒的标准，进而筛选出对生态系统低毒

或无毒性的润滑油，并对其毒理给出相关的解释，以便于

更好地获得无毒、绿色的环境友好型润滑油以供消费者使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36X

基于互联网+的大学生抑郁症

患者的“益心花园”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霍晓斌 201891094009

陈昕煜

/2018910740

37,雷雨杭

/2018960940

61,李嘉雯

/2019910141

00

高美蓉 讲师 0803

“益心花园”app是一款"是一款聚集各大学心理中心、大

学心理学咨询师，输出健康、科学的心理学价值。通过各

类减压游戏、情感抒发、专业人员在线咨询治疗等为需要

心理帮助的大学生提供服务。为心理机构提供展示、推广

及服务平台;并在后期不断扩充心理健康领域的涉及人群，

逐步发展为解决当代学生群体以及解决部分有需求的社会

人群的功能性产品，最终使产品成为问题人群的倾诉的对

象，以及卫生、安全部门保护治疗问题人群的媒介。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37
智能博物馆人数统计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毕佳伟 201896084001

张帅

/2018960840

46, 高凯

/2018960840

06

何苗 讲师 0809

目前，国内外博物馆藏品的关注度只有通过人工来统计。

因此通过图像处理技术和信息化管理手段对博物馆藏品热

度统计和人数统计方案的研究，实时统计博物馆藏品关注

度的信息和参观人数，通过博物馆藏品关注度的信息和人

数统计对博物馆的管理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本项目的主

要研究内容为学校图书馆智能监控系统的设计，图书馆开

放的时间内，阅览室的监控系统会自动转换为信息统计分

析模式，用来采集并分析实时人流量，并将采集到的结果

通过web客户端发布，提高图书馆内学习资源的利用率。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38

“互联网+”现代农业智能节

水灌溉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文龙 201893124075

李 宇

/2018930940

08, 余朋

/2018930940

34，黄强

/2018930940

06，符家华

/2017931040

05

赵倩,

陈冠男

讲师,

讲师
0810

本项目旨在节约水资源和提高农田水利灌溉效率，在对陕

西省农田灌溉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着眼于“互联网＋”

智能灌溉技术层面, 融合当今大数据、无线传感网络技术

、自动控制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结合当地农业发展特

色，建立模拟试验农田，建立WSN节水灌溉智能系统，通过

传感器探测土壤中水分含量，根据不同作物的根系对水的

吸收速度和需求量的不同，控制灌溉系统进行有效运作，

以期达到适时适量地灌水、自动节水、绿色节能的目标。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39

个体农户适用的花椒脱壳机的

改进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晨娇 201890064079

孙薇

/2018900640

72,杨欢

/2018900640

76,吴宽曜

/2018940640

41

张亚敏 副教授 0210

近年来，随着特色养殖等的推广以及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的

攀升，与此同时市场上的花椒分离除杂机、花椒筛选机都

是大型机器且价格都是几万起步，只适合花椒生产工厂的

使用而不适合广大椒农的使用，我们对目前市场上的花椒

除杂机进行优化和改良，使其成为小体积、高效率、低消

耗的适合广大花椒种植农户使用的小型机械。以此来减轻

椒农劳动强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促进花椒的

无公害化生产，增强产业抗风险能力，确保花椒产业健康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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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

关中乡村古遗址空间特征分析

及区域环境遥感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鑫 201893114027

刘霜润雪

/2018931140

16,蒋小

/2019931340

13,张思秦

/2018931140

41,杨勐莹

/2017931140

36

任冲 讲师 0705

乡村古遗址分布广、地处偏远，调查难度大、成本高、周

期长，自然环境复杂，影响因素众多，往往时效性和准确

性难以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目前，国内针对关中乡村古

遗址调查、分析、评价、保护的研究很少。综合传统野外

调查、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和遥感技术，深入分析关

中乡村地区古遗址空间分布和结构特点，系统评价遗址区

域环境及其影响因素，积极探索古遗址保护和文化内涵挖

掘的措施与对策，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41

重大疫情影响下红色旅游革命

根据地转型升级发展研究—以

延安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师美玉 201886054030

王安坤

/2018960840

32，张天

/2018881041

47，李罗妍

/2018931340

19

陶庆华 讲师 0601

重大疫情后的红色旅游革命根据地延安，参观人数急剧下

降，当地经济下滑，为加强革命精神教育，增强爱国情

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带动延安的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加快重大疫情后的延安转型升级发展，展开研究调查

。本项目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延安

红色旅游地线上发展新形式，适应时代潮流，促进延安的

转型发展。线下开发延安发展新项目，创新发展模式，促

进延安的升级发展。最终实现延安发展转型升级的效果。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42
音为有你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吴月盈 201882094042

刘文文

/2018820940

21，贾梦双

/2019820640

14，林国傲

/2017890541

20，高越

/2019890541

30

范林,

白壮

副教

授,

副教授

0401

项目致力于为宝鸡市的智力障碍儿童提供免费的器乐教

育，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目前宝鸡市没有专门为智力

障碍儿童开展培训的音乐教育机构，儿童福利院、特教学

校的课程设置无法满足智力障碍儿童的差别化音乐学习需

要。项目团队成员在宝鸡市特殊教育学校、宝鸡市儿童福

利院开展了近2年的长期、定期的器乐教学活动，开发出一

系列新课程、线上课程，为孤残儿童开展了古筝、钢琴、

非洲鼓等教学，受益对象40余人，已获得赞助商长期赞助

。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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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X

"快吃"校园点餐服务平台的创

建与运营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侠 201984014103

汪进敏

/2019840140

98,师瑜

/2019840140

96,张佳航

20199001409

7,/韩俊杰

2505180229

余亚莉 副教授 0503

我们的“快吃”校园点餐服务，其目标是提高进餐效率，

解决传统的校园就餐方法造成的效率低下等问题。所谓校

园，这是在大学校园实施的工作计划，因为大学人数集

中，并且使用手机可以不受时间限制。服务平台是在微信

平台创建小程序，作为我们该小程序运营的支撑点。使用

流程是在宿舍或者下课前乃至校外通过小程序选择自己想

吃的饭菜进行点餐，并自行设置取餐时间，在取餐时间根

据个人选择到餐厅选择取餐带走或者堂食。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44

陕西抗战工业遗产地景观活化

与更新研究—以申新纱厂遗址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念祖 201788104142

杜梦雅

/2017881041

10，叶昌京

/2017881041

34，薛浩浩

/2018881041

24,穆雪莹

/2018881040

55

马劭磊 副教授 1305

结合陕西地区抗战后方工业遗产地的共性与个性，把抗战

工业遗址的活化与城市景观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力

图以多学科的视角建立转型的系统性研究模式，来增强工

业城市的特色和促进工业城市向文化城市转型，对于“西

迁”精神背景下重现宝鸡申新纱厂工业文化遗存的魅力，

重塑具有特殊城市记忆的工业遗产文化提供可行性的设计

策略，整体推动陕西老工业城市工业区的复兴及城市可持

续发展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城市振兴提供方向。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45

基于互联网背景下法治禁毒防

艾青春公益行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绒 201784014034

赵柳

/2018920141

14,张镝

/2017871440

83,董雨薇

/2018820640

57，曹萌

/2019820640

03

赵昕,

郑雅月

副教

授,讲

师

0305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戒毒工作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本项目团队成员积极响应习总书记号召，怀着

“禁毒有我”的态度以虢镇强制隔离戒毒所、宝鸡市禁毒

所为依托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单位、进家庭、进

场所重点针对青少年群体，深入开展毒品预防教育。以基

于互联网背景下的法治禁毒防艾青春公益行情景剧、心理

剧，Vlog等形式进行法治禁毒防艾知识普及，构建“互联

网+”法治禁毒防艾知识新模式。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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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

后疫情时代民办幼儿园发展的

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以宝

鸡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慕倩倩 201883104019

崔丁于

/2018831040

43,张静

/2018831040

35,张仁超

/2017831041

16, 李美霖

/2018831040

08

张鹏妮 副教授 0401

本项目意在深入了解后疫情时代民办幼儿园发展的现状，

受疫情影响民办幼儿园面临诸多发展问题，通过对宝鸡市

民办幼儿园疫情后发展的现状进行调查，全面分析存在的

问题与面临的发展困境，揭示阻碍民办幼儿园发展的因

素，并根据实际情形构建民办幼儿园所相应的扶持机制与

发展对策，帮助民办园渡过困难期，获得良性运营与稳定

发展。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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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

陕西公众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

知与应对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柯伟 201893104015

江桢

/2019931540

11,邱炅雯

/2019930840

77,薛曌娜

/2018931040

38,何鑫

/2019930840

63

王长燕 副教授 0705

本项目以探讨公众风险感知、疫情知识感知等，重点关注

风险感知和信息需求在疫情风险信息搜寻行为意向中的作

用，课题从人地关系视角，开展公众疫情风险感知对防护

性行为的影响研究，对认识公众疫情防护性行为规律，丰

富人地关系研究内容等方面有重大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多

样且明确，围绕公众疫情信息展开，解决问题的思路清晰

明了。项目实施时具有完善的基本思路，并且运用了良好

合理的科研方法。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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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X

“留守希望”—宝鸡留守儿童

幸福感调查报告及结合新时代

所做心理及行为干预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杨钧然

201884104025

程沿楠

/2018841040

03，刘欣悦

/2019840340

15，史嘉瑞

/2019920140

60

樊振宇
高级工

程师
8410

留守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开展“留守儿童手牵手”活

动,增进学生之间以及和他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通过

留守儿童的关爱和帮扶,培养他们乐于助人、互敬互爱、团

结协作、克难奋进、自理自强等意识与能力。梳理留守儿

童心理问题等，通过实地走访等拟定留守儿童心理干预调

查报告及解决方案。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49

电荷交换复合谱数据分析方法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国迪 201891014072

范敏

/2018910140

06,贾师熹

/2018951540

85,和小玉

/2018910140

45

马倩 讲师 0702

电荷交换符合谱是一种先进的主动光谱诊断技术，此技术

在国内外各聚变装置已有广泛应用，但在国内获取的相关

物理参数还不是很丰富。本项目主要基于HL-2A装置上电

荷交换复合谱（CXRS）诊断系统所获光谱，考虑到 CXRS 

的复杂性，探索电荷交换复合谱分析方法研究，研究仪器

展宽对主动光谱多普勒展宽的影响，分析被动光谱和电子

碰撞激发光谱等寄生信号的干扰，基于matlab设计优化混

合算法，从而获得精确稳定主动光谱成分。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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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

超高温钛酸铋基细晶陶瓷材料

的制备与性能调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庞娇娇 201892024017

李彤

/2018920240

11,宋萌

/2018920240

18,窦珍

/2018920240

04

王艳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拟以高居里温度的Bi4Ti3O12纳米材料为基质来制

备超高温细晶MLCC单元，通过这些MLCC单元的串并联来达

到制备大容量超高温电容器电池的目的。首先通过常压水

相法制备高居里温度、粒径为纳米级的Bi4Ti3O12粉体材

料。然后再利用沉淀包覆法将Co2O3包覆于常压水相法制

备的Bi4Ti3O12粉体表面，以获得可应用于超高温电容器

电池的Bi4Ti3O12@Co2O3复合细晶陶瓷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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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

基于物联网的城市路灯管理系

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费孟 201895144044

霍学波

/2018951440

50，王磊

/2018951440

65，任扬

/2018651440

63，杨振鸿

/2018951440

73

雷金莉 副教授 0808

本设计针对我国城市路灯系统智能化欠缺、管理维护复杂

、开关不合理等问题，拟设计一款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

城市路灯管理系统。该系统以云服务器为桥梁连接了手机

APP、PC管理页面以及以STM32微控制器为核心的路灯开关

系统，可实现远程的数据传输、智能调光控制、定时控制

、环境监测、自我检测、远程监测与管理等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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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

基于数据挖掘的大学生体质健

康预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侯才豪 20199701

肖添龙

/2018960840

38,张吉康

/2017960941

11,沈栉

/2019961041

07,李鑫阔

/2018970140

55

张平,

王俊峰

讲师,

副教授
0402

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生活方式和环境的改善，大学生

身体素质面临着严峻挑战，我国大学生身体素质持续下

滑，大学生耐力和速度素质指标从大一到大四逐年呈下降

趋势，大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在校期间

的生活，甚至对高校人才培养、高等教育质量、社会人才

培养，个人工作与家庭幸福等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对于

大学生体质进行系统地分析和预警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

于高校对于大学生体育教育方式的改进。大学生健康问题

预警及干预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刻不容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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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网贷，远离青春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弛 201882074038

陈浩

/2018820640

98，冯逸帆

/2018870940

09

杨红霞 讲师 0301

对当前大学生频发的“校园贷”等一系列的针对大学生群

体的经济类违法犯罪问题进行风险防范教育并提供维权帮

助。一方面在于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并增强青年学生的理

财风险观念，提高当代青年的法律素养，知法守法用法。

另一方面旨在预防针对大学生财产犯罪的发生，并提供维

权的帮助。然后以学校为基点进而辐射开来，服务社会。

同时促进学校与社会的普法宣传，响应国家号召，推动经

济社会法制治理，促进社会稳定，维护青年学生权利。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54
产品直播带货的运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雨辰 201885014045

张敏

/2018850140

44，姜燚

/2018840940

07，

李杰

/2017871441

50

杨蕾 副教授 0740

随着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以及电子商务应用需求的强

化，电子直播带货成为新形势带动经济的发展。尤其在疫

情期间，通过电商直播带货，为助农扶贫政策的发展起到

有力的推动作用，在打出优质农产品的知名度同时，推动

区域文化进一步传播。更是通过跨国电商平台带货直播，

推动文化交流与碰撞。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55

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陕

西传统社火创新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子璇 201888104080

李长筱

/2018881041

55,罗冰堰

/2018881041

37

马箖珺 讲师 1305

“ 互联网+”大环境下将传统行业融合现代设计发展的新

形态、新业态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社火脸谱结合起来，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专业知识技能将社火脸谱与创意结

合，对陕西社火种类及其文化渊源的原型进行收集和整

理，对其造型进行总结提炼和分析，寻找传统文化在新时

代中重获新生的可能性。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56

建立中国500强企业人才需求

信息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佩瑶 201890064034

陈佳乐

/2018871440

53，赵婷

/2018900640

42，陈莹

/2018900640

02，任思雨

/2018900640

24

王向锋 讲师 0910

通过对现代就业形势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大学生就业难的

现象非常普遍，且这种现象将会长期存在，而企业也面临

如何“挑选人才”的选择。为帮助广大毕业生以及需要岗

位的人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我小组决定做一个中国500强

企业人才需求信息平台，该平台具有中国500强企业的地理

位置，未来规划以应聘者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此平台

作为“学校与学生”和“学生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发挥着

其巨大的作用。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57
城市公园智能灌溉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嘉瑶 201990014035

刘怡彤

/2019850640

35, 刘璇

/2019900140

74,杜雯

/2019900140

55, 王中文

/2019900640

76

赵继红 副教授 0701

随着近年来农业及园林业的发展、水资源的不断升值，传

统灌溉方式的一些缺点渐渐的暴露了出来，因此对于智能

灌溉系统有着良好的市场需求。本项目将从所学专业知识

出发，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查阅详细的相关资料，从而

设计出一款能够最大程度节约能源、解放人工劳动力并且

经济实惠的产品。本产品将为城市公园绿植提供一个科学

优质的生长环境，为人们营造更加良好的生活环境，为城

市绿色发展作出贡献。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58

稀土氧化物基质中的Er3+上转

换发光增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勾园昭 201891104005

伏蕊

/2018911040

03,王波涛

/2018911040

23,刘罡

/2019910140

16

赵小奇 讲师 0804

Er3+的上转换红光发射带（630-700 nm）位于生物组织的

光学窗口区，由于其生物组织自吸收系数较小，穿透深度

大，在生物光学成像与荧光检测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

景。本项目拟选用稀土氧化物RE2O3 (RE = La, Lu, Gd)

为基质材料，Er3+为激活剂离子，采用尿素共沉淀法合成

一系列具有特定形貌的上转换纳米材料。并通过异种离子

掺杂，调控Er3+周围的晶体场环境和能量分配过程，最终

获得增强的Er3+上转换红光输出，以满足其在生物医学领

域的应用要求。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59
仓储物流搬运机器人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国海 201894064059

贾国海

/2018940640

59，王旭江

/2018940642

03，王乒

/2016940640

441

高红卫 讲师 0802

仓储物流搬运机器人的设计理念是在现实生活中物流箱的

搬运一般都需要人工搬运，例如物流箱的码放，钢锭的码

放、水桶的码放。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特通过机器人的

各部分结构设计、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完成仓储物流搬运

机器人。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60

医养结合 精准养老 助力健康

宝鸡建设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冯昱宁 201885014119

尤子情

/2017920940

57,李恺怡

/2019860540

14，王飞

/2018941040

23

李亚

薇,马

睿,张

敏,党

建华

助教,

讲师，

助教，

讲师

0303

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进入老年期的群体，慢性病、多种

病共存是普遍现象，高龄老人失智失能的风险增大，因

此，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在未来健康城市建设

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将“精准”的概念引入养老，

对老年人进行精准分层，根据宝鸡市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

程度，制定对应的养老方案，为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

以养为主”为核心的健康养老专业服务，为长者提供持续

的日常保健、健康促进、中医康复、养老护理及其他生活

便利服务，助力健康城市的建设。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61

新型过渡金属富硼化物超硬材

料结构与物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雨星 201891014064

胡越强

/2018910140

48,石玉坤

/2018910140

58,任洋

/2018910140

56

赵亚儒 副教授 0702

超硬材料作为一种重要的功能材料被广泛应用到国防、机

械加工、航空航天、仪器仪表、冶金、地质勘探及其它尖

端科学领域，近年来超硬材料结构设计与物性研究成为当

前材料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项目采用基于粒子群优化算

法的晶体结构预测技术结合第一性原理对过渡金属富硼化

物开展系统研究，旨在寻找具有超硬性质的结构，对于此

类超硬结构的成键行为和电子性质进行系统地研究，找到

与高硬度相关联的因素，为设计合成第二类超硬材料提供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62
基于STM32人体智能监护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驰 201895014007

赵正杰

/2018950141

12，韩筱

/2018951440

47，许雨

/2018950140

65

孙晓娟 讲师 0806

本项目基于STM32控制的多功能监护系统。通过系统内部

的各种装置来为患者，医护工作人员带来一份方便的保障

。主要解决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距离过远无法及时了解和

帮助患者的问题，还能简化传统监护方法中数据信息采集

的步骤使医护人员工作更高效。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63

基于决策树的大学生学生体质

测试分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嘉怡 20199701

李东旭

/2018960840

16,徐亮

/2019961041

19,窦鸿福

/2017970140

46,徐委

/2017970140

32

王俊

峰,张

平

副教

授，讲

师

0402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大学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资金投入的

不断加大，各高校的入学率呈上升趋势。大学生，正值身

体素质最好的黄金时期，身体各方面机能都处在一生中最

优的时期，但是，通过调查和体侧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的

身体素质情况并不乐观，越来越多的学生呈现诸如肥胖、

近视、体质减弱等特征。这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查

找其中的原因，寻求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方法，对我

国大学生体育教学改革及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64

老年人智能监护与健康检测系

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京彦 201995144015

师杰

/2019995144

018，高浚博

/2019951440

07，于淼

/2019951440

33

侯永春 副教授 0808

老年人智能监护与健康检测系统适用于中老年人，特别是

独居生活的中老年人，它结合GPS检测功能实现定位，利用

传感器原理实现老人血压，血糖等身体状况检测，同时结

合智能家居原理，对中老年人家中环境进行实时检测，出

现突发情况时及时给本人与子女发出警报并利用安全防御

系统自动或手动控制。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65

基于“双百工程”的太白县农

产品在线销售平台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喜鸽  201896084082

李文超

/2018960840

69，李姣

/2018960840

65，郭心语

/2018960840

55

张浴华 讲师 0809

“双百工程”是陕西省开展的一项脱贫攻坚工程，指百所

高校联系百个贫困县，助力扶贫脱贫。本项目旨在设计开

发一个网络购销平台，解决城镇居民买不到和山区农户卖

不出去的矛盾，既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又帮

助贫困地区的农户卖出农副产品，增加收入，最终助力“

双百工程”，助力脱贫攻坚，助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发的平台管理员能够通过后台管理菜品，前台用户能

够实现菜品的挑选、购买、支付、售后等。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66

基于儿童音乐能力发展的在线

平台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意洁 201889054046

祝璋媛

/2019831041

54,张思阳

/2019831041

44,

 孙佳玮

/2018831041

09, 刘晓

/2018890540

35

乾直 讲师 1302

该项目紧扣音乐教育、学前教育专业特点，以改善当下儿

童传统音乐教育弊端为目标，依据世界著名奥尔夫音乐教

学法理念，依托互联网信息化技术，选择App Inventor 

为平台，设计一款针对3—12岁儿童音乐能力培养和提升的

互动App。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68

基于“互联网+”的农业大棚

智能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艳浩 201995144016

陈太宇

/2019951440

03,许子龙

/2019951440

26

陈渭红 讲师 0808

在本项目应用后，可以对智能化温室大棚通过先进的科学

技术与管理，运用环境科学、计算机科学、信息处理等技

术，能对大棚内环境因素进行实时检测、采集、监控。结

合温室智能监控系统所收集到的参数数据，农作物的自然

生长状况，有效的调节温室大棚内的环境条件，使得农作

物达到预期的长势，提高产量与质量。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69
基于物联网的前端垃圾分类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致溱 201887094047

慕歆栉

/1840801021

6，高浩天

/1840803032

9，郑嘉威

/2018871440

49，陈柯峰

/2018870940

02

焦建秋 副教授 0201

目前主要的垃圾分类方式，一是以小区物业后勤为单位的

人工后端，二是以垃圾处理厂等大型的工厂后端，虽然处

理效率有所提升，但目前我国主要的处理方式是工厂卫生

填埋、焚烧等处理方式，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重复利用

。本项目研究将垃圾分类工作，从后端移动到前端，实现

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前端分类，降

低人工分类成本，把垃圾的分类方法从混合收集法变为分

类收集法，解决人工后端效率低下、识别率低和工厂后端

分类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70

关爱残障儿童“为天使插上音

乐翅膀”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汝琴 201889054043

王佳媛

/2018905404

1

丁毅 馆员 1302

在微博发起关爱残障儿童“为天使插上音乐翅膀”的公益

话题，号召大家制作好的音乐视频带话题分享，并附上项

目策划书增加信任度。话题中将明确说明，带该话题的所

有视频，我方拥有公益使用权。且经我方工作人员审核通

过的优秀视频，将上传至哔哩哔哩公益账号上，最后将由

残障儿童培训中心的老师，放映给儿童们观看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71

宝鸡市城乡中小学生手拉手平

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凯强 201896084033

颜义博

/2018960840

39,刘佳晨

/2018960840

71,乔召航

/2018960840

30,唐远贵/ 

20199609405

9

任晓莉 副教授 0809

宝鸡市城乡中小学生手拉手平台可以在线辅导的具体化执

行和中小学生的教育辅助。对于中小学生的学习问题，开

发平台系统进行多人讨论组在线解答。开发学习兴趣小组

系统，根据当地学生的兴趣爱好开设讨论组，不受年龄和

学历的限制，实现资源共享。建立全体讨论组，类似于“

朋友圈”，实时更新学生们的动态，增强学校社区之间的

联系。建立高等学校和中小学的学习资料交互，实现学习

资源共享，形成高等教育对中小学的帮助，大学生带动中

小学生的良好局面。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72

百年红色文化创意元素助力陕

西偏远地区经济发展路径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敏 201887094039

成昕玙

/2018870940

03，吕志华

/2018881040

33，马志威

/2017880940

17

董海鹏 讲师 0201

本项目帮助陕西偏远地区宣传特色文化并销售滞留农作

物，特色产品带动相关地区旅游业发展，结合2021年建党

100年，为实现全面小康而做出的努力，做到脱贫攻坚。为

宣传当地红色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以及纪念建党100周年结

合陕西特色红色革命文化适时推出具有纪念意义的二次创

作作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以当代人的审美可以接受的

设计，进行对红色文化的宣传。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73

基于3D打印和51单片机的物流

单轴飞行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萧雯旸 201995154028

强文腊

/2018951440

62，袁鹏

/2019950141

56，

薛博伟

/2019950141

47

胡皓 教授 0807

利用3D打印技术打印所需的飞行器部件，在飞行器中使用

51单片机嵌入式系统控制飞行姿态，配有WiFi模块和摄像

头及定位系统，通过运用智能导航和定位系统将人工智能

技术与无人机进行结合的简单设计，构想将智能无人机配

置与短途物流程序结合。物流无人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

替短途物流配送员参与物流运输，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完成

短途物流作业，据此提高物流产业自动化、智能化程度，

优化物流配送效率，解放被相关岗位束缚的大量劳动力。

以此来实现我国物流“最后一公里”的按时按需送货上门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74

“红色微信”在线学习平台的

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仇一凡 201896084003

李帅

/2018960840

18，何小龙

/2018960840

12，旭泽

/2018951540

78，杨成

/2018960840

89

张雪亚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主要研究并实现基于微信小程序的高校思政课程在

线学习平台，课题包括客户端和后台管理两个部分。在线

学习平台的客户端主要为用户提供服务，后台管理则主要

是为系统管理员和教师用户提供服务。在线学习平台的客

户端拟提供的功能至少包括：用户登录授权、课程查看、

课程观看、论坛交流互动和个人信息管理等。服务端的开

发基于PC端，拟提供的功能至少包括：课程管理、账号管

理、论坛管理、类目管理以及活动管理等。通过“红色微

信”在线学习平台的设计与实现能够实现高效的潜移默化

的思政教育，从而提升高校思政课程的有效性。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75

基于物联网的农村饮用水水质

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巍淞 201996094023

雷洋

/2019960940

12，魏红苗

/2019960940

25，董玉杰

/2019960940

04，高佳宏

/2019960940

07

马巧梅 讲师 0809

本课题设计的物联网农村饮用水水质监测系统由负责数据

采集的下位机硬件和数据显示处理的app客户端上位机。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饮用水水质监测系统可包括硬件和上位机两部

分，硬件负责采集水质数据，而上位机用于将采集的数据

呈现出来；

（2）可采集农村饮用水的温度、水浊度及pH值数据；

（3）上位机显示硬件所采集上来的数据，一旦越限则会报

警提示；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76
干湿垃圾自动分类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起瑞 201994104035

李海亮

/2019941040

12,刘贝贝

/2019941040

16,董念

/2019941040

04,李森

/2019941040

14

李春磊 讲师 0802

本项目将研究内容聚焦于对干湿垃圾的科学管理，通过科

学的垃圾分类管理，最大限度地提升垃圾资源的分类利用

率，并减少垃圾处置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分类垃圾的

更有针对性地重复再利用，实现垃圾变废为宝，促进资源

循环利用和降低处理污染的工作得到进一步提升。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77

文化创意与旅游服务协同发展

的设计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高刚 201994084042

张琳琳

/2019940840

33,杜雨锬

/2019940840

39，高杨思青

/2018940840

39，王爽

/2018940840

59

韩超燕 副教授 0802

通过“大IP,小文创”的形式，探索文化促进旅游的新模式

。以地区为单位选择有品质的景区，开展IP+文创形式的宣

传，通过在旅游发展最好的地方开展线下体验店，用文创

产品激发游客探索欲，引导顾客去往文创产品灵感地。因

为目前没有将文创与IP融合的案例，我将探索将IP融入文

创形成产品矩阵，用产品吸引游客，用IP增强游客黏性。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78

航空用金属间化合物TiAl的轻

量元素微合金化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敬德 201994074045

陈前霖

/2019940740

42,党星海

/2019940740

44

吴泽恩 讲师 0802

TiAl合金因其低密度、高比强度和比刚度、良好的抗氧化

性能等优点在航空航天、汽车工业以及核能领域有着广泛

的应用前景。然而，TiAl合金的脆性问题仍是制约其应用

的关键。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本项目提出了轻量元素的

微合金化成分设计新思路，研究轻量元素对TiAl合金显微

组织与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建立合金性能、显微组织以

及合金化元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以期为改善TiAl合金脆性

行为及轻质高强TiAl基高温结构材料的工程化应用提出合

金化成分设计新思路。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79

“互联网+”让农村学校共享

优质教育资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曹蓓  201896104078

刘晋

/2018961040

92,吕彬

/2018961040

95,党乐瑶

/2017960840

06,张瀚成

/2017960841

14

赵朋飞 讲师 0809

当前我国教育资源短缺问题基本解决，但优质教育资源缺

乏的问题愈加突出，尤其在今年新冠疫情下的广大农村学

校，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比以往更加迫切，如何实现教

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打破地区壁垒，深入推进教育扶贫工

作，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项目研究“互联网+”

背景下教育资源共享共建策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

共享，满足广大用户，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对教育资源的

需求，实现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80

太阳能与废气循环混合加热式

沥青搅拌装置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晨月 201894064168

刘晨曦

/2018940740

51,王振华

/2018940740

64,袁宝诚

/2019941040

69,杨文强

/2019941040

68

 刘明

君
讲师 0802

本项目针对高原寒区道路养护中存在的问题，设计一款太

阳能与废气循环混合加热式沥青搅拌装置，采用新型热管

式太阳能集热器吸收太阳辐射能，对沥青进行预加热，同

时考虑天气变化，通过回收汽车排放的废气，流经燃烧室

实现辅助加热。温控箱对搅拌桶内温度进行实时显示和控

制，保证沥青在高原最佳施工温度范围之间。解决初期加

热慢的问题，达到快速加热，大大节约成本，减少能源浪

费并降低污染排放的目的。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81

互联网+背景下具有宝鸡民间

美术特色的微信表情包设计与

开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泽程 201888104138

高嘉怡

/2018881041

30,杨凯悦

/2018881041

25,刘钒冰

/2018881041

35

高瑜 讲师 1304

本项目旨在研究具有宝鸡民间美术元素特色的微信表情包

设计开发与互联网+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推广。在对于宝鸡民

间美术元素和地域特色表情包设计调查整理研究基础上，

分析泥塑类、刺绣类、木版年画类、脸谱类系列民间美术

元素的视觉特征，结合调查问卷总结受众喜爱的表情包设

计风格及流行趋势，最终对宝鸡民间美术特色表情包进行

设计开发，把设计出的具有宝鸡民间美术特色的表情包文

创产品，上传至微信平台进行推广应用，利用互联网媒体

的传播功能探索宝鸡民间美术新的应用形式。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82

表面分子印迹光催化剂的制备

及其对水中抗生素类污染物的

识别/降解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尧 201793094013

郭张倩

/2017930940

11，苏柯

/2017930940

31，杨玉玲

/2018930940

32，曹智

/2017931240

01

耿雅妮 副教授 0825

本项目主要以表面分子印迹光催化剂的制备及其对水中抗

生素类污染物的识别/降解为目标，采用溶胶-凝胶法、沉

淀聚合法和分子印迹技术等将固体废弃物、铝污泥、磁性

粉煤灰、活性污泥与TiO2组合制备成一种复合分子印迹光

催化材料。利用正交实验及表面印迹技术获得该光催化剂

复合材料最佳制备工艺，并研究其对水中抗生素类污染物

的光催化性能与作用识别机制。通过此项目，能够加深学

生对环境专业的认识，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锻炼学生的

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83

“互联网+”背景下对网络文

化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凤姣 201982074001

齐亚婷

/2019820740

23，叶思彤

/2019820740

38，张苗苗

/2019820740

40

白思 讲师 0301

由于网文较实体书籍容易发表、收益见效快、受众广、限

制少等优势，因此网络写手也如雨后春笋后冒出。但于此

同时产生的是网文作者的著作权难以保证，受到着其他写

手抄袭的威胁，或是网站的侵害，盗版猖獗等由于网络发

展而产生的新的问题。一方面，本项目是为了研究新的、

较为清晰的抄袭界定标准，降低抄袭对作者的侵害。另一

方面，针对网络发展而产生的新问题，研究其保护措施，

综合性、全方位地保护作者的著作权，维护网络文学发展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84

远距离人体温度智能检测系统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洁 201891094061

李付萍

/2018910940

43,薛梦云

/2018910940

59,宋玲

/2018910940

53,张娜

/2018910940

62

卫泽刚 讲师 0807

在疫情期间，我们既是感受者也是经历者，我们团队所设

计的远距离测温系统能够更有效地实现无接触式新型测温

方式，在传统测温方式的的基础进行改良，利用红外热成

像传感器进行7m外远距离的高精度测量，同时若人员有异

常情况即体温过高的情况下，系统会直接进行警报提示并

对其跟踪定位，由工作人员及时带离公共场所，进一步检

查。这样的系统操作不仅能够提高防疫工作的效率大大减

少人力、物力，而且能够有效降低工作人员交叉感染的风

险。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85

高性能取向性钙钛矿介观复合

体材料的制备及其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舒雨 201892014106

吴曼

/2018920141

07,梁锐

/2018920140

98,蔺延洁

/2018920140

99

赵卫星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研究立足于开发高性能择优取向性的多元钙钛矿结

构介观晶体无铅铁电压电材料，利用钙钛矿和介观晶体的

优异特性进行人工调控组合，形成多元BaTiO3基钙钛矿介

观晶体复合材料，通过不同晶系钙钛矿形成异质外延界

面，产生界面扭曲，从而存在不同方向应力，进而提高多

元介观晶体纳米复合体的性能，此类材料有望成为最佳的

无铅材料替代品，有望突破高性能无铅压电材料的开发瓶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86

以脂肪酸为原料构筑高性能绿

色镁合金润滑剂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狄聪 201892014149

朱旭阳

/2018920141

75,钱左亚男

/2018921040

28,高明俊

/2018920240

06,王俊华

/2018920141

63

韩云燕 讲师 0703

镁合金因具有密度小，比强度、比刚度高等诸多优点而成

为未来新型材料的发展方向之一。但镁合金的化学活性高

、室温下塑性变形能力差等缺点导致其在塑性变形加工过

程中能耗较高，产品表面质量下降。本项目拟以绿色可再

生的脂肪酸为原料制备高性能镁合金离子液体润滑剂，并

通过该类润滑剂的结构和性能的构效关系研究，为镁合金

加工润滑剂的结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对解决镁合金加工

过程中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89

“互联网+”背景下的米脂民

俗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加美 201884014113

梁悦

/20180611,

戚邦涛

/20184048, 

白佳文

/2018900640

45

姚艾 讲师 1209

该项目主题为“互联网+”背景下米脂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

研究，通过整合米脂民俗旅游资源，完善旅游资源信息管

理系统，建构民俗文化板块，举行文创活动等方面的工

作，依托“互联网+”的优势，发展米脂民俗旅游，打造特

定民俗旅游品牌，一方面积极顺应国家扶贫政策，带动米

脂地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推动米脂传统民俗文化的继承

和发展，促进陕北民间文化打破区域限制。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91

“互联网＋”背景下陕西凤翔

木板年画艺术文创产品设计与

开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汶东 201888104008

何佳颖

/2018881040

48，王帆

/2018881040

15， 王佳康

/2018930940

23，冯佳鑫

/2018961040

06

张小慧 讲师 0760

本项目名称为“互联网＋”背景下陕西凤翔木板年画艺术

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研究。主要以“互联网＋”为背景，

探索凤翔木板年画文创产品新形态，以及生存、发展新生

态。借助互联网信息互动平台建立个性化需求的互动性商

业运营模式，扩展消费范围，使消费具有无边界性，推进

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寻找互联网开放模式的文

化传播方式和营销途径。在研究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创

业的能力，使自己成为符合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人才。

√

2020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S202010721

097X

打开宝鸡赤沙农副产品的销售

之路-既要让农民“买买买

”，更要让农民“卖卖卖”

创业训练项目 是 任明霞 201990014081

翟鑫琪

/2019900140

96,张帆

/2019900140

36,刘燕子

20199308407

2,张鎧慧

/2018850640

44

窦晓霞 讲师 1208

本项目是以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为研究对象，帮助赤沙镇

村民致富，将其生产的农作物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出去。项

目的成功实施有利于解决农村农副产品的滞销，产能过剩

的问题，增加农民的收入，一心为农。有利于城市居民吃

的健康，并且还可以少花一部分中间商加价的钱。这个项

目对于赤沙镇农民而言可以大大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为

我们国家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强大动力。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01

大数据背景下农产品“最后一

公里”配送模式的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若荣 170947043

赵欢

/170947046,

廖益明

/181246010

任大勇 副教授 0201

本项目以渭南当地大型连锁超市、农产品批发市场为研究

对象，在研究其农产品配送模式的基础上，并对其农产品

配送模式提出优化建议。以互联网技术、物联网为支撑的

大数据背景下，具体研究分析如何节约配送物流成本，提

高物流效率、保证农产品质量，提升顾客满意度等相关问

题。进而完善和优化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环节，使

得区域农产品物流供应链更加完善，推动农产品更好的发

展，实现区域农业农村经济的高速前进。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02

基于B/S的高校学生学业预警

系统设计与实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坤 171340139

陈泽

/171340070,

安嘉豪

/171340183,

李舒婷

/171340157

林关成 教授 0809

学业预警系统是针对学生在学校学业方面的问题，及时提

示、告知学生本人及其家长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并有针

对性地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通过学校、老师、学生和家

长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一种信息

沟通和危机预警制度。利用监控系统进行深入信息分析结

合各种反馈途径，建立学生学业预警机制，并对系统的监

控、分析、反馈、结果等各个环节所达到的效果进行评

估，建立起完整的学业预警体系，方便学校管理者对学生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01

秦汉视觉文化影响下的淳化农

副产品包装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景鹏 1916212211

李桐桐

/1916212115

,申佳妮

/1916212204

,于瑞晨

/1916212207

李莹 讲师 0703

秦汉视觉文化影响下的淳化农副产品包装承载了传播秦汉

文化的责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淳化农副产品

包装设计的根本要求。要将博大精深的咸阳淳化文化思想

与咸阳淳化农副产品包装设计进行合理的融合，对其进行

创新性的的转化。潜移默化地成为其中正能量的传播者。

提升咸阳秦汉文化的传播效能，间接增强咸阳秦汉文化的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02
先秦时期秦国舞蹈形态探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钰 1914024331

李满林

/1914024333

,赵鑫

/1914024329

,牛有草

/1914024319

,孙一名

/1914024328

孙境含 讲师 0703

该项目通过对先秦时期秦国的舞蹈做一详实的探索，提炼

这一时期舞蹈形态、舞蹈动作以及服装造型等变迁结果，

促进对于古代舞蹈技术的全面认识、学习和熟练掌握，更

好的为舞蹈专业的学习提供保证。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03
空中鼠标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辉 1707044123

符振涛

/1707044128

,韦家骏

/1707044121

,雷孟瑾

/1707014119

,王彤

/1807054103

张玉叶 副教授 TP21

本次项目设计的是一款空中鼠标，它是基于STM32F103单

片机为主要控制中枢，通过与惯性传感器MPU6050和

nRF24L01无线收发模块等各种外围设备来协调完成其主要

功能。它的出现打破传统鼠标只能在二维平面使用的局限

性，同时能够有效缓解肌肉和关节的劳损，防止“鼠标手

”出现。极大的提高了使用者的使用效果，促进了鼠标行

业向更加智能化、自动化方向的发展。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04

当美食邂逅英语---餐饮行业

中英汉互译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淋婷 1902014422

朱婷婷

/1902014421

,

贺加加

/1902014424

,

宁海宏

/1902014423

吕千平 讲师 0502

此项目通过对餐饮行业中英汉互译翻译策略的研究，提供

一些更为规范的中华美食英语译法，让广大海内外人士更

加深入了解中国饮食文化的深厚历史和特色文化，并唤起

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和持续关注。同时，基于西方特色美食

与烹饪方法的英汉互译翻译策略研究，能更好的帮助国内

民众在新媒体背景下顺利运用英语在各种场合进行点餐，

得心应手地运用英语交际，获取美味的体验，在品尝美食

的同时，理解掌握餐饮文化，了解更多相关的丰富知识。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05

记住乡愁——陕西传统古村落

旅游APP平台建设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思嘉 1916024115

王嘉乐

/1916024127

,张蕊

/1916024112

,黄奥

/1916024132

张宁 副教授 1305

本项目积极响应习总书记提出的城镇化要融入现代元素，

更要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以陕西传统村落旅游APP平台的建设为

研究对象，使更多的人可以实观当地文化，体验当地民俗

。APP平台的建设要与用户体验联系在一起，突出交互设

计，以受众为中心，提升用户在古村落旅游中的体验，增

强了用户的互动性和积极性，增加用户在旅游体验过程中

的新奇感以获得更加愉悦的交互体验，增加当地古村落的

旅游附加值、提升游客体验，让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传统

村落，从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06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乡村

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郭佳 1817044107

南吉卯

/1817044132

,徐田田

/1817044108

,刘雯芳

/1817044106

,骆维娇

/1817044124

李冠杰 副教授 120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问题千头万绪，这些问题的解决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治理体制的科学合理性。本项目拟

以治理理论为基础，以中国化的“国家——社会”关系为

研究范式，对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进行研究，试

图找出内在的趋势与规律，并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

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提供建议。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07

地方师范院校师范生乡村从教

意愿的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喜斌 1812014135

王楠

/1817054123

,候妍

/1809034101

徐波 讲师 0401

地方师范院校的师范生作为乡村教师的重要后备力量，其

乡村从教意愿的强烈程度将直接影响到地方师范院校的教

育效能和师范生扎根乡村的决心，进而影响到乡村教育的

发展以致乡村的振兴。本项目以地方师范院校的师范生为

调查对象，旨在了解师范生们的乡村从教意愿水平以及主

要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提升地方师范院校师范生乡村从

教意愿的建议与对策。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07

脱贫摘帽后陕西省乡村振兴乡

村产业选择与发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沈世宝 1817024216

黄平洋

/1817024222

,白苗苗

/1817024214

,蒋玉惠

/1817024224

,闫茹

/1917024218

白凤娇 教授
6202

01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能否打赢脱贫攻坚战，能否从根本上消除绝对贫困以及最

大限度地降低相对贫困，是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基础和重要保障。因此对陕西省产业选择和发展进行系统

研究，不仅对陕西省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参考，更是对西

北地区乃至全国剩余人口的脱贫及乡村的振兴都具有重要

的研究价值。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07

乌尔曼(Ullmann)C-N键偶联

反应构筑3-(1H-1, 2, 4-三

氮唑-1-基)色原酮类化合物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晓鹏  1808024108

郑浩男

/1808024119

,翁阿通

/1808024106

,冯玲瑛

/1808024101

,刘璐

/1808024103

李午戊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拟选择已应用于临床的解热镇痛药物——丹皮酚(2-

羟基-4-甲氧基苯乙酮)及其衍生物为原料合成中间体3-卤

代色原酮，运用改良乌尔曼(Ullmann)C-N键偶联反应将3-

卤代色原酮与1, 2, 4-三氮唑这两种生理活性较好的分子

结合在同一分子中(式 1)，合成系列3-(1H-1, 2, 4-三

氮唑-1-基)色原酮。采用FT-IR、NMR、MS和单晶X-Ray对

所合成化合物进行结构表征的同时采用标准MTT法评价化合

物对人前列腺癌细胞株(PC-3)和白血病细胞株(K 562)的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07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地方师范院校“三笔字”技能

提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洪雨 1819014124

刘桂花

/1819014126

,杨清清

/1819014132

,王磊

/1819014212

,祁潇涵

/1819014116

公伟 讲师 1304

 

针对将来有意向从事教育事业的师范生存在的书写技能方

面的欠缺，“三笔字”培训项目主要以培训符合师范生必

备技能的钢笔，粉笔，毛笔书写技能为主要培训方向，以

线上以及线下培训的方式为主，并通过开办相关的竞赛活

动为辅，以多样化的形式来展开。旨在全面提高师范生的

书写技能，，促进其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同时，也能够

更好的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11

磁性介孔硅固定化酶催化染料

脱色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牟萱 1808054105

郭向宇

/1808054110

,何玉梅

/1808054117

,陈晓丽

/1808054121

,安红婷

/1808054119

高丰琴 副教授 0703

该项目拟合成磁性介孔硅作为载体固定化氯过氧化物酶

（CPO），以亚甲基蓝等染料的水溶液模拟染料废水，以固

定化酶为催化剂氧化染料脱色，研究有机溶剂、高温等模

拟染料废水条件下，固定化CPO酶催化对染料脱色反应的影

响。固定化CPO酶催化染料脱色可为染料废水脱色方面的进

一步研究及工业应用提供一定依据。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11

糙苏叶绿体基因组测序及系统

进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雯清 1808044131

魏佳宁

/1808044126

,张雨晴

/1808044125

,谢苗苗

/1808044122

李怀珠 讲师
B291

0

    糙苏作为一种常用中药植物，有一定的学者们对它的

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但时至今日，暂

没有学者对糙苏的基因组进行测序以及对其叶绿体遗传进

行进化分析，仅有少数几位学者对糙苏属的植物进行了染

色体和核形态的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糙苏属植物提供相关的基础信

息，通过研究对糙苏的叶绿体基因组进行初步探索，为后

续研究叶绿体基因组的学者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并进一步

丰富了植物叶绿体数据库。并可将测得的叶绿体基因组与

糙苏同科的植物叶绿体基因组进行比对，通过科学技术与

实践等方式，分析并构建唇形科植物的演化树，得以明确

糙苏在唇形科植物中的所处位置，为中药糙苏的开发、糙

苏属物种的鉴定、糙苏的种植等方面提供理论支持，有助

于人们对糙苏有更全面的认识，更好的发挥其作用与价值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11

“让历史说话”：茂陵博物馆

与西汉帝陵博物馆的公共文化

服务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帅帅 1901014228

吴继戈

/1901014121

,王柯

/1901014123

李勇 讲师 0501

五陵原（其行政辖区主要为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以汉代帝

王陵墓群得名，有“东方金字塔”的美誉，具有独特的秦

汉文化景观。如何将五陵原丰厚的历史文化遗迹转化为地

方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资源，如何更好地依托帝陵文化遗

迹及其博物馆更行之有效地展开公共文化服务与知识文化

普及，已经受到地方政府与学界的高度重视。在此背景

下，本项目以茂陵博物馆为典型案例，秉持着“让历史说

话，让文物说话”的理念与原则，从博物馆学与文化传播

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探析西汉帝陵文化遗产的公共文化服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14
基于人脸识别的课堂考勤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熠 1810044226

毕磊

/1810024103

,侯丹

/1810044225

,薛甜

/1810044124

,范亚江

/1810044125

吴宗胜 讲师 0809

人脸识别课堂考勤主要应用于学校，课堂考勤是教学过程

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传统的人工统计方法会造成教学时间的

大量浪费。本设计提出了一个基于人脸识别的课堂考勤系

统,大大节省了考勤占用的时间。如今高校对于人脸识别课

堂考勤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系统，所以此系统在市场上会有

很好的竞争力以及发展前景。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15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土文化传

承研究——以陕西乡村小学艺

术教育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莎 1812034109

王慧

/1812034108

,张梦圆

/1812034126

,李雯鑫

/1812034113

杨露 讲师 0401

本研究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对乡土文化传承的意义、现状

和发展进行研究。通过所选取的陕西省咸阳市一个较为有

代表性的村落以及当地小学进行实地调研，根据收集的资

料分析当地乡村小学艺术教育对乡土文化传承的现有服务

状况，以及存在的不足与局限。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乡

村小学艺术教育促进乡土文化传承的改革与发展的新方

法，以期对新时代下乡土文化的传承、乡村小学艺术教育

的使命、乡村社会的振兴发展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16
中小学校外辅导机构现状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佳敏 1802014211

姚佳伶

/1802014210

,雍逸

/1802014209

,庞静宜

/1812024101

雷宏友 副教授 0401

    本项目聚焦中小学校外辅导机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瓶

颈问题，从挖掘校外辅导机构的办学特点出发，探索中小

学辅导机构与全日制学校和谐发展、共生共赢的新机制。

本研究有助于校外辅导的健康发展，从而促进教育生态的

多元化发展。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17

凤凰山麓革命旧址文创视觉品

牌及红色文创旅游纪念品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崔泽婷 1816014203

王亮

/1716014229

,贾小玉

/1816014215

,康筱萱

/1816014223

郑仁思 讲师 1305

凤凰山麓革命旧址文创视觉牌及红色文创旅游纪念品设计

是依托红色文化展开的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凤凰山麓革命

旧址文创视觉品牌及红色文创旅游纪念品设计具有一定的

实践与现实意义，针对偏远地区红色革命地区缺乏“红色

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现状，结合学生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特色能催生相关凤凰山旅游文创品牌与文创视觉设计产

品，从设计的角度促进当地文创产品销售，提升整体城市

形象。依托本项目的实践内容宣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文

化精神，增强大学生的创新思想，锻炼大学生的实践能力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17

“互联网+”背景下运动健身

软件对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

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 岚  1911014510

安会娟

/1911014507

,张锦云

/1911014505

,李甜甜

/1911014512

,汪青云

/1911014509

薛海涛 副教授 0403

    通过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调查健身类软件在大学生

中的状况，通过获信息研究健身类软件的优缺点和对大学

生体质健康水平的影响因。大学生在使用健身软件时对运

动负荷强度的控制问题，以及使用健身软件后对大学生体

制健康的影响。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19
智能灯光开关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龚杰 1807044228

高杰

/1807044229

,刘富镪

/1807044205

,郑德国

/1807044204

郝海燕 讲师 0807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

提升。同时，人们对舒适、健康、安全、便利的居住环境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体现在自动化、人性化、智能化

方面。通过智能灯光开关系统，能够根据人们发出的语音

要求，感应人们所处的位置和动作，从而转换成相应的控

制信号，帮助人们及时便捷的操控灯光的开关以及亮与暗

。让家用电器听懂人类的语言，识别人的意图，不需要手

动频繁操作，真正有效解放人们的双手。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20

陇县社火的现状调研与线上推

广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碧叶 1701014315

闫绒绒

/1701014220

,冯泽昊

/1806014103

王效峰 副教授
 

0501

该项目名称为互联网+社火文化，以互联网+信息平台为依

托，对陇县社火文化整合开发。该项目采用线上线下共同

发展的模式，通过短视频、公众号、微博，进行线上推

广，线下建设社火民俗村。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21
智能盲人导航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昊 1807044105

齐凯

/1807044110

,张志飞

/1807044122

,许晨

/1807044117

,靖超琦

/1807044119

柳钰 讲师 6101

智能盲人导航仪：通过简单的制作与安装，达到低成本高

质效的效果，能够满足盲人出行遇到的各种情况。本设计

由软硬件两部分，协同完成实现盲人导航功能。系统中硬

件主要由五部分组成：主控电路和上部超声波探测模块、

探杖超声波探测模块、语音报警模块、无线传输模块、振

动报警模块。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22

高灵敏电化学免疫传感器的构

建及对肺癌标志物的检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孙晓霞 1808054129

邓文婷

/1808014207

,陈昊

/1808014218

,王成

/1808014227

,陈霞

/1808014226

刘建波 副教授 0703

发展高灵敏的免疫分析技术对于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有着至

关重要的意义。电化学免疫传感器利用抗原和抗体间的高

度特异性结合，将免疫分析法和电化学传感器相结合，该

传感器具有灵敏度高、分析速度快、操作简便、价格低廉

及选择性好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断领域。本项目

拟构建高灵敏电化学免疫传感器，高灵敏地检测血清中CEA

、NSE、CA125等肺癌标志物的含量，通过本项目的研究可

扩大纳米材料的应用范围，另外，对于肺癌的早发现、早

诊断和早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22

“文化自信”语境下华州皮影

工艺的保护和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鑫 1803014211

邱志超

/1803014131

,侯梦莹

/1803014626

,严璨

/1803014503

李艳青 副教授 1034

 该项目以“文化自信”为语境，以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

遗产为出发点，旨在保护华州皮影制作工艺得以流传，并

发挥华州皮影的作用。对内，推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文

化艺术产业的发展；对外，使华州皮影工艺为我国的对外

文化艺术交流做出贡献，代表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登上

世界舞台，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24

压力情景下不同厌恶体验对消

费决策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薇琛 1812044114

李婷

/1812044109

,梁蓓蓓

/1812044110

,任可欣

/1812044104

安龙 讲师 0402

本研究以王铁飞前辈基于Lee等人(2011)对厌恶情绪的分

类研究,从情绪复合性的角度,将厌恶情绪分为恐惧性厌恶

、愤怒性厌恶与纯性厌恶为基础，全面归纳总结厌恶对人

日常消费的影响以及压力情境对人消费的影响，从而有效

探索厌恶机制对消费的影响与改善， 此研究对人日常消费

心理机制有极大的影响，对陕西省的广告业发展有极大的

√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24
摊食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东宇 1810024121

吴倩

/1810024213

,张萃华

/1810014121

,苏雄飞

/1810024122

,王傲国

/1810024217

赵蔷 副教授 0808

该APP服务于摊位、顾客和城管三类人群。实现顾客对美食

的发掘，将小众美食进入大众视野，让顾客了解当地美

食，同时为旅游出行提供指引；实现对摊位的管理。急速

增长的地摊经济使城市更具烟火气，但同时应该做好市场

管理。通过对摊食精准定位，实现地摊市场的的合理划分

和规范管制，提高城管的工作效率。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2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咸阳

地区乡村美术教育“互联网+

”模式构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梦莹 1803014626
胡瑞涛

/1803014426

高雪,

徐伟

助教,

副教授
1034

以咸阳地区乡村美术教育为例，在“乡村振兴” 战略  背

景下大力发展“互联网+教育扶贫”模式,，是缩小城乡教

育差距、实现教育欠发达地区教育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使

乡村学校改变对美术教育的观念，转变对美术教育的落后

思想，使咸阳地区乡村美术教育做到课程资源共享、网络

资源共享、教学中难点问题解答的共享，结合互联网的丰

富性，使咸阳地区乡村美术教育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下不断推陈出新。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27

疫情背景下“云旅游”助力脱

贫攻坚问题研究——以永寿县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天瑞 1917054118

李屈盼

/1710014309

,毛露莹

/1817024129

,毛佳琦

/1917054112

,徐圆圆

/1917054114

  王

梅,杨

尚英

教授助

教

今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年初由于受疫

情的影响，旅游业、扶贫攻坚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而

我们团队作为相关专业的学生，充分意识到了现如今疫情

期间旅游行业的发展现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将旅游行

业与脱贫攻坚工作充分结合，以大数据作为技术依托，采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VR模拟实景、在线直播等

方式，发展云旅游，为用户提供综合型服务，满足用户的

个性化需求，增加旅游行业就业，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27

基于撒克迅碗的沉船系统的原

理分析及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君 1807014209

邱少琴

/1807014205

,张妮妮

/1807014202

,张凯峰

/1807014211

,高燕

/1807014122

华雪侠 讲师 0702

  本项目基于撒克逊碗研究撒克逊碗计时系统工作的原理

以及分析影响撒克逊碗下沉的时间的主要参数，并在此基

础上设计了一种探测有洞船体沉船系统，用该装置可以根

据水位上升的快慢、船的总质量等因素判断洞的大小，并

计算沉船的时间，从而研究船只抢救的策略。该项目的研

究能从生活事件出发，用物理的思维去分析其工作原理，

并根据原理设计一种新的工作系统用于生活，具有一定研

究价值和意义。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27

咸阳市大型超市空间布局及影

响因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俊杰 1809014221

刘一

/1809014216

,何乐

/1809014205

,赵展红

/1809014214

,马梁

/1809014217

张晓露 讲师 0705

本课题以陕西省咸阳市为例，以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

等相关学科理论为指导，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与方法，

分析城区内大型超市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区位选择的主要影

响因素，探寻咸阳市大型超市良性发展和空间结构的优化

模式与途径，旨在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及超市合理选址提

供借鉴，并为未来城市科学布局和合理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与实践参考。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27
包含问题的自适应算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安敏 1906014407

孙泽欣

/1906014403

,李晨阳

/1906014413

杨军 讲师 0701

本项目关注的向前向后方法和惯性方法和自适应步长问题

的结合，由于之前存在的算法主要缺点是需要在每个迭代

步时需要提前知道步长，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算法的应用，

如果设计算法不需提前知道步长尤为重要。另一方面，惯

性方法是近年来流行的一种加速方法，如何把惯性方法与

上述算法结合也尤为重要。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31S
大学生电子竞技的开发与实践 创业实践项目 否 郝鹏伟 1711014234

郭宇荣

/1708044204

,冯泽文

/1711014110

,思源翰

/1811014121

,李晓研

/1811014501

陈鹏生 副教授 0402

    电竞实验室是一个集赛事运营管理，电竞人才培训，

自媒体运营管理和电竞+未来创新的一个综合电竞产业机构

。在这个电子竞技加速职业化阶段，电竞人才的稀缺现状

并非两三所电竞学校毕业班所贡献的电竞人才就可以解

决，我们应该把视野放在现成的人才中，把这些原有的各

行各业的人才，经过电竞实验室的二次职业化培训，他们

便可以达到现在电竞行业的职业需求，大大减少了未来三

年内电竞人才稀缺的尴尬境地，加速国内电子竞技的快速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31

“一带一路”视阈下新农村建

设中文化墙的艺术表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李璇 1819014306

姚怡欣

/1719014307

,李君璠

/1819014308

,郝邵鹏

/1819014307

张小进 副教授 1304

现在在国家政策的领导下，更关注我国的农村建设，其中

农村文化建设作为重点项目墙绘艺术使村庄变得个性化，

不再是千秋一面，而是各具特色。无论站在美术绘画艺术

还是书法文字艺术，对于艺术美的理解都是一次认识将会

打造了旅行村庄独特的面貌和村容。外来文化和先进的思

想带入农村，迅速提高了农民的艺术文化水平，在接受艺

术熏陶的过程潜移默化是一个提高审美能力的过程。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把祖国

大地建设的无比美好，随着许多新农村建设改造工作的完

成，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33

电子芯片散热的内冷通道拓扑

优化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富旗 1806024105

陈涛

/1806024106

,杨小龙

/1806024109

段治健 副教授 1207

高速发展的科技生产水平要求更高的能源利用效率与更低

的工程成本开支，以及更好的结构性能设计。因此，新型

概念化结构设计成为工程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本项

目主要研究不同热边界条件下对流换热双向强耦合拓扑优

化问题的数学模型及求解方法；多目标、多场耦合拓扑优

化问题的数学模型及求解方法；可压缩流体的多场耦合拓

扑优化问题的数学模型及求解方法。为电子芯片散热提供

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应用依据。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34
智能教育小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丙丽

1910024201

曹佩蕾

/1910024202

,

张瑶瑶

/1910024204

,姚玉莹

/1910024208

,张佳唯

/1910024221

邹燕飞 讲师 0809

开发和设计一个基于树莓派的智能小车，集成语音、图像

、人脸识别、物体追踪视频投影等功能的智能小车机器人

。目的是针对中小学编程教育，突出趣味性，在满足青少

年玩乐需求的基础上，加入教学设计。在和智能小车游戏

的过程中了解人工智能，感受编程的趣味性和科技的强

大，让孩子学会基本的编程知识，会使用简单的编程算

法，培养孩子探索和创新精神，提升逻辑思维能力，培养

孩子形成发散思维，为孩子树立计算思维。让智能教育小

车成为青少年学习编程的早教学习玩具。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35

N，S等元素掺杂生物质碳量子

点的制备及其在环境污染物检

测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恒 1808014104

谢华萍

/1808064106

,

乔姣姣

/1808064108

,

张世叶

/1808064103

尚永辉 教授 0703

项目以玉米芯，玉米须，银杏叶等生物质为原料，以尿

素，三聚氰胺等为N源，以半胱氨酸为S源，采用一步合成

法制备N，S等元素掺杂的生物质碳量子点，在考察所合成

生物质量子点的荧光，紫外等光学性能基础上较为深入的

探讨碳量子点对典型的环境污染物如铅，铬等重金属元

素；酚类物质；亚硝酸盐；以及抗生素等的光电传感性

能，重点是建立关开型荧光探针，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效应

以及修饰电极法等对环境污染物的检测新技术，新方法。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36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校园管理系

统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海波  1810044112

张健

/1810024130

,白童

/1810024125

,王博欣

/1810044116

,李华琪

/1910024112

欧阳

宏基
副教授 0809

通过对有关文献的查阅统计，研究分析如何将物联网中的

RFID（射频识别）技术、传感网技术（MEMS）、云计算技

术和各种编程语言的合理运用，并实地调查分析校园的生

活、安保、学习环境等因素，基于资源合理化利用和为广

大校园师生带来便利的原则，由此构建并完成一套在校园

生活、安防、学习等方面的智能管理系统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36

以个性化和趣味化为旨归的汉

阳陵博物馆文化创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俊杰 1801054135

刘飞

/1801054117

,王栋

/1801054125

,井翠凤

/1801054139

,高燕

/1801054140

李小满 讲师 0501

本项目拟以汉阳陵博物馆为平台，通过对相关文物、史料

及文学作品、民间传说的整合、再创作，以个性化和趣味

化的方式讲述汉景帝的生平大事以及历史影响，创作以文

景之治、七王之乱、汉代陵寝形制、汉代官员品级及官服

、贾谊的故事等为母题的文创作品，照顾不同阶级惯习

（场域）的文化消费水平，将博物馆所研究保存的文化遗

产中最具特色的文化转化为产品，进一步增强汉阳陵的文

化影力。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38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传统

村落清涧县高杰村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与利用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崔乐 1809044216

韩倩倩

/180904423,

王建廷

/1809044234

,屈小舒

/1809044242

王永飞 讲师 0601

本课题在前面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知识背景的前提下，展开

社会调研，搜集地方历史文献资料，以文化遗产保护为切

入口，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口述访谈等调研的方法对

中国传统村落村在扶贫道路上，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

用全面调查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和事实依据，

为陕西省乡村振兴总结经验。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39

艺术专业师范生就业能力提升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纤纤 1814014331

陈新宇

/1814104316

,黄霞

/1814014320

,王梦倩

/1814014321

,张旭

/1814014323

刘颖 讲师 0703

为了增强艺术专业学生未来走向社会的职业竞争力，提升

该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开展本项目的研究。本项目的

研究分三个部分：一是深入学校、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

调研，了解当前艺术专业学生就业能力水平及社会对本专

业学生的能力需求，经分析研究寻找出二者间的不平衡所

在；二是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之下，以促进大学生就业为导

向，以培养社会需要和职业岗位需要的人才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构建出本专业学生应具备的核心就业能力；三是

通过学生会、学生社团、班委会组织一系列实践活动和竞

赛活动，培养本专业学生包括教师技能和教育技术技能。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40

基于GPS与智能交互的导盲手

杖改良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宫福祥 1916034207

王思聪

/1916034224

,陈肖

/1916034232

,李珺瑶

/1916034217

高晋 讲师 1207

本项目主要服务于技术领域的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导盲设

备， 提供一种智能导盲拐杖，具有明显的导盲作用，适应

盲人的日常生活，即使在较嘈杂的环境中行走也能够将引

导信息清楚地传递给盲人，保证行走的准确与安全。本项

目主要服务于技术领域的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导盲设备，特

别涉及一种智能导盲拐杖。 提供一种智能导盲拐杖，具有

明显的导盲作用，适应盲人的日常生活，即使在较嘈杂的

环境中行走也能够将引导信息清楚地传递给盲人，保证行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40
“垃圾分类识别”APP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雪 1816014125

郭艳卿

/1816014123

,郝嘉琪

/1816014122

,高琳杰

/1816014114

郭志强 讲师 1305

垃圾分类识别APP是一款垃圾类型查询分类软件，垃圾分类

是对垃圾进行有效处置的一种科学管理方法，把有用物资

以及废旧家用电器等分离归类，可以通过名称快速准确的

查询垃圾所属分类知识。在软件中有着智能的分类系统，

大家可以通过有效地方法将物品智能的进行分类，并且可

以了解垃圾分类有关的知识，共创一个和谐的家园。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42

集体教学活动中的幼儿教师提

问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特 1812034118

秦彩芳

/1812034215
钱海娟 讲师 0401

提问行为是幼儿园教师教育行为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也

是衡量教师教学素养的重要方面。本研究为了更真实、更

全面的展现当前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幼儿教师提问的现

状及其成因，针对这一现状进行反思与探讨，进而尝试建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43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村地

区线上教学对乡村教育振兴的

影响

——以陕西地区英语网课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何海霞 1802014309

马小妮

/1802014306

,魏菁然

/1802014307

,张益卿

/1801014310

,张泽泽

/1901014419

张静 讲师 0502

本项目以陕西农村地区的英语网课为研究对象，旨在挖掘

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村地区线上

教学的实际情况，二是对于线上教学学生、家长及社会各

界的反响，三是农村地区开展线上教学的“短板”及采取

的应急措施，四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内涵与着力点，五是线

上教育对乡村教育振兴的影响，六是农村线上教育的架构

体系与实施方法。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43

时滞微分方程的解的稳定性态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叶子 1806014130

武莹欣

/1806014129

,杨子

/1806014201

,赵娜

/1806014202

张为元 教授 0701

构造新型Lyapunov 函数，得到时滞微分方程渐近稳定性

充分条件。 研究时变时滞微分方程的状态反馈控制和稳定

性问题，得到稳定性判据，并与现有结果进行比较。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45

基于老年人“暖巢”APP的设

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冉 1807014419

吴晶

/1807014417

,何怡屏

/1807014424

,余素英

/1807014420

向宁静 讲师 0812

“暖巢”是一款以关爱空巢老人，孤寡老人为主题，关注

老人健康的公益性APP。主要为外出打工子女关注空巢老人

的健康，及时让儿女了解情况和对孤寡老人的帮扶，同时

还可以为全社会爱心人士提供平台。我们这款APP的特点为

公益、减负、志愿、帮扶、这些特性可以高效减轻外出打

工儿女的压力以及让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社会贡献力量。

通过这款APP，让孤寡老人们有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

境，实现老有所养，而无顾虑。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45

基于日本城市地摊管理模式对

我国地摊经济发展及管理对策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杰 1802024122

冯雪

/1802024120

,张语桐

/1802024118

,刘洋洋

/1802024123

,杨羽澜

/1802024121

肖海艳 讲师 0303

地摊经济是城市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城市的一种

边缘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但是，地摊挡住车道

、撤走后满地垃圾等问题也让城市管理者苦恼不堪。如何

管理好城市的地摊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国家管理课题。那

么，日本政府是如何管理城市地摊，如何在鼓励民众摆地

摊，解决生计，与保证城市道路畅通与城市卫生和秩序之

间寻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的呢？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经验

是很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基于日本地摊管理模式，寻

求地摊经济发展和城市管理的兼容并进，走出我国地摊经

济发展和管理特色道路是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45

基于老年生活形态

的智能药盒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兰新越  1816034110

董新军

/1816034124

,王浩东

/1816034120

,杨思瑶

/1816034106

,向仁倩

/1816034115

杨静 副教授 1305

本项目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出发，选择老年人智能药盒

设计作为切入点，在人性化设计理论指导下，通过问卷、

访谈和测量等方法调查当代老年人群的生活形态，对老年

人在家居环境中的用药习惯和用药行为特征等进行跟踪观

察和记录，研究总结出老年人对药盒的人性化需求，综合

考虑老年人的生活形态，以消除老年人用药时的不便和障

碍为目的，将医疗辅助产品设计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提

出智能药盒的人性化设计方法和对策，设计出符合老年人

身心需求的智能药盒产品，为老年人提供安全、方便的用

药体验，解决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功能衰减造成的困难和不

便，提高老年人的自我健康护理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关

爱老年人的健康，抚慰老年人的精神世界，为老年人提供

温暖的人文关怀，使老年人过上有质量的健康生活。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48

农村小学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

问题与对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蓉 1812024127

白孟兰

/1812024125

,王永清

/1812024103

,张苗

/1812024126

宁金平 讲师 0401

农村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农村小学教育教

学质量的重要因素。我国农村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整

体状况并不尽如人意，极大制约着农村小学教育教学质量

的提高。本研究主要通过调查来发现陕西省农村小学教师

专业自主发展的存在问题，分析农村小学教师专业自主发

展存在问题的成因，进而提出农村小学教师专业自主发展

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通过这一问题的研究，为农村小学

教师提供专业自主发展的建议，帮助他们提高专业发展水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49

“互联网+”大学生传承与发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程雅莉 1804054324

刘孝梅

/1804054323

,张平英

/1804054325

,李虾

/1804054317

王文静 讲师 030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是中华民族的“

根”与“魂”。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活力源泉，也是文化发

展的根本动力。在互联网时代，传统文化与互联网产品的

结合实现了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有机结合，也让更多的

当代人重新认识和了解传统文化。本项目主要支持大学生

借助新媒体建立现代化传播渠道，承担大学生创新“互联

网+”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让传统文化更

具时代特色、更富有传播力，也有利于大学生学习能力和

传统文化素养的提升。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49

全域旅游视域下小型“公共舞

台剧”的编排实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秦仪 1914024228

李晨曦

/1914024215

,马玉娇

/1914024217

,梁子豪

/1914024227

,梁媛媛

/1814024225

王华茹 讲师 0703

对于全域旅游视域下“舞台剧”的编排与实践性研究在国

内大多以单纯的剧目或单纯的剧目表演、单纯的剧目赏析

或者演出为主。而现在是互联网+的信息时代，运用多媒体

手段在学生中开展“舞台剧”的编创，利用多元化的元

素，提高学生的想象力，编创能力，推动学生编创能力的

发展。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51

区域金融包容视域下产业扶贫

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美丽 1817014109

王钰

/1817014105

,高徐苏

/1817014110

,王丽皎

/1817014111

陈博 讲师 0201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亦是关

系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

衡和收入差距过大等一系列问题在许多地区日益凸显出来

。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国民经济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突出社会问题，成为理论和实践工作

中的热门和焦点问题。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解决区域金融包

容视域下产业扶贫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51

流体介质中声学结构动力学特

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欣平 1807014124

罗肖

/1310846758

6,张欣

/1832993064

6

任惠娟 副教授 0702

本项目主要研究空气和水介质中矩形板和圆板的附加质

量，辐射效率以及附加阻尼。并进一步完善模型使其能够

同时应用于高低阶模态。结构处于流体介质中并受到动力

设备的激励时会向周围的介质中辐射噪声。噪声不仅影响

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还会造成设备的疲劳和损坏，其中

临水舰船结构减振降噪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51

旅游产业背景下舞剧的发展与

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奕男 1814034105

刘子欣

/1814034106

,刘璐

/1814034110

,李佳慧

/1814034117

,郑雪

/1814034121

蒋荆子 讲师 0703

对于舞剧的发展和旅游产业的进步，结合旅游产业背景下

舞剧的发展与创新研究，带动文化进步逐步形成了以文兴

旅、以旅承文、文旅互动的良好发展态势，为推进地方文

化与旅游融合，对舞剧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成果的探究。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54X
智能“放羊狗”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刘洁 1817054121

程瑞

/1817054122
王浪 副教授

智能“放羊狗”的综合解决方案是通过智能机器狗、监控

终端平台、羊智能终端设备（户外摄像头；生命体征监测

、运动指标、周边环境指标检测等多个传感设备单位以及

GPS+北斗双星定位数据）等功能设备，采集羊群所处环境

、位置、图像、健康、运动和生理信息等数据，经由GPS、

BDS、NB-IoT和LoRa网络实时传输到大数据综合管理平台

进行监控和数据分析。牧羊人通过使用智能“放羊狗”

APP，在手机终端上可以随时随地实现放牧管理。包括划定

羊群活动红线、实时定位监控、羊的健康状况查看、运动

指标查看、周围环境查看等功能，另外还可以通过手机终

端对智能机器狗发布指令，进行羊群驱赶，赶羊回圈以及

对狼群、豹子等羊群天敌的驱赶，帮助牧民实现智能化、

专业化放羊，让“放羊娃”从此不在是贫穷、落后的代名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55S
目不转"镜"——Eyewear智能 创业实践项目 是 刘帅 1807034124

王会齐

/1807034120

,张天翔

/1807034123

,王鑫

/1807034129

,任泊宇

/1807034130

梅策香 副教授 0811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时代下的智能Eyewear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56
水性可剥离指甲油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乐 1808024122

陈蕊鑫

/1808024120

,

王楠

/1808024118

王小荣 讲师 0703

传统指甲油中存在大量有机溶剂，对指甲及人体危害较大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对环保、健康型指甲油的

研究和应用成为了必然趋势。本项目拟以成膜性能良好、

附着力优良的丙烯酸酯乳液为主要成膜物质，同时引入疏

水性有机硅单体对丙烯酸酯乳液进行改性，并添加反应型

乳化剂，在保证膜层良好附着力、光泽性和强度的基础

上，提升膜层的耐水性能，制备综合性能优异的有机硅改

性丙烯酸酯乳液，并添加一定助剂制备水性可剥离指甲油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56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志

愿服务实践育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安文 1904054231

王可瑜

/1904054214

,乔玉莹

/1904054221

,张大红

/1804034102

车昆 讲师 0305

大学生志愿服务作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重要载体，已成

为高校育人体系重要环节。本项目在“互联网+”背景下以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贯彻实践育人的教育理念，主

要实现以下目的：一是提升大学生志愿服务质量，通过互

联网促进志愿活动有效开展；二是提升大学生综合素养，

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三是提升高校实践育人工作成效，

加强实践教学的效果。项目研究内容从大学生志愿服务的

现状与存在问题入手，打造志愿服务信息平台，通过实践

来达到育人目的，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大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56X
“舒探”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露 1806044101

曹蕊

/1806044110

,梁雪薇

/1806044121

折锦锦

/1806044106

,杨旭

/1806044107

王晓晗 讲师 0701

此项目是一款面向各高校大学生的一款学习成长/休闲娱乐

类app或者小程序，公众号，致力于帮助大学生学习、提高

软实力，认知自我，明确目标，更好融入社会。此项目瞄

准大学生的共性与特性，为大学生开发一款适合于各学校

学生成长交流实践的app或者小程序，公众号。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59

大学与幼儿园伙伴合作促进教

师专业成长的经验与反思——

基于师院与X企业集团合作的

个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姗 1812034228

王艺昙

/1812034227

,朱春迎

/1812034229

南姣鹏 讲师 0701

大学与幼儿园伙伴合作是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我国学前教育的实

践过程中，多种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合作正在不断丰富。

此类合作实践确实使幼儿教师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专业成

长，高校教师也颇为受益，可以说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同

时在合作实践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值得推广的宝贵经验。

本研究以个案为例，通过实地调查、访谈、观察、文献分

析等法对大学与X幼儿园伙伴合作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

活动进行了研究。首先，从实地观察和访谈资料中归纳了

大学与幼儿园合作实践的发展过程以及促进幼儿教师专业

发展的途径，分析了幼儿教师在伙伴合作过程中发生的变

化；其次，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后，探讨了大学与幼

儿园伙伴合作已经取得的宝贵经验以及存在的一些不足之

处；最后，在对理论资料和调查情况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进一步完善大学与幼儿园伙伴合作关系的几点思考。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59

新时代大西安区域文化遗址开

发与中小学生美育教育结合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覃露 1803034109
任邵雷

/1803034108
樊桦 讲师 1034

在新时代背景下，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语境下，国家大力扶

持文化遗址的保护、传承与开发，西安、咸阳作为当年华

夏文明巅峰的古都应当肩负起复兴之重任。研究新时代大

西安区域文化遗址的合理开发，探讨如何结合本土中小学

的美育教育课程，这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因

为只有合理适度的开发，才是最好的保护，才能更好地将

遗址背后的文化内涵传承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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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

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

的蔬菜种植与销售创新路径分

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晓霞 1906014118

赵萧

/1906014122

,

段方茹

/1906014119

,

王蕾蕾

/1906034132

张芬 副教授 0201

本项目基于脱贫攻坚取得成果,梳理出知识服务、互联网、

大数据技术促进蔬菜种植及销售路径的优化机制,建立知识

服务业、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与蔬菜种植产业结构的优化

联系,提出响应蔬菜种植产业经济结构进化的对策和建议,

逐步对传统的扶贫模式转型升级,确保贫困地区经济得到持

续健康发展。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59
复杂流动问题的无网格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少婷 1806024101

李文庆

/1806024103

,赵乐

/1806024104

马欣荣 讲师 0701

用数字设计的口模在计算机上完成试模过程，可以减少盲

目试模的实验次数，优化挤出成型工艺条件，降低成本。

因此研究及发展新的高效算法，使挤出胀大数值模拟技术

更加数字化、定量化，这对实际工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本项目针对EFG方法计算效率低的缺点，给出一些提高计

算效率的方法；研究求解对流占优问题的EFG稳定化方法；

将CBS无网格方法推广到非等温不可压流动问题的求解。将

无网格方法发展并推进到相关应用领域中。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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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

延安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的需求

及偏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于媛媛 1806034114

石倩婷

/1806034118

,胡静 

/1806034115

,杨欢 

/1806034119

,李洁 

/1806044111

赵花丽 讲师 0910

随着近几年旅游业的发展，国家提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红色文化旅游特色，各红色旅游地区也推出了符合该地区

的红色文创产品，而延安作为红色文化摇篮和圣地，其地

区的文创产品丰富多样，但存在着文化内涵不丰富，产品

品质较差以及创新设计不突出等问题，因此本项目推出研

究消费者对延安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的需求及偏好，为开发

具有延安地域特色的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做理论依据，研究

分析出能够兼顾旅游需求与产品需求的，具有红色文化传

播推广以纪念意义的产品，促进红色旅游的发展，从而推

动沿整个旅游产业的发展，提高延安的经济实力与城市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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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

地方院校大学生提笔忘字现象

与汉子传承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高非凡 1801014122

秦硕

/1801014119

,张宇婧

/1801014118

,何欣

/1801014129

,何丁怡

/1801014125

王西维 副教授 0501
该项目针对地方院校大学生提笔忘字现象进行专题探讨，

并关注汉字书写与汉文化传承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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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In掺杂ZnO纳米片的制备及气

体传感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智伟 1808024129

白婷

/1808024115

,郑健

/1808054124

陈燕 副教授 0703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主要来源广泛，对人体危害极

大，而且可使细粒子污染渐趋严重，因此监测空气中的

VOCs是非常必要的。使用ZnO制备的气体传感器有着潜在

的应用价值。将In离子加入制备ZnO纳米片的体系中，考

察掺杂离子对ZnO晶面生长速度的影响，并研究对VOCs的

响应，揭示ZnO纳米材料晶面结构与气体传感性能的关系，

为制备高性能传感器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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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教室灯光智能控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亚茹 1807014130

龙海云

/1807014107

,杨雅晶

/1807034104

,刘欣

/1807044104

任神河 讲师 0702

智能灯光控制系统，使得灯光智能系统的发展更加节省能

源。本设计既能实现时间段的设置、光照强度的检测、进

出人数的统计等功能，还使得智能灯光控制达到高效、直

观和节约能源。利用STC89C52单片机作为系统控制装置的

核心，设计一个可以对灯光进行智能控制的小系统。该系

统操作简便，准确度高，实用性较强，应用范围广，最重

要的是性价比合理。可以满足对灯光控制的要求，很大程

度的起到节约能源的目的。产品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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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咸阳市耕地撂荒现状及其驱动

因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袁嘉薇 1809034126

贺斯梦

/1809034124

,冯泽雯

/1809034125

,张媛

/1809034127

,阴翠芳

/1809034128

许晓婷 讲师 0703

咸阳市位于陕西省八百里秦川腹地，是陕西省以及全国重

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上处于非常重要

的地位。但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建设不断加

快，耕地撂荒现象也日益严重，威胁到了区域粮食安全和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该项目以咸阳市为研究区，深入调

查分析咸阳市耕地撂荒的现状程度，揭示咸阳市耕地撂荒

的空间分布规律，并研究咸阳市耕地撂荒的各项驱动因

素，为有效治理撂荒耕地、保护耕地资源，提高耕地利用

效率，保障粮食安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同时，

该项目对撂荒耕地的驱动因素的研究也能够为乡村振兴战

略提供基础数据与发展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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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关中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土地

集约利用的耦合协调性及时空

分异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梅金香 1809034103

周艺婷

/1809034130

,   李少华

/1809034122

,   左雨凡

/1809034119

,  张 怡

/1809034121

赵敏宁 讲师 0703

项目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关中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

与土地集约利用效益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性、时空分异格

局及空间相关性进行综合测度分析，以揭示关中城市群城

镇化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的状况及规律，分析影响关中城

市群城市土地集约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因素，并提出

提高关中城市群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建议及对策，为

关中城市群发展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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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健康中国背景下大学生体质

健康管理模式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雅苧 1811014505

高凯洁

/1811014518

,李晓妍

/1811014501

,王舒雅

/1811014221

侯娜 副教授 0703

全面了解大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和影响因素，并对大学生

的健康状况进行合理评估及干预，在此基础上建立人体、

高校、社区多维度的健康管理模式，以提高大学生整体健

康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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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

“一带一路”背景下咸阳古迹

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的途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烽榕 1901014124

杨烽榕

/1901014124

,李朝阳

/1901014138

,黄珊珊

/1901014209

陈利利 讲师 0501

抓住我国“一带一路”重大举措带给西部地区的巨大机

遇，借助陕西省以历史遗迹文化为主导的旅游大省的资

源，依靠咸阳毗邻在国内外文化旅游城市中皆享有盛名的

省会城市西安的地理优势，让身处华夏历史文化长河的发

端、秦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坐拥以五陵塬为代表的咸阳

的古迹文化走出去，讲好咸阳历史遗迹的文化故事，讲好

咸阳故事，讲好陕西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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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

基于单目视觉的车辆跟踪与测

速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田园 1810014218

关全保

/1810014206

,

张欣鑫

/1810014220

,

王涛

/1810044218

,

范欢欢

/1810044207

陈伟 讲师 0809

基于单目视觉的车辆跟踪与测速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检测车

辆速度并跟踪超速车辆轨迹，以此来加大交通安全管理力

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频率。随着科技的发展，老旧的

测速系统慢慢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本产品具有体积

小，携带方便，成本较低等优点。本产品在采用优化过的

测速方法与先进的技术水平，在行业漏洞上做出了弥补，

市场比较开阔。项目组预期通过高效合理的机构组织，先

进的完善制度和严格的管理体系保证项目后期的正常运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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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
糯玉米陕K818富硒机制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瑞洁 1808044225

江小敏

/1808044210

,张霞

/1808044206

,康洋洋

/1808044235

,朱怡然

/1908044106

窦玲玲 讲师 0710

硒是人类和动物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具有抗氧化

作用，能提高人体免疫力，抗肿瘤，抗衰老作用。我国是

一个极度贫硒的国家，且硒土资源分布不均衡。近年来首

次在我国陕西关中地区首次发现富硒土壤资源，因开展当

地富硒糯玉米品种筛选及富硒机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

过2019年富硒土壤田间试验，筛选获得了一个富硒能力较

强的玉米品种——陕K1818。本研究预期通过硒浓度梯度

处理试验，结合转录组测序技术，挖掘陕K818的富硒标记

基因，揭示陕K818的富硒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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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

汉代画像石——所见汉代休闲

娱乐生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小妮 1809044234

文海洋

/1909044234

,王欣怡

/1909044227

宁江英 讲师 0703

本项目的目的是通过搜集与汉代休闲娱乐生活有关的画像

石图案，直观地反映出汉代休闲娱乐活动的基本类型，通

过查找、搜集不同地区的画像石图案，比较在汉代不同地

区的休闲娱乐活动方式的区别与联系。本项目的意义是有

利于我们了解汉代社会生活状况及汉代民众的休闲娱乐生

活方式，探讨和分析汉代休闲生活的主体、休闲时间、休

闲活动、休闲观念与汉代休闲生活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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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

互联网体系下幼儿健康训练指

导体系的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徐骋 1911014113

张伟杰

/1812034120

,汪辉

/1911014114

,杜宣谕

/1812034110

,陈肖杨

/1911014112

蒋明朗 教授 0402

幼儿阶段正处于身体发育的初期，对于身体运动有着特殊

的要求。但是在国内幼儿体育教学活动中更注重幼儿体育

游戏的组织，幼儿体能训练有很多不足。本研究试图根据

幼儿具体的身体特征，探索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健康教育

和体育指导类课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整合相关内

容，针对性开发符合幼儿身体特征的体能训练内容，并以

游戏化的方式试图将体能训练有效融合到幼儿体育活动

中，达到促进幼儿参与体育活动和有效提升体质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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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X

传统汉文化手工工艺研习与制

作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高煜星 1801014127

叶雨昕

/1801024125

,李雅舒

/1803014706

马海婷 讲师 0501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手工艺，我们将对传统文化进行

创新性继承。通过研习传统文化元素，积极探索中国传统

文化与当下时代社会契合的可能性途径，以传统文化、工

艺为基础，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手工艺设计构思并进行相

关制作。创立自主品牌（“云华里-簪与奁中梦”）运营出

一个发展良好的品牌店铺。传承传统文化并且让更多的年

轻人，看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看到传统手艺的美、看到千

百年来大国工匠的智慧结晶。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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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

基于SpringBoot框架地方精

准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闯楠 1810024116

李闯楠

/1810024113

,高凯

/1810024116

,李会玲

/1810024218

,李小娜

/1808054102

葛萌 讲师 0703

本项目采用本系统采用MVC开发模式，前端采用Bootstrap

实现了用户管理界面设计，后台采Java+Spring+Mybatis 

+MySQL+Shrio解决方案。目的在于通过分析扶贫工作的流

程和内容，总结分析系统的功能需求和非功能需求。以解

决传统扶贫信息管理工作中的数据采集、检索、存储效率

低下，扶贫过程管理监督缺失，缺乏扶贫数据统计分析的

支持，扶贫信息的透明度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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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

数字赋能视域下户县农民画虚

拟数字体验馆的开发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满聪 1817064104

王容鹏

/1717014113

,陈慧

/1717024122

,王伟

/1810024214

,刘明军

/1710014327

戎岩 副教授 1202

数字赋能视域下的户县农民画虚拟数字体验馆，是一种基

于5G背景下，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

拟现实等技术为依托，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可对用户进行有

关户县农民画的信息推送、虚拟参观、互动展览、数字导

览、电子商务等功能的线上平台。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收官之年的背景下，通过数字技术开发与设计虚拟数字体

验馆，依托特色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既落实了户

县地区的文化扶贫工作，也体现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并且，在为用户提供更加智能、高效的体验与服务的同

时，使旅游与农民画结合加之5G技术的赋能，为户县农民

画的数字化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这对于带动农村人口

就业、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促进美丽乡村建设、传播和宣

扬户县农民画艺术价值与魅力是具有重要且深远意义的。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76

“文化走出去”战略下陕西唐

代帝王陵墓壁画资料外宣翻译

策略及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龚猛 1802014304

陈秋悦

/1802014319

,李元媛

/1802014321

,殷长琴

/1802014315

张晓娟 讲师 0502

本研究选择陕西唐代帝王陵墓壁画为研究对象，分析中英

文文本的不同特点；通过大量翻译实例分析、论证，探索

语言归化、文化类推、文化注解、信息转换、信息增减、

视角转换等翻译策略与技巧，为陕西唐代帝王陵墓壁画的

翻译提供一些建议性策略，旨在提高陕西唐代帝王陵墓外

宣文本的翻译质量，最终目的是宣传陕西丰富的旅游资源

和独特的墓葬文化，使陕西唐代帝王陵墓壁画走向世界。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76X
环保+外卖餐具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安存杰 1909014221

王泽楠

/1909014228

,赵米琪

/1909014231

,范燕子

/1909014227

寇萌 讲师 0705

本次设计的主题是环保+外卖餐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实现

外卖餐具的重复利用，减少外卖中产生的餐具垃圾。追求

环保，健康，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用户营造良好的

用餐体验。设计的思路是构建快递公司、学校或小区物业

、餐盒加工厂、外卖以及餐饮商家共同联系的平台，实现

餐具的重复使用。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80

中国画元素在文创产品中的应

用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忆露 1903014201

黄玉溪

/1903014202

,王佳

/1903014207

徐慧

琳，李

慧民

助教,

副教授
1034

中国画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艺术精神的集中

体现，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文化品格。随着时代发展，文

创产品愈加受大众欢迎，但中国画在文创产品市场中的结

合和运用还不够深入人心，仍可被拓展研究。本项目计划

将中国画中的特色元素与产品相结合，设计出既符合当代

审美趋向又兼顾实用性功能的文化创意产品。该团队通过

调研、普查等形式初步了解市场情况和客户需求，结合自

身专业学习和实践，利用产学结合，打造现代中国形象代

言的文创产品，宣传中国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81

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乡村

旅游价值再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闫方 1917054115

吴桐欣

/1917054125

,辛媛双

/1917054124

,王学露

/1917054121

,张娜

/1917054126

原志华 讲师 1209

该项目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以探究陕西乡村旅游多元化

价值为目标,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访谈和

问卷调查,构建陕西乡村旅游价值再造调研体系,依据不同

乡村情况探索其价值再造途径。本项目训练学生掌握实地

调研的流程,逐步形成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维能力,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同时也通过该项目的研究提

供一种思路以期改善陕西乡村旅游同质化问题，实现乡村

特色脱贫，促进陕西乡村旅游健康多元发展。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81

中低温煤焦油沥青质化学结构

及分子模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松林 1808014111

邰美琪

/1808014128

,黎淼

/1808014105

,孙佳怡

/1808014127

,李楠

/1808014129

孙智慧 讲师 0813

煤焦油中沥青质分子量最大、结构最复杂，在油品输送和

加工过程中容易聚集沉淀，因此深入研究其结构及其超分

子体系意义重大。本项目采用溶剂分离法将煤焦油中沥青

质分离出来，综合采用元素、分子量、核磁共振光谱分析

、红外光谱、荧光光谱分析法等对其化学结构进行表征，

构建沥青质分子模拟化合物结构。利用Materials 

Studio（MS）软件，采用分子动力学方法模拟沥青质缔合

体结构。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83
创意墙绘的设计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高政 1803034125

杜丹阳

/1803034129

,郝金涛

/1803034113

,贺佳琪

/1803034130

钟景华 讲师 1034
将墙绘表现于现实生活，从而达到艺术的传承，将艺术的

萌芽埋藏于心底，为中国艺术发扬光大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83
“镇安象园茶”推广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柯川 1901014437

邱隆杭

/1901014430

李睿琛

/1901014428

郝宇超

/1901014414

刘林

/1814014110

柯慧俐 讲师 0703

响应习总书记号召，并以此契机创建“镇安象园茶营销团

队”利用现有的依托公司互联网与实体店相结合模式帮助

当地的农民宣传、出售镇安象园茶叶，让更多人知道在偏

远的镇安，有这么一个无污染、健康多元素的高山绿茶。

打开象园茶的市场。带动当地的经济，使其走上脱贫致富

道路。通过线上销售与线下销售相结合的推广方式，“宣

传镇安象园茶”并“扩大镇安象园茶销售市场”。 通过提

高镇安象园茶的知名度，带动茶叶的销量，让镇安县的知

名度更加广泛，间接带动镇安旅游业茶业的发展，并直接

增加镇安农民的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85

“红 · 秦川”——关中地

区红色旅游微信小程序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宋佳欣 1816014317

常琪

/1803014421

,甘佳晨

/1816014320

,满烜豪

/1816014307

,崔卓凡

/1816014304

龚晓青 副教授 1305

近年来，红色旅游方兴未艾，其在市场需求与国家政策的

助推下迎来空前发展。但由于红色旅游发展时间较短，红

色旅游景区整合程度低，推广力度弱，范围小而单一，没

有系统性的导视，使其推广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红 · 秦川——关中地区红色旅游微信小程序设计”

通过整合关中地区红色旅游区资源的方式，以陕西关中地

区红色旅游景点为线索，在把红色旅游区串联起来的同时

结合旅游路线进行线上服务，使产品与旅游信息同时进行

推广，打造一个针对红色旅游文化服务的微信小程序，对

促进关中红色旅游文化服务具有积极意义。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86

“文化扶贫”战略下陕西非物

质文化遗产外宣英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曾梓涵 1802014522

张欣蕊

/1802014521

,李佳慧

/1902014521

徐媛媛 讲师 0502

该项目在“文化扶贫”战略下研究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外宣翻译,为推动陕西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传统

文化的传承、保护做出贡献。通过探索切实有效的翻译理

论，并将其应用在陕西“非遗”翻译实践中，以期对陕西

“非遗”外宣材料英译进行优化，提升英译质量，促进该

领域的翻译理论构建，同时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传

承，提升陕西文化品牌形象，助力陕西脱贫攻坚重大目标

√

2020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S202010722

087
微絮写作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峻杰 1910014121

李洪亮

/1810044129

,骆思含

/1910014115

王维 讲师 0809

打造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微写作交流平台”，让写作重新

变成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纽。通过“线上社区”，“高互动

性”，“团体感”等一系列革命性概念创新，将传统文学

从线下转为线上，唤醒广大学子对文学的热爱，以此来对

抗“泛娱乐化”的入侵。带，而不是无意义的短视频和游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03
电动小车无线充电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翟千庆 180743036

余雷

/180743001,

王佳庆

/180743021,

韩美玲

/190744070

秦玉伟 教授 807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是设计并制作一个无线充电小车及无

线充电系统，采用MSP430单片机作为主控，将5V/1A的直

流电通过无线充电模块的发射端发出，脉冲信号经驱动电

路放大后作用在逆变电路，由无线充电模块的接收端接

收，将接收到的电能储存在超级电容中，当充电时间达到

60s时，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切断发射端的电源，此时储能元

件提供电能，小车能够根据红外循迹沿引导线自动行驶，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04

儿童安全知识科普程序-“护

宝小将”APP设计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雅庆 180411021

丁兆薇

/180411026,

李维沁

/180411049,

郭隆

/180411022

熊晓莉 副教授 1305

“护宝小将”APP的研究方向面向幼儿安全启蒙教育，在安

全教育的基础上添加交互的形式，增加教育趣味性。目的

是为了能让幼儿更清晰深刻的了解安全行为规范，并促进

幼儿能够有趣味性的学习安全知识。从幼儿的心理角度出

发，将安全教育课程与信息技术高度结合，可以让孩子从

小就将安全意识，牢记于心，好的习惯从小养成。用动画

和交互的形式让孩子可以在快乐中学习，并且对安全知识

的了解更加深刻，更加明了。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05

礼泉草莓线上品牌推广策略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梦馨 170942029

马佳颖

/170942028,

张雨轩

/170942030, 

吴雪梅

/170942034, 

王宏

/171340152

李富荣 教授 0201

疫情防控期间，礼泉草莓销售受到了较大冲击和影响。为

解决礼泉草莓滞销问题，项目组拟通过，建立礼泉草莓品

牌，扩大品牌知名度，同时积极开拓线上销售渠道，从而

使礼泉草莓从单一的线下销售转变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新

零售模式，以达到拓宽草莓的销售区域，降低交易成本，

实现农产品增值、农民增收的目的。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06

“互联网+”背景下白水豆腐

的文化价值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泽裕 180144021

刘婧

/18014003,

李晨曦

/18014002,

孟庭羽

/18041502,

徐浩军

/18014110

韦爱萍 教授 0601

本项目旨在将“互联网+”与白水豆腐文化结合起来，深入

探究白水豆腐文化背后的人物故事与白水豆腐文化的形成

与发展，以及依托互联网让更多的人认识并且了解到白水

县不仅仅有白水苹果更有已经传承与发展400多年的白水豆

腐。通过“互联网+”让白水豆腐文化再一次迸发生机与活

力，填补国内对于白水豆腐文化价值研究的空白。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07
磁悬浮现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洁 180741025

杨科艺

/180741031,

陈再启

/180741023,

朱佳

/180741078,

王普

/180741024

张晓娟 教授 0702

该课题是2020年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的题目，该竞赛活动

摆脱应试教育模式，对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协

作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可以利用现成实

验室工具探究稳定悬浮的途径，研究搅拌子运动，摇摆运

动驱动循环流动，并且建立模型，这种悬浮与诱导导体流

动的组合为均匀表面处理和动态粘度测量提供了新方法，

还对双向射流泵的发展有影响，以及对精密商业悬浮器有

重要意义。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08

通过短视频传播红色文化对大

学生的影响探究——以延安地

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云馨 180411015

胡雅琪

/180411017,

张梦瑶

/180411005,

杨雅舒

/180411024,

梁建玲

/180411016,

刘潇颖 讲师 1305

本项目是以短视频和其他新的技术平台普及为背景，探讨

通过短视频传播红色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以及如何更好

地将延安红色文化的内容、内涵、精神通过借助短视频和

其他新的信息技术的手段，将内容筛选整合，将信息可视

化，以更加直观、显象化的形式传播给大学生，将高深枯

燥的科学知识文化转化为浅显易接收的内容，使日常生活

知识化，让大学生以一种轻松有趣的心态去理解和学习延

安红色文化。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09

太极拳运动对在校大学生心肺

功能改善的研究——以渭南师

范学院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金旺 181141059

詹宏

/181141086,

王凯

/181141055,

陈兴洋

/181141090,

彭明宇

/181141096

王小军 副教授 0403

本研究着重研究太极拳对渭南师范学院学生的心肺功能影

响作为一个新的切入点，进行研究。为大学生心肺功能的

改善筛选出经济有效且安全的手段，继而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也为高校开展太极拳、八段锦等相关传统体育选修课

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10

智慧教室环境下学生学习投入

度的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瑜 190247031

刘佳敏  

/190247005,

代鸿     

/190247016,

严杰     

190247038

张西宁 副教授 0401

本研究拟通过对现阶段智慧教室环境下教师教学的具体做

法，学生学习的过程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重点对影

响学生学习投入度的相关因素，如学生自身特点、教师教

学设计、学科特点等方面的特征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在智

慧教室教学环境下影响学生学习投入度的主客观因素，并

通过与教师和学生的座谈等，分析总结这些因素的具体表

现形式及其可能的控制方式，为探讨智慧教室教学效果的

提升和未来扩大使用的可行性，从而让广大师生共享现代

教育技术发展的成果，促进教与学方式的变革。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11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阈下的凤翔

泥塑家族谱系及传承现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郝文婧 180144006

赵婧 

/180144016,

杨聪

/180144011

杨敏 讲师 0601

本项目旨在研究非物质文化视阈下的凤翔泥塑家族谱系及

传承现状，对其在发展传承中的问题进行调查与分析，并

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以凤翔泥塑为基

点，提高人们对陕西地方民俗文化的认识与关注，从而达

到保护与发展地方特色民俗文化的目的。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12

机场出租车司机选择策略的拓

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亮 170746037

柳玉杰

/170746038,

卢肖楠

/170746030,

谭允迪

/170746040,

范娜

/170746034

刘炳全 副教授 0701

机场出租车是衔接机场和城市的交通工具，通过对客流量

数据的分析、对比这两种不同选择的出租车司机的收益、

比较收益给出司机的合理决策以起飞航班数和抵达航班数

为蓄车池车辆数和候车区人数的主要影响因素，考虑机场

乘客数量的变化规律和出租车司机的收益，通过对比两种

方案给出该机场出租车司机最合理的决策方案。以均衡短

途和长途出租车的收益为目的，减少本次排队等待时间以

弥补上一趟的损失，达到均衡收益的效果。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13

亲子网络沟通对留守儿童学习

动机的影响及培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玥 180242035

豆慧娟

/180242010,

杨月

/180242002,

王淼

/180242024,

孟婷婷

/180242037

刘峰 教授 0711

 本项目为心理学学科下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方向的应用研究

项目。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网络沟通愈加便捷并且成为

当前人们主要的交流方式，留守儿童的相关问题一直是社

会关注的重点。本研究立足于文字信息、语音通话、视频

通话、邮件等网络沟通方式，在探究亲子网络沟通对留守

儿童学习动机的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维持留守儿童

学习动机的亲子沟通模式，以促进留守儿童的学习动机、

亲子关系、心理健康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14

城市道路公共卫生消毒车设计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天 170440064

职训铸

/170440068,

贾冠男

/190440225,

郭舒媛

/190400030

殷晓克 副教授 1305

近期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城市街道公共卫生问题再次进

入我们的视野，与平常的公共卫生标准不同。此次疫情

下，我国城市街道消毒基本靠降尘车和人工喷洒这两种方

式，缺少多功能道路消毒的装备。这使得城市消毒效率不

高，且过多的消毒人员也增加了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基于

此原因，设计一款自动化城市消毒车，弥补现有装备因体

积太大或功能单一而无法有效对整个城市快速、便捷消毒

的短板，减少消毒作业人员的参与，减小工作人员感染的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15

智慧课堂环境下的学生学情数

据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亿 180247032

郝朝阳

/180247038,

杨天峰

/180247020,

朱振阳

/180247021

李智勇 讲师 0401

本项目选题贴合教育发展方向，项目研究内容技术含量

高，能进一步促进智慧教育新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和

推广。基于教学过程和学习过程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能有效

促进教学改革和实践，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通过项目

的训练，能使项目组成员更加精准的了解和学习数据分析

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还能提高项目组成员的教育教学能

力，起到综合训练的目的，使其成为更加合格的教师。因

此，建议评审专家能支持和同意该项目。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16

高校主旋律微纪录片的探索、

创作与传播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云 170412015

王超凡

/181340056,

高明龙

/180132031,

赵克强

/180406113,

沈剑竹

/180415031

于占豪 助教 1303

微纪录片改变了传统纪录片抽象、远离普通人群的思想内

容，使纪录片变得接地气，成为新媒体时代纪录片的新标

杆。主旋律题材的微纪录片更有特征，更人性化、情感

化，对弘扬高校学生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学生的思想、文

化水平，引领其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更好的形成，加剧

学生主旋律意识的塑造，以及宣传学校的形象、文化内涵

等具有较高的影响。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17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陕西自由贸

易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炫 181241026

张璐

/181241035
赵维 讲师 0201

为了促进陕西自贸区更高水平的发展，本项目基于双重差

分法实证研究11个自贸区（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

宁、浙江、湖北、陕西、河南、重庆、四川）设立的经济

增长及其动态效应，并运用合成控制法，通过陕西省自贸

区和其他自贸区实证结果的比较分析，了解陕西省自贸区

建设与其他自贸区的差异。继而，结合自贸区的制度体系

、创新改革、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让陕

西省在后续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自贸区发展红利。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18

石墨烯基吸附剂的合成及在黄

河湿地污水治理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才兰 180845038

张运娜

/180845012,

穆荣荣

/180845030,

兰巧飞

/180845006

李俊燕 副教授 0804

拟利用石墨烯吸附性强和Fe3O4的磁性，设计一种吸附后易

于回收的磁性吸附剂，应用于黄河湿地流域污水治理的实

际研究，旨在设计出一种能够切实可行地解决黄河湿地流

域水环境污染问题的新型材料，为黄河湿地开发提供人地

和谐的发展环境和国家区域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19

新形势下村村通农村“合作社

”APP运营模式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胜坤 180401219

陈思昱

/180401221,

张辽阔

/170440421  

 ,辛  星

/170440383,

杨永杰

/180401220

任晓婷 讲师 1304

村村通农村“合作社”APP是一项满足村民日常需要，并能

够送货上门的网购服务电商平台。完善和健全农村“合作

社”APP的服务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村民的憨厚、诚恳、

不拘小节的特点以及他们的消费水平和服务水平。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20
双路语音同传的无线发送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若天 170744022

邱一点

/170744010,

何文敏

/180743015,

吴雪彤

/190743034

韩丽君 副教授 0806

本项目研究内容是先将两路语音信号（均由标准信号发生

器产生的正弦波）分别经乘法器（AM调制），将模拟产生

的两路语音信号的频谱分别不失真地搬移到载波频率

（0.064MHz和0.256MHz）的两侧。接着利用加法器对两

路语音信号进行频率复用处理，即对两路调制信号进行合

路处理，然后对合路信号进行FM调制（载波频率为

48.5MHz）后经天线辐射到自由空间。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21

基于ZigBee的高精度森林监测

预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越 180744022

胡耀龙

/190744001,

阮珂

/190744017,

加志伟

/190744062

王峰
博士,

讲师
0744

主要功能：利用高精度传感器采集森林局部环境数据，再

通过自组织无线网络技术把信息传输给协调节点，通过

GPRS技术将数据传输给上位机。实现了对区域信息的监

测，尤其适合在一些人烟稀少且生态价值巨大的地段。重

点在监测网络的网络结构、通信协议、节点硬件实现和电

路能耗控制几个关键技术方面进行相关理论和的应用和研

究，从而达到及时准确高效的监测与预警。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22S

中国传统艺术--皮影与动画的

灵魂融合
创业实践项目 是 魏君豪 180410002

张莉莉

/180410006,

赵浩然

/180410003,

赵飞扬

/180410001,

张晋熔

/170440228

李琦 讲师 1303

皮影动画区别于日本动漫和美国动漫，结合了中国历史，

文化等元素，具有强烈的民族气息，独树一帜，自成一派

。我们以二维动画为背景，结合皮影的形状，和故事，以

新的面貌来展示。在动画的基础上，以皮影的形式来展现

出来，既有动画的画风，色彩，又有皮影的骨架喝故事，

二者相结合，给光大群雄带来不同的观赏体验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23

基于互联网构建综合性的交互

平台―“校友便”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毅 170746033

梅竹

/170746052,

马嘉妮

/170746051,

陈娓玲

/170746014,

王苏畅

/170746025

戴磊 副教授 0809

建立二手物品的买卖，租赁，兼职，顺代服务，失物招领

等为一体的“校友便”平台，此平台是为了是帮助大学生

低价购得日常所需物品，极大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降低

购物成本。平台旨在利用移动终端实现资源更合理的配

置，整合了大学生手里的闲置资源，减少校内二手买卖信

息的不对称，推动了校园文化建设，不仅为师生提供了便

利的服务，还为环境保护做出了贡献，最终建立一个真正

为大学生学习生活服务的平台。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24

互联网技术在农业温室大棚远

程监控系统中的应用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岳金金 170745021

张雨寒

/170745014,

卢倩茹

/170745015,

景龑恒

/170745039

朱高中 副教授 0823

本项目立足于移动互联网技术在智能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针对目前我国农业大棚的监控系统存在问题和不足，设计

了一套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农业温室大棚远程监控系统，该

控制系统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控制技术和传感器技术结

合起来实现对温度、湿度、光照度和CO2浓度进行实时检测

和控制。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25

县域经济优势产业的选择与发

展调研——以咸阳市三原县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卓珺 181241025

肖蕊

/181241007,

薛瑶

/181241010

马素英 副教授 0201

对县域经济如何选择和发展优势产业的调研，以咸阳市三

原县为例调研近些年来的优势产业选择和发展所取得的主

要成效，在调研过程中找出县域发展工作所面临的主要挑

战和存在的问题，并且因地制宜，为当地县域发展提出切

实可行的建议，让大学生深入了解国家近些年在发展县域

经济情况下三原县优势产业的发展优势和不足之处，寻求

破解县域经济发展难题的答案。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26

“融时代”媒体舆论监督方式

创新——以“新型肺炎疫情”

的报道为视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谷雨 170143054
180143031/

杨艺萌
张统宣

高级工

程师
0503

探讨“新型肺炎疫情”中新闻舆论监督在融媒体时代创新

形式、发生机制和存在问题，围绕解决重大社会危机中新

闻舆论监督的难点堵点，打通渠道融通、内容融通、线上

线下融通的舆论监督渠道，构建新闻舆论监督的内部创新

机制、媒体合作创新机制、媒体单位与政府职能部门间良

性互动运行机制，使新闻舆论监督运行科学化、规范化、

标准化，最终实现政府工作质量的提升与工作方法的改

进，提高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实现社会信息的优质传播。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27

陕西地方元素在影视戏剧中的

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卢小刚 180403052

李雨姗/

180403039,

袁浩钦/

180403035

赵书

英,曹

潇

讲师,

助教
1303

我们将带有陕西地方色彩的经典影视做以艺术审美分析，

用艺术角度重新认识经典老片，我们将挖掘并整理影视作

品中的地方元素如陕北剪纸、凤翔彩绘泥塑、花馍、秦腔

、皮影戏以及唐三彩陶等且对此加以分析，旨在明晰地方

元素在影视剧中的作用及其他应用效果。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28
E+宿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甜甜 181340140

薛佳乐

/181340140,

李少雷

/181340121,

马明超

/181340132

同晓荣 副教授 0809

E+宿舍是在互联网+的技术支持下，基于数据库与云瑞平

台，开发一体化宿舍生活APP。主要功能有：显示功能、远

程控制功能、断电功能、报修功能等。目的是为了解决电

量不足时提醒同学通过APP缴纳电费；当宿舍用电出现故障

时，可提交故障申请； APP可以使用指纹开门，避免忘带

钥匙的情况。使用智能用电代替传统用电，更快速，更便

捷，效率高，可以节约同学们的时间。改变学生们的生活

方式，让同学们真实体会到互联网所带来的便利和快捷。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29

校园生活垃圾的理化特性分析

及分类处置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潇乐 180849022

南在旭

/18084903,

张驰

/18084902,

王卓

/18080491,

陈俊耀

高锦红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以渭南师范学院校园区域为选择研究对象，通过实

验对校园生活垃圾的物理组成、基本燃烧特性、灰分含量

和发热量等理化特性的实验测定研究，为掌握校园生活垃

圾差异、垃圾合理的处理处置技术及环境管理提供数据支

持，在减少生活垃圾的数量以及垃圾资源化再生利用方面

具有一定指导和参考意义。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30

“互联网+现代农业”下的陕

西眉县猕猴桃跨境电子商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文淑 170946035

潘佳琪

/170946052,

杨妞

/190921068

屈晓娟 教授 0201

眉县——中国猕猴桃之乡，是国内猕猴桃最佳优生区之

一，本项目的研究意义在于：基于“一带一路”和“互联

网＋现代农业”背景下，利用跨境电商为眉县猕猴桃销售

开辟新的营销渠道，解决农产品滞销以及农产品中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眉县猕猴桃产业带动了眉县经济的快速发

展，帮助眉县人民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跨境电子商

务模式的引进对眉县猕猴桃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销售模式，

对提高眉县猕猴桃产业的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解决“

三农”问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31

基于“互联网+”的渭南果蔬

农产品供应链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祎彤 181242037

张嘉莹

/181242038,

孙洧清

/181242039,

刘睿妍

/181242035,

王媛媛

/181242036,

顾菲

/181242034

杨春丽 讲师 0201

本项目以渭南市果蔬农产品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互联网为

背景，分别从采购、库存、销售和配送四个环节剖析企业

供应链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供应链进行优化设计。

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紧跟时代改革主题，结合互联网背景，

对渭南市果蔬农产品企业供应链进行优化设计，丰富了供

应链管理在农产品企业中的实施借鉴经验。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32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探索韩语学

习新思路——以渭南师范学院

为中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喜燕 180343028

石绒绒

/180343003,

陈雪瑢

/180343004,

高昕怡

/180343023,

于晓璠

/180343029

赵萍,

孙波

讲师,

讲师
0209

本项目基于移动学习理论、韩语学习策略，探讨互联网时

代下微信公众号这一移动学习平台能否提升学生对韩国语

言、文化等方面的兴趣，能否增进学生韩语听说学习能力

。以期提高我校语言学人才的专业素养，促进学科建设。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33

新电商在创客街区微店铺创业

中的实践运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南若妤 170440496

强卓艳

/170440381

,韩婷婷

/170440556,

杜正虹

/170440273,

黄益德

/170440399

葛海飞 讲师 1305

本项目借助新电商这种“自媒体推广”意识形态，发挥平

面设计的专业优势，线上线下分阶段进行销售推广，线下

主要在创客街区以某种产品为媒介将平面设计转换为设计

产品出售，校内“查漏补缺”，敦实基础；线上通过短视

频和直播形式，针对校外进行批量推广，最终达到推广平

面设计增加客户的目的。这种平面设计新电商推广模式，

由简入难层层递进，达到提高设计能力和创业的目的，并

初步在校内完成创新创业，这对引导和鼓励设计专业大学

生创新创业具有实践价值和指导意义。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34X

校内自行车及电动车的实名管

理及其引申问题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童语 180746010

胡林

/180746018,

封瑞

/180746006,

马杏杏

/180746024,

余梅

/180746016

余保民 副教授 0701

在我校的校园角落到处散落着大量无人认领、布满灰尘的

自行车和电动车，这不仅影响了校园环境的美观和整洁，

占据了校园的停车空间，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本项目将结合我校的实际，研究大学校园内自行车（包括

电动自行车）的实名化管理的方法和措施，合理规划校园

内自行车的停车区域，寻找回收废旧自行车的方式和方

法，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提高校园环境的美观性，优化

学校的停车区域，减少资源的浪费。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35

“新零售”风口中渭南地区特

色农产品发展模式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潘佳琪 170946052

杨妞

/190921068,

王文淑

/170946035

韩宏刚 讲师 0201

通过运用互联网技术，将农产品与终端消费者相对接，降

低中间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将优质农产品保质保量保鲜

的送入消费者手中，增加用户体验。同时引入特色农业旅

游，为乡村振兴和农村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机遇。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36

乡镇文化智慧服务APP—《乡

里乡亲》UI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一凡 170440233

郭智渊

/170440216,

黄江铭

/170440483

程昌华 讲师 1305

    响应政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将互联网+

“农业+信息技术服务+公共服务”进行涵盖。通过构建“

乡里乡亲”APP——乡镇信息交互平台，整合创业就业、地

方新闻、政府公告、农技气象、旅游景点、当地特色食品

等信息。使政务信息及时传达，解决乡镇信息不对等、惠

农政策传达慢、覆盖面窄等一些问题。服务于乡镇地区群

众，便利丰富群众生活。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37

基于GPS的大学生惠购平台构

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晓蕊 170747008

李佳豪

/170746041
魏艳红 讲师 0204

本项目将搭建一个电商平台，利用GPS的特点，为大学生和

当地农户搭建一座桥梁，使学生购买到底价保质保量的农

产品，同时拓宽当地农户的销售渠道，助农助产。给农产

品附着二维码，使农产品拥有“GPS”功能，买家可以扫描

二维码精准定位到商品的地址，查询到各种养殖档案，肥

料施用，收获和其他田间作业记录以及产品检测等相关信

息，以360度全景图展现农产品的生长环境，真正做到有据

可查，有源可溯，使买家对产品放心；同时改变农产品投

入高，产出少，收益差的局面。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38

水性环氧树脂乳化型固化剂的

制备及其防腐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席万龙 180844003

王珣珣

/180844001,

邱志龙

/180844007,

刘乾园

/180844012,

高鑫

/180844021

朱科 讲师 0804

通过高分子分子结构设计多官能团环保型环氧树脂，以双

酚A型环氧树脂（E44）、三乙烯四胺（TETA）三羟甲基丙

烷三缩水甘油醚（TPEG）和甲基聚氧乙烯环氧基醚

（MEH）为原料，合成一系列非离子型自乳化的水性环氧树

脂固化剂，并制备得到固化剂-环氧树脂复合乳液，制得漆

膜。测定MEH含量对WPEA固化剂的粘度、胺值的影响；研

究MEH含量对固化剂-环氧树脂复合乳液粒径和涂层性能的

影响(硬度，光泽，耐水性，热稳定性，耐腐蚀性)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39
疫情状态下的果蔬保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瑞 180842038

李宇琼

/180842011,

沈影州

/180845003,

杨婉清

/180842020,

张雄飞

/180842008

王香爱 教授 0703

本项目致力于研制出主要应用于果蔬保鲜储存的食品保鲜

剂，以壳聚糖、生姜大蒜提取物为原料，首先采用化学降

解法完成壳聚糖的制备，接着用体积分数95%的无水乙醇振

荡提取姜蒜提取液，再根据现有资料调试其比例，最终确

定一个效果好、成本低、使用感佳的保鲜剂配比。此次实

验成功后，可显著提高生姜大蒜的利用率，同时降低保鲜

剂成本，使其具有市场普适性，从而减少果蔬在运输储存

中因保鲜期短变质带来的损失，为战胜疫情做贡献。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40

Scratch编程与课程融合对小

学生创造力的培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雅雯 180247012

朱素琴

/180247028,

贺艳艳

/180247031,

杨永杰

/180401220,

拓欢欢

/180247028

田贞 讲师 0401

 通过对Scratch编程的学习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计

算机思维，帮助小学生形成多元的思考角度；将小学生的

创造力通过可视化的编程软件体现出来，培养其创新思维

和创造力，使他们能够在新的教育模式下进行高效且富有

创造性的学习；为Scratch编程语言应用于小学教学提供

一定的参考，将小学生的必修课程与Scratch编程相融合

不仅让学生在制作案例的同时巩固课程知识，对学习产生

热情更为一线小学教师提供更多教学辅助资源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41

“兵马俑的秘密”儿童立体绘

本历史故事系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青玉 170401020

温楚锋

/170401031,

刘甜甜

/170401021

石洁 副教授 1304

我们研究集众家之长，取自我之道；基于儿童认知心里，

以读者角度出发。“兵马俑的秘密”儿童立体绘本整体为

中国水墨画风，秦始皇统一六国故事兵马俑建立过程，穿

插兵马俑的仿真陶片，增加儿童触感体验。包括同时期西

方希腊化时期文化对比。加入读者自己动手重现兵马俑绘

画，建立儿童文化认同，提高儿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

趣，发展儿童对于美的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42

初中生网络舆情接受度对亲社

会行为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依瑶 180242034

田景荣

/180242041,

胡霞

/180242021,

权鸽

/180242038,

郭紫燕

/180242013

刘峰 教授 0711

拟性和隐蔽性发表不正当的言论，造成不良的网络舆情。

初中生正处于好奇心强，参与意识强的年龄，其思想和三

观处于塑性阶段，没有自己的主见，网络舆情的导向势必

会对其产生影响。因此，研究初中生对于网络舆情的接受

度是有必要的。本项探究主要通过研究初中生对网络舆情

的接受度是否会影响其亲社会行为。有助于探索初中生心

理，了解网络舆论环境是否会影响学生成长。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43X

互联网+小语种图书馆(针对渭

外语专业学生、老师及爱好

者)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原鑫月 180417008

杨文清

/180417005,

谷雨

/180417019,

朱静

/180417017,

李亚妹

/180417020

王雅

琼,李

艳萍

讲师 0417

我们团队通过对学习市场资源的整合，通过谈判和协商，

达到为渭师院小语种专业学生学习提供便利的目的。为

此，我们将要提供一款手机第三方软件或者微信公众号，

将学生和阅读平台，书籍出版社联系起来，向学生免费或

付费推送日语，韩语，俄语更充实的线上资源，为学生提

供有效的书籍购买方式。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44

基于STM32的养殖场动物疾病

防控及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康 180744002

王河穆

/180744036,

邰佳磊

/180744027,

祝左成

/180744029

赵华峰 讲师 0806

 本项目的研究目标主要是对养殖场内动物的体温进行监测

并警告，养殖场内湿度，温度，氧气含量的检测，对养殖

动物由于体温升高可能引起的疾病进行提前预知，并且对

空气湿度，氧含量等等进行自动化调节。当达到设定预警

值的时候对养殖场进行相关调节并发出特定警报，提示管

理人员养殖场的具体情况，检查禽类或者动物的健康状况

。在每年易发动物病症月份在显示屏上进行提醒养殖场管

理人员进行对疾病的防控。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45

高校图书馆电子预约及取书系

统研究——以渭师院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鑫 170341069

王姣

170341077
王渭刚 讲师 0201

打造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号的图书预约和管理系统，为了使

大学生和在校老师的学校方便，打造专属于本校人员的图

书预约管理系统。通过公众号的方式，使查询，借书，取

书，还书程序线上化、系统化、快捷化、成本简单化，让

学生通过手机就可以完成图书的借阅，还书的相关程序，

不需要在图书馆的电脑上查询，节约时间。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46
医用户外救助折叠床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忠荣 170440172

杨丽

/170440200,

李天圣

/170440282,

刘宇恒

/170440014

杨明彦 副教授 1305

“医用户外救助折叠床设计研究”的目的是解决户外恶劣

环境下能够进入施救的紧急救助，在救助人员体力单薄，

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减轻其施救的力度，为之后的抢救奠

定好基础。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47

新媒体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数字化保护现状与发展策略

研究---以白水豆腐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曼冶 170412101

梁媛

/170412015,

姚凯

/170412016,

朱青青

/180412064,

张晋熔

/170440228

尹晓利 讲师 1303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宝贵遗产，是传统文化的精

髓。在互联网时代，借助新媒体背景，对白水豆腐数字化

保护现状和发展进行研究。通过调研，考察白水豆腐传统

非遗手工艺的数字化保护现状，分析其数字化保护创新以

及不足，与其他非遗数字化保护做对比，形成独特的白水

豆腐非遗数字化保护发展策略，从而对渭南乃至陕西、全

国非遗数字化保护提供参考。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48

渭南市南湖公园人工植被结构

及最优化配置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启超 180848035

史佩

/180848033,

夏倩

/180848040,

剪安阳

/180848022,

张鑫鑫

/180848028

谢恒星 副教授 0710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许多城市利用园林绿化

提升城市形象、改善人民精神生活，但园林绿化不是植被

的简单堆砌，要符合生态学规律。目前渭南市南湖公园植

被丰富度较高，但存在园林同质化、结构简单、缺少乡土

化植物等配置水平低的问题。基于此，团队将根据渭南市

植物的群落特征，优化南湖公园植被的空间分布配置，增

强人们的生活体验。同时也为其它园林建设提供理论指

导，进一步提高绿地景观设计水平。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49

地方高校师范生线上线下教育

精准扶贫行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舒梦鑫 190248038

李筱

/180243089,

王逍遥

/180243053,

杨乐乐

/190248006,

袁思苗

/190248040

梁燕玲 教授 0401

教育精准扶贫是针对贫困儿童开展的扶志、扶智、扶知的

教育帮扶活动。通过开发线上课程，开展线上线下活动促

进“困境儿童”全面发展。地方高校师范生通过“困境儿

童”精准帮扶，强化实践能力、坚定专业知识，铸造师德

修养，致力于乡村困境儿童社会化的西部经验探索，切实

促进困境儿童健康成长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50

学前教育学生对农村学前儿童

艺术教育帮扶对策研究——以

渭南市白水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朵苗 190413046

 伍姿

/190413043,

张兰月

/195041078,

张鑫

/190401201

蔡海怡 助教 0401

该项目建立在大学在校生的基础上，发挥未来幼教人的专

业优势，是向农村儿童科普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性知

识为主题的公益性活动，在活动过程中，社团将不断招纳

有能力的同学，扩大团队规模，提高公益活动效率。此项

公益活动不仅能为师范类大学生提供宝贵的实习经验，而

且能帮助农村无条件学习艺术兴趣的儿童。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51X
秦腔艺术的文创产品开发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王煜婷 170440508

孙佳悦

/170440514,

曹胜刚

/170440153,

李卓力

/170440119

张小波 副教授 1303

用现代化的数字技术为西安易俗社打造动漫形象代言人及

秦腔角色文创产品，让秦腔以另一种方式焕发新生。此项

目旨在通过互联网+秦腔元素，创作开发秦腔角色的文创产

品。产品主要以秦腔名角名家为原型创作的公仔、卡通手

办模型、T恤衫、抱枕、钥匙链、手机壳等。探索出陕西秦

腔的新路径，创新秦腔艺术表现形式和传播途径。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52

留守儿童情感支持工作的社会

工作介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慧慧 180246008

折宇婷

/180246037,

王媛

/180246032

孙晓珍 副教授 0303

本项目针对留守儿童情感缺失问题展开工作，并运用个案

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等社会工作的三大基本方法在

留守儿童情感支持方面的实践，实现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

区（农村）和政府的全方位的对留守儿童的关照。呼吁人

们关注留守儿童，同时也促进社会工作的发展。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53
微型口语学习新探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重健 180341010

安芝旋

/180341022,

严琪琪

/170341017,

邹俊琦

/170341019,

王蕾

/180341118

许艳 讲师 0502

本课题着力于打破传统外语培训思维和常规教育模式，充

分利用互联网、微知识和微媒体进行短期的学习活动，摆

脱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实现随时随地自主学习，为学习

者带来新的学习体验，学习时间碎片化的同时不会失去知

识结构的完整性，提升学习者主动应用口语进行流畅交流

的能力，甩掉开口说外语就感到十分尴尬的思想包袱，同

时帮助在校大学生、初入职场的毕业生及外语教育偏远地

区等多个群体，提高外语口语自然流畅表达的能力。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54

影视动画创作在高校对外宣传

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迪 180410042

王晶晶

/180410026,

王倩云

/180410034,

吕云轲

/,180410052

段旭

/180410044

赵书英 讲师 1303

将新兴影视动画与新媒体、传统媒体深度融合，推动宣传

工作理念创新，促进高校对外宣传工作的创新突破。把“

讲道理”和“讲故事”结合起来，把“大主题”和“小切

口”结合起来，把“高站位”和“接地气”结合起来，讲

好高校故事、传播高校文化、宣传促进发展。以创新手

段，将高校对外宣传工作做“活”，运用所学知识，进行

广泛的文化传播，影视动画创作在高校对外宣传中的应用

研究对促进高校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55

新型模式转换大功率超声振动

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佳 180741078

袁金霖

/180741067,

高雨婷

/180741084,

车龙

/180741044,

王普

/180741024

张宁宁 副教授 0702

基于波的纵振动理论和Mindlin厚板弯曲振动理论，针对

新型模式转换超声振动系统进行设计研究。分别建立三部

分的位移和应力函数，根据连接处的连续条件和边界条

件，推导出新型模式转换超声振动系统的频率方程。利用

计算机编程实现新型振动系统的设计，并进行模态和谐响

应分析及试验测试。用 Comsol研究系统的辐射特性并得

出相关结论。研究结果为超声辅助加工特别是硬脆材料高

精度曲面加工技术提供了一种新型超声振动系统以及频率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56
主动式老年健康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兆盛 181340197

喻来

/181340195,

曹宇翰

/181340198,

张熙铭

/181340194,

苟泰泽

/181340196

哈渭涛 教授 0809

本课题探讨居家老年健康管理系统的内涵,分析居家老年健

康管理系统构建的现实意义及支持因素,论证这一系统构建

的可行性,以期推动居家老年健康管理服务的发展,从而降

低整体医疗成本。所设计的老年人健康信息管理系统将互

联网+、信息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应用于养老体系，对

老年人健康信息进行收集、储存、管理和分析。通过该系

统可加深老年人个体对自康状况的认识,促进积极持续的自

我健康管理。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57

新冠疫情对渭南市经济影响的

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科柯 180743028

蒲丹莉

/180744014,

边楠楠

/180744035,

景江涛

/180749004,

王宁

/181243002

王娟娟 副教授 0201

自2020年1月始，新冠疫情在我国快速蔓延，经过全国的

共同努力，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对经济的冲击也非

常大，目前全国各行业的复工复产还存在很大的阻力，所

以急需大家为经济复苏提出有效建议。本项目通过以新冠

疫情对渭南市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为背景，将受到疫情影

响的主要行业作为调查对象，如物流、医疗、餐饮和零售

行业，通过对上述行业进行实地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和数

据，建造行业经济波动图表，分析这些行业的经济受影响

程度，为疫情平稳后这些行业的复工复产提出有效的建

议，进而为促进渭南市经济的复苏和平稳发展提供一定的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58

渭南地区柿子醋酿造工艺改进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于柳 15929840850

雷思妍

/1533910868

2,刘艺

/1500921177

1,刘佳怡

/1872917537

6,赵妍

/1533904161

胡明 副教授 0902

通过实验改进传统的发酵方法，提高生产效率，结合固态

发酵、液态发酵、固液混合发酵三种方法的长处，缩短生

产时间和受发酵环境等不可控制因素的影响，提高产品品

质稳定和产品利用率。新的发酵方法预期将缩短生产周

期，提高柿子醋的风味口感，最后将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广

到柿子醋生产中，发挥它的经济效益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59

以绘本为载体的幼儿园性教育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张娟 180413013

舒蓉

/180413011 

,林伟祥 

/180413043 

,陈欣悦

/180413010

郑媛 讲师 0401

本项目对市场上的绘本进行分类研究，从如何选择绘本、

应用绘本对幼儿进行性教育进行研究，旨在让幼儿通过对

绘本知识的学习，了解正确的性知识，树立正确的性观

念，增加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形成正确的保护观念。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60

疫情期间各类情绪变化导致的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以新冠

肺炎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卓 180242020

贾云潇

/190242022 

,叶娈

/190242014,

杨才峰

/190242004,

杨佳伟

/190242006

蒙宗宏 副教授 0711

社会重大应激事件的爆发,难免会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不

同程度的影响。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对期间,部分学

生出现了恐慌不安、焦虑担心、压抑焦躁、无聊郁闷、抑

郁失落、紧张无助等不良情绪此调研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入手，研究在此期间大学生受情绪变化可能出现的心理健

康问题。发现问题，提出方案，旨在收集并保存经验与模

型，为之后的应激事件做准备。探讨各种因素对大学生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激状态下心理健康的影响，为政府有

关部门及高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精准决策参考。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61S
俄言俄语APP企划 创业实践项目 否 靳雪娇 170417009

郭丹

/170417008,

赵佩琪

/170417005,

刘芸芸

/170417004,

秦佳慧

/170417001

张晨彤 助教 0417

为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找到知识盲点，帮助广大学生有

效备考俄语考级考试，提高语言学习效率。俄言俄语App抓

住目前语言学习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改变传统的学习模

式，将语言学习专业化、系统化、科学化，从而提高学习

效率，满足更多用户的学习需求。本项目旨在系统化梳理

俄语相关知识点和考点,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帮助学生获得

最大的学习成效。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62

大学生老腔唱腔的传承与创新

实践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超 170406150

李杰

/170406159,

周汀宏

/170406146,

雷骁

/170406155,

魏宏澳

/170408061

杨军燕 教授 1302

本项目以大学生老腔唱腔的传承与创新实践开展研究，基

于渭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三届大学生老腔14、15、16级老

腔传承教学成果为基础，以17、18、19级唱奏课程进行多

元合作创新的探索模式,探索项目学习视角下非遗传承教学

的新路径。以老腔唱腔教学模式设计为基础,在音乐学专业

基础之上运用民族发声方法、戏曲发声方法、现代流行音

乐发声方法等各方面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进行有效融合，解

决老腔唱腔传承发展现实意义的问题。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63

互联网+背景下陕西地域特色

科普动画创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希尧 180410019

李敏佳

/180412109,

王显荣

/180412108,

吕云轲

/180410052,

张  敏

/180410017

李岩 副教授 1303

互联网+时代，影视动画成为知识信息传播主流。科普动画

能够形象生动地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是

科普工作的重要途径。针对当今的新媒体传播形态与地域

文化贴合，进行相适应的科普动画创作与普及，既是科普

工作发展的需要，也是新媒体领域动画创作者实践探索的

方向。把科普动画有效的和陕西地域文化特色相结合，才

能实现陕西科普品牌及其文化的传播，打造优秀陕西品牌

。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64

创新高校团建进公寓的模式研

究——以渭南师范学院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尹滢露 180412052

袁浩钦

/180403035,

张莉红

/190412079

赵书

英,陈

宏

讲师,

讲师
1303

随着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步伐加快, 学生公寓的环境氛围

、公寓的文化设施和公寓管理服务的质量如何,以及公寓管

理模式,都对传统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挑

战，高校团的建设同样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此, 

高校学生公寓是学生传播信息、交流思想的重要区域，公

寓生活对大学生人格养成，人生观、价值观确立有十分重

要的影响，研究探索公寓团建既有填补团工作空白的开拓

意义，又有可资操作的实际需求。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65

智能生活辅助机器人关键应用

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邢旭东 180743022

李丹

/190744077,

高敏

/180247037

何冰 副教授 0807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智能化时代来临，国民生活品质的提

升和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机器人相关领域技术得到迅

速发展，应用普及度不断增加，智能型、家用型、服务型

机器人逐渐为人们所青睐且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与传统

的工业机器人相比，家用服务机器人在交互性，安全性，

便捷性等方面有更高的设计，但针对老年人和生活不便的

年青人缺少一种辅助生活机器人，拟设计基于LORA和

STM32的辅助生活机器人，该设计可以针对生活不便的人

群，在外可以出门购物，取快递等操作，加上基于openCV

的机器视觉技术，可以更加智能化，搬取物品，检测用户

的安全，照顾用户日常起居等操作。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66

疫情防控下校园餐厅便捷服务

APP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海洋 181340016

刘宇航

/1813240021

,任羿潼

/181340022,

胡少林

/181340032,

许倩

/181340182

何小虎 副教授 0809

校园餐厅便捷服务APP是为全体师生在疫情阶段下提供更加

方便、快捷、安全的就餐方式，引领新时代更安全的就餐

。通过软件可以实现在疫情期间同学们分流吃饭、并且支

持饭菜配送进宿舍，解决大量人员就餐聚集以及就餐拥堵

等问题的同时还可以为勤工俭学的同学提供工作机会。本

项目的创新在于适应新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节省在就

餐方面花费的时间去更好的学习和休息，同时可以方便让

使用者更方便的看到每个窗口的饭菜情况，“足不出户”

地解决就餐问题，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人员接触，为共同防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67

大学生自主学习和时间管理能

力现状调查与提升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相如 180242003

王凡

/180242008,

弋子涵

/190242035

马雅菊 副教授 0711

2020疫情席卷中国，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增多，科技时代，

电子产品日新月异，这对于学生的时间管理与自主学习能

力又是一大考验。本研究通过调查了解当前大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的现状，探索其影响因素，进而提

出有针对性的提升策略，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学生自我

完善提供借鉴和参考。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68

探究一卡通大数据下的“秘密

”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卯 170746020

石李杰

/160746021,

许壮壮

/171340196,

刘丽丽

/170746004,

杨秀云

/170746021

张菊梅 副教授 0809

高校的校园一卡通系统是集身份识别、校务管理、校内消

费生活、金融服务等众多功能为一体的核心应用项目，它

的智能效果也在不断的提升。学生在校期间的行为信息在

使用校园一卡通时被后台记录，存储的海量数据。然而，

这些海量的数据却没有得到充分地利用，本项目以校园一

卡通数据为基础，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高校大学生的

一卡通大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从而分析学生的行为

特征，找到数据背后隐藏的大学生的“秘密”。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69

新冠疫情影响下财税政策支持

小微企业发展的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月 191243005

白雪娇

/191243001,

安新慧

/191243003,

刘文华

/191243025

石党英 副教授 0201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实地走访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了解

新冠疫请对渭南地区小微企业的生产运营情况的影响。通

过走访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政府应对

新冠疫请对小微企业的财税政策帮扶的具体内容，了解财

税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效果。通过研究能够梳理出财

税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路径，帮助小微企业应对新冠

疫请的影响，促进企业迅速恢复，更好发展。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70

高效常温催化除甲醛材料的制

备及规模化推广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耀峰 180844034

何佳峰

/180844002,

石敏

/180844015,

孙少杰

/180844031

张佳 讲师 0804

甲醛是典型的室内空气污染物，主要来源于装修材料中的

木材制品和油漆涂料，长期居于含有甲醛的室内环境中易

引发癌症、白血病等众多疾病。目前人们使用的吸附/吸收

甲醛净化技术易产生二次污染，且实际应用时难以达到国

家规定的空气质量标准。本项目针对传统过渡金属氧化物

实现甲醛完全催化氧化时温度的局限性，通过相界面构筑

、晶面调控等手段，研发出常温催化材料，用于室内低浓

度甲醛的降解净化，以达到国家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71

沣峪口湿地生态系统的演变分

析及健康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艳冰 170846005

李思婷

/170846005,

冯煜

/170846008,

王博

/170846033,

刘鑫

/170846038

周健 副教授 0705

    本项目以沣峪口为研究对象，旨在掌握沣峪口湿地现

状及沣峪口湿地生态系统内部各组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并

且对沣峪口湿地生态系统现状进行深入研究,结合历史生态

资料,分析沣峪口湿地生态系统演变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最后对沣峪口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进行综合评价，探

索改善沣峪口生态环境的措施，使沣峪口湿地生态系统恢

复稳定状态。这对于秦岭地区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具有较

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72

贫困地区土壤水分研究——以

陕北米脂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苏 180846003

张承栋

/180846049

,赵莹

/180846050

,刘雪珍

/180846045

赵玉 讲师 0705

土壤水分是土壤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土壤水分供给作

物生长，是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土壤水分作为黄土高原

植被生长限制性因子，决定了植被的生长发育。黄土高原

地区气候干旱，降雨量少，其土壤水分具有明显的时空变

异特征，在干旱季节及作物生长旺季土壤易出现干层，影

响植物生长及当地土壤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开展米脂县土

壤水分的研究，对解决农作物增产增收、改善该地区土壤

水分状况的调控措施有理论实践指导意义。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73

基于Spring的线上教辅平台设

计与实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航 181340076

栗晨昱

/181340054,

罗文涛

/181340073,

梁月

/181340108

朱创录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重点是为解决传统教辅平台缺少监管系统和机制的

诟病问题，与解决大学生缺乏社会实践锻炼问题，为大学

生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实践的机会。本项目是基于

Spring的线上教辅系统利用计算机的便捷性、高效性、准

确性模拟实现生活中人工监管的过程，系统将监管信息随

时随地反馈给家长，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效率。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74

基于大数据的秦东古民居保护

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迎 180144014

李升洋

/180144020,

李幸芝

/180144018,

杨孝敏

/180144010,

王邢郁婕

/180144023

张始峰 副教授 0601

古民居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

园，保护古民居势在必行。秦东地区古民居现存数量众

多，但分布分散，整体保护现状也不容乐观。本项目将调

查研究侧重点放在渭北韩城、合阳、澄城、蒲城、白水、

大荔一带，运用互联网技术，对古民居情况进行全面的资

料搜集，合理分析研究秦东古民居保护发展现状，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新农村提出建议。并基于可持续

发展理念，对秦东古民居出现的问题制定解决方法和措施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75
医院走廊自动消毒清洁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赖雅真 170440541

危冬梅

/170440395,

朱婷

/190400025,

童思甜

/190400016

张玉昆 讲师 1305

医院清洁人员的工作量较大，半自动手推式的清洁车体积

大且笨重，因此操作人员使用起来费力。而且，清洁人员

与病人经常接触。在疫情期间与病患接触过多，感染风险

高，且容易将病毒带出隔离区。

该项目将医用消毒机和扫地车结合创新，并增加了擦拭扶

手和回收生活垃圾和医疗垃圾的功能。通过拼装的方式为

车体减重，医院只需配有充电房和放置拼装、拆卸、安置

的场所。避免患者除医护人员外过多的接触，减少其他人

员的安全且同时满足医院日常清洁的使用。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76

关于耀州窑瓷器的保护及现代

发展思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惠孟彤 180144017

杨珍珍

/180141115,

王玮瑶

/180148032,

何珍珍

/181241040,

闫琛

/180144031

杜振虎 副教授 0601

耀州窑制瓷工艺作为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项目

对耀州窑历史演变的研究，对非遗技艺进行再次探索和充

实。在此基础上，将研究的重点落在耀州窑瓷器文化的未

来发展上。以耀州窑未来发展总思路为例，探讨了非遗其

他同类窑文化的未来发展。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77

渭南数字旅游中的虚拟现实作

品创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方梓煿 180410020

张舒宇

/180410018,

赵倩

/180410023,

柴勇

/180410005,

李龙江

/180410028

贺宏福 副教授 1305

通过策划、数据采集、三维模型资源创建、虚拟现实呈现

等创新设计环节，利用三维建模、虚拟现实技术开展旅游

景点的VR多维度呈现实践，设计与制作具有真实感的旅游

景点的三维虚拟展示，具有交互性质的三维虚拟旅游系统

作品，丰富渭南文化旅游产品。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78

陕南茶叶废弃物的热解特性及

资源化利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军鹏 180849014

高娜

/180842035,

姜瑞英

/180849031,

余皓琛

/170849011,

何珂瑶

/180849019

高锦红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以陕南茶叶种植地产生的茶叶废弃物为研究对象，

采用差热分析法及差示热重法研究茶叶废弃物在空气和氮

气气氛下的热解过程，进行其反应动力学参数等实验测定

和分析探讨。目的在于一方面为开发和优化高效的生物质

热化学转化工艺方面提供基础数据参考，一方面为解决茶

废弃物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有效利用提供理论依，在茶叶废

弃物回收和有效利用等资源化利用方面具有一定的实验和

理论参考意义。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79

废弃水果皮制备多孔碳材料及

吸附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月 180845028

程青山

/170848029,

卫浩楠

/180845001,

刘静

/180845020,

许一帆

/180845029

付新 副教授 0805

现在社会水污染问题十分严重，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中

所需的多孔材料普遍造价高昂，限制了这解决方案的选择

和多孔材料的用途，本项目以富含碳源的废弃水果皮为原

料替换传统原材料来制备多孔碳材料，降低多孔碳材料制

备的成本，扩大它使用范围。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80

高能量密度快充正极材料掺杂

改性及其晶格畸变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林帅 180843023

胡苗

/180843032,

 王静怡

/180843009,

 刘甜

180844028

田清泉 讲师 0804

随着镍钴锰酸锂前驱体制备工艺的成熟化，三元材料成为

了电动汽车电池的主流正极材料。项目通过对三元正极材

料进行改善掺杂修饰，结构解析、性能探索、储能密度、

循行寿命以及安全性等方面的研究，从而制备出具有容量

高、循环稳定性能好、安全性能好等三元正极材料。项目

实施后，对Rb 掺杂的方式对材料性能进行改性研究，进而

获得不同 Rb 掺杂量对材料结构及性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81

新冠疫情下社区工作的重要性

和困难解决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苏菲 180246027

林文倩

/180246025,

王丹

/180246026,

王玄

/180246010,

张光涛

/180246034

郭正斌 副教授 0303

以此次疫情为切入点，总结和提炼社区工作在突发公共事

件中的重要性以及面临的挑战研究，为社区日后的应急模

式和常态模式提出可行性方案。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82S
VR+合阳洽川风景名胜区旅游 创业实践项目 否 褚乐 170440048

李阳

/170440049,

庞泽祥

/170440099,

薛峥堂

/170440451

侯君奕 副教授 1305

洽川风景名胜区，景区内的黄河湿地“万顷芦荡，千眼瀵

泉，百种珍禽，十里荷塘，一条黄河”，自然风光十分迷

人。诗经文化、黄河文化、古莘文化源远流长。素有“小

江南”之美称。地理条件，景区风景优势。这些优势，我

们应该利用和发展。VR虚拟技术的日趋成熟，结合景区打

造一个新时代发展潮流的新型旅游产业。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83

互联网+下的中学物理的精准

化教学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佳祺 180741020

赵付任强 

/180746064
王晶 讲师 0702

本项目以中学物理教学设计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在互联网

＋下如何实现中学物理教学精准化进行研究，并对于现存

问题，结合互联网优势，提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为打

造“金课”奠定基础。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84

金针菇，杏鲍菇，平菇，海鲜

菇四种食用菌多糖抗氧化性对

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玉莹 180842013

韩诚

/180842023,

高瑞航

/180842009,

蒋珂珂

/180842018,

安元春

/180842030

刘楠楠 讲师 0827

   实验通过热水浸提法对生活中四种常见食用菌（金针

菇、杏鲍菇、平菇、海鲜菇）的多糖进行提取，同一提取

条件下，对比四种食用菌多糖含量，其次通过测定四种食

用菌多糖对DPPH自由基、羟基自由基、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的清除效果考察多糖的体外抗氧化性活性。对四种食用菌

的多糖抗氧化性活性进行对比分析。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85

新时代背景下的渭南红色旅游

资源的发展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喆 180241046

何浩

/180241009,

张舸遥

/180241029,

张永鑫

/180241008

曹立新 副教授 0305

近些年，红色旅游资源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而本项目将

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考察渭南红色旅游资源的地理、历

史等因素，研究如何通过互联网等途径实现并发挥红色旅

游资源的教育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功能作用，从

而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此促进红色旅游资源的转型升级。运用文献搜集、经验

总结等调查研究方法，深度融合互联网思维，进一步激发

和培养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怀与红色基因。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86

新课改下如何促进农村中小学

音乐教学发展的研究与探索—

以渭南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康文静 180406059

  黄雨珂

/18040617,

张一凡

/180406064,

张盛焱

/180406075

逯克刚 副教授 1302

本项目通过对渭南地区一些农村中小学部分学生、老师、

家长及其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走访调查，发现在音乐教

育中存在着教育观念不强，教师队伍素质较低，课程教学

设备不完善、人才流失严重、课外活动较少、教学方式比

较单一等问题，与城市学校音乐教育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本项目拟从以上问题中找到解决办法，从教学观念、思维

方式、学生自主学习，利用多媒体等方面加以提高改进。

同时对改变现状，促进音乐教育的发展和未来规划提出一

√



2020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S202010723

091

陀螺仪特斯拉计的原理及影响

因素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民瑾 180741085

王澳

/180741058,

王渝鑫

/180741046,

计欣磊

/180741018,

葛立军

/180741081

郭宝会 教授 0702

当一个非铁磁性导体材料制成的陀螺仪在磁场中旋转时会

缓慢减小旋转速度。研究相关参数对于旋转减慢的影响。

通过对非铁磁性导体在局域磁场中的运动的研究将训练我

们对于该物理问题进行合作研究，实验探索，发表观点的

能力，将提高我们对于电磁学，刚体力学知识的理解与整

合能力。同时涡流制动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极为普遍，该

研究将极大丰富和完善我们对涡流制动的基础理论的理

解，并在此基础上对装置结构提出优化建议。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1

公益事业视角下社区文化艺术

示范中心建设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娜 1811210108

兰琴 

/1811240113

,  娄依琳 

/1811240112

,

赵一鸣 副教授 1302

   项目是以强调以地方文化艺术传承发展为宗旨；以努力

适应当代市民的审美与内在精神生活需求为导向，以提升

市民的文化生活素质，创造极佳的空间环境及完美的学习

传承形式为目标。项目实施按照“确保公益，促进均衡，

注重内涵，激发活力”的原则，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社区文

化艺术服务体系的建设上。以榆林学院服务地方建设的高

校职能，通过集中培育群众性业余文艺团队和志愿者队伍

等方式保障社区文化艺术中心健康、有序、可持续地繁荣

发展，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与变化的文化需求贡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2

探析陕北民谚富含的小智慧与

大人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永霞 1701210144

董佳豪

/1701210336
白小强 讲师 0101

研究陕北民谚的发展历史，探索民谚蕴含的历史意义以及

反映的人生活方式。探析陕北民谚中富含的小智慧与大人

生，深入调查民谚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认识学习民谚

对生活生产的指导意义。研究陕北民谚的历史传承方式，

民谚主要流传在米脂、绥德两县，走进这两县，走进人们

的生活中，去感受与学习民谚的传播与继承方式，去探讨

因地区的不同所产生的民谚的不同以及民谚所富含的含义

的不同，进而更好地去研究民谚的继承、传播与保护方式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3

“冰柜”神速--校园电子共享

冰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党丽华

1815290104

白雅茹

/1815290109

, 雷皓喆

/1815290101

, 杨武杰

/1815290102

, 冯家博

/1815290117

胡欢欢 讲师 0807

我们团队按照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结合当前电算化技术的

发展，推行出一款新型多功能电子共享冰箱，它除了有保

鲜功能外，还有榨汁、制冰等功能，它使用方法简单，能

切实为消费者带来方便快捷。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4
手指智能牙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康乐 1710230104

陈俞光

/1710210225

，王瑞英

/1710210227

，王丽

/1810210131

赵立爱
团总支

书记
890

传统的牙刷只能刷牙齿正面的可以看见的食物残渣以及宏

观的细菌，但是不能刷到牙齿内测的食物残渣及微观的细

菌。互联网加手指智能牙刷改变了传统牙刷的刷牙方式。

它是采用纳米技术制作，整个牙刷全身是柔软的，像手套

一样套在某一个手指上，便于在口腔中随意改变方向去清

理口腔内测的异物以及牙缝之间的异物。装在智能手指牙

刷中的电子设备可以与智能手机配对，在深入口腔中清理

异物时给手机一个口腔健康状况反馈，使人们能够清楚地

看见口腔中哪些部位存在着没有清洁到的异物，根据自己

的口腔卫生情况每天制定专业的、科学的刷牙时间，定时

提示。手指牙刷APP还具备定位服务功能，对你口腔存在的

问题能趁早地，自动的与医院的口腔挂号系统预约，并且

将检查出的问题反馈给医院，方便医生及时医治。

解决问题：监测用户的口腔问题；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5

多功能坚果自动开口装置—

榆林市富瑞仕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技术改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凡 1805250116

王长智

/1705250104

，

黄航航

/1705250137

，

王雄 副教授 0802

本课题是对榆林市富瑞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所制造的机械

式杏核开口机进行开口装置的技术改造，设计一种能大幅

度提高开口率并且适用于多种坚果的自动开口装置。该设

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农户的劳动强度，提高产品的合

格率。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6

基于耦合评价模型的陕西省休

闲农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柯 1804250101

吴烨萌

/1804250108

, 张孟娜 

/1804250117

,     程杰

/1804250137

闫树熙

副院长

/副教

授

0712

休闲农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由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其

真正目的是满足人们休闲度假的消费需求借此获取商业价

值。与单一农业生产相比，休闲农业的益处更多。但当下

却存在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存在制度、安全、环境

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休闲农业和旅游业要想取得更好的

成绩，就有必要推进两大产业的良性耦合，使地区经济得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7

设施大棚土壤自动化追肥设备

的研究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美英 1707270105

高旺

/1707270106

，

董亚伟

/1707270125

，

任雪

/1707270140

， 

  

  

  

  

  

 

 姜国梁

/1707270129

张宁宁 讲师 210

本研究以设施大棚土壤自动化追肥设备为研究对象，不同

水溶性肥料为研究材料，通过在设施大棚模拟土壤在缺肥

的环境下，研究植物如何进行自动化追肥，理清楚设施大

棚的植物该如何实现自动化追肥，以及对应的追肥量和追

肥时间；根据不同大棚中不同植物的生长发育以及缺肥情

况，设计出设施大棚自动化追肥轻巧方便的机器模型，首

位突出智能化、自动化理念。在不妨碍人工进行其他作业

的前提下，能够将肥效最大化，建立陕北设施大棚植物自

动化追肥特色的初步理念，为区域大棚内的设施自动化追

肥提供技术理论和数据参考。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8
沙棘油面膜的研制及应用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翊国 1806270115

陈 鑫

/1806220122

, 邱彩莉 

/1806220106

, 杨飞艳

/1806220134

, 刘晓宇

/1808210140

, 王敏淳

/1808210139

高立国 教授 460

面膜是美容保养品的一种载体，面膜利用覆盖在脸部的短

暂时间，暂时隔离外界 的空气与污染，提高肌肤温度，皮

肤的毛孔扩张，促进汗腺分泌与新陈代谢，使肌肤的含氧 

量上升，有利于肌肤排除表皮细胞新陈代谢的产物和累积

的油脂类物质，面膜中的水分渗 入表皮的角质层，皮肤变

得柔软，肌肤自然光亮有弹性。沙棘油面膜不仅能满足人

体对营养物质的需求，还能改善肤质，达到美容养颜的目

的。沙棘油中的脂肪酸，维生素、氨基酸和矿物元素给皮

肤提供了全面、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关键酶，促进皮肤日常

的新陈代谢。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9

利用SRB菌处理重金属废水中

铬离子的试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岑星慧 1717230143

蔡次雲

/1717230144

,           

            

  刘亚萍

/1717230104

,           

            

    魏伟

/1717230126

,           

            

           

张靖帅

/1717230131

刘聪 讲师 0813

   现代社会每年都产生大量的含重金属废水并排放入环

境，重金属废水一直是工业废水处理的重点。近年来，国

内外学者对利用硫酸盐还原菌处理重金属废水进行了广泛

研究，在厌氧条件下硫酸盐还原菌(SRB)还可以通过称之

为异化的硫酸盐还原作用,将硫酸盐还原成为H2S，使废水

中的重金属离子与H2S生成难溶的金属硫化物沉淀，从而可

以去除废水中的重金属。这里主要针对重金属废水中的铬

离子废水处理进行研究，确定处理效率最高的铬离子废水

浓度以及处理时间，并且研究提高SRB菌处理铬离子废水效

率的措施，为后续SRB处理其他重金属废水的研究提供试验

资料和依据。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0
一种多功能施肥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延展 1717220220

张磊磊

/1717220223 

张锴

/1717220209

刘光秀 讲师 0802

根据机械原理及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以及施肥机和耕地

机的各自特点优势，将二者有效结合起来，设计绘制出一

款新的“复合型施肥耕地机”的机构简图，再此基础上力

求能够做出实物，提高机械化的高农作物播种效率，节约

播种成本。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1

和儿童一起探寻革命足迹——

陕北红色绘本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毓 1901210107

张琳霞

/1901210102

,

高开心

杨静涛 讲师 0101

榆林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但目前青年儿童对榆林的红色文

化了解少之又少，采用手绘本的方式可以让儿童从小接触

榆林的红色文化，更加热爱这片土地、热爱祖国。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2

陕北旅游景点英语翻译APP开

发及使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超雪 1803230115

冯若轩

/1803230116

,

郭蓉蓉

/1803230113

,

夏伟东

/1603230103

刘艳峰 教授 0502

我们团队主要研发一款依托强大的互联网和计算机辅助翻

译等技术，在软件中设置语音库、术语库、翻译记忆库，

为游客提供所需景点的语音服务，以及选择最佳旅游景点

观赏，提供吃喝玩乐全方位便捷服务，具有创新性的APP，

致力于为外国友人在华旅游，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务。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3
智能垃圾收纳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建军 1810210218

冯永洲

/1810210207 

            

      刘煜坤

/1810210219

侯捷
党总支

秘书
890

这个产品利用智能垃圾识别系统，将垃圾分类然后依次通

过分拣风扇进去各自的收纳盒里同时在每个收纳盒里会有

液压压缩器，可以将垃圾压缩，减少占用空间。智能垃圾

收纳箱分为3个部分，由三个盒子组成每个盒子长为30㎝，

宽为40㎝，高为100㎝，总共拥有一个压缩器，根据每个

收纳盒的大小设计，可以左右自由自动压缩每一个收纳盒

。三个收纳盒分别为，可回收垃圾，餐厨垃圾，其他垃圾

。智能垃圾收纳箱拥有一分扇式分拣器，一台垃圾识别系

统，有一套外壳保护系统，而且开口自动开关门，带有一

定的重量时门会自动开启，然后会立即关闭，收纳箱自带

一块太阳能板可以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供垃圾收纳箱所

使用，而且本台仪器具有空气过滤器，到了夏天以后智能

垃圾收纳箱就不会有气味，这样为清洁工叔叔阿姨减少了

一些负担，同时也可以将可回收垃圾直接从收纳盒里拿出

来卖钱，赚钱又省工。最后为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本台

智能垃圾收纳箱可与支付宝APP相连接，联合打造蚂蚁森

林，每次投完垃圾后可积攒15g水量，用于种树、浇水。这

样既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同时推动商业性合作，达成互利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4
社区法律之“家暴零容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洁 1902240120

沈鑫

/1902220133 安勇华 讲师 0301

对家暴者加大惩治力度，是家暴受害者清楚家暴的实质。

在受到伤害时及时采取法律措施维权，给予受害者帮助和

救助，创建“零家暴社区”的优良典型就是我们项目的根

本目的。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5
可滚动式弹跳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航航

1705250137

张恒钰

/1705230216

，

王凡

/1805250116

，

王雄 副教授 0806

为了提高机器人的活动范围和应用领域，在原有的运动方

式上，增加弹跳运动能力。弹跳运动的突然性和爆发性有

助于机器人越过障碍躲避危险，在重力加速度小的星球

上，具有弹跳运动的机器人有着较大的优势，它可以越过

数倍于自身尺寸的障碍物，有着较为灵活的运动形式和较

高的工作效率。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6

大学生学习生活用品共享交换

平台的开发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崇杰 1704220125

郭乐乐

/1704220144

，

马保雄

/1704220105

郭利锋 讲师 0712

调查显示，多数大学生的物品利用率比较低，物品随意堆

放的现象较为严重，这不仅会造成宿舍空间利用率差，进

而影响宿舍卫生，而且对物品本身来说也是失去其固有的

价值。因此，此项目设计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将物品通过

交换或者其他的方式转移给其他人，以实现其价值的最大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7

煤化工“零排放”结晶盐

资源化处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盛华 1806210120

曹振鑫

/1806210131

，曹拯瑞

/1806210103

，曾昭坤

/1906210101

张智芳 教授 460

本项目基于已有的杂盐成分分析，设计一种设备将煤化工

所产生的杂盐进行分离与反应，通过结晶及分离技术从杂

盐中制备出符合国家工业级标准的硫酸钠产品，并建立一

种从工业杂盐中回收无机盐的方法。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8

一种基于气化渣复绿沙地的肥

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宇强 1807250121

丁佳乐

/1807250113

,

杨旭

/1807250114

,

李强 副教授 210

     目前，煤气化灰渣还是处于低附加值利用阶段。煤

气化灰渣具有非均粒性，孔隙较少，用作回填材料效果较

好。本项目用于处理大量的煤气化渣，进行变废为宝，开

发一种基于气化渣复绿沙地的肥料，不仅处理大量废气

渣，还实现修复沙地，实现开发，保护共同进行，带来双

重利益。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9

榆林市旅游景点导游词翻译与

双语微信宣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至玉 王至玉

涂芷彦

/1803230104

,

李乐

/1803230107

,

储楚

/1803240103

,

胡帅帅

刘学 讲师 0502

在当前多元化传媒信息体系中，微信己经成为很多人尤其

是年轻人普遍应用的软件，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

微信公众平台发布信息，可以既便捷又高效的达到我们的

预期目标，并对塑造与宣传城市形象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利用网络的力量，可以以较低的代价取得较大的传播效应

。网络宣传以其海量性与共享性、交互性与即时性，打破

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城市的宣传开辟了新思路，本项目

以新媒体时代为背景，选取榆林市特色景点，撰写双语宣

传文稿，借助微信公众号平台推动榆林城市形象传播，为

榆林走向世界舞台贡献我们一份力量。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20

基于互联网模式下——“百文

斋”共享书籍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彬 1704220112

史少东

/1704220114

, 

张延绥

/1704220124

,

李金辉

/1704220104

薛少英 讲师 0712

在大学生的学习中，书籍已经成为了主要提升能力的助

手，但在学生中总会出现书籍的浪费现象，为此我们搭建

一个共享书籍的平台，可以让学生将自己不需要的书和所

需要的书进行租赁，实现了资源的共享。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21

一种高效降解聚甲基乙撑碳酸

酯（PPC）塑料地膜的微生物

菌群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瑞华 1807210105

冯学保

/1807210116

魏  库

/1707210109

王辰龙

/1707280229

李朵珍

/1707280202

王雯 副教授 210

本研究拟从多种土壤样品中利用选择性培养基筛选 PPC塑

料地膜高效降解菌群，对高效降解菌群进行转接富集，分

析PPC塑料地膜降解菌群降解状况，揭示PPC塑料地膜高效

降解菌群的群落结构，探索可降解 PPC 地膜的核心微生

物物种。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22

吸附/还原双功能Z-nZVI@St-

g-PAA复合材料的构建及修复

水体Cr(VI)污染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启宁 1806270137

王蕊

/1906710107

，崔毓芳

/1806270101

，高遥遥

/1806270129

张岩 讲师 610

含Cr(VI)废水处理不当，严重污染环境。nZVI因强还原

性，成为修复Cr(VI)污染水体的热点，但稳定性差是制约

其发展的瓶颈之一。本项目采用载体法、表面修饰法和限

域效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通过液相还原法制备沸石-纳

米零价铁（Z-nZVI）的基础上，以原位聚合得到粉接枝丙

烯酸（St-g-PAA）包覆层的同时对Z-nZVI@St-g-PAA材料

结构、尺寸和包覆层厚度进行有效调控，发展Z-nZVI@St-

g-PAA构建策略，完成Z-nZVI@St-g-PAA构建，实现对水

体中Cr(VI)的吸附和还原，为改善nZVI稳定性和水体污染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23

陕北堡寨文化主题田园综合体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钰梅 1611270126

徐嵘铧

/1711270113

, 段静乐

/1611270118

, 李彤彤

/1611270120

, 洪楠

/1611270128

裴晓阳 副教授 1305

    田园综合体是在原有的生态农业和休闲旅游的基础上

的延伸和发展，能更好地体现乡村独有的美丽和活力，为

新时代的都市人打造别具一格的世外桃花源，实现城市居

民的田园梦。同时，提升田园综合体模式的商业价值，能

更好地带动新农村的发展，促进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同

时运用陕北风俗文化打造一个具有浓厚陕北文化特色的田

园综合体。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24

红石峡水库淤泥中重金属分布

及潜在生态健康风险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左安志 1717230101

李震

/1817230139

,  王浩源

/1817230137

张钦库 副教授
0810

03

榆林水资源贫乏，生态环境脆弱。水库已逐渐成为城市重

要的饮用水水源，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大部分水库均面临

水体污染问题，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质量恶化。为及时

发现水库水质恶化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预防、治理措施，我

们对榆林市榆阳区供水水源地—红石峡水库库底淤泥进行

检测分析研究，采用常规的分析测试方法检测榆林市红石

峡水库中沉积物的重金属含量，研究污染的现状、潜在的

生态风险及污染物的可能来源，为环境保护部门的决策提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25
陕北杂粮果冻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俊鹏 1807250102

张莘莘

/1807250110

,

王怡

/1807250111
卜耀军 教授 550

红枣、黑米、枸杞、玉米等均为常见的杂粮，其营养丰

富，口感独特，果冻的形式也可以变得更加独特多样。红

枣中所含的糖类，蛋白质，脂肪，是保护肝脏的营养元

素，能促进肝脏合成蛋白，增加血清红蛋白与白蛋白含量

。黑米比普遍大米更具营养，是不可多得的滋补佳品。枸

杞子果实含枸杞多糖，具有生理活性，能够增强非特异性

免疫功能，提高抗病能力。玉米能刺激大脑细胞，增强人

的脑力、记忆力和人体新陈代谢力、调整神经系统功能。

老年人常吃玉米可预防骨质疏松，此果冻颜色呈浅红色，

有微量杂粮沉淀;组织状态呈凝胶状、半透明，无絮状物，

酸甜适中，弹性适中、韧性好、口感丰富。所制成的杂粮

果冻晶莹透红，富含杂粮成分，口味独特，是一种营养保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26
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制备及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劲升 1806290245

卢沫言

/1806260111

徐绘/

冯宏伟

讲师/

讲师
480

在众多可再生资源中，生物质能源是唯一可替代化石能源

转化成液态和气态燃料以及其它化工原料或者产品的碳资

源。本项目通过NaOH改性废弃花生壳作为粉煤成型粘结剂

制备生物质型煤与型焦，实现生物质资源部分替代化石燃

料，可减少人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减缓温室效应，

减少污染物排放，提高能源供应的自给率，保证国家能源

战略安全。同时可高效利用废弃生物质能源和榆林地区大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27

锌卟啉敏化In2TiO5纳米带的

制备及光催化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庆 1717220216 

陈红森

/1717240136

, 刘理涛

/1817230115

张钦库 副教授 0813

In2TiO5纳米带的禁带宽度为3.40 eV，属于紫外光响应性

光催化剂。为拓宽其光响应波长，提高其光催化活性，本

次采用锌卟啉敏化的方法提高In2TiO5纳米带的光催化活

性，通过考察不同类型卟啉（ZnTPP、ZnTHPP）对In2TiO5

纳米带光催化活性的影响，确定最佳的卟啉类型，并将制

备的光催化剂应用于染料的实验室光催化降解，为今后的

实际工程提供技术支撑。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28

人工智能技术在审判活动中的

运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倩 1813210204

王承钊

/1813210229

, 吕星星

/1813210117

, 丁佳茹

/1813210129

张晶 讲师 0301

加快普法进度，帮助审判提高效率，紧跟人工智能，利用

其高效、便捷、智能、大数据的特点可以相对应的解决审

判活动中效率、复杂、繁琐等问题。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29

榆林红色旅游纪念品创新设计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雅铃 1901210301

谷兵兵

/1901210112

, 

  

吴卓颖

/1901210249

, 

  

薛欣欣

/1901210303

, 

李娜

团总支

书记/

讲师

0101

通过对榆林红色旅游纪念品创新设计研究，推广具有榆林

本地特色的红色旅游纪念品。推广榆林红色经典革命文化

精神，带动榆林红色旅游经济发展。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30

一株裂解性绒山羊源大肠杆菌

噬菌体的分离鉴定及生物学特

性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鑫 1708210140

郭紫薇

/1708210129

，

张强飞

/1708210134

李陇平 讲师 180

以从患羔羊痢疾的羔羊粪便中分离的1株大肠杆菌为宿主

菌，从污水中分离纯化１株烈性大肠杆菌特异性噬菌体φ

PTK，并对其生物学特性进行研究，为研制一种替代抗生素

的有效生物防治方法提供资源。双层琼脂平板培养后，噬

菌斑呈现清晰透明、边缘光滑的圆形，直径2-3mm，最佳

感染复数为０.0001；吸附和感染宿主菌的潜伏期为

15min，裂解期约195min，裂解量93；噬菌体浓缩液经

SDS-PAGE分析可以观察到至少６条蛋白质条带，说明其蛋

白质外壳至少含有６个结构蛋白，在30-90℃范围内φ PTK

的裂解活性均较强，30-40℃时活性最高，90℃处理90min

后仍然具有较强的活性；对酸碱的耐受力较强，pH值在５

至9范围内均有较强的裂解活性，对紫外线的耐受能力较

强，经紫外线照射8h后仍然具有较强的裂解能力，研究结

果为新型噬菌体生物杀菌制剂的研制提供了基础，经过一

系列试验和特殊工艺，我们研制出了新型、无毒、杀菌效

果好、环境适应性强的噬菌体生物杀菌制剂。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31
食品中硒的分析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卜海婷 1717260127

郝佳婷

/1806290215

，黄丽君

/1906230212

，温馨

/1906270137

焦玉荣 讲师 150

硒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具有抗氧性，防癌抗癌。拮抗

重金属毒性、协同抗氧化等多种生理功能。食品中的硒分

为有机硒和无机硒，无鸡西毒性较大，有机硒毒性小。研

制富硒食品，补硒已成为营养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而硒

含量过高，又会对人和动物产生毒害作用。

本项目合成具有荧光性质或和目标物衍生后具有荧光性质

的纳米材料，通过研究将建立一种分析食品和环境样品中

硒的的方法。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32

液力透平引水部件设计及性能

验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智豪 15029821770

王继超

/1522916752

6，毕文强

/1774926371

6

毕智高 讲师

    本项目构建了一个在线应用程序虚拟化平台，它允许

在任何设备上运行任何应用程序。在云界应用程序上运行

时，其行为方式与本地安装的方式相同。只需点击一下就

可以从云端获得数百个应用程序，在任何时候打开任何文

件--所有必要的应用程序都可以立即在云中获得且不需下

载并打开。当用户制作出私有程序时可保存到云端，以便

下次使用。'云界'致力于网络资源的合理利用、日常生活

的方便快捷以及电脑的便携化、安全化、统一化。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33
衣合我形—3D virtual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震 1817230139

权增地

/1717220140

,      曹家

瑞

/1817230111

,      雒妍

/1817260113

崔新 辅导员 0807

该项目是通过个人数据（例如身高，体重，三围，肩宽，

年龄......）建立个人3D模型，创建模特DIY,挑选衣物一

键试穿，通过三维技术顾客在终端360º分析服装穿着的动

态效果，可以挑选和搭配出最适合自己的衣物。本设计通

过3d可视效果增强立体感，实物感，安全感。充分把握利

用人的心理，人的视觉，人的审美，人的情趣，是基于人

工智能和仿真技术的虚拟试衣系统。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34

扫除校园阴霾，助理社会主义

法治进程，共筑法治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佳楠 1713210124

杜迁

/1713210133

, 坐雅婷

/1713210134

, 郭子尧

/1713210112

, 张弛

/1713210140

安勇华 讲师 0301

对于榆林校园暴力进行普法宣传，提高本校法学专业的学

生的实地调研能力，同时让中小学生更懂得保护自己，保

护周围的同学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35
车载纯正弦逆变器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倩 1705230134

常得成

/1705230110

，          

            

 任佳琪

/1705230109

，          

            

           

徐凯栋

/1805230132

，          

            

赵跟敏

/1705230113

，

李艳 讲师 0806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汽车逐渐变为人

们出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对车载逆变器需求和供电

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开发一款高效、经济、实用

的移动车载逆变器以方便人们的用电需求，有着重要的实

际意义。本设计基于单片机为控制芯片，采用高频直流升

压和正弦波逆变方法设计了一款体积小、可靠性高的隔离

式车载逆变器，此车载逆变器除了实现12V直流电逆变为

220V/50Hz的逆变功能外还具有过压、欠压、过载、过热

等保护功能。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36

陕北枣树主要害虫枣飞象引诱

剂研制及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杰 1807210126

马信兴

/1807210117

，

郭晓敏

/1807280101

，

王庭昊

/1907210129

，

韩忠财

/1907210160

阎雄飞 副教授 220

枣树在陕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枣飞象是枣树的一种害虫，近年来在我国陕北

枣区爆发成灾，导致枣飞象生长势衰弱甚至死亡。本项目

拟以枣飞象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枣飞象偏好枣树，鉴定

出对该害虫具有引诱作用的活性物质，配制成引诱剂，以

期为枣飞象的田间监测和绿色控制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37

站内油气排放量在线监测系统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兴华 1706230226

加隆

/1706230213

，张嘉伟

/1706230236

梁颖 讲师 480

通过理论研究与实测调研，在实验室进行模拟试验、数值

模拟、程序设计，形成一套稳定可靠计算软件，为油库管

理与炼油企业的油气排放计量提供一套高效、便捷、精确

的方法。现场调研站场油气排放的规模与趋势，形成完整

的理论体系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38

谷子白发病病株抑菌物质的提

取及活性测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寒 1507210204

杨金丹

/1707210129

，

王  珍

/1707280221

，

郭灵芝

/1707280218

王梅 讲师 210

谷子是陕北主要特色作物之一，在区域农业经济发展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由禾生指梗霉（Sclerospora 

graminicola）引起的谷子白发病已在我国陕北谷子种植

区流行成灾，在提倡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下，本试验旨在

从谷子白发病病株（发病初期）中提取具有防御作用的化

合物，为植物源杀菌剂的研制奠定基础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39

蓝牙技术的家用电表监控系统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搏遥 1805270109

张云贺

/1805270106

，

隆晓都

/1805270104

，

赵鹏 副教授 0803

针对传统的家用单相电度表人工查表繁琐，费时费力，无

法实时监控电表用电量的问题；本设计提出了一种以单片

机为控制器结合蓝牙模块、手机APP界面、LCD显示器等外

围器件实现了对家用电度表实时监控的方案；该设计具备

对电度表用电量的LCD显示及通过蓝牙模块传输至手机APP

的实时显示功能，对家用单相电度表的功能改善有一定的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40

智能化衣物温度湿度家居储藏

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鹏飞

1701220147

张琪

/1715240148

, 祝锦成

/1715230112

, 郭俊明

/1815290126

, 师峰

/1815280208

胡晓红 讲师 0807

用智能化系统代替人工操作，极大程度的提高了生活水平

。我们的目标是设计出一个智能衣物控制系统，能够提供

一个方便/舒服/高效的生活环境。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41

基于语音识别的家用

智能分类垃圾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长智

1705250104

田佳乐

/1605250128

，

王凡

/1805250116

，

王雄 副教授 0806

本课题设计了一个可语音识别的智能垃圾桶，来帮助人们

解决倒垃圾由人工分类的难题。该款智能分类垃圾桶将传

统的人工分类垃圾转变为之智能化，由专门的系统负责分

拣垃圾，这样的做法将大大地减少人工垃圾分类需要的人

力、物理，不让垃圾分类再变为令人头疼的问题，减少了

人们倒垃圾的负担。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42
Recycle新型生态固沙剂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丽 1707250144

刘巧娟

/1707250101

，

刘轮

/1707250118

，

刘佳欢

/1707250106

，

王亚成

/1707250132

付咪咪 无 210

   本项目拟集成现有风蚀阻控手段和技术，结合区域环境

要素如风力强度、土壤类型、植被措施等实际，从生物结

皮、植被根系和植物枯落物中提取分泌物物质，配比现有

固沙制剂，探索新型近地面风沙阻控方法。此类固土剂依

据所处地风蚀危害强度，现状，植物覆盖情况而不同，从

而生产出不同所在地需求的固土剂。从而达到针对性治

理，区域性治理，有效性防治等效果。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43
高强度煤基电极材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海漫 1806230105

马铭辰

/1806230104

, 汪翔翔

/1806230103

, 张旭强

/1806230121

, 王凯

/1806210128

苏婷 

王金鹏

讲师,

副书记
530

本项目提出了以低变质粉煤为原料制备新型电极材料，并

采用电吸附技术处理煤化工废水的工艺路线，力争在对低

变质粉煤提质分级的基础上，实现煤化工废水的达标排放

。因此，通过成型热解工艺制备新型煤基电极材料，不但

可以有效解决低变质粉煤转化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难题，而

且可以综合回收焦油和煤气，真正实现低变质粉煤的提质

分级与综合利用。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44

新型低碳环保自行车多功能供

电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帅 1902270108

王星泽

/1902270125

, 陈文祥

/1902270114

, 马辉

/1902270111

, 侯思璞

/1902270135

张国涛 讲师 0805

该项目为现社会生活中道路骑行避免安全隐患，解决道路

骑车安全问题，与提高居民生活方式，为其营造一个新颖

的生活体验。本产品主要研究动能转化相关问题，电机转

速发电与电流恒定问题。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45

高吸附容量、高选择性吸附材

料的构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伟涛 1706210122

张攀悦

/1706210132

，樊星

/1706210125

白瑞 讲师 530

   本项目针对传统吸附材料在染料废水处理中存在选择性

差、吸附容量低、多次利用率低等问题展开研究，定向设

计构筑高选择性、高吸附容量的染料废水吸附材料。本项

目从高效选择分离染料废水的功能出发，利用氧化石墨烯

具有丰富含氧官能团和良好液相可操作性、自组装性好等

优点，采用合成方法和功能化手段，合成了多孔吸附材

料，并对其结构和功能进行优化，探索具有高吸附性、高

选择性吸附材料的新方法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46
VR技术于高校教学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少锁 1901210126

白  悦

/1901210122

,

刘苗苗

/1901210121

,

杜芯媛

/1901210322

,

郭芯妤

/1901210116

胡静静 讲师 0101

1.虚拟现实技术（VR）是仿真技术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仿

真技术与计算机图形学、人机接口技术、多媒体技术、传

感技术、网络技术、等多种技术的集合。是一门富有挑战

性的交叉技术前沿学科和研究领域。虚拟现实技术(VR)主

要包括模拟环境、感知、自然技能和传感设备等方面。模

拟环境是由计算机生成的、实时动态的三维立体逼真图像

。

受制于科技的传播速度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VR并没有

大范围实现在各大高校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目前的大学教

育更多是局限于课本和老师的讲解，学生对于某些知识和

场景只能空洞的去想象，课堂有时会十分枯燥，我们希望

通过更大力度的推广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VR在教学领域上

的重要作用，在课堂上利用虚拟现实系统，学生足不出户

便可以做各种实验，获得与真实实验一样的体会，同时提

升学生的兴趣和专业水平技能，在保证教学效果的前提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47
食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林坤 1905330149

王琦

/1905330149

，

张健

/1905330121

，

陶俊辉

/1905330138

，

张阁阁

/1905330140

，

王建军 讲师 0809

由于学校人数众多，且用餐时间较为集中，因此用餐时间

出现食堂人数过多，学生和老师吃饭排队时间长，吃饭困

难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学校食堂用餐人数减少。外加

由于外卖APP的兴起带来的便捷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和老师在

用餐时更多选择外卖APP而不去学校食堂用餐，但目前市面

上大多数的外卖APP的食物来源于各个商家，但由于各个商

家的环境，设备和人员的具体情况无法了解，所以导致食

物的安全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

所以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决定开发出适宜学校的订餐软

件（预约宝），学生和老师可以通过软件提前线上预约点

餐，选择取餐时间。然后只需在取餐时间去窗口取餐即

可，无需排队等待。而且由于餐品都是由学校食堂出品，

环境，设备和人员都是了解的从而食品的安全问题就有保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48

板蓝根根部药性有效保存技术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文轩 1807270116

刘世龙

/1807270127

张晓娟

/1807270106

叶莹雪

/1807270105

王小林 副教授 210

   通过不同预处理和保存技术的对比分析，探明板蓝根药

性与储存技术的相关性和主要影响因子，利用不同储存技

术的优劣对比，明确板蓝根保存技术要点和实施细则。充

分解决板蓝根出土保存的技术瓶颈，建立板蓝根保存技术

的关键环节要素体系，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板蓝根药性器

官的保存技术规程。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49

基于互联网模式下的快递包装

的回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翟夏夏 1815290106

李冲

/1815290132

, 肖春如

/1815290114

, 郭俊明

/1815290126

, 王阳

/1815290110

胡欢欢 讲师 902

在校园、社区等公共场所设立智能化快递包装回收站点，

可以线下自主把有回收价值的包装材料通过选择不同规格

、大小的投放窗口进行投放。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50

大学最后一课——榆苑毕业礼

物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怡婷 1807250136

崔悦

/1807250134

， 

  

  

  

 

牛雅婷

/1807250138

， 

  

  

  

 

   李坤林

/1807250101

马春艳

刘哲荣

讲师

讲师
760

研究具有榆林地方特色的毕业礼物，对于一个生活四年的

地方同学多少会留有不舍，而这份对于第二故乡的不舍再

看到这份独具地方特色的毕业礼物时会有份释然，当有了

“念想”，放下也就容易了许多。在榆林学院校园内能找

到的植物标本置于礼物中带走，会给予学子们无限宽慰。

在校园内有样本采集，压制，脱水，水晶材料的购进问题

解决好便很好完成此项作品。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51

低沸点胺催化酯交换反应制备

GPC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代静 1706210130 无 李红亚 副教授 530

本项目以低沸点有机胺作为催化剂，天然大豆磷脂为原料

反应制备GPC，对催化剂进行筛选，并对优选催化剂下的酯

交换反应参数，进行详细讨论，同时对反应机理及反应动

力学模型进行推测，并将实验数据代入模型方程进行比较

。进而可以更好的控制反应条件以增加产物收率，提高反

应速率。选取的低沸点胺催化剂可以与甲醇一起蒸馏回收

再次循环使用，对设备腐蚀小、环境污染小、不会产生皂

化反应等优点，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52
甘薯组培脱毒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苗苗 1807210124

封瑞超

/1907210134

,

王思雪

/1707280211

,

党培根

冯光惠 副教授 210

在目前尚未找到高效、廉价的抗病毒药剂，也未培育出抗

病毒的甘薯品种情况下，脱毒苗是现在最实用的对甘薯增

产的有效措施。脱毒苗的推广应用，是防止或减少因病毒

病感染造成损失的有效途径。。应用茎尖组培技术生产甘

薯脱毒苗，既可以大幅度提高甘薯的产量，对甘薯种质的

提纯复壮、种质保存、新品种培育和促进甘薯种质的国际

交流均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53

ZIF导出的多孔碳/氮化碳复合

材料对染料废水的吸附催化性

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安小康 1706270120
雷雅

/1706270122
白苗苗 讲师 530

石墨相氮化碳(g-C3N4)在降解有机物、光解水以及有机合

成方面引起广泛关注，但是g-C3N4在光催化时，产生的光

生电子-空穴对的复合率高、电子分离效率低等不足影响其

进一步应用。因此利用具有高表面积、孔径可调和多功能

性等优点的金属有机骨架材料(MOFs)合成具有协同性能的

氮化碳纳米复合材料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基于以上

分析，本项目提出一种ZIF导出的多孔碳/氮化碳复合材料

的制备方法。并将其作为吸附剂对水样品中罗丹明B染料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54
一种新型擦玻璃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韦新成 1806250123

韦新成

/1806250123

，张缠缠

/1806250138

，顾鹏圣

/1806250128

，王宏

/1806250130

，陈正君

/1806250122

高勇 

李大艳

副教授

/讲师
460

传统的擦拭玻璃模式中的需要人工盛水后移动至擦拭部

位，然后将擦布浸水后擦拭，工作量较大而且比较浪费水

资源，取水过程工作量大，费时费力；擦拭过程中细小的

构件和角落擦拭不到位容易造成擦拭的死区，擦拭效果不

理想；清水重复运用后会受到污染，影响下一次的清洁效

果，并且清洁人员必须通过重复换水的程序保持清洁效果

等；传统清理玻璃等物品的方法是喷壶和擦洗布交叉使

用，其工作量大并且浪水资源情况较严重。因此对传统的

擦玻璃方式加以改善具有很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商业价值。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55

高校辩论文化的推广与思辩之

风创新性建设的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侯丹妮 1901210204

刘晨希

/1901210152

,

钞伊榕

/1901210142

,

来乐阳

/1901210127

第小明 讲师 0101

通过对辩论文化的总结与辩论重大赛事的讨论，在国内高

校中推广辩论文化，并且结合国内教育现状探索高校思辩

之风的创新型建设方案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56
畜牧兽医用保定治疗床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强飞 1708210134

郭紫薇

/1708210129

,

王 鑫

/1708210140

李陇平 讲师 460

目前，对牲畜进行药理、生理等实验或临床疾病治疗过程

中，通常需要固定床体方便对畜牧进行治疗操作。然而现

有的固定结构通常只适用于近似大小的动物治疗，无法做

到依据动物做合理调整，降低了整体使用性能。本产品目

的在于解决上述不足，提供一种畜牧兽医用保定治疗床，

方便肢体位置调整，提高了使用便捷性。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57

煤基功能炭材料新型制备技术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卓 1706270134

彭娜

/1706270132

，朱仕元

/1706270107

，徐豪华

/1806210113

，   肖耀正

/1806210101

孟宇、

徐绘

讲师/

讲师
430

将煤沥青和兰炭进行深入精细化加工，制备针状焦、活性

炭和多孔炭等新型功能炭材料。通过研发新型功能炭材料

来解决榆林市兰炭产能过剩的问题，增加兰炭和煤沥青焦

油的使用需求。在实验过程中对现有的生产工艺进一步的

调整与优化，减少炭材料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

提高已制备炭材料的质量和稳定性。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58

基于近自然理念的陕北矿区樟

松人工林改造关键技术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钰 1707250102

刘梦璇 

/1807250128

,

王保乐 

/1907250132

,

王泽飞

于卫洁 讲师 220

目前国内针对樟子松林近自然改造的研究尚无报道。系统

开展陕北矿区退化樟子松林林分结构、更新状况研究和对

其进行近自然改造设计刻不容缓。

为此，本项目通过资料分析、野外调研与观测，研究陕北

矿区樟子松林及林下植被的生长现状，筛选可用于林分结

构优化的乡土植物物种，初步探明近自然改造的关键技

术，为矿区生态修复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59
智能温控风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晨梅 1805270105

杨昌久

/1805270102

，

余泽明

/1805270138

，

赵鹏 副教授 暂无

虽然现在不少城市家庭都用上了空调，但在占中国大部分

人口的农村地区依旧使用电风扇作为降温防暑设备，考虑

到电风扇有调节档位但必须要人手动换挡，而普通采用的

定时器关闭的做法，定时时间长短有限和睡觉时风扇中途

的关闭，使得人们调控风扇非常麻烦，不能两全其美。于

是设计一套温控自动风扇系统以方便人们使用就尤为重要

。本系统采用高精度集成温度传感器，单片机控制，能显

示实时温度，并根据使用者设定的温度自动在相应温度时

作出小风、大风、停机动作，精确度高，动作准确。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60
马齿苋葡萄汁复合饮料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佳慧 1807210127

冯学宝

/1807210116

，

李金龙

/1807280112

，

秦耀新

/1907210156

刘永华 副教授 550

    将马齿苋浸提液加入葡萄汁中，,可以使两者营养与

保健功能有效结合，融为一体。同时，葡萄中特有的芳香

物质对改变马齿苋风味也是十分有益的,两者营养互补，该

项目准备研制出一款风味独特，具有保健意义的一款饮料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61

可见光条件下稀土石墨烯复合

材料催化降解染料废水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浩佳 1806270134

王颖

/1806270105

，苏航航

/1806270133

，耿江

/1806270117

弓莹
高级实

验师
430

研究表明将碳材料(如碳纳米管、炭黑、石墨烯、氧化石墨

烯等)与TiO2复合有利于提高目标污染物在催化剂表面的

吸附能力，促进光生电子的传输，从而有效降低光生电子-

空穴的复合效率，而且还是一种有效的载体材料。然而在

提高光催化活性的同时，如何保证TiO2催化剂在炭材料载

体表面分散的均匀性及牢固性仍然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之一。本研究将通过NAC-FAS工艺制备可见光响应的石墨

烯/二氧化钛复合纳米催化剂，研究扩展其光响应范围的制

备工艺，讨论NAC-FAS工艺合成复合纳米晶的化学合成机

制，研究稀土类石墨烯/二氧化钛材料的循环再利用，总结

吸附降解染料分子的浓度变化规律。从而对寻找出一种提

高催化剂的光催化活性、拓展光吸收范围具有重要的理论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1X

城市-乡村实时远程监控定制

农场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孟馨悦 1803230122

蔚佳航

/1803230118

,

冯若轩

/1803230116

,

谢心雨

/1803230110

思媛媛

冯宏图

讲师，

讲师
1208

城市-乡村实时远程监控定制农场，主要采用线上+线下的

服务模式，以“向客户提供优质、健康农产品”经营理念

的基础上，不断尝试传统农业经营模式的创新与转型升级

。将互联网与农业有机结合，推出城乡远程监控定制农场

项目，将线下真实的农业种植养殖与线上买家需求有机结

合。通过认养、认种的形式，寻求解决传统农业供给问题

的方法，打造个性化农业。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2X
煤管大师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格 1714210108

刘攀柱

/1712240130

,

冯艳花

/1714210117

,

董家豪

/1712210153

,

杨红涛

/1812230120

,

冯治东

/郭红

波

科研秘

书/副

教授

0809

榆林煤炭资源丰富，本地煤炭产业发达，整个地区有600多

家煤矿，而中小煤炭企业占据了半数以上，中小煤矿在销

售煤炭产品过程中，形成了陕北地区特有的模式。基于

此，项目以一个非常实用的销售结算业务系统为市场契入

点，在能够实在地解决煤炭企业实际问题的同时，让这些

数据，自然、自愿地流入到我们的“煤炭大数据池”，从

而实现数据的累积，价值的飞跃。就“煤管大师”本身而

言，利用软件技术+条形码扫描枪+阿里云服务，为榆林本

地中小煤炭企业量身定做一个与磅房完整对接的现代化结

算系统，实现高效便捷的结算功能。利用信息技术，专门

为榆林煤企量身打造一个与磅房数据实现完整对接，提供

集业务员、客户关系管理、矿价管理、销售结算、回款管

理、发票管理和发货单跟踪管控为一体的智能化解决方案

。系统涵盖了数据采集、过程管控和统计报表的煤炭销售

全部过程，并结合条形码扫描枪和阿里云数据库，极大地

提高了工作效率，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人为干扰，精细的权

限管理，还可为管理者和股东提供透明化、可视化的数据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3X

小伙伴：伴你成长-教育、陪

伴一体化服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格 1718210111

李慧娟

/1718210120

,

李姝雨

/1709210213

,

李永成

/1718210121

王翠 讲师 401

   本项目以线上线下结合与共享经济成长为背景。针对现

实生活中父母忙于工作而疏于陪伴幼儿、家庭玩具资源匮

乏无法满足幼儿等现象。以教育、陪伴一体化服务项目，

提供育儿咨询、专业陪伴幼儿、玩具共享、文化服务等“

一条龙”式服务。在服务幼儿的同时，针对性地解决家长

教育方面问题。具有创新程度高、商业性强、市场竞争小

、投资成本低等特点。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4X

“学在家”－小学生家庭式教

辅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帅 1718220111

翟芳

/1718220118

,

张香香

/1718220116

,

刘莹莹

/1718220122

王翠 讲师 401

  “学在家”以微信公众号为载体，团队整合相关教学信

息，联系在校师范生，组织录制微课，同时收集小学生课

后资料及答案解析，结合课外学习的影音资料，来对已关

注家长的需求做出回应，提供所需答案及重难点解析，获

得视频资料后，家长、学生可在观看微课过程中可对满意

的教师一对一连线，进行在线辅导，也可预约相应的教师

进行线下针对性专项辅导，并包含对国学经典的讲述以及

对小学相关活动策划的一个商业平台。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5X

“转战陕北”红色文旅产品开

发与品牌创建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徐珍珍 1715220114

马迁迁

/1715220127

, 周宇晨

/1715210102

, 王雪琼

/1815220103

王斌

学生处

副处

长，就

业指导

中心主

任

1209

榆林的红色旅游资源得天独厚，遍及全境，特色鲜明，许

多资源具有至高性和唯一性。我们设计以“转战陕北”为

主题的红色旅游线路产品开发，也是助力榆林旅游发展，

发挥旅游扶贫综合效益、反哺革命老区。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6X

西安事变红色研学基地建设与

运营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安妮 1715220128

唐佳

/1715220133

, 康孝元

/1715220125

, 袁美娟

/1815220129

张霞

旅游教

研室主

任，副

教授

1209

红色研学游基地建设符合当前国家大政方针，将为思政教

育提供可行、有效的创新路径，有利于促进爱国主义、革

命传统教育，增强国民凝聚力、向心力，传承和弘扬红色

文化。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9X
大学生资源共享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浩楠 1805310138

肖德梁

/1805310140

，

刘佳霖

/1805310101

，

常苗
班主任

导师
0201

以帮助大学学习较为困难的同学，以及需要学习辅导帮助

的问题的同学；大学生想要利用空闲时间争取生活费，提

高自身职场能力的问题；在校大学生需要各类资源的问题

为目的，建立一个较为官方，较为权威的合作平台，促进

学生积极性，让大学校园生活更加丰富精彩，使得学生更

加热爱自己的专业，觉得学有所用。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0X
煤气化渣基吸附材料制备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萌萌 1906260129

屈倩倩

/1906260122
王华 副教授 150

陕西煤碳资源丰富，煤化工产业发展迅速，产生大量的煤

气化渣，是固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重点区域。煤气化废

渣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储量巨大、成本低廉的特点，其含有

的丰富硅铝资源及未气化的残炭，是制备多孔材料的很好

原料。如将其制备的多孔材料用于焦化废水的治理，不仅

价格低廉、来源广泛，具有明显经济优势；同时吸附有机

物的煤气化渣基多孔材料可与原煤参烧避免二次污染，完

全符合煤的洁净化利用。制备的煤气化渣基多孔材料既消

耗了固体废弃物，又可降低环保工艺成本，具有重要的环

保意义和实用价值。我们主要对煤的基础信息进行研究，

对煤的气化渣进行预处理和改性，将改性后的煤气化渣吸

附材料用于处理焦化废水。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1X

“千里眼”远程采摘果蔬交易

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明炜 1715210103

徐亮

/1715210110

, 折俊凡

/1715210119

, 彭晨

/1715210101

, 仁贤康

/1715210108

周晓雯 讲师 0807

中国目前（2015年）全国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已超3万家，

其中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已达3000家。农公司定位于新鲜

农产品的远程可视化交易服务，有专业的技术、销售、财

务团队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2X

新媒体时代榆林小曲的传承与

传播路径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于婧 1901220137

谭小艳

/1901220136

, 

  

  

  

  

  

 

张晨曦

/1901220138

, 

  

  

  

  

 

付文静

/1901220139

, 

  

  

杨程茜 讲师 0101

在新媒体时代下，对榆林小曲真香传播与传承，保护榆林

小曲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大受众范围   ，让榆林小曲

的到传承与发展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3X

weknow--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家校通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学琴 1812230125

闫琪

/1812230106

,

罗磊

/1812230104

,

李福林

张雅琼 副教授 0809

项目在分析现有的基于web以及基于移动端的家校通系统的

特点的基础上，探讨开发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家校通的可行

性。分析家长、教师和学生的需求，根据需求分析确定系

统的功能。搭建开发环境，详细设计并实现系统，包括系

统整体框架，系统页面的实现，功能的实现，并对系统进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4X
“乡梓记”微信小程序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井娜 1715240104

孙卓悦

/1702270111

, 乔文霞

/1715240113

, 张鹏辉

/1715240146

, 李颖

/4170212022

刘银玲
专职教

师
0807

乡梓记”微信小程序是一款集创新农业，产业链开发，大

数据收集等功能于一体的O2O购物服务平台。公司从事农产

品包装销售，建立农特产综合开发利用平台。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5X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高校学生信

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贺尚尚 1712240123

贺磊

/1712240127

，

陈潇

/1812240155

，

赵旭

/1806290230

，

何磊磊

/1812210127

王勇 实验师 0809

针对一个高校辅导员需要管理大量学生的工作特点，我们

开发了高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系统主要侧重于学生信息

的查询、修改与统计等功能，以期减少辅导员工作量，帮

助辅导员从日常管理事务中跳脱出来，既可以保障学生管

理工作顺利进行，同时可以最大限度提升高校辅导员工作

效率，为更好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6X
陕北民歌传承发展调查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翟雪利 1901250145

杨婉婷

/1901250144

,

吴代桧

/1901250146

,

冯涛

文学院

副院长

/副教

授

0101

   陕北民歌是我国民族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歌唱着

陕北人的爱恨，生死，歌颂着广阔热情的黄土地，陕北民

歌传承发展的调查研究，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陕北民歌，

使陕北民歌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7X

光寻-互联网与实体消费者的

快速连接通道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安雄壮 1715240108

张玉英

/1804240110

，窦唯龙

/1812230126

，拓增增

/2017237016

王喜荣 教授 1209

项目实施的目的在于通过品牌创建和整合营销，扩大米脂

窑洞庄园的影响力，挖掘潜在市场，推动米脂文化产业和

旅游业融合发展、提质升级，依托地域特色鲜明历史文化

资源，将文化内涵贯穿到旅游全过程。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8X
“春暖花开”--线上花店销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媛媛 1901220116

王婷婷

/1901220117

, 

 

何雨馨

/1901220118

, 

 

贺蔚安

/1901220119

, 

王潇 讲师 0101

“春暖花开”--线上花店销售是一项创业训练项目，它主

要是为丰富我校师生的校园生活而创建的，主要利用线上

的方式既可以减少店面的费用又方便学生管理，所以是一

项可做实的项目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19X

“就这儿”--基于位置服务的

旅游产品推荐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陈博

1915300127

戎可悦

/1915220112

，常重鑫

/1912210111

，李宝祥

/1915300105

朱海艳

实验

师，副

教授

0807

“旅游”和“移动互联网”有机的结合，旅行者借助移动

智能终端APP 这种方式，可以快速便捷的找到出行旅行信

息，及机票酒店等相关信息。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20X

榆林市麻地沟村“红苹果乐园

”微信公众平台的设计与推广

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冯媛 1815230235

梁喜乐

/1815230230

, 马一凡

/1815230234

, 潘一丹

/1815230232

, 陈璇 

/1815230237

关宇航

实验室

主任，

讲师

1202

通过建立微信公众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麻地沟村，大力

推广该村的苹果，解决麻地沟村苹果销售单一的问题，打

开苹果的销路，使麻地沟村的村民脱贫致富。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21X

能源化工基地土壤污染物风险

源解析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牟冬琦 1717230102

刘亚萍

/1717230104

,

魏伟

/1717230126

,

蔡次雲

/1717230144

刘静 讲师

选取榆林国家能源化工基地内各类型用地进行实地采样

后，开展以下研究：土壤中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污染物环

境风险危害识别及空间分布规律进行分析；表征基地内污

染物的生态风险和人群健康暴露风险；利用受体源解析模

型方法，对土壤中污染物的来源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建

立基于环境风险的优控污染源识别模型，用来定量计算污

染源对人群健康暴露风险和生态系统风险水平的贡献，旨

在确定重点污染控制区，进行优控污染来源的控制和管理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1S

多自由度软体爪—果蔬类

采摘机器人辅助装置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张恒钰 1705230216

黄航航

/1705250137

，          

          

卜富伟

/1605250127

，

王雄 副教授 0806

多自由度软体爪是集机械爪和软体爪的优点于一体的采摘

机器人辅助装置，既具有机械爪大抓力的优点还兼具软体

爪的柔性特点可搬运易碎物品和采摘果蔬。软体爪的优点

是可以搬运易碎物品，采摘水果、蔬菜等，缺点是抓力小

只能搬运重量较轻的物品和采摘较小的果蔬，而且柔性材

料容易损坏这种搬运方式没有被广泛应用。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2S
陕北杨家沟红色文化体验基地 创业实践项目 是 王哲 1705280218

娄恩铭

/1725280213

，张一迪

/1818220125

，杨劲

/1806290245

，杨乐

/1705280219

，袁祖萍

/1715220105

王瑞月

徐绘

讲师 /

讲师
530

本项目在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政策驱动的大背景下，通

过调查研究，深挖杨家沟相关红色资源价值，以设计红色

文化与传统文化体验为主题，以现代先进科学技术为手

段，以线上线下直接间接为营销渠道，打造杨家沟红色文

化体验基地。本项目目的在于助力榆林旅游发展，发挥旅

游扶贫综合效益，振兴革命老区经济文化。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1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革命旧址保

护形状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梦瑶 1802220121

王春

/1802220139

, 谢林涛

/1702220103

王世平 副教授 0601

该项目重走转战陕北路，实地勘察和全面了解中共中央转

战陕北革命旧址的保护现状；实事求是地分析当前改革命

旧址被群保护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加强和

改进该革命旧址群保护工作的思路和对策;科学严谨地论证

该革命旧址群的历史内涵及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

√ √

2020 11395 榆林学院
S202011395

002S

基于无人机视觉的山地果园健

康感知诊断和病害防治技术
创业实践项目 是 马强 1805310144

王长智

/1705250104

，

黄航航

/1705250137

，

杜星

/1805250130

，

郭柏松

/1805210134

，          

       杨乐

/1805310144

，

桑威

/1805290113

，

王彦军
高级实

验师
0807

   在山地果业种植中，各类果树由于气候、虫害和其他因

素导致其发病率较高，且由于山地果园种植面积范围广，

人工检查和维护排查费时费力，使得果树发病不能及时检

测防治并得到缓解和处理，进而影响果树的产量和质量，

降低了很大的经济效益。近年来国内外提出了很多对策如

履带小车检测喷洒农药，局限性很大。且无法完全清除病

害。而近年来无人机的发展迎来一个黄金时期，但目前植

保机仅能人为操控喷洒农药，无法实时监测防治果园。故

此项目研究方向是无人机加载机器视觉的山地果园病虫检

测识别防治系统。其中主要涉及无人机飞控系统、地面站

。服务器、自动导航系统、机器视觉的果树病害检测识别

系统、药物喷洒装置、高清图像实时传输技术和雷达壁障

系统等方面。此项目针对陕北山地苹果、枣树等种植，具

有良好的商业前景，可助力推动当地种植业的发展。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01

饲喂绞股蓝、黄连中药渣对蛋

鸡生产性能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阔 2018090099

杨春雨

/2018090137

,刘晔

/2019090082

,边对对

/2019090116

,王威

/2018090114

杨芳 教授 0903

    本研究分析绞股蓝、黄连中药渣饲喂对蛋鸡生产性能

的影响。利用星点设计-响应面法设计中药药渣复合添加剂

饲料配方。以绞股蓝药渣添加量、黄连药渣添加量为自变

量，蛋鸡产蛋量、蛋壳厚度、蛋重、蛋型、蛋清（黄）比

率作为因变量，对自变量各因素水平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和

多项式拟合。经 design expert 7 软件处理获得中药药

渣复合添加剂饲料最佳配方。该研究希望能够将绞股蓝、

黄连中药资源最大化的利用，推动中药药渣在饲料添加方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02
民国《紫阳县志》校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龚仲芳 2018040001

刘灵灵

/2018040002

,张秦萌

/2018040140

,田小艳

/2018040005

,雍怡芬

/2018040009

杨运庚 教授 0501

    民国《紫阳县志》是民国时期编纂的地方志，涵盖了

当时紫阳的地理、建制、兵防、祠祀、田赋、官师等内容

。本项目在遵循古籍整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

研、广泛参阅资料、忠实原著，在对其做电子化处理的同

时进行断句、标点、注释等研究，使整理注释后的文本基

本达到出版水平，使具有普通文化水平的读者能够读懂，

以此发挥古旧志书的当下价值，提高项目组成员的古籍阅

读能力和古籍整理能力，发挥高校服务地方建设功能。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03

多孔碳纤维-SnS2复合材料的

制备及在分离富集重金属铅、

汞、铬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海雯 2018030198

李晓敏

/2018030165

,张娇娇

/2018030174

,李雨皓

/2018030168

,张浩轩

/2018030181

黄婷 副教授 0703

    该项目利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制备多孔碳纤维，并利用

多孔碳纤维为基底，利用水热法制备多孔碳纤维-SnS2复

合材料。期望利用多孔碳纤维的高比表面积，提升SnS2材

料的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性能，从而提升其对汞、铅、铬

等金属离子的分离富集能力。将合成的多孔碳纤维-SnS2

复合材料用于环境样品中铅、汞、铬的选择性分离富集，

结合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建立了环境样品中铅、汞、

铬的分析新方法，为环境样品的品质监测提供了一种新的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04

“新冠肺炎”背景下幼儿园灾

难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蓉 2019110033

郝瑞敏

/2019110002

,张祎丹

/2019110005

,郭蕙毓

/2019110023

,王佳瑶

/2019110031

钱敏

讲师

（高

校）

0401

    2020年新冠肺炎的突然爆发使每个人如此深刻的经历

了历史，目睹了一场灾难的发生，也让我们认识到了灾难

教育的重要性。本项目在正确认识灾难教育的基础上，对

学校进行灾难教育的情况、进度以及范围做出调查。旨在

通过切实的分析讨论与改进使学前儿童掌握一定的防灾、

减灾、救灾与备灾的知识、能力与态度，树立正确的灾难

观。幼儿的灾难教育既顺应了灾难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

又推动了我国灾难教育的发展。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05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陕西

皮影艺术的传承与创新路径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鹏鹏 2018070132
李沛

/2018070151
李秀春

助教

（高

校）

1305

    本项目研究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对非

物质文遗产保护与传承创新性路径的积极探索，对促进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的传承与传播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

义。项目以陕西皮影艺术为例，通过扎根于生活土壤及固

态与活态保护并进的传播方式，利用“互联网+”思维模

式，建立网络资源、打造教育平台、树立品牌形象、发展

文创产业、拓展传播渠道等各种途径对陕西皮影艺术进行

保护与宣传，充分挖掘陕西皮影艺术的文化功能。通过互

联网平台，传承和保护好皮影艺术，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与发展探索新路径。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06

含菁咀华——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新路径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孟哲 2018050054

王萱

/2018050074

,徐燕子

/2018050116

郭晓蓓

讲师

（高

校）

0305

    一个民族最强大的力量并非武力，而是来自其所创造

的灿烂文明。本项目旨在研究如何让青年学生群体更加易

于接受和自觉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开

拓和创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路径。文化是一个民族

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青年学生群体更应成为继承、发展

优秀文化的生力军，这也有助于提升其爱国情怀和文化自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07

电梯智能通风系统的设计与开

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博 2018020245

闫广成

/2018020249

,薛军栋

/2019020247

,成一凡

/2019020051

刘星亮

助教

（高

校）

0809 ###############################################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08
道光《紫阳县志》校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国荣 2018040096

朱格林

/2018040059

,刘晶玉

/2018040099

,鲍文文

/2018040095

,韩帅鹏

/2018040093

周海霞

讲师

（高

校）

0501

    道光《紫阳县志》是清代道光年间编纂的地方志，涵

盖了当时紫阳县的地理、建筑、食货、职官、科举、人物

、纪事、杂文等方面的内容。本项目在遵循古籍整理基本

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广泛参阅资料的方式，忠

于原文，并在整理为电子版的同时进行断句、标点、注释

等，力求达到专业出版水平，做成全民通读的善本，以此

发挥古书旧志的当世价值，提高本项目团队成员的古籍阅

读与整理的能力，并发挥对紫阳地域文化建设的功用价值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09
大货车盲区监测提醒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逸晨 2018020072

王云鹏

/2016022025

,鲁雪妍

/2018020042

,赵鹏飞

/2018020061

,董程环

/2018020075

陈守满 教授 0807

    大货车引起的交通事故大多是由于车体体积较大，大

货车的车身很长，结构复杂，驾驶室的位置也很高，再加

上发动机舱也较大，驾驶员视野盲区较多，极易造成交通

事故，所以本项目拟开发一个大货车盲区监测系统，该项

目是利用嵌入式技术和传感技术，在大货车转弯时通过摄

像头、雷达等实时采集盲区及障碍物信息，实现转弯处及

盲区的监测功能，并通过视频和语音提醒货车驾驶员，解

决司机因盲区而造成的一系列交通事故频发的问题。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10

紫阳县金钱橘优树单株果实 

食品品质评价系统建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楠楠 2018090096

郏杨睿

/2018090123

,宋媛

/2018090106

,陈甜甜

/2018090105

沈大刚 副教授 0824

    以紫阳县初步筛选紫阳金钱橘植株10余株优树果实鲜

果为材料，对其果实果肉细嫩化渣程度、果汁多少、酸甜

适口情况、核的多少、可食率、可溶性固形物、总糖、总

酸等作为食用品质性状指标进行测定，同时建立综合评价

系统对10余株优树金钱橘鲜果食用品质性状进行探讨性研

究，客观评价金钱橘品种鲜食质量优劣，初步筛选出金钱

橘鲜果食用性品质优良的优树2-3株，以期为紫阳金钱橘优

良品种选育研究和优良品种示范推广工作提供依据。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11

安康市民间文学的英语翻译和

宣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诺祁 2018060106

白芯于

/2018060100

,鲁玲

/2018060102

,常笑

/2018060101

,方芝晶

/2018020221

王欢

讲师

（高

校）

0502

    民间文学是经过时间积淀，在人类漫长的生产生活过

程中形成的艺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项

目拟在调研和整理文献的基础上，编撰形成安康市民间文

学中英双语版宣传资料，制作安康市民间文学英文版宣传

视频，以提升项目组成员的人文素养、信息素养，设计、

分析、整理、总结能力及英语语言运用能力，助力于发展

延续安康传统文化，讲好安康故事，增强安康人的文化自

信，提升安康“文化软实力”，为安康的发展增添活力。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12

“FD”爱舞易服务馆——传承

中国舞蹈文化，炫出精彩人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佳乐 2018020132

张果

/2018020097

,张欣冬

/2018020103

,王旭

/2018040035

,康晓龙

/2018070224

方昕,

付争方

副教

授,教

授

0809 ###############################################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13

二硫化钼柔性电极制备及其储

能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烨 2018030009

葛欣宇

/2019030001

,靳丹

/2018030013

,周杰

/2018030039

,许智恒

/2018030020

袁光辉 副教授 0804

    二硫化钼（MoS2）以其独特的二维结构和电化学高理

论比容量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在锂离子电池等储能领域，结

合二硫化钼和柔性石墨烯膜的优点来开发二硫化钼柔性电

极并优化其储能特性，可以锲合目前社会的可穿戴、便携

式电子产品的迅猛发展，同时有望成为新一批质量轻、可

折叠和循环性能好的柔性电极材料，对电池产业发展和可

穿戴、可折叠电子产品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14

安康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

情况的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许丹丹 2018040236

吴姣姣

/2018110159

,陈佳悦

/2018040252

侯红艳

讲师

（高

校）

0501

    安康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传统优秀革命文化。本项目

在立足地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实地参观和调研、广

泛阅览资料等，深入调查安康本地文化保护发展现状。通

过对现有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提出安康红色文化资源保护

和传承策略，推进安康红色教育发展。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15X

安康硒猪1号有限责任公司的

创立与运营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郭佳琪 2019100239

叶晓铮

/2019100210

,赵槿菡

/2019100231

,何佳怡

/2019100149

,刘佳衡

/2019100222

袁合涛 副教授 1203

    面对目前猪肉供给缺口大的市场现状，本项目依托安

康市独特的富硒优势，大力发展“硒猪1号”，通过“协议

养殖，自己加工，多线销售”的经营模式，开展富硒山猪

的加工和销售业务，重点开拓猪肉熟食及猪副食品市场，

践行科技服务“三农”的宗旨，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增加当地农户收入，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兴旺

。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16

以“红色微信”为载体加强大

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凡 2019050081

苟祎凡

/2019050082

,唐婷

/2019050079

,陆路

/2019050080

纪安玲 副教授 0305

    “红色微信”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是一种有着特定主题的微信公众号。面对多元复

杂的发展环境，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诸多挑战，这

就使得以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十分重

要。以“红色微信”为载体，利用红色资源加强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应通过健全“红色微信”的保障

机制、营造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舆论环境、提升大学

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校园环境等路径实现培育目标。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17

生态保护背景下秦岭野生动物

现状调研——以朱鹮保护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彬 2018040164

张怡菲

/2018040159

,屠欣怡

/2018040158

,靳雨燕

/2018040160

,刘荣荣

/2018040203

余珊

讲师

（高

校）

0501

    秦岭是我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其独特的生态环境

孕育了一大批珍稀野生动物。本项目将在生态保护的大背

景下，通过实地调研、采访相关人士、广泛参阅资料等方

式对秦岭野生朱鹮的保护状况进行调研，让人们了解朱鹮

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朱鹮保护的关键性问题，促使

人们尊重并保护野生动物，达到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维持

生态平衡的目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组员们调查研究和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充分发挥高校对生态环境的保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18

硒对茶树幼苗养分吸收与积累

特性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楠 2018090190

陈旭

/2017090022

,王丹

/2018090200

,严亚兴

/2018090205

,姜琛尧

/2018090216

李冬花

讲师

（高

校）

0901

    茶树是聚硒植物，但硒与茶树体内氮、磷、钾、钙、

镁、锌等元素的配施效果及如何提高硒肥利用率等方面的

研究较少。本项目拟以茶树品种陕茶 1 号的一年生扦插苗

为实验材料，通过不同浓度硒处理水培茶苗，研究其对茶

树幼苗N、P、K、S、Ca、Mg、Cu、Zn、Mn、Se等元素吸

收及品质的影响，探索茶树不同组织部位中各养分的积累

规律，为陕西富硒茶产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

对茶园科学施肥、维持土壤养分平衡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19

乡村振兴战略下安康地方民歌

的传承与产业化发展策略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许凯华 2018040255

杨莹

/2018070286

,强婷

/2019040144

侯红艳

讲师

（高

校）

0501

    本项目主要通过对紫阳和旬阳等安康地方民歌传承与

发展现状的实地调研，分析安康地方民歌文化的发展现状

和区域性特点，明确安康民歌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意

义和产业化发展中的困境，分析其原因，并提出解决安康

地方民歌文化产业化开发利用的路径和策略。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20
安康紫阳茶歌的搜集与整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梓煊 2019070266

蔡依然

/2019070269

,朱果

/2019070265

,蔡毫宁

/2019070263

,张定泉

/2019070262

鄢志莉

讲师

（高

校）

1302

    安康紫阳茶歌是茶农在种茶、采茶、制茶过程中，为

了表现真实生活、抒发个人情感、表达自我意志逐渐形成

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本项目主要通过实地调研了

解安康紫阳茶歌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及当下的生存状

况，尝试探索出一条适合其生存发展的重要道路。通过对

民间老艺人的采访以及对茶歌的搜集、整理，进一步为地

方音乐文化储备资料，为研究紫阳茶歌的艺术特点提供有

力的支撑，最终形成曲谱性资料以便永久保存。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21

以陕南中药材为碳源合成新型

荧光碳点材料及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汉 2018030182

袁瑞琛

/2018030149

,薛凯茜

/2019030130

张继东

讲师

（高

校）

0703

    本项目研究以陕南中草药为原料合成新型荧光碳点材

料及其应用。中草药遍布陕西安康各县，研究原料简单易

得、利用高效，所制得的碳量子点具有良好的水溶性、高

纯度、分散性好、尺寸均一、高稳定性、高收率等一系列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22

Online Club 大学生“乐友

”线上社团平台的搭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文汐玥 2018060152

王宇筱

/2018040250

,姚鸿宇

/2018060163

,张巧玲

/2018060164

,刘思敏

/2018060126

陈蕾 副教授 1208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个人电脑的普及，传统社团实

现了网络化，大学生网络社团也逐渐兴起。不断丰富的社

团活动存在缺乏活动场地和指导教师、社团制度不完善等

问题。本项目旨在搭建Online Club 大学生“乐友”线上

社团平台，推出线上社团活动，兴趣小组匿名匹配，教师

咨询指导等功能，为大学生发展兴趣爱好营造积极向上的

氛围，也拓宽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途径；同时提高项目组

成员的人际交往能力，丰富其校园生活，从而促进大学生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23

基于STM32的手语翻译手套系

统的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楚天哲 2018020082

刘玄

/2017020055

,何佳豪

/2017020060

,王子瑶

/2017020068

,万玉嘉

/2019020049

邹圣雷

讲师

（高

校）

0807

    本项目设计了一款将手语、手势直接转化为语音的手

语翻译手套，旨在帮助聋哑人和不懂手语的正常人进行信

息交流，破解聋哑人交流障碍的问题。系统分为手势信息

采集、数据传输、数据解析播放三部分。系统利用手指弯

曲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传感器等采集手势状态

和运动轨迹信息，经蓝牙模块将数据传输到识别端，识别

端利用改进的算法解析出正确手势，并通过扬声器播放出

来，从而成功搭起一座聋哑人与外界正常交流的桥梁。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24

拐枣多糖的超滤分离及抗氧化

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柴怡洋 2018090156

马柳燕

/2018090175

,寇文婷

/2018090157

,刘景健

/2018090141

,杨霞

/2018090142

朱新鹏 教授 0827

    以拐枣为原料，研究优化拐枣果汁超滤分离的工艺条

件。对分离的不同组分主要成分进行检测和抗氧化分析，

比较成分和功能差异。目的是通过分离，使各组分的主要

成分浓度提高，根据组分的主要成分和功能特征作不同用

途使用，为拐枣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25X

学前儿童“金州国风私塾”微

信公众平台的创办与运营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郭雨薇 2019110349

杜庆

/2019110344

,刘白鸽

/2019110283

,陈萌

/2019060197

,罗晨

/2019260066

刘丽娜

讲师

（高

校）

0401

    中国，以华夏大地为根基，以中华文化为茎叶。该项

目从“宣传国风，培养兴趣”的角度出发，通过开展线上

微信公众号宣传的方式及线下活动辅助，向广大家长及学

前儿童进行普及教育。旨在引导学前儿童感受什么是真正

的“国风”文化，什么是经得起推敲并富有深刻内涵的“

国风”文化，以此达到宣传“国风文化”的目的，并且锻

炼和提高项目组成员的社交能力、管理能力等。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26

“独家的爱”——独居老人健

康管理APP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曦 2018260006

张旭

/2018260009

,姬梦杰

/2018050072

,雷安华

/2018020251

,陈小龙

/2018100110

白玉玲

助教

（高

校）

1011

    利用“互联网+医疗服务”开展护理管理，可以充分

促进信息的有效利用，有效满足独居老人居家养老的健康

护理需求，帮助独居老人做好健康监测预警，同时使其服

药依从性、健身方式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等问题得到移动程

度的改善；另外，还可以为独居老人居家养老健康护理问

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27

汽车内部甲醛检测与控制系统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欢 2018020277

王浩

/2018020270

,李康宁

/2018020272

,胡淑懿

/2018020244

,刘思雨

/2019020259

刘康

助教

（高

校）

0807

    近年来，随着买车人数的不断增多，汽车的健康环保

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汽车内

部甲醛含量不高于0.08 mg/m3 ,现实场景中大量的汽车内

部甲醛都存在着超标甚至严重超标的问题，严重危害使用

者的健康。本项目结合单片机控制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

设计了一款通用的车内甲醛检测及控制系统，实现车内甲

醛含量和温度实时检测、浓度超标预警、远程控制，避免

甲醛浓度过高对人体造成危害，保障车辆使用者的身体健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28

陕南栎林枯落物的时空变化及

水文效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昭雪 2017250071

杨盼

/2019250084

,李卓瑶

/2017250075

,徐方锋

/2018250062

,闫育盈

/2019250156

张淑兰 副教授 0825

    本项目主要针对陕南栎林枯落物时空分布特征如何影

响土壤物理性质及水文过程的科学问题，以陕南天柱山作

为试验地点，选择不同立地条件的典型陕南栎林样地，连

续监测不同立地条件下生长季内的凋落物组成及动态变

化，研究其水文效应以及对土壤水文功能的影响，以期为

该地区天然林的可持续经营管理和水源涵养功能评价提供

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撑，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涵养区提供

更加科学的管理办法，同时也为陕南地区栎林的水文研究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29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农村社区

治理研究——以山东姜楼农村

社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郭淑洁 2018050080

许瑞雪

/2018050079

,           

 骆文静

/2019260069

,王坤

/2019050053

单林

波,

陈皓

讲师

（高

校）,

讲师

（高

校）

0303

    面对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我国政府将防控

工作重心下沉至基层社区。在全国两会上，习总书记提出

“生命至上”，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本项目对当地社

区进行调查，并结合近年来经历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

急记录报告对其概括总结，同时对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加

强公众防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常识教育和宣传，使之具

备一定的应急、避险、自救互救常识，能够积极、主动配

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真正做到群防群治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30

新冠疫情下的大学生手机移动

学习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婉睿 2019060198

杨盼

/2019060192

,宋来艳

/2019060195

,张怡

/2019060196

阮绪珊

讲师

（高

校）

0401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教育部要求国内各大中小

学校推迟春季学期，并提出“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号

召，大学生居家线上学习已经成为常态，同时利用手机移

动学习也成为主流的学习方式之一。本项目以安康学院外

语学院19级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分

析法，从手机移动学习比例、学习时长、学习内容、学习

效果以及学生的情感态度五部分进行调查分析，用教育学

以及翻转课堂的相关的理论展开分析，探讨大学生在手机

移动学习中所遇到的问题，旨在对在线教学提出相应的对

策，帮助学生提高居家学习能动性和学习效果。同时对于

教育部门在特殊灾难的应对策略方面和“互联网+教育”下

的手机移动学习系统和学习资源的开发亦提供有价值的参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31

干扰素通路中与猪伪狂犬病毒

EP0蛋白相互作用分子的筛选

与鉴定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冯晗 2018090120

李瑞雪

/2018090119

,王妮

/2018090128

,王泽龙

/2018090112

,张恒嘉

/2019090084

赵鸿远

讲师

（高

校）

0904

    本项目拟构建PRV EP0蛋白及干扰素通路相关蛋白的

真核表达质粒，采用Western blot、激光共聚焦与

CRISPR-Cas9等技术，在转染和病毒感染条件下系统地筛

选与鉴定干扰素信号通路中能够与PRV EP0相互作用的宿

主蛋白，为进一步揭示PRV拮抗干扰素通路介导免疫逃逸的

分子机制奠定基础。研究结果有望从宿主先天性免疫这一

视角为PRV的免疫逃逸、持续性感染及致病机制研究提供线

索，也可为抗PRV药物的研发提供新的靶点，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32

校际合作视域下小学劳动教育

的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婉鹏 2018110103

乔璇

/2018090218

,刘璐瑶

/2018110087

,赵英洁

/2018110091

张婷婷

讲师

（高

校）

0401

    本项目主要以安康市汉滨小学为例研究其劳动教育现

状及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实际的教育效果和教育匮

乏层面，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的原则为基点，在新时代的背景下

探索高校与小学合作的学校劳动教育新途径，结合小学生

的身心素质特点、学校自身的教育特点等以全新的方式实

现校园联盟，有机将二者结合，实现新时代下有效且高效

的劳动教育多途径探究。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33

丝路千里茗茶行，毗连万里“

速卖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佩 2018060174

马国贤

/2018060175

, 徐扬

2018060180

贠旭

讲师

（高

校）

0204

    陕西省白河县“歌风春燕茶”拥有悠久的产业历史和

优良的产品品质。本项目针对“歌风春燕茶”如何走出国

门，让世界认可该品牌开展研究。项目设计通过“速卖通

”平台把“歌风春燕茶”销往全球，利用社交网络宣传推

介，打造品牌效应，让消费者接触和了解该品牌。同时，

整理、制作、翻译推介材料。项目既能促进扶贫工作、带

动当地经济发展，又能锻炼成员从事跨境电商事业的理论

和实操水平，为今后在电商行业就业、创业打下良好基础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34

秦巴生物标本馆AR+VR混合式

虚拟展览互动平台的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珂 2018020240

李子怡

/2018020203

,郭晓甜

/2018020215

,秦昆德

/2018020198

张超

讲师

（高

校）

0809

    该项目旨在打造一个多元互动体验的秦巴生物标本馆

。通过将现实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提出一种

AR+VR混合式虚拟展览互动平台。项目基于Unity3D平台并

集成Vuforia SDK 进行开发。该项目可以使参观者在参观

过程中与生物标本展品交流互动、发现探索，提升生物标

本的表现力，扩大我校秦巴生物标本馆在地方科普教育中

的影响力，具有一定的社会应用价值。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35

香椿加工中降低亚硝酸盐和护

色工艺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佳伟 2018090174

张斯璇

/2018090155

,郭紫玉

/2018090140

,贾浩岩

/2018090143

,姜雯宇

/2018090173

朱新鹏 教授 0827

    以香椿为原料，充分考虑降低硝酸盐和护色的现有方

法，在热烫基础上，选择添加抗坏血酸、EDTA等具有阻断

亚硝胺形成的物质，以及氯化钙、醋酸锌、碳酸氢钠等具

有护色作用的物质，综合考虑降低硝酸盐和护色效果，采

用正交试验进行工艺的优化，并在此基础上开发香椿罐头

和香椿酱等产品。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36

乡村振兴背景下移民搬迁社区

建设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俊汝 2018050032 李净净

讲师

（高

校）

0303

    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康市新型农村建设形势复杂，一

方面新型农村多为移民搬迁社区，另一方面移民搬迁社区

居民类型多样化，移民方式不一。因此，移民搬迁社区在

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社区融合、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存

在很多问题。本项目针对安康市白河县移民搬迁社区的制

度建设、文化建设、社区服务、社区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

深入实地调研，总结社区建设的经验与不足，探索移民搬

迁社区建设的模式，寻求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37

乡村振兴战略下毛绒玩具文创

产业现状分析及优化策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丹 2018070168

王爱玲

/2018070128

,龙沁雯

/2018070158

李秀春

助教

（高

校）

1305

    本项目主要研究安康地区毛绒玩具文创产业的发展现

状，并提出优化策略。为建好用好毛绒玩具新社区工厂，

激发其发展活力，快速形成产业聚集，实现产城融合发

展，努力使毛绒玩具文创产业成为脱贫攻坚、苏陕协作的

有效载体，成为安康吸引人口回流、农民变工人的重要路

径，成为推动城镇化进程、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成

为安康追赶超越、产业富民的重大举措。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38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陕南生态环

境倒逼生活能源转型与绿色治

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叶晓铮 2019100210

郭佳琪

/2019100239

,刘佳衡

/2019100222

,蔡乐亮

/2019100226

袁合涛 副教授 1203

    本项目从改善陕南乡村人居环境的实际需求出发，以

生活能源污染生态环境问题为导向，基于乡村柴草、煤、

煤气等主要生活能源的大量实证数据，运用现代统计分析

方法研究生活能源与生态环境的关联性和影响机理，揭示

生活能源与生态环境的本质关系，从而探索生活能源和生

态环境相协调的改善措施，分理测度绿色能源应用效果，

建立多维分类评价指标体系，据此提出有助于陕南高质量

人居环境建设的政策建议。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39

陕南城区小学生语文课堂兴趣

提升策略研究——以安康市汉

滨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甜甜 2018040133

谷颖

/2018040132

,张艺朋

/2018110028

,任志桐

/2018040137

,陈家俊

/2018040134

邸玲 副教授 0501

    良好的兴趣要从小培养，因而将本次研究群体锁定为

小学生就显得十分必要。本项目遵循“以人为本”，通过

走访，对本区小学生语文课堂现状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了

解，运用专业知识进行系统研究，最终向地方教师与家长

提供可行建议。语文教育的蓬勃发展有利于文化的传承，

该调查旨在加强小学生语文学习兴趣培养，从而达到增强

其文化自觉与自信、发扬优秀文化、倡导社会关注儿童心

理发展的目标，进而发挥高校服务地方教育的功能。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40

基于互联网+下的家庭绿植门

诊平台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浩 2018090041

王妮

/2019090269

,武悦

/2018100197

,朱育波

/2017090204

常江,

谭莹莹

高级工

程师,

高级工

程师

0901

    家庭绿植门诊平台以网络医疗门诊模式为基础，借助

互联网平台利用APP实现，并对家庭养花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拍成视频或照片，线上进行诊断和分析。通过运用大

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现代科学技术，在网络平台上解决市民

在日常养殖花卉、绿植中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并在网上

平台进行花卉科普知识宣传和花卉售卖，以达到解决市民

养殖花过程中的问题和盈利的共赢模式。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41

高灵敏度惠斯通电桥测试系统

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丹 2018020297

王杰

/2018020287

,张妍

/2018020294

,王鹏国

/2018020290

,陈星生

/2018020306

张小丽 副教授 0702

    以《电磁学》实验课中所学的《惠斯通电桥测中值电

阻》为例，分析惠斯通电桥灵敏度的影响因素，针对微小

电流敏感度不太好的问题，如果在各桥臂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改变该电桥部分电路结构，来提高电源电压E，最终能

够提高惠斯通电桥的灵敏度，这样设计的高灵敏度惠斯通

电桥测试系统既保留了原惠斯通电桥测量桥臂电阻的优

点，又可以进一步提高电阻的测量精度。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42

新型含硒药物分子的设计合成

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少华 2018030171

张金妮

/2018030172

,周超

/2019030101

,杨垚

/2019030128

张继东

讲师

（高

校）

0703

    本研究项目以安康硒为原料，通过设计合成具有独特

性能的有机硒抗癌药物分子，寻找抗肿瘤活性强、抗肿瘤

谱广、毒副作用低、适用于临床的含硒抗肿瘤药物的简便

高效方法，更深入地研究新型抗癌药物分子在肿瘤治疗中

的机理和生物性能。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43

新型肉桂酸酯的合成与防紫外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卫祥 2018030034

张劭帆

/2018030028

,孟童

/2018030038

,屈青青

/2018030032

,廖欣莹

/2018030026

曹国标 副教授 0703

    肉桂酸以及肉桂酸酯类化合物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和

对紫外吸收能力，因此除了用在药物研究上还大量用于化

妆品中，本课题以2-甲基-3-苯基苯甲醇为原料，经过氧

化反应得到2-甲基-3-苯基苯甲醛，再和丙二酸反应得到

一种新型肉桂酸，最后对种脂肪醇、芳香醇反应合成出不

少于20种新型2-甲基-3-苯基肉桂酸酯化合物，对目标化

合物进行结构表征，对所合成的化合物进行紫外分析，确

定最佳试剂浓度对紫外吸收的最佳效果，按照防晒剂配制

标准，试制新型防晒霜，并与已经商业化的防晒霜的防晒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44

全产业链视角下“户太八号葡

萄”产业提质增效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胡晨阳 2019100064

李小佩

/2019100008

,东方磊

/2019100047

,赵宇航

/2019100046

陈绪敖 教授 0201

    本研究梳理国内外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及葡萄产业

化发展的相关理论文献，为户县葡萄产业化全产业链发展

模式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开展户县“户太八号”葡萄产业

化发展现状调研，弄清目前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

原因分析；在借鉴相关理论基础上，结合户县“户太八号

”葡萄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产业转型升级、全产业链发

展模式的要素及其产业体系的构建，理顺产业发展中各要

素之间的关系，形成葡萄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的机制和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45

地方高校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

状调查及培养建议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珊珊 2019100284

喻文泰

/2019100251

,李清钰

/2019100001

,李晓瑜

/2019100267

,王楚莹

/2019100005

李勇 教授 0401

    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高低不仅影响着其自身命运与

前途，更攸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对大学生的个人成长和国家、社会

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在指导老师指导下，面向地

方高校经管类大学生在品德修养、信息能力、创新创业能

力、沟通表达、团队合作、国际视野、学习发展等方面培

养的现状及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培养建议。预计研究成果

为发表论文1篇，锻炼创新团队1个。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46

季节变化对安康学院砚月湖湿

地水环境净化效果的影响机制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想 2018250063

郝敏

/2018250088

,姚璐婕

/2018250069

,罗雨童

/2019250092

葛光

环,寇

坤

讲师

（高

校）,

工程师

0825

    通过实地考察、采样分析，结合科学的分析手段，拟

探明砚月湖湿地季节性变化对该湿地水环境净化效果的影

响，简析该湿地不同季节中水净化效果，从而详细阐述季

节性变化对该湿地系统水环境净化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

。通过开展季节性变化对砚月湖湿地水质净化的影响研

究，初步建立砚月湖小流域水质净化季节性变化模型，该

小流域模型可为汉江大流域环境的研究提供基础的理论支

撑，从而为汉江水资源保护及“一江清水送京津”重大战

略的成功实施做出贡献。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47

基于一种桑叶鸡饲料生产的鸡

蛋品质检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程梁凯 2018090125

刘克华

/2018090188

,范奥运

/2018090095

陈玲

讲师

（高

校）

0830

    该项目主要对基于安康康泰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

一种“桑叶鸡饲料”饲喂的蛋鸡所产的品牌鸡蛋“桑叶鸡

蛋”进行蛋品质检测，确定鸡蛋中蛋白质、脂肪（饱和和

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微量矿物元素含量，以及“桑

叶鸡蛋”蛋壳硬度、蛋黄颜色等指标。解决安康科技企业

发展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帮助企业提升层次，促进区域经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48
汉江黑猪种质资源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奥运 2018090095

王珍珍

/2018090131

,程梁凯

/2018090125

陈玲

讲师

（高

校）

0830

    汉江黑猪是陕南汉江流域的一个古老品种，2006年被

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作为陕西省独有的

国家级保护猪品种，目前仅处于保种维持阶段。本项目将

对安康、汉中等地汉江黑猪目前的分布和数量进行调查，

掌握目前汉江黑猪散养情况和存栏母猪和公猪数量；根据

不同区域采集耳组织样本，进行基因组重测序（Whole 

genome resequencing，WGR），比较该地区汉江黑猪群

体的血统是否一致，以期为汉江黑猪的个性化保种和优势

性状基因挖掘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49X
宠物公园创设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雷霆宇 2018090130

王珍珍

/2018090131

,李好

/2018090139

,武睿康

/2018090133

成温玉

讲师

（高

校）

0710

    日益增长的宠物数量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但同时也引发了诸如宠物与人争夺公共场所、卫生安全和

流浪动物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本项目通过收集流

浪动物的现状信息，剖析并挖掘宠物遗弃的内在原因，进

一步了解目前国内外宠物公园的发展情况和市场需求、定

位，再结合实地考察、交流学习等途径加深对宠物公园理

念和行业的认识，最终提出开发建设宠物休闲主题公园的

构想，完成企业规划书，为将来从事该行业奠定基础。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50S
野菜产品的开发与销售 创业实践项目 否 米晨蕊 2019090221

凤江华

/2019090224

,孙佳晔

/2019090241

,潘继元

/2019090238

,王蕊

/2019090216

蒲小龙

讲师

（高

校）

0901

    以安康市各贫困县的特有野菜为研究对象，筛选具有

较高价值的野菜进行选种与人工栽培，使野菜摆脱因时令

与自然分布造成的无法产量化、系统化的缺陷。同时让安

康富硒野菜通过新的加工方式与销售体系，形成安康独有

的野菜文化与野菜产品，从而带动贫困山区的经济发展，

让野菜与山区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达到最大化。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51X

童心童性·护芽计划执行公司

的创设与运营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黄钰萱 2018110054

陈楠

/2018110056

,冉晴

/2018110048

,周洁

/2018110052

,孟佳佳

/2018110049

刘莉

讲师

（高

校）

0401

    国家检察院在最新发布的“一号检察建议”中明确提

出关于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的号召。为此，本团队特创设

此公司，为未成年人普及性教育知识，更好认识自己。本

公司会邀请专业人员进行线下的面对面教育活动，线上创

办公众号，并针对儿童性教育自创立体绘本进行售卖，形

成链条产业，除此之外在贫困地区设立心理咨询室，举办

公益讲座，为留守儿童普及性教育知识，进行心理辅导，

心灵陪伴，为教育扶贫贡献力量，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52

白河县西营镇天逸新型农村社

区建设现状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家磊 2018050105

岳阳

/2018050121
单林波

讲师

（高

校）

0303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国家推动城乡统筹、实现城乡一

体化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农村发展的方向，是改善农民生

活、解决农村发展困境、走向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白

河县西营镇天逸社区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省级示范点，本

研究通过对白河县西营镇天逸新型农村社区搬迁、经济、

文化、基础服务、管理、民意等方面的调研分析，为推进

白河县西营镇天逸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建言献策。项目

包含了构想、调研、分析、查资料、撰写等过程。在此过

程中培养学生严谨的科研态度，致力于让学生将所学知识

应用于现实生活，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53

基于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的跌倒

检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瑜龙 2018020068

楚天哲

/2018020082

,周超凡

/2018020083

,周蕊

/2018020073

崔智军 副教授 0807

    针对老年人身体平衡的特点，结合微传感器、数字信

号处理以及无线通信等技术，利用人体运动产生的加速

度，设计一种基于加速度传感器的跌倒检测系统。系统主

要由嵌入式处理器、加速度传感器、无线通信模块、按键

报警以及电源等模块组成。该系统可以对老年人的日常生

活状态实施远程监护，不仅能提高医护人员的救助效率和

老人的生活质量，还可以使老人在熟悉的环境(家)中得到

及时的救护，减少跌倒发生的可能性，同时保护用户的隐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54

安康地区玉米苗期抗旱性评价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杨 2018090027

张怡博

/2018090023

,付月桂

/2018090002

,姜梦洋

/2019090021

,郝淑女

/2019090039

田洪云

讲师

（高

校）

0901

    陕南地区经常出现干旱少雨的情况，严重影响玉米的

产量。本研究以安康地区玉米自交系种子为试验材料，利

用PEG－6000试剂模拟干旱胁迫条件，通过测定Pro含量、

SOD活性、POD活性等指标，对玉米种质资源进行抗旱性综

合评价。本项目的开展可以鉴定陕南秦巴地区玉米种质的

抗旱能力，为抗旱玉米种质资源的早期鉴定评价提供依据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55

重金属对3种草本植物种子萌

发和幼苗生长的相关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卓菲 2018090058

李小豆

/2018090044

,陈涛

/2018090090

,韦波

/2018090212

,张倍元

/2018090065

张海军

讲师

（高

校）

0905

    本项目研究Pb、Cd、Pb-Cd迫胁作用下对三种园林植

物凤仙花、孔雀草、早熟禾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

为安康市修复重金属污染的城市土壤，以及人们利用城市

园林草本植物修复、治理重金属污染的工业遗留等提供可

参考的植物种类。研究既可以达到修复一定程度被重金属

污染的土壤和恢复土壤内部结构的目的，同时还能满足城

镇居民对生态绿地景观的要求。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56

“一带一路”背景下安康市茶

文化旅游国际化推广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冰含 2019060087

张梦凡

/2019060066

,白雪茜

/2019060093

,张梦娇

/2019060153

钱莉 副教授 0502

    安康作为千年“鎏金铜蚕”的发现地，国际化知名度

在不断提高。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把茶文化旅游推

向国际市场，是目前安康茶文化旅游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

和挑战。本项目首先梳理安康茶文化旅游相关资料，整理

相关的英译材料，通过文献法、调查法探讨安康市茶文化

旅游国际化推广的必要性，进而从外宣推广、国际市场需

求、高素质旅游人才三个层面探讨安康茶文化旅游国际化

推广策略。此项目研究既有助于安康茶文化旅游进入国际

市场，也有助于提升项目组成员的语言应用能力和跨文化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57

小学生体育运动情况调查研究

——以安康市汉滨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依洁 2019040058

王婷婷

/2019040056

,潘鸿贤

/2019040063

,赵雪苹

/2019040057

邸玲 副教授 0401

    目前青少年身体素质日益下降，健康问题日益凸显，

需要加强体育训练，增强身体素质。本项目是为了较系统

的了解和掌握小学生体育运动的有关现状，通过实际调查

、研究、探访，对本地区小学生体育运动现状及问题进行

细致整理，并对家长和小学老师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以

引导小学生正确认识体育运动和学习之间的关系，促进小

学生身体素质的提升。同时号召社会对小学生健康问题的

加倍关注，真正发挥义务教育的服务功能。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58

基于NB-IOT的工业园区环境监

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文博 2018020256

党奔

/2017020047

,黄成健

/2018020185

,韩甲卫

/2018020268

,王永杰

/2018030156

刘康

助教

（高

校）

0807

    工业园区是聚集各种工商业和居住的一类特殊区域，

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日益严

重，越来越引起政府和公众的关注。本项目将嵌入式技术

和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相结合，提出基于NB-IOT的工业园

区环境监测系统，利用NB-IOT网络将工业园区的PM2.5、

温湿度、风速(方向大小)、主要气体污染物浓度以及温湿

度等环境数据上传远程监测云平台,通过移动端可简单快捷

获取实时数据，为工业园区环境监测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59

富硒茶生产中产生的碎茶末的

综合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亚林 2018030199

董晓龙

/2018030153

,李永红

/2018030196

,路东胜

/2018030155

张胜海

讲师

（高

校）

0703

    本项目提出利用生产中产生的碎茶废料为原料提取茶

多酚和咖啡因，并将提取的茶多酚和咖啡因配以其他一些

食药成分、赋形剂等来设计一款集具有除异味、抑菌消炎

、提神醒脑、美白牙齿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口香糖，将

废弃资源转换为经济产能，从而提高茶叶资源的利用率，

该研究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60

新型双酰肼类化合物的合成与

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卫怡 2018030161

黄欣

/2018030173

,杨丹

/2018030154

,谢晓东

/2018030197

,杨帅

/2018030188

曹国标 副教授 0703

    双酰肼类化合物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如抗癌、抗疟

疾、抗菌、杀虫等。本课题以农药中间体2-甲基-3-甲氧

基苯甲酸为原料，经过多步反应，合成一系列新型双酰肼

化合物，并研究其抗菌、杀虫等生物活性，为新型农药的

研发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61

猪口腔液中非洲猪瘟病毒检测

方法的建立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朝 2018090111 赵鸿远

讲师

（高

校）

0904

    本研究通过猪口腔液中非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ASFV）检测方法的建立，对规模化

猪场猪群进行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 ASF）

的日常监测与排查，以便对ASFV感染猪只做到早发现、早

处置，为猪场ASFV阳性猪只的定点清除及ASF的防控提供

理论支撑与技术指导。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62

宿主DDX3x在痘病毒感染中的

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杨 2018090100

贾童

/2018090101

,魏子怡

/2018090098

,张博昕

/2019090088

成温玉

讲师

（高

校）

0904

    痘病毒严重危害人和动物的健康，然而有关宿主对痘

病毒的应答机制尚未完全清楚。本课题以鼠痘病毒为模

型，探究解旋酶DDX3x在痘病毒感染中的作用，采用异位

表达和RNAi技术分别检测过表达和敲降宿主DDX3x后，鼠

痘病毒的增殖以及毒力的影响；同时检测鼠痘病毒感染情

况下，宿主DDX3x的表达变化，从而揭示DDX3x在痘病毒感

染中的作用，为后期探究其在病毒感染过程中的分子机制

奠定基础，也为痘病毒与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提供理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63

安康市中学生异常姿势的康复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喆 2018260085

王吉

/2019260089

,樊娇颖

/2019260084

,谢伟伟

/2018260084

,李拓

/2018050044

李静

讲师

（高

校）

1004

    本项目通过对安康市中学生异常姿势情况的调查，为

中学生异常姿势的预防、矫正提供理论依据，使学校、家

庭能有效对中学生异常姿势进行预防矫正。针对中学生存

在姿势问题提出潜在风险级和康复指导意见，并且进行跟

踪随访，观察其康复效果。该研究还有助于提高项目组成

员的专业实践能力，发挥高校服务地方建设功能。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64

幼儿家长护理技术的现状调查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柳婷 2018110137

唐成香

/2018110136

,齐欢

/2018110175

,王静

/2018110168

,刘心茹

/2018110180

毛乐

讲师

（高

校）

0401

    当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育儿的要求不再是以前

的平安长大就好，他们对育儿的要求更高。从受孕准备、

怀孕期间胎教、新生儿抚养、到智力启蒙等要求更专业。

目前，中国早教中心涉猎并不广泛，尚无专业全面的一站

式育儿中心，市场空缺较大，前景广阔。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65

幼儿健康生活体验馆的现状调

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开元 2018110178 毛乐

助教

（高

校）

0401

    本幼儿健康生活体验馆的现状调查主要针对三到六岁

年龄阶段儿童的健康生活习惯，包括调查幼儿健康生活体

验馆的诸方面，内容分别为人的由来、身体构造、饮食健

康、性教育、日常卫生等等。同时进一步调查了解家长对

于儿童健康生活培养的需求，面对二胎政策大形势，提高

幼儿健康成长质量，补充幼儿园部分教育不到位的问题，

为他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一颗健康活力的种子。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66

陕西安康旬阳地区方言调查及

普通话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双泷 2018040150

汪乾欢

/2018040156

,陈靓

/2018040155

,李新越

/2018040154

,刘睿

/2018040153

李婷

讲师

（高

校）

0501

    旬阳县地处陕西省东南部，秦巴山区东段。县内城关

方言及分布在汉江沿岸地带的吕河、神河、赵湾、棕溪等

乡镇的方言属中原官话，赤岩、铜钱等南北二山乡镇方言

则体现出江淮官话的特点。本项目以旬阳城关方言为主要

研究对象，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重点整理安康旬阳方言

的语音面貌，分析旬阳方言语音内部差异、方普差异，同

时进行方言新老派差异比较。针对旬阳方言语音面貌、方

普差异，结合本地普通话推广情况调查问卷数据，提出推

广普通话的针对性策略。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67

基于响应面分析法优化安康党

参多糖提取工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家巍 2018030148

齐淑岚

/2018030160

,廉升

/2018030147

,郭怡怡

/2018030169

张雪玲 副教授 0703 ###############################################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68
富硒南五味子酒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瑜瑜 2018030232

陈嘉悦

/2018030213

,党艺杰

/2018030229

,赵小龙

/2018030203

,苏文乐

/2018030240

黄九林 副教授 0813

    以安康富硒地域优势、资源丰富的南五味子为原料，

测定南五味子中硒含量和主要有效成分含量，分析硒元素

对南五味子品质的影响，并对富硒南五味子酒生产工艺进

行研究，综合开发南五味子资源，扩大中药生产企业产业

链。提升南五味子种植加工企业的竞争力，为富硒南五味

子的深入研究及富硒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69

陕西富硒茶产业链发展调查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小雪 2019100031

王思婷

/2019100277

,徐志敏

/2019100002

,徐甲梁

/2019100260

,陈欢

/2019100040

李勇 教授 0201

    陕西是富硒地带，利用好这一宝贵资源发展富硒茶产

业，是习总书记的殷切希望，也是陕西发展特色农业的内

在需求。项目在指导老师指导下，以产业链的视角调查陕

西富硒茶产业发展现状，充分发挥陕西茶叶富硒的资源禀

赋，拟提出陕西富硒茶产业链组织模式、陕西富硒茶产业

链整合模式的发展建议。该项目的调查研究对当地政府、

茶业企业和乡村振兴均有实际应用价值。预计研究成果为

发表论文1篇，锻炼创新团队1个。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70

乡村振兴战略下安康农村社区

治理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沁蒙 2018050062

孙燕雯

/2018050087

,唐静

/2018050084

,黄波

/2018050021

,龙襄云

/2017050053

陈皓

讲师

（高

校）

0303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完成精准扶贫后要继续推进的政

策，乡村的发展关系到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方面，国内农

村社区治理普遍比较落后，有效的社区治理模式可以回应

乡村振兴这个具体的目标，更加细化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

。本项目旨在通过一系列调查和实地访谈，探索出一套适

合安康当地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为农村建设发展和乡村

有效治理注入强大活力，同时提高团队成员的调研能力和

分析概括能力，发挥高校服务地方建设的功能。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71

多元文化背景下来安留学生文

化认同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尤彤 2019060137

杜雯

/2019060133

,付静茜

/2019060138

,王景怡

/2019060131

,梁美琪

/2019060132

阮绪珊

讲师

（高

校）

0501

    留学生教育是我国对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经

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中

国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来华留学生教育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19年，来华留学生规模突破44

万。本研究以安康学院目前在校的87名亚非国家的本科留

学生为调研对象，运用跨文化交际进行定量研究，了解来

安留学生的留学动机、语言状况、文化传播渠道以及中国

文化认同情感因素和中国物质文化认知程度对留学生文化

素质发展的影响等，以期提高留学生中国文化素质和文化

认同，帮助其适应中国生活和学习，顺利完成学业，并逐

渐构建来华留学生知华、友华、爱华情节，成为中华文化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72

“医家”守护系统的设计与开

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苟耀耀 2018020253

曹博

/2018020245

,张成乐

/2018020247

,王宁宁

/2018260043

,吕卓力

/2019020067

刘星亮

助教

（高

校）

0809

    基于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剧，传统的社区医

护模式不仅加剧了社区医院的负担，也挤占了大量的医疗

资源，因而设计了一种远程医护系统——“医家”守护，

系统通过采集和上报人体体征数据，并将其反馈至医护监

管平台，以减轻医护人员定时采集患者体征信息的工作。

本系统基于物联网技术搭载了信息采集模（通过体温传感

器，血压传感器等获取数据块）、云端信息传输模块和信

息反馈模块（各个传感器历史数据查询显示）及人机交互

模块，完成对病人的远程监护工作。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73

八月炸的主要成分分析及开发

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强世喜 2017030198

常永宏

/2017030191

,陈嘉悦

/2018030213

,张璐

/2018030228

谢娟平 教授 1008

    八月炸富含糖、维生素C和12种氨基酸，以及人体不

能合成的缬基酸、蛋氨酸、异亮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

等。八月炸中的有机化学成分和无机矿物元素含有许多营

养成分和药效成分，测定安康不同地区八月炸中的氨基酸

、富硒元素、糖类、少量没食子酸和黄铜等，全面了解其

含量的多少和应用价值，进一步开发其医药保健以及食用

等方面的功能，充分发挥其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提

高与改善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水平中的作用，为安康不同地

区的八月炸进行更好的宣传和推广，促进安康的特色产业

发展，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74

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就业意向及

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康学院体

育教育专业学生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怡丹 2018080007

崔传岳

/2018080076

,湛承宝

/2018080044

,魏朝阳

/2018080001

,唐九林

/2019080083

吕仙利 教授 0402

    以安康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学生为例，采用文献资料法

、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访谈法等，对体育教育专业

学生的就业意向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并在就业意

向的分析基础上，剖析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对

策，以期能为学校完善就业指导工作和课程改革提供借鉴

参考。

其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大学生就业意向的相关研究综述分析。

（2）关于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就业意向的调查分析。

（3）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就业意向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建议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75

阿拉伯婆婆纳的引种栽培与园

林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姬文千 2019090188

范思梦

/2019090179

,刘瑞

/2019090183

,王艺芳

/2019090199

张海军

讲师

（高

校）

0901

    阿拉伯婆婆纳具有良好的药用价值与园艺价值，所以

对此园林观赏植物的引种栽培实验，可以了解该种植物在

本地区栽培的气候适应性和生长发育规律，增加园林绿化

的物种数量，发挥新观赏植物的生态功能和多种利用价

值，拓宽生产栽培种类的多样化。同时对其园林观赏特性

和经济价值进行系统性综合评价，有助于阿拉伯婆婆纳在

园林绿化中开展产业化推广应用，加强婆婆纳植物资源的

综合开发利用，扩大其经济效益和拓宽其利用途径。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76

“陕茶1号”富硒红茶加工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嘉欣 2018090195

吴欣童

/2017090006

,郭婧

/2019090055

,武泽旭

/2019090048

,张震

/2018090221

齐玉岗

讲师

（高

校）

0901

    本项目以 “陕茶1号”茶树鲜叶为原料，研究改变传

统萎凋设备和揉捻方式的红茶加工工艺对红茶品质的影响

。按照统一的红茶制作工艺进行萎凋→揉捻→发酵→干

燥，对茶样中生化成分、总硒含量及水溶性硒含量比较分

析，并对茶样进行感官审评，从中筛选出1-2个较优的红茶

加工工艺。通过以上技术的研究，获取高品质“陕茶1号”

富硒红茶最佳工艺技术参数，同时也为富硒红茶标准化生

产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77

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学习生活

现状及问题分析——基于白河

县构扒镇纸坊小学的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雅妮 2017110066

李娜

/2017110065

,张妮妮

/2018110138

王贞惠 副教授 0401

    近年来，寄宿制学校在乡村的数量越来越多，寄宿学

生也随之增多，通过此次研究将丰富寄宿制学校的文化建

设，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研究以构扒镇纸坊小学为个

案，深度调研贫困地区教育的现实状况以及未来发展的困

境，这对于西部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工作具有理论和

实践指导意义。通过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的

合理统筹规划，促进城乡义务教育的一体化，也是打赢教

育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措施。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78X
早教玩具共享店的创办与运营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妮妮 2018110138

米思璇

/2018110139

,张雅婷

/2018110143

,郑招艳

/2018110144

朱蕾

讲师

（高

校）

0401

    玩具在儿童身心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

面对儿童日益增长的玩具需求心理与家庭剩余玩具堆积如

山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旧玩具后期处理难、新玩具不断呈

现的现状，最终导致恶性循环的浪费现象。玩具共享店是

一个实现玩具共享、租赁的场所。通过对玩具、绘本、图

书的收集，构建一个以供儿童们进行玩具租赁、共同交换

玩耍或玩具修理、相互交流的多元化平台。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79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商洛市镇安

县板栗品牌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婷 2019040156

白玉娇

/2019040150

,解澳越

/2019040152

余珊

讲师

（高

校）

0201

    早在明末清初，长安（今西安）的商贩就打出了“镇

安糖炒大板栗”的标签。镇安大板栗以个大甜脆、含淀粉

率高的独特之处，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本项目在精准扶贫

的大背景下，以电子商务发展为驱动力，通过实地调研、

走访专家、搜集相关研究成果等方式，制定商洛市镇安县

板栗品牌推广的策略，扩大镇安板栗的知名度，形成镇安

板栗的品牌优势，以增加农户收入，提升农户的幸福感，

帮助其更好脱贫。在此过程中提高项目组成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挥地方高校服务地方建设的功能，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80

基于抖音短视频培养党性的探

索与研究

--以新喜村和电信学院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凡 2018020229

陈昱江

/2019020216

,刘佳瑶

/2019010147

,杨雯静

/2018020199

,寇昱辰

/2018020235

邹超

然,

郑冉

助教

（高

校）,

助教

（高

校）

0809

    现阶段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和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均在一

定程度上缺乏丰富性和渗透性。本项目利用抖音平台受众

广和易使用的特点，将党性教育与抖音平台相结合，紧扣

农村党员党性教育中的薄弱环节，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提供

有效的党性教育途径，以党建引领助力脱贫攻坚。同时拓

宽高校党性教育渠道，增强学生党性培养效果。更能将党

建知识带入大众视野，加强大众思想教育。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81

“P&Life”智能一体化健康平

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小虎 2018020139

赵育辉

/2018020118

,刘佳成

/2018020126

,王月妮

/2018020123

,陈思倩

/2018020111

方昕 副教授 0809

    “P&Life”智能一体化健康平台拟采用红外便携式设

备同步WEB终端，以研究脉搏信号检测方法及脉率变异性信

号提取与分析，实现动态脉搏信号的采集、滤波和干扰段

检测，并提取可靠数据，结合我国传统中医学，对其进行

实时分析，监测相关参数，用于人体健康状态监护与预

警，进而提高其准确性和实时性，实现一个专业化、数字

化、智能化、人性化的健康理念平台，以“人·健康·生

活”为主，为人们提供健康意识的服务型平台。平台的出

现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移动医疗技术的发展，为人们便捷的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82

基于指纹图谱结合化学模式识

别的安康石泉桑叶质量控制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佳琦 2019030203

王西艳

/2019030229

,王锦

/2019030236

,杨琳娜

/2019030208

,黄馨悦

/2019030233

杨凌鉴

讲师

（高

校）

1008

    本项目拟采用HPLC建立安康石泉不同区域桑叶的指纹

图谱，通过相似度、聚类分析（HCA）、主成分分析

（PCA）和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LS-DA）等模式识别技

术评价其指纹图谱，分析共有峰特征及识别归类，并寻找

主要的差异性成分，旨在解决安康石泉桑叶质量参差不齐

、桑叶药用资源严重浪费的现实问题，可为安康石泉桑叶

的质量控制和品质评价提供数据支撑，以期促进其药用价

值的综合利用开发，进而带动延伸其相关产业链。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84

陕南渔业养殖经济与生态环保

共赢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冯颖 2018100177

杜晨曦

/2018100168

,赵阳

/2018100149

,邵静

/2018100170

寇坤

助教

（高

校）

0814

    本研究以紫阳县洄水镇休闲渔业养殖基地建设项目为

例，探索现代农业园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分

析流水养鱼对水环境和生态环境产生的主要影响、水环境

质量的影响要素、流水养鱼影响水环境质量的原理，以及

如何规划养鱼以实现该渔业农业园区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

赢。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85

乡村振兴背景下贫困乡村新型

新型农业运营模式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心 2019100112

程艺雯

/2019100091

,程嫄嫄

/2019100100

,胡洋

/2019100087

,张迪

/2019100097

庞仙君 副教授 0201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尚不健全，双层经营体制中

的集体组织和农户之间的关系是非市场化的。现实中，农

民对土地掠夺式经营和荒置现象严重，农民对土地投入的

物质和付出的劳动越来越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是实现乡

村振兴的根本途径。而要想打破小农经济模式，实现农村

经济规模化、高效化发展，使贫困乡村尽快脱贫，必然需

要培育与高效化农业发展政策相匹配的新型农业运营模式

。本项目在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

研、广泛参阅资料，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系统性

完整性分析，提出适合乡村发展的具体新型运营方式建议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86

陕西省臭氧污染时空变化及影

响因素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方丽霞 2018250089

张晨宇

/2019250088

,李绅彤

/2019250087

,韩佳怡

/2018250097

,景张欣

/2018250064

张淑兰 副教授 0825

    随着陕西省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近些年大气环境质

量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本项目将针对陕西省三个区域

（陕北、关中和陕南）以及各地级市的臭氧污染情况进行

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掌握臭氧污染物的时间变化规律和区

域特点，并对其产生机制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可为陕西

省有针对性地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环境管理，减轻臭氧对人

体和环境的危害，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具有重大的生态意

义和社会价值。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87

陕南贫困地区农户移民搬迁意

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安

康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苗苗 2017010114

郝梦园

/2017010135

,闫琦

/2017010138

,兰金凤

/2018010158

,杨雨婕

/2018010156

宋丽影

讲师

（高

校）

0712

    2020年是陕南移民安置总体规划的收官之年，移民搬

迁进行的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这一系列问

题都需要我们进行分析总结。因此，加强对陕南贫困地区

农户移民搬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一方面对加快实

施移民安置工程和推进陕南新型城市化建设具有重要作

用，另一方面也为其他地区实施移民搬迁政策积累宝贵经

验。由于陕南三市地理特征相似，移民安置工程也是同步

推进的，为此，本研究以安康市为例进行相关研究。

√

2020 11397 安康学院
S202011397

094

践行初心使命，助力陕南地区

小学STEM教育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粉婷 2018110090

赵英洁

/2018110091

,崔琼

/2018110086

,刘璐瑶

/2018110087

姚娜

助教

（高

校）

0401

    项目组成员认真践行党中央充分重视思想政治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了解陕南地区的小学在实施STEM

教育上的困难和问题，以安康市、汉中市、商洛市的12所

小学为调研对象，设计调查问卷，制定调研计划，从理论

上探究其STEM教育现状，同时进行调查，了解STEM教育的

落地情况，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找出困难和问题，提

出解决策略；设计新的STEM教学方案和本土化的STEM教学

项目库，试行后进行教学评价，建设推广适合陕南地域特

色的小学STEM教育课程体系。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01

IS20-现代化纳米中药材灭菌

口罩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云龙 18104106

刘丹

/18104133,

高腾

/18101219,

陈子龙

/18044114,

吴泽秋

邓寒霜

副教

授,执

业药师

1004

在中医传统“温病”学说理论指导下，选择历史经验及实

践验证过的，具有良好抗病毒作用的金银花、连翘、苍术

、薄荷等中药，利用现代制药工程技术，制备纳米中药提

取物，辅以高分子纳米纤维中间层，制作新型口罩——

IS20-现代化纳米中药灭菌口罩。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02

贵金属银资源高效循环应用的

关键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万梦豫 18042107

何旋

/17042131,

孟含

/18041103,

吴晓强

/19042132,

薛彦泽

/19042212,

吕李浩

刘彦峰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旨在建立一种高效低耗回收贵金属银的方法及工

艺，并以再生银为原料，采用粉末冶金技术和SPS技术，利

用掺杂活化元素、稀土氧化物等手段有效改善电接触材料

存在的温升高、抗电弧侵蚀性差、电寿命短等问题，开发

一种低成本、节能环保、高强高导的Ag基电接触材料。以

实现贵金属银资源高效循环应用的关键技术研究，为有价

金属回收再利用提供一种新思路与新技术，具有重要的社

会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03

商洛柿子果醋特征质量因子分

析与产品标准制定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蔡伟杰 18214116

寇晓梅

/17213102,

方青

/18214108,

陈虹

/16103112

郭耀东 讲师 0827

本项目主要研究商洛柿子果醋特征质量因子分析与产品标

准制定，基于先进的SPME-GC/MS和LC-MS技术，对不同产

地、生产年份的柿子果醋以及粮食醋中的营养成分进行全

面分析，构建商洛柿子果醋特征成分判别模型，找到商洛

柿子果醋区别于其他原料及产地来源产品的关键成分。在

此基础上，帮助相关企业制定柿子果醋产品企业标准，反

映商洛柿子果醋的内在特征和品质，增强消费者对柿子果

醋特别是商洛柿子果醋的认知程度和接受度，为企业进一

步开展商洛柿子果醋的市场推广和衍生产品研发提供一定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04

基于机器视觉的草莓采摘机器

人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帆 18034207

巨新新

/18034230,

程彤

/18034111,

刘卓娇

/18034131,

施梦

/18011321

王园园 讲师 0807

采摘过程在草莓种植中占有重要地位，草莓的种植生产过

程中约有1／4的时间被草莓采摘所占用，目前我国大部分

地区还采用传统的人工采摘技术，随着农业生产的快速发

展，劳动力出现不足。针对国内外草莓生产、研究现状，

本项目就是对适用于我国栽培草莓的采摘机器人进行研

究，发展适合于我国国情的草莓采摘机器人技术、采用当

今先进技术研制出能够完成草莓识别、采收的机器人，实

现草莓收获的机械化和自动化。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05

医用多孔Ti-Mg合金材料的制

备及其生物相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叱小彤 19042109

高瑞欣

/19042133,

侯宇航

/19042126,

梁凯

/19042113

周春生 教授 0804

    本项目聚焦医用钛合金应用中的“应力屏蔽”现象，

借助Ti、Mg、Nb良好的生物相容性，采用粉末冶金技术制

备多孔Ti-Mg-Nb合金。分析评价多孔复合材料的微观组织

、孔隙结构、物相组成和相关力学性能，通过体外模拟环

境与电化学腐蚀试验研究材料的可降解性和生物活性，优

化Ti-Mg-Nb合金材料制备工艺参数，以期获得一种具有更

低模量、孔径均等、力学性能匹配、生物相容性优良的新

型高性能医用多孔钛合金，推动钛合金在医疗行业的临床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06X

Double fresh--南五味子食

品防腐保鲜剂研发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峻伟 17102125

高梦蝶

/17102103,

张艳娜

/17102104,

杨澜

/18102212,

徐愉聪

/18102122,

马颖

/18102214,

张晓虎 教授 0827

  项目依托秦岭腹地商洛山区的“药食同源”植物南五味

子资源优势，拟成立“Double fresh——南五味子食品防

腐保鲜剂研发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采用超声辅助乙醇

浸提等先进技术提取南五味子中的有效抑菌成分，利用响

应面优化工艺参数，复配研发防腐保鲜粉、防腐保鲜喷洒

液、防腐保鲜涂膜液等系列产品。与大型天然无公害、绿

色、有机食品企业建立营销网络联盟，使公司产品在食品

防腐保鲜市场占领一席之地。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07

垃圾分类回收智能机器人的设

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森 19031434

刘钰

/19033127,

康佳妮

/19018218,

杨化俊

/17032110,

樊艳

/19036108,

商莹莹

袁训锋 副教授 0807

“垃圾分类”是2019年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和良好社会风

尚的重要内容，实施垃圾分类是解决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

重要途径。本项目以单片机STM32为智能控制中心，结合

垃圾量检测模块、语音识别模块、电源控制模块及其外围

辅助电路，构建能够在规定封闭循环线路低速巡线工作的

智能机器人，实现垃圾智能投放、存储、转运一体化，从

而提高垃圾分类的效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和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08S

基于5G下车辆的智能调控-柏

通app
创业实践项目 是 魏博涛 17092318

周婉婷

/18093403,

胡萌

/18093118,

孙喆

/18093110

李会荣 教授 0701

利用5G下互联网技术，利用GPS对车辆准确定位，配置多

种设备实现对不同道路上的温度、湿度、风力、气压、能

见度结冰状况等多种参数进行检测，并快速识别自己车速

和周围车辆车速变化。进而通过车辆环境信息的感知我们

及时将信息利用VMS交通信息进行上传和发布，对不同车辆

在同一路段或不同路段所产生不同的危险系数对司机进行

提示。从而达到预测交通事故真正的做到对车辆的智能调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09

香叶木素减轻MPP+对SH-SY5Y

神经母细胞瘤细胞凋亡的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渊 19211127

石创

/19211122,

聂亚利

/19211118,

翟浩亮

/19211126

张晓文 副教授 1008

香叶木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存在于菊花、留兰香

、蜘蛛香等天然药物和柠檬、柑橘、花生等果实中，具有

抗氧化、抗菌、抗炎、抗肿瘤及雌激素样作用。已有研究

表明香叶木素对治疗帕金森病具有一定潜力，但是分子机

制还不明确。本项目拟采用MPP+处理SH-SY5Y细胞建立帕

金森病的细胞模型，并探讨香叶木素对MPP+诱导的SH-

SY5Y神经母细胞瘤细胞凋亡的作用及分子机制，进而明确

香叶木素治疗帕金森病的分子机制。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10

单原子Pd/C3N4光催化剂的精

准构筑及其甲酸产氢反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同若琳 19044112

李建兴

/19044113,

晏珊珊

/19044120,

李伟伟

/19044133,

李雪

/19044108

曹宝月 副教授 0703

项目针对光催化产氢效率低难题，构建基单原子Pd/GO高

效光催化甲酸产氢反应体系，同时提高体系反应动力学和

改善反应热力学；考察助催化剂/光催化剂/反应配比/浓度

/溶剂/光源等对甲酸产氢反应的影响规律；通过

GC/LC/MS/1H NMR等手段分析反应物和产物，计算转化率

和选择性；借助XPS/IR/UV-Vis/EPR/PL等表征研究反应

过程中光催化剂本征，推测光催化机理。研究为实现光催

化制氢工业化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11

环境与基因互作对决明子生理

特性及药用成分调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松 19101223

李婉

/17101125,

卢思文

/17101133,

于梦瑶

/17101127,

张娜

赵永平 副教授 0901

本项目主要研究环境与基因互作对决明子生理特性及药用

成分调控，通过研究种植密度和施钾量对决明子农艺性状

、光合生理指标和主要药用成分的调控效应，筛选最佳的

栽培密度和施钾量，制定详实的栽培技术规程，示范带动

周边农民种植积极性，推动区域中药材产业结构调整和农

民增收。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12

一种新型车内安全防窒息救援

系统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程 18037132

宋文娟

/18037109,

王纪元

/18031214,

刘婉玉

/18013215

李亚文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主要是针对近几年频繁出现的车内儿童等窒息致死

事件，设计了一款基于单片机的语音报警自救系统，该系

统结构简单，操作便捷。当发现车内儿童等停留时系统启

动，检测到温度、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超过正常值时便

会触发报警，当报警状态持续三分钟时，系统便会通过GSM

向管理者发送短信，提醒车内有发生窒息的危险。本系统

设置有OLED显示屏，显示当前检测到的各项指标，运行状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13

基于UWB三维定位技术的智慧

停车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俊岩 18034108

岳慧慧

/18093401，

宋宁宁

/18034108，

闫磊磊

/18035213，

王英

/18044118

刘俊 讲师 0807

本项目主要研究基于UWB三维定位技术的智慧地下停车场管

理系统.利用ETC技术，结合视频识别和AI算法打造的集预

约、收费、稽查、会员、客服等多种管理应用于一体的路

内停车解决方案，能够实现车位状态实时更新、泊车缴费

无需管理，彻底解决目前道路停车信息化水平低、停车难

、收费难等问题，开创了城市路内停车与运营商、执法部

门生态共赢新的发展模式。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14X
乡村流动科技馆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付佳乐 17042206

杨化俊

/17032110,

李明凡

/17091107,

邱成

/18064207,

张旭初

/18091315

杨琳 讲师 0703

为全面实施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助力偏远农村地区

的科普教育扶贫，我校在“双百工程”扶贫地丹凤县的贫

困山区学校全面实施教育扶贫公益项目“乡村流动科技馆

”，将物理、光学、电磁、化学、生物等学科有趣的实验

搬上汽车，开到乡村幼儿园、中小学、让大山里的孩子也

有机会身临其境的体验到科技带来的无限乐趣。同时，研

制出科学实验百宝箱、科普知识手册等系列产品为团队创

造利润，为进一步做好贫困山区科普公益创造条件。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15

中药单体β -内酰胺酶抑制剂

的筛选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荔雯 17104118

王玉玉

/17104107,

温馨

/17104120,

李璋

/17104124，

高彩梅

/18104208，

常肖璐

张亦琳 讲师 1008

    β -内酰胺酶介导的抗生素耐药对世界公共卫生安全

构成重大威胁，我国丰富的中药资源为筛选出有效低毒的

β -内酰胺酶抑制剂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本项目利用分子对

接技术预测筛选活性中药单体，评价中药单体协同临床抗

生素抑制β -内酰胺酶及其耐药菌的生物活性，指导个性化

和合理化用药，利用体外细胞感染模型和小鼠菌血症模

型，探究中西联合用药在菌血症治疗中的可能临床价值，

为开发β -内酰胺酶先导抑制剂提供重要信息。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16
清肝明目贴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焕敏 19211115

高霞霞

/19211133,

张庆

/19211131,

石创

/19211122,

马应卓

/182111229

李娟芳 助教 1011

随着社会的发展，电子产品越来越普及，人们接触着越来

越多的电子产品，这些电子产品除了会引发视力下降，眼

睛干涩之外，还有可能导致斜视、弱视以及高度近视，甚

至出现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青光眼、白内障等永久性

眼损伤。本项目研究清肝明目眼贴，其主要成分为黄连，

当归，丹参，零陵香，薄荷和黄柏等用于眼部护理，探讨

其对眼部疲劳、视力低下、预防眼部疾病等的疗效，通过

眼贴对眼部进行护理缓解眼部的刺痛和灼热现象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17

秦岭南麓大气水汽中稳定同位

素的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晨曦 18112210

董嘉臻

/18112204,

武帅

/18112101,

赵书毅

/18112223,

龚建成

赵培 教授 0705

秦岭是我国中央水塔，但针对该地区的大气水汽来源及循

环特征还缺乏相关研究。本项目基于自制的空气水汽收集

装置，对秦岭南麓大气中水汽同位素特征开展研究，明确

大气中水汽稳定同位素特征及影响因素，深入认识该地区

植被蒸腾和干旱、暴雨形成等机理等问题。研究结果可为

当地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提供科学

依据，同时也将带来一定的生态价值和社会效益。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18

高校二手教材租赁服务平台设

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桂驰 19033235

张旭初

/18091315,

刘怡婷

/18093309,

王纪元

/18031214,

李娜

/17032219

杨燕 讲师 0809

全国千余所高校，每年约招收750万新生，教材投入达数百

亿。随着对共享发展理念的深入认识，使用低碳环保二手

教材成为当今大学校园的新时尚。高校二手教材租赁服务

平台，旨在解决高校二手教材资源供给与师生需求不平衡

的矛盾。项目团队拟在完美校园平台上扩充二手教材租赁

功能，采用租赁付费方式线下扫码借阅，形成二手教材资

源互借循环流通，实现绿色共享、低碳环保的完美校园，

倾力打造校园租书领域的“当当网”。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19

基于脱贫攻坚背景下的产业结

构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以商洛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玉洁 18111130

张田田

/18111125,

郭晓萌

/18111131,

何翠萍

/18111123

张妍 副教授 0201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4月20日至23日来陕考察并发表重要

讲话，期间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在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的关键时刻，商洛市要不断取得成绩，就必须同时

着眼于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两个方面。本项目拟通过构建

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

和线性加权法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

对商洛市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进行评价与分析，

并基于此对提出发展建议，为商洛市脱贫攻坚助力。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20X
一种智能手环测心率系统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孙皓楠 19031411

张春强

/19031425,

韩文洋

/19031415

张文

诺,梁

东云

教授/

讲师

0804

本项目设计了一款智能手环心率测定仪，设计出模块电路

、传感器电路、放大电路、波形转换电路、显示电路和蓝

牙模块电路。对设计好的电路进行各个板块的连接，实现

心率的实时检测，并直观的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通过蓝

牙技术实现PPG测得心率的数据与显示模块的数据交互。它

可以实时测定心率、血压的变化指导用户运动合理运动休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21
便携式防压疮多功能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超群 17211307

李飒

/17211317,

王璠

/18211210,

王妍

/17211312,

高源

/17211311,

李帆,

秦绍龙

助教/

护师,

助教

1011

本项目主要研究一款实用的“便携式防压疮多功能垫”，

该多功能垫在结合市面上已经产生的Palm Q 便携式压力

测试仪和SEM扫描仪的功能基础上对产品进行改进设计出波

动气垫和视觉化控制器。其中波动气垫能够分散患者压

力，减少患者受压部位压力值；视觉化控制器可以控制波

动气垫的波动频率和波动时间，实现受压部位的按摩，促

进血液循环，从而更好地预防压疮的产生，缓解患者的疲

劳，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22

基于机器学习与多特征融合的

植物病害识别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泽翔 18037223

胡晓

/18037219,

刘少伟

/18042208,

胡桂驰

/19033235,

甘来

赵杰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致力于研究将机器视觉技术应用于植物病害诊断，

根据植物病害图像处理技术依据的病害图像特点，以颜色

特征、纹理特征、形状特征等传统特征为辅助，利用深度

神经网络等机器学习技术提取较为鲁棒的特征，与传统特

征进行多特征融合，以提高分类训练识别准确率。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23

商洛市核桃种植户对气候变化

及气象灾害的适应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佳 19112229

焦怡然

/19112212,

邓冬

/19112211

张孝存 教授 0705

本项目主要研究商洛市核桃种植户气候变化与气象灾害适

应行为特征和机制；辨识核桃种植户适应行为效能感知的

影响因素，进而探究核桃种植户气候变化感知及气象灾害

感知对较弱适应行为效能感知的影响机制，核桃种植户适

应行为改进策略和核桃产业发展气候变化应对建议。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24X

基于手工制造产业改革的智能

优化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乔咏艺 18095102

朱琳琳

/18095108,

王惠羽

/18095121,

张荣荣

/18095124,

白云

叶美丽 讲师 0712

此项目的商业名称为创造，创造能带来一种全新的理念，

创新其实也很简单，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创造力，只要

真正掌握并能灵活运用正确的方法，许多绝妙的点子都会

被实现。此项目分为四大模块：甜点创意模块、穿搭创意

模块、彩泥创意模块、奇思妙想模块。其中甜点创意模块

、彩泥创意模块为线下体验店；穿搭创意模块、奇思妙想

模块为线上体验平台。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25

一种土壤重金属生物综合治理

模式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鹏飞 19103113

王静

/19101219,

赵旭莹

/19101216,

王博文

/19101206,

刘洋洋

/17162218,

梅栩僮

/18103129

刘长命 副教授 0902

本项目主要以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为研究对象，利用物理

、化学、生物等修复方法改变土壤重金属化合形态，通过

超富集植物进行固定吸收，结合修剪等技术进行污染物集

中处理与回收，从而实现土壤重金属有效清除。同时，根

据不同污染区环境特点，结合高富集植物的重金属吸附特

性、观赏特性和生态习性，进行植物造景设计，在实现环

境生态恢复的同时达到绿化、美化环境的作用，探索出一

套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生物综合治理模式。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26
丹芪糖脂清颗粒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安紫微 18104215

刘笑洋

/18104219,

刘国玉

/18104212,

王澳玥

/18104209,

姚欢欢

18104202

李筱玲

讲师,

执业药

师

0813

代谢综合征是以胰岛素抵抗为共同病理生理基础,以中心性

肥胖、糖尿病或糖调节受损、高血压、血脂异常为主要表

现。代谢综合征随年龄升高而增加,45-65岁为高发年龄

段，发病呈明显上升趋势。中医认为代谢综合征与脾的关

系最为密切。脾虚失运是代谢综合征的始动因素和病机关

键，其标为痰浊、瘀血。因此治疗原则为标本同治，治以

健脾助运为主，兼利湿化痰、活血行气。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27

磁性超支化聚酰胺胺吸附材料

体系构建及对废水中Pb(Ⅱ)的

吸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富莹   18043223

许婷

/18043227,

周茜

/18041120,

袁婧婧

/18043207,

张华

/18043226

李美兰 讲师 0804

本项目将利用具有大量端胺基的超支化聚酰胺胺，对

Fe3O4磁性材料表面进行改性，通过分子设计、材料制

备，开发出一种不仅对水体中重金属离子具有极大吸附

性，还能将所吸附重金属离子快速脱离水体的磁性超支化

聚酰胺胺吸附材料，为推动功能化磁性纳米材料在水体环

境修复领域的应用提供新的思路和新技术。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28

基于LC-MS对秦岭食用菌－黑

木耳的生理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梦佳 18214103

蔡采妮

/18214104,

谭悦雯

/18214115,

张书嫚

/17213129,

马婷

/17213124

韩晓江 助教 1004

本项目通过高温蒸汽浸提法对黑木耳多糖进行提取，并通

过响应面优化得到最大多糖提取率的最优工艺参数；开展

木耳多糖体外生物活性研究，建立巨噬细胞的免疫模型以

探究其免疫刺激活性；通过黑木耳多糖的治疗，开展木耳

多糖对体内降血脂、小鼠代谢组影响的研究，建立高血脂

模型；利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采用无监督的PCA模型

、有监督的PLC-DA模型进行统计分析，挖掘木耳在代谢过

程中的潜在标志物。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29X

基于“智能环保垃圾桶”的新

型垃圾分类模式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垚 19093232

林家富

/18095101, 

巫罗瑝

/19094227,

刘康泉

/19093231, 

刘磊

/19091302

赵萍 讲师 0902

此项目是打造一款依托网络大数据来识别垃圾类型的智能

垃圾桶装置，结合环卫工人的工作以及各个地区的生活，

利用APP平台，实现垃圾分类的新模式新理念。主要意义就

是关于大众的垃圾分类意识的提高，目的是用于通过垃圾

分类处理，最大限度节约分类时间，实现垃圾资源回收利

用，节约资源，美化环境，改善生存环境质量。将垃圾变

废为宝的收入捐至贫困地区，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活水平，

最终达到减少不可回收垃圾的处理量并降低处理成本，减

少土地资源的消耗的效果。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30

矽卡岩型铁尾矿胶凝材料的水

化反应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  伟 18044132

李辉新

/18044112,

谢喆敏

/17044125,

孟康杰

/19045113,

杨波

/19045227

刘璇 讲师 0825

本项目主要研究以矽卡岩型铁尾矿为主要原料，采用机械

力活化的方法激发其活性，制备胶凝材料并研究其强度发

展规律，开展水泥-铁尾矿新型胶凝材料的强度、水化特性

、微结构等基础研究，并探索其协同反应机理。旨在提升

该类铁尾矿的资源化利用率，实现铁尾矿的减量化从而避

免尾矿在尾矿库大量堆存而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和安全问

题，并从微观层面对该类铁尾矿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做出

理论支持与指导。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31

陕南地区供水安全保障能力现

状评价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平勇 19113234

卫馨语

/19113225,

万美鑫

/19113210,

任泉

/19113224,

王昕宇

/19113220

张家荣 副教授 0811

项目主要研究供水安全保障能力评价问题，在系统分析梳

理国内外有关供水安全评价的基础上，结合陕南供水现状

从水源、供水工程、用水等三大环节，选取供水常态保障

能力评价指标与供水特殊应急能力评价指标，分别建立评

价体系，对陕南三市、28（区）县供水常态保障能力及供

水特殊应急能力分别进行评价分析，绘制陕南各（区）县

常态供水保障能力综合分区图和特殊应急供水能力综合分

区图，为陕南区域供水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找准突破口。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32

商洛食用菌复合保健饮料的研

制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洁 18102128

袁伟佳

/18102126,

高山林

/18102117,

王博涵

/18102220,

康帅

/18102223,

吕游

谭思远 助教 0827

本项目主要就陕西商洛地区丰富的食用菌资源及其产业化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缺乏深加工产品的问题出发，拟以食用

菌作为原料，辅以山楂，研发一款食用菌复合保健饮料，

通过研究香菇和山楂的最佳酶解条件，并研究山楂酶解液

和香菇酶解液与其他添加剂的最佳配比，对食用菌复合保

健饮料的制备工艺进行优化，为商洛地区食用菌产业链条

的延伸做出贡献。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33
提神醒脑口罩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晨宁 19211120

习红瑞

/19211102,

张振鹏

/19211119

张小斌

教授/

副主任

医师

1011

通过调查发现部分人闻到车厢内或轮船上异常气味（汽油

等）就会头晕、胸闷难受，甚至发生呕吐现象。本项目针

对这一问题主要研究y一款具有提神醒脑、使用方便的口

罩，其目的在于预防晕车晕船、抗疲劳，以缓解不适。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34

秦岭山地≥10℃积温空间模拟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怡 18016102

张刚

/17112108,

闫泽钰

/17112101

张善红 讲师 0705

准确快速地获取山区高精度空间气象数据是近年来地理科

学的一个重要任务。选取地形复杂的秦岭作为研究区，选

用研究区1960-2019年35个气象站点的逐日平均气温实测

数据，以高程为协变量，采用Anusplin和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获取研究区90m分辨率的≥10℃积温的空间模拟。对

预留气象站点实测数据进行验证，对比Anusplin和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插值方法的精度，并对两种方法在复杂山区中

的适用性进行评价。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35

基于MIMO-OFDM自适应空时编

码调制在VLC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青青 19033105

程 晓

/19033133,

任嘉煜

/19033128,

郑露坤

/19033104,

苏倍民

/19033131

张娜 讲师 0807

本项目旨在研究基于MIMO-OFDM多层空时编码调制的VLC系

统在给定的误码率下使系统达到频谱利用率、数据传输速

率、系统容量的最优化，(1)基于MIMO-OFDM调制的VLC系

统中根据信道环境的不同自适应选择信道估计方法、调制

方式、编码方式（2）为满足VLC系统在不同信道特性下误

码率与吞吐量的最优化，在发送端采用自适应多层空时编

码方案。(3)为降低峰均值比（PAPR），提出OFDM-PWM混

合调制方式，实现同步通信和照明亮度的控制。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36

稀土元素对山阳盛合镁业铸造

镁合金显微组织

及高温性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萌 18042227

李茂杨

/18042118,

秦国飞

/16042220,

何嘉

/18042222,

郝舒童

/18042215

韩茜 讲师 0802

山阳盛合镁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汽车用AZ系镁合金存在耐热

性能较差的缺点，而稀土元素与镁合金中的Al结合生成高

熔点的Al-RE化合物，在镁基体中的扩散速度慢，具有很

高的热稳定性，有利于提高合金的高温性能。因此，本项

目以该企业所生产的AZ系镁合金为基础，探讨稀土元素Y、

Gd对其显微组织和高温性能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机制，

得出最佳制备工艺，为山阳盛合镁业生产高性能镁合金提

供一定指导依据。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37

尾矿库坝体变形稳定性监测技

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齐 17033222

刘少伟

/18042208,

宫少将

/16032110

王博 讲师 0807

本项目研究内容用于开发一套尾矿坝综合检测系统，综合

利用监测技术、支持向量机和粒子群优化算法等学科技术

的理论方法，对尾矿坝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建立基于

支持向量机的尾矿坝坝体变形位移时间序列预测模型，从

而实现对尾矿坝变形位移的科学预测预报，可以及时发现

坝体的异常变化，从而对其安全性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38

三维Bi2MoO6/ZnO复合材料的

制备及光催化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艾萧 18044116

陈经敏

/18044128,

袁澳铧

/19045104,

梁嘉琪

/19045213

徐珊 讲师 0804

针对光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反应速率低且催化剂难回收的

难题，拟通过结构设计和表面调控，通过一步溶剂热法将

二维Bi2MoO6纳米片组装在一维ZnO纳米棒上，合成三维

Bi2MoO6/ZnO分级异质结，采用多种分析技术进行表征，

并在可见光照射下对有机染料进行光催化，揭示复合材料

光催化机理和有机污染物降解机理，构建高效绿色的光催

化反应体系，为工业光催化氧化处理环境问题提供理论依

据和实践应用价值。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39

免洗型蒲公英护肤抑菌洗手液

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茜雯 18104223

张玉含

/18104222,

柳清源

/18104218,

孙凯

/18104207

吴永玲 讲师 0813

本项目拟在利用蒲公英提取物超强的抑菌性、清热解毒以

及缓解皮炎等作用，研制出一种不但方便安全、抑菌效果

好，且对皮肤具有保湿作用的免洗型洗手液，以期为人们

生活提供便捷、高效且环保的清洁类产品。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40

掺杂镧系金属核壳结构复合光

催化剂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严拓 18043108

尹行帅

/18043222,

高彬楠

/18043219,

何娇

/18043131,

高秦开

/18043208

李燕怡 讲师 0703

光催化剂是一种新型的环保的绿色可再生资源，本项目利

用水热合成、溶胶凝胶、原位反应等方法合成TiO2@

（Ln）/SiO2核壳结构具备上转换功能的光催化剂,在核壳

结构的构建过程，考查不同金属的掺杂、掺杂量、不同制

备工艺等条件对产物结构、光催化性能的影响。根据测试

结果分析核壳结构的构建对光催化性能影响、光转换效率

增长的原因等。该研究为新型核壳结构材料的构建和镧系

金属光催化效应等方面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41

SiO2基杂化两亲性嵌段共聚物

的精准构筑及其吸附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廖志聪 18043135

宗梦娜

/18043209,

张富莹

/18043223,

张华

/18043226,

周聪楠

/18043109

屈佳 讲师 0703

矿山开采所产生的废水成分复杂，本项目针对这一实际问

题，拟开发一类可同时、高效吸附有机分子和金属离子的

新型吸附材料。以SiO2基杂化两亲性嵌段共聚物的分子设

计为着眼点，以材料的可控制备和自组装为研究重点，以

材料对水体中重金属离子和有机物的去除效果为研发目

标，拟解决吸附剂同时高效去除重金属离子和有机物、去

除机理以及吸附可调控性的难点问题，力争在SiO2基杂化

聚合物吸附剂构筑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层面实现新突破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42

MOFs诱导对尾矿/水泥基材料

微观结构的调控及对力学性能

的改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子华 18041230

马苗

/18041216,

梁钰睿

/18041217,

郑禧音

/18041206,

刘虎岗

/18041212

杨强 讲师 0703

本项目主要通过研究MOFs的结构特征，利用MOFs的生长过

程为模板，对尾矿/水泥基复合材料进行诱导，对其微观结

构展开表征分析，从化学组成、化学结构、晶态结构进行

理论分析，揭示在MOFs诱导下水泥基复合材料结构和性能

之间的相关性，提出尾矿/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技术，促

进尾矿/水泥基复合材料结构和性能的可控制备，为高性能

、高耐久性尾矿/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提供理论指导和技

术支撑。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43

新型 Ln-MOFs 基白色发光二

极管材料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燕 18041228

陈峋旭

/18041215,

李智

/18041208,

高禄腾

/18041218,

乔成芳 副教授 0703

使用白光材料是解决含汞荧光灯对环境污染大这一问题的

有效手段。本项目选用三(4′-联苯甲酸)胺 分子，与 

Ln(III)离子构筑具有光学性能的 Ln-MOFs。由于 

Eu(III)和 Tb(III) 分别呈红光和绿光发射，因此可通

过调节Eu(III)/Tb(III)的比例实现 Ln-MOFs 的颜色可

调。研究结果将为 WLED 发光器件的研制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44

精准扶贫背景下镇巴县平安镇

产业扶贫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熊丽 18151220

谯选兵

/18015114,

贺思杰

/18151201,

樊李杰

/17033107

宋秀方 讲师 0305

本项目通过对镇巴县平安镇依靠特色产业扶贫的地区的模

式进行了研究和梳理，

探索符合实际的产业扶贫模式，推动贫困户脱贫；通过建

立入企务工、入股分红和参与经营等形式，把贫困户捆绑

在产业链上，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促进贫困户脱贫；

着重介绍“党支部＋X”“经营主体产业联盟”“四联模式

”三种典型产业扶贫模式，从经济效益、扶贫效果两个方

面对产业扶贫成效进行总结；指出存在产业基础薄弱，劳

动力缺乏，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弱等，并对影响提升产业

扶贫效果的因素提出对策建议。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45

大学校园“微生活”顺心服务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鄢飘 18035211

陈旭

/18093326,

苗乐航

/18035223,

霍梓乐

/18035215,

张少星

/18035220

黄丽

琼,王

园园

讲师/

讲师
0809

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校园需求分析，尝试以微信为依托，以

人人互助的模式，使用各式配套的“微”服务。同时在信

息深度交互的基础上，以数据客观真实地反映学生的服务

体验，为如何改进和提升校园服务质量，提供有力地参考

数据。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46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充电桩控制

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瑞 19033213

张昱哲

/19035211,

郭兆祥

/18037204,

何鹏

/17033115,

何甜

/18037113

刘皎 讲师 0809

基于物联网平台的智慧充电桩将路灯和电动汽车交流充电

桩集成一体，取代传统路灯。智慧充电桩具备云端远程监

控、智慧照明、环境监测、电动汽车交流充电、太阳能供

电等多项智能化功能，在提高充电桩使用效率，降低照明

能耗的同时能够有效减少城市基础设施维护和管理成本。

本项目将对基于物联网平台的智慧充电桩控制系统进行深

入研究，该研究成果对新能源事业的发展以及新型智慧城

市的改造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47X

Eco bag-sharing 共享环保

购物袋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段云阁 17093208

郭媛婕

/17093234,

谢依曼

/17093201,

延续

/16091225,

杜伟超

/17093214

屈正庚 副教授 0809

Eco bag-sharing是以减少塑料袋的使用数量、降低白色

污染、坚守绿色环保为目的。以共享购物袋业务为主，在

大型商超、菜市场、居民区以及公共服务区等地方放置“

共享购物袋”自助换取机，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节约环

保服务，采用分时租赁、积分兑换两种营销模式，同时兼

顾“垃圾分类”知识训练游戏业务，用户可以通过游戏快

速掌握垃圾分类，达到潜意识垃圾分类的效果，并且通过

游戏获得积分，用积分免费换取“共享购物袋”。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48

佐餐好伴侣— —核桃饼粕发

酵酱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小婷 17102116

张娅妮

/17102228， 

   雷秋燕

/17102128， 

   程悦

/17102105

张薇 讲师 0827

    鉴于商洛市核桃资源极其丰富且核桃饼粕这一副产物

未能得到大范围精深加工这一现状，本项目拟采用核桃饼

粕为原料，制备核桃饼粕发酵酱产品。本项目通过研究核

桃饼粕添加量、混合菌种添加量、发酵温度、发酵时间对

发酵酱感官品质的影响，采用单因素及正交法确定核桃饼

粕发酵酱的最优工艺参数，以期为核桃饼粕资源的有效利

用与开发提供理论依据及技术支持，开发出一款新型的核

桃饼粕发酵酱产品，提高核桃加工副产品的经济附加价值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49

牛背梁植被指数地形分布特征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彩婷 18112122

罗茹纯

/18112132,

李鑫全

/18112102,

蔺涛

18112124,彭

琦/18112116

杨维鸽 讲师 0705

秦岭是我国山地系统中的典型单元，牛背梁作为秦岭东南

部主峰，蕴藏着众多的珍稀动、植物资源，是物种遗传的

基因库。通过对牛背梁地形因子、曲率因子分定分级，统

计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植被指数，可了解牛背梁地区植被指

数随地形的变化情况，为当地治理环境、保护资源、维持

生态平衡提供理论依据。对牛背梁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50

黄芪丹参保健酒的制备及抗血

栓功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佳 18101228

贾龙龙

18101207/张

郁静

18101208/句

佳明

18101205/常

蓉蓉

18101216/孙

会妹

赵艳艳 讲师 0827

本项目所研发的黄芪丹参保健酒，优选商洛所产柿子和道

地药材黄芪丹参，不仅具有降脂、预防动脉硬化、维持大

脑的活力，防止记忆力衰退，而且具有良好的

活血化瘀功效。本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能够造福心脑血

管疾病患者，而且能够带动商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51

红皮核桃特征营养因子分析与

活性功能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红 18214122

郭珍

/18214114,

南学梅

/17213105,

张校琰

/19214132

何念

武,郭

耀东

副教授

/讲师
0827

该项目围绕商洛红皮核桃开展研究，在前期对生产种植调

研，采用HPLC-MS方法对不同产地、种植环境中红皮核桃

所蕴含的主要特征营养因子进行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

探究其体外生物活性，揭示红皮核桃的营养价值，提升消

费者的认知度，为红皮核桃深加工提供参考，优化核桃种

植结构，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52
纸偶“戏”剧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席蓉蓉 19063423

向碧琼

/19063408,

张瑞瑶

/19063407,

任佳妮

/19063416,

王晓菲

/19063412

李红玲 助教 0804

绘本阅读是打开儿童与外界世界沟通的窗口，能够培养儿

童的阅读兴趣和良好的习惯，但限于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

有限，本项目立足于帮助幼儿理解绘本并解决部分家长无

法陪伴孩子阅读绘本等问题，将传统纸偶作为切入点，依

靠现代信息技术搭建动画平台，以为家长和幼儿服务为理

念，将原本需要引导才能读懂的绘本以纸偶剧方式表演出

来，调动幼儿多感官多形式理解绘本知识，从而提升儿童

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和良好的社会性发展。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53
“妈妈宝”助孕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费艺飞 19167111

潘瑶

/19167108,

武文婷

/19167102,

王雨荷

/19167116

张晓燕
高级工

程师
0201

该项目研究的是一款服务于孕期妈妈的人工智能家用机器

人，通过对准备怀孕的夫妇提供合理的备孕指导，为孕中

妈妈“保驾护航”.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54

中药美白面膜的制备及质量评

测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红君 19104117

宋天祥

/1829103306

9,刘佳洁

/1829136246

6,陈心茹

/1874065861

潘婷婷 讲师 1008
本项目拟以山茱萸、白芷为原料，从中提取有效成分，再

添加相应辅料制备撕剥型中药美白面膜。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55X
商山石忆：听石头说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莹莹 18103113

梁佳凯

/18011627,

孙艺轩

/18103122,

张琪

/18011607,

曹永超

/19101127,

商莹莹

赵志新 副教授 1305

本项目主要以各类石材为原料，通过艺术的创新，设计成

系列石拼画，让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石头也能讲出故事。为

消费者提供有思想、有品质的装饰产品，打造生态，美观

的家居环境。附属DIY系列能让顾客体验用石头创作的乐

趣，将石艺的生态文化理念传承发展。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56S
土淘网农业B2B精准匹配平台 创业实践项目 否 王帅 19092233

张孙梦妍

/190422036
殷琳 助教 0807

土淘网是集农业产品供求匹配服务、农业信息服务和品牌

建设服务于一体，利用人工智能推荐引擎算法帮助农业供

求双方更加高效的寻找到真实、可靠、有价值的信息。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57

大学公共资源查询管理系统及

移动客户端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瑜瑜 18034206

侯美欢

/18034113,

陈欢

/18034102,

陈杰

/18034226

郭琳 副教授 1204

本项目利用HTML5、javascript等技术开发一种大学公共

资源查询、预约系统，以及手机APP客户端，实时监控、查

询公共资源使用状态。系统支持师生使用手机快速、精准

查找所需的空闲教室、食堂、图书馆、公共实验室、球场

和浴室等公共场地或座位。减少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

闲置浪费现象，消除公共资源紧张问题，改善学生与教师

的学习生活条件，提升大学公共资源的公开性、公益性、

共享性和利用率。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58

快速葡萄糖响应复合水凝胶的

制备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振羽 19041206

钱继洋

/19041234,

崔雪彤

/19041113,

杨萌

/19041208,

党佳美

王君 讲师 0703

本项目主要研究从分子水平设计的葡萄糖敏感生物医用高

分子材料，结合水凝胶制备的基础理论对水凝胶在生物医

用方面的潜在应用做了详细的阐述。研究方法结合生物和

化学等学科交叉的方式，创新性强。该项目从水凝胶的制

备到性能测试以及用于载药的应用，系统性强，为水凝胶

作为幻世药物载体做了很好的铺垫。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59
蓄电池储能效率测试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晨龙 18031201

黄艺能

/18031222,

李国璋

/18031219,

赵乙泽

/18031225,

韩旭

/17033128

张商州 讲师 0806

本项目基于DSP设计了蓄电池的储能效率测试系统，该系统

能够对蓄电池实时的电压、电流、温度等进行检测与显

示，通过RS485通讯将数据上传至上位机，处理器通过对

蓄电池充电电量和放电电量的计算最终得出蓄电池的储能

效率。通过该系统的设计主要探究充放电方式对电池效率

的影响分析，分析不同电压、充放电深度对电池寿命的影

响，为蓄电池快速高效充电器的设计、提高蓄电池储能效

率、延长蓄电池使用寿命等奠定良好基础。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60

疫情背景下“我们自学吧”美

术软件共享平台的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重凯 17061419

周冕

/17061221,

张振东

/17061304

李斌 副教授 1204

当前，全国乃至全世界在疫情冲击下，传统的教学方式受

到严重的影响，大学生居家学习深受网络条件影响而对所

学课程不能很好学习掌握，在此情形下，“我们自学吧”

平台构建可以为大学生继续“充电”，致力于在校学生学

习设计资源共享，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以满足大学生学习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61

基于树轮-气候分析技术的商

洛地区气象数据来源优选策略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蓉 19112209

陈楠

/19112226,

邱瑾明

/19112208

秦进 讲师 0705

本研究基于商洛市柞水县牛背梁自然保护区森林上限采集

的巴山冷杉树轮样本，运用树轮-气候分析技术与方法，建

立树轮宽度年表，将年表与周边水平距离最短的多个标准

气象站气候资料分别进行相关分析，探析气象数据来源选

择对巴山冷杉树轮—气候响应分析结果的影响，以期为商

洛地区巴山冷杉乃至秦岭地区其他树种的后续树轮气

候学的气象数据来源选择提供参考，树轮-气候响应结

论有助于评估气候变化对秦岭南麓水源涵养区生态环境的

影响程度，为更有针对性地保护与恢复秦岭天然林奠定基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62

多孔SnO2/石墨烯异质结的构

筑及其气敏光敏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拓 18032101

陈浩

/18032125,

田思雨

/18011105,

陈梅

18041116/,

张创

崔乐 讲师 0702

本项目利用水热法制备出大的比表面积SnO2，并将SnO2与

Gr进行复合，改善纯Gr和纯SnO2的气敏性能，探究复合材

料的NO2气敏性能。通过 SEM、XRD、TEM 和 EDS 探究所

制备材料的微观形貌和晶体结构分析，研究SnO2/Gr异质

结NO2气体的气敏性能和敏化机理。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63
爱宠之家APP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宜辰 17091114

牛瑞琳

/18093220,

张强

/17091102，

韩帅

/17091123

赵建华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主要研究开发一个多元化的养宠指南APP，目的就是

为了解决实际养宠生活中的小问题，做一个领养、日常一

体化有爱的APP。这款APP是以宠物的饲养、训练、健康和

宠物的相关物品交易、资讯、“铲屎官们”的经验交流为

内容的宠物类特色软件。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64

秦岭南麓绿色建筑节能技术适

宜性

评估体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晓霞 18111101

王娜

/18111109,

刘博宇

/18111126,

王佳鑫

/19113104

黄向向 讲师 0828

本项目主要研究通过建立一套合理的技术适宜性评估体系

有利于减少技术在实际工程中的盲目使用、性能表现良莠

不齐的问题发生，引导技术的有效使用，在多方面达到综

合最优。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65

3D BiOBr/氧化石墨烯水凝胶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对抗生素

的吸附-光催化协同去除性能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靖靖 19044104

王英杰

/19044135,

任媛媛

/19044118,

韩姿怡

/19044106,

陈杰杰

/19044128

常亮亮 讲师 0804

针对吸附材料仅对污染物浓缩而不是矿化成无污染物质，

且不易回收，容易造成二次污染的难题，拟通过交联或者

还原自组装将BiOBr与GO复合，得到吸附-光催化协同去除

性能优良且易于回收的3DBiOBr/氧化石墨烯水凝胶。研究

复合材料对抗生素的吸附、光催化以及吸附-光催化协同去

除性能，揭示复合材料对吸附-光催化协同去除机理，构建

高效绿色的吸附-光催化协同去除污染物体系，为吸附-光

催化协同处理环境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应用价值。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66

120份远缘杂交小麦种质资源

主要农艺性状的分析与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颖 18101110

鲁珊珊

/18101111,

郭玉敏

/18101106,

吕鑫荣

/18101132,

封昀

张军 讲师 0823

以导师引进的120种远缘杂交小麦种质为材料，大田播种，

观测幼苗期形态、生育期、植株性状、穗部性状、产量等

指标，应用主成分分析和隶属函数分析进行综合分析，筛

选出综合性状优良的材料，为小麦品种的选育提供新种质

。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67

大豆根际ACC脱氨酶活性菌株

的筛选及其促生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丹 18101127

权玲鸽

/18101101,

秦瑞闫

/18101128,

柴超杰

/18101115,

李同

冀玉良 教授 0710

本研究先以ACC脱氨酶活性为选择指标从大豆根际初步分离

出产ACC脱氨酶菌株；接着研究产ACC脱氨酶菌株的生理生

化特性、系统发育地位和促生特性，最终筛选出高活性ACC

脱氨酶菌株，该研究对进一步发掘和应用抗逆、促生的优

良菌种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68
智能除菌牙刷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智程 19014104

郭函妮

/19014224,

孙浩然

/20194316,

李欣

/1912160106

薛璞喆 讲师 0808
本项目主要研究利用UV-C技术进行牙刷除菌以及智能红外

感应原理，提高日常口腔卫生延长牙刷使用期限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69X
大学生精准就餐APP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唐彩侠 18151124

李新淳

/18091316,

党丹丹

/18151110

刘敦俊 副教授 0809

排队就餐已成为大学生的一大苦恼，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因

聚集引起传染性疾病。本项目利用信息模块和数据库技

术，通过对大学生精准就餐和供餐商介入配合的意愿调查

研究，获取就餐人数、拟食饭菜存留量和饭菜份量信息的

技术路径研究，制作一个“精准就餐APP”，帮助大学生及

时了解餐点排队人数、拟食饭菜存留量和饭菜份量等信

息，实现“即来即食”“足量食用”的就餐效果，从而避

免用于排队的时间浪费，降低传染性疾病大范围传播的概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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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

基于J2EE的尾矿库安全云管理

系统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昊东 18037209

张玺

/18032228,

车瑞龙

/18037206,

杨婉

/19102213,

郑玉洁

/19102223

吴晓云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主要研究针对矿山尾矿库现状和安全生产的需要，

设计一个尾矿库安全云管理系统，系统拟实现监测地图、

视频监控、尾矿库安全数据信息收集查询、动态监测和专

家系统等功能，实现库区水位、降雨量、坝体浸润线、坝

体弱面位移、干滩最小安全超高、调洪高度等监测数据的

自动采集、传输、分析处理，用于隐患预警和生产指导，

便于企业和安全监管部门快速及时掌握与尾矿库安全密切

相关的技术指标，随时掌握其运行状况和安全现状，提高

尾矿库的安全监管水平。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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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

改性基团结构对吸附剂去除尾

矿废水中重金属离子性能的影

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兴沩 19044207

张鑫博  

/19044232,

马小鹏

/19044233,

李甜恬

/19044212

陈凤英 副教授 0703

制备出3种不同结构的新型酰腙化合物（2-羰基丙酸-2-吡

啶酰腙、2-羰基丙酸-3-吡啶酰腙、2-羰基丙酸-4-吡啶酰

腙）修饰的MCM-41功能吸附材料，研究酰腙结构与吸附剂

去除尾矿废水中的重金属离子性能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实

现对商洛尾矿含重金属离子废水的无害化处理提供一定的

理论支持。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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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

城市交通指挥与预测系统搭建

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千闰 18111102

胡恬

/18111118,

陈一鸣

/18111114,

张华

/18111101,

司宇飞

/18111105

李涛 讲师 0828

该系统主要体现在集成性、预测性、主动性、实时性等方

面，即集成了众多交通管理功能，并基于全面的检测信息

及预测分析进行主动性交通管理，摆脱被动适应性管理的

滞后性。该软件借助交通诱导的方式规避道路拥堵，目前

绝大多数的产品都只能提前让车主知道道路处于拥堵状

况，而本系统借助城市视频监控，同时采用大数据分析道

路的交通流以及道路突发情况等，以提供车主最优的线路

供车主通行，以解决城市拥堵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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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
“布麋鹿学堂”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格格 18093325

胡佳琪

/18093308,

张旭初

/18091315,

徐璇

/18093328,

李有旗

祁萌
助教二

级
0701

布麋鹿学堂APP旨在服务当代大学生，让临近测试的大学生

有把握通过考试，比如学校组织的期中期末考、教师资格

证、英语四级、六级、计算机二级、普通话测试等一些基

础的等级考试。我们这款APP符合当代大学生的需求，利用

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来推广，进行有效的运营。融资方式

通过下载量带来的广告费用，专家指导费用，流量费，搜

索引擎转介服务，增值服务等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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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X
社区老人健康云管理站点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高源 17211311

刘超群

/17211307,

李飒

/17211317,

王妍

/17211312,

熊盼

/17211315

陈颖 讲师 1012

本项目主要研究以建立一个专业综合性的常驻社区老年人

健康管理站点为基础，面向社区老人提供专业相关服务，

为其定期监测身体数据，筛查管理健康状况。并依据每位

老人的数据，为其针对性制定生活健康指导。同时通过数

据检测，及时发现健康状况异常的老人，及时提出就医建

议，并在老人需要时，帮助其联系医疗场所。通过以上方

式，达到降低控制社区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提高社区老

年人身体健康水平，提升其生活幸福感的目标。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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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X

基于两山理论的漫川关传统古

镇旅游发展现状调查及绿色发

展模式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谭磊  18165107

王阳

/17042227,

王翁豪

/18165108

杨瑛

娟,王

欣欣

讲师 1203

漫川关传统古镇是商洛市传统村落旅游业的发展典型，历

史悠久人文自然景观众多，是陕西的著名古镇之一。本项

目结合漫川关古镇旅游发展现状，采取问卷调查、实地访

谈等方式进行了考证，分析了漫川关古镇在资源、环境和

文化方面的特色，结合其发展现状，来探讨在两山理论下

传统古镇如何实现旅游业的健康绿色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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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微” 与高校思政课对接

式研究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思杰 18151201

刘琼丹

/18151210,

杨蕊

18151223

杨琨 助教 0305

本项目主要采用“文献梳理—合理性分析—现状调研—策

略总结—实施应用—效果评价”的思路进行开展，主要分

析微课和微信与高校思政课的对接。利用调查问卷的方

式，分析微课和微信对当代大学生的适用度、使用度与实

用度。同时设计出一款微信公众号——包括答题签到、双

人PK答题，个人闯关答题等游戏项目，让学生轻松学习，

发挥“双微”平台的优点，提高学习思政课的热情，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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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

“乡音不改”方言保护公益创

业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子涵 18015236

陈润平

/18163229,

张陈慧

/18015204,

朱俊宇

/18031127,

宋阳磊

/18031223

刘玉婷 讲师 0303

本项目主要研究在普通话普及的今天，如何保护日渐消失

的方言。包括项目研究的内容和主要问题、实行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具体实行方案、基础条件、风险预估和解决方

法、相关经费预算和预期效果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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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
GTD时控app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开心 19095109

曹瑞瑞 

/19095108,

刘航

/19031323,

高柱柱

/19035225

张磊,

殷琳

讲师/

讲师
0712

此款app主要是让人们合理安排每日的学习任务和其他安

排，便于自我监督和自我管理，增长相关知识，从而避免

虚度光阴。此款app具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以自身管理

为主体，使用者可以通过自身生活习惯设置管理模式，同

时会有相关专家可供给使用者咨询，解答疑惑。同时还实

行奖罚制度，可以将枯燥乏味的生活变得多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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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X
灯塔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高琳毓 18162104

王合合

/17162201,

郑思瑞

/17162224,

丁琦

/19162134,

刘莉洁

周方舟 讲师 1208

《灯塔》应用“互联网+就业”的新模式。供需精准对接，

加强职业生涯发展教育，展开毕业生就业专项培训，建立

全员参与的“一对一”群体精准帮扶机制。不仅较大程度

平衡了人才市场的供求，更有效解决了大学生在求职过程

中面临的问题，增加了大学的求职成功率，抑制了毕业即

失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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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龙果南种北引关键技术研究

与基因型差异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一璐 19103121

周易水

/19103116,

张瑞轩

/19103101,

张澳辉

/19104221,

李松

朱亚 工程师 0823

本项目主要通过引进国内外火龙果优良种质资源，进行大

棚驯化栽培，根据火龙果生长习性，开展火龙果的关键栽

培技术研究，并对不同基因型火龙果进行差异分析，制定

详实的栽培技术规程，示范带动周边农民种植积极性，推

动区域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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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腥草袋泡茶的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郝圩茜 19101211

杨静

/19101228，

马敏华

/19101213，

赵晗英

/19101215

何军 副教授 0710

本课题拟以鱼腥草为主，辅以茯苓，枸杞，艾草等药用植

物为原料，开发一款具有养颜美容功能的新型袋泡茶，长

期饮用，不仅能抗肿瘤、增强人体免疫力，对心脑血管疾

病也有一定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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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智教育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旭 18094109

赵雪

/18061120,

李钊

/18094107

张洁
高级工

程师
0809

本项目包括WEB网站+手机应用程序结构，是第一个可以推

动用户学习的应用平台。以网络教育为主体，在线预约家

教服务为辅，其核心功能包括网络在线课堂、个人学习计

划管理、家教在线预约服务、远程教学、用户发展测评及

地图应用；整合了传统的和主流的WEB应用形式，将严肃性

与游戏性、虚拟性与实用性、感性与理性融为一体。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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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

基于“海绵城市”理念下的园

林植物应用研究——以商洛市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艺轩 18103122

李楠昕

/16104107,

贾雨萌

/18103104,

马婷

/18103114

阎佩云 讲师 0710

本项目主要研究商洛市海绵城市园林植物应用现状，有针

对性地进行实地调研和科学研究，通过对现有园林绿化植

物资源种类、乡土植物种类及应用、常见植物群落特征进

行分析，力求解决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通过建设良

好的海绵城市园林绿化景观，使得人们既能生活在舒适美

观的社会环境中，又不会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

然环境的和谐共生的景观目标，有助于建设商洛地域性特

色的海绵城市园林景观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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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NFC卡模拟的物联网智能

识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沛毅 18038110

巨新新

/18034230,

倪敏

/17033126,

谢庆华

/18038118,

孙炳杰 

/18032215,

杨若凡

宋亚峰 副教授 0807

近年来NFC模拟卡技术的发明部分缓解了人们携带大量卡片

的繁琐、忘带、遗失、消磁等问题。然而目前市面上NFC能

应用的卡往往只有极少种，数量单一、功能太弱等大大限

制了其广泛应用。本项目拟开发一套基于NFC卡模拟的物联

网智能识别系统，利用通信模拟技术将众多卡片的信息集

中到一起，并实现多种智能功能，使NFC技术得到真正广泛

的推广应用。本项目既能训练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研

发能力，又有助于更加便利化人们的物联网智能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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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循环水用端氨基超支化聚

酰胺的结构特点及阻垢性能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娇 18043131

来倩

/18043230,

杨萌

/18041126,

杨子玥

/18041102，

解程程

龚伟 讲师 0804

本项目通过分子设计原理，将超支化结构引入到阻垢剂分

子结构中，制备出一种端氨基超支化聚酰胺，并将其作为

钙垢抑制剂进行了研究，主要考察了阻垢剂使用浓度、水

样环境的pH、温度等不同条件下对钙垢的抑制性能，以及

阻垢剂存在时对钙垢晶体结构的改变，研究结果对超支化

聚合物在循环冷却水阻垢的实际应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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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芋多糖的提取及其橙味饮料

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甜 18102228

姜唯

/17102233,

刘鑫

/17102220,

席涛

/17102223,

赵忆南

/17102217,

张怡宁

胡选生 副教授 0827

本项目以魔芋为研究对象，以魔芋多糖提取率为指标，以

料液比、超声功率、温度、超声时间为考察因素，采用超

声波辅助方法提取魔芋多糖，通过正交试验优化魔芋多糖

提取工艺，在此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提取工艺条件。并以

制备的魔芋多糖为原料，添加橙子粉、甜菊糖苷、柠檬

酸，以感官评价为指标，通过正交试验优化橙味魔芋固体

饮料配方，开发一款橙味魔芋固体饮料。

√

2020 11396 商洛学院
S202011396

087

不同稀土元素对AZ31D镁合金

的强化效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磊军 18042114

王骞

/18042135,

郑郭刚

/18042210,

高世豪

/18042122,

方琛

张美丽 讲师 0804

本项目以AZ31D镁合金为研究对象，从合金的稀土改性和

热处理工艺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总结不同的稀土元素

（La、Ce、Nd、Y）和热处理工艺对AZ31D镁合金的微观组

织结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的影响规律，旨在探索不同稀

土元素对AZ31D镁合金的强化机理和强化效果，找出析出

相分布和材料力学性能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不同稀土元

素对镁合金强化的物理本质。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01

AR技术在幼儿园园本课程建构

中的实践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梦夕 2018126001

张瑞敏

/2018126034
范铭 副教授 0401

本项目的切入点为AR技术与幼儿园园本课程相结合,尝试弥

补幼儿园传统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不足,通过研究分析我国

当前AR技术现状,以体现其在教育教学中的优势,尝试将其

渗入幼儿园园本课程建构中,提出科学、合理化的方案设计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02

绿色新希望---儿童生态意识

教育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阳馨 2018117009

胡小玲

/2018117007

, 高谭

/2018117006

孙晓东 教授 0710

现代化城市进程发展迅速,逐步割裂了儿童与自然环境之间

的联系,快速发展的高科技从结构上改变了孩子们传统娱乐

方式和教育模式。本项目研究旨在儿童如何摆脱现代化生

活的依赖,真正融入到大自然中,培养他们在自然活动中的

创新能力,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态

文明价值观,并且让孩子形成初步的社会责任感,引导孩子

们放眼全球生态环境,提升儿童生态意识道德素养,促进儿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03

基于随机森林的大学英语四级

通过率预测模型——以陕西学

前师范学院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乐泉 2018133022

安梦凡

/2018133021

,张瑜

/2018133024

朱亚辉 讲师 0701 ###############################################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04

ZnFe2O4/ZnO/Ag异质结光催

化剂的构筑及性能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萌萌 2018107061

高巧巧

/2018107080

,赵姣姣

/2018107069

,马锐

/2018107066

王宇航 讲师 0703

随着光催化技术降解有机染料的不断应用,磁性铁氧体纳米

粒子因为具有特有的超顺磁性而被广泛关注。ZnFe2O4纳

米粒子因其独特的性质在已有的优势上,成为人们研究光催

化性能的新方向。 本项目通过水热法制备了ZnFe2O4纳米

粒子,然后包覆ZnO,利用沉淀法进一步掺杂贵金属Ag,获得

了ZnFe2O4/ZnO/Ag异质结,并考察了ZnFe2O4/ZnO/Ag异

质结催化体系对染料RhB模拟废液的脱色效果。最终得到

ZnFe2O4/ZnO/Ag异质结光催化剂的性能和以后的应用方向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05

乡村青少年线上线下体能训练

及人才选拔模式构建与应用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念华 2018120007

刘嘟嘟

/2018120001

0,杨鹏飞

/2018120016

,常江

/2018120001

高兴贵 副教授 0402

该项目以服务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发展为目的,利用当前

大数据时代高科技发展迅速,智能手机的普及,特别是5G时

代所具有超大带宽、超高传输速率、超低时延、支持大规

模连接等特点优势,构建适宜乡村青少年体能训练指导及人

才选拔于一体的新模式,为身处乡村地区的青少年开展科学

的体能训练提供指导,为乡村身体天赋优越的体育人才提供

展示平台,为乡村地区体育人才的选拔提供支持。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06
指尖上的艺术--千阳刺绣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梓璇 2018135151

高融

/2018135175

,李星雅

/2018135172

,顾子瑜

/2018135153

陈莉 讲师 0501

千阳刺绣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与传

承,特此展开此次创业实践项目,在此次项目后,会有更多的

人愿意了解与体验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会得以继承

和发展。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07X

“秦农一品”农产品文创开发

设计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杜楠 2019322002

胡燕

/2017122039

,高凯凯

/2017122025

周黎,

任萌

讲师,

中级工

程师

0301

利用各方面的文化为农产品创造其相应的价值,发掘了当地

农业的特质。而后,通过品牌包装的创意设计、诚恳感人的

农家记录传播,建立起该农产品的品牌个性与品牌印象。运

用网络超链接、多文本特性,为消费者提供大量的影像、文

字素材,使消费者在体验产品之前,便通过阅读、观看而对

品牌产生了深切的好感。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08
新时代英雄精神传承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宋锐 2018111090

王晓琴

/2018111078

,刘梦娟

/2018111081

,李密

/2018111055

刘秀红 教授 0601

本项目主要是立足新时代的英雄精神,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所提倡的“英雄精神”,宣扬英雄正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本项目将整理英雄事迹、深挖新时代英雄精神内

涵、理解英雄精神的现实意义,进而做到了解历史,服务现

实。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09

幼儿园托班家园合作的现状与

指导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佳怡 2018105020

王楠

/2018105026

,冯萌

/2018105027

陈凤,

崔洁

助教,

教授
0401

幼儿园托班作为托育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鼓励托班

发展和“家庭为主、托育为辅”原则的指导下,研究托班家

园合作更显重要价值。本研究以西安市5所带有托班的幼儿

园为例,运用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调查托班家园合作的

现状,总结其有益经验和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最终建构一

套可供参考的托班家园合作模式。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10

陕西地区特色文旅产品——麦

秆画的开发与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裴淼然 2018114002

陈颖驰

/2018114028

,李可心

/2018114029

,刘萌

/2018114017

冯帆 讲师 1301

麦秆画是民间纯手工艺技术,它充分利用天然麦秆的自然光

泽和材质,表现天地风雨、花鸟虫鱼、人物风景、花卉动物

等,栩栩如生,巧夺天工。一幅作品的完成要经历割、漂、

刮、碾、烫、熏等多道工序。因工艺价值和表现技巧,文化

部将其正式誉为“中国民间艺术一绝”。麦秆工艺画既具

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又极富现代装饰性和欣赏性,最能

体现和展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精巧技艺和聪明才智。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11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小学全科

教师培养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郝玉清 2018110010

安文钰

/2018110015

,霍姝嫚

/2018110036

,高钰

/2018110030

,张妮

/2018110042

高洁 副教授 0401

本研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在国家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

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等的基础上,对陕西省乡村小学教育

全科教师的培养现状进行研究调查,分析其培养模式中存在

的问题,进而探索出适合于乡村小学教育全科教师的培养模

式,为乡村小学提供优秀教师,提升乡村基础教育,振兴陕西

省基础教育,为陕西省乡村的全面振兴作出贡献。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12

“互联网+”背景下乡村外语

教师培养扶贫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丹 2018139001

魏锦瑶

/2018139019

,刘颖

/2018139008

,孙懿

/2018139035

高磊 讲师 0502

通过“互联网+”线上线下培训的方式提高农村教师教学能

力,进一步提高农村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利用信息化手段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从城市向农村流动,实现教育资源配置平

衡,促进城乡教育合作发展；通过乡村外语教师培养的教育

扶贫方式,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提高农村外语教学质量。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13

基于VR的交互式幼儿职业感知

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碧瑶 2018109023

常嘉园

/2018109022

,刘璇

/2018109024

,张一凡

/2018109058

,邢怡

/2018109016

李娜 副教授 0809

了解各个职业的工作日常和特点,尝试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

行“交互式幼儿职业感知系统”的模型设计,幼儿能够身临

其境的体验不同职业,并可以作为其中角色操作实践。在游

戏中使幼儿了解各色职业,培养兴趣爱好和动手能力。做好

项目的整体规划,结合所学课程完成系统的整体设计和实施

方案。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14

“唱”响未来,“舞”比快乐

——少儿美育教育,精准扶贫

文化力量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杜一涵 2018142001

张嘉琦

/2018142014

,陈杨

/2018132050

,毛兆杰

/2018132047

张美 讲师 1302

该项目以农村贫困地区少儿美育教育为研究对象,以“唱”

响未来,“舞”比快乐为主题,把少儿美育教育从各个角度

、多方位的渗透传递给当地的少儿门,让他们了解感受到歌

唱与舞蹈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开阔视野,学到更多,点燃农

村少儿对歌唱与舞蹈艺术学习的热情,从而提高他们的美育

教育,为他们心灵深处送上温暖,最终助力贫困地区的教育

发展,为国家精准扶贫工作贡献绵薄之力。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15

0-3岁婴幼儿托育机构课程的

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浩宇 2018126321

董旅媛

/2018126306
贺琳霞 副教授 0401

该项目属于创新训练项目,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0-3岁

托育需求日益增长。对婴幼儿早期课程进行探讨,以西安市

托育机构为对象,把握多样化的课程促进幼儿体能、智力、

性格和艺术潜力的课程运用,探讨建构科学合理的课程资

源,为婴幼儿成长获得更好的培养策略。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16

基于校园新媒体平台的红色文

化传播研究

                        

------以延安洛川县红色图像

制作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丹 2018115036

程瑢

/2018115058

,李英

/2018115050

,薛佳莉

/20185047

郑建萍 副教授 1304

红色文化要塑形更要凝神,通过有形的实物传递出无形的红

色基因和民族精神。新媒体为红色文化网络化传播提供了

新载体、新平台和新方式,合理利用校园新媒体平台,有利

于青少年在校园环境熏陶下“入耳、入脑、入心、入行”,

实现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17X

儿童稻谷壳环保抗菌防霉筷的

研发与销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闫依美 2018117036

赵李媛

/2018117037

,刘璇

/2018117039

韩立敏 副教授 0710

该项目拟研发绿色、健康、安全、环保的儿童稻谷壳抗菌

防霉筷子并进行产品推广与试售,通过对农业生产副产物稻

谷壳的再生处理、产品的创意外观设计、产品的理念宣传

、产品的推广应用等,实现增强人们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生

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建立儿童餐饮健康的天

然屏障,提高儿童餐饮健康的意识。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18

“乐”响山村-儿童音乐教育

公益行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丹 2018132014

赵浦辛

/2018132013

,李莹

/2018132021

白艳 副教授 1301

本项目本项目依托音乐教育专业特长,秉承文艺精神,服务

人民、回馈社会的初衷,开展“音乐+扶贫”智育扶贫模式

新探索的项目研究。以“乐”响乡村为主题,把音乐教育、

文艺传播、助学服务、挖掘地方音乐文化资源作为重点研

究内容,为贫困地区儿童、家长、学校给予多角度、全方面

认识、接触、学习音乐、近距离感受音乐魅力,开展音乐教

育普及活动,拓展音乐教育外延,改善文化教育缺乏的现状

巩固提高基础教育的全面性,助力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为国

家的扶贫工作特别是“智育扶贫”贡献力量。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19

  “绘”说话的剪纸——当剪

纸遇上绘本后的奇妙旅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艳艳 2018135225

杨欢

/2018135185

,罗舒

/2018135226

,白梦涵

/2018135216

陕艳娜 副教授 0501

该项目是将传统的剪纸与诗歌相融合,进行故事改编,并以

绘本的方式呈现出来。分别选取主要从亲情、爱情、友情

三方面入手,分别挑选了苏轼,陆游,元稹三位诗词作者。主

要选取苏轼《水调歌头》、陆游的《钗头凤》、元稹的《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再结合他们的生平背景来进行绘本创

作。该项目想在立足基础教育的同时,传承优秀诗篇和继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20
唐代疾疫与应对经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焦秦睿 2018111019

董晨若

/2018111002

,刘玮清

/2018111020

王丽梅 教授 0601

本课题以唐代疾疫事件为基本研究内容。通过对唐时期中

国疆域内发生的疾疫事件进行搜集与整理,研究唐代历史上

的疾疫暴发的原因及影响,考察唐朝政府与社会应对重大疾

疫事件的措施,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从而对现代社会突

发疾疫的应对提供借鉴。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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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红色文化扶“志”下

乡——以“青年扶志实践队”

线上暑期三下乡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冀思瑞 2018121117

谢家瑜

/2018121121

,卫敏

/2018121105

,刘亚楠

/2018121118

张振华 讲师 0701

2020年对世界人民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影响着全世界人民,2020年数统院“青年扶志实践

队”拟通过互联网的形式继续对蓝田县东咀村的孩子们扶

志脱贫。通过腾讯课堂、喜马拉雅、微信、腾讯qq等线上

的方式,开展“红色故事比赛”、“红色演讲比赛”“红色

图画展”、“红歌赛”、“红色电影”、“城市小学生和

乡村学生交流互动”等红色活动和学业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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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幼儿园农业文化课程资源

的开发利用与实践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钰婷 2018105021

沈亚锋

/2018105041

,赖倩倩

/2018105042

,白愉涵

/2018105012

陈秀端 教授 0705

杨凌是我国著名的“农科城”,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文化发

达。我们团队旨在通过对杨凌农业文化的研究与挖掘,从地

域特色出发,探究当地农业文化课程资源利用现状,开发一

些具有地域特点的农业文化元素课程,以供幼儿园教育活动

实践利用,从而形成幼儿园地域农业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利用

的一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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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触觉障碍儿童适用玩教具

开发的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甜 2018126189

高煜轩

/2018126257

,黄可

/2018126217

,李菲

/2018126227

,杨英

/2018126269

黄金玲 副教授 0401

在与外部世界接触方面,触觉使人类有了对外部世界的概

念,意识到主客观两极的存在。但有些人天生触觉异常,或

敏感,或迟钝。所以在人一生发展最重要的学前时期,对触

觉障碍儿童的关注就显得尤为重要。本项目通过对触觉障

碍儿童的问题研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尽力让儿童能够辨

别各种物体的属性,已达到使其脱离自我封闭状态的目的,

并通过对触觉的感知真切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着的东西,以培

养其物主感,以及通过触觉的感知来表达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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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的小学拓

展性课程设计与开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亢咪咪 2018110020

孙怡媛

/2018110017

,董真

/2018110013

,周春梅

/2018110003

曹春艳 讲师 0401

本次研究主要根据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意识程度,将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渗入到拓展性课程的设计与开发中。从优秀传统

文化的角度设计与开发拓展性课程,促进课程的改革与创

新,增添课堂活力,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自主意识、实

践能力,团结协作和社会参与能力,拓展学生的视野,促进学

生的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加深对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提高自

身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文化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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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开展优秀农耕文化传承

发展的行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金佳 2018122012

王千颖

/2018122026

,董佳怡

/2018122016

许亚绒 副教授 0301

学习、研究、明确在新时代优秀农耕文化的内涵和内容,以

及时代价值。对大学生文化活动和乡村文化的进行调研,基

于学生和村民实际关切,策划、组织、参与以传承发展优秀

农耕文化为主题的校内外实践活动,并对亲历实践活动进行

总结反思,探索适合大学生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的基本路

径,实现优秀农耕文化的传承发展,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并推

动文明乡风和乡村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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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陕西乡土文化

对外传播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靖华 2018134047

白娟

/2018134044

,彭兴爱

/2018134062

,白金波

/2019111044

赵琼 讲师 0502

2018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乡村振兴七条实施路

径,其中包括“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等。陕西的乡

土文化因其别具一格的独特性,对游客更具吸引力。本项目

旨在探讨如何通过文献搜集掌握大量准确地道的能真实地

传达陕西乡土文化的英译文本,同时实地考察外籍人士经常

光顾的陕西乡土文化的旅游地及项目,探究其相关英译文本

（英语景观、菜单等）存在的问题,探究乡土文化传承的其

他路径,旨在增进他国人民对陕西乡土文化了解的同时, 带

动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从而发扬振兴乃至传承农村文化事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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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型校园下建立西安高校二

手体育器材交易平台可行性分

析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刘嘟嘟 2018120010

黄根华

/2018120027

,张自林

/2018120025

黄珂 讲师 0402

通过问卷调查对西安高校大学生的闲置器材拥有的情况,闲

置器材的种类,拥有者对体育器材的处理,对转手的体育闲

置器材希望多少回报等问题的调查,了解目前西安高校大学

生闲置器材的情况和处理情况。通过实地调查与网上搜寻

资料相结合的方式,了解西安市的体育俱乐部的器材闲置情

况。分析建立西安市高新校内二手体育器材平台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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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优民App——城乡携手,精准

脱困,助力扶贫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桥桥 2018137034

余慧

/2018137035
姚文苇 副教授 0708

针对目前乡村居民经济贫,城镇居民身心困的现状,建立有

效沟通平台（App）,让城乡居民共同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

活（城乡携手）。通过大学生参与沟通,提高诚信度,以线

上农产品交易为主线,线下乡村生活体验为创新（悠闲）；

借助信息化,按需供应（优质）,准确定位客户个性化要求

（精准）,城镇居民身心彻底放个假（脱困）,劳逸结合；

开拓农场品市场,开发乡村经济收入渠道（助力）,为落后

乡村经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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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防疫歌谣创作及推广平

台建设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雨蝶 2019135139

王璐瑶

/2019135136

,邹佳宁

/2019135141

,何金娇

/2019135140

,杨静

/2019135153

高永鑫 讲师 0501 ###############################################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30

“大学生创新创业”关中地区

布艺刺绣融入青铜纹饰的创新

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梦雪 2018114056

徐德肖

/2018114060

,曹童童

/2018114037

,王雲霄

/2018114034

王希 讲师 13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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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城市学前儿童超

重肥胖状况和改善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丽珺 2018104030

张黎

/2018104029

,王雅鑫

/2018104032

王茁 副教授 0826

我国儿童少年的超重肥胖率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呈上升趋

势。目前处于肥胖快速上升的初期,婴儿期与学龄期是超重

肥胖的高发阶段,因此当前正是预防和控制的紧要关头。研

发相关APP通过饮食合理的搭配来治疗学前儿童的肥胖症,

防治幼儿继续增重,励肥胖儿童家庭改变生活方式和培养健

康的饮食习惯。促进幼儿的生长发育,培养具有科学正确合

理生活方式的下一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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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视频传播对乡村振兴的

影响——以西安市长安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岳林立 2018135009

庞晓楠

/2018135018

,武紫荷

/2018135006

马莉娜 讲师 0501

 近年来,异军突起的自媒体视频平台涌现出了无数农村自

媒体视频制作人和一大批优秀的视频内容。本项目旨在以

西安市长安区周边乡村为例研究农村题材自媒体视频的传

播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以期见微知著,具体看待自媒体视频

传播对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的作用。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33

互联网+5g时代下的“云合奏

”实践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宝凤 2018132020

林河

/2018132011

,侯怀宇

/2018132008

吴玫 副教授 1302

“云合奏”就是线上器乐合奏的概念,需要将乐器声部独奏

的旋律在软件支持下进行合成,最终形成靠信息化手段与演

奏技术相结合制作的多样化完整音乐作品。这种云合奏可

以实现多人异地同屏合奏,一人多声部同屏合奏等多样化的

表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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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防蛀牙食品级牙膏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玫 2018116007

王旖雪

/2018116009

,戴萌

/2018116008

,杨然

/2018116004

,任宝军

/2018116005

李慧芸 副教授 0827

    儿童时期是牙齿发育的重要时期,保障儿童的口腔健

康是让其茁壮成长的关键,针对儿童在刷牙过程中易出现误

吞咽牙膏而对其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的现象,项目组成员选择

刺激性小、温和、天然、无毒的符合国家相关安全卫生标

准的可食用成分或食品添加剂,拟开发出一款儿童防蛀牙食

品级牙膏,研究内容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儿童防蛀牙食品级牙膏配方设计；

    2、儿童防蛀牙食品级牙膏成型工艺；

    3、儿童防蛀牙食品级牙膏品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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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基于校园卡的大

学生考勤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苏杰宇 2018121073

李艳艳

/2018121080

,李博谦

/2018121059

,樊泽秦

/2010121062

张存侠 讲师 0701

我们系统主要是针对学生缺勤、早退、迟到的局面,建立系

统并植入到校园卡内,提高学生准时上课的良好习惯。设计

一个学生实时定位考勤系统将其植入校园卡里面,在上课期

间学生携带校园卡,进入教学楼经过门口检测器,教师端系

统及时收到学生到课情况,可以得到一份全面、客观的出勤

记录并及时记录学生缺勤、早退、迟到等情况,让教师做到

公平、公正、透明化的平时分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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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相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黎晴雯 2018126069

曹国庆,张鹏

飞,任宇航,张

莹

/2018126068

刘毅力 副教授 1302

该项目属于创新创业类项目,主要服务对象是幼儿园大班学

生,为孩子打造一个不一样的毕业季,打破传统毕业照的呆

板、单一,将传统摄影与“AR技术”相结合,做成会说话的

魔法相册,即关注公众号扫描静态照片,就可以观看动态微

电影。给孩子和家长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本项目目前已

有实体店,完成了前期家长、学校等层面的调研,取得了较

好的结果反馈,市场需求较大,可行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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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氮/硼酸铋2D-2D复合材料

可见光催化降解罗丹明B

（RhB）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顺丽 2018106032

沈彤

/2018106004

,刘倩茜

/2018106038

,王佳玉

/2018106002

梁攀 讲师 0703

我们主要是研究利用光催化碳化氮/硼酸铋的2D复合材料来

降解印染污水中的罗丹明B。 

  

  

  

  

  

  

  

  

 

近年来,利用光催化对污水的降解越来越多,出现光催化碳

化氮/二氧化钛2D复合材料等研究,对污水进行二次利用。

我们本次采用了绿色友好型无机吸附剂,不会产生二次污

染,选择了响应性能好的复合光,我们研究不同形态的2D复

合材料,对碳化氮/硼酸铋的2D复合材料进行降解,选出最

好的形态,为水的应用做出最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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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的“秦岭及其现代文化

价值挖掘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鞠骋宇 2019135010

张甲成

/2019135031

,王祐鼎

/2019135066

牛文明 副教授 0711

项目立足于唐诗中“秦岭”的诗篇分析,借助于田野考察的

方式,深入其内在意蕴,挖掘其现代价值：首先,分析梳理唐

代“秦岭”诗歌。通过对唐诗“秦岭”相关诗篇的梳理与

分析,挖掘作家的写作背景与创作心理,全面把握秦岭的文

化内涵。其次,提出推动秦岭文化发展的建议。秦岭和合南

北,泽被天下。传承、弘扬唐诗丰富的秦岭文化与生态意

义,是一个值得当代大学生思考的问题,项目将在系统梳理

的基础上提出秦岭文化发展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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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影·微信书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莫艳芳 2018105036

李亚宁

/2018136026

,李宇千禧

/2018136007

白艳 副教授 0809

微信上分享的照片、文字见证了时光的流逝。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内容的增多,依赖于网络服务器的存储已经显示出

诸多不变。一方面是回溯翻看不便,另一方面是一旦微信软

件应用从市场上退出,人们就面临着数据丢失的风险。面对

这样的情况,本项目拟设计一款能够将消费者在微信朋友圈

中的原创的内容纸质化的产品,即时光流影·微信书。在淡

漠书写的今天,微信书将我们的回忆集结成书,用“回忆成

书”的方式帮助大家留住朋友圈中那些生活的细节,捧在手

中细细回味过往的点点滴滴,才是人生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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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趣亲子户外拓展训练营——

基于自然教育思想对幼儿发展

的重要性的启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曦 2018126316

农康睿

/2018126183

,冯芙蓉

/2018126307

,林晓楠

/2018126294

,高静

/2018126283

程旭楠 讲师 0301

在已有的相关研究及此次调查的基础上尝试构想将户外拓

展研学营地和早教机构结合创办为一所自然早教机构的可

能性。把自然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造出符合幼儿身心

发展规律的自然教育方法。使家长和幼儿共同参与到自然

活动中来,转变家长教育观念,让幼儿自然的成长发育,拉近

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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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儿童玩具中 PAEs类增塑

剂含量及迁移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葛曼青 2018107095

徐雅楠

/2018107109

,任静

/2018106014

,窦智睿

/2018107087

肖正凤 讲师 0703

本项目是为了通过气相色谱法（GC)检测农村儿童玩具市场

售卖的塑料玩具中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PAEs）含量,

对比相关法规法令知晓其含量是否超标,并探究PAEs具体

迁移情况,使家长重视PAEs超标的危害,提高社会对农村儿

童玩具安全性能的关注度,以便企业完善生产的安全保障机

制,从而减少农村儿童在使用塑料玩具带来的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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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创新创

业行为影响的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姚寒潇 2018140016

刘依菲

/2017128024

,韩玉

/2017128020

,袁方

/2017128019

孔养涛 副教授 0401

本研究在建构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结构理论的基础上,用实

证研究的方法,探索相应的测评方法,有助于积极校园文化

氛围的营建。研究在系统分析校园文化氛围对大学生创新

创业行为影响,检验情绪、动机、效能感等个体心理状态变

量在其中的作用,以及人格等特质型变量的调节效应,建立

影响机制模型,丰富发展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成果,具有一

定的理论建构意义。对改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营建良好

校园文化氛围有具有一定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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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幼儿艺术教育漂流瓶研究

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樊青尔 2018126252

马迎桥

/2018126248

,杨英

/2018126262

,王浩卉

/2017126271

张亚妮 副教授 0401
该项目属于创新训练项目,主要服务于农村幼儿,丰富农村

幼儿在艺术领域的发展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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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槐芽镇农村

产业现代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祝露霖 2019122040

郝怡

/2019122041

,马慧贤

/2019122071

杜晓霞 副教授 0301

本项目聚焦农村产业现代化发展,以期通过对槐芽镇农村产

业现代化的观察研究,对标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找出差距,补

齐短板,尽快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争取早日建成农业强、

农民富和农村美的现代化乡村。其主要内容有：1.槐芽镇

农村产业现代化状况：主要就猕猴桃、草莓、鲜桃、苹果

的种植规模和现代化经营状况展开调研。2.槐芽镇农村产

业现代化之不足。3.槐芽镇农村产业现代化之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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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小学生德育教育中历史元

素渗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祎璠 2018111023

郑佳琦

/2018111022
韩小婷 讲师 0601

通过“我省小学生德育教育中历史元素渗透研究”,一方面

通过历史启蒙教育研究和实施,完善目前我省小学课程设置

中历史教育的不足,激发小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感受传

统美德的魅力,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小学生的思想观念和道德

品质。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大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训练机会,

为其参与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与基础,有利

于激励同学们进一步从事科学探索与研究的积极性,体现了

创新学习和研究的精神；拓展了历史学（师范类）专业学

生的综合素质,提高了学生的社会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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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红色研学旅行项目——寻

踪红色记忆,传承延安精神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龙雨 2018122015

季佳欢

/2018122014

,徐雨濛

/2018122027

王丽君 讲师 0305

延安红色研学旅行是以红色旅游为载体的研学旅行,是把素

质教育融入教学全过程,通过游览观光、参观体验、研学教

育和学习探讨等多种形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本研究项

目可以帮助青少年学生加深对红色文化的理解,提升青少年

思想政治素质,把爱国主义和红色传统、红色精神有效传播

到青少年之中,从而使主流社会价值和思想文化深入影响青

少年学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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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听灯影”--皮影结合秦腔

于立体绘本的展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述 2018114011

卫代英

/2019115019

,张芳

/2019115081

,陈卓

/2019115082

,雷彬杰

/2019115073

秦菁

怡,张

倩楠

讲师,

讲师
1304

本项目尝试将皮影、立体书制作工艺、音频（秦腔）结合,

进行新的探索。先手绘出皮影的图样,利用皮影独特的造型

特点,再结合立体制作的工艺,进行立体绘本的展示,同时再

加入音频（秦腔）的渲染,旨在让读者有新的体验与不一样

的感受,同时增强绘本的空间感与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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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大学生

健身方式的选择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想 2018123021

荆勇博

/2018123001
李强 讲师 0402

本研究立足于在疫情背景下大学生面对的客观因素,如何正

确选择健身方式健身进行研究。安全至上原则的情况下,进

行科学的分析,对大学生的健身方式做出正确的指导,指导

大学生做出正确、有效、合理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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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陕历博”科技抗疫创新

博物馆展示与文创推广新方式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方嘉伟 2018112024

郭志豪

/2018112012

,宋佳音

/2018112017

,刘甜

/2018112027

,朱晨

/2019112026

  陈蕊 讲师 1202

本次的创新训练项目调研在短视频兴起下,传统视频网站受

到的冲击及应对策略。本次调研内容分析了短视频兴起的

背景、条件以及原因,传统视频同短视频相比存在哪些缺

点,最终使短视频结合传统视频网站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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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红色经典诵读资源

开发与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甄文博 2018132030

李旭阳

/2018132015

,孙丹

/2018132009

,马浩

/2018132028

冯佳妮 讲师 130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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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契机中下学生的党情

党史宣传教育方式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谢颖 2018111017

徐伶俐

/2018111021

,刘泽晗

/2018111043

,王红红

/2018111045

,张家欣

/2018111041

黄振平 副教授 0601

基于建党百年契机,通过公众号推送、编制特色宣传品、进

校专题式宣讲等形式,面向渭南市合阳中学生特定群体,普

及党史基础知识,宣讲党史人物事迹,开展励志教育,从中锻

炼我们历史专业师范生的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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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原位微量热技术对镝配合

物单分子磁体的弛豫机理进行

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来争争 2018106013

许清清

/2018107080

,刘梦佳

/2018107069

,李娜

/2018106039

,郭荣

/2018107046

姜志洁 讲师 0703

本项目拟以具有多齿配位点的席夫碱及其衍生物为配体,通

过变换配位环境、晶格间作用力以及外界条件,构筑并制备

稀土镝配合物单分子磁体,通过X-射线单晶衍射仪、C80微

量热仪,并借助理论计算获得结构及其磁动力学信息；基于

热容测量,解析单分子磁体的磁相变及热异常行为；关联结

构-磁动力学信息-热容,揭示热容变化与弛豫过程的关系,

以此确定更为明确的弛豫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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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传统文化与乡

村小学英语教育融合发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晨悦 2018139003

孙懿

/2018139035
牛蕊 副教授 0502

本课题的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和依据,以当前我国乡村小学传统

文化与乡村小学英语教育相脱节的现状为出发点,探索出乡

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传统文化与乡村小学英语教育融合发展

策略,深化小学英语教育的内涵,从而实现乡村发展和乡村

振兴,将国家战略落到实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乡村振兴

战略背景下传统文化与小学英语教育中教学内容、方式、

环境、教材、教师素养以及学生个人问题研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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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下陕西贫困区特色农

产品销售平台构建及应用——

以永寿县为例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史少静 2019121030

王鼎

/2018121139

,李树荣

/2019121072

,周旭阳

/2019121080

,赵安德

/2019121061

杨小鹏 副教授 0705

采用各个抖音,快手,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平台上用运营号去

继续营销农产品,用各类运营号去发展营销。采用的送货方

式是利于大数据分析,达到农产品货物的存储概念做到顾客

下单后两小时送到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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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

新时代加强大学生红色文化教

育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容 2018122058

徐慧慧

/2018122049

,韩峰丽

/2018122071

,党艺佳

/2018122062

,杨汉梅

/2018122065

万生

更,许

亚绒

教授,

副教授
03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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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Fs新材料的制备及其对有机

污染物的催化降解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力 2018107036

杨航

/2018107037
李连庆 教授 0703

有机染料、重金属、卤苯等对有害的物质,导致十分严重的

环境问题,因此,开发经济有效的技术手段来降低甚至消除

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是一直以来亟待解决的科学和现实难

题。本项目拟合成新型的MOFs材料,有效地调控MOFs对光

能的利用效率,进而调节并提高对有机污染物的降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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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农产品信息中介平台的

构建与实施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文慧 2018105038

贺欢欢

/2018105008

,门明燕

/2018105031

,何雪蕾

/2018105014

,张雨萌

/2018105001

余瑶,

任建华

助教,

讲师
0401

该项目旨在建立介于政府、市场、农民之间农业信息聚集

的中介平台,搭建连接小农户和大生产的桥梁和纽带。在信

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农业中介平台通过构建农业大数据,对

农产品供求关系精准把控,解决农户与经销商双方的供给矛

盾。此外,贫困地区农业收入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农产

品滞销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很大。该平台立志于构建农产品

滞销疏通服务体系,为破解我国农产品滞销难题提供新的思

路。最后,利用平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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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龄教育模式下3-6岁学前儿

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可 2018108034

尹晗

/2018108013

,尹怡明

/2018108026

,孙心悦

/2018108018

,杨碧瑶

/2018109023

张晔 副教授 0503

本项目依据蒙学教育理念,通过比较分析3-6岁学前儿童在

传统教育与混龄教育下的亲社会行为的差异和变化,研究、

完善3-6岁学前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评估指标体系,积极弥补

传统教育模式对学前儿童亲社会行为的不足,改善“一子化

”现象,补充中国家庭独生子女教育中的缺失。创新构建适

合我国当前学前儿童的混龄教育模式体系,为幼儿亲社会行

为的积极培育提供理论依据、创新路径和经验借鉴,积极推

进混龄教育模式在当前我国国情下的本土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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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

疫情期间关于大学生对直播和

录播两种线上学习方式的学习

效果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楠琪 2018128023

张茜

/2018128022

,叶珊珊

/2018128007

高薇 讲师 0401

疫情突发以来,停课不停学驱动着线上教学的开展,线上教

学最主要的两种方式直播与录播,而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线

上教学存在一定的缺陷,此项目就是对两种线上学习方式的

调查研究,,数据分析直播和录播两种线上学习的存在的问

题,借鉴国内外知名高校线上教学模式,使我校的线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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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革命时期中领袖与文人“

红色”书法文化的梳理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董一帆 2018115055

汪子君

/2018115039

,马瑞雪

/2018115020

,马瑞洁

/2018115053

,于方方

/2018115054

金旭光 副教授 1301

1．广泛收集、整理延安革命时期与书法文化相关的 作品

、物品,从老延安人特别是延安文人处抢救相关文物,除了

将这些作品、物品作为文物珍藏之外,应 积极开展专题研

究,并在此基础上花大力气搞好相应的专题展览; 

  

2．在条件比较成熟的时候建立以 延安为中心的中国解放

区书法文化博物馆,也应借 鉴“西安碑林”、“川陕苏区

将帅碑林”来精心策划并 建立相当规模的“延安碑林”,

内容当以延安革命时 期的书法、延安文人书法及弘扬延安

精神的书法为 主体,以此也可为先进文化建设、红色旅游

文化建设 做贡献;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61X

“互联网＋”时代全运会促进

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段雪萍 2017123016

雷你捷

/2017123009

,刘起起

/2017123030

,马吉英

/2017123006

牛文英 副教授 0402

通过“互联网＋”时代全运会促进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研

究,对我国向国际宣传大都市形象非常有利,本课题通过互

联网对全运会的传播展开讨论。对国际化大都市整体实力

进行分析,并总结全运会对于其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同时

提出构建国际形象的相应措施。近年来我国逐渐跨入世界

强国行业,除经济、外交等方面发展迅速,体育运动在我国

的发展势头也很好。互联网对全运会的举办对城市发展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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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幼儿体适能训

练中心的创办与运营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常江 2018120001

王嘉铄

/2017120024

,刘成

/2017123008

刘敏 讲师 0402

项目内容包括：1.结合幼儿体适能的概念、对幼儿身心发

展所起到的作用、体适能训练内容的设定和安排、训练方

式方法的选择和效果检测.2.创建幼儿体适能训练中心所需

条件,包括硬件设施（场地、位置和大小）、教师队伍（教

师的选择、数量和水平）及教具等。3.幼儿体适能训练中

心课程设置,互联网与仪器结合,检测机制的制定与实施。

4.幼儿体适能训练中心宣传、营销、管理及运营政策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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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幼儿教师专

业信息交流软件的调研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函彤 2018126159

李明玮

/2018126157

,汪紫薇

/2018126090

刘艳金 副教授 0401

该项目属于创新训练项目,主要服务对象是幼儿教师。对幼

儿教师专业信息交流软件的调研与应用可以掌握和提高幼

儿教师的总体发展水平,有利于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目前各种线上信息交流软件可以为调研与应用提供良好的

平台,项目可行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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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

学前教育学生专业认同感及影

响因素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闵煜雯 2018108043

马梦瑶

/2018108035

,王纯纯

/2018108036

,易晓青

/2018108041

,李思瑶

/2018132042

王强 副教授 0809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是幼教行业的师资储备,是未来学前教育

事业发展的有力后备军。学生高的专业认同感可以稳定就

业,保证幼儿教师岗位的衔接,使师资力量得到健康有序的

发展,从而提高幼儿园的教育质量。本研究在文献整理的基

础上,通过问卷法、访谈法调查学生对学前教育专业的认同

度,探讨影响学前教育学生专业认同的因素,为提升学前教

育学生专业认同和改进措施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为丰富

学前教育专业认同感的相关理论贡献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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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巴山松的叶绿体基因组学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清 2018117077

李德敏

/2018117076

,折小娟

/2018117047

,李倩

/2018117064

,董余月

/2018117069

李佳

（大）

高级实

验师
0710

巴山松是我国秦巴山区的特有物种,但是数量稀少,已被列

为珍稀植物。本项目拟利用二代测序技术对巴山松的叶绿

体全基因组序列进行测定,并且依据其序列信息对巴山松的

系统分类地位进行探讨。该研究可以为巴山松的物种鉴定

、遗传多样性以及系统发育研究提供数据基础,进而为更好

地保护巴山松自然种群提供一些指导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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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介孔二氧化硅微球的制备

及其药物缓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洋 2018106024

薛雨欣

2018106025

冉芹英

2018106029

张欢

2018106001

杨佳环

2018106003

范妮 讲师 0703

    中空介孔二氧化硅微球因其无毒、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更大的比表面积及较好的机械稳定性,近年来成为药物缓

控释载体研究热点。本项目旨在建立中空介孔二氧化硅微

球制备方法,并考查影响微球形貌的因素,确定制备工艺最

优条件；确定负载药物,研究载药后微球的缓释性能；并借

助相关计算机软件,构建释药动力学模型。为中空介孔二氧

化硅微球在药物缓控释领域的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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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工栽培方式对灵芝生长

状况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天然 2018116071

郭江

/2018116053

,鹿雨晴

/2018116063

,邓紫凤

/2018116072

李佳 实验师 0710

    本项目拟对两种常见栽培条件下,即段木栽培和代料

栽培,灵芝子实体的生长状况以及采摘后灵芝内多糖、三萜

化合物等天然活性成分的含量进行比较,以期选出更优的人

工栽培方式。

    本项目的开展为灵芝人工栽培基质的选择提供了合理

的理论依据,提升灵芝的种植效率及灵芝的产量和质量,为

食药用市场提供更多高质量产品,实现各地区灵芝种植农户

的增产、增收。另外,本项目的开展为消费者选购优质灵芝

具有指导意义,并为灵芝产业发展和深加工提供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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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X

基于互联网视野下依托新载体

推动学生劳动教育生活化的实

践探究---以“动动酱”小程

序的应用为例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胡倩 2018107099

张李

/2018106037

,赵丹丹

/2018107060

  李宇

哲
讲师 0703

互联网时代,网络和各行各业的关系密不可分。目前一直活

跃在市场的各类微信小程序,应用数量超过了一百万,覆盖

了200多个细分的行业,日活用户达到两个亿。小程序的适

用面广且方便,本项目组就是尝试把劳动教育推向生活化作

为重点放置于互联网视野下,开发出一款具有劳动教育性质

的小程序,供学生在此平台上发布自己的劳动动态,加强学

生间劳动技能和心得的交流,同时学校也可以有效的对学生

的劳动教育成果进行实时监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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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大学生压力及自我控制对肥胖

的影响及其缓解策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香香 2018110084

王潇

/2018110090

,兰文慧

/2019110103

史晓

荣,张

书涵

讲师,

助教
0401

本项目主要探究大学生压力对肥胖的影响情况,并理清个体

内部因素（自我控制）在两者的中介作用。结合已有研究,

深入分析压力与自我控制是如何共同对大学生肥胖产生作

用的,阐明三者关系。并且根据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缓解

策略。本项目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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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助教助学志

愿服务活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秦佳琪 2018134020

姚璐迪

/2018139011

,李若兰

/2018134016

,穆佳林

/2019134017

秋杰 副教授 0502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及实地调研等形式,结合我

校青年学子支教团疫情期间助教助学活动情况,反思大学生

助教活动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从组建团队、教研培训、课程

实施及规划管理等方面入手,系统研究开展大学生助教助学

活动的有效途径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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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

后疫情时代西安市幼儿家庭劳

动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勇 2018105025

贺少敏

/2018105005

,刘健

/2018105030

,刘洋

/2018105010

,杨嘉怡

/2018105019

魏旭朝 讲师 0401

我国幼儿园劳动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一直是幼儿园教

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家庭成为幼儿

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家长是幼儿劳动教育的主体之一。

本项目选取西安市三所幼儿园（一所省级示范园,家长多为

事业单位人员或公务员；一所企业办园,家长多为企业职

工；一所民办园,家长多为小区居民）大班共120名家长为

调查对象,运用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等研究方法了解家

长对幼儿劳动教育的认识、态度以及家庭劳动教育开展现

状,以进一步探求家庭劳动教育的实施路径,提高幼儿的身

心和谐发展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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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

卓越幼师的形象研究:基于教

书育人楷模事迹的扎根理论分

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农康睿 2018126183 郭威 讲师 0401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优秀事迹和动人故事不仅令人瞩目和

钦佩,而且其角色特征更值得研究。新时代我国教师队伍建

设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期,卓越幼儿园教师的群体特征和成

长路径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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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

儿童美术教育疫情期间线上课

程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宋嘉晔 2019103036

王昱

/2019103014

,杨若莹

/2019103008

,尚莲莲

/2019103033

葛禹婉

淇
副教授 1304

目前全世界都面临着新冠病毒的困扰,为了预防病毒传染,

学生不能在教室聚集起来进行面授学习,而在此大环境的影

响下,儿童会产生强烈的恐惧心理以及孤独的情绪,应对这

种情绪,开展线上儿童美术教育,让孩子和他的同龄人一起

学习绘画、手工来消除内心的焦虑和孤独感,充实孩子的生

活,儿童的教育在此方面也可以得到弥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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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

除草剂草甘膦对麦穗鱼的毒性

效应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冰琛 2018117021

朋涛

/2018117071

,王凯

/2018117027

,徐瑾喆

/2018117033

,李毛吉

/2018117004

王立志 教授 0710

以不同浓度的草甘膦对麦穗鱼进行急性毒性来实验,用死亡

概率-质量浓度线性回归方程对实验数据进行测试分析,研

究其对麦穗鱼的急性毒性效应,并确定其半致死浓度

（LC50）及安全浓度（SC）。用不同浓度的草甘膦对麦穗

鱼进行慢性毒性实验,了解草甘膦对于麦穗鱼生长发育（体

长、体宽和体重）和运动能力（运动速度、运动距离和停

顿频率）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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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

卫生清洁对传染病的影响模式

及应对方式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韩愈 2018121103

槐蓉

/2018121053

,鱼佩怡

/2018121050

,陈晓娜

/2018121007

杜娟 讲师 0701

传染病通过各种方式传播,我们主要研究卫生影响对传染病

的影响方式,通过控制控制卫生情况,减少传染病的感染,使

人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还提供提供相关部门制定传染病

的预防和控制措施的基础,减少传染病感染率,从而保护人

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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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

乡村振兴战略下大学生短期支

教问题及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郭雪蓉 2018135195

卢思辰

/2018135200

,李婵婵

/2018135205

,崔欣昱

/2018135193

,龚婷婷

/2018140040

孙立盎 教授 0501

大学生志愿支教活动是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不仅为乡村适龄儿童传授知识、开拓视野,更能为乡

村传递信息,拓宽渠道,为振兴乡村助一臂之力。

该项目基于我们团队中成员的短期乡村支教经历,首先通过

对大学生短期支教的现状调查,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并针

对其中普遍存的一些共性问题,通过研究探寻解决方法。其

次将大学生短期支教实践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拓展和提

升支教的意义和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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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

内生真菌DzIM8合成皂苷的规

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萌 2018117024

张笑雨

/2018117020

,吴蕾

/2018117022

化文平 副教授 0710

前期研究表明,盾叶薯蓣内生菌DzIM8可合成大量皂苷类物

质,其中有与薯蓣皂苷元结构类似的化合物,可以作为薯蓣

皂苷元的替代物合成甾醇类药物。目前DzIM8菌株中皂苷

类物质的合成积累规律还不清楚。本项目拟通过对培养基

种类、培养条件（温度、转速、培养时间等）、诱导因素

等进行分析,明了该菌株中皂苷类物质合成积累的规律,为

以后利用该菌株产出皂苷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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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

因素研究——以蓝田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卓妍 2018136011

孙子悦

/2018136002

,马世和

/2018136001

,姜培钊

2018136004

霍云霈 副教授 0705

本项目将以蓝田县为例,主要是针对蓝田县乡村旅游发展

中,当地农户在旅游发展中的参与程度进行综合分析和评

价,寻找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提出能

够提高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方法和对策,为当地制定旅游扶

贫政策提供依据,并促进当地乡村振兴工作的顺利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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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

塑化剂DBP对小鼠免疫毒性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苗青 2018117068

邹小慧

/2018117060

,樊玥希

/2018117059

,连子超

/2018117063

陈宝玉 讲师 0710

本项目选用昆明种小鼠为研究对象,通过定时给小鼠灌服不

同剂量的塑化剂DBP建立动物模型,分不同时段检测各组小

鼠的生长发育水平及免疫机能的高低（包括免疫器官指数

、免疫细胞活力等指标）,收集相关数据整理、分析。本项

目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研究DBP对小鼠生长发育及免疫机能

的影响,以期获得DBP对小鼠的免疫毒性的确切证据,并对

DBP的染毒剂量、染毒时间和毒害效应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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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

精准扶贫家庭幼儿艺术教育调

查与艺术课程帮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静 2018126342

董怡欣

/2018126352

,王雨禾

/2018106017

段海燕 讲师 0401

响应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和“五育并举”教育方针中注重

学校美育,着眼于美育课程建设,致力于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本项目通过走访调查,了解精准扶贫家庭幼儿艺术课程教育

方面的现状以及艺术教育缺乏的原因,针对性地为贫困家庭

幼儿制定艺术教育帮扶方案,并在选定的贫困家庭中实施拟

定的方案,进一步验证和改善方案。以此提高贫困家庭家长

和幼儿对美育教育的重视,提升幼儿审美和人文素养,促进

幼儿身心健康成长和素质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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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常态化防疫复课时期学校体育

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赛赛 2018120005

余成燕

2018120022,

高萍萍

2018120020,

杨祎

2018120004,

徐茜茜

2018120019

赵萍 副教授 04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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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

基于高校文化特色升级的毕业

文创产品创意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国安 2018112002

贺小强

/2018112038

,熊鑫博

/2018112014

,屈佳丽

/2018112036

王梦蝶 讲师 0601

本次的创新训练项目调研在校园文化产品兴起下,通过高校

的文创产品,唤起校园归属感,同时借助互联网+的形式发扬

校园特色文化,以高校为平台,打造具有文化性及实用性的

文化产品。设计出符合高校文化的文创产品。充分了解高

校毕业季的文创产品,针对我校设计出符合其文化内涵的文

创产品,以此来产生出产品的IP,讨论高校毕业季文创的模

式,通过模式进行研究,找到大学文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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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

STEAM理念下幼儿园科学领域

教育活动实施的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阮浩然 2018126088

胡怡欣

/2018126141

高甜

甜,侯

讲师,

讲师
0401

研究了STEAM教育理念下对儿童发展的研究和对儿童科学

能力的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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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红色文化产业资源开发

与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慧 2018126218

刘梅梅

/2018126222

,白旭东

/2018126220

,白宛祯

/2018126202

,邓雅茹

/2018126205

李丽

莎,杨

红丽

讲师,

副教授
0401

陕北是红色文化底蕴丰厚的革命老区,以延安革命老区为中

心的红色文化产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取得了丰硕成果。课

题对陕北红色文化产业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现状进行调研,对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论证,并结合时代背景,

查找问题、创新实践,形成一套创新发展方案,为陕北红色

文化产业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为红色

文化的保护传承、陕北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陕北区域

经济发展、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做出更多

贡献。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85

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高师院校

英语专业学生教育专业能力培

养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欢 2018134032

胡嘉宁

/2018134014

,王雨璇

/2018134009

,田宁

/2018134051

,段依琳

/2018134004

段美婷 副教授 0502

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访谈等形式,结合我校英语专业课程

设置,人才培养方案的实际情况,优化高师英专教育教学模

式,培养提升学生英语教育教学的能力提供了方案依据,使

英语专业师范生能尽快适应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的要求,

培养出顺应新时代教育发展趋势的新人才,为英语基础教育

提供高质量的教学保障。

√

2020 1439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S202014390

086

长安八水有机污染物动态分布

特征及对渭河干流水环境质量

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雨新 2018107055

张怡薇

/2018107084

,彭梦圆

/2018107043

,张雨珠

/2018107062

,葛曼青

/2018107095

王军锋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以“长安八水”的水环境质量变化做为主要研究目

的,揭示八条河流全流域可溶性化学污染物的动态分布特征

。利用三维荧光光谱技术提供的全方位、大数据信息,辅助

平行因子数据处理技术对河流上中下游水中的腐殖质类物

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类等溶解性有机物（DOM）分

布和含量进行系统检测,确立八水中有机物污染物动态分布

特征,研判对干流渭河水环境质量的综合影响。为进行整个

区域的水污染防治、水资源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01

信息融合系统通用软件框架的

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永发 1740502211721

毛魏彬

/184070213,

巩晶伟

/184070221,

冯锦彪

/184070206,

李香香

/184170227

程传

旭,高

伟

副教

授,助

理实验

师

0809

针对CPS软件的复用、质量和维护的需求，研制一套CPS通

用软件框架。该框架屏蔽了CPS底层的复杂性，在不同的层

次进行组件抽象，然后向外提供简单接口，使得嵌入式开

发人员能够简单、快速地开发各种特定的CPS。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02
智能森林防火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冬冬 1740306211433

王以

/	1740302212

321,曹雨露

	/184050432,

李闻

	/193010519,

石海龙

	/194160218

姚伟鹏 副教授 0808

为缓解森林火灾频发这个问题，一个无需耗资巨大的基于

太阳能电池的森林防火装置应运而生。该装置由前端机和

终端机构成，前端机使用 MPPT 技术将太阳能作为能源给

系统供电，还使用了最大光照强度追踪技术使装置获得的

光照强度最大，使装置能正常工作，实时监测周边是否有

火灾发生，并将发生火灾的位置向上终端机报告，以实现

森林火灾的报警。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03

基于5G的事故应急指挥系统设

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人杰 184070304

焦国祥

/184150221,

王毅博

/184210219,

余梦晨

/184150129,

刘书瑄

/184070331

马新华 讲师 0809

突发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

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

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在突发事件处置中，在已的

有应急管理系统中，大多数只局限于对设备、人员等的管

理，并未考虑指挥系统和各级指挥员在救援工作中所承担

的任务和作用，但实际上，一套良好的指挥系统对应急救

援任务的有效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04

一种新型车辆馈能式减振器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齐行坤 184200305

焦文涛

/184200309,

刘曜宁

/1740701210

514,任晓雯

/194200111,

石爽

/194200113

周创

辉,阮

辉

讲师,

讲师
0802

本项目从节能减排的角度出发，提出一种新型车辆液电馈

能式减振器，完成关键参数匹配计算和结构一体化设计，

并通过仿真验证其工作特性，最终加工出一台样机。研究

成果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不仅在汽车上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也可用于工程机械，轨道车辆等领域。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05

镁锂合金组织超细化与相变协

同强化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祺铭 1740904211403

徐强

/1740904211

315,杨洪召

/1740904211

414,郭沁

/1740904211

439,朱嵩琦

/1740904211

440

张金龙 副教授 0804

镁锂合金是目前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具有高比强度、高

比刚度等一系列优点，在航空航天、兵器工业等领域战略

意义明显。但其绝对强度较低。合金元素强化时由于加入

量不能过高，否则容易形成较大尺寸的化合物或形成网

状，强化效果受限。针对这一问题，引入多向热锻破碎高

合金元素强化时形成的大尺寸化合物和网状相，利用多向

冷压制备含有大量变形缺陷的纳米晶合金组织，配合时效

热处理，实现成分、组织和性能的协同强化。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06X
阎良“同心圆”商业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薛鹏 194250132

严鹏科

/194110432,

杨经纶

/184010212,

秦香

/193070231,

赵许

/193070231

陈长

征,周

颖

工程

师,助

理工程

师

1204

“同心圆“项目是为了将阎良多种服务集于一体的商业性

平台，前期通过与阎良志愿者协会合作让人们认识了解该

平台，之后通过平台内容与活动将用户留在平台并开启爱

心商城将人们引入，最后多开展活动保持平台运营。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07
智慧MOVE镜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善珂 184240104

周雕

/1740204211

817,吕恬

/194240113,

闫琳婷

/194160237

吕晓军 工程师 0802

“智慧MOVE镜”是在人们衣食住行不可或缺的镜子上，集

成了力学、传感器、图文交互、通信等技术，提出的一种

智能化产品解决方案，为人们居家生活或公共场所宣传提

供了一种新鲜的体验方式。产品在满足人们追求美的需求

同时，通过信息的交互，可以对健康、生活的细节进行智

能化的数据处理，也可以通过可移动的特点在公众空间传

播中国梦文化信息。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08

基于单片机的多功能空气净化

器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单照飞 1740502211640

李将

/1740502211

608,崔聪

/1440501180

923,孙文超

/1740502211

630,张高江

/1740502211

638

任静 副教授 0809

人们在享受现代社会发展高科技成果的同时，也承受着污

染的空气对身体健康的挑战，本项目开发了一种多功能空

气净化器控制系统。本项目是以人机交互和以人为本为理

念，将电子学、物理学相结合的智能调控设备，其能够对

多种室内主要污染气体进行实时监控，并有效快速净化空

气。因此，可以大幅度改善空气质量，用户也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求随意调节。同时，该系统具有稳定性好、操作简

单、可依据功能需求进行有效裁剪封装等优点。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09
智能社区仿真模型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广升 184070204

董昱辰

/1740503210

323,毛魏彬

/184070213,

孔卓越

/184070212,

黄松

/1740503210

412

刘舟洲 教授 0809

搭建一个智能社区仿真模型，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对智能

社区中的信息采集、数据处理、智能控制等功能。构建一

个智能化的社区仿真模型，便于对智能化社区的测试与验

证。在此模型中模拟现实生活中的社区环境，能通过物联

网中的感知设备，获取环境中的各种数据。利用物联网技

术把采集的数据发送到云端进行智能决策，然后反馈到模

型中，采用数字孪生技术来搭建智能社区仿真模型的外部

环境。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10
西航二号共享单车设计与制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智超 184110110

马百安

/184110101,

赵佳轩

/184110103,

门玉乐

/194160214,

张浩男

/184110113

杨武

成,刘

畅

教授,

助理工

程师

0802

西航二号校园专属共享单车是一种衍生于校园内的公共单

车，单车采取链传动，链传动是啮合传动，结构紧凑，没

有滑动，平均传动比准确，相对轴传动成本低，应用于校

园中也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和环保性。并且考虑结合学校特

色，打造校园特色，西航二号共享单车能有效解决广大师

生短途出行的刚性需求，对于学校的不断扩大建设也具有

一定的前瞻性和完善性，给予师生更方便快捷的出行。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11

高性能定向组织Al2O3基连续

纤维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思仪 184120130

叶际金

/184120107,

邵怡凡

/184120137,

朱晨喆

/184120129,

路博凯

/184120104

张海鸿 讲师 0804

针对等轴晶粒导致其强韧性不足的问题，通过棒状晶定向

结构设计，可大幅改善纤维的强韧性。本项目拟以纳米莫

来石晶须为模板籽晶，依据模板晶粒生长技术，获得具有

纳米尺度的棒状晶粒定向排布结构的致密氧化铝基连续纤

维。本研究不仅为陶瓷纤维的创新设计和功能化提供新思

路，还可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填补国内自主研发的技术缺

口，同时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12
微型激光雕刻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佳豪 184240223

王朝枫

/184240206,

张朕

/184090101,

姚晨阳

/194130531,

任博文

/184240125

李懿 副教授 0802

利用高能量密度的激光束在被加工工件表面照射， 然后被

照射区的温度在很短的时间内上升到很高，使材料表面发

生汽化或熔化，从而形成切缝达到切割或雕刻的效果。适

应材料种类多、可以完成切割、雕刻、打孔等多种功能、

加工精度高、加工效率高。基于激光雕刻创意产品的创新

性应用技术，使得创意产业与工程应用技术有机结合，从

而达到创意产品普及性高、实用性强同时使大众受益于它

。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13

一种可组合拆装负压吸盘装置

的设计与制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佳豪 184110116

屈荣琪

/184110121,

王兴

/184110123,

郭国肖

/184110105

刘美

红,樊

万仓

工程

师,技

师

0802

可组合拆装负压吸盘装置是对现有负压吸盘装置的改进。

它能实现快速夹紧与快速松开，可通组合或者拆装负压吸

盘来适用于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工件，与工件实现有效

贴合。同时也可以解决传统台钳装夹薄壁工件困难这个问

题，整体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14
强韧空气过滤复合纤维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海文 184280133

李思仪

/184120130,

权爽

/184280131,

宗宏亮

/1740906210

120

赵肖娟 讲师 0804

本项目着眼于目前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的空气质量问题，

以电纺纤维在空气过滤中的应用为出发点，针对其在使用

过程中的不足和缺陷，重点研究纤维力学性能的增强方法

以及力学性能与空气过滤性能之间的关系，拟利用绿色温

和纳米增强质和制备条件制备出具有高过滤效率、低阻力

压降、性能稳定的空气过滤材料，以期在空气污染治理尤

其是微细颗粒物的过滤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15
汽车自燃紧急逃生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乐 194200125

张博

/194200224,

赵越

/194200126,

张沛文

/194200122,

胡智

/194200106

袁小慧 讲师 0802

汽车自燃现象频发，自燃的因素中电路老化短接等造成的

事故占多数，自燃后由于电路的实效导致多数的电控车门

无法打开而造成较大伤亡，针对汽车自燃问题设计紧急逃

生系统，包括温度传感器对汽车局部温度的监测、对电路

系统电流的监测等，当监测数据达到设定报警值后触动执

行机构，通过保险丝的熔断释放安全弹簧进而带动力锤对

汽车玻璃实施爆破。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16

分区操作系统环境下机载软件

组件中间件的设计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松 1740503210412

张湧杰

/184210209,

杨敬涛

/184210206,

巩晶伟

/184070221,

李和平

/194070111

许雯,

李美蓉

讲师,

助教
0809

针对当前机载软件的复杂度高、代码量大，成本较高的问

题，本项目旨在研究一种专用于机载分区操作系统环境下

的组件框架技术，开发出一套可复用的、移植性强的机载

软件组件中间件，为机载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提供简洁的、

易于使用的软件基础设施。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17
远程中医诊疗系统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秦征 184210207

李小松

/1740502211

633,郑典

/1740502211

720,任永发

/1740502211

721,田娇娇

/184210229

杨俊清 教授 0809

基于对中医脉诊的原理研究，本套系统结合以上研究，本

中医脉诊设备在定位“寸、关、尺”三个脉点后，进行脉

搏采集。该套系统就使用的对象分为医生端和病患端，在

病患端实时的采集三点脉搏，并将其采集到的脉搏信号传

输到医生端的应用程序上，在医生端具备一套脉搏反演设

备，将采集到的脉搏信号进行仿真。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18
FeCo纳米材料 吸波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万有权 184120216

张峰基

/184120221,

时兴全

/184120203,

柯鹏

/184120207,

王星亮

/184120201

周影影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旨在通过FeCo纳米吸收剂制备 工艺研究来提升

FeCo纳米材料的吸波性能。我们将通过研究FeCo纳米材料 

的制备工艺、微观形貌、粒径尺寸分 布、磁性能等来进一

步研究其吸波性 能。根据理论模拟结果，拟通过工艺 参

数的调节，得到颗粒平均尺寸为 100 nm兼具立方形貌的

FeCo纳米材料，从而使材料的吸波性得到一定的 提升，

为得到吸收频带宽、厚度薄、吸收强的吸波材料提供一定

的理论和 实验基础。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19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涡轮单元

体虚拟拆装系统平台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超 184010201

王坤

/184010111,

曹雨露

/184050432,

贾超

/184010112,

高张涛

/184070202

张建

华,雷

子舒

讲师,

助教
0820

航空发动机结构复杂，拆装困难，教学效果不佳。为了更

好地使学生认知和理解发动机结构特点和拆装过程，针对

某涡扇发动机涡轮单元体特征、各部件连接特征以及拆装

过程，开发一种基于教学和培训需求的交互式虚拟平台。

基于涡轮零部件手册建立高精度三维模型，使用三维变换

实现整机、各零部件的缩放、旋转和平移；基于涡轮拆装

逻辑工艺表，完成零部件拆装；该平台采用交互式虚拟现

实头盔设备和投影设备，展现所有操作过程。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20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电梯保护装

置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梦娟 194100222

闫智华

/184100112,

杨锡铭

/184090219,

廖晨煜

/184090225,

贾超

/184010112

孙涛 讲师 0802

本项目设计改进的电梯，与物联网系统相结合，通过二维

码识读设备、射频识别等信息传感设备，通过3G/4G、

GPRS、WiFi等有线或者无线连接协议，利用电梯原有或另

外加装的信息采集装置，将电梯实时运行状态、视频监控

、故障报警等信息整合传输到相应信息管理平台，实现电

梯远程监测、日常管理和维护、隐患分析与防范等诸多功

能。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21

中空新能源长航时无人机续航

性能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吉昊鑫 184020424

杨真轶

/184020303,

许海洋

/184020314,

王进

/194010221,

李欣羽

/194020410

李荣
高级工

程师
0820

到目前为止太阳能飞机上安装的大多是刚性太阳能电池板

。由于受到了太阳能无人机翼的安装工艺和机翼翼型的局

限，这种刚性很强并且容易碎裂的太阳能电池板会在那种

机翼曲率变化比较大的部分的贴合程度和安装难度上比较

适应不了。当太阳能飞机机翼因为受到各种力而变形的时

候。这就要求既要解决如何对太阳能电池的封装问题，太

阳能飞机本身又要为电池提供良好的铺设平台。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22

基于“同伴教育”模式的高校

英语口语学习团队建设实践探

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姬欣越 184060131

邓凯文

/184050125,

尹子枫

/184060127,

蔺丹丹

/184160233,

李佳桐

/193070218

秦雅兰 讲师 0502

本项目针对大学生英语口语较差的问题，基于“同伴教育

”学习模式，创建高校英语口语学习团队。该团队将具有

英语学习兴趣的大学生聚集在一起，分享知识、交流心得

、训练表达技巧、利用朋辈的影响力，相互引导促进学

习，通过精心策划的定时定点晨读和多种学习交流竞赛活

动，培养成员英语口语学习习惯，形成无母语口语练习环

境，促进大学生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的提升。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23

一种新型RGV车辆导向机构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柴健湣 184200201

孙甲

/184200220,

史锦涛

/184200221,

戴辰磊

/184200219,

王一帆

/184200216

吴宁强
高级工

程师
0802

本项目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一种寿命长、对轨道磨

损少、拆卸更换方便的新型RGV导向机构。本项目拟采用

CATIA建立整体导向机构的3D模型；用ANSYS 对模型进行

静力学和模态分析，依据结果对模型进行优化修改，同时

采用NCode-Design life进行疲劳分析计算。拟解决：1

、导向机构零部件及轨道的磨损；2、减缓轨道不平稳处对

RGV车辆所引起的震动；3、降低RGV运行时产生的噪音问

题。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24

Ti555211钛合金在动载荷作用

下的裂纹形成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泽辉 184120223

时兴全

/184120203,

张峰基

/184120221,

万有权

/184120216,

党则轩

/184120211

安震 副教授 0804

由于近β 钛合金具有较高的损伤容限、优异的塑性加工能

力,因此在航天航空及化工领域上有广泛的应用。本项目在

前期通过SEM原位拉伸实验，对拉伸后的试样断裂附近区域

进行EBSD分析，研究Ti555211合金试样在拉伸变形过程中

的断裂机制和织构行为，为揭示Ti555211合金的拉伸和断

裂行为以及日后制定该合金加工工艺提供参考。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25X
物联共享自主洗鞋机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文龙 183400203

刘创创

/184150203,

张顺

/184150220,

余洪

/184150219,

朱雨欣

/184150231

张新

鑫,殷

军社

讲师,

讲师
1202

物联共享自助洗鞋机是洗护机器市场细分下的产品，主要

服务于城市的白领租客，高校的学生，能够使这些人直接

使用该机器洗鞋从而节约他们时间不够清洗麻烦清理不干

净的痛点。

√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26
室内有机污染物净化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航 1740401211719

张龙龙

/1740401211

710,刘喜荣

/1740401211

726,刘欢欢

/1440401180

915,张子涵

/194080135

杜芳莉 教授 0810

本项目是在现有房间空调器设备基础上进行改造，有效净

化空调房间的有机污染物。该装置只对空调挡风板进行了

改造，装设在家用空调的两侧，对空调内部没有任何改

造，取用方便，简单明了，装置下部设有USB接口，插电即

可使用。风口气流通过装置口便能达到降解室内有害有机

物的目的。目前的空调普遍没有降解有机物污染物的功

能，该项目只在空调外部风口处装置，无需对空调进行额

外的内部改造，适用于所有家用空调器，装置成本较低。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27

教职工食堂就餐统计微信小程

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渊 1740501210636

钱绪

/1740501210

524,文自发

/1740502211

739,周杰

/1740502211

631

仇小

鹏,韩

玲

高级工

程师,

助理实

验师

0809

 

本项目是结合目前互联网发展趋势，通过微信小程序，对

接学校餐厅就餐人群，实现线上点餐，统计，为提高餐厅

服务质量和教职工进餐体验提供优质环境。通过校内教工

食堂就餐统计微信小程序，实现学校餐厅与教职工在线互

动，打造集优惠满减，快速点餐，消费统计等丰富多彩的

点餐系统，教职工节省就餐时间，随心选择就餐方式，方

便学校餐厅统计就餐人数，避免食材浪费或者准备不足，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28

多孔碳支撑SnO2/CoO三相复合

结构的调控及电化学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冰垚 184280126

柳泊阳

/184280118,

李昆庭

/184280011,

习邵华

/1740906210

236

程娅伊 讲师 0804

以多孔碳作为基体构筑碳支撑SnO2/CoO三相复合材料，利

用多孔碳开放的孔洞结构有效提高SnO2/CoO分散性，并进

一步提高复合电极导电性，以获得电化学性能优异的钠离

子电池负极材料。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29
冷却塔的余热回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杰 17404012118

解臣臣

/1740401211

706,张浩鑫

/1740401211

723,蒲雯

/184310230,

常艳祯

/184310227

杜芳莉 教授 0810

本项目拟采用在冷却塔和再热器部分设置热交换器，管内

工质为水，水泵加压，使得管内的水循环。进入冷却塔前

的37℃的冷却水通过板式或壳管式热交换器将热量带到再

热器的热交换器部分，从而加热冷却去湿后的露点温度混

合空气，温度降低后的水继续循环到冷却塔降低冷却水的

温度，从而提高冷凝器的效率、提高空调送风品质，增加

人体空调房间舒适度。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30

大展弦比无人机机翼复合材料

及模具设计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海洋 184020314

张大龙

/194020325,

屈璐

/194020220,

孙加敏

/194190220,

张志超

/194020429

郝红武 教授 0820

本项目拟针对复合材料大展弦比无人机机翼的制造进行研

究，开发一套制造复合材料机翼的模具设备和工艺，并尝

试制造一款展弦比不小于8的无人机机翼。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31
汽车周边安全检测与预警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程 1740702210935

李晨阳

/1640702200

634,王坤

/1640702200

735,毛家斌

/1740702210

940,毛沼荐

/1640702200

637

熊沂

铖,郑

颖

讲师,

副教授
0803

采用毫米波雷达检测装置来实现采集车速信号和车门开关

信号，加以分析，完成预警装置的设计和零件的选型；根

据要实现的雷达检测信号分析设计完成预警控制系统，分

析不同车速及车距下预警装置响应速度，精确性。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32

基于轮毂电机新能源电动汽车

全转向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晨 1740701210432

成志乾

/1740701210

416,朱尚东

/1740701210

405,段芮

/1740701210

424,彭辉

/1740701210

403

赵坤,

李郁菡

副教

授,助

理实验

师

0803

搭建基于轮毂电机的单个独立全转向实验平台,分析测试独

立转向机构的转向性能,以及单个独立转向机构的中存在的

设计、加工以及相应的零件选型问题,完成设计方案进行改

进优化。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33X

“鲜果果”—应季滞销水果销

售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罗琴 1740603210336

刘欢

/1740603210

331,索魏妮

/1740603210

310,侯研

/1740603210

304,胡胜苗

/1740603210

305

陈军 副教授 1206

本项目拟通过微信小程序打开不一样的电子销售渠道。第

一步：开发销售滞销的应季水果的微信小程序；第二步：

与驿站达成合作共识；第三步：寻找合适的零担货运从业

者；第四步：使滞销种植农户加入平台成为商户；第五

步：整合进入的商户，按照水果的品质优劣和运输地的距

离远近从而在平台定价；第六步：宣传平台，增加曝光

度，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34

基于网函数插值的图像去噪算

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盼盼 1841802223

项光辉

/184180220,

李建飞

/184180116,

杨文超

/1741001210

437,杨滨瑞

/1741001210

419

杨陈

东,钟

志军

讲师,

助理工

程师

0701

 

如今数字图像技术得以迅速发展，图像的去噪技术也在不

断提高，但一些图像处理软件在处理图像时需要较多的操

作经验及技巧，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相对困难的，所以本

项目旨在构造一种高效的图像去噪算法，降低图像中噪声

的不良干扰，提升图像的整体质量，获取更多图像的有效

信息，解决图像去噪问题。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35
高精度台钳的设计与制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宇梵 184110119

陈森林

/184110122,

马百安

/184110101,

张浩男

/184110113,

林鸿恒

/184110128

张玉

更,王

延昌

工程

师,技

师

0802

本项目设计的高精度台钳，与现在常见的台钳有着本质上

的区别，此设计款可以进行高精度的定位，在优化操作的

情况下还可以减小误差。 而且此款台钳更可以用稳定的加

持力夹住工件，可选择专用的加紧力度，会大大减小对工

件表面的夹伤，在设计过程中还考虑了人员的操作，改变

了以往台钳操作费时费力，提高工作效率。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36

石墨烯基体改性碳纤维/环氧

树脂复合材料制备与力学性能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柳泊阳 184280118

郑子昂

/184280009,

雷凤钰

/184280123,

张肖茹

/184280130,

杨还珠

/184280129

孟志新 讲师 0804

碳纤维/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具有质量轻、强度大、比模量大

、耐高温、耐腐蚀等诸多优越的性能，在各个领域得到了

广泛应用。然而由于碳纤维与基体树脂的浸润性较差,内应

力较大,限制了其在高科技领域的应用。石墨烯因其独特的

几何结构而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为此，本项目将石墨烯

作为改性剂加入到环氧树脂基体中，以改善碳纤维与基体

树脂的浸润性，希望得到力学性能优异的复合材料。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37

垂直起降无人机及飞行控制系

统设计制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哲 184020312

周浩

/1740802212

103,袁土军

/194020323,

邓智文

/194010104

孙列,

米默

工程

师,助

理实验

员

0820
研发一款可供室外高速飞行以及可在不完全依赖GPS的情况

下实现精准投放的载重飞机。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38

创新智慧城市医护终端的设计

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威 1740503210430

杜佳

/1740502211

605,毕旭欢

/1740502211

629,魏来博

/1740502211

627,金勇

/1740502211

632

侯媛媛 讲师 0809

设计一个智慧城市医护终端，达到对人体生理参数进行远

程实时监控，利用网络传输数据，实现医护系统的网络化

与智能化，通过网络服务器将所采集数据传送到医院值班

室的PC机，在PC机上利用QT实现界面显示以供医生和护士

监管，同时在紧要时刻发出报警信息。实现对患者实时监

控以保证患者安全，减少医生的工作强度，规范诊断内

容，降低医院成本，提高就医效率。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39

一种汽车风挡玻璃智能除雾装

置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姬航

1740702210916

王帅

/1740702210

915,赵云

/1740702210

918

李亭 讲师 0802

汽车分档玻璃智能除雾装置主要是针对汽车前风挡玻璃形

成的雾化膜，采用智能检测的方法，实时判断雾气是否形

成，根据车内的温度和湿度信息，判断除雾模式，控制空

调压缩机，鼓风机，内外循环工作，将雾气从玻璃去除。

除雾系统的重要性体现在保证行车视野清晰，保护驾驶员

。从现实意义上讲，本研究主要是为了行车道路安全。从

事故的根源解决事故的发生，让雾气不再成为行驶的安全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40
智能门锁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鑫 1740306211527

于智勇

/1740306211

503,田静斌

/1779178456

1

王晓瑜 教授 0808

    智能门锁系统是一种基于单片机控制的拥有指纹解锁

、密码输入解锁、自动语音提示、暴力破坏报警和多次输

入失败报警等功能的智能门锁电路。这种系统对比传统的

门锁更加安全，可以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取代传统的

机械锁，使门锁更加智能化且更低更本的发展，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用户私人财产安全的问题。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41
仿生四足机器人的研究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晟源 1740306211526

刘大维

/184060202,

井四博

/1740303210

629,冯壮壮

/1740303210

618,韩菊艳

/194030106

龙卓群 副教授 0808

四足机器人以四足动物为仿生对象,具有像四足动物那样灵

活运动的潜在能力。四足机器人的优势已经逐渐显现，未

来必将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能够自主寻找路线，按要求

路线前进 2）障碍难以避免时可以进行遥控 3）新型数字

舵机和漫反射式红外光电避障传感器模块的工作原理4）舵

机主控板与传感器（opmv摄像头和红外光电避障）之间的

布局以及相互之间的通讯和连接方式 5）可以实时在手机

和电脑端获得机器人的视角。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42

疫情条件下校内人员聚集区个

体安全通风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晓杰 184310208

张宁

/184310119,

齐明

/184310209,

王梦滢

/184310231

申慧渊 讲师 0810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过后，中国高校已经逐步恢复

正常的学习工作，但是，疫情依旧有可能在小范围内二次

爆发。本项目的实施目在于：在校内人员密集区域中（比

如：食堂或者图书馆），如何在不扰乱在校师生正常学习

、生活和工作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个人通风系统，阻断

病毒的扩散。通过个体安全通风措施，保护每一位师生公

共密集场合的呼吸安全；同时，加入本团队已经掌握的

TiO2光催化降解模块，增强系统的净化效果。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43
工厂智能化生产线的辅助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冬冬 183010118

党凌甫

/1819286259

1,孙国恒

/1734297978

5,李东辉

/1869187191

4,强徐媛

/1819286259

王战锋
高级工

程师
0802

该辅助系统目的是简洁合理的工厂布局、根据切合实际的

工艺路线设计实际的工序流水线、合理的资源配置满足生

产要求又不产生浪费、对配置资源的合理利用使其发挥最

大价值、减少厂房人员流动降低安全隐患。此项目设计顺

应时代发展要求，节能减材、生产效能高、节省土地资源

成本、提高人均产能等也成为现代自动化智能工厂的生产

需求。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44

高精度气动夹紧平口钳的设计

与制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臣荣 184110129

寇文军

/184110124,

林鸿恒

/184110128,

谢玉婷

/184100133

张玉

更,王

延昌

工程

师,

技师

0802

在当今社会工业的生产过程中，夹紧装置永远都是必不可

少的角色，因为它可以防止工件在加工过程中产生不必要

的位移或震动，生产出优良的产品，平口钳也就是机用台

钳作为铣床﹑钻床的随机附件，优点适用性强，操作简

单，夹紧力均匀且大，很好的体现了作为夹具的特性；根

据普通平口钳的缺点，本项目利用气动原理和精确的数学

计算在原有基础上设计制作一种不仅能节省人力提高效

率，同时能获得较高精度的气动平口钳。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45

小型家庭智能中水回用系统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天佑 194220203

褚凯丽

/184220232,

武玉洁

/184220125,

李元昊

/184220117,

庞千睿

/194220214

刘晓宁 副教授 0810

"小型家庭智能中水回用系统设计"针对于家庭的洗澡水以

及盥洗池排出的水二次利用为目的，进行中水回用管道系

统设计、中水智能储存系统设计、中水初级处理系统设计

等设计，并搭建小型家庭智能中水回用系统模型，为家庭

中水回用提供切实可行的新思路。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46S
庵茶庵传统文化文创奶茶品牌 创业实践项目 否 马梓倬 194230116

李梦龙

/184150209,

何梦莎

/184150225

王刚 副教授 1206

团队立志创立一个大众喜爱的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文创奶

茶品牌，以名称“庵茶庵”为例，“庵茶”为唐代饮茶方

式，其原理概念与现代奶茶制作方式不谋而合。我们将通

过以奶茶这样一种广受喜爱的大众消费品为切入点，推广

中国传统文化，创建以庵茶庵为根源的文化IP。制作并出

售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47

金属掺杂类金刚石薄膜的制备

技术与其摩擦学性能初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连飞龙 1740905210831

谷奥琪

/1740905210

812,张虎

/1740905210

837,曹楠楠

/1740905210

836

吴坤尧 讲师 0804

本项目拟对类金刚石薄膜材料的摩擦学性能做一系统研

究，通过合适制备工艺使其可应用于航空领域的固体润滑

材料做一技术初探。并对金属掺杂类金刚石薄膜的摩擦学

行为进行深入分析考察；结合我校航空背景，旨在开发出

能满足在航空环境要求下的低摩擦材料。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48

基于slam的无人机智能控制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路路 1740306211408

贺海育

/1740306211

435,党轲轲

/1740306211

437,邓凯文

/184050125,

李飞

/1740306211

519

王昆 副教授 0808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无人机逐渐走进大众视野。无人机

具有重量轻、体积小、飞行灵活、飞行区域广泛，尤其是

在危险区域恶劣环境仍可近距离作业等优点，因此正逐步

被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和关注。作为近年的一个研究热点，

无人机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价值。但随着无人机产业的大

力兴起，无人机的精准性、稳定性、安全性等问题已成为

如今无人机能否长期发展的关键。本项目正是针飞行控制

和飞控算法进行研究和实践。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49

汽车尾气测试仪前处理器的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皓天 1740701210525

杜武杰

/1740701210

538,刘石

/1740701210

529,刘润

/1740701210

506,余诗洋

/1740701210

540

李维
高级工

程师
0805

各个检车所和发动机企业广泛地使用各种汽车尾气的检测

设备来保证各种车辆的尾气排放物符合国家标准。这些高

精尖的设备对汽车尾气的检测设定了极为苛刻的条件，比

如尾气中不能含有水蒸气、尾气中不能含有颗粒物、尾气

的温度必须恒定等等，否则，这些检测设备的检测结果误

差较大。本项目预研究一款高精度汽车尾气检测的前处理

仪器，实现对待检测尾气的预处理，从而保证国内各个车

企和检车所的测试效果，全面提高检测精度。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50
“扇”解人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瑞霖 184010224

金鑫

/184010005,

王思鑫

/184010225,

李佳楠

/184010227

吕晓军 工程师 0802

本项目的研发基于脑电波信号控制, 包括信号采集模块、

信号分析处理模块和应用模块等模块，利用TGAM脑电波传

感器采集脑电波信号,再通过内部的ThinkGear芯片对采集

数据进行技术处理,经蓝牙模块将数据传输给stm32单片机

。Stm32处理器把脑电波信号解析之后使得变为电机的控

制信号,通过数据芯片与风扇进行连接，把解析的控制特征

传给主控芯片, 主控芯片通过一系列的内部算法实现对风

扇的开关和风力的控制。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51

基于余热回收的一体化炉灶热

水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志垚 184130226

惠栋

/184130223,

郭龙杰

/184130215,

李传林

/184130125,

李佳诺

/184130210

张倩,

赵霞

讲师,

讲师
0805

该项目针对目前燃气炉灶燃气燃烧不充分，同时火焰辐射

散热和烟气散热量浪费的问题，改进燃气灶的结构，并利

用余热回收技术和储热回收技术，开发一种带有热水系统

的一体化炉灶，可以利用做饭时产生的余热，制备生活热

水，提高了燃料的利用效率，节约了资源。该项目具有较

强的创新性，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特别是在城镇居民生

活中可广泛推广。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52
“有物”校园创意工作室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宋任杰 194320222

李梦阳

/194320213,

姚天哲

/194320231,

刘思雨

/194320114,

贾欣悦

/194320106

文杰,

潘荣华
讲师,助教0501

“有物”校园创意工作室的创意出发点，是针对高校拥有

的悠久历史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等特点，来创新发展属于

高校自己的纪念品，用以面对来访领导、校友、高校交流

互赠、校园活动表彰、高校旅游、学生个人需求等等。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53

完善校园生活规划管理——“

顺代”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皓 1740603210311

石敏作

/1740603210

307,杨康

/1740603210

333,马文博

/1740603210

101

郑秀娟 副教授 1206

针对当前疫情条件下校园所需要的封闭管理，如何减少校

外人员的流动成为了我们研究的首要问题。因此，我们根

据此背景敏锐的抓住校内物流配送的最后100米问题，并提

出了该拟解决方案。通过“顺代”app的开发与推广应用，

来实现校内资源的共享，解决校内人员需要代取快递、帮

拿外卖的不时之需，辅助疫情期间下的校园管理。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54

基于机器视觉的路用集料细观

形态智能化表征与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欣 1740403210417

彭辉

/184220221,

张森

/184220201,

张智涵

/184220111

张琛 副教授 0810

本项目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拟开发一套路用集料细观形

态的智能化测试系统。该系统借助机器视觉技术与人工智

能技术，对集料的细观形态（形状，尺寸等）进行实时识

别与计算，进而判断出集料的针片状特性，并最终实现测

试集料的自动上料，自动下料，实时识别及评价一体化。

项目预期成果可为施工现场集料质量的控制提供一种高

效，准确，智能的测试手段，同时也可推进人工智能技术

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55
智能防火安全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恒斌 1740306211513

李朋

/1740306211

5,来回归

/1740306211

525

马昭 讲师 0808

智能防火安全系统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家庭、办公室、工厂

多种场合的防火安全系统。目的是通过单片机无线传输有

效的预防火灾的发生，以及及时的对火情进行处理和提醒

。可以有效预防火灾的发生，再火灾发生的最初阶段就发

出警报提醒，保证日常生活人们的生产、工作、生活安全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56

西航航空文化文创产品设计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雨航 194320115

赵婉佳

/194320131,

刘梦佳

/194320218,

郭心怡

/194320210,

王博豪

/194320120

徐芳,

王一时

副教

授,助

教

0501

西安航空学院自建校始，便以航空类专业作为学校的特色

专业，与航空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本项目旨在对西航文

创产品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当下西安航空学院特有的航空

文化的特色，通过自主设计西航文创产品的形式，宣传学

校的精神文化。富有航空文化特色的西航文创产品浓缩着

西航文化的精髓，将彰显着西航的航空文化的魅力，将展

现航空文化的风姿，将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将为提

升西航学子的文化感知力等打开了一扇窗户。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57
一种自动化屋顶扫雪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闫文巨 194100234

何也

/184220127,

鲍迎博

/193070201,

闫智华

/184100112,

廖辰煜

/184090225

李晓玲 副教授 0802
此装置是为了防止积雪过多，而导致房屋塌陷的一种自动

化屋顶扫雪装置，结构简单，操作易学，实施性强。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58
客运车安全带报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江鑫山 1740306211510

李飞

/1740306211

519,阎宇威

/184050425,

杨智超

/184050417

王晓瑜 教授 0808

客运车安全带报警系统是一种提醒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带的

安全装置。目的是实现科学的客运安全管理，通过声光蜂

鸣器，LCD屏幕以及语音提示没有系好安全带的乘客佩戴好

安全带，减少车祸事故造成的二次伤害。这是一种提醒驾

乘人员佩戴安全带的装置，并提醒驾驶员以及乘客系好安

全带，可以减少车祸对驾乘人员人身安全的威胁，长期以

往不仅提高驾乘人员系安全带的思想意识还养成良好的习

惯，增强对生命安全的认识与保护意识。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59
比邻（Friends）微信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权雅璇 194260123

党思懿

/194260107,

武娟

/194260128

张铁虎 副教授 0502

比邻（Friends）微信小程序是一款帮助初来西安市，对

异国生活感到陌生的外国友人满足其衣食住行等日常需求

的软件，该项目基于西安市作为一带一路陆上丝绸之路的

起点，能够吸引广大外国友人在此学习和生活。最后达到

的目的是让外国友人爱上这座城市，增添西安市的活力，

共同推动西安市的发展。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60

基于AI算法的电磁智能车设计

与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姜佟 194140104

马清洋

/193080123,

封朝强

/194200203,

李琦

/193080117

周扬,

乔晓亮

讲师,

讲师
0802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速比赛是为了促进智能化汽车的研

究与应用。本项目将研究实现十五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

竞赛的AI电磁组参赛用赛车，最终的成果可以利用电磁传

感器实现赛道的环境感知，并根据行驶环境自主进行车辆

控制，能够按照比赛规则完成赛道行驶任务。本项目是在

参与大赛的基础上对自动驾驶技术中车辆自主环境感知、

自动控制技术等的研究与实现，研究成果可为智能车AI电

磁组竞赛车辆的设计、控制及调试提供经验及参考。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61

基于无线传输的智能监测系统

小车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远超 184160115

张恒

/184160204,

刘崇冕

/194270116,

冯保锋

/194270105,

刘颖达

/194270118

翟维 副教授 0807

通过规划智能监测报警小车的总体设计方案，进行硬件电

路设计与上下机位软件代码编写，进行软硬件的综合测

试，实现小车无线驱动、自动避障、实时监控、以及自动

报警等功能。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62
智能监测水龙头净水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秦发明 1740404210212

曹宇翔

/1740404210

207,李超

/1740404210

227,裴威

/1704040210

208

赵莉 讲师 0810

本产品智能水龙头净水器将采用超滤膜渗透，增压泵增压

技术，不但克服了多层过滤系统的的水压损失，还有效去

除了水中泥沙、杂质、异色，细菌、有机物以及一些矿物

质和有效抑制水中的细菌、真菌的滋生，确保过滤后的水

能更安全健康的使用，而且定期对于pp棉滤膜采样收集，

在指定专业设备检验，防止净水器滤芯滋生细菌对水质的

再次污染。并对于检测结果及时对不同的地区的不同用户

更换不同的滤芯材料达到最佳的净化效果。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63

基于绿色回收物流的

“地摊商圈”推广模式构念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雯萱 184230123

刘烨凡

/184230132,

周郎妍

/194230136,

刘真

/1740603210

422,陈俊燕

/184230240

陈慧泽 讲师 1206

地摊经济有一些负面标签。实际上，人们反对的并不是地

摊经济本身，而是其失序、混乱的状态。以精细化、科学

化、人性化的管理和服务，让地摊经济呈现好的一面，褪

去不好的一面，才是更高水平的管理思维。“流动商圈”

理念应运而生。拟通过绿色回收物流的原理来推广“地摊

商圈”模式，打造“流动小铺”平台。合理解决了当今流

动商贩不固定摆摊带来的倾占道路影响交通安全等问题。

有效且合理的对流动商贩的行为做出了规范。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64

小型察打一体无人机高精度自

主侦察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正航 183010235

张全利

/194090134,

樊旭曌

/184020309,

马斌

/194010115,

邓觐豪

/1740802212

133,

侯伟 副教授 0820

本项目拟设计并制作一款无人机，并满足以下功能：1.使

无人机可以自主飞行，并在目标区域进行高精度自主侦察

。2.自动规划航路。3.高性能飞控和图传的交互性。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65

大载重固定翼无人机油电混合

动力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柯 194020420

庞晟曌

/194220215,

樊旭曌

/184020309,

段佳超

/1640801201

412,马斌

/194010115

赵慧凯 讲师 0820

目前，飞机都是通过活塞式航空发动机提供飞行动力维持

飞行，面临着发动机耗油量多、飞机无法达到理想转速等

一系列问题。我们拟舍弃单向轴承结构，在不改变螺旋桨

的面积等以下列因数情况下用电机给螺旋桨增加转速。通

过这个实验，我们能够：1、了解活塞发动机原理和螺旋桨

功率2、 通过亲自动手，直观地了解发动机的工作过程和

启动机的工作过程3、通过发动机和电动机的最优传动，进

而提高发动机功率和螺旋桨转速。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66
无动力助力靴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亚超 193050143

唐思宸

/193050131,

吴佳敏

/193050139,

张永辉

/193050145,

张一龙

/193050144

王成 讲师 0802

无助力动力靴采用棘轮的单向间歇转动特性和扭矩弹簧具

有储存能量的特点相配合即可完成缓解老人小腿及膝盖部

分压力问题，不需要复杂的电子设备提供动力，减少老人

正常行走时的体能消耗，并且可以在老人发生突发情况时

第一时间联系家人，其机械原理简单，便于加工，制造成

本低廉，且能根据不同身高的人群调整长度，适应性较强

且安装操作简单。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67

基于QT的智慧餐厅系统设计与

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昱州 1740701210401

王雪

/1740502211

635,方万燕

/1740502211

609,俱通

/1740502211

604,王少璞

/1740502211

617

景月娟 副教授 0809

该项目采用Qt Creator作为IDE开发工具，将C和C++语言

作为开发语言，将SQLite应用于编写数据库表，使用ARM 

Cortex-A9控制芯片搭建硬件平台，开发了一款基于PC端

的前后台三方应用程序以及其数据交互的智慧餐厅系统。

优化了顾客的点餐体验，解决了经营者劳动成本过高、店

内耗费人员过多、工作效率低等众多问题，而且突破了传

统点餐方式、传统餐厅管理方式的束缚，为进一步推进智

能化餐厅时代、效率改革时代提供参考意义。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68
智能衣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超 184010112

杨锡铭

/184090219,

杜浩楠

/184090229,

胡宇

/194100207

刘晓婷 副教授 0802

本项目利用机械与电子相结合的技术，采用衣柜模块化分

类设计，可将衣物进行分区域化存放，再根据天气以及语

音控制来获取想要的衣物。衣柜可利用互联网及时获取天

气变化，根据温度的变化智能推荐衣物；能通过语音控

制，带动电机运行，再利用双丝杆机构使衣物到达便于取

走的位置，智能化的完成衣物获取；仅通过语音控制就可

完成衣物的推荐及获取。有了这款智能衣柜，可以更加便

捷，快速来选取适合自己出行的衣物。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69

铟掺杂碳基复合材料的物理化

学性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现嘉裕 184290127

杨航

/184290126,

王杨杰

/184290125,

张帅

/184290116

张陈

俊,张

蕾

副教

授,讲

师

0702

随着掺杂碳团簇在星际空间被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迅速

引起了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们的极大兴趣。本研究将第三

主族元素铟掺杂到碳基团簇中，将以原子团簇的几何结构

和电子性质及其随团簇尺寸演变为主线，对铟掺杂碳团簇

的结构、稳定性、磁性和极化率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期能

分析总结出掺杂碳基团簇的结构规律及所具有的物理化学

性质。本研究研究有助于引导我们对新物质的发现，也能

指导新型固体材料的制备与研发。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70
农村涝池水处理的工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远征 1740404210108

秦鑫

/1740404210

129,赵可

/1740404210

124,刘昆让

/1740404210

232,姜鑫

/1740404210

107

范文雯 讲师 0810

陕西关中地区，因河流较少，农村生活污水排放不便，多

为涝池收集。然而，涝池收集污水，对居民生活及环境带

来气味影响，并伴随着健康和安全隐患。本研究通过检测

涝池水中的污染物成分，并制定污染物处理工艺，解决因

涝池水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试验结果，探究该工艺

应用在煤化工废水的可行性，及一体化反应器对该方法的

强化效果。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71S

“云”乡村——振兴乡村旅游

产业
创业实践项目 是 张烽彪 1740802212030

梁昕

/1740404210

213,谢宇

/183010233,

王宇轩

/183010234,

果兴佳

/1740802212

102

周俊

屹,刘

杰

讲师,

讲师
0809

该项目基于“互联网+”下乡村全景地图技术，通过航空拍

摄、二维实景地图、三维建模等信息化手段振兴乡村现代

化旅游产业发展，该项目通过与政府、企业及相关单位的

合作助力于新农村旅游文化产业线上宣传，线下推广。并

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对“革命老区”、“偏远地区”

、“精准扶贫”困难地区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得到振兴。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72

基于数字化的超轻型重载短距

起降无人机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智峰 184020214

白健

/194020201,

李鹏

/1740802212

031,田国平

/184020223,

邢李珂

/1740308210

107

焦瑾 讲师 0820

现在有些快递公司采用四旋翼飞机运送快递，运载货物。

但四旋翼飞机运载的货物有限，只能运送质量轻小的货物

。本项目拟设计并制作一款可短距起飞的载重型无人机。

该型无人机可用于输送物资，及时解决了国民的困难。除

了输送物资，无人机还在森林防火、交通方面和气象环境

监测等领域有很大的影响。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73
微型五孔气动探针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旭悦 184010135

张泽

/184010121,

王程远

/184010105,

许池

/184010115,

蒲明强

/184130101

张晶

辉,史

迪

讲师,

讲师
0820

航空涡轮发动机内流场特征复杂，气流参数变化梯度大，

流场参数测量难度较大。叶片气流通道狭小，过大的探针

尺寸会影响测量点当地流场参数，所获得的流场信息受到

探针插入流场的影响而不准确，过小的探针尺寸会引起探

针加工难度大问题。因此需要使用微型气动探针进行流场

参数测量。本项目的目的是要设计并加工微型五孔气动探

针（头部直径≤5mm，孔直径≤1mm），并对探针进行标

定，得到标定曲线。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74
“家之安”智能卫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董萌萌 1740308210218

刘怡浩

/184160216,

畅诗婷

/1740308210

211,刘雪倩

/1740308210

110,王洪颖

/1740308210

228

肖军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采用单片机做为该防火防盗报警系统的控制系统，

实现了对火灾盗情以及煤气泄漏等家庭安全隐患事件的实

时报警。系统通过烟雾传感器、火焰传感器、气体传感器

以及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来判断是否有不安全事件发生，若

发生不安全事件则通过采取一定的有效措施扼制险情的扩

大化并及时利用无线通信模块给户主报警以及室内报警，

达到了更先进更准确的预防效果，对减少经济损失有很好

的实用价值。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75
子母无人机创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陆南 194190312

赵成功

/194190330,

张阿龙

/194190325,

张兆杨

/194020232

李继广 讲师 0820

子母无人机，可以更有效的解决目前市面上的无人机所存

在的问题，这将使无人机受到环境的约束力大大降低，能

应用到更多的领域和环境当中，还能降低人工成本。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76
新型投弹方式的设计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国平 184020223

白磊

/184020204,

樊泽浩

/194010106,

王智峰

/184020214,

赵森

/184020421

王克平 讲师 0820

 无人机在军事领域一直属于高端科技，在精确投放和规避

地面雷达探测方面属于世界级难题，但无人机因为体积

小，速度低的优势可以实现载人战斗机无法实现的短期渗

透和对目标骤然的“自杀式”毁灭性精确打击。 在民用领

域尤其是山区和灾区等不易到达的区域排除直升机载量大

的优势外，无人机因为便携性良好的优势可以实现迅速起

飞，短时间内迅速准确到达目的地实现精准投放的优点达

到极大地节约时间和快速救援的目的。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77
高窗玻璃清洁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段腾腾 194100406

邓凯文

/184050125,

郝以欣

/184270114,

赵明伟

/194190133,

杜展鹏

/193050106

孙涛/李阿为讲师/

助教
0802

基于城市的快速发展，高楼大厦已成为城市化的标准，但

每座大楼都有数量庞大的窗户，因此也带来了一项危险的

职业——“蜘蛛人”，所以，以机器人代替此类工作势在

必行。而本项目正是为解决此类问题。本项目所设计的高

窗玻璃清洁装置，其主要运用机械与电学原理，使用时将

其固定在窗外即可实现安全简便的外墙玻璃清洁工作。据

了解，国内的传统高空玻璃清洁方式依然是以人工为主流

。因而，本项目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78
半导体制冷水族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嘉琦 1740402210903

吕小凯

/1740402210

932,余绵

/1740402210

931,王富康/ 

17404022110

20

杨晓新
高级实

验师
0805

本创新设计以半导体单机片，温度传感器等硬件，实现了

对鱼缸温度的精准控制，可达到自动调温并能神速降温效

果，制冷端三分钟即可结冰，该设计的实现可以给冷水鱼

儿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水环境温度，极大的保证了鱼儿的生

存率。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79

特种车辆疲劳断裂检测系统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瑞 184200335

石嘉堃

/184200209,

柴健湣

/184200201,

宋婷婷

/184200334,

戴辰磊

/184200219

王兴路 讲师 0802

特种车辆在行驶中工况比较复杂，车体结构在多重载荷影

响下易发生疲劳断裂，断裂位置隐藏在结构内部很难被观

察到，进而引起事故的发生。本项目采用声发射技术，采

集特种车辆运行工况时的结构疲劳断裂声发射信号，对其

进行降噪处理，确定断裂声发射信号中的特征参数，用以

表征特种车辆结构的疲劳破坏程度，准确评估结构疲劳损

伤状态，为特种车辆的及时检修提供依据，减少事故的发

生。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80

一种应用于新能源电动汽车的

薄膜水泵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星宇 1740701210429

王佳雯

/1740701210

434,张博

/1740701210

420,何瑞东

/1740701210

504,胡展腾

/1740701210

411

李娅,

秦芃

讲师,

讲师
0803

薄膜水泵与传统的机械式水泵相比，做工精致、压力高、

流量大，不仅重量轻，而且能达到电动汽车散热的最高标

准，同时可以通过实时的控制薄膜水泵转速的大小来控制

冷却液流量大小，性能稳定、安装方便。通过对转子式水

泵及薄膜水泵的研究对比，最终达到让薄膜水泵代替现有

的转子式水泵实施冷却的目的。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81
基于人像识别的智能风扇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豪 184010211

李欢

/184010214,

王淼儿

/184010232,

党诗媛

/184010234,

李美慧

/184010233

雷晓波
高级工

程师
0802

风扇扇叶基于人像识别系统，在智能化控制下调整风向以

及风速的同时将广告元素推送给用户，高效的做到对于不

同人群在运行中的针对使用。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82
智能农作物装袋机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沈辉 184100209

田陈辉

/184100204,

李林

/184090123

董娟 讲师 0802

传统储存运输农作物靠人工装。考虑到老年人使用铁锹等

工具装袋时，费时费力。基于这个理念，我们设计了一个

智能农作物装袋机，此装置有铲其农作物的储物装置，后

边是一个扇形通道，农作物可以通过通道进入到袋子中，

到达一定深度，机器有红外感应装置，可以停止进料，并

且进行自动封口，大大减少了人工封口的劳动。在封口结

束后，机器有运输装置可以将袋子运输至一旁。该装置还

有不同的底座切换以适应不同环境和运输需要。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83

带麦克纳姆轮的多功能单兵模

拟作战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昌 184010131

李培龙

/1760290389

0,付彤

/1839139830

0

杜砾 工程师 0803

该平台是自动控制原理和互联网技术，所设计的一款代替

传统的单兵侦查作战模式的产品，接收到行动指令后，在

一定条件下的战场上进行自主巡逻，自动寻找目标，模拟

排爆功能，小范围自动攻击以及实时图像直接传输给作战

中心单兵作战机器，可以为我军在现代化战争中减少不必

要的人员损失。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85
新型生态化涝池污水处理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虎星 1740401211628

李佳乐

/184130102,

王鸽

/184130137,

强妍

/184250129,

刘阳

/184130135

刘琰 讲师 0805

本研究通过污水收集—生态滤池净化—涝池景观补水达到

生态涝池建设的目的；生态涝池分为四大部分：进水口、

沉砂池、生态滤池和涝池组成。植物生长基质选用土壤和

粗河砂混合组成，填料过滤层分为三层，分别是25%石英砂

、25%粉煤灰、50%无烟煤混合层、沸石层、陶粒层。

√

2020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S202011736

089

基于Python爬虫的招聘信息数

据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少谦 194180228

王都

/194180224,

强博思

/194180219,

张炳坤

/194180231,

张梓正

/194180234

王苗

苗,张

惠玲

工程

师,副

教授

0809

本项目开展基于python爬虫的招聘信息数据分析，通过从

各大招聘网站爬取招聘信息，从行业、岗位、工作地等多

个维度进行分析，得到岗位的技能要求、工资水平、招聘

人数等数据，生成分析报告。本项目旨在帮助求职者从岗

位、薪资、工作地、任职要求等多个维度了解求职市场，

从而快速找出和自己能力最匹配的岗位，也可以帮助求职

者调整自身能力，适应求职市场需求。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01

海绵城市背景下的校园雨洪管

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信哲 38B2180146

田满园

/38B2180129

,       苏

润

/38B2180127

, 陈佳敏

/38B2180103

马江萍 副教授 0811

本项目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校园不同景观环境的雨水收集利

用进行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内外相关的理论研

究成果与实践经验，探讨在高校校园景观中开展雨水收集

利用优化的可能性，将雨水利用理念运用到校园景观设计

中，研究如何通过合理的优化措施，达到雨水径流保持、

水质净化、雨水资源收集利用的有效管理，减少校园的资

源能源开支，缓解供水紧张的状况，提高景观的实用度，

从而实现校园水资源多方位、全系统的共赢。

√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02

乡村振兴战略下陕北地区农民

工返乡创业的扶贫效果调查与

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柴英 33B1180345

党蓉慧

/33B1180308

王佳超

/35B9190158

陈普敏

/33B1190427

葛雨星

/35B9190142

张慧 副教授 0201

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

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精准扶贫和全面实施小康战略

的重要举措。对陕北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扶贫效果进行调

查与分析可以了解其返乡创业现状，评价其在扶贫方面的

效果，找出其在助力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提升

扶贫效果应注意的问题。该项目实施的意义在于激励其返

乡创业的积极性，提升创业技能，盘活农村资源，增加贫

困群众收入，以解决精准扶贫问题，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03

基于AI人体检测的学生学情综

合分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祝佳栋 34B5180145

郭育鑫

/34B5180105

, 李佳慧

/34B5180110

张健
高级工

程师
0101

本项目将基于AI的人脸识别和人体检测技术应用于学生上

课表现数据的测量、收集、分析和报告，教师可以实时、

动态、连续、全过程和全方位地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状

态和学生的个性化差异，进而优化“教”与“学”的过

程，实现个性化和精准化教育目标

√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04
竖屏微剧校园实验创作工坊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卫斌 32B2190228

尹泳捷

/32B2190236

，何宗儒

/32B2190212

，姜军

/32B2190213

，张金福

/32B2190237

郭丽媛 讲师 1303

本项目以“竖屏”和“微剧”为两大突破口，围绕着校园

热点进行实验创作。手机端作为使用人数和频率最高的互

联网载体，从短视频爆发开始，“竖屏”开始慢慢成为用

户的观看习惯，同时观众对影视剧的观看习惯也渐渐偏向

于短小精悍，从而可以更好的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浏览。

在此基础上，结合大学生在校园学习、生活、成长的方方

面面，提取12个热点主题，创作成12部不同主题的竖屏拍

摄的短片，从而形成系列化，也是一种校园影视实验。

√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05

黄精功能性酸奶的研制及品质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茜 37B1180619

牛浩杰

/37B1180621

,刘涵冰

/37B1180618

,李慧珍

37B1180810,

宋文芳

37B1180824

胡晓佳 讲师 0827

黄精为百合科植物黄精、滇黄精或多花黄精的根茎，功效

良多，被列为上品的滋补药，具有补气益阴、健脾、润肺

、益肾之功效，已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列为药食两

用的中药，也被广泛用于功能性食品的制作中。本实验以

牛乳、黄精、蔗糖为原料，配以复合稳定剂，再接加入一

定比例的混合乳酸菌种，然后充分搅拌均匀后发酵，可得

到优质的黄精功能性酸奶。在单因素实验的基础上，通过

正交实验优化实验工艺参数，使得到的黄精功能性酸奶口

感最佳，为其工业化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07
油菜花粉深度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申佳敏 37B2180120

张微

/37B2180130

,林欣怡

/37B2180110

,苗宁宝

/37B2180116

李元 教授 1007

本产品是以油菜花粉为原料来提取醇溶性的神经酸和黄酮

类等有效药用成分，其中重要物质神经酸的主要作用在于

预防神经的受损，帮助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再生，以

缓解老年痴呆症、帕金森以及神经衰弱的症状。采用新的

工艺方法来解决目前神经酸提取方面的不足。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08

互联网+“智慧工地”施工现

场一体化管理模式调研与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欢 38B2180102

兰竹新

/38B2180114

,祝凯

/38B2180151

,张旭春

/38B2190122

,李彤

/38B2190110

刘清颖 讲师 0810

将通过虚拟云服务将所监管的工地信息进行整合，对工地

进行大数据分析，可以有效提高建筑工地的监管效率和监

管水平。通过对人员、大型设备的安全管理信息，建立安

全信息库，使工地更加安全化和规范化。通过对建筑工人

实名制和安全帽定位系统的设计，可以有效杜绝建筑工人

非实名是和防范农民工薪资不及时发放的问题，有利于社

会秩序的稳定。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10

“互联网+”视域下汉字书写

推广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开艳 32B6170212

唐欣怡

/32B4190127

,唐素艳

/32B4190126

,李佩璇

/32B4190111

,毛安妮

/32B4190120

张晓露 讲师 0503

汉字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主要载体和传播工具，而随着

科技的变革，汉字在电脑键盘和手机输入的层层冲击下，

“书写困难”“提笔忘字”现象层出不穷，《“互联网+”

视域下汉字书写推广路径研究》项目旨在通过思考互联网

对汉字传承带来的冲击，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运作方

式，依托“互联网+书写”，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优

势，向大学生群体输送汉字书写技巧、汉字创意产品、汉

字审美信息等；线下进行作品展示活动、沙龙交流活动、

竞赛评比活动等形式，并坚持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

关内容的传播，让汉字书写和汉字艺术走进大学生日常生

活，提升大学生汉字书写的媒介素养，传承好中国优秀的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11

现代汉语“逆语法化”现象与

防疫宣传语的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宇欣 36B1180331

赵环珠

/36B1180347 

    李卓璇

/36B2190115 

   陈妍婕

/36B2190106

庞欢 讲师 0501

我们结合所学知识对“逆语法化”现象进行调查和语料搜

集，对语言规范性、汉语情态表达丰富性等问题进行深入

思考和讨论。同时，项目结合“逆语法化”这一语言特有

现象对防疫宣传语进行调查分析和创新设计，这可以训练

和提高我们创造性运用语言的能力、科研能力，夯实理论

知识，实现培养目标达成和专业的长远发展。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12X

基于公共共享财务的会计工厂

方案策划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周子淏 33B3180150

白治巧

/33B3180102

, 张奥琪

/33B3180139

, 张嘉豪

/33B1180648 

,黄帼艳

/33B1180619

王琳 副教授 1202

本创新创业项目拟取得中科院智能财务中心及相关企业的

支持，带领学生完成市场调研、项目策划、平台选型、制

定流程、运营管理等全套方案的制定和完善。带领学生深

刻感受财务共享与会计服务这一新业态的发展，突出了在

实际应用环境下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特

色。完成后科学完善的方案，可作为产学研项目和学生创

业的直接蓝本和指导手册。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13
趣味vlog学财税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甜 33B3180151

陈 茜

/33B3180105

,

刘盼盼

/33B3180116

,

张倩莹 

/33B3180143

,

张沛源 副教授 0201

把财税知识和当下火爆的网络短视频结合起来，以剧情创

作的方式和vlog的形式，把死板的知识转成生活中的趣味

小故事，让大家在轻松看剧过程中就能实现激发学习兴趣

、加深知识理解、普及相关财税知识的目的，从而使更多

的人了解掌握基本的财税知识。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14

长乐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导视

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文欢 31B4170121

沈阳

/31B4170118

,

景瑞博

/31B4180109

闫长浩

建筑系

主任/

副教授

1305

    医院作为特殊的服务机构其导视系统直接影响到患者

就医是否方便是否合理地进行人群分流，是否有效控制医

院的秩序等问题。然而长乐社区医院缺乏人性化的导视系

统设计，不能给患者提供有效的引导，很多病患及家属不

得不寻求医院工作人员的帮助,费工、费力、费时。这些因

素直接影响到病患的治疗和长乐社区医院达到更高效率运

作。一套相对较为完善、合理的视觉导视的建立，能够给

患者带来便利，也能为医院的工作人员减轻很大的负担。

同时导视系统的改善能提升长乐社区医院形象.一套完善、

清晰且独具个性化的医院导视系统，往往能给患者以安全

感、舒适感和信任感，给医务人员以归属感和荣誉感。清

晰的视觉导向，为病人创造温暖、舒适且具人性化的就医

环境，把医院的服务宗旨发挥到最大，进而获得大众的认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15

基于ARM嵌入式系统的智能环

保抗毒垃圾桶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朝阳 34B170132

张议之

/34B1170142

,蔡小琪

/34B1170102

，赵晓蕾

/34B1170144

,杨钊

/34B1180224

徐进

系主任

/高级

工程师

0807

本项目基于ARM嵌入式系统，在传统垃圾桶上增加人体感应

传感器，当在垃圾桶上方感应到人体时，或者语音识别到

用户“打开”口令时，垃圾桶盖自动打开，方便用户取放

垃圾。可以定时或者用户命令，在微处理器启动消毒液喷

洒装置，对垃圾桶内垃圾进行消毒，防止垃圾中病毒细菌

繁殖、扩散、二次污染。微处理器控制显示屏显示当前垃

圾种类，显示标识颜色，也可语音播报。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16

秦川红色文化IP系列人物形象

设计及推广平台运营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施琭琪 32B4180127

安青青

/32B4190101

,张琦

/32B4190131

张琨 讲师 0503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秦川红色文化宣传面临着宣传

渠道单一、宣传效果不理想的现状。因此，为了弘扬陕西

本地丰富的红色资源和文化，项目组将通过沟通与采访、

网络查询、发放调查问卷与深度访谈等方式调研陕西红色

文化的现状及内涵价值。项目组将借鉴故宫文创，开发秦

川红色文化特有的IP人物形象并设计其系列文创。同时运

用专业知识进行公众号等推广平台的运营，丰富红色文化

宣传渠道。最终达到传承红色文化，守护精神家园的目的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18
草见漆艺——草编创新扶贫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高琰 31B5170110

刘天儿

/31B5180115

,杨琅媛

/31B5170127

,叶雪瑜

/31B5190123

,王子函

/31B5190121

贾亚丽 助教 1305

    凤翔草编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前景

大不如前，岌岌可危，针对草编制品形式单一且装饰性较

弱这一弱势，结合同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天然漆工艺，

在草编制品的基础上对造型加以设计，二者结合再生新产

品，即响应国家发扬无物质文化遗产的号召，又赋予草编

制品形式多样的装饰风格，使其结合成为艺术价值与实用

价值兼备的生活用品。草编工艺与漆工艺结合，推陈出

新，利用草编的材质，可解决复杂造型的问题，漆材质的

色泽与质感，用于草编造型外表修饰，形成造型独特，实

用性强的新产品，可很大程度的提高大众接受度。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19

基于美育改革下面向陕西农村

学校的“乐来乐好”在线音乐

教室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南艺萌 39B4190410

段偲琦

/39Z3191206 

    ,刘相茹

/39B4190313 

   ,任旭格

/39B41903   

   ,李佳宁

39B4190107

栾博强

学前教

育系副

主任/

讲师

0401

本研究围绕“学生为本、综合拓展”设计适合陕西农村学

校的音乐教育课程等。项目首先对陕西农村地区音乐教育

的现状展开调查，根据调研结果，并依据国家有关中小学

音乐课程标准，在现有成熟的在线教育平台，设计出符合

农村音乐教育的在线音乐教室。本项目旨在为农村音乐教

育提供丰富的音乐资源，为传承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提供新

的途径，以振兴乡村教育为契机，实现农村音乐教育的振

兴与新的发展。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20

富平县后脱贫时代“美丽乡村

”建设新农村文化传播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涛 32B6170126

刘阳

/37B1170513

,粟俊英

/32B6180122

,王坤峥

/32B2180131

,张耀荣

/32B2180141

吕晓东 助教 0503

以校园记者团及各学院新闻站骨干力量为主要参与者，对

接富平县政府，以传媒人的角度展示当地美丽乡村风貌，

并了解后脱贫时代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21
富含神经酸的元宝枫肽粉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海燕 37B2180133

李小梅

/37B2180109

2,郝倩

/37B2180105

,张忠平

/37B2180132

白宏 讲师 1007
对元宝枫里的神经酸进行提取和含量的检测，将其制成肽

粉。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22

汉中市留坝县旅居养老的实施

路径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渝珠 33B3180146

谭维伟

/33B3180122

,

王源

/33B3180128

,

周子淏

/33B3180150

,

杨柏欢 副教授 1202

选题着眼于留坝县地方经济发展及其脱贫攻坚成果的巩

固，将之与旅居养老有效融合，开展留坝县实施旅居养老

的需求、供给、案例研究，运行机制、营销推广方案的设

计。项目小组前期已经做了部分调查工作，取得了留坝县

政府的支持，相信通过持续的深度调研必将推动留坝县区

域旅游的创新、创业之发展，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为多

层次养老开辟新的途径。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23

阆中非遗竹编在造物艺术中的

传承与创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爱萍 31B4180121

陈英菊

/31B4180104

,

李冉

/31B4180114

王文佳 讲师 1305

四川阆中竹编作为阆中市2016年第五批非遗产代表性项

目，制作手法独特。但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其传承与发

展空间有限。本项目将以阆中竹编的传承与创新出发，利

用计算机辅助设计为竹编的活态保护传承，进行创新设计

。打造竹编文化IP，实施“竹编进校园”，运用“互联网+

竹编”的方式，把竹编工艺与文化、旅游结合，通过倡导

守护绿色，崇尚自然，致敬环保，让竹编走进人们日常生

产生活，推动阆中竹编工艺传承和竹编发展。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24

智能人机交互居家健身传感蹦

床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夏消寒 34B5180132

张昊龙

/34B5180137

,高新强

/34B5180104

,史珂

/34B5180114

,蔺耀武

/34B5180114

王京 工程师 0807

该项目致力于改变中国当代健身用户难以坚持健身、健身

开销大、健身行动枯燥、不当健身损伤关节等问题。该项

目采用人机交互的方式，将虚拟与现实充分结合，通过将

用户的行为数据化来促进电子端的产品进程，从而达到人

机交互的目的。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去达成现实中健身的

目的。在对健身房进行大量的走访调查后我们发现蹦床健

身是一种在不伤害关节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媲美波比跳、快

慢跑等传统健身行为的健身方式，我们通过对蹦床运动弊

端的改善来衍生智能人机交互居家健身的项目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25X
唐诗宋词文创产品的研发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博 36B1170744

董文倩

/36B1170706

,    钱星宇

/36B1170724

,     强咪咪

/36B1170725 

    ,仇智为

/36B1170704

王中俊 讲师 0501
文创与诗词融合，拓宽文创产品的创作空间，把文创产品

与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商品结合，从而产生经济效益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26

人体三维运动信号采集及存储

装置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田朝阳 34B3170125

张晗

/34B4170119

,刘超凡

/34B3170116

,张欣

/34B3180241

焦纯
系主任

/教授
0807

本项目拟基于微型化和微功耗的设计原则，研究一种人体

三维运动信号采集及存储装置。该装置易于携带，可以在

运动现场长时间地连续监测及记录人体运动信号，并评估

运动状态。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28

“维脂固体茶饮”的开发及降

脂生物活性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慧恩 37B2180103

黄晓

/37B2180106

,王彭飞

/37B2180123

,赵孟超

/37B2180134

牛睿 讲师 1007

1.通过对神仙草原料的处理包括提取，过滤，浓缩，干

燥，包装等流程建立完整的维脂固体茶饮的工艺制备；

2.调研市场企业对产品的检测标准，对制好的固体茶饮进

行感官实验，拟解决茶饮的口味和配比问题，并对产品的

包装和研发进行创新；

3.将制好的茶饮对高血脂小鼠进行灌胃实验，探究降脂生

物活性的研究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29X
Q版秦腔短视频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广奥 32B3180311

吕浩然

/32B3180419

，李珊

/32B3180312

，王奕霖

/32B3180427

，裴若萱

/31B3180318

聂婷 讲师 1303

本项目是一个创新与实践相结合的项目，通过模拟短视频

账号的运营模式，建立工作室，对一些经典秦腔戏曲通过

改编、漫画等手段进行艺术化的处理，再后期制作为一系

列优质Q版秦腔动漫短视频发行。拟解决将秦腔与动漫短视

频相结合、并在形式创新时保留原曲目精华等问题，以保

护、传播、传承秦腔文化，极具可行性。本项目既可以带

动我国秦腔及其他非遗的发展，又是一次对传统艺术和潮

流艺术结合的尝试，具有创新、现实和社会意义。

√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30

基于MVC的校园大创项目管理

系统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段星 34B5180103

吴悠

/34B3180134

,李德凯

/34B3180112

,刘向茹

/34B3180118

严亚宁 副教授 0809

我校大创项目管理工作，程序复杂，工作量大，整个工作

程序都是人工管理，既耗时，又耗力，效率极其低下。该

项目基于改进的MVC架构，依托校园网，设计实现大创项目

管理系统，将能很好地解决我校在这方面的问题，提升我

校大创项目管理网络化、智能化的管理水平。同时，该项

目还利用大数据分析与处理相关技术，实现文件查重，一

方面提高大创项目申报的质量，另一方面减轻专家评审工

作量，提高评审效率。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31

“画一不二”系列原创动漫创

作与运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孔令辉 32B4170112

云祺炜

/31B1170135

,     周紫萱

/31B3180332 

    ,李思铭

/32B4170114

,周敏琪

/32B4170137

杜萍 副教授 0503

本项目通过原创动漫、漫画设计以及新媒体运营，打造一

个以动漫形式呈现的原创融媒体产品。通过新媒体环境下

动漫的IP效应, 扩展盈利渠道，完成从动漫作品到动漫产

品的转变。该项目在内容营销上的表达方式结合动漫、漫

画、电台等，也会倾向于视频化。这种新形式增强了用户

对于媒介产品的体验感，动漫、漫画和电台相结合的形

式，也能更好传递用户需要的趣味性和实用性，增强用户

体验，从而提升项目自身品牌的识别度。同时，在了解、

满足受众需求的基础上，来呈现自然界事物、社会生活中

美好的事物，使受众引起情感的共鸣，把社会美与教育功

能完美结合。通过创作反映优秀传统精神与社会风貌、时

代声音的作品，促进动漫文化与现实文化的有益融合。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33X

‘兴唐遗韵”唐代丝织行生品

牌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吴桐 31B2170120

张琛禹

31B2170127,

李雯

31B2190105,

刘欣

茹,31B21901

12

李媛 副教授 1305

本项目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能够在研究的开展的基础

上，发现更加有效的文化传播渠道，同时，通过商品流

通，实现对唐代丝织绣文化的传播，树立一个具有地方区

域文化特色的代表性品牌。

√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34
律正法律服务工作室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焦健 36B3180117

张  波

/36B3180141

李  茁

/36B3180120

腊林涛

/32B6180110

贺建文

/36B3170113

赵洁 副教授 301

本项目结合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探索如何借助法学系

现有实践教学基地（主要是律师事务所）资源优势以及利

用“律问”小程序的强大功能，开展好形式多样的法律服

务活动，满足校内师生和校外群众对法律知识的需求，提

高同学们法律服务的水平，提升法律服务的有效性，并实

现校、企资源共享，搭建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新平台。研

究内容主要一是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律服务活动，积累

同学们的法律实务经验；二是探索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理论

与实践如何紧密衔接。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35

面向社区出入非接触式温度检

测的物联网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陶艳芳 34B4170112

汪建

/34B3180129

,王翔霖

/34B5180236

,罗康

/34B5180224

唐明 副教授 0809

系统主要包含有两大部分:上位机微处理器控制系统、下位

机测量系统。上位机微处理器控制系统是控制系统的核

心，是负责与下位机通信并完成显示任务和控制功能的，

具体由显示芯片、单片机和无线收发芯片三部分组成。下

位机测量系统负责对测量点的温度测量，并根据上位机的

控制要求，把测量点的信息返回给.上位机控制系统，其具

体由无线收发芯片，单片机，温度测量设备来完成，并且

完成数据定向“西安一码通”的上传。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36X
“今”绣山河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姬志恒 35B2180116

郭沁园

/35B4180115

,

秦帅

/35B2180129

,

任宇飞

/35B2180114

刘心占 副教授 1208

本项目根据国家“非遗＋扶贫”相关政策，由“今”绣山

河项目组成员在澄城县残疾人联合会和澄城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的帮助下实施。刺绣制品由澄城残联和澄城人

社局联合开办的刺绣培训班提供，“今”绣山河项目组成

员负责产品创新、O2O营销策划，售卖、体验DIY等一系列

服务，形成一条文化产业链，从而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

为农村脱贫工作助力。

√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37X
脉承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卢瑞欣 1000101

叶欣鸿

/35B1180134

朱冕

/32B3190140

刘瑞玺

/35B1180120

丁一格

/32B3190106

吴春娜 副教授 0303

新中国的奠基人老一辈英雄随着时间相继离开，为最大限

度降低英雄逝世造成的文化遗失，为民族英雄留下珍贵影

像资料，使革命先辈的文化能更大程度地得到传承和弘

扬，新一代青年能秉承红色理念传承使命，所以我们开启

脉承项目。通过实地走访，网络媒介等多渠道对接方式，

对为新中国做出突出贡献的前辈人物，如抗战老兵、航天

英雄等进行探访，制成宣传视频和探访专文，通过各省市

、党委及各类媒体渠道进行宣传展播。

√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38

一种基于CW微波雷达的小区人

行道及车库防撞提醒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康 34B4170102

张文超

/34B3190114

,黄铜

/34B3190208

,樊赐恩

/34B3190119

,张花

/34B3180137

刘小虎 讲师 0809

   《一种基于CW微波雷达的小区人行道及车库防撞提醒

装置》为一项软硬结合联合开发的科技创新项目，适用于

住宅小区、企业园区、地下车库等人车混合行走场景，具

备盲区自动监测、危险判别提醒等功能，防止因转角、绿

植遮蔽视线导致的碰撞危险，装置具有7*24小时连续功能

属性，不受天气雨雾影响，充分提升道路通行安全性。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39

B站心理互助平台“倾听”的

设计与运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朦泠 32B4180133

俞梓莹

/39Z3180323

张梦佳

/32B4190130

颜婷

/32B4190128

施皓楠

/32B2180321

梁小凤 讲师 0503

本项目拟在B站（B站是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站的简称）搭

建一个面向以大学生用户为主的心理互助平台，平台由大

学生运营、老师指导，大学生可以拉近平台和大学生群体

的距离，老师可以保证平台的专业性。与学校的心理辅导

站点相比，本平台更具备开放性，减少学生心理负担与心

理障碍，学生在此可畅所欲言，有利于学生说出学习和生

活上的困惑，项目组成员在老师指导下为有需要的学生提

供个性化的帮助。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40

“红色文创+”视角下延安市

文创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

策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宁 36B1171037

刘欣

/36B1171023 

     蒲奕含

/36B1171024 

   安祖泽

/36B1171001 

   韩星

/225216

梁艺凡 助教
 

0501

红色文化蕴涵了党领导人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

中的历史经验和智慧结晶，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

力。随着国务院《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2018-2022年）》的颁布实施，红色文创产业的发展迎

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延安市作为红色旅游的圣地，充分挖

掘红色文化产业资源、丰富发展红色文化创意产品，对地

方发展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基于此，本课题拟对

延安市红色文创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调研分

析，并提出解决方案。首先，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的

方法，梳理清楚延安市各红色景点文创产业的发展现状和

存在问题；其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利用SPSS20.0和

AMOS21.0软件对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偏好进行量化

分析；最后，在TPC整体产品理论和PLC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基础上，结合消费群体偏好，从创新产品体系、增强产品

功能、确立营销语境等多个方面，促进延安市文创产品的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41

新型医用免洗中药抗炎纳米温

敏凝胶的制备工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雨萌 37B2180201

张雨涵

/37B2180233

,孙泽萱

/37B2180222

,孙亚楠

/37B2180221

,焦梦晨

/37B2180209

龙凯花 讲师 1007

本项目拟以丹皮酚为模型药物，采用星点设计-效应面法优

化，制备以温度敏感型原位凝胶为载体的透皮给药制剂。

以泊洛沙姆407、泊洛沙姆188和聚乙二醇6000 为考察因

素，以胶凝温度为考察指标，分别用多元线性模型、二次

多项式模型描述考察指标和3个考察因素之间的数学关系，

确定优化处方，最后进行验证。克服丹皮酚溶解度小、易

挥发等缺点，提高其生物利用度。可以为临床提供一个新

的高生物利用度经皮给药制剂，为中药经皮给药系统研究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42

轻型结构在临时性建筑设计中

的运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锦豪 38B1180126

刘瑾珏

/38B3170220

,田智文

/31B4170224

,李朝义

/38B1190206

魏舒乐

建筑系

副主任

/讲师

0828

    随着地质性灾害及疫情爆发，需要我们为受灾群众及

救援人员提供临时性避难，救援及物资储藏场所，临时性

建筑的重点在于要灵活变化，可拆卸移动，这就限定了用

于灾后临时性建筑设计的材料必须要轻便，利于组装拆卸

。通过对临时性建筑的结构及与灾后环境的关系，运用的

范围及优缺点进行探索，总结出轻型结构在临时性建筑的

设计原理，阐述当下社会轻型结构建筑的适应性，实用性

及经济性，为今后临时性建筑设计及建造提供一个方向。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44X

基于“自然体验型环境教育”

理念下的幼儿课堂创设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吕冰雪 31B5180117

吕冰雪

/31B5180117

,王卓然

/31B5190120

,田凯雯

/31B5180121

,胡春艳

/31B5180105

,杨雨欣

/31B5180128

原雪娜 助教 1305

   教育部出台的政策围绕“爱国主义”“劳动教育”“生

态文明”等相同、相似主题开展活动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我希望以这个契机开启一项关于自然体验和环境教育课堂

的大创项目。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而开展的自然教育，首先

项目以课堂形式建立，从我们擅长的美术教育入手，开展

体验类、游戏类、手工制作类单元，开展自然观察、自然

体验等以自然为舞台的环境教育、户外活动的课堂。是让

幼儿自己到自然界去寻觅、探索、发现，在体验中获得新

的知识。环境作为教育资源的一部分，在幼儿教育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孩子的成长离不开自然环境，教师只有让

孩子自己去体验，去无穷无尽的大自然寻觅、探索，才能

让他们获得长足的发展。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45

基于网络药理学方法探讨桃仁

-红花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

用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玉文 37B2180234

倪敏黾

/37B2180218

,        贺

海怡

/37B2180205

方欢乐 副教授 1007

  研究桃仁-红花主要功效物质以及配伍机制，借助中药整

合药理学平台探讨活性成分、作用靶点和作用机制，整体

动物药效学评价和分子机制进行验证，为桃仁-红花治疗动

脉粥样硬化作用机制提供依据。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46

“最美战疫人”

——西安市援鄂医护人员故事

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钟芳芳 32B6180338

李澳 

32B6170114

 李锦熙 

32B6180311

 闫昂 

32B6180330

王玉龙

39B2180122

张荣花 副教授 0503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浴血奋战，他们

抗击病魔，抵御风险，点亮生命之光。在这没有硝烟的战

役中不辱使命。他们是“最美战疫人”、“最美逆行者”

。本次大创项目《“最美战疫人”——西安市援鄂医护人

员故事汇》就是通过视频、音频、画册、海报等形式讲述

援鄂医护人员的故事，发扬榜样力量，学习他们的优秀品

格，高尚情怀，奉献精神。旨在通过该项目：一是，通过

新闻专题策划、采访、写作、编辑、播出等锻炼成员专业

核心能力；二是，通过此项目集合西安市援鄂医护人员的

故事传播陕西乃至全国医护人员的高尚品格和精神，提高

当代大学生自身道德水准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

识；三是3、培养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创新创业能力。本项

目的与其成果是音视频、海报、画册等作品及线上线下推

广活动、论文1篇。项目团队拥有丰富的设计制作、新媒体

推广经验，团队成员有各类大赛获奖，团队成员都有在影

工作室等工作经验。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47

一种可编程自定义按键宏功能

的游戏手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巧琳 37B2180308

李帅

/34B3180215

,吴悠

/34B3180134

,李佳妍

/34B3190138

,林琪涵

/34B3190140

田孝华 教授 0809

《一种可编程自定义按键宏功能的游戏手柄》为一项软硬

结合联合开发的科技创新项目，适用于手机及电脑游戏娱

乐场景，是一个具备免驱动、可编程、自定义宏按键功能

的游戏周边产品，主要为解决玩家对于游戏手柄按键繁琐

的困惑，具有自定义一键多功能的特点，可以简化操作，

进一步缩短操作时间。本项目具有创新性与实用性较强的

特点。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48
智能盲人拐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毅翔 34B1180110

袁全

/34B1180133

，何永康

/34B1180107

，胡林捷

/34B1180109

，陆小妹

/34B1180118

邢静 讲师 0807

本项目致力解决当今如何在盲人数量逐渐增多下改善他们

出行的问题。该项目结合先进的Openmv视觉模块、红外测

距模块和其他基本模块电路进行运作，改良并拓展导盲杖

的使用功能。研究方向是：搭建智能盲人手杖识别系统的

硬件平台、红绿灯检测与识别算法、综合红绿灯检测识别

和激光测距结果的智能判断识别算法。拟解决问题在于让

设计出的功能模块电路小型化，克服不同天气对设备的干

扰以及让设备能更精准地获取相关信息，提高出行安全系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49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延安酸枣中

维C的利用及酸枣奶片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宜芬芬 37B4180125

宋江江

/37B4180119

,李怡茜

/37B2180314

,陆毛煜

/37B6180106

孟瑞 副教授 0827

本项目以延安地区的酸枣为原料参照普通奶片的生产方法

研制出一种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蛋白质、乳脂肪、矿物质

等营养物质且具有增强人体免疫力、有效缓解衰老速度、

帮助人体对抗坏血病，癌症等疾病的酸枣奶片。本项目坚

持以宣传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为统领,在保护野生品种的同时

推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50X

定边县紫花苜蓿网络营销推广

方案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安思磊 35B2180101

牛勉勉

/35B2180127

,

杨成院

/35B2180143

,

周  莹

/35B2180155

王艳 副教授 1208

通过“电商云平台+文创 DIY+科技创新”为一体的紫花苜

蓿发展产业。实现农户收入和项目组盈利的共赢，打造定

边县区域特色农业强势品牌。该项目主要产品有：食用

类；宠物用类；文创类等。采用线上+线下双渠道的销售方

式，该项目实现大学生为家乡农业创业项目孵化，为农村

精准扶贫工作助力，实现贫困农户等增收的目标，形成扶

贫创业、就业、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多赢格局。响应国

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号召，帮助当地农户实现增收。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51

《即将消失的手艺人》——陕

西传统文化微纪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倪心玉 32B4190218

羊玲玲

/32B4190229

,徐新贺

/32B4190228

张芳 副教授 0503

传统工艺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计划实施重点，备

受重视，而制作传统工艺的手艺人却在逐渐消失。目前对

于陕西各类传统文化或传统工艺的研究很多，但对“手艺

人”的关注少之又少。特别是5G时代，如何回望、守护传

统文化，守住即将消失的手艺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

题。本项目对西安竹扎唯一手艺人、白鹿原最后一个做风

箱的手艺人、周至县蔡侯纸仅剩的十几位手艺人进行深入

调研。通过微纪录形式，用新媒体技术真实记录影像，呈

现即将消失的手艺人背后的故事、讲好陕西故事，让更多

人了解到陕西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目的。本项目采用微纪

录的方式，既保证了视频的质量，同时又符合微时代的时

代潮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52

BIM技术在绿色示范工程项目

中的管理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旭春 38B2190122

李彤

/38B2190110

,薛凯泽

/38B2190118

,王春雅

/38B1190216

,张云飞

/38B3190140

,王珀姸

/31B4180231

杨锦 讲师 0810

BIM技术具有可视化、协调性、模拟性、优化性和可出图性

五大特点。因为BIM技术在实际应用上的方便，所以近几年

来BIM等级技能证书成为了行业热门话题，BIM工作室的成

立，正式为了解决工程专业的学生缺乏BIM应用技能这一问

题；该创业项目的训练，操作实际案例，使学生学以致

用，增强他们的必要技能，增强学生学习专业技能的兴趣

和动力，增强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动手能力。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53

陕西安康瀛湖生态旅游项目营

销策划与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文辉 33B3180311

于冬秀

/33B3180343

,

白底强

/33B3180301

,

赵娜

/35Z4180133

,

吴雨晴

李亚子 副教授 1202

本项目皆在为陕西安康瀛湖生态旅游区做线上和线下的营

销策划与推广方案，树立循环发展理念，以生态保护为基

础，做大瀛湖生态旅游区为目标，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开

发、统一建设、统一宣传的要求，积极打造生态环境优美

、旅游产业聚集、田园新城引领、统筹城乡示范“四位一

体”的生态旅游示范区，全力培育安康生态旅游新的增长

点，提升陕西安康瀛湖生态旅游区品牌知名度，吸引更多

旅客观光，推动安康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54
一种毁髓针的改良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沙 37B1180833

张南

/37B1190335

,

蔡思璐

/37B1190403

,

胡远婷

37B1190303

孟婷婷 讲师 1011

生理学实验中常用蛙的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来观察神经肌

肉的兴奋性，制备具有正常兴奋收缩功能的蛙类坐骨神经

腓肠肌标本。第一步是需要对蛙类进行毁脑和脊髓，简称

“双毁髓”在此操作中，学生需要两次刺入枕骨大孔，一

来第二次寻找枕骨大孔难度大，二来费时间，操作存在些

许不便，针对此问题，我们计划设计一种可活动的两头毁

髓针，一次刺入枕骨大孔，完成“双毁髓”操作。减少毁

髓时间和降低寻找枕骨大孔的难度。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56S

基于大数据下招聘经纪一站式

服务-陕西贝壳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

创业实践项目 否 李红雨 32B1180414

冯峰峰

/33B3170305

,齐佳

/39B1180814

吴军政 副教授 1202

贝壳青年专注于招聘服务的智能网络平台，致力创建健康 

诚信的招聘就业供求生态。推动用人单位、劳务经纪、劳

动者三方共 赢。同时，贝壳青年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分

析、区块链等先进技术， 对招聘信息与劳动者信息进行数

据标签和精准匹配。目前重点围绕企业的实习生、在校大

学生，社会人士提供就业、招聘服务。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57

校园快递外包装智能回收箱的

开发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浩 34B5170220

许石凯

/34B5170223

,何勇

/34B5170208

,李薇

/34B5170112

李静 讲师 0809

  该项目是设计一款快递垃圾智能回收箱，其目的是为了

解决校园快递垃圾的问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推广价值

。项目需解决的问题：首先，需要设计一种便捷、安全的

用户登录方式；第二，实现对投入物品进行准确扫描并进

行种类判断；第三，根据物品种类，对投入的物品实现精

准称重或准确计数；第四，实现积分兑换礼品的过程。所

涉及到的技术都已相当成熟，项目的实施可以加强对所学

知识的巩固和理解，并进一步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



2020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S202011400

058

一种基于AI的中央空调智能调

温无线控制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雨洁 34B3180333

周丹

/34B3180342

,任转转

/34B3180323

，冯佳倩

/34B3180305

张伟

教务中

心副主

任，副

教授

0809

我们的项目是一套替代传统中央空调盘管风机控制器，适

用于住宅、写字楼、酒店、会议室、博物馆等场所，实现

人工智能自主决策完成中央空调的开机/关机电源控制、制

冷/制热温度控制等功能，达到节能环保、体感舒适的空调

使用新体验，同时也为楼宇物业或产权方提供更加便捷、

智能的集中监控平台，提高经营效益。控制器通过Wifi网

络连接到云服务器后，基于TensorFlow平台与Angular框

架打造的智能分析决策系统，通过采集用户使用习惯、当

地天气环境数据等信息，智能决策并下达执行中央空调控

制指令，以此实现空气调节与环境融合的最佳搭配，平衡

舒适、健康与节能，同时通过实时更新的WEB界面，方便查

询中央空调运行状态，更能自主设定不同场景模式满足不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01

精准扶贫背景下川农“毛毛菜

”进城的互联网运营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蔓 19111010508

蒲峻

/1911101173

4,叶雨婷

/1911101050

3,吴园琳

/1911101141

3,刘子淇

/1911101060

4

王颖慧 副教授 1202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四川捐赠武汉三吨折耳根但很

多人却不了解像折耳根这样的“毛毛菜”，受此启发，本

项目意在让这些有营养的地方特色“毛毛菜”走出大山，

走向全国，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并且能吃到“毛毛菜”，从

而实现本地贫困农民增收，摆脱贫困的目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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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AR技术在乡土文

化传播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任思源 18111060120

李姣姣

/1961106062

8,周巧雨

/1961106060

5,王廷威

/1961106064

1,吴洁

/1961106062

王淙 教授 0809

利用AR增强现实技术，打破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所固有

的传承状态，使乡土文化的发展紧跟城市化进程与科技进

步的步伐，防止乡土文化共享空间的衰退，使更多的人真

真切切了解到乡土文化的形式、内容和精神内涵。利用AR

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通过对乡土文化资源中适于现

代消费需求的部分进行开发，促进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

转化，以实现乡土文化的有效传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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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X
关中戏剧——大手拉小手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欣雨 18111070307

王彬楠

/1811107013

3,王浩宇

/1811107014

0,史明希

/1811107023

7,冯芒

/1811107023

9,张荣艳

/1811107030

杨美霞 讲师 1303

该项目名“关中戏剧——大手拉小手”公益创业项目，是

通过借助社会、企业等资源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空巢老

人群体进行精神和物质双重帮助。我们将戏剧艺术融入在

这个项目的每一个细节中，在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务工

人员子女和空巢老人们的同时，可以使他们的灵魂升华，

这样不仅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空巢老人们进行了实质性

的帮助，而且还让他们有了足够的精神慰藉和心理寄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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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艺之染工作社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郝磊 18411050111

马佳宣

/1841105011

2,张溢宸

/1841105022

4,成欣怡

/1841105012

1,卜琳娜

/1841105012

文珠蓉 讲师 0816

简艺之染主要是在扎染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和创作，运用所

学专业来进行设计，将传统的扎染风格加以艺术的设计达

到现代的审美。项目主要意在将不为人们所熟知的扎染通

过艺术创作的手段和图形的表达能力来将扎染富有更具吸

引力丶更具表现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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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一梦”汉服配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陈雨蒙 17411020136

司纪春

/1841111060

1,李冰

/1851103010

3

张恒 副教授 0304

随着汉服逐渐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市场上对相应配

饰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我们看中了汉服配饰所蕴含的商

机，决定成立一个汉服配饰工作室主要经营各种类型汉服

配饰的设计、制作和销售。主要包括：发簪、发带、手镯

、禁步、腰带、扇坠、荷包等等。产品涵盖范围广阔，为

顾客提供一站式汉服配饰搭配，和个性化定制服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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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撒把”彝族刺绣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金宏婕 18311050138

滕雅婷

/1831105012

6,高婧婧

/1831105020

7,谭璐洁

/1931101011

5,郑艾旸

/1931101012

马永辉 讲师 0304

本项目旨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特色，把优秀的少数民族的

民族传统与民间艺术发扬光大。我们自己有实体店铺，成

员里还有一个彝族成员，我们将致力于把云南的传统民间

艺术品与当今的时尚元素相巧妙结合，在一带一路的政策

下，销售以彝绣为主要特色的，各种带有浓厚的云南民族

文化底蕴的服饰和家居生活用品及工艺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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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红色文化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泽勃 17111030136

杨沐璇

/1711108011

2

邹俊秀 副教授 0304

我们团队开展“铭记红色文化精神”的创新创业项⽬独具

特色。作为当代大学生， 我们必须契合国家发展战略条

件，响应国家“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建设主题，从而推

广并保护我国红色文化。这次坚持“防止贫困反弹”项目

会为我国实现富强计划，新添一笔。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国人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断提升。近几年来，红色

文化的传承备受国民关注。而随着“互联网+”兴起于发

展，许多不为人知的红色文化走进人们的视野，⽤细致潮

流的视角发现其承载红色文化精神独特之处，将其红色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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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E站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疆维 19511090330

潘有米

/1951109033

9,张帆

/1811109112

李杰,

苏云鹤
副教授 0809

将互联网与居家养老结合，利用信息化手段、互联网和物

联网技术，研发面向居家老人、社区的物联网系统与信息

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实时、快捷、高效、低成本的物

联化、互联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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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移动初诊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林怡 18111060202

黄思思

/1011106021

9,秦欣怡

/1811106021

3,骆潇

/1811106021

2,赵曼

/1811106020

马青 副教授 0809

线上医疗可以为我们解决看病难的问题，缩短医生与病人

之间的距离，并且保护患者的隐私。我们的平台核心是医

疗公司，使用者可以通过网站、客服了解到合作医院的具

体情况。病人可在译健康小程序上线上挂号，线上咨询，

这样不仅可以帮助病人减少时间的浪费问题，还可以降低

医疗成本；一些特征十分明显的小病不必去医院占用资

源；医疗数据结构化，及基于大数据的模型能够帮助我们

更好的理解疾病，寻找更好疗法去帮助病人摆脱疾病困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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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行定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魏兰馨 18411020135

代雨欣

/1841102012

2,舒清荷

/1841102011

8

庞钊珺
高级经

济师
1209

本项目是致力于为自由行用户提供量身打造的旅行路线，

依托数字网络平台从线上定制到线下线路线全程为用户提

供个性化服务。前期会利用收集到的用户数据分析打造一

个便捷高效的平台，着重将现有自由行APP及其他平台的劣

势转换为我们平台的优势。通过与较强相关产业平台联合

先提高自身平台知名度积攒用户量增强竞争力，达到互赢

。后期则会专注于平台发展打造品牌形象，增强自身影响

力，主动寻求跨界合作，努力实现跨界融合的产业联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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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分类app”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海燕 19511030210

叶全坤

19511030119

/雷毅博

19511030104

/韩天

19511030105

/华石雨

19511030203

马双

双,纪

娜

讲师,

实习研

究员

0809

垃圾分类是我国落实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很

多垃圾都是一种错放的资源，处理方式不科学，会造成浪

费和污染，为此我们需要联动公民和国家一起将垃圾合理

利用起来，垃圾“智分类app”就是这样一个平台。一方

面，它将引导公民如何正确投放生活垃圾；另一方面，国

家工作人员亦可通过“智分类app”实时了解垃圾分类情

况，与后台管理平台无缝对接，以便安排在合适的时间进

行回收，并通过后台反馈，了解各个地区居民产生的垃圾

情况，进行投放点的增减，实现科学合理分配公共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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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S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连雨璐 19111040107

史庆娜

/1911104013

0,杨晓慧  

/1911104011

8,仇思丹  

/1911104050

赵铮 副教授 0401

“SHS计划”依托于微信，致力于加强学习者之间的联系，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让世界看到中国风采，以及学习方便

化、简洁化处理。帮助偏远山区以及留守儿童学习外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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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北麓地区农村自建房屋造

价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贠俊杰 19311050129

轩泽豪

/1931102010

2,张石瑜

/1931105014

0

李丽 讲师 1201

通过对秦岭北麓地区农村自建房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现阶

段该地区自建房造价构成，确定自建房造价构成的主要要

素，利用工程造价专业知识对造价构成主要素的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处理，提出一定该地区自建房造价控制和管理的

合理化建议，为后期如何提供满足该地区自建房的工程造

价需求的实施条件提供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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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2012714

014X
水生态云养殖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王冠华 17311050122

王冠华

/1731105012

1,胡勇

/1731105011

6,田强中

/1731105011

9,潘洪道

19311010107

辛中

琦,马

永辉

讲师,

讲师
0906

目前国内的传统种植业，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环境破坏，

土地稀缺，水土流失，以及产量低下等，这些问题不仅仅

制约着种植业的发展，更让种植的环境越来越恶劣。同时

更加无规律无休止的利用土地使得土地的经济价值被无限

压榨！农药化肥的使用更是让传统农业步入一个越来越狭

窄的未来。其次受自然灾害影响，传统种植业本来一年一

收或者一年两收的产能同样大幅度减少，传统种植的改革

势在必行！我们的项目是无土栽培蔬菜，从而解决了传统

种植业存在的问题，我们用PVC管种植蔬菜，即绿色又环

保，成本低，口味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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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之梦工作室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扬 19411010106

赵正豪

/1941101010

7

王敏静 讲师 1304

短视频可以说是互联网最火的一阵风，很多人已经通过短

视频来赚钱了，但是大多数还是把短视频当做消遣娱乐，

并没有看到这里面的商机。本项目以戏剧影视文学的专业

知识为核心，围绕短视频的制作发展展开，拥有专业的设

备与强大的实践能力。做视频与写文章不同，需要一点门

槛，很多人想做短视频，但是听说还需要文案、拍摄、剪

辑和配音等工作，就退缩了。正因为如此，短视频制作对

我们这个专业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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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童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涛涛 18111091135

谢春艳  

/1811109111

3,唐玉婷  

/1811109112

8,陈小莲     

/1811109114

0

杨宁 副教授 0401

“书•童”是一个集传统的线下实体店和互联网技术研发线

上App相结合,以阅读、休闲、益智、教育一体化的场所，

致力于0-12岁儿童图书，育儿书等。利用线上APP软件同

步进行，为阅读者搭建阅读推广平台,同时本项目也倡导亲

子阅读等系列活动。项目组将不定期开展“读书季”、展

示小舞台和公益讲座、旧书换新书等线下活动，“双线”

同步进行推广，与消费者切实互动。旨在让您的孩子喜欢

阅读并爱上阅读，养成良好地阅读习惯，提升态度、能力

、知识、技能等方面的能力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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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摄影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李婷 18111040410

姚伊婷

/1811104041

7,谢依莎

/1911101090

7

何运华 讲师 1304

每个人都渴望用照片记录下自己最美的瞬间，可惜我们身

边总有一群不会拍照的朋友。为了让每个人留下的属于青

春的回忆更加美好，让身边更多的同学可以拍到让自己满

意的照片，我们决定成立一个校园约拍类型的摄影工作室

。我们不仅接受个人约拍接单，更接受毕业照、团建与聚

会时拍照、证件照！我们以实惠的价格与高大上的拍照技

术，想要打开校园街拍类型项目的新天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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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快乐牵手，走出抑郁——大

学生抑郁症调查与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紫微 19111040330

包勇斌

/1911104033

1,郑钰皎

/1911104032

6,苟佳怡

/1911104032

3,徐文婷

/1911104030

郭小华 副教授 0711

抑郁症在大学生群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据调查显示

85％的大学生有抑郁倾向，其中严重抑郁占14.7％。每年

因抑郁症自杀的案件占总自杀人数的80％，并且大学生对

于抑郁症的了解严重不足，低于世界平均的55.65％，其

中接受干预和治疗的仅10％。所以，对大学生抑郁症的防

控与改善已刻不容缓，我们希望通过关爱广大抑郁症患

者，积极与抑郁症患者进行沟通，让患有抑郁症的大学生

能够敞开心扉，与快乐牵手，走出抑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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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留优爱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陈小芳 18111091036

胡海雯

/1711109093

9,徐璎渲

/191110903,

王惠萱

/1811109010

7

杨宁 副教授 1204

该项目是一个名为“留有爱”的小程序，顾名思义：“留

守儿童得到爱且给予爱”，以关爱留守儿童、培养优秀留

守儿童、解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帮助家长更好地培

养优秀的留守儿童的一个小程序。

通过外出务工家长和监护人观察儿童言谈止止或在其教育

过程中出现的心理问题，根据这些问题的提交会有专家在

此小程序上及做出相的的解答；同时开设在线家长小课

堂，与家长线上沟通在教育留守儿童时出现的问题，并探

讨应该怎样避免这些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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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2012714

020
SGC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邓李娜 18111060217

王珂

/1811106022

0,

武映宏

/1811106022

3,

俞美

/1961106063

5,

王怡君

/1961106063

杨妍 讲师 0825

此项目研究智能技术到垃圾分类，减轻垃圾站环卫工人工

作量，改善环卫工人工作环境；减少不必要垃圾污染、堆

积或垃圾间产生二次危害；改善小区和居民居住环境，用

新的垃圾回收设备代替老式的设备，改善市容市貌。项目

旨在让更多人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增加协作能力减少环境

污染、焚烧垃圾所带来空气污染等一系列污染问题；节省

土地资源；提高再生资源利用率和民众价值观念。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21X
宠爱——为爱助力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画仪 19111040418

19111010117

,郑鑫楠

/1911104013

2,王楚桐

/1911101103

4,谢璠

/1911101093

6,袁浩育

梅洁,

杨春娟

助教,

讲师
0902

救助流浪动物，给流浪动物一个家。当今社会，越来越多

的猫和狗被抛弃，许多动物流浪街头，要么染上疾病，要

么被陌生人虐待。曾经温暖可爱的宠物如今成了人人躲避

的病毒携带体，而这种现象的产生跟我们密切相关。通过

宠爱活动，我们会将筹集的资金给当地宠物店，从而收养

更多的流浪动物让它们有一个温暖的家，重新体会到人世

间的美好。关于资金流动我们也会及时跟踪，让参与者知

情。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22
Yi物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苏子尧 19111040112

陆子玉

/1911104010

4,刘钰泓

/1911104020

9,王朝世麒

/1911104021

4,黄金阁

/1741101031

4

梅洁,

陈晓楠
助教,讲师1202

Yi物是面向西安翻译学院毕业生出售自己闲置物品的一个

平台，内容面向在校生和毕业生。即解决了毕业生物品难

以带走的困难，又解决了学弟学妹们对物美价廉物品的需

求。我们以微信小程序作为载体，依托校园的场地和硬件

作为线上牵线，线下取货的方式，也可以灵活的采取快递

等方式进行交付。发展成熟之后主要的盈利方式来源于每

一单抽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以及有稳定的流量之后的推广

合作费用。目前团队有五名人员，准备将Yi物平台先在西

安翻译学院内发展壮大，成熟后逐步推向市场。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23
ETO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潇航 18411110220

王聪

/1741101032

0,李嘉玥

/1761106012

6,常子林

/1841111011

0,张泽宇

/1803030327

王珍高级经济师,讲师0807

ETO旨在利用5G及AR技术，依托目前各种智能穿戴和智能

家居等设备简化传统设计软件应用，实现智能实景化设

计，真正实现设计与生活相交融。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24
医带医路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黄思思 18111060219

丁思渝

/1961106024

0,邱子烨

/1961106010

6,刘宇

/1961106023

9,杨海龙

/1961106023

曾晓慧 讲师 1005

本项目主要是有关中医药运行方面，通过建立的平台和手

机APP让消费者在平台购买养生用品，分享中药养生和小用

品的使用，主要以中医药馆，中医养生按摩推拿店商家入

驻平台，平台提供快捷预约。使得人们对于中医药有更深

的认识和了解，传承中医药和更多的健康生活理念。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25
“法语文化”公众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海辰 19111030210

郭哲宁

/1911103022

0,吴昕格

/1911103020

7,冯少康

/1911103020

宁文莉 讲师 0502

通过以自媒体的形式，向读者介绍与分享关于法国的文化

、历史、美食、电影、音乐等方面，从而使读者感受到异

国的风土人情。在此公众号中，除了介绍法国文化以外，

我们也会结合所学专业知识，向读者介绍有关法语学习的

小窍门与技巧。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26
青少年普通话普及教育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董鑫 18411020327

武恺

/1941102040

6,张龙/ 

19613070202

,王鑫/ 

19511010109

,杨永强

/1911102012

王珍高级经济师,讲师0501

青少年普通话普及是一个专门服务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青

少年缺乏学习普通话的公益性项目。我们将会利用现有资

源整理出符合经济欠发达地区青少年适应的学习资料。项

目的实施阶段将会通过学校方面、家长方面以及中小学生

自身方面进行普及让中小学生树立正确弘扬和继承优秀传

统文化的观点，争取做一名讲好普通话、推广普通话的合

格人才。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27

楚囊照金--陕西照金红色文化

网站与微信公众号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卫辰浩 18311070120

蔺明超

/1831107011

4,张家豪

/1831107011

6,李少宇

/1861307021

7,贺媛

/1931111010

王振

辉,刘

淑婷

副教

授,讲

师

1209

此项目为陕西·铜川·照金 红色文化旅游以及农副产品信

息宣传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平台,向消费者提供照金文化的

介绍与宣传,构建传播红色文化和传承红色基因的宣传载体

。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28X
校园打印店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倪星云 18111020133

仙紫斻

/1811102013

8,王冠华

/1731105012

1,贾予森

/1811102020

7,马柯

/1811102020

娄敏 助教 0817

校园一直是众多商家的必争之地,各大公司对大学市场垂涎

已久。我认为如果将互联网与复印打印相结合，可以大大

的减少这些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可以借助网络进行预约打

印、复印，进行预约配送，可以提高效率的充分利用。而

与此同时，要打开校园的市场，宣传工作一定不能少，在

复印的同时，可以将印有商家广告的复印纸为在校学生进

行免费复印，每人限复印十张。可以以此来服务学生，并

且为商家营造一个正规的校园营销环境。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29

秦岭北麓翠华山风景名胜区建

筑废弃物资源化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鹏 17311040105

张硕

/1731104010

4,李辰寅

/1731104010

7,惠薪铖

/1731104010

8,李妍

/1731102011

05

董玉

萍,勾

大有

讲师,

助理工

程师

0701

随着西安市政府出台了垃圾分类的相关政策，垃圾回收再

利用问题得到了相应的解决，但建筑方面的垃圾回收问题

仍然不容乐观，基于此，为解决偏远地区，特别是地理偏

僻的风景名胜区建筑垃圾如何减量化、资源化，本课题尝

试研究秦岭北麓翠华山风景名胜区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减

量化模型，从而使其实际体系逐步完善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30

关于各大快餐店的酱包处理问

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乐冉 19111011434

钱文清

/1911101170

7,方至美

/1911101030

8,许嘉祎

/1911101040

4,杨琴

/1911101151

王颖慧 副教授 0827

本项目以各大快餐店酱包为研究，以建设绿色家园、倡导

环保行为为内容，进一步减少环境危害的问题，不让塑料

酱包无形中加剧环境的压力，以便引导人树立生态保护意

识，共同参与到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地球的行动中来

。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31

家乡西藏“藏红花”新媒体营

销电商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次仁曲宗 18511010135

孟谦

/1851101011

4,赵信汝

/1851101011

9

许素

青,杨

蓉

副教

授,实

习研究

员

1202

“藏红花”在中药和保健品市场有很高的知名度，西藏“

藏红花”生长在高原特殊环境下，生物活性强，其有效成

份高于伊朗等其他地区所产的西红花。“藏红花”的售价

最高达每克350元，被誉为“红色之金”。我的家乡西藏自

治区山南市洛扎县生格乡是“藏红花”的主产地之一，目

前主要是农户自产自销，产品销售不畅，售价不高。因

此，需要对家乡藏红花销售进行系统性的营销规划，搭建

电商平台并通过新媒体营销使其尽快畅销起来使农户增收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32X
云约舞 线上教育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王子琪 19611061021

张孜彤

/1961106101

0

李丛 讲师 0401

云约舞线上教育通过建立移动终端（主要为智能手机）上

的C2C平台，使我们的云课堂直接为用户所学习。我们的课

程部分免费向用户开放，以舞抗疫，以提供部分教育资源

支持我们的国家。在做公益的同时进行企业的发展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33X

周至县“子满园“电商销售平

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边文青 19511010217

闻佳莉

/1951101014

7；王旭澳

/1951101020

4；梁星宇

/1951101021

4

李娜 副教授 1202

周至县坐落于秦岭山脉北麓，温带季风气候正有利于李子

的成长，因此李子个大、味甜。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但

是近年来李子的价格逐渐下降？是因为早期竞争力少，市

场的需求量大，故效益较好。于是大家竞相模仿，造成供

大于求，李子价格开始下降。同时，中间商低买高卖也使

李子的价格降低。为响应国家的“扶贫”号召，我们以此

为基础开展的李子电商项目，利用新媒体、互联网等方

法，为果农找到李子销售新渠道新方法。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34X
西安科玩数码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余祥迈硕 18615010108

卢美君

/1861501011

5,周雅青

/1811101050

8,张旭

/1861403010

6

马祯,

吴乐毅

副教

授,实

习研究

员

1202

在西安市的长安大学城附近租一间店铺，主要经营手机、

电脑、耳机等电子产品和数码配件。通过在互联网平台

如：微博、抖音、快手等，宣传店铺吸引消费者前来线下

体验购买或者网上发货。后期发展线下代理和扶持新媒体

人。我们科玩数码工作室的服务宗旨：“通过提供专业化

、便捷化、个性化、时尚化的全新服务，以方便快捷为导

向，以顾客满意为目标，努力满足顾客需求，通过各种赢

利模式获得利润，并创造消费体验的知名品牌。”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35X
红色三槐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姜子轩 18311070201

郭一丁

/1831107013

0,杨璇

/1831101010

9,张漫瑞

/1831101020

2,贾晨

/1831101011

0

马永辉 讲师 1208

山阳县三槐村拥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红色旅游资源。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国家贫困县和知名度不高问题，导致

三槐村的旅游业落后。在国企第一书记吕书记的带领下，

我们团队将结合国家扶贫政策和去三槐村实地考察帮助三

槐村脱贫，在刚接触三槐村的时候，我们团队是想结合红

色文化来设计旅游线路，但是在我们后面的实地考察参观

后认为一个村子的脱贫发展是不能只靠一个产业来脱贫

的，而是由旅游带动其他产业一起发展，于是提出了“旅

游+蜂蜜+民宿”的“三槐模式”。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36

基于WiFi控制的智能云家居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雨鑫 18311030102

郑碧蓉

/1831103010

6,贺雨田

/1831103010

1,谭璐洁

/1931101011

5,郑艾旸

/1931101012

尤国强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可以将各种家电的控制方式升级，集各种控制于一

个基于WiFi控制的手机智能云平台上，将与家庭生活有关

的各种电器应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只需要一部随身携带

的手机或平板，通过在清晰的屏幕上“指指戳戳”就能方

便的用智能云模式控制家中的一切电子设备，让家庭生活

更舒适、安全、有效和节能，为人们带来更便捷的生活。

这种智能控制方式也必然推动智能家居系统进一步被大众

接受，具有很广阔的实用前景。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37

火山灰水泥土抗侵蚀室内实验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国尧 18311050115

康张伟

/1831105018

,陈春伶

/1831105011

2,邓泳洋

/1831105014

,钟俊明

/1831105011

张新新 讲师 0804

通过对火山灰水泥土抗侵蚀的实验研究，测定不同等级的

火山灰水泥及其不同掺量在不同腐蚀性介质下的强度。以

此来确定火山灰水泥的具体使用环境，以及在特殊环境中

（湖水、海水、工业污水等）的使用年限。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38
“云豆丁”校园物品集散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道国 18111050130

姚玲燕

/1861102012

4

马贝 讲师 1208

本项目旨在以校园为切入点，通过搭建网络平台并结合线

下实体的运营方式，汇集、整合大学校园学生所需物品。

调整手机微商刷屏及诸多二手物品回收、二次倒卖的情况

从而解决了了解物品信息及物品来源渠道不清晰、零碎化

的现象。在实施物品交易的过程中平台保障买家、买家双

方合理权益，为双方的交易提供制度保障。本项目在注重

盈利性的同时也注重于公益性的贡献。注重所得部分资金

转化为实物实际帮助到需要帮助的贫困儿童中去。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39

贵州“民宿+旅游+文创”文旅

产业新样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吴超 18411020628

阿甜甜

/1841102020

7,肖桢

/1941102073

8,朱雨藤

/1941102080

6,杨天美

/1941102070

9

陈莉,

张毅

讲师,

副教授
1202

文旅产业已被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国文旅建设迎来

新世纪的“黄金发展期”。本项目通过调查分析贵州民宿

、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探索民宿、旅游业全方位、

多层次的服务模式，开发具有贵州特色的文创产品，创新

民宿运营的商业模式，将民宿、旅游、文创产业融合一

体，从而打造出贵州“民宿+旅游+文创”文旅产业新样态

。

项目希望以商业的行事逻辑、文化创业的发展方式、回馈

社会的价值取向，守护本地传统，带动区域经济向美好商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40

汉字书写对中学生自信养成的

影响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婷婷 18111010206

杨亦周

/1811101011

6,陈茜

/1841103010

郑军 讲师 0501 通过开展调研统计书法在各自当地家乡中小学生的普及和

影响进一步增强学生们的自信心，改善他们的书法状况。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41
室内健身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健新 18111020117

陈蕴东

/1811102013

0,

杨敏

/1811102011

5,

高国慧

/1811102011

2

魏海燕 副教授 0402

“室内健身房”项目旨在提高大学生的身体素质的同时，

提高学生免疫力，缓解精神压力，使得内外在即使在非常

时期都能够健康发展。尤其在疫情特殊时期，能够更好的

发挥我们的优势，室内健身房不会受特殊时期和天气的影

响，具有长效性、稳定性。该项目的目的与意义符合当下

环境并且实施条件与方案一应俱全。健身房器械种类多，

项目齐全，可以有多种健身方式，并且会给顾客定制健身

方案来满足运动需求。室内健身房也是很好社交的场所，

在轻松的锻炼中可以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此来创造活

力无限的校园氛围，这一点也积极的响应了政府的体育兴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42X
TK1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赵吉鹏 18411110302

任晓彤

/1841109020

5,吴秋豪

/1841109021

4,李乐乐

/1961402042

0,王晓华

/1941111051

查博,

贾美红

经济

师,研

究实习

员

1304

TK1摄影艺术工作室主要负责校园内的个人艺术写真，针对

校园网红或者同学进行个人私密的艺术写真或拍摄，也包

括一些关于个人喜好而定做的私人影集和班级毕业照。影

视后期方面包括视频剪辑、音乐合成、视频模板制作同时

还提供私人MV拍摄、学生教学网课制作。图标设计和文案

排版方面主要是关于Logo制作和定制和一些模板的制作。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43
Travel For You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煜丹 18511090101

黄家祥

/1751101012

7,刘一霆

/1851109021

8,杨珍珍

/1851109012

1,李伟科

/1751101021

黄春丽 副教授 1208

本项目力图打造一个针对爱好旅游的客户提供私人定制旅

游服务的特色鲜明的网络服务平台。业务范围包括：“私

人订制”旅游一条龙服务，特殊人群（如残障人士）AR模

拟旅游服务、助力扶贫旅游路线服务，空巢老人周边游。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44
译点点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显秋 17511090311

丁伟杰

/1751109030

1,朱聪

/1751109032

4,李翠

/1751109031

2

张卓,

马艳红

政工

师,助

理政工

师

1208

   本项目名为“译点点”，其力图打造一个为广大校园师

生提供全方位服务网上服务平台。以简便服务生活为主，

后期将各种校园服务项目（比如，医务室挂号，图书馆预

约座位，食堂预约位置，心理咨询，预约取快递，空教室

查询等）进行完善，力图做一个以校园服务为主要特色的

小程序。“译点点”可以做到让供求者（商家）与需求者

（客户）实现线上、线下的经验分享与交流，同时为他们

提供现时所需资料。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45X
译易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若舟 16111050102

娄淞阁

/1711105012

6

,张智博

/1711103012

白莹 讲师 0809

以“提倡节俭，变废为宝和促进现代大学生之间的交流”

为核心理念，以满足现代大学生们之间相互交流，将同学

们的二手物品变废为宝再次实现其货币价值。为有需要的

同学提供优质廉价的二手商品和服务。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46
富平琼锅糖营销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欣蕊 18311010127

张漫瑞

/1831101020

2,池旭东

/1831101020

5,赵延

/1831101012

1

张春

华,陈

超奇

工程

师,讲

师

1202

富平琼锅糖起源于明清时期，这种民间传统制糖手工艺流

传至今。我们团队将致力于运用电子商务将琼锅糖推广流

传下去。传统的琼锅糖营销只在实体店进行，我们团队将

展开线上+线下模式进行销售，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

了许多便利条件，我们可以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我们

的糖品来源于民间手工作坊，可以通过了解顾客的需求制

作出不同形状的糖，支持各种定制。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47X
 ppt制作智能软件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施辰子 18411070117

夏朋

/1841107020

9,赵峰

/1841105020

4,沈晓雨

/1841107021

3,曹秀秀

/1841109112

5,邓琪文

/1861502010

左明刚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主要为开发一款实用型办公软件APP，这个软件可简

单轻松制作PPT，主要针对各个行业需要PPT演示文稿的人

群，此软件将会节省大量的人工成本和节约大量的时间，

不需要自己再花费时间学习和制作，并且有部分人还会去

找代做，这也可以使他们省下不少资金，毕竟现在代做ppt

价格还是比较高昂的。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48
泛海数字化古文献查询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包焌洁 18411020727

马卫澳

/1841102011

3,张浩楠

18411020130

姚皎娣 讲师 0501

本项目以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课为基础，围绕相关古代文

献书籍展开，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作、传播和服务，具备

上手便捷、科普传播、互动融合等特点，为该专业学子及

国学爱好者提供学习查阅的辅助功能。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49X
禧沃文化传媒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周天辰 18411050105

许冉

/1841111020

2,杨逸帆 

/1841108010

6 ,张玮瑱

/1841105011

3 ,刘晓晴

/1941111072

赵爱红
助理政

工师
0503

2018年11月，禧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正式创立，其前身为

禧谷汉唐影视工作室，我担任禧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兼项目经理。込一年里在公司董事长及公司下属的全

力支持下,各项工作幵展顺利。经过公司全体成员的共同努

カ,我们在公司管理、投标揽承、项目管理、文化建没、稳

定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公司综合实力不断增

强，社会信誉稳步提高。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50

后疫情时期翠华山乡村休闲康

养旅游保护与开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雅雯 19615070129

张杰

/1961507010

9

周伟伟 

,杨蓉
讲师 1209

后疫情时代时期人们将会更加注重自身免疫力的提升和身

体素质的提高，因而必然引起大家对健康及康养产业的关

注。乡村休闲康养是未来中国旅游的主导方向。翠华山此

区域空气良好，气候温和，光热条件好，交通条件优越，

同时在“美丽乡村”建设战略下翠华山附近村镇环境优

美，干净整洁，具备了发展康养旅游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

势。在“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背景下，分

析翠华山景区康养旅游保护和发展现状，为下一步推进翠

华山景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

2020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S202012714

051X
Sunshine儿童体适能运动馆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曹国华 19111090112

姜娅妮

/1911109011

9

杨亚博 讲师 0402

积极响应青少年体质教育发展的五年计划，结合自身专业

知识成立Sunshine幼儿体适能运动馆，注重儿童体育运动

能力发展，在这个运动馆里，儿童能够深入了解各项运动

项目及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和身体锻炼过程中所使用到的

运动用品的使用方法，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同时家长可

以与儿童共同运动，从而促进亲子关系良性发展，达到家

园共育的目的。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01
共享护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旭 190306010203

杨丁丁

/1903060101

60，刘辉

/1703061404

35，王栋垣

/1903060101

23，李智超

/1903060100

66

宋奇颖 助教 1011

应我国国家政策支持，历经新型冠状病毒影响，随着我国

科技不断发展，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人民对于生活

质量也都有了较高的需求。养生保健护理可以让人们减少

疾病，得到躯体上及心理上的健康，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保持情绪稳定与心情愉悦。本项目将为城市人群提供上门

护士申请平台，与各大医院联合将患者与护士建立更为直

接的服务流程，满足患者在家护理需求，提供便捷和专业

的护理服务。

√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02

西安石开研学旅行社研学大数

据平台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佳琪 170104110113

谢琼

/1701041101

24,樊嘉钰

17010411010

7

石婷婷 讲师 1209

“寓教于乐”是根本，学校的研学旅游活动以教育为本。

在家长为孩子研学旅行投资时，也存在这多多少少的隐

患，他们不愿意孩子像一般旅行社的游客一样，而是受到

更有利于学生成长学习的教育，而研学旅行既能满足学生

的需要，也具有广泛家长的民意基础。这就是“石开研学

旅行社模拟运行”项目的实施目的。针对市场研学旅游的

发展现状，进行市场调研及市场分析，确定目标市场，根

据目标市场的消费习惯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等。运用先进设

备及专业人员构建西安市研学旅行的大数据，以大数据平

台为基础发展研学旅行。

√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03
高考志愿填报引导模型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帅帅 180123440101

袁炜

/1801234401

25,李金周

/1801234401

31,马龙龙

/1801234401

53,孙文研

/1801234401

50

陈宁

宁，王

蓉

讲师,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基于各种维度（分数、全国排名、历年高校招生信

息、高校专业排名等）的高校招生信息分析，建立高校招

生信息的分析模型，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未来短期内各高

校对于各专业的招生人数进行预测，进而基于hadoop大数

据框架实现社会人才需求动态监控系统的建模与设计，结

合考生的个人信息为考生填报志愿时提供最佳志愿填报方

案。

√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04
盲人电子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靖婧 190304090135

冶秀平

/1903040901

27,郑佳超/王

昱琰

19030409010

3

徐玉妃 工程师 0803

随着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与不断发展，精神文明

也在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健全。盲人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需求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理应得

到我们更多的关注。现在的电子书虽有很多，但在操作上

却给盲人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他们没有办法便捷的进行阅

读。然而专门的一款盲人电子书，可以让这群特殊的群体

随时随地进行阅读与学习。

√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05

基于AR成像技术实现偏远地区

居民实时远程会诊的设备系统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月 180123440124

黄耀威

/1801234401

08,冯志诚

/1801234401

38,杨智超

/1801234401

07,宋佳忆

/1801234401

14

陈宁

宁,王

蓉

讲师,

副教授
1010

AR是一种通过实时计算影像位置及角度，生成相应虚拟场

景的技术，在医疗领域方面AR技术的成像技术获得了广泛

的应用。本项目是利用一款含有增强现实（AR）的3D成像

扫描摄像头仪器来帮助交通不发达地区的居民与医院实现

远程会诊，用户通过控制仪器上面的按钮进行摄像头的移

动来获取用户需要采集的图片或者视频信息，摄像头将采

集到的信息转化成高解析3D影像并传输给医院的远程终端

上并成像，医生根据3D影像实时给出就医意见。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07
Strong全民健身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燕妮 180104190109

喻沙

/1801041301

36,张永娇

/1801041301

39,郑鹤爽

18010413014

1,赵博

16010413005

舒忠 副教授

讲师
1202

目前市场上已有的健身平台无法全面满足全民健身的大众

化需求，此项目将会把已经成型的平台优点汇聚成为我们

的基础，把他们存在的不足或缺陷改进成为我们的亮点，

通过我们“Strong全民健身”智能APP项目的不断创新，

以此吸引更多人加入健身运动的队伍中，每天健身一小

时，快乐生活一辈子。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08

基于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智

慧旅游资源的规划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喻沙 180104130136

雷燕妮

/1801041301

09,张永娇

/1801041301

39,郑鹤爽

/1801041301

41,赵博

/1601041300

50

舒忠

魏燕娜

副教授

讲师
1202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可是快速的生活节奏和巨

大的工作，让如今的城市里的人越来越想逃离城市去淳朴

安逸的乡村度假休憩，乡村旅游在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一度相当火爆。首先乡村旅游从业者自身就要摆脱原始

的发展模式，继续接触学习新技术和新的经营理念，配合

智慧旅游的全面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现有的优势

资源融入智慧旅游，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因地制宜，不断

创新的旅游之路。坐到从政府到群众互联网点首共同推动

乡村旅游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努力实现国家乡村振兴的终极

目标。所以我们基于精准扶贫背景拟定一种乡村智慧旅游

资源的规划与开发模式，推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09
电子睡眠治疗仪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梦林 180106340104

陈宇晴

/1801063401

01,王潇然

/1801063401

11

田华 讲师 0826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加、运动量的缺

乏或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烦躁、身心不安，导致失眠患者越

来越多。

电子睡眠仪，是以我国传统医学治疗失眠症的《耳针疗法

》为基础，结合现代医学对睡眠脑电波的研究成果，应用

低频电子脉冲形式，通过特制的皮肤电极，刺激距大脑很

近的敏感耳穴，模拟中医针刺手法，作用于神经中枢，达

到调节神经促进睡眠的目的。仪器提供了一种非药物治疗

的现代化手段，是通往正常睡眠的绿色通道。并且本仪器

增加了实时采集人体体温和脉搏信号的功能，可以方便的

得到人体的脉搏值和体温值，辅助提示人体的健康状况。

 本仪器的硬件设计是以单片机为核心，应用其高度集成的

片上外设资源，配合系统软件完成了发送低频电子脉冲，

实时采集人体体温和脉搏信号，按键和液晶模块显示等功

能。系统软件对采集的人体信息进行实时分析和处理，提

供自主选择治疗模式和强度的功能，并显示人体的脉搏和

温度值，方便用户使用。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10

羊项圈 ---- 牧业无线电子围

栏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星 170123180117

姚明德

/1701231801

46,刘涛

/1701231801

21,刘昊宇

/1701231801

14

王剑锋 讲师 0806

我国广大牧区、半农半牧区及拥有草山、草坡、滩涂条件

的农区，采取放牧饲养羊或牛，可吃到百样草，有利于满

足其对各种营养物质的需要，运动充足，有利于增强牛羊

体质。但当牧羊数量过多时，一两个人放牧中就显的形影

力单，会造成牛羊丢失的情况发生，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利用现代电子手段给每头牛羊安装一个“项圈”，可实

时反映个体牛羊所处区域和位置，当其走出一定范围时，

牧羊人的手持设备报警，可以及时挽回潜在的损失。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11
“纳米雲”智能空气净化纱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团 190102010021

张腾飞

/1901020200

36,马美

/1801221605

07

张志敏 讲师 0806

本产品对传统的窗户纱网进行改进，提升了纱网的过滤功

能，纱网的过滤方式采取物理阻隔、静电吸附及负离子净

化三层防护。

空气中的微粒粒径大于1µm的固态微粒称为“尘”粒径小于

101µm的漂浮在空气中，称为“飘尘”。本产品对来自室

外的空气首先进行第一层纳米级的过滤，对空气进行阻隔

和静电吸附，可有效过滤空气中的飘尘，其次对初次过滤

的空气继续进行负离子净化，净化空气中的气溶胶，通过

负离子系统和正电位污染物系统的协同作用进行空气净化

器，负离子系统向空间内释放活性高、自然扩散性强的生

态级负离子，空气中的各类污染物与负离子结合而凝聚成

带负电的大颗粒，被正电位污染物收集器收集吸附，既避

免了被凝聚颗粒物在外力作用下再次飘起，同时大大提高

了净化效率，并实现了净化效果的可视化。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12
匠之心--传统手工艺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悦 170122160630

冉沛凡

/1903030701

77,王荣震

/1903030701

75

李方靓 讲师 0204

本项目是以延安红色旅游的传统手工艺品为核心产品。糜

粘画、剪纸以及布艺都是延安的传统手工工艺品，它们的

工艺技法集绘、雕、塑等工艺手法于一体，是综合性很强

的艺术。本项目将结合线上线下运营模式，与“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紧密结合，打造一个新时代的专业的、

系统的传统手工艺品销售企业，进而达到建立一个如蜘蛛

网一般的覆盖世界手工艺品的运营网络。本项目最大的优

点在于稳定，它结合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方向，是符合时代

发展要求的商业项目。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13
虚拟农场可视化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惠佳怡 180104040110

 田欢

/1801040401

34,周韦帆

/1801040401

47,胡雨晗

/1801040401

09,刘梦瑶

/1801044002

17

张丽 

王文良

副教授 

教授
1202

我们的项目为家门口的农场，采用传统模式与现代技术相

结合以观光、学习、体验、康体、休闲、度假、娱乐于一

体的综合型农场旅游体验区。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15
茯茶“发花”全基因组测序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雪 180306260229

殷妤媛

/1803062602

27,杨露

/1803062405

07,陈永健

/1803062602

14,马志龙

/1803062602

22

岳智勇 讲师 827

泾渭茯茶是陕西省最为著名的茶叶类型，并受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茯茶区别于其它所有茶叶的特点是其在发酵

过程中形成的“发花”。发花的多少直接决定茯茶的品质

。发花实际上是一种益生真菌，通过对茶叶中多种成分的

进行代谢，使茯茶具有独特的风味，并形成了一些特殊的

能够促进身体机能的物质。对发花进行全基因组测序使我

们能够挖掘控制发花参与茯茶代谢的基因，从而深入的理

解发花对茯茶品质的影响机制。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16

基于Hadoop的PTP互助需求动

态监测匹配系统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沛豪 180123440119

付特

/1801234401

20,韩欣怡

/1901230700

19,陈梦圆

/1801234401

21,赵佳文

/1901230700

76

陈宁

宁，王

蓉

讲师，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通过研究从大学生身上收集到的互助需求，设计出

互助需求分析、实时监控及预测的匹配“学友”方案，并

基于大数据框架完成基于Hadoop的PTP互助需求动态监测

匹配系统的建模与设计。最终实现帮助大学生收获促进学

习及解决困难的学习“学友”；促进大学生的学术成长和

综合能力提升；帮助大学生们通过帮助同学而获得其自身

学业技能上的巩固发展。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17
除雾头盔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海涛 190102140038

吴海涛

/1901021400

38,周宇航

/1901021400

38,王杰

/1901040501

58

高宏洋
高级工

程师
0806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

国的电动车数量逐年增加，但是由于温度原因，会造成摩

托车头盔镜面会产生雾气，影响驾驶安全，本课题选取安

全头盔作为设计对象,通过产生雾气进行研究,同时考虑到

温度传感器的扫描范围。在系统设计中,我们选择在头盔内

部的前后左右各安装一个温度传感器,监测内部温度，通过

加温系统提高温度，及时除去雾气，从而尽可能的避免悲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18
交换旅游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晓鹏 180104040111

石琳

/1801233901

25,刘蕾

/1801040401

20,冯紫阳

/1801040401

05

杨玉娥 

王文良

副教授 

教授
1202

“交换旅游”是身处异地的两个人之间通过微信、旅游小

程序等交流APP定向委托，撮合交换，寻找你想到达的目的

地，与其想法相投的人进行“交换”旅行，在此期间，彼

此住在对方家中深入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达

到互惠互利省钱“穷游”，资源交换的目的。除此之外，

我们还能为自己的旅程节省开支，认识各种志同道合的旅

者，深入体验旅行地的人文风情，实现旅游共赢。通过开

发“交换旅游”APP，建立交换旅游平台，为交换旅游者牵

线搭桥，撮合双方达成意向，并取得满意的交换效果，从

而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要，让旅游成为一种便捷、节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19
万绣邦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超艺 180104310150

王丹丹

18010431013

8,王义欣

18010431014

0,张迪

18010431015

2,赵鑫龙

18010431015

雷宁 副教授 1208

我们旨在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手工工

艺，用我们的原创元素为消费者量身定制他们需要的产品

。并在风景秀丽的地方建造了我们自己的手工作坊，为消

费者提供体验场所，为旅游业增加烟火气息。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20
博物云--探渊锁珠之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邹琪 180104030141

陈帅瑄

/1801040301

04,杨婷婷

/1801040301

29

周晓燕 讲师 0204

该项目新颖，拥有独特的创意，我们选取“博物云——探

渊索珠之旅”作为我们此项目的名称，在名称上也能够做

到引人入胜，“博物云”取自我们线上博物馆运用扫描技

术将文物信息录入我们的云系统，博览万物，扩充我们的

知识。“探渊索珠之旅”中的探渊索珠是一个成语，意为

深探九重之渊，索求千金之珠。符合我们该创意的主题，

利用博物馆，探寻历史文物背后的故事，揭开重重迷雾，

还原历史真相。

博物云——探渊索珠之旅，改变了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博

物馆浏览方式，通过微信小程序的技术，让游客扫码即可

开启一场属于自己的文物故事探险之旅。在博物馆中，你

可以按照探渊索珠之旅给你的线索，走向一个个展厅，细

细的观察每一个文物，让自己成为这场旅途中的参与人，

感同身受的享受这段历史带给你的体验。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21

老吾老——可穿戴式老年人助

视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熊静文 180106340108

李婉舒

/1801063401

09,侯冰

/1801063401

14

刘润娜 讲师 0826

随着社会老年人口的增加，社会逐渐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

严重。而针对与老年人的设计的科技产品也越来越多。众

所周知，老年人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视力问题，老年人已

经成为低视力患者的主要人群，其中大部分低视力患者为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高达70%。老花眼，眼疾、看东西

模模糊糊不清晰，让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出门也容易产

生危险。

老吾老——可穿戴式老年电子助视器是一款对老年视障患

者的头戴式助视器，对残余视力进行视觉重建，通过增强

现实结构和智能算法将临近物体的图像进行区分，突出最

关键的影像，在本质上解决视障患者独立看到外界环境的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22
“座”出健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成溪 190106030011

李建国

/1901060300

56，张加硕

/1901060301

37，王新宇

/1903060101

39

宋奇颖 助教 1011

现代人在办公楼工作，常常是久坐不动的状态，这样对身

体的危害很大，不仅造成腰椎酸痛，还会诱发疾病，为了

自身健康，并改掉久坐不动的习惯。本项目研究以按摩椅

为载体，通过人体接触、红外线扫描检测使用者的身体状

况，使用者通过语音交流、手机遥控等方法进行操作。在

按摩的同时检测自身的健康状况，并针对用户亚健康状态

提出对应的养生方案及调理方法。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23

铌酸钾钠基多功能陶瓷的制备

和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嘉伟 190123020004

张钧泽

/1901230200

34,李东洋

/1901230200

11

杜红

亮,苗

壮

教授,

副教授
0804

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同时具有压电效应、电光效

应、电卡效应和储能特性的铌酸钾钠基陶瓷，为制备下一

代集成化微型化电子元器件提供优秀的候选材料。揭示晶

粒尺寸对铌酸钾钠基陶瓷多功能特性的影响规律，阐明铌

酸钾钠基陶瓷多功能特性的起源相互耦合的起源，为新型

高性能多功能材料的设计和性能调控提供实验和理论支持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24
安康平利县旅游景区网站建设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超 180123060128

齐嘉杰

/1801230602

27,赵康康

/1801230602

31

李峰

/1901020100

47

高文玲
高级工

程师
0809

该项目是为安康市平利县设计一个旅游资源宣传网站，通

过网站宣传推广当地的旅游资源或产品，吸引游客前来游

览及购买，以此来扩大当地居民就业渠道，有助于带动相

关产业的发展，目的是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向实现国家

扶贫脱贫目标靠近。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25
全景视角镜面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琴 180123390105

黄歆瑶

/1801233901

02,刘衍志

18012339010

6

李秀苹
高级工

程师
0806

全景视角镜面装置电视和以往电视产品不同的是，屏幕采

用了半透明设计，原理是定制的电镀镜子和高端超薄液晶

显示屏结合在一起，定制安装微型摄像头，360度转动，切

换到监控模式时，可以充当录像，当家人不在，为了防止

盗窃的发生，镜面全景视角镜面装置可以充当监控器。当

全景视角镜面装置关闭电源时，可以充当镜子使用，此

外，全景视角镜面装置可以个性化定制，定制WiFi无线网

络信号，就可以传输和接收数据，智能连网起到远程监控

作用。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26
智能行李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小龙 190102020030

祝小雨

/1901020200

45,赵伟

/1901020200

40,王曼

/1901230200

25,靳德恩

/1901230200

09

魏霞 讲师 0806

我们的团队致力于互联网+人们生活相结合，推出一款最新

的智能产品——智能行李箱。我们研发的智能行李箱设计

控制器装置是以单片机或者嵌入式系统为核心，采用蓝牙

技术、WIFI技术、ZigBee技术等，能够实现防丢失报警、

GPS定位、指纹解锁、对行李箱重量实时显示、超重报警、

计时提醒、充电功能。智能行李箱可以帮助你安全、方便

的管理你的行程和行李，达到智能化联动控制的现实意义

。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27

一种方便移动和定位的物流用

移动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龙龙 190102010055

王嘉禛

/1901020100

89,张泽政

/1901020101

32,侯荣棠

/1901020100

26

贺君鹏高级工程师0809

传统的移动架其往往不具备刹车功能，要是有的话也都是

固定在其移动轮的转轴或者轮胎上，依次实现轮胎的抱

死，可是这有一个弊端，就是四个轮胎需要逐个刹紧，不

然可能会发生滑动现象，特别麻烦，而且现有的移动架其

架板往往都是固定在支杆上的，不能拆卸，使用起来不便

本。本一种方便移动和定位的物流用移动架,结构简单合

理，使用方便，架板的数量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改变，

而且整体方便移动和定位，减少了人力搬运的麻烦。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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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黎锦工艺的传承与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煜 170171240127

雷旻

/1701712401

23,刘馨怡

/1901032000

27,杨帆

/1701712401

09

李雪婷 助教 0501

黎锦堪称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历史已经超过3000

年，是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品。海南岛因黎锦而成为中国棉

纺织业的发祥地。黎锦服饰异彩纷呈，包括筒裙、头巾、

花带、包带、床单、被子(古称"崖州被")等，用黎族织锦

和单、双面绣布料制作的黎锦筒裙绚丽多彩，黎族妇女还

要在上面镶嵌上诸如云母片、贝壳片、银片、琉璃珠，穿

上镶嵌珠宝的筒裙，行动或跳舞时，熠熠生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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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
人工智能早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震亚 190303070163

马乐

/2831555324

,张帆

/2601782806

李方靓 讲师 0204

人工智能早餐店是一家集加温和冷冻的高效（无需排队方

便快捷）智能校园早餐店。在冬天时，人们渴望能吃到热

气腾腾的早餐，该款售卖机足以满足受众的需求，为受众

提供优质早餐；在烈日炎炎的夏天时，人们渴望喝到一杯

冰爽可口饮品，早餐店正好具有冷冻的功能，能够在最大

限度内满足受众的需要。智能早餐店是一款高效、便捷的

由智能机器完成，它是通过校园卡、刷卡、投币、二维码

付款的形式完成操作能够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买到早餐

。人工智能早餐店，实现了原材料制作到成品的全程无人

化。基于智能制造原理、人机交互友好、食品加工空间清

洁密闭，从而保证了食品安全、卫生、营养搭配均衡、同

时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 消费者只需在线完成支付，食

品制作全程自动化，24小时可随时随地满足客户需求。人

工智能+无人售货早餐=AI早餐智贩店无装修/无人工/无房

租就能开的无人自助早餐店颠覆传统餐饮模式，做好早餐

新零售行业的升级。转型服务，改变用餐行为习惯!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30
智涵家教（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潇涵 190303070106

杨康

/1903030701

21,张乐臣

/1903030701

40

李方靓 讲师 0204

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每个家庭里越来越重视对孩子

的教育。中考、高考的升学压力是补课盛行的主要原因。

中小学教育是升学教育，毕业生的最佳去向是上好的中学

或大学，从小学到高中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升学，为了高

考，最终考上理想的大学。

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同时也使学生之间的竞争随之加剧

。部分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便与教师默契配合,在对学生的

教育上“揠苗助长” ；有些家长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没有

时间管教子女或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不够重视,很多家长通过

课外辅导作为提升成绩必不可少的途径。然而辅导班的学

费昂贵，许多家长为了孩子能上辅导班拼命挣钱，反而减

少了对孩子的教育时间与陪伴时间，而且学生来回路上时

间也花了不少。面对现实问题，我们提供智能家教服务，

能在家就有辅导，而且不单单讲题，还有智能教师帮助拟

订专项学习计划，让学习不在枯燥。

能够提供有效的家教服务，是我们产品的核心定义。希望

通过智能家教系统，帮助每位孩子的健康成长。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31
中国苹果第一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霍泽文 170104190113

汪信炜

/1701041901

26,周端涛

/1701041902

44,宋佳秀

/1801041901

32,李荣

/1701041707

12

程静 副教授 1202

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同时也使学生之间的竞争随之加剧

。部分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便与教师默契配合,在对学生的

教育上“揠苗助长” ；有些家长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没有

时间管教子女或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不够重视,很多家长通过

课外辅导作为提升成绩必不可少的途径。然而辅导班的学

费昂贵，许多家长为了孩子能上辅导班拼命挣钱，反而减

少了对孩子的教育时间与陪伴时间，而且学生来回路上时

间也花了不少。面对现实问题，我们提供智能家教服务，

能在家就有辅导，而且不单单讲题，还有智能教师帮助拟

订专项学习计划，让学习不在枯燥。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33
互联网＋共享衣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怡 170104170826

郑茹

/1701041708

40,李苗苗

/1707120210

17

薛应珍 副教授 1202

随着共享经济的兴起，带动了很多行业的发展，女性爱美

的天性催生了共享衣橱的兴起与发展。本项目采用实体店

和网购店相结合的方式，采用会员制与非会员制促进消费

者的消费。我们项目着重于服务和产品质量，以良好的质

量和透明化的清洁衣物流程，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34X
河马餐厅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汪宁睿 180104090135

杨睿豪

/1801040901

43,周云杰

/1801040901

55,张钊辉

/1801040901

51,朱锦龙

/1801040901

57

王慧珍 副教授 1202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中学生和上班族很少能吃上一

顿新鲜又美味的午餐，我们致力于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一份

新鲜便携美味的一顿饭，让广大青年群体花最少的钱，汲

取最大的营养，现在绝大多数餐馆为了好看的外观采取高

脂肪，为了冲击味蕾在菜品中添加大量的盐味精和糖，是

我们的身体遭受季度的不平衡，让我们的身体健康面临很

大的挑战！

而我们店采用高品质蔬菜，农场直供肉蛋奶将大家的身体

健康放在首要地位。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36
多功能农业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佳婧 180104170135

袁秋怡

/1801041701

29,刘宇飞

/1801041701

12,叶天婷

/1801041701

27,刘玉

/1801041701

13

谢文刚 副教授 1203

通过在无人机上配置高精度定位器、机械臂等作业装置，

无人机就成为了三维可移动机器人，可完成各种农作任

务，当前和可预测的应用包括:田间播种、植保喷药、田间

施肥、田间授粉、水面投料、设施巡检等。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37
爱尔酵素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寇妍倬 190118010013

金小鸯

/1901180100

11,马怡岚

/1901180100

20,张雯静

/1901180100

36,庾敏

/1901180100

32

辛宇 副教授 1204

项目研究主要是代理和售卖酵素，厂商的生产量和存货量

多，出售的渠道有限，售卖数量和价格不是很乐观。目前

可以通过电商和线上的方式进行宣传和推广，帮助厂商更

有效且获取最大利益的前提下售出。在校大学生的人数群

体比较庞大，并且大学生的生活作息也需要酵素来调整。

所有，爱尔酵素希望可以面向所有大学生及广大人群进行

售卖。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38
西城有景手绘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雷恒豪 180122270203

杨波

/1801222702

07,王威

/1801222702

13,张高龙

/1801222702

02,白昆辉

/1801222702

10

贺翠 助教 1301

西部地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特色，我们将西部地区的

名胜古迹、人文景观，绘制于鞋上，使很多的人从视觉和

心理上对西部文化有更全面、更直观的认识，从而促进西

部旅游产业的发展，增加旅游产业收入。我们认为手绘鞋

是具有极强的观赏性和传播性，鞋子加风景让人觉得眼前

一亮，既传播了民族文化又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具有

极强的观赏性和实用性，市场前景广阔。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40
西安高校废品回收处理中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怡媛 170122320103

方思尔

/1701223201

01,牛艺洁

/1701223201

29,庞欣然

/1701223201

19

周立波 讲师 0902

通过互联网和在校大学生的垃圾货闲置物品的处理问题，

协助高校在校生处理生活废旧物，实现物品的回收再利用

。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41
AI家庭小药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贾星星 190106030049

高森

/1901060300

24,王升

/1901060300

98，常文文

/1901060300

05，高小燕

/1901060300

25

董苗苗 助教 1007

AI家庭小药箱可协助扶贫对象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并且帮

助扶贫对象查找预防或治疗常见疾病的药物，避免盲目购

买或服用药物。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42

茉莉酸甲酯介导丹参中化学成

分的提高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佩玥 180106380111

曾托

/1801063801

17,陈天宇

/1801063801

10,代婧

/1801064601

04

李鹏 副教授 1008

丹参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功效日益突显，本研究从外源性

植物激素介导入手，为进一步提高单位量单身的有效利用

率奠定基础。在进一步发掘丹参根的用药潜力基础上，还

应加强丹参茎和叶等部位中有效成分分布及其积累规律的

研究，达到丹参全株利用的目的更大程度的造福人类。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43

银杏叶中黄酮类化合物提取方

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晴 180106460318

高心蕊

/1801064601

17,谷宇

/1801063601

12,代婧

/1801064601

04,潘严严

/1801063801

16

吕虹霞 副教授 1008

黄酮类化合物是植物次生代谢产物，能防治心脑血管系统

的疾病和呼吸系统的疾病，具有抗炎抑菌 ，降血糖，抗氧

化自由基活性，抗辐射，保肝活性，抗癌，抗肿瘤以及增

强免疫能力等药理作用。本研究期旨在采用传统的索氏提

取法和分光光度法，讨论不同溶剂和浸泡时间对黄酮类化

合物提取量的影响，选出一种最佳的提取银杏叶中黄酮类

化合物的方法。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45

天使之翼——智能搜救人员自

主搜寻定位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亚琼 190103200010

许家俊

/1601230601

06，葛天宇

/1901231000

06，韩欣怡

/1901230700

19，侯渊升

/1901231000

08

张阿梅  庄檬讲师 讲师0807

天使之翼项目是基于对应急产业发展背景下的一种新技术

的研发项目，其通过为复杂建筑环境下搜救行动提供一种

新型搜寻定位技术及装备，来解决在卫星定位低效能或定

位不精确情况下复杂建筑物中人员定位困难，存在较大安

全风险的问题。在构建新型定位系统上，本项目结合了多

传感器融合修正、自组网辅助定位、宽带生命搜寻雷达等

技术；在搜救定位过程中研究对导航和人机交互等方面的

技术，以直观三维方式在搜救过程中进行人机交互，提高

救援整体效果，为被困人员与搜救人员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服务。在产品推广阶段，按发展计划逐步提高产品影响

力，为客户提供咨询规划、设备安装、技术升级、后续保

障等一系列全套服务方案，实行一定的业务免费来快速完

成用户接入打开市场，并在运营阶段实时根据需要，来完

善产品功能，提高后续服务，实现项目盈利。该产品所处

领域市场竞争较小，潜在需求面广泛，前景广阔，盈利预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46

基于AR技术的在线服饰试穿系

统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聪 180123060412

张皓然

/1801230604

14，吴沈天

/1801230604

16

周小娟，薛慧芳讲师，讲师0809

本项目通过使用AR等技术，在虚拟环境中实现服饰产品的

在线试穿，在售前就解决了衣物、鞋类的尺寸大小不符、

商品规格不符、劣质产品假货等问题，减少了交易纠纷。

其具有的用户信息交流功能、潮流推送功能等更是让买卖

双方受益。

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将极大的方便买卖双方，减少交易纠纷,

在买卖双方之间扮演了润滑剂的作用，激发了客户的购物

兴趣，促进了网络购物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47X
秦岭氧吧土特产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杨本森 170104170637

郑  鑫

/1701041702

45,陈子阳

/1701041707

05,李雨欣

/1701041705

17

胡一波副教授,工程师1202

我们的项目主要是通过联网+农业，互联网农产品是互联网

和农产品结合的产物，新颖的电商经营模式加上陕西留坝

独特的自然作物，不仅合理的运用了互联网的资源，还开

拓了特殊化市场。为了跟上时代进程，推动留坝的当地经

济，本文利用5G和B2C电商模式，做出相关合理的营销对

策。利用“天然氧吧”这个标志，体现出留坝土特产独特

的生长环境和营养价值，从而提高项目的可实施性。

√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48X
鱼化龙文化创意产品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韩琪 190103010016

江一览

/1901030100

28,王馨冉

/1901030100

51

张念洪 助教 0503

就当前国际社会而言,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

化历史。各个民族的差异化很明显。然而如果没有关注自

身的文化资源,没有对本土文化进行产业化发展,本土文化

就会受到其他国家文化产业浪潮的冲击。

√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49X
云轻利共享购物车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杜心雨 190122110013

唐心月

/1901221100

80,包雪雪

/1901221100

03,张洁

/1901221100

33

王霞 讲师 0401

本团队研究“云轻利共享购物车”是要对广大消费者提供

便利携带采购品的运载体。我们的初心是倡导消费者体验

生活，帮助人们更好地享受购物的乐趣，避免因商品重而

放弃生活体验。采用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为本团队的宗旨，坚持绿色概念，使用太阳能

设备和互联网+的模式进行创新设计。它是一种新型绿色环

保共享经济，它能用刷卡或是APP扫描使用。

√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50X

 基于“互联网＋”的智慧轮

椅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萍 170104190209

李伟

/1701041902

11,任国栋

/1701041902

16,马喆喆

/1801230604

41

张鹏 副教授 1202

通过本项目研究与实践，使轮椅主体部分及可穿戴部分

（智能体感手环），二者通过WI-FI进行连接，可无视设

备距离进行远程遥控（优于蓝牙），也可搭配相应app在移

动端进行操作及监控，实现多种检测及对轮椅的遥控功

能，提升残疾人士及行动不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仅为

轮椅向智能化设计、智能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产品形

式，也为轮椅制造行业产品丰富性和人工智能化变革，起

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51X

“母婴胎教”与“幼儿早教”

服务中心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权瑾泽 170122420112

董梁颖

/1701224204

07,杜冰珂

/1701224201

27,赵琳

/1701224201

18

朱玉 助教 0401

我们将竭诚为婴幼儿父母提供特色的培训课程、启蒙教育

、成长个 案研究等全方位专业顾问服务。并通过课程来促

进宝宝各种能力均衡发展,开发儿童智力、增强儿童自信。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52X
铭记红色历史 弘扬国酒文化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冉沛凡 190303070177

李悦

/1701221606

30,王荣震

/1903030701

75

李方靓 讲师 0204

目前传统文化在国内已经引起新风潮，本项目旨在依托延

安的红色旅游产业与丰富的中草药生态资源以及通过中国

的酒文化，将三者结合起来，打造出一个新时代的专业的

、富有特色的“中国红色文化主题酒”的品牌。将产品的

销售贯穿于红色产业之中，发扬红色文化的同时，带动经

济发展，项目后期还可以以一带一路为销售线索，推出富

有中国文化特色且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产品，促进各国经

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53X
秦淮忆文创写作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吴孟帅 190103140222

王涵

/1901031401

99,黄佳怡

/1901031400

88，王倩

/1901031402

05，李欣

/1901031401

21

赫亚红 助教 0501

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 通

俗地讲就是将自己好的想法，创意，点子，知识，才艺，

技能等结合先进的科学技术，设计，加工，生产创造出新

的产品，将其销售出去，创造更多的财富。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56X
全能小农民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赖玲 180122220628

付雪芬

/1801222206

05,王欣

/1801222206

06

李坤

学科负

责人/

讲师

1301

我们团队研究开发的《全能小农民》是一款互联网软件，

该软件旨在能够有效解决农村农产品销售问题，带动农村

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对农产品的认识，为农民提供技术指

导，切实解决农民基层问题，做到足不出户，软件申报，

政府上门解决，解决农民申报难，解决慢问题，为发展农

村商品经济，为农民致富,解决农村问题，就上全能小农

民，个性化定制服务为您而拥有。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57X
自愈酒店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姜靖 190107090030

高婵

/1901070900

15,刘晓宇

/1901070900

37,杨荣荣

/1901070900

66

马梁 讲师 1305

以“返璞归真，找寻自己”为目的，，在展现顾客个性的

同时，充分利用居室空间，营造整体的风格，并给客户以

专业意见，让自愈酒店成为人们漂泊在外时一个温暖的归

宿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58X
互联网+农业棚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斓 180171230207

张浩鹏

/1801712302

20,吴泽键

/1801712302

05

张勉 助教 0823

互联网+农业棚可以从农产品生产不同的阶段来育苗,无论

是从种植的培育阶段和收获阶段,都可以用物联网的技术来

提高它工作的效率和精细管理。在种植准备的阶段,我们可

以通过在各个果园布置安装环境监测的传感器,实时采集当

前状态下土壤信息,来选择合适的农作物并提供科学的种植

信息及其数据经验。在种植和培育阶段,可以用物联网的技

术手段进行实时的温度、湿度、CO2 等的信息采集, 且可

以根据信息采集情况进行自动的现场控制, 以达到高效的

管理和实时监控的目标,从而应对环境的变化,保证植物育

苗在最佳的环境下成长。

√

2020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S202012713

059S
艺启艺术教育 创业实践项目 否 万炬燃 170122430113

宋龙龙

/1801224302

20,张智勇

/1701224301

03,马稚淳

/1701224302

10,赵禹

/1801224302

32

刘显升 副教授 1301

本项目是以西安炙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艺启”艺术教育

平台为载体，以少儿口语传播课程教育为核心产品，为线

上线下客户提 供优质的艺术教育资源及其配套服务，涵盖

线上课程，线下课程， 远程一对一教育，AI 人工智能机

器人等服务。本项目的产生，重塑 行业准入门槛，推广普

通话，解决了用户需求及教育资源偏差问题，整合了行业

资源，为播音专业学生提供新型就业方向，是符合时代发

展的商业项目。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01

基于STM32的医疗输液报警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禾 19610104151128

吴涛

/1761060415

1454,

王帅

/1861060515

0975,

潘晨

/1734022515

2285

张秀

芳,

马丽华

副教

授,

教授

0809

静脉输液作为是临床医学重要的治疗手段 ,输液速度的稳

定控制和监护是临床应用的主要需求。患者的药液输完后 

,如果不及时处理会使静脉血液回抽 , 为此需要陪护人员

和护士不停地巡视 。本系统能够实现实时监控患者的输液

情况，当液滴滴尽时，通过无线WiFi通信技术，实现手机

软件监测、电脑实时监控。医护人员可以随时观察到每个

病人的输液情况，一旦出现液滴滴尽状况,护士可以及时处

理,避免血液回流，对病人造成伤害，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

。

√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02

团体箱庭对未来幼儿教师共情

能力的促进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秦韬越 17140106151124

刘涵姝

/1961090115

0085

寇延 副教授 0711

本研究将对未来幼儿教师共情能力、心理健康水平进行现

状分析，同时探究两者间相关关系，以探究团体箱庭对未

来幼儿教师共情能力的促进效果为项目重心。以期了解未

来幼儿教师共情能力和心理健康现状的同时，为未来幼儿

教师和幼儿教师共情能力的培养提供新方法和思路，为团

体箱庭适用领域的延展提供实证支持。

√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03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大明宫景

区智能导览系统研究与示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苗倩 18610701151260

张佳雯

/1861010511

0012,

王世西

/1833291215

0207,

郑雅琦

/1681030215

0615,

张雨桐

/1841170215

0376

沙子凯 助教 1209

本项目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丰富和创新大明宫IP相关旅游产

品，可以促进旅游服务模式数字化转型，提高旅游服务质

量，促进游客深度参与，激发游客新的需求，满足游客日

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符合《十三五全国旅游信息

化规划》鼓励的主攻方向，即推动计算机仿真技术应用：

推动VR、AR（增强现实）等仿真技术在导游导览上的应

用，增强游客的沉浸式感官体验；推动VR、AR技术在景点

景区无法复制原遗址上的情景再现应用，丰富景点景区的

产品内涵；推动VR、AR技术在主题公园、博物馆等场所的

应用，在旅游科普教育、互动娱乐等方面提升表现力。

√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04
垃圾分类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煜晰 18610801151575

白治丹

/1861060415

0457,

王子硕

/1961090318

0013

张秀

芳,

杨磊

副教

授,

高级工

程师

0809

我们的智能垃圾桶与微信小程序相结合，通过摄像头采集

数据，从本地分析数据驱动舵机进行垃圾分类。使用单片

机驱动WIFI模块访问垃圾分类API,同时分析json数据，驱

动舵机进行垃圾分类。为进一步增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降低垃圾分类的错误次数，减轻环保人员的工作压力找到

了解决方案。

√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05
紫阳富硒茶助农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金家俊 17610302151270

张艳华

/1761041315

0665,

张甜

/1761080715

1441,

李晴雯

/1761010915

4188,

冯蔻

/1761050611

1574,

杨徐馨 讲师 1202

统筹利用现有农产品滞销信息平台，依托农村网格化管理

模式和信息化手段，分地域分层次摸清农产品滞销底数，

厘清目前农产品供销链条的薄弱环节，分类精准施策，有

针对性地搭建和修补供销网络。整合优化现有资源，鼓励

物流公司、农产品贸易公司利用技术优势积极参与助农保

供。在缓解农产品滞销同时，解决部分地区出现的蔬果供

应短缺、价格高涨、种类减少等民生问题。

√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06S
童心映画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孙航捷  19610105910216徐珂昕/17610501152460

安磊,

朱玲玮

讲师与

工程师

（中

级）,

副教授

0503

自2013年至今，本项目已在陕西师范大学幼儿园，空军西

安蓝天幼儿园，三宝双喜幼儿园等众多公办及民办幼儿园

启动，5年的时间过去了，成长微电影记录了孩子们成长的

点点滴滴，留下一段段幸福温暖的回忆。西安欧亚学院童

心映画工作室，以国际化的视野，专业的视角，公益的态

度，讲好一个个成长的故事。以匠心，留住感动的瞬间。

√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07
云养老智能“生态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党梦瑶 18610711150710

沈长宏

/1861100613

0212,

李爽

/1861010511

0049,

庄小洁

/1861010511

0028,

刘艳

/1861060211

0640

赵欢 无 1202

云养老智能“生态屋”项目采用区块链技术，将健康系

统，文娱活动和服务系统联系起来，建立智能养老系统。

健康系统包括了心理疏导，电子档案，专业护理，健康管

理和远程医疗；文娱系统包括了VR旅游，线上活动，网上

购物，主动关怀；服务拓展包括了日间照料，服务专线，

健康食疗，身体保养和系统维护。

√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08X
礼冠华裳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陈欢 17610701151745

连钰

/1735310311

0436,

张心

/1961011891

0161

翟峰,

罗丽霞

讲师,

讲师
0503

礼冠华裳项目以传承与发展传统汉文化服饰为核心，旨在

打造有陕西特色的汉文化服饰文创品牌。通过线上平台分

析客户身材与审美喜好，为客户量身定制汉服及配饰。且

通过相关app(礼冠华裳app）、网站、抖音、等平台搭建

社群方便汉文化爱好者交流学习。吸引流量扩大品牌影响

力。通过互联网+机制，打造具有陕西特色的汉文化服饰品

牌，且中心主题为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符合大学生德

育思想。本项目目前已开始运营，已初步产生盈利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09

“Skin”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肤

质智能检测解决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宇航 17152132110363

安鑫

/1715262911

0305,

叶金淇

/1733400615

0207,

刘泽鑫

/1714112615

1068,

赵艺

/1701040302

34

李静,

江渭

讲师,

高级工

程师

1208

如今护肤品种类繁多，如何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品至

关重要。市场上的各类肤质检测仪器，往往都是适合美容

院皮肤检测的大型仪器，面对高度互联网化的今天，并不

能满足消费者足不出户就对自己的肌肤了如指掌。

“Skin”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肤质智能检测解决方案项目正

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进行的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目的是

针对护肤市场不透明，消费者无法判断自己肤质导致不能

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品，Skin作为一款检测肤质的

APP, 利用人脸识别及人工智能分析，为爱美达人提供解

决方案，让用户快速辨别自己的肤质，帮助用户了解专业

知识,推荐适合的护肤产品，定制个性化的护理方案，使护

肤更具科学性，让护肤成为一种习惯。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10
Pocket Lab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侯迪 18610304152873

窦森静

/1814093215

0808,

李泽鑫

/1861050515

1191,

李秦龙

/1861010415

0180,

赵怡豪

/1861030315

3070,

沈瑞冰 讲师 0807

Pocket Lab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和虚拟仪器技术的便携式在

线创新实验平台。其体积小，模块化，方便随身携带，同

学们可以在寝室、图书馆、食堂……甚至任何一个可以工

作和学习的地方，随时进行创新实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全开放、全共享、课内外一体化的自主学习实践平台。

同时，Pocket Lab还是助力贫困地区中小学生物理、电学

创新学习的一项公益活动，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实验设

备共享、实验师资共享等一系列扶贫支教所急需解决的问

题。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11X

乐游园——西安驻地仿唐文化

体验及服务衍生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沚璐 17420501130772

刘言

/1713032213

4316,

邵旭卿

/1761010217

0048,

熊文君

/1761010513

0007,

奚晨雪

/1741240111

9060

吴晓星 讲师 1305

该项目主要针对来西安希望深度体验大唐文化的游客，打

造了一个新零售模式

下游客能够沉浸式体验大唐精致生活（主题文化活动，如

上元节，上巳节....）的

场景服务平台；该服务平台可以连接商家与游客，为游客

提供线上可以快速预定

活动，线下提供沉浸式的各类仿唐文化活动体验，为活动

相关商家打通线上线下

零售渠道，给活动相关零售商，线下提供零售机会，线上

提供零售平台。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12S

“未来之星”学习驿站

——基于汉文化推广的西藏地

区小学生课后学业辅导项目

创业实践项目 是 马忻雨 19652407150226

任静

/1913112215

5190,

贾晨

/1961030315

1603,

张鹏

/1961080215

0518,

薛佳龙

/1961010215

2097

徐缤荣 助教 0810

   “未来之星”学习驿站是西安地区大学生以“智力援藏

”为宗旨而成立的公益创业项目。

团队目前共8人，包括7名在校大学生和1名高校指导教师，

另有西藏地区顾问4人。

     项目以“在线公开课+App学业辅导”、“集中+单独

”双重学习形式，助力藏族小学生汉文化学习和汉语口语

水平提升，全面提高汉语文、英语和数学学习成绩，增加

藏族小学生内地西藏中学班考中几率。

    目前已与西藏阿里陕西实验小学实施开展项目业务，

成功举办“汉文化推广”系列公开课5次、观看人数累计

1000+，招收四年级藏族小学生15人，App辅导学习时长累

计200+小时以上。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13

基于云平台的智能货架监控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磊 18610901152256

王鑫

/1761041415

0882,

杨磊

/1761090215

0395,

吴强

/1761090215

0844,

刘禾

/1961010415

1128

张秀

芳,

马丽华

副教

授,

教授

0809

我们小组设计了一款基于云平台的智能货架监控系统：其

中硬件平台是以STM32F4为核心搭建的，再次系统的基础

上外接了传感器模块（包括温湿度传感器、称重传感器）

、屏幕显示模块、WIFI模块，达到可在 App 端查看设备

当前状态以及远程控制设备的目的。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14X
“物·悟”思旧馆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冯明阳 18620201110116

王宁

/1862220111

0813,

蒋倩雅

/1865230311

0087,

张赐

/1861080415

0592,

刘飞跃

/1641130111

1283

李雅倩 讲师 1202

建立“物·悟”思旧馆的意义，一是要勾起属于旧事物那

一代人的记忆，彷佛曾经的一切昨天才发生，历历在目；

二是在节奏如此之快的当今社会，融入一些让人“慢”的

元素，让生活慢下来，让回忆慢下来；三是展现这些小手

工艺品背后所蕴藏的故事，也是在说明着中国传统文化在

生活之中的渗透力。四是每一个进入馆内的人，都能够动

手操作，从中获得一些对人生、生活、现状的感悟，从而

做出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15X
幼小衔接-新型应用课程程序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汪秀楠 19611005150526

张玉蓉

/1961060615

1062,

李慧颖

/1965030115

1735,

王雅

/1934112515

1255

陈蓓 助教 0401

在当今快节奏时代，教育已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点。为了

解决幼小衔接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特此构建了一个

新型的课程应用程序，旨在为孩子和家长提供更好的平台

服务，使他们有一个自然的过渡期，同时也为今后的终生

教育做好铺垫。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16S

基于VR技术的“知遇”自驾游

全流程方案设计
创业实践项目 否 邢燕虹 19140602110176

毋雨婷

/1961030315

0512,

王嘉仪

/1961010113

0130,

李彦菲

/1965010111

1343,

杜心雨

/1961010311

0725

张艳 副教授 1209

“知遇”是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方式，采用AR+VR方式打

造虚拟环境,与旅游景点和旅拍达人合作 。根据顾客目的

地，自身喜欢风格，预算，空闲时间，地区天气路况等制

定出相应攻略，（包括沿途途径地方的特色，适合顾客地

方，合适的出行工具，住宿，穿搭，周边美食和娱乐项目

等）之后运用VR方式让顾客身临其境感受其中，挑选自己

满意的方案路线，让大家不用再为规划路线而烦恼，不用

再为出门被坑而胆怯，不用再为毫无收获而后悔，来一次

没有苟且，只有诗和远方的旅行。该项目地成功落实，将

会给旅游业带来新一波的高潮，给商家带来宣传，同时也

可以很好的解决人们对旅游不满问题，更好地迎接生活。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17S
校园地摊经济 创业实践项目 是 高凯 18610608150745

段青瑞

/1861060515

1246,

白胜杰

/1861061115

0434,

屈咪咪

/1861060215

0812,

尚亚楠

/1861060515

0448,

贠涵戈 无 0401

当下疫情期间的特殊时期响应国家政策积极影响，发展校

园地毯经济，既能发展校园小型移动经济也能带动校园学

生的活跃性，在大学生踏入社会前对他们进行一定的训

练，同时给在校大学生提供提前锻炼就业前的一些准备，

锻炼学生的自能力。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18X

遥光工作室新媒体托管运营项

目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哲 18620201112427

王珊

/1861050111

0927,

曹凤远

/1613011115

1943,

庄智合

/1733820915

0334,

赵翊希

/1744040320

1124

汪子玮 助教 0503

遥光工作室主要以教育类公众号的托管运营为主，依托于

北京华越教育研究院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资源，以内容

策划、活动运营、视觉设计、短视频制作、品牌建设为主

要新产品，面向学校类、企事业单位类以及部分中小企业

的企业号来进行托管和运营。 

传统营销手段正在消亡，新媒体已成为企业营销的主战场

。遥光工作室拥有最专业的新媒体运营技术，助力学校、

教育机构和小微企业发展。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19
云农--让种植触手可及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陆微薇 17670809150120

罗意

/1751130312

0827,

杨莹露

/1761030515

1562,

孙祥峰

/1764022151

1256,

侯溥

/1861010615

0281

刘欣,

江渭

助教,

高级工

程师

1208

“云农”是一个线上+线下的新型以农业为主的电子商务平

台，是作为一个APP来进行运营和推广，主要是分为线上、

线下、物流、商城这四方面的配合运作的。因此内容主要

分为四大部分。这是一个将线下种植变得网络化，让用户

享受更多的种植的快乐，其次这也是一个社交平台，用户

与用户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在创新方

面，除了融入技术实时监控之外，我们也增添了很多的互

动元素，借鉴早期QQ农场+支付宝蚂蚁森林的模式，用户之

间也增添了浇水、施肥、除草和提醒对方的小操作，让这

个平台变得更加有趣，达到线上种植的乐趣。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20S

具有Mesh路由器功能的IoT灯

泡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史致远 19610101910374

周旭阳

/1961010191

0219,

岳美玲

/1861100315

1390

江渭
高级工

程师
1208

该项目目前已经获得3项国家专利证书（专利归项目负责人

史致远同学所有团队成员共同参与）；项目获得第十届网

商大赛一等奖。（以上见申报书附件）

“Wlight”是一款具有Mesh路由器功能的IoT灯泡（亦可

将Mesh路由器模块用作于其他设备），是为了解决目前市

场上现有的wifi路由器使用中存在死角或延迟高等问题，

提出了全新的wifi信号无死角覆盖的低成本解决方案，同

时在成本方面针对家庭中单个路由器无法做到将wifi信号

覆盖每个角落，企业级路由器成本高的痛点。产品产品具

有功耗低、寿命长、占用空间小等特点。并且在为用户提

供更强、覆盖更广的wifi信号的同时还可以通过APP对家

中的用电器，如空调、厨电等进行远程控制，开启了真正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21
“前途”就业指示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方圆 16610305152706

张苗娜

/1761050215

1056,

潘晨

/1734022515

2285,

郭世友

/1761010915

2726,

吴嘉蓉

/1961040115

2564

张秀

芳,

李赛汉

副教

授,

工程师

0809
一份求职者可以了解到物联网行业实时信息，根据自身情

况进行准确定位满足条件：工作城市、薪资、能力要求等

因素的就业数据指示器。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22X
“你的厨房”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薄浩然 18320722490107

刘璇

/1861070315

0868,

翁子欣

/1861010915

2447,

袁可

/1861100711

0039,

丁涵

/1841171811

1560

李依沙 助教 1202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需求越来越

高，但是现在食品安全卫生问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外卖

所提供的食品可能无法保障食品的卫生安全。有一定经济

条件基础的人追求的高品质生活不能得到保障，如果请厨

师到家中进行做菜，就可以很好的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所

以我们旨在打造的是一款提供上门做美食和教学的私人厨

师服务的手机应用软件APP”你的厨房”。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23X

“棉棉”不绝，缦缦奈何--留

守女童卫生用品发放与性教育

普及计划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岳昕宇 18410802151008

卫冰欣

/1834010111

2458,

郭亮

/1841250111

1864,

焦佳乐

/1861020215

1417,

李雪瑞

/1861010115

0674

李强 讲师 1201

    本项目针对贫困地区留守女童生理卫生知识与性教育

的匮乏造成的留守女童的身体健康及心理健康的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会进一步导致留守家庭及贫困地区的不稳定。

项目借助卫生、计生用品发放机，在机器上加入了生理卫

生性教育视频，有效将教育推广与卫生结合起来。本项目

将想法融入行动，以实地实验性放置”一体机“的形式，

逐步减少贫困地区卫生用品的极度缺失，为国家相关扶贫

及促进贫困地区稳定起到实质性辅助作用。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24S
燕归云巢-创新课程教育平台 创业实践项目 是 乔辛宇 18610104170109

周子怡

/1833271015

0460,

楚琳珺

/1861080415

0035,

李咏荷

/1861011115

0968,

白航行

/1861061115

0145

陈蓓 助教 0401

借鉴外国关于补充教育的成功课程实施案例，建立符合我

国教育现状的补充课程体系,更加系统地对小学生的课余生

活进行补充；制定更加高效有序的课程活动，实现课程目

标的最理想化；调研中国最缺失的教育部分，并分析家长

对线上补充教育的看法与建议；考察偏远山区教育水平，

思考如何进行教育支持。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25S
长安猫工作室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张心 19610118910161

陈欢

/1761070115

1745,

魏伊华

/1961011891

0183

  翟

峰,

 罗丽

霞

讲师,

讲师
0503

长安猫原创立足于原创传统元素定制设计，提供客户各种

原创定制业务，可进行汉文化服饰、品牌LOGO、活动策划

、文创设计等各种定制服务。致力于打造传统与现代相结

合的新风尚。不仅可以让广大客户享受到优质的定制服

务，更搭建社群为广大传统文化爱好者提供交流分享，原

创设计，手工定制是我们的品牌符号。不同于市场上其他

商家的一次性成品出售，在这里客户可以直接与设计师进

行对接参与设计。拥有更强的体验感与参与感。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26

爱心银行--基于移动互联网技

术的爱心接力小程序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昊晟 18652101110040

刘丽

/1834032315

0140,

吴晓彤

/1834072211

0890,

刘嘉宁

/1861020115

0597,

刘欣,

江渭

助教,

高级工

程师

0204

通过“爱心银行”APP使社会现有的公益活动更加透明化，

且通过软件的协同合作，使加入工艺相关活动的渠道更为

便捷且多样，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通过“爱

心银行”APP也可以有效的提升大学生勤俭节约、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的意识、锻炼其综合本领，以更好地投入到社会

建设中去。整个方案立意新颖，有较好的创意，具有创新

性。其项目的战略目标是将爱心银行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

的服务网络平台，我们将以优质、方便、快捷的服务，取

代传统的服务公司模式，更快、更好地为需要帮助的人提

供一个交换服务的平台。打造出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

我，助人自助”的社会服务理念。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27
桥陵数字化复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贺 17130425134257

任元元

/1714112513

1087,

祁梦珂

/1741170111

9195,

黄毅兵

/1741013111

9115,

鲁杰

/1761070313

0006

胡宇婷 讲师 1305

 本项目选取，唐十八陵墓当中的“桥陵。通过多个维度的

方式，运用3d、vr技术，呈现出一个数字可视化的复原。

我们在研究此项目的时候，对于近年来的修复以及损坏程

度做出了调研，发现近年来对于类似的项目修复的力度并

不是很大，我们对此作出的方案，也是呼吁大家加强对于

地面遗址的保护，同时也能让大家加深对于中国古代文化

遗址的认知。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28X

浇筑时光--建材废弃料再生艺

术品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鹏远 19610401150239

陈海波

/1941061611

0256

刘冰宇 讲师 0810

   本项目主要针对目前建筑行业普遍面临的大量建筑废渣

无法处理的头疼问题入手，从实验室微小环境入手解决固

体废弃物二次利用的技术问题，研发有艺术价值的废弃料

再生艺术品，获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收益。计划解决固体废

弃物研磨、掺料比例、虚拟新模型建模、翻模、浇筑等问

题，通过宣传推广形成稳定的销售渠道及购买群体。获得

解决固体废弃料的创新方法及一定的创业能力，一举多得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29
SUV车辆防侧翻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懿贤 19320801492212

李文杰

/1951110516

2427,

赵佳兴

/1961030111

0034,

钱李伟

/1933540315

0544,

唐胡明月

/1932083049

0415

韩蕾 助教 1201

    通过给车辆加装一个弹出式的支撑柱，仅在车辆有侧

翻危险时提供帮助，避免其侧翻或者减少其翻滚周期。在

日常行驶时该装置隐与车壳下，不影响汽车原本外观，仅

在需要时弹出并且提供帮助。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30X
贰零影像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珂欣 19610502150098

徐泓扬

/1961080611

1066,

王淼

/1961080211

0422

吴胤

君，

杨冉

讲师，

助教
0503

依托自媒体平台，通过视频拍摄、纪实影像及调研采访，

了解农户的生活，售卖西安周边滞销的农副产品，推广和

宣传西安特色的农副产品。同时让这种新媒体与农业生产

销售相结合的形式成为助农扶贫的新渠道，线上消费的新

模式。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31

不夜陈炉—北方陶瓷文艺特色

小镇旅游开发策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唐千惠 19650201150319

蔡伟

/1961030315

3073,

冯华

/1961020411

0173,

王纪军

/1961020115

0026

谭启鸿 副教授 1209

该项目致力于挖掘特色小镇的潜力及陈炉古镇历史文化价

值，在"一带一路"及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机遇中进行深入

分析，围绕重构其极具烧造特色的聚落环境,提出保护开发

振兴陈炉古镇的方案。将陈炉古镇的历史文化与当地陶瓷

产业相结合，建立完善的旅游产业链。将陶瓷主题贯穿于

整个陈炉古镇，将其打造成为4A级景区、北方著名的陶瓷+

文艺主题特色小镇，使陈炉古镇成为铜川市旅游新名片。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32S
校企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与服务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张玮玮 16610901110070

谢德先

/1733335415

0136,

李烨宇

/1833700315

0191,

徐壮壮

/1841061415

1076

王艳

武,

李志磊

讲师 0401

校企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与服务项目旨在建立一个融合校企

双方，互惠共利的专业化平台，服务于学校教师、学生，

与社会企业，使三方可以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互助服务

。这个专业化平台可以通过协调学校的高素质讲师资源，

帮助企业完成培训需求，既能给企业解决培训人才需求，

又能增加经济效益。在企业具有大量实践经验的企业导

师，可以进入校园，帮助学生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解决学生

的实践需求。学生可以通过此平台寻求实习与就业机会，

通过平台上的资源整合，企业和学生实现真正无缝对接。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33
自助健康监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治丹 18610604150457

田明明

/1861041315

0614,

白云瑞

/1761030315

3344,

肖煜晰

/1861080115

1575,

卫子义

/1761030215

0521

张秀

芳,

马丽华

副教

授,

教授

0809

本设计采用微控制器进行控制，使用传感器采集佩戴者生

命体征参数，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将数据上传到云端。

医疗专家通过访问OneNet平台对佩戴者进行实时监测，从

而监测到佩戴者的体征数据,可以对佩带者进行远程诊断及

指导，从而减少了患者的看病时间。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34
树袋熊的VR体验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茜 18610501111077

李鑫龙

/1615270111

3765,

王婷

/1861060611

0134,

张玥

/1861030311

0510,

王婵

/1861061115

0466

高菲 副教授 1202

创业项目是计划创办一间为“树袋熊的VR体验馆”的VR线

下体验店，通过对财务计划书的相关理论进行学习，对项

目的具体描述以及对项目内部、外部环境的调查分析后，

重点对财务方面的规划、投资回报和资金退出等进行深刻

研究，并且预测了项目的投资回报期和盈利能力，对项目

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35

一种装配式建筑用套筒

灌浆料的制备与配方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梓璇 19140322150864

魏士杰

/1951110116

2952,

孙昭昭

/1961050415

0188,

王雅欣

/1961090115

0471

杨光
讲师/

工程师
0810

    本项目以《钢筋连接用套筒灌浆料》（JG/T 408-

2013）中对装配式建筑用灌浆料性能指标要求为依据，依

次通过灌浆料基本配比试验，灌浆料外加剂试验，灌浆料

矿物掺合料试验以及灌浆料抗压强度增强试验等四部分试

验得出灌浆料的最优配比，再利用此配比分析不同环境条

件下灌浆料性能变化规律，研制成夏季及冬季灌浆料配

方，并采用X射线衍射（XRD）、扫描电镜（SEM）或计算

机断层成像技术（CT）对灌浆料进行微观分析，以期分析

其服役性能提升机理。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36

教育新媒体发展趋势研究——

基于川陕教育新媒体的比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汪嘉彧 19511401120850

张纪元

/1961010911

0269,

李鑫怡

/1961010915

4776

杨冉 助教 0503

 本研究从两省教育政务新媒体出发，从两省宏观数据对比

中发现问题，从两省教育政务新媒体运营对比中分析问

题，从四川教育政务新媒体优秀案例中进行样本分析，从

四川教育政务新媒体案例中总结归纳对于我省教育新媒体

发展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做法和经验。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37

宠来宠去-专为宠物发烧友提

供宠物临终关怀的服务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华珍 17140203131102

张草萍

/1734010113

1102,

赵兴瑜

/1714112213

1118,

朱爱莲

/1713068113

4229,

王京晶

/1741230111

9054,

吴晓星 讲师 1305

该项目主要针对爱宠、喜宠的养宠人士，宠物发烧友。开

发一个解决宠物临终关怀、宠物后事、宠物纪念等服务，

包括及时24小时线上咨询、线下上门服务、给予主人心灵

的慰藉的数字化服务平台。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38

高强轻质陶粒混凝土的试验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晨浩 18610505150265

郑凌文

/1851060116

6059,

张鹏远

/1961040115

0239.

陈海波

/1941061611

0256,

刘冰宇 讲师 0810

    本项目以高强轻质陶粒混凝土为研究对象，主要解决

通过混凝土正交设计实验结果的级差分析得出影响比强度

主要因素按重要程度排序、解决比强度与水胶比之间的变

化关系、探究体积砂率对混凝土的比强度有显著影响、对

比普通碎石、陶粒加碎石、陶粒4种集料组成的混凝土坍落

度，形成影响因素调价、通过实验发现配制高强次轻混凝

土合理配比设计参数等问题，对未来建筑发展推动作用，

项目前景广泛。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39
医平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严雪 ##############

马可心

/1814072915

0665,

张海慧

/1861010411

1597,

贺国盼

/1861011311

1074,

汪冬晨

/1834082611

0764,

武君 助教 0203

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医疗市场已迎来大爆发的时代。

互联网提升老百姓的就诊体验，它给医疗带来颠覆性的改

变。利用互联网工具对医疗健康服务和流程做出改革。医

平APP把医院的就诊流程都串联起来，患者通过AI导诊小

助手，就可以精准匹配医生，直接就医、检查、取药，提

高效率；通过该APP，患者还能够轻松查预约信息、医疗消

费账单、线上检查报告、社保缴费明细等。贴近基层需

求，符合老百姓的期望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一股正能量。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40
流浪星球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柴小东 1662242417008

杨晨泽

/1761010311

0220,

黄帅

/1753242711

0154,

刘月 副教授 0203

我们的创业项目是流浪星球，它是一款集合公益服务与宠

物服务的APP，第一模块：流浪宠物的出售与租赁，在现在

的社会中随收入的增加很多家庭开始养宠物，但是社会中

也出现了很多被弃养或野外生长的流浪宠物，我们的APP中

最大的特点就是让这些宠物走进人们的视线，让更多人了

解他们，让更多人接受他们，让它们不再是流浪者被抛弃

者，不再是地球多余的一部分。第二模块：形成一个完整

的宠物服务体系，进行对售出或租出的宠物的后续服务，

以及对社会中所有宠物的培养，让他们更适应家庭中生活

。第三模块：很多有宠物的人在饲养宠物事都会遇到宠物

异常而束手无策，我们可以利用空闲资源，在APP仔细回答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41
大学毕业生资讯平台创业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晴雯  17610109154188

金家俊

/1761030215

1270,

张艳华

/1761041315

0665,

张甜

/1761080715

1441,

冯蔻

/1761050611

1574

杨徐馨 讲师 1202

根据市场需求以及大学生就业现状开发一款”慧就业”

app,给大学生提供就业信息、就业指导、招聘信息、求职

成功人士名师、教授、社会名人、企业家传播其领域内最

专业的知识，增强大学生对各行各业及世界的认知，扩大

知识圈子，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岗位工作。引导大学生根

据自身情况分析并选择合适的就业岗位，提高大学生的就

业率。给予大学生更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以及灵活的就业

手段，促进了多元化就业方式的出现。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42
绿瓶行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亚宁 18610601111377

高帅帅

/1861060915

0767,

王翔宇

/1861080711

1027, 

  

 

张建慧

/1861060111

0682,

崔雪瑶

/1861010615

0529

王伟舟 副教授 0203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注，近几年来，通过环境保护与治理，环境质量的恶化的

趋势基本得到控制，局部地区环境质量逐步得到改善，但

仍面临许多问题，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而通过饮料瓶绿箱

子的应用则可引导人们从每一件小事做起践行环保。平台

总共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直接兑换小礼品，第二

个方面是通过饮料瓶废物利用制作工艺品获得小礼品，第

三方面则是通过饮料瓶积攒兑换相应金额捐给需要帮助的

人。我们将逐步向更多的人推送我们的平台，让更多的人

行动起来，一起“绿色畅饮”。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43S
 静·雅轩工作室 创业实践项目 否  蒋超怡 19341622151753

吴凡

/1961100311

0174,

黄本新

/1961090313

0231,

储子寒

/1953012115

1799

李玉霞 讲师 0401

此项目瞄准休闲产业，使学生的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与学院的培养模式与目标契合。同时，兰·雅轩工作室作

为一个实践项目，使学生的专业技能实践能力得到很好的

发展，是培养和锻炼学生统筹、组织、应用等综合能力的

一个良好的平台。这个项目实现了团队之间的友好交流与

密切合作，将专业能力的应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44S
娱乐竞技数字运营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徐壮壮 18410614151076

张玮玮

/1661090111

0070,

谢德先

/1733335415

0136,

韩浩哲

/1941280111

0085

王艳

武,

李志磊

讲师,

讲师
0401

娱乐竞技数字运营项目是依托自筹自建的娱乐竞技数据分

析平台网站，通过多种渠道方式获取的娱乐竞技项目产

品，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精准的定位营销。主要的

盈利方式是通过一系列的营销手段达到提高在线人数，刺

激消费增长利润。主要的优势点在于：1.网站平台由自己

搭建。2.获取娱乐竞技项目产品以委托代理为主，节省成

本。3.精准定位，数字化营销方式，合理维护客户粘性。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45S

昌吉东风农民专业合作社创业

计划书
创业实践项目 是 高松 16652307110370

王小魏

/1661010511

0572,

徐小东

/1661070111

0999,

何文钰

/1614062415

5646,

祁伟伦

/1615030211

0227

高度 讲师 1202

本项目以自家农业合作社为基础，进行实证调研，深入分

析制约农业合作社发展的主要问题，从而引进信息化技

术，实现农业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项目拥有专业技术团

队，具有创新性的意义，符合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理念。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46X
V触-基于VR技术看房装修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吴晓萱 18131103110307

黄贺仪

/1761011111

1407,

霍思邈

/1761011111

1407

江渭
高级工

程师
0204

本项目获得第七届发现杯大赛一等奖和现金1万元奖励。近

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房地产业得到了蓬勃发

展，人们买房和装修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是传统的看房、

购房和装修大多是通过线下来完成的，这为消费者带来许

多不便，如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各地纷纷封城或限制出

行，就给房地产和装修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如何借助

互联网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便捷的服务，为人们

购房和装修提供有益的帮助和更加便捷的服务。为此，我

们结合VR技术专门设计了“V触”这款产品。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47
虚拟现实毕设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鸿博 17620103133543

王婷婷

/1714100113

1284,

田宁宁

/1713043517

4072,

张云龙

/1761090113

0741

胡宇婷 教师 1305

项目以针对当下疫情各大院校，博物馆等无法开展线下实

体展览展示提供解决方案，线上展览不仅提高了展览的传

播效率，让作品成为企业或机构的数字资产，提升展览作

品的知名度，更为市场宣传提供了有效的竞争力。使用沉

浸式交互体验设计一套全新的线上展览，打破原有的线上

展览和线上宣传思路，建立完善的线上展览体系，使参展

人可以足不出户，体验沉浸式虚拟线上展览，为展览展示

创造了全新的传播方式。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48

复试宝—移动端考研复试服务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洋 17152801133772

张草萍

/1734010113

1102,

王华珍

/1714020313

1102,

陈涵达

/1733013213

0014

吴晓星 讲师 1305

该项目主要针对广大考研已通过国家统考初试，面临复试

的同学，开发一款帮助其准确地找到所要报考学校导师的

研究生或本科生，获取复试专业课笔记资料，快速对接报

考院校研究生的学哥、学姐，一对一专业课、复试干货辅

导的移动端考研复试服务平台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49
“医心”大学生心理咨询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国艺 18411301119330

李晓迎

/1861010215

0718,

郭凯

/1865230711

2504,

田晶

/1853262115

1514,

陶国斌

/1862232311

3208

刘慧 讲师 0203

通过“医心”平台（线上软件和线下心里辅导室的结

合），疏导和解决大学生所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了解和

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通过文章和解压游戏帮助大

学生正确认知自己；通过平台及时有效地给出方法和解决

方式；线上线下相结合，为每个人量身订做合理的解决计

划。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50
智慧之森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武家铖 18321012470723

邢幸幸

/1861041415

0493,

王雷磊

/1861010115

2266,

张天宇

/1861080115

1594,

熊涛

/1835258217

0133

曹振宇 助教 0203

随着数智经济和新基建的快速发展，企业实施绿色可持续

发展战略是保障政策执行的基本因素。企业资源消耗与分

配，自然资源环境监测是绿色经济面临主要问题之一。人

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将有效的降低资源监测和指标评估

成本，并且提升工作效率。智慧之森将为政府提供智能数

据服务平台，通过机器学习和物联网技术，快速分析和预

测环境问题，并及时发出预警。另外，该平台可用于企业

检测上下游产业链的环境污染问题，并提供环境评估指标

和建议。

√

2020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S202012712

051
大学生对于国产产品的偏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星宇 18652401150664

刘琨煜

/1861020411

0386,

安琴琴

/1852062611

4683,

邢浩磊

/1841110111

0470,

吴仲美

/1852012215

1075,

王彤星 助教 0711

本实验从内隐和外显量表判断大学生对于国产产品是否有

偏见，目的可以让人们正确的认识国产产品的优劣，更好

地发展我们国家的科技。从心理学角度帮助人们找到消除

偏见的方法，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的

社会心理环境。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01

具有近红外屏蔽性能的高分子

分散液晶薄膜材料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世俊 190703021044

王倩倩

/1908020211

75,陈琪

/1907030210

18,  高维佳

/1907030210

37,卢涛

/1907030210

30

张翠红 副教授 0804

本项目拟制备一种具有近红外屏蔽性能的高分子分散液晶

薄膜，通过将具有近红外吸收性能的氧化铟锡纳米粒子掺

杂入薄膜体系实现。这种方法将进一步提高薄膜散射态时

的隔热性能，又能使薄膜在透明态时也可以屏蔽掉绝大部

分产热的近红外光。通过调节外加电场，可实现薄膜从散

射态到透明态的切换，满足不同情况需要。纳米粒子掺杂

型调光薄膜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节能的薄膜，本项目将

为开发新型绿色节能薄膜提供理论和实验指导。

√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02X

益农解需 ——互联网扶贫互

助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徐浩楠 181204051027

王泳铎

/1712080110

38,史君兰

/1712080110

36,刘瑞

/1708090110

49

梁林

蒙，邢

卓

讲师,

副教授
1208

通过互联网平台搜集、整理、筛选真实有效的扶贫信息需

求，同时在平台提供扶贫需求和个人、社会组织、政府之

间的对接。项目借助陕西高校及企业的资源优势和技术背

景，搭建平台打通信息瓶颈，帮助农户解决实际需求，为

政府部门、公益机构提供需求信息，提高社会资源的使用

效率。截止2020年3月，本项目累计组织20余支学生帮扶

团队，为内蒙古正丰农牧合作社等100余家行业企业提供相

关技术服务。同时与西安市团市委、延安市电子商务协会

等单位合作开展15次县域电商商业模式培训，累积培训学

√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03S

鲜活农产品全产业链平台构建

与实施
创业实践项目 是 朱晗 171305031186

郭佳

/1912080110

48,

郝思雨

/1912060110

16,

孙林涛

/1812020210

68,

牛毓婷

/1712020312

30

张惠 讲师 1202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常态阶段，农业问题关系着

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了解决农产品市场中的矛盾，对鲜活

农产品流通模式进行优化创新势在必行。本项目以全产业

链为视角,对鲜活农产品流通实施全产业链模式的内在和外

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对鲜活农产品全产业链运行模式重

新架构，以平利县长安养殖专业合作社为研究主体，开展

创业实践，检验研究成果，目前已经对接建档立卡贫困200

户，项目运营4个月收益达60万，预计在2020年底营业额

突破500万元。

√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04

一种基于体内外磁控的热疗胶

囊系统及其关键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祝森 180808011074

魏高翔

/1808080110

41, 张昭辉

/1808080110

71, 付龙霄

/1905030110

02

邱力

军,徐

新新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研究一种基于体内外磁控的热疗胶囊系统及其关键

技术，其将热疗技术集成于胶囊内窥镜系统，结合体外磁

控技术、体外无线供能技术、温度控制技术和视频图像导

航技术，使热疗胶囊成为集诊断和治疗功能于一体的新型

诊疗工具，操作者将能够在体外“主动”控制热疗胶囊的

姿态和位置，从而实现对病理组织的“耙向”和“直接接

触式”热疗，对于检测和治疗消化道浅表性恶性肿瘤具有

重要意义，为热疗胶囊应用于临床奠定基础。

√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05
智能物流消毒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建康 180802021064

彭采

/1808020201

61， 计文强

/1807030210

15，施文峰

/1808020210

64，钟琛豪

/1808090111

60

张宁 副教授 0802

针对疫情需要开发一种可在菜鸟驿站应用的便捷、易操作

的智能快递消毒机，实现快递的360o全方位消毒、智能识

别等基本功能，并将该产品推广，预期销售产品产值达到2

万元，并申请产品相关专利3项，发表产品相关论文1篇。

√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06

利用陕西农业废弃物制备绿色

混凝土的关键技术及其性能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煜 170810011119

张家铭

/1708100111

48，高庆禹

/1808100110

75

高山 副教授 0810

本项目基于陕西当地的农业废弃物，提出一种利用枣核制

备的绿色混凝土，并对其关键技术进行研发；对枣核绿色

混凝土的力学性能进行试验研究，给出其材料本构模型；

对其多种耐久性能进行试验研究，修正本构模型以考虑耐

久性参数，提出相应的评价指标。本项目既缓解了农业废

弃物处理问题及混凝土生产的资源环境问题，还为枣核这

种农业废弃物赋予了新的价值，提升了枣类农产品行业的

整体经济效益，提升精确扶贫脱贫效率，应用前景广阔。

√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07

全面复兴传统文化语境下的陕

西千阳布艺衍生品再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应方琪 181305021143

孟家杰

/1813050211

45,

兰思源

/1813050211

39

杨洋 讲师 1304

陕西千阳县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道，种桑养蚕久为传

统，其传统的布艺手工艺在全国范围内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本项目最终的创作成果为主题性系列的陕西千阳布艺文

化衍生品，主要的研究内容为如何全面复兴传统文化语境

下的陕西千阳布艺衍生品再设计，通过前期对陕西千阳地

区的调研及搜集大量的资料，做好草图设计及衍生品的定

位，注入新的设计理念达到对陕西千阳布艺的再创作，最

终呈现出符合现代审美具有设计感的千阳布艺文化衍生品

。体现红色文化，打造陕西名片。

√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08

基于BIM与二维码技术的现代

建筑居民楼虚拟仿真模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梓冰 170503011006

谷焕钰

/1708070110

13，

苏敏鸿

/1708020810

26，宋赛

/1812010510

85,  何籽聪

/1812010510

13

张彩红 讲师 0810

   人群的聚集让城市更容易爆发流行疾病。纵观人类历

史，每一场重大流行疾病的爆发都会促使城市规划和建筑

设计进行新的探索与创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也

给未来建筑提出新的挑战：如何通过优化设计过程，减少

疫情的传播，保护人们的健康，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

   本项目基于“BIM+二维码技术”对现代建筑民居建造

设计进行应用和虚拟仿真研究，结合日常常用的二维码技

术，实现轻量化的技术嵌入，为现代建筑民居楼的虚拟仿

真模型提供三维体现感。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09
一种感温防烫多功能水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巧玲 181209011054

孙笑曼

/1712010510

2, 王艺杰

/1812020310

28,王齐群

/1813031010

12,         

     刘一帆

/1812020310

19

李丽霞 讲师 1202

设计一种感温防烫的多功能水杯。杯盖采取扣压模式、两

端开口上掀打开，杯身由真空双层塑料材料制成，水杯内

层材质采用热敏材料涂层及感温变色粉注塑，达到感温变

色效果并且可逆；水杯外层采用透明粗糙塑料材质，达到

防烫防滑效果且不影响变色观看效果。内部空间设计隔离

层，达到双空间效果。水杯底部内置空间小抽屉可进行抽

拉取放，方便取放冲泡品，创意美观，使用方便。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10

安全环保型金属加工循环冷却

水电化学处理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江龙 180703021044

寇宰

/1807030210

16,张同同

/1807030210

32

葛媛 副教授 0825

金属加工循环冷却水系统的稳定运行对于保证企业安全稳

定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垢现象广泛存在会造成循

环水换热效能下降与能耗增加。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项

目拟构建一种金属加工循环冷却水电化学处理方法，通过

电化学方法来调节水中矿物质的平衡，从而达到去除结垢

物质、防腐和防治微生物的目的。该方法节能环保、成本

低廉、灭菌效果良好，若将其应用于企业生产中，预计能

够节水40%~50%，节约净化成本约30%。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11

基于微信智能锁的开放实验室

门禁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心玮 181202031231

张华

/1808070110

41，

刘嘉龙

/1808070110

17，

李亦婧

/1808070110

14，

徐开元

/1708090111

38

徐飞 讲师 0807

开放实验室人员和时间不统一，不方便管理，任由使用者

使用，带来损耗和不安全因素。故开发此门禁系统。此系

统软件是基于微信的前端扫码和后台管理系统。使用者一

是提前预约开放实验室，扫码开锁系统自动登记学号进入

实验室；二是临时进入实验室，使用者用微信扫智能锁扫

码之后，首先拍用户照片上，传到系统，然后回答一些问

题，特殊情况还需要给管理员打电话方可启动开锁装置，

这样减轻管理员的劳动。如锁受人为破坏的时候报警。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12

基于电阻信息的混凝土破坏预

警及快速识别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传康 170810011038

张瑞

/1712010510

93,

毛琴

/1708100111

28,

沈硕

/1712010510

77,

任浩鹏

/1708100110

80

罗滔 副教授 0801

混凝土材料破坏具有脆性特性，其破坏理论和前兆信息快

速识别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本项目

拟结合电阻率测试和立方体抗压强度测试，建立混凝土受

荷过程与电阻率变化的相关关系，开展不同低温条件下混

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检验电阻率测试方法用于混凝

土破坏前兆信息快速识别的可行性，以期为寒区工程结构

破坏提供新的预警机制和监控手段。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13
创跃共享健身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画然 181202031073

张碧莹

/1907120210

37,

郑雨

/1902040110

03,

顾冰倩

/1912020310

78,

刘云

/1912020310

24,

王霞,

崔青

助教,

讲师
1202

本项目顺应“共享经济”的发展潮流，采用共享+健身的模

式，积极响应全民健身的号召。从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大众

在健身过程中遇到困扰，并且充分利用了各方资源，提高

了使用率，避免浪费。本项目将原本昂贵的健身会员费转

变为按运动时长缴费，将传统的大型健身房变革为“最后

一公里”24小时运营的健身舱。共享健身舱充分考虑各方

因素，采用人性化的设计，多元化的运动模式，合理的收

费机制，增强用户的使用体验。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14

基于指纹库的医院内定位导航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宇 180807011044

贺文哲

/1808070110

06，

宋宇轩

/1808070110

26，

王小路

/1808070110

30

朱锐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基于服务器/客户端结构实现，服务器端采用指纹匹

配与信息融合算法进行位置解算，并通过特征分析简化指

纹库的设计；客户端则基于智能手机平台，通过MQTT协议

与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并在此基础上拓展UI应用。主要

包含：1.分析了医院内定位及导航系统的需求，并给出了

相应的系统设计方案。2.设计了基于WiFi和蓝牙信号的位

置指纹库。3.设计了基于WiFi和蓝牙信号的定位匹配算法

。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15X

灼灼花艺互联网鲜花零售平台

运营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苏馨 171208011024

李羿衡

/1812080110

15,许婉容

/1812080110

30,高思文

/1812080110

90,甘丽红

/1712080110

10

毛展展
教师,

讲师
1208

“灼灼”花艺是一个依托于电商平台的花艺交易项目，业

务包含线下基地花卉市场采购，进行包装零售、加工花卉

制品、搭配花器，家居用品等。销售途径主要以网站、微

信公众号和淘宝店进行销售，主要销售产品为鲜切花、永

生花、鲜花香水、周边装饰品等多种生活美学类产品。在

电子商务消费的大时代，通过分析电子商务中客户消费心

理特征来进行精准客户定位打造精准营销。服务宗旨“芳

魂有知，只遇知音一人”。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16
长安农本产业链综合扶贫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郑利刚 181208011079

周钰航

/1805030610

64，        

          

霍能

/1812020210

59

李政 讲师 0503

西安市长安区是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也是一个农业人

口占主导位置的区县。当前，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长安区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构建大扶贫格局相结合，发展特色农

业产业。

本项目结合“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在对长安区的典型

农村进行实地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利用短视频平台(抖音）

对长安区的特色农产品进行宣传推广，通过旅游扶贫、农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17X

基于气控单向阀原理的粘性液

体环保包装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黄昶皓 180806011013

韩可欣

/1808060110

11，张丹

/1807120210

43

刘东

强，林

东

副教授

/工程

师

0702

针对所售粘性液体包装在使用后期会出现残留现象及包装

材料难以降解的情况。团队将开发出新的包装设计，致力

于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及绿色环保包装。产品原理为气动原

理与单向阀原理。通过按压瓶顶泵头，使气体进入。当气

体进入后受单向阀的阻拦无法返回，使得瓶内部与外部气

压改变，瓶内气体将瓶底的托盘向上冲顶，同时托盘挤压

上半部分液体，从而使液体流出。本产品所有设计材料将

使用麦秸秆或被砍伐过的树木作为原材料进行制作。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18X

爱宠-宠物专用羊奶粉营销工

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简甫璇 181208011053

胡静

/1812080110

91,  董镓铭

/1812080110

89,黄朝琴

/1810110111

45,田莲莲

/1805030110

73

杜永红 教授 1208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当人们物质需求逐渐被满

足，对精神层面的需求就愈加强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宠物行业的市场前景也愈来愈好。本项目团队从“铲屎官

”方了解到，他们目前最担心的就是宠物食品市场质量参

差不齐的问题，本项目团队以此为出发点与优麦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陕西富平秦源乳业有限公司合作，从原料溯源

入手，对产品进行研发、生产及改进，同时利用电子商务

的创新思维模式，结合网店以及各大新媒体平台，从而进

行宣传和销售。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19

“紫阳茶铺子”富硒茶

——电商扶贫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晓雯 191208011024

陈苗苗

/1812080110

45，阮豪杰

/1812020210

30，王国栋

/1808091010

29，马瑞

/1801020210

60

秦效宏 教授 1208

本项目围绕紫阳县富硒茶线上微信小程序销售“紫阳茶铺

子”以及紫阳县富硒茶在各大线上平台的宣传开展研究，

主要研究如何充分发挥高等学校教育资源、人才资源和智

力资源，如何充分发挥西京学院“电商专业学习技能”及

“紫阳茶铺团队”的组织作用，如何充分发挥紫阳县瑞阳

春茶叶厂等行业企业的资源，以紫阳县富硒茶线上销售和

电商扶贫为切入点，构建基于“互联网+”的茶叶电商产业

线上销售以及扶贫平台。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20

黄土地区填筑路堤路面开裂机

理及关键防控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超 181201051010

王晴雯

/1712010510

33，李嘉晨

/1812010510

74

习羽 讲师 0810

黄土地区采用原状黄土路基时，由于湿陷引起的路面塌陷

开裂已有较为成熟的处理办法；但采用压实黄土路基时，

理论上不具备湿陷条件，但路面开裂现象依然存在，对于

这种现象的产生机理，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本项目为

了阐明压实黄土路基路面的开裂机理，基于非饱和土力学

理论，结合室内渗试验，为压实黄土路基寿命以及路面开

裂模式进行预测，揭示其内在机制。并根据此机理提出一

种压实黄土路基路面开裂防控关键技术。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21

景泰蓝工艺在家居产品创新设

计中的“活化”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靳与欣 181305021042

段进轩

/1813050210

03，

郭峻彤

/1813050210

37，

胡安玉

/1813050210

06

刘珊 讲师 1305

 景泰蓝艺术在中国工艺史中占据重要地位，有“燕京八绝

”之首的美名。“景泰蓝制作技艺”更是第一批国家级“

非遗”项目，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活化石。

本项目将以此传统手工技艺为表现形式，以家居用品的设

计制作为载体，在深入挖掘传统技艺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

增强创新意识、如何做好“活态化”传承的同时，一方面

对景泰蓝传统技艺在当代家居用品设计中的创新实践应用

进行全新的探研，另一方面也对其“生产性方式保护”进

行深入思考。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22

基于生物质废弃物的离子液体

修饰纤维素材料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金腾 190703021007

罗晨

/1907030210

16,  訾帅

/1907030210

32,  霍文娟

/1707030210

11,郑乐

/1707030210

52

宋文琦 副教授 0817

作为自然界存在最丰富的天然高分子，纤维素被誉为最有

潜力取代化石衍生物的可持续材料。本项目拟以纸基废弃

物为原料，经化学改性脱墨处理与湿法成型得到纤维素纸

基材料，并通过化学改性制备出咪唑离子液体修饰的纤维

素材料作为高效吸附剂，研究其对有机染料的吸附分离性

能，为我国纸基废弃物资源的高值化利用以及环境保护提

供新思路。本项目的实施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对我

国水体资源保护也具有积极意义。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23

一种水体中重金属离子荧光传

感器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泽轩 180703021018

翁思瑜/ 

18081001112

9 

杨涵玉

/1807120210

38

朱敏 副教授 0703

本项目制备一种能用于工业废水中重金属离子高灵敏性检

测的稀土金属-有机框架荧光传感器，通过对框架材料结构

设计，提升材料对不同重金属离子的特异性识别，实现可

视化荧光传感器的实用目标，解决传统分析仪器检测过程

繁杂、仪器设备大无法便携使用的问题。该项目的实施可

锻炼学生通过调变配体分子结构及金属离子类型来设计典

型发光功能材料的能力，积累材料表征及实际工业应用等

经验，与毕业论文和未来就业创业紧密关联。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24

基于RFID的医疗护理信息管理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鞠建轩 180809051017

贺驰浩

/1808090510

13，

徐益娜

/1808020211

18

张婷 讲师 0806

项目将RFID技术和无线网络技术相结合，设计基于RFID的

医疗护理信息管理系统。在病区部署无线网络，患者佩戴

RFID标签带，药品及血袋上加贴RFID标签，护士执行医嘱

前，通过掌上电脑直接采集患者身份、药品、血袋等信

息，进行唯一识别与确认，并将医嘱由谁执行、何时执行

、护理情况等录入系统并上传至数据中心，实现医嘱的闭

环执行和医疗信息的可追溯性，把重心由事后追责转到事

前防范，有效预防和避免医疗差错的发生。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25X

“互联网+”背景下滴胶创意

饰品的设计与网络营销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雯雯 181304011082

杨阳

/1813040110

22,董文渊

/1813040110

54,王绘

/1813040110

83

何玮 讲师 1304

本项目旨以原创精致个性水晶滴胶手工品的设计及网络营

销推广项目创立的一个模拟公司。尝试利用公司的资源配

置搭建于设计、制作、销售一体化的创业模式平台，并利

用创业人的所学专业知识，集中融合了传统手工制作，与

当代时尚手工元素结合的一种手工制作方法，从而制造出

精美的手工作品，为顾客提供最想要的产品。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26

“互联网+”背景下陕西农旅

融合调研与发展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佳 181209011027

杨颖彦

/1812090110

36,郭悦

/1812090110

08,  李梦莹

/1912090110

42,吴萍

/1712090210

42

唐树

艺,李

晟

助教,

副教授

120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

提，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农业与旅

游业的产业融合是农村产业融合的重要途径。通过拓展现

代农业的旅游功能，以旅游业带动农业与第三产业的良性

互动与深度融合，可以培育新业态和新模式，延长产业

链，增加产业附加值。本项目立足陕西乡村，结合信息时

代的互联网思维，尝试探索农旅融合的创新发展路径。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27
惠农科技--中药材电商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欣 181204051017

刘妍辉

/1812080110

21,赵咪楠

/1902040111

16,鲍伟东

/1812040510

02,马雅楠

/1712080110

80

孙亚娟 副教授 1208

惠农科技——中药材电商平台是专注服务于农村中药材产

业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惠农科技电子商务平台主要有

四大业务模块，包括中药材农户销售信息，中药材采购信

息，中药材种植技术咨询与服务，以及中药材市场行情信

息。中药材农户和采购商可以免费将销售和采购信息发布

在本平台上，平台作为将农户和采购商有效对接的中介，

以收取一定的信息提供服务费而获利。同时，平台还通过

向农户提供中药材种植技术咨询与服务获取一定的收益。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28

智能全地形轮履复合式爬楼轮

椅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谢臻 180802021180

黄思程

/1908020211

74，

孟拓

/1708020211

09

解欢,

王引卫
副教授 0802

智能全地形轮椅是一款具备越障功能的轮履复合式智能轮

椅。采用了非承载式底盘结构，搭载轮式和履带式两种行

走机构，能够适应包括台阶在内的复杂综合路况。采用

stm32芯片对六轴电子陀螺仪数据进行处理，实现轮椅行

走姿态的实时控制，具有自动平衡、主动避障、主动报警

等功能。使用两台直流电机作为动力输出，每台最大扭矩

200N/cm，能确保轮椅在轮动模式下具备20°的最大爬坡

能力，履带模式下具备35°的最大爬坡能力。产品具有运

行平稳、操控性好、成本较低的特点。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29

高速喷气织机共轭凸轮开口系

统创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铭 171206011003

申泳祺

/1808020210

62，

刘钊

/1808080110

25，

折伟帅

/1808020210

83,

杨斌

/1808020211

19

邱海飞 副教授 0802

共轭凸轮开口无需回综装置，具有传动精度高、振动冲击

小等特点，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现代高速喷气织机。针对以

往单轴共轭凸轮开口的性能缺陷，本项目通过结构创新、

机械设计、程序编译及动态仿真等，开发了一种采用双轴

构造的新型共轭凸轮开口系统，利用双凸轮锁合来积极地

控制综框升降运动，在增大凸轮厚度的同时有效减小了接

触挤压应力，有利于凸轮开口减轻磨损、延长工作寿命。

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专业实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30
一种金属球打磨筛分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功飞 190802021140

景国峰

/1908020211

39,汪广艺

/1908020510

41

罗杰 讲师 0802

在工业化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对于零件的精细度要求已

经越来越严格。目前，市面上出现的金属球筛分机存在物

料堆积严重、筛分除杂不彻底、筛分效率低等问题。针对

以上金属球筛分中出现的问题，本项目拟采用滚筒式筛分

机构，从原理上不仅能解决上述问题，而且在滚筒作用

下，金属球互相碰撞打磨，其表面更加光整，表面强度会

大幅度提高，增加其耐磨性能和使用寿命，节约成本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31

弹簧-铅材料自复位装置

抗震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丁蕊 181201051059

吴越

/1812010510

93， 陈磊

/1708100011

045，张毅

/1708100110

04,

汪宇翔

/1808100110

54

李萌
高级工

程师
0810

弹簧-铅材料自复位摩擦耗能装置作为一种新型的耗能系统

。自复位摩擦耗能系统在结构中能否起到使结构在强震后

恢复原位的作用，除使结构恢复原位之外，自复位摩擦耗

能系统对结构的位移响应、层间位移角及加速度会产生怎

样的影响。为研究这些问题，本项目开展结构缩尺模型试

验研究和有限元软件ANSYS建立自复位摩擦耗能系统的有

限元模型，进行弹塑性时程分析，研究这种耗能系统的抗

震性能。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32

大数据视域下环境保护税对促

进陕西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机

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晓蓉 171202031236

段舒婷/ 

17120103100

2,

刘菀莹/ 

17120202107

0,

薛倩各/ 

17120207109

3, 

徐金鑫/ 

18080901114

王少

华,续

晓飞

讲师 0101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提高环境质量，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

制度是当前急不可待的任务。结合大数据环境，在增加转

移支付和激励地方政府投资的基础上，利用环境保护税在

大数据环境下有效的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既是摆在学者面

前的机遇与挑战，也是践行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结合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契机，项目将以环境保护税理论和福利

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从四个模块进行全面分析与评价，以

期促进陕西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机制研究。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33
热感应声控智能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杰 180809101049

王国栋

/1869000716

4

迟玉红 副教授 0806

热感应声控智能灯是采用进口技术MCU电路设计而成，主动

式热感应工作方式，具有稳定好，抗干扰强等特点, 带有

热感应热成像方式， 广泛应用在要求较高的商业和工业等

场合。是新一代的绿色节能照明灯具。热感应声控智能灯

在原有感应灯基础上添加热感应处理器，很大的提高能源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34X

防新冠肺炎病毒传播的送气排

气装置设计与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小慧 181202021097

徐嘉悦

/1702040110

40,     杨

晫栋

/1705010310

41,马慧琴

/1810110111

20,吕韦莹

/1702040110

24

宁凯

冰,王

策

讲师,

助教
0803

2020年初，我国大面积爆发了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数以

万计。疫情对室内空气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技术

没有能够为健康人提供近距离新鲜空气的装置，爆发家庭

式、聚集式感染就很难避免。本项目针对现有技术的不

足，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新冠肺炎病毒传播的不接触面部近

距离送气排气装置，本装置包括头圈、温感探头、导气筒

等。室内环境下，能够为健康人近距离但不接触面部提供

新鲜的空气。技术成熟后对该装置进行市场推广。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35X

心理疏导类有鲸APP开发运营

模式探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郭博新 170503061008

李瑞麟

/1705030610

17，

杨蕊溪

/1712020210

41，梁月

/1705030610

21

余君 讲师 0503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物质生活富裕与精神生活的空洞

并存，人们的压力日趋上升，宣泄机会与渠道都极少。我

国传统心理服务行业虽然日益发展，但普及性还是很差。

人们开始有了心理服务的意识，但做心理服务的社会氛围

还不够普及。而社交软件是人们为数不多的宣泄口，用于

缓解与释放压力。有鲸APP拥有众多沟通功能，是集心理健

康知识科普、接纳自我负面情绪、心理问题治愈、心理类

广播、小游戏，日常生活吐槽发泄为一体的心理APP。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36

阿里·扎西德勒——文旅赋能

阿里，助力脱贫攻坚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蔡嘉宁 171209021003

郭运乾

/1713050211

0,

董淼

/1713050210

0,

杨盈莹

/1913030511

17

宋江波 助教 1203

借助成熟的电商平台打造阿里特色品牌，整合资源，推广

销售健康保健藏区特色产品；借助高校专业优势设计阿里

特色文创产品，助力部分贫困群众稳定增收、脱贫致富；

传承红色基因，整合西部志愿者，依托高校优质资源平

台，促进当地青年观念转变。吸引更多大学生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助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37

基于传承红色革命精神的“延

安故事”系列少儿读物设计与

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友泽 181303101010

赵珂慧

/1713031010

42，

王蕾

/1713031010

35，

周生治

/1713031010

22,

侯鑫堃

/1813031010

48

谢恬 副教授 1305

“延安故事”系列少儿读物设计与开发项目，主要以陕北

延安地区的经典红色革命故事为文学基础，通过对历史资

料的考证，结合时代审美取向进行合理改编。设计符合少

年儿童阅读习惯被现代大众审美喜闻乐见的一种书籍形式

。本项目旨在发扬红色延安精神，弘扬中国革命精神，并

为红色故事设计符合少儿审美要求的绘本故事。主要产品

包括系列儿童绘本故事书、配套衍生产品设计制作等。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38X

陕西红色革命文化旧址IP资源

整合与文创产品开发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董淼 171305021003

吴岳

/1710502102

4,   李佩瑶

/1713050210

13,谢云娇

/1713050210

26，徐志航

/1913050211

84

王颖 副教授 1305

近年来，红色文化主题的相关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

地展开，其中包括文创产品设计。但从市场角度来看，陕

西各地区红色文创产品出现了文化内涵与内容形式单一同

质化现象严重等问题，无法满足消费者对红色文创产品的

需求；从设计创新角度来看，文创产品设计缺乏创新，符

号凝练不足，很难给消费者带来良好的消费体验。本课题

从陕西红色革命旧址角度整合符号信息并统一其IP形象做

好文创周边产品设计，使红色文化与时代产生共鸣。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39

隧道结构健康监测物联网系统

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孙何 170810011034

米宏彪

/1708100110

28,李周周

/1708100110

21,张雨晴

/1708100110

46

陈树峰 讲师 0810

本项目主要研究隧道结构健康监测技术与物联网技术融合

与运用，探究目前隧道结构健康监测存在的弊端，提出技

术融合的理论，并进行实训实践，利用隧道结构健康监测

系统可以有效评估结构的安全性能，较为全面的掌握结构

工作状态的变化并对突发情况进行预警，有效地保障隧道

工程结构在建造和服役期间的安全操作和运行。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40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档案展馆数

字化建设研究—以大明宫遗址

博物馆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郑柯 171305031089

胡雪莹

/1713050311

63，孙若男

/1713050311

76

黄轩 助教 1305 ###############################################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41

一种温室气体高效转化催化剂

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哲 190703021025

吴佳琪

/1907030210

04，

万沐欣 

/1907030210

31,

高延龙

/1907030210

40，

吕章怡

/1707030210

20

任花萍 副教授 0703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温室效应认识的加深，全球变暖问题

已上升至国际层面。作为最强温室气体的CO2和CH4的相结

合的甲烷干重整（DRM）制合成气技术对温室气体减排具有

重大意义。DRM反应中，贵金属催化剂的催化活性和抗积炭

性能明显优于过渡金属Ni基催化剂，综合考虑催化性能和

经济性，Ni基催化剂最优。但积炭和烧结引起的Ni基催化

剂失活是DRM工业化应用的瓶颈。因此，合理设计高活性和

高稳定性的DRM反应Ni基催化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42

典型场合降噪需求调查

和梯度降噪结构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梦媛 180808011051

李嘉晨

/1812010510

74,

辛恺懿

/1808020211

76，

张小建

/1808080110

70

张丹，

张秀海

助教，

科研助

理

0825

噪声会引起高血压、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系统疾病。尽管我

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已于2018年修正，但是近五年

我国噪声投诉占环保投诉总量每年仍在30%以上。为此，本

项目瞄准典型场合的实际降噪需求，通过调查问卷调查典

型场合降噪需求以确定降噪目标；然后阐明梯度结构降噪

机理；最后在降噪机理的指导下针对典型场合的降噪目标

进行梯度降噪结构的优化设计。本项目能够将实际降噪需

求与降噪结构研究相结合，解决典型场合的噪声污染问题

。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43

基于机器视觉的颜色追踪系统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沈婉

1708090

51038

刘志超

/1708090110

90，

王亚亚

/1708090111

00，

王梦婕

/1708090510

41，

王延英

/1708090111

34

黄健 副教授 0807

为实现对不同颜色动态目标的准确识别与追踪，设计了一

种基于机器

视觉的智能追踪系统。以STM32F765为控制核心，采用基

于OPENMV的颜色追踪算法实现动态目标的识别，并识别出

移动目标的中心位置和大小。用STM32F765精准控制云台

实现对移动目标的追踪。该系统具有准确性高、实时性强

等优点，可以广泛应用于智能跟随行李箱、安防巡逻机器

人等智能产品，具有极高的市场应用价值。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44

实名管理智能垃圾分类精准投

放箱创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华珂伊 180802021177

刘云

/1708020210

68，

余波兴

/1708020211

23，

张淮宇

/1808020210

77，

何绍元/ 

18080202105

0

肖传

军，董

忍娥

工程

师,高

级工程

师

0802

目前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已有一段时间，但此项工作的末端

实施效果并不理想，需要开创一种引导居民自主垃圾分类

的管理办法，以快速缓解现阶段垃圾分类的困境。本项目

探索一种新的管理手段，拟通过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箱结合

互联网云平台，对社区生活垃圾进行实名投放、跟踪，并

应用垃圾分类管理系统关联个人诚信，促使居民自主将垃

圾精准分类，提高主动意识，以此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改

善民众的生活环境，提升全民幸福感。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45
抓髻娃娃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琪 171305041017

田雅博

/1913050410

23,胡思琪

/1913050410

04,赵妍

/1913050410

26,  朱思雨

/1913050410

15

刘静 副教授 1305

本项目以陕西地区民间工艺剪纸纹样中的经典形象“抓髻

娃娃”为依托，进行文创产品设计的创新开发。“抓髻娃

娃”具有深厚的乡土文化气息，百姓们通过剪、刻等形式

表现、丰富“抓髻娃娃”的各种形象，表达祈求平安健康

、风调雨顺、子嗣延绵的美好愿望，反映了农耕文化背景

下人们朴实的精神诉求。通过文创再造设计可以传承中国

传统剪纸的图样，使其在疫情当下及未来生活中发挥其文

化价值，也为传统民间手工艺寻找更多的创新思路。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46

“推文集市”—在线新媒体服

务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史霞 171208011037

罗德曼

/1712020210

77,程晓琦

/1608040110

44,程照展

/1812060110

03,艾佩燕

/1912080110

81

文小

森,

史高峰

副教授

/讲师
1208

在各类公众平台和短视频平台的迅速发展之际，市场对于

软文推送、短视频制作、粉丝流量、电商推广、广告等新

媒体服务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新媒体服务平台的运营发

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本项目旨在通过PHP+MYSQL技术搭建

在线平台，整合现有市场中相关的新媒体服务（以软文推

送和短视频制作为主），将服务内容平台化、系统化，并

进行运维实践，通过数据统计等手段来探索适合于新媒体

服务采用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流程，为相关业者提出行业解

决方案。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47

用于野外救援与动物保护的无

线定位终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志成 170807011046

杨尚武

/1708070110

40

王锋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拟解决以下的两个难题：

（1）野外人员搜救。因为野外探险迷失方向导致的事故不

断发生，因而，野外救援引起了高度关注。但是因野外环

境地理复杂，使得救援任务的开展存在较大难度。

（2）野生动物跟踪。由于许多野生动物在野外活动范围非

常大，我们经常无法得知他的具体方位也就无法实行第一

时间的跟踪。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48

一种自疏通3D打印笔笔头设计

与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鹏 190802028225

胡博杰

/1908020282

32, 钟广晨

/1908020282

05, 赵锦文

/1908020282

35, 李涛

/1908020282

49

乔勋 副教授 0802

3D打印又称增材制造，在医疗、模具制造、工业设计等领

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作为3D打印设备核心部件，笔头结构

及性能对整体3D打印设备的性能其决定性作用。打印线材

长时间使用时，容易引起喷头内部积碳，导致堵塞，影响

打印精度。本产品通过对笔头结构进行改进、优化，利用

电磁铁和弹簧对笔头进行自我疏通，降低笔头堵塞的概

率，能够较大幅度的提高笔头维修的工作效率，降低人工

成本和维修难度，缩短维修时间，且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49
wow房定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乐乐 171206011055

郑琴琴

/1702040111

03,何欣悦

/1712060110

12,王婷

/1712060110

41,  徐子妍

/1712060110

45

递春 讲师 1202

经济的发展让享受生活成为更多人的追求，因此人们越来

越重视房屋的室内设计，但是近年来家装行业价格乱象频

发，因装修效果企业或家装平台屡遭投诉，负责人卷款跑

路甚至破产倒闭的情况。因此我们提出该项目，wow房定制

APP是一款用于设计、装修房屋的新型APP，解决用户在房

屋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设计，同时可

在在疫情环境下实现无接触家装，真正做到省时、省钱、

省心。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50X

“Happy Kids”少儿英语绘

本私人定制陪读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夏琦珩 170502011029

高江帆

/1805020110

04,王倩雨

/1705020110

26,孙林涛

/1812020210

68

丁佳,

姜薇

工程

师,讲

师

0401

“Happy Kids”少儿英语绘本私人定制陪读工作室计划于

2020年6月成立，其前身为2019年成立的“Happy Kids”

少儿启蒙英语口语训练营。基于社会上对于儿童英语启蒙

教育需求的日益攀升和我们团队的专业基础水平，工作室

主要为陪伴学龄前儿童私人定制阅读各色各类的原版英文

绘本为业务范围，旨在给团队同学提供实践学习的机会，

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教工家属的一些需求。

√

2020 12715 西京学院
S202012715

051

乡村振兴背景下西安传统农耕

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弓莹 180712021006

王慧

/1807120210

27

刘福慧

/1807120210

17

韩璐

/1808080110

58

朱虹，

王震

助教

教授
0303

本项目拟以西安面花为例，通过分析西安面花保护传承的

现状以及遇到的困境，从传承主体、传承内容、文献资料

整理归档三个方面，提出更好地保护传承西安面花的有效

措施，可以为西安面花、西安其他传统农耕文化乃至其他

地域传统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理论与实践方面的

有益借鉴。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01

科技兴农——农业大棚温湿度

测量微信小程序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任鹏 191040600232

刘环瑞

/1910406002

26

张娓

娓,赵

金龙

副教

授,讲

师

0809

传统的温室大棚温湿度检测很大程度上依赖使用湿度试

纸，湿度计等传统仪器测量，检测结果受外界环境干扰，

人工测量方式也不够准确，从而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本

项目旨在设计开发一款全新的智能检测系统，使用单片机

传感器检测大棚温湿度，以手机微信小程序的形式运行，

可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远程监控大棚环境，从而推进田

间管理智能化、提高农作物产量。

√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02

植生型生态混凝土的制备与降

碱效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鲁文豪 191050300139

潘浩龙

/1910503001

40,彭瑶

/1910503001

41,刘佳豪

/1910503001

36,刘维涛

/1910503001

37

刘俊茹 讲师 0810

本项目拟利用废弃混凝土作为再生骨料，与普通硅酸盐水

泥、粉煤灰、硅灰、聚合物（初步选定聚乙烯醇）一起拌

制成型，研制出了一种既能够满足工程要求的抗压强度，

又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同时又能与植物共同生长的混凝土

。粉煤灰、硅灰取代部分水泥用量，减少了氢氧离子的释

放量，降低了pH值，同时提高密实度，提高后期强度，提

升韧性的作用。聚合物在混凝土中可以形成树脂膜，起到

隔绝水泥碱性环境的作用。

√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03
模块化农居建筑搭建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谈旭 171050100133

马柯柯

/1710501001

28,白海洋

/1710501001

08,王涛

/1710501001

38

崔浩,

葛贞贞

讲师,

助教
0828

目前农村建筑房屋还是以砖混结构为主，施工进度长，造

价高，安全质量难以保证，我们这个平台以装配式结构作

为底层架构，将信息进行模块化处理，并用BIM+VR技术与

装配式进行结合。一方面，让农村居民可以浸入式的体验

房屋设计及施工全过程，从而解决不同居住者的不同要

求，满足农村地域性特色住宅的要求；另一方面，BIM技术

也可以指导装配式的全过程，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造价。

√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04S
蔬菜君 创业实践项目 是 付于 171040100128

赵松杰

/1710401001

22,王佳奇

/1710401001

14,王贞芳

/1710401001

41

林智

慧,江

厚翔

副教

授,工

程师

0807

“蔬菜君”是一种新型都市智慧农业种植体系，它依托于

中科大天翊科技AI数字化农业系统作为支撑，克服了传统

都市农业的局限性，在城市居民室内、阳台、办公场所、

餐馆等室内进行生态蔬菜种植。团队成员已于前期基本完

成了验证机的制作，现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并且已经申

请了国家发明专利。“蔬菜君”种植系统降低了城市用户

对于植物种植的技术及环境条件，通过大数据对蔬菜生长

进行自动控制，全程无需干预，一键种植。

√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05S

创烧——陕西本土文创陶瓷制

品（以榆林地区为例）
创业实践项目 是 任佳俊 181130300112

冯楷阳

/1811301001

06

赵涛,

徐光华

讲师,

工程师
1304

因为近两年国家政策对文创方面的支持和发动，我们决定

做陶艺项目，我们的陶艺制品的设计元素结合了陕西本土

文化：如陕北黄土高原窑洞文化，红枣文化，塞边古战

场，黄河流域古文明等元素，结合陕西实际的发展情况，

通过总店——分销的方式，让当地贫困户参与销售，拥有

一定的经营管理权，工作做得越好赚得越多，带动当地贫

困户生产积极性，从而起到扶贫攻坚的效果。

√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06

“希望树”教育关爱扶贫实践

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赵宁 171130301139

李美娇

/1811201002

09,朱晗嫣

/1811301001

44,赵宗星

/1811601006

30,杜春薇

/1810402001

04,王瑞

/1711301001

25

韩晶晶 助教 0401

希望树”教育关爱扶贫支教队秉承“志愿山村、多彩暑假

“的理念将创新创业实践与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脱贫

相结合，引导更多青年学生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

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质

。教育关爱扶贫支教队相关课程的开设，着重开导学生的

思维，让他们不仅多动脑，更将动脑与动手紧密结合起

来，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传承红色基因，将高

校的智力、技术和项目资源辐射到广大农村地区和基层社

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建设，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07X

建筑全专业碰撞检查数据分析

及优化软件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沈张丰 181050300229

徐钰颖

/1810503002

08

崔浩,

李芳
讲师 0828

实现从Revit MEP软件进行碰撞检测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进行快速地两者碰撞数据信息分析，用较短的时间将

两者有相碰撞的地方按不同视图的形式显示出来，在发生

碰撞的地方该插件会显示出问题所在处，还会会出现一个

按照经济性、实用性等规则自动生成的管线优化的选项，

用户选择哪一规则为优先级别，进行选择根据自己需求进

√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08
AI智能云路向导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晨晨 181040200222

李佳虎

/1810402001

29

张慧

娥,申

海杰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9

AI智能云路向导拥有精确的定位、路线规划、语音播报和

智能对话功能，该向导通过微信小程序接入地图API实现精

确定位，录制景区景点语音介绍和地图绑定实现定点语音

播报，接入图灵机器人实现智能对话功能；该向导不用安

装任何程序，应用价值广泛，校园、景区等环境中都可以

使用；新生初到校园通过扫码就可以了解学校的整体环境

和具体路线，可以精确定位实现导航和语音讲解，让新生

可以更快的适应新环+U10:V10境；在景区中，游客通过手

机扫码，播放景区语音介绍，通过向导规划自己的旅游路

线，实时播放具体景点的历史文化，让游客非常愉悦的完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09

反重力智能悬浮音箱的设计与

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俞阳 171040100120

党珂

/1710401001

06,黎耀膛

/1710402002

23,李佳新

/1711303011

16,朱凌

/1811601001

35

赵金龙 讲师 0807

本设计针对磁悬浮特色设计了反重力智能悬浮音箱，基于

STC89C52单片机为主控核心，外围电路主要包括磁悬浮控

制电路、无线充电电路和蓝牙模块电路等。关键的核心模

块是磁悬浮控制电路和磁悬浮控制电路，采用PID控制算法

和PWM技术驱动全桥电路实现电流控制，基于Keil软件完

成磁悬浮软件控制编码。以达到悬浮在空中的音箱能够处

在动态平衡中，达到磁悬浮无线供电、平稳悬浮、蓝牙通

信和手机无线音乐播放的功能。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10
基于AI的私人定制交通助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鸿瑞 181040400106

张志良

/1810404001

25,杨俊

/1810404001

22,李鹏程

/1810404001

08

申海

杰,田

新志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9

基于AI的私人定制交通助手通过利用开源项目自建GPS服

务器，实时掌控车辆位置信息和行车轨迹，并可利用微信

自动推送车辆点火、熄火的实时位置信息；用户可以事先

定制若干行程线路，系统结合大数据实时监测该线路拥堵

情况，特定时间行程规划耗时如果超过预设值则自动通过

微信推送拥堵信息，报告实时拥堵路况图片和预计行程时

间，方便用户提前重新规划自己的出行线路以作出合理的

安排；另外还可以实时监控所在地区油价等交通相关信息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11
图说陕西民间美术传承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晨 191050500315

高海斌

/1910505003

25,李涵

/1910505003

07,张洋

/1910505003

33

包敏 讲师 1304

以陕西地区为研究范围，以陕西民间美术的研究为重点，

汇总陕西民间美术的种类、发展历史、表现形式、艺术特

征、传承方式、现状等内容，以图文结合、易懂、生动的

方式，以科普文章为宣传载体，融合新的设计理念及方法

进行全新的传统艺术形态展示，并创建微信公众号，定期

更新不同门类的陕西民间美术形式并结合新的设计理念和

表现方式，让更多的群体能够更充分的了解陕西传统文化

和民间美术的精髓，保持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自豪感。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12

基于太阳能光伏跟踪充电的自

动灌溉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文卓 181110100229

袁昌

/1811101002

31,朱星元

/1811101002

37

杜传

祥,魏

秀岭

副教授 0808

本研究基于太阳能光伏跟踪充电的自动灌溉系统，使用太

阳能发电系统大幅度整体降低成本成为可能；同时，利用

湿度传感器来采集农作物的土壤湿度，经过信息采集、信

息比较，通过继电器控制信息，驱动水泵控制电路工作，

实现自动农田灌溉。实现全天周期性的对植物周围环境的

温度、湿度、光照强度信息进行抽样提取，并结合植物土

壤的湿度判断天气情况、浇水时间及浇水量，最后控制电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13

陕西关中地区农村建设中河道

景观的保护与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炳喆 171050500125

李诗倩

/1710505001

03,王蕤

/1810505001

16,冯娅晶

/1810505001

03,马嘉慧

/1710505001

07

白雨尘 讲师 0828

该项目针对契合地域特色的陕西农村河道景观进行现状研

究，并力求在后期建设过程中，改变当前景观建设格局，

注重行为活动与景观的相互影响及作用，通过研究行为活

动与景观的关系，确定农村河道景观保护途径。重点解决

陕西关中农村河道建设中淤积现象严重、河道护岸结构过

于单一、河网水面面积减少、景观结构单一等方面问题。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14

基于AI技术的盲人路面导航系

统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昌 181110100231

朱星元

/1811101002

37,杨文卓

/1811101002

29

魏秀

岭,杜

传祥

副教授 0808

本创新基于AI技术的盲人路面导航系统，系统采用RFID射

频识别技术进行导航，将道路存储在电子标签，再转换成

相应的语音提示信息，从而实现为盲人提供精确、安全的

导航，解决盲人的出行问题。现阶段已完成预定功能，实

现RFID盲人导航、语音提示、盲人输入法、GPS导航、语

音读取短信、GSM相关功能等。方便盲人与特殊人群的出

行，防止与行人碰撞，提高出行导航的精度，提高出行的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15
聚乙烯醇增韧砂浆的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维涛 191050300137

汪敏

/1910503001

12,薛瑞瑞

/1910503001

47

刘俊茹 讲师 0810

研究聚乙烯醇对水泥基材料的改性机理。不同掺量聚乙烯

醇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略微提高了水泥整体的水化程度,

影响了水泥水化产物Ca(OH)2和C-S-H凝胶的形貌结构。聚

乙烯醇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水泥基材料的孔隙率,细

化了孔径分布。此外,聚乙烯醇在水泥基材料中可以形成膜

结构,聚乙烯醇膜可覆盖在水泥水化产物表面,孔径结构的

细化以及Ca(OH)2含量的降低提高了水泥基材料的粘结强

度和抗折强度。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16X
智能驾校服务秘书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双 171040200225

孙洋斌

/1710402002

36,田慧明

/1710402002

37,李乔乔

/1710402002

24

 张慧

娥,李

彩红

副教

授,讲

师

0809

目前大多数驾校都采用桌面版系统进行驾校管理，学员预

约练车和考试主要通过现场、打电话和微信群里预约的方

式，导致管理低效，学员不满等。基于此需求开发智能驾

校秘书系统，使用JavaScript，XML，CSS和java技术，

其中java作为后端开发语言。学员无需下载软件，只需扫

码就可以实现预约练车和考试，教练可以及时查看学员的

预约信息并给出合理建议；管理人员在后台可以统计信

息，智能化管理驾校，大大提升了管理效率！此项目可以

推广到所有的驾校，应用价值广泛。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17X
“童心之家”儿童成长中心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肖静 181160200932

柯康灵

/1811602010

18,李倩倩

/1811602009

12,吴佳俐

/1811602009

31

陈懿婷 讲师 0401

“童心之家”儿童成长中心是一个综合性的儿童教育体验

机构，机构集儿童活动、家长活动、专业沙龙活动为一

体，开展与儿童教育相关的多种综合体验活动，包括亲子

活动、美育活动、户外拓展、儿童文化体验、家长沙龙、

专业交流等。项目以学前教育专业为依托，成为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开展实践活动的阵地，在项目中，不断发现儿童

、研究儿童、促进儿童主动发展，提高师生专业素养，宣

传儿童文化，普及科学的儿童观和学前教育观。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18
给垃圾分类装上AI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欣愿 171040400101 

陈立媛

/1810403001

02,邢乘瑞

/1710404001

13,白园

/1810403001

01

唐亮 讲师 0809

本项目从当下热门的垃圾分类入手，设计一款基于AI技术

的垃圾分类系统，帮助人们快速正确的实现垃圾的投放。

区别于普通的垃圾桶，它的表面并没有投放口，但配备了

液晶屏和麦克，用户只需通过语音提问自己所投放垃圾的

种类，然后根据语音提示，通过液晶屏开启“感应投放”

模式，只需用户站在相对应的垃圾桶前，上方的挡板便会

感应打开，垃圾箱满时还会有红灯报警。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19

精准扶贫背景下陕北红色旅游

宣传网站建设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贾自立 181040200324

王芝银

/1810402003

07,尚勇宏

/1810402003

34

王红刚 讲师 0809

面对红色旅游日益增长的需求，陕北迫切需要一套为陕北

乃至全国红色旅游景区提供统一的多媒体宣传平台，更好

的提供有关红色旅游服务的公共信息。并且陕北的红色旅

游业有望为支持农村振兴战略，促进扶贫并确保在2020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对于广大用户而言，通过这

一套网站系统对陕北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进行初步的了

解，调动其积极性去现实中体验陕北特有的风俗文化，从

而能够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助力革命老区脱贫攻坚。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20X

陕西立荣青少年研学旅行有限

责任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刘波 171130300544

高兰

/1811601003

06,周雅文

/1711303005

40,韩震

/1711307001

14

孔新

/1711307005

08

雷军

莉,蔚

燕舞

副教

授,讲

师

0401

该项目在了解陕西地区区域特色，尤其是延安红色文化筑

梦研学区域特色，研究研学旅行的相关理论，进而对陕西

青少年延安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的现实状况进行分析梳理，

最终设计出有陕西地域文化特色的研学旅行项目实施方案

体系，构建新时代背景下陕西省青少年研学旅行的发展模

式，形成“点-线-面-体”的立体研学旅行公司模式。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21

精准扶贫背景下宝鸡地区特色

产品销售网站建设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婷 181040200306

李登宏

/1810402003

27,赵锦辉

/1810402003

47

王红刚 讲师 0809

随着精准扶贫的提出，各行各业都在响应号召，宝鸡有很

多特色产品，而一些城乡、村的特色产品，因为销路问题

而滞销，所以宝鸡需要一个能提供销售平台，打开销路的

网站。实现精准扶贫助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助力,电子

商务也是其中的主力军。

本项是设计一个精准扶贫背景下宝鸡地区特色产品销售网

站，重点为城乡、村解决产品销路问题，用户通过在平台

登录注册、挑选产品、加入购物车、提交订单、查询订单

一系列操作去完成购物。并且网站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

对每个购物者的消费行为进行了分析，做到产品精准推送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22
多功能管道疏通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光榜 171110100101

罗强

/1711101001

18,张建伟

/1811103002

30,张锦

/1811101001

02,李美星

/1811101001

01

赵祎 讲师 0802

多功能管道疏通机器人主要是解决不同型号管道堵塞和清

除污垢以及检测管道封闭性的机器人。结构由三个履带轮

和主体部分组成，三个履带轮通过调节可以确保在不同型

号管道内作业时的稳定性。主体部分有动力输出和探测

器，以及清理的装置。在不同的管道工作时，检测装置和

清理装置都可以更换，选择好更有利于工作的装置。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23
多功能水杯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段香梅 181220200204

南惠惠

/1812202002

18,马吉春

/1812202002

16,马玉

/1812202002

17,段钰

/1812202002

05

赵鸿生 副教授 1011

更方便的携带一些不同种类的药物，在需要短期外出有药

物需要服用时，有了这个多功能杯子，便可以将药物装在

可以分装药物的杯座里，出门在外，只需要拿着水杯便可

以，还能提醒人按时服药，不再担心总是忘记吃药。有了

这个多功能水杯，即使是熬好的中药也可以随身携带，杯

子的保温功能可以让人不再担心药凉了影响药效。还可以

方便老年人服药，只需要将药物提前依次放入杯子底座，

设置好每次取药的数量，避免了老年人因记性不好而吃错

药量的情况发生。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24
“心芯相印”智能手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露婵 181040200205

李睿婕

/1810402002

03,惠宇琛

/1810402002

27,张文博

/1810404001

24,周阳

/1910406002

44

边倩,

王振铎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9

为弥补市场健康医疗方向智能手环不足，本项主要定位于

健康医疗。尤其是对于老年和少年儿童总抚养比上升的当

今社会。因此为改善这些情况，本项所设计“心芯相印”

手环能够通过健康检测系统将用户多项健康信息即时发送

给与之连接的多方智能设备，从而获得“一方有难，多方

支援”的效果。此外“心芯相印”还能可为运动员提供专

业实时健康数据监测，为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我们相信

“心芯相印”将会为社会健康医疗进步做出贡献。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25

米脂县杨家沟村扶贫支教和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宇航 181120100239

张进舟

/1811201004

50,王浩

/1811201002

44

刘进 讲师 0303

率领大学生暑期三下乡团队走进革命老区赴米脂县杨家沟

村进行扶贫支教、留守儿童关爱和看望慰问留守老人活动

。通过项目实施，让当代大学生了解国情，尤其是贫穷艰

苦地方的区域发展情况，以自己的青春、学识促进农村地

区的教育和社会发展，从教育扶贫、支教、关爱留守儿童

、慰问孤寡老人和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等多个方面开展帮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26
儿童防坠落智能窗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旭 171110100107

曹勇飞

/1711101001

02,乔志华

/1711101001

21,高启睿

/1711103001

10,史开开

/1711101001

22

贾先 副教授 0802

近年来，儿童意外坠楼事件频频发生，在市场上已有的各

类防护窗的基础上，我队设计了独特的隐藏式防护窗。在

窗户闭合时，防护窗隐藏在卷拉装置中，不影响窗户的美

观性的同时，还可以使室内达到充分的采光及窗外美景的

广阔视野。窗户开启时，防护窗从卷拉装置中拉出，到达

指定位置，防护窗锁定，保护孩子安全。智能方面，外加

传感器与单片机，可在下雨、室内温度过高、室内天然气

泄漏等情况下，实现窗户的自动开启与闭合。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27
主动送风智能电动口罩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凯 181110100202

李智林

/1811101002

13,李博

/1811101002

11,刘博

/1811103002

12,史庆林

/1811101002

18

张宏林 副教授 0802

目的是解决传统口罩憋闷的问题，打造一款美观实用防憋

闷新型口罩。可外设连接氧气瓶，以应对高原反应。针对

现有技术中防尘口罩防尘效果差、口罩内空气不新鲜、使

用者感到闷热的缺陷，减少吸气和呼气的阻力，减少吸气

的负压，减少呼气的正压。减少提供一种防尘效果好、口

罩内空气新鲜、使用者呼吸顺畅且不会感到闷热的电动送

风口罩。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29

基于智能感知的温控鞋设计与

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平 171040100131

孙晓莉

/1710401001

39,张宝琪

/1710401001

35

赵金龙 讲师 0807

人们在炎热的户外环境中，足部温度过高带来诸多不适，

针对此类问题，本项目提出通过改变脚底的温度和湿度，

使人们更舒适的在炎热环境中生活和工作。 基于智能感知

的温控鞋主要由控制电路，按键开关，温湿度传感器，散

热器，制冷设备，可充电电池和语音播报等模块组成。通

过传感器获取脚底实时数据信息，实时监测和语音播报；

当鞋底温、湿度达到设定的峰值时，启动制冷设备，开启

制冷器和散热器，动态保持鞋内正常温、湿度环境。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30

基于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

的智能语音交互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志良 181040400125

李鸿瑞

/1810404001

06,孙晓虎

/1810404001

15

陈晓

范,赵

宗涛

副教

授,讲

师

0809

 IoT在远去，AIoT在崛起。“我们想要的是万物互联，得

到的却只是联网的家庭电器”。我们的项目基于开发板 

ESP32-Korvo-DU1906，能使传统的智能家居更加的智能

化，不在局限于单一的语句功能，赋予设备“会听”、“

会分析”、“会说”的功能。与之前的IoT智能家居不同

是：IoT是人说出自己的需求让机器做而AIoT是机器发现

人类的需求主动做。例如用户说“晚安”，那么控制中心

即可为用户关灯、拉窗帘、调空调，还会贴心地问侯。等

等。科技使人们可以享受更加舒适便捷的家居生活。这也

是我们研发此项目的原因。为人们提供更加智能化高品质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31
全自动换水温控双养鱼缸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毅飞 171040400109

高熙

/1710404001

06,王世俊

/1810404001

19,毛威

/1810404001

11

唐亮 讲师 0809

 本项目主要利用51单片机设计一个“全自动换水温控双养

鱼缸”，该鱼缸可以检测水中的酸碱度等鱼类生活的环

境；通过过滤器净水补氧，去除水中粪便，使水体清澈；

加入自动滴水换水装置，减轻了养鱼者换水的过程，避免

了大量换水引起的水质变化；用温度传感器测水温，自动

加热或制冷并保持恒温；采用隔热层将鱼缸一分为二，实

现鱼缸一边养殖热带鱼，一边养殖冷水鱼。本项目的实施

可以使养鱼爱好者实现轻松养鱼、环保养鱼、健康养鱼。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32
追寻汉中红色记忆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明迁 181160400418

杨倩

/1811604004

27,庞江蓉

/1811604004

20,张博娴

/1811604004

30,杨钰玲

/1811604004

28

田斐,

王蓉
助教 0401

1.搜集、走访汉中红色文化。通过走访汉中红色文化遗迹

、名胜，访谈关键人物，查阅地方志等相关资料的方式，

搜集汉中物质红色文化和非物质红色文化，

2.发掘汉中红色文化时代意义。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

、分析，发掘汉中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时代意义，以及其

对提高大学生素养、塑造大学生人格品质的积极意义。

3.宣传汉中红色文化精神。围绕汉中文化精神，将收集到

的图片、视频等进行设计制作，通过线上、线下在宣传红

色精神。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33
“智一体”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牛思雨 191160401020

高芳华

/1911604010

05,马嘉昕

/1911604008

22

陈婷婷 副教授 0401

以小型可便携投影仪为媒介，向偏远地区的孩子，展示，

“地理中国，中国文化，以及会说话的书等内容”（这些

都是储存在内存卡中），此投影仪可以用手机，电脑，无

线音响麦克风等设备连接，并且有无网络信号都可以。同

时，连接设备可以播放里面的不同年级的教程，课件，用

最简易的方式，向孩子展示现代上课方式，开阔孩子的眼

界。并为给她们给予以心灵的慰藉与陪伴。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34
“纸飞机”固定翼飞行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吴迪 191220200253

王锦岩

/1912202002

52,何宗庆

/1912202002

48,庞浩

/1912202002

50,乔奥原

/1912202002

51,马富伟

/1912202002

49

王晶 助教 1011

培养学生兴趣爱好，提高科技兴趣，了解航天飞行器的基

础知识。科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迅速，航天梦，中国梦，

我们每一个人的梦。为提高新时代青年的动手动脑能力，

特设计了固定翼飞机。当操控飞机时要求操作者“眼、脑

、手”三者并用，既提升了自身的协调性也大大预防了近

视眼、颈椎病的发生。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35

MgAl2O4对Ti3SiC2陶瓷材料显

微结构及力学性能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洋 171050100103

张浩东

/1810501001

39,原遂严

/1810501001

36,李雨莉

/1810501001

02,邹鑫鹏

/1810501001

46

贾换 讲师 0804

Ti3SiC2陶瓷材料有较好电导率、耐腐蚀性、高温抗氧化性

、抗热震性和高熔点等兼有金属和陶瓷的优良性能。因

此，Ti3SiC2陶瓷材料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其开发与研究

具有很广阔的应用前景。MgAl2O4是一种高熔点、高硬度、

高强度、耐各种腐蚀介质作用的高温稳定性材料，被广泛

用于高温工业。基于其热膨胀系数与Ti3SiC2相近，本项目

引入第二相MgAl2O4制备Ti3SiC2陶瓷基复合材料，采用

MgAl2O4增强Ti3SiC2材料，试图提高Ti3SiC2陶瓷材料的力

学性能，拓展其在耐火材料中发挥重要作用。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36
私人小助理—智能小“Tank”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紫怡 181040200204

张妍

/1810402002

10,陈泽伟

/1810402002

15,李嘉怡

/1910406002

04,魏书婷

/1910406002

08

王振

铎,边

倩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9

在如今高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都马不停蹄的工作，尤其

是上班出差、爱旅游等人群中，行李箱是必不可少的物

品，但市面上的普通行李箱还存在诸多弊端，当用户出门

忘记携带一些重要物品却不能提醒用户，当用户在箱内放

入的物品过多过重又不能帮助用户分担压力，当在人员流

量大的公众场合遇到相同行李箱时容易拿错等等问题。

结合当今科技于是智能行李箱应运而生，而此智能行李箱

可以帮助人们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帮助用户记录并提醒

需要带的东西，当行李箱过重还不得不爬楼梯时，会根据

自身携带的智能履带帮助用户“爬楼梯”，从根本上帮助

到用户，解决了市面上现有行李箱的弊端，从而使用户拥

有一个愉快的体验。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37X
慧出行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郝英博 181120700117

延宇杰

/1811207001

24,常洪

/1811207001

13,张振华

/1811207001

25

应晓

惠,张

婷婷

讲师,

讲师
1208

易驰行汽修服务APP是基于移动端的手机修车软件，结合移

动互联网的力量和移动终端的应用优势来组建一个快速、

便捷、有效的维修技术经验分享和总结的平台，然后利用

这个平台来实现厂家技术信息直接推送到经销商技术人员

和消费者的移动终端平台，也可以说是汽车云诊断平台。

我们还会为每位客户建立属于自己的爱车维修史信息库，

以便以后出现相关故障时客户可以迅速的得知维修方法，

节省时间，提供方便。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38X

“5G+”智慧化室内设计与装

修施工信息平台创业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赵艺洁 191050500225

朱祎璇

/1710505001

14,熊青青

/1810505002

15,高国庆

/1910505002

27,付星

/1810505002

02

曹珺
讲师,

讲师
1305

 “5G+”智慧化室内设计与装修施工信息平台的发展既符

合当代室内设计与装修施工多元化发展趋势，又体现了互

联网新时代专业化、精细化、智慧化的信息平台建设要求

。本项目在智慧化室内设计与装修施工信息平台建设的现

实意义基础上，以5G与智慧化室内设计与装修施工信息平

台的契合优势为出发点，分析5G+助力智慧化室内设计与装

修施工信息平台的发展优势及服务创新点，以期为“5G+”

智慧化室内设计与装修施工信息平台建设、发展提供启示

。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39
连杆式翻转门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郭生瀚 181110100111

徐成扬

/1811101001

34,张宽

/1811101001

40,李燚

/1811101001

17

雷鸿春
高级工

程师
0802

现在车库等的门多为卷帘门，其升降需要电机的带动，在

停电情况会使门无法正常升降，因此，设计一款不需要电

力且省力的翻转门是十分必要的。此设计的巧妙之处就在

于利用四杆机构，运用力学原理进行翻转门的开闭，翻转

门在使用时只需要用手推拉杆时，即能使门启闭。设置弹

簧装置用以平衡门重量，达到省力目的。该翻转门结构简

单，操作方便、省力，并可以在任意位置停留，方便物体

进出，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40X
校园租衣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胡青云 181120700102

彭耀

/1811207001

06,王莹

/1811207701

10,赵倩

/1811207001

12,祁咪

/1811207001

07

王锦 讲师 1208

校园租衣是一个自营型校园租赁平台，为大学生群体提供

演出服、西装、汉服、礼服、唐装、cosplay、洛丽塔等

各类服装的租赁服务，在此平台可以自由搭配衣服，也可

以为自己的服装选择合适的配饰等。另外平台回收学生各

种闲置较新的相关服饰，二次利用，避免浪费。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41
绘图写字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恒 181110100232

曹凯

/1811101002

02,张全毅

/1811101002

34,陈利华

/1811101002

04,孙宇

/1811103001

26

王阳

阳,张

宏林

讲师,

副教授
0802

提供一种改进的结构简单、价格低廉简易写字机装置。相

比于结构较为精密、造价较高，耗材也较为昂贵的喷码

机，在长期使用磨损下同步器精度降低，上述不足限制了

喷码机的应用领域。为了克服上述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

项目创新点在于缩小写字机体积到28cm×40cm×15cm，书

写精度±0.5，本子厚度5cm之内，提升打字的效率130字/

分钟，可靠性更高、成本低廉便携式写字机。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42
互联网+针灸理疗馆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岳婷婷 181220200132

冯小芮

/1812202001

09,黎莹

/1812202001

15,贾河洁

/1812202001

13,史金鹭

/1812202001

23

李园园 讲师 1011

现在很多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健康问题，有些年轻人的身

体素质可能都不及老年人来得健康硬朗，因为现在的年轻

人要面对的工作，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经常熬夜，也不能抽时间出来运动。养身有很多种方法，

针灸就很不错。从中医角度来看，针灸具有疏通经络、调

和阴阳、扶正祛邪的作用。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43
全自动行走辅助工具-轮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春亮 181050100123

尹杰

/1810501001

33,

杨连苍

/1810501001

31,武卓昊

/1810501001

27,朱辉

/1810501001

45

范玥 讲师 1305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经常在一些老旧小区和公园里出现老

人和残疾人在上下楼梯和上下坡这两个问题，他们无法自

己在轮椅上到达楼梯上层，而下楼梯却充满着危险；同时

上下坡的时候也容易翻车。为了解决这种社会问题，决定

研发一款可以解决老人和残疾人上下楼梯和上下坡的轮

椅，来帮助老人安全舒适的出行。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44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

东中山咸水歌文化的传承与保

护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欧雅棋 191160100417

吴开明

/1911601002

49,张玉凤

/1911601004

42,吴颖欣

/1911601006

17

闫凤玉 讲师 0401

新时代的飞驰而来，给我们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在冲

击着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面前，传统民俗文化往往

处于弱势地位，如果不对其采取保护与措施，我们的民俗

文化也会日渐式微。在这些文化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尤

显珍贵，它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

象征，更是中华历史最真实的见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广东中山咸水歌是水上人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

所创造的，是胥家人智慧的结晶。在民俗文化日渐没落的

情况下，我们积极响应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大学生创新训

练计划的号召，开展此项研究，目的在于传承和保护“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中山咸水歌文化”。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45X
二手书店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静静 191130400625

寇鑫

/1911304006

16

吴玉军 副教授 0501

对于在校大学生而言，日常可支配时间较多，可以阅读自

己感兴趣的书籍，也可以通过购买专业书籍来自学技能。

但是，一方面购买崭新的书籍消费过高，对于没有经济来

源的大学生来说难以接受；另一方面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可

以保存所有书籍。因此，我们提出在校内开办二手书店的

想法，既可以帮助大学生们节省开支，又可以提高书籍利

用率，响应国家提倡“低碳经济”的号召。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46
智能饮水-私人定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方昊 171040100108

曹欣然

/1710401001

04,梁文博

/1710401001

12

林智慧 副教授 0807

目前市面上的饮水机大部分功能简单，只有加热和取水两

种功能，且在加热方面易造成“千滚水”，破坏水质且影

响健康。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饮水和健康的需

求也越来越高，单一的功能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本项目

从生活中的实际需求出发，满足人们对高水质、操作安全

、多功能的要求，研究设计的饮水机将引入智能控制系

统，并对饮水机的结构进行改进，最终实现内胆易洗、温

度可控、屏幕锁定（防止儿童误触，造成烫伤等）等功能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47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陕西韩城文

化旅游品牌客栈（夏阳心逸）

开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史千意 181050500211

张雨婕

/1810505001

22,李喆

/1810505001

08,姚欣悦

/1810505001

13,蒲叶

/1810505001

15

曹珺,

傅钰

讲师, 

助教
1305

现在的社会阶段文化旅行的开发是消费者所期待的，文化

旅游品牌客栈的开发也是也是保护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最

好的途径。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品牌，让旅行者既能感受到

一座城市的文化魅力，又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我们以宣传

推介韩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助推韩城旅游为宗旨，创立品

牌客栈夏阳心逸，让更多的人被韩城文化的魅力所吸引，

从而带动乡村经济进一步发展。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48X
儿童趣味艺术坊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雨 171130301018

樊万珍

/1711303010

02,刘宇

/1711303010

17

罗少华 讲师 0401

儿童趣味坊是一家为儿童量身定制的兴趣艺术工作坊，此

工作坊可以根据儿童的个体差异，为儿童提供符合身心发

展及儿童需要的艺术创作素材（包括喜欢的故事、手工材

料、自然界的植物种子），让儿童通过眼睛看、耳朵听、

用手摸、动手实践等方式，让儿童对所接触到的事物有所

了解，让其产生兴趣，发挥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家

长的帮助下，让儿童用所给出的个人艺术创作素材创作出

自己喜欢的作品，同时能够很好地培养父母与孩子之间的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49X
中学生托教中心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田佳豪 191110300221

邱文洋

/1911103002

18,黄启兵

/1911103002

09

康朋飞 讲师 0401

本项目针对中学生校外托管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家长不

具备课后辅导能力以及中学生处于叛逆期需要进行心理辅

导等问题进行实践研究。本项目旨在解决学生及家长的后

顾之忧，为学生减轻学业和心理负担；在能力允许范围之

内解决部分社会就业问题；在强化自己的同时，将自己好

的经验传授给同行业，让这个市场更规范、更让家长及社

会放心；同时此项目也有助于我们积累社会经验，为以后

走上社会创造条件，用自己微薄之力在社会需要的地方添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50

家庭因素对大学生“空心病”

的影响及启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佩引 191160400739

杨悦荣

/1911604007

38,刘洁

/1911601003

17,姬文静

/1911604008

14

张溢 助教 0401

“空心病”是指因个体价值观缺失所导致的心理障碍，表

现为内心空虚，没有生活目标，寻找不到活着的意义等，

对个体成长及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破坏性。近几年，“空

心病”现象在大学校园中“患病”比例逐渐升高。本研究

主要以家庭为视角进行分析，探讨家庭环境对大学生“空

心病”形成的影响作用，并通过研究试图从家庭角度提出

应对和改善策略， 帮助大学生确立自我价值，寻回存在的

意义，重构精神价值体系。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51
3D全息风扇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孟 171110400102

孙楠

/1711303001

27,黄瑜

/1711104001

03,李晓恒

/1711104001

05,李晨/ 

17111040010

袁观娜 讲师 0806

3D全息扇叶屏是指由扇叶旋转产生的3D图形，主要解决电

子产品的耗能高，画面不必真，和视觉疲劳等问题，本发

明是一款新型的广告展示设备，可以用到表演、游戏和电

影等情况中，实际情况中，可以用于演唱会、各种大型活

动、活动宣传等，生活中可以用于表白、游戏等，可以说

适用场景和用途非常多样。

√

2020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S202013121

052
家用智能分类垃圾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强 171110100118

张炜

/1711101001

31,曹婵

/1711303007

02,向景玥

/1811101002

01,史庆林

/1811101002

18

谭栓斌
高级工

程师
0802

如今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我们研究的智能分类垃圾桶

是一款非常好用的垃圾分类助手。该款垃圾桶就可以帮助

人们辨别出垃圾的种类，并迅速做到分类处理。它还可以

播放垃圾知识，从下培养孩子的垃圾分类意识。通过家庭

垃圾的分类，可以有效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环境问

题，提高环卫工人的工作效率，减少了生活中各种病菌交

叉感染的机率，将可回收的垃圾再次创造价值，并且培养

广大居民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01

2-溴-4-甲氧基-苯胺衍生物合

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懿 191328

吕莹莹

/190955,李

改园

/190941,程

越/179399,

唐文强 讲师 1007

本项目拟合成在理论上有望用于抗肿瘤类药物分子设计合

成中的烷氧基吡咯烷侧链衍生物2-溴-4-甲氧基-5-[3-(吡

咯烷-1-基)丙氧基]苯胺。以4-溴-2-甲氧基苯酚、1-氯-

3-碘丙烷和吡咯烷为原料，通过一锅法反应，合成得到吡

咯侧链中间体（4），再经过硝化、还原两步反应得到目标

√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02

新文创视域下陕西面花艺术的

数字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辰浩 19108040111

代浩

/1910802022

5,朱安程

/1910802022

4,张育桐

/1910804030

8,甘景鸿

/1910804020

张琛 讲师 1305

以陕西面花艺术的数字化保护及传承为立足点，以陕西面

花艺术的新文化创意产品系列开发设计为落脚点，探索数

字化发展时代，非物质设计时代新文化产品的主要主要开

发思路及方法。

√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03
 FF现场总线建模及仿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天泽 190406

孙海洋

/190788,

阮可意

/190933

曹剑馨
助理工

程师
0808

本课题主要利用有限状态机理论对FF总线的协议进行了形

式化建模，并基于这些模型分别建立FF总线控制系统的仿

真平台。在此仿真平台上，研究FF总线控制系统中负载和

传输速度的变化对网络吞吐量和信息发送平均延迟等性能

指标的影响。仿真结果可以印证FF总线协议的特点，同时

也证明仿真平台对于总线研究的有效性。

√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04

中药多糖对益生菌增殖作用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孔爽 190361

王莹

/191041,路

朝/192646,

李怡霖

/190305

高洁 副教授 1008

我国已有千余年的运用中药及益生菌的历史，但是由于对

中药的药性、药理的研究深度不足，以及在微生态学方面

的研究起步较晚等原因，导致药用益生菌应用机制不明

确，对于药用益生菌制剂、缺乏一种系统的多维评价体系

。本课题以海藻、五味子、枸杞、白术的药物多糖作为研

究对象，旨在对多糖在对益生菌作用应用进行研究，通过

优化益生菌增殖的提取工艺，进一步研究其在对体内免疫

活性调节作用，为其今后的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05

基于精准种植技术的智慧农业

现代化管理系统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雷雨 181264

张博/192499 

         黄

鑫/191207 

刘嘉怡

/181307 

高素荣

/190231

段乃侠
高级工

程师
0809

本项目是一个实现以精准种植为核心的现代农业服务平台

。通过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科

技手段，实现农作物的现代化管理。全程跟踪、解决农业

生产管理的问题。同时通过持续的数据积累和智慧农业技

术应用，推动农业生从标准化到精准化再到智能化的发展

。

通过精准农业提不断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资利用

率，在大力挖掘潜力、降低成本的同时，减少了化肥、农

药、石油对环境的污染，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

√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06

药食两用植物黄精食疗产品的

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娜 191081

梁雪

/191435,李

衍松

/1910202013

3,郝晗

/1910202020

5,李佳璇

/1910202011

王艳娇 讲师 1008

陕西省镇巴县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同时也是国家级生态

保护与建设示范区，孕育了丰富的天然中药材资源，有“

天然中药库”之称。本项目立足于镇巴县良好的气候环境

条件和丰富的林地土地资源，抓住国家鼓励支持中医药产

业发展的政策机遇，挖掘、整理镇巴民间黄精的药膳。通

过对“药食两用药材黄精药膳善品创制研究和预包装食品

生产研究”两大内容的实施，反哺当地农户，实施订单化

生产和订单化种植，吸引年轻人返乡就业和创业。

√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07

不同产地的黄芪对益生菌增殖

作用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莹 191041

路朝

/192646,李

怡霖

/190305,孔

爽/190361

高洁 副教授 1008

益生菌在人体体内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预防和改善腹

泻，预防血糖升高，增强身体免疫力等等。本课题以不同

产地黄芪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产区黄芪在对益生菌生

长增殖作用的研究，为促进益生菌增殖方面的进一步开发

和更广泛的应用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本研究通过优化益

生菌增殖的提取工艺，进一步研究其在对体内免疫活性调

节作用，为其在医学领域的开发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08X
云创集优助农兴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阳 191472

樊泽磊

/190029,李

瑶

/1910606181

6,王淇锐

19106061829

,高素荣

/1910606181

展海

燕,毕

彦祯

副教

授,讲

师

1203

基于陕西省农业大省实际，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挥互

联网高效联通、大数据分析的优势，借助大学生创业团队

优质人力资源，有效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将农户需求、专

家指导、大学生创业团队、信息平台联通集为一体，集农

业高校专家库资源、农业相关政府部门、社会农户服务组

织机构、农户、大学生创业资源，协力帮助农户实现从现

代农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到营销的“一条龙”信息服

务，建设“云创集优”服务三秦特色信息化农户服务平台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09

基于酪氨酸酶抑制的白芷美白

活性成分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亮 19302020211

徐柯

1/193020201

22,叶曌

2/193020205

09,马瑶燕

3/193020209

02,杨华

4/193020210

04

陈革豫

助教

（高

校）

1008

酪氨酸酶是黑色素生物生成的关键酶，从天然药物中分离

所得的酪氨酸酶抑制剂，不仅在美白祛斑方面具有高效针

对性的特点，而且细胞副作用甚低，近年来受到人们的普

遍关注，我们传统中医药在治疗皮肤色素沉着过度的疾病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在整理古方的基础上，对祛

斑美白类中药进行了反复遴选，白芷初步实验的基础上，

对白芷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如果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新

的测定方法，而且了解其主要起美白作用的有效成分，具

体准确的知道基本美白原理，那么对于后期中医药美容美

白大方向的发展无疑是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10

陕西户县农民画在文创产品设

计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晓军 190031

常忠祯

/192772,杨

加羽

/192264,杨

玉靖/190608

李春苗 讲师 0101

本项目通过调研，整理总结出户县农民画的艺术形式和特

征，掌握陕西文创产品设计现状，同时，借鉴成熟产品的

设计形式，从农民画中提取艺术元素，运用农民画的艺术

表达形式进一步夸张表现，融入文创产品设计应用中。本

项目旨在通过研究深度拓展农民画的创作所蕴含其中的人

文精神、城乡发展等，以户县农民画的表现形式进一步挖

掘与文创产品的结合点，通过文化的理念丰富产品风格，

打造独具深受大众喜爱的特色工艺产品，推广户县农民画

、提升地域知名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11X
电子药店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雍勇勇 19203060502

李浪浪

/1920306033

6

杨胺胺

/1920122012

3

丁毅/180918

张乔 无职称 0809

电子药店系统是一个集成了药品的进货、销售和库存统一

管理的管理系统。它给工作人员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在

药店经营管理方面排除了以前手工操作而带来的许多弊病

。药店经营管理系统软件采用B/S模式，是以MyEclipse软

件开发出管理员登入界面，利用JSP作为界面和数据库的链

接工具，并深刻的阐述了采用JSP和SQLServer2005服务

器技术实现药店经营管理系统建设的优点。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12

3-仲氨基氧杂环丁烷-3-腈衍

生物合成及体外抗肿瘤活性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诗媛 19102030106

查佩佩

/1910203012

5,乔浪

/1910203011

6,董伊雪

/1910203010

4,张改琴

/1910203011

刘斌 讲师 1007

抗肿瘤药物研究是近年来药物研发领域的一个热点和难点

课题，本项目预期合成一系列3-取代氨基氧杂环丁烷-3-

腈衍生物，进而研究其体外抗肿瘤活性，期望能筛选得到1

个具有明显抗肿瘤活性的3-取代氨基氧杂环丁烷-3-腈衍

生物作为先导化合物，为后期氧杂环丁烷抗肿瘤活性分子

开发提供研究基础和技术依据。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13

超声波法提取山楂叶片黄酮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美琳 19102010111

高思盈

/1910201011

2

唐静 副教授 1007
本项目研究将超声波法提取山楂叶片黄酮和传统中药有效

成分提取结合的基础上，借鉴超声波辅助提取的原理和思

想，采用单因素实验和响应面法进行研究。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14

中药植物印染在室内软装中的

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韩紫雨 181583

周乐/179207 

,周萌

/179240,王

孙臣

/186187,魏

盈盈

/1920207232

4

周川渝 讲师

1008

，

1305

本项目通过研究中药植物印染技术，中草药配方填充物和

系列产品外观设计，提高室内软装的环保性和健康性，增

加室内软装的功能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15

2-取代-7-溴-1,2-二氢酞嗪

化合物的合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帆 180927

黎阳

/181284,张

帅/180993,

康慨

/181217,王

咏琪/190849

仝红娟 讲师 1007

本项目拟合成一类结构新颖的1,2-二氢酞嗪化合物，以廉

价易得的4-溴-2-甲基苯腈为原料，经过溴代、还原得到

化合物4-溴-2-（溴甲基）苯甲醛，再与几种4-取代苯肼

反应得到几个结构新颖的2-取代-7-溴-1,2-二氢酞嗪。并

对其合成工艺进行优化，期望得到一种具有底物廉价易得

、产品收率高、后处理操作简单等优点的合成工艺，为后

续活性酞嗪类化合物的开发提供前期研究基础。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16
重走红军路—“西征直播间”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梦薇 190167

朱仲立

/190051,胡

岱瑜/190607

王璐 讲师 1305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前旅游业市场已经越来越大，但是

红色旅游还是很少的。所以我们从红色文化入手。在抗战

时期，红军万里长征，翻山越岭，过草地、过沼泽、爬雪

山。193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

始，至1936年10月22日红二、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红军

长征历时两年零五天。我们所创建的公司就是为了可以让

消费者更好的体验到年红军路途的艰辛，我们会高度还原

当时红军长征的路。全程共两百公里，共计用时三天每天

会定一个露营的地方。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17

基于微波预处理压榨绞股蓝种

子油储藏期间的品质研究及微

胶囊产品开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阿丽 191133

张春艳

/190994,李

亚东

/191338,刘

文/190968,

张凯/192495

史美荣

专职教

师/执

业药师

1008

本研究主要以绞股蓝籽为研究对象，利用Schaal烘箱法，

研究测定由微波预处理绞股蓝籽冷榨制取的绞股蓝籽油储

藏期间酸价、过氧化值、亚麻酸的含量、脂肪酸组成及含

量的变化，评价微波预处理对油脂氧化稳定性的影响，并

对绞股蓝籽油理化指标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并开发绞股蓝

种子油的微胶囊产品，建立最优的微胶囊制备方法。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18

香附不同炮制品的抗炎镇痛作

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郑 190789

张梦茹

/191197,郑

艳霞

/190214,王

杜蓓 讲师 1007

通过探索香附不同炮制品提取物镇痛、抗炎镇痛实验比

较，为香附不同炮制品在临床的合理应用及资源利用起到

积极的探索作用。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19

3-氯-2-羟基-环己-2-烯酮合

成工艺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黄腾 180797

胡春龙

/181283,阮

蔚/181291,

郭青瑞

朱周静
讲师/

工程师
0101

环己烯酮类化合物是具有特殊结构和活性的药物合成中间

体，本项目研究3-氯-2-羟基-环己-2-烯酮的合成，探索

合成路线，优化合成条件，寻找最优合成途径和工艺。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20S
智能人数统计显示系统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常国林 191040

杨一哲

/191053,

何芬

/190463,

任心怡

/1910305012

0,

李华清

商莹 讲师 0807

智能人数显示统计系统，能够检测统计教室人员的出入情

况，当有人员进入时，计数加一，当有人员外出时，计数

减一，并将统计数字显示在LED显示屏上。通过该系统减少

了教师点名的过程，方便相关部门对出勤学生的统计。该

系统的设计可以方便有关部分加强对教学情况的掌握和对

学生的管理，通过对数据的显示，可以方便同学寻找教室

自习等。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21
二次再生混凝土力学性能测试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媛媛 191842

吕浩

/192512,刘

玺华

/191758,贺

思骞

/192093,闫

铭/190296

雷敏,

孙春荣

讲师,

讲师
0810

通过本项目采用不同再生粗骨料替代率情况的废弃混凝土

作为再生骨料配制二次再生混凝土，对不同再生粗骨料替

代率情况下的二次再生混凝土，进行二次再生混凝土试件

在单轴荷载情况下的力学性能试验，可以总结出二次再生

混凝土的力学性能。根据试验测试结果，定量得到不同再

生骨料替代率的二次再生混凝土力学性能数据，为建筑废

料在公路、房建再生混凝土重复利用方面提供科学的参考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22

基于3S的陕西省动态农产品信

息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段冰 191743

李阳明

/190930,张

京辉

/191748,王

晓燕

/192501,孙

张丽

萍,展

海燕

副教

授,副

教授

0810

本项目将研究基于3S技术的陕西省动态农产品信息共享平

台，提出农产品种植产业数据采集、上传和更新技术体系

和运营机制，使3S数据库与农产品信息系统数据库相连，

实现数据的自动、动态更新。实现数据的本地化存储以及

综合查询，方便用户对数据的使用，为开展重大农产品种

植业提供数据支持。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23

基于HPLC指纹图谱法分析比较

当归酒制前后补血功效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佳瑶 181072

张婵

/181234,王

泽坤

/181099,梁

润丰/181158

侯敏娜

药学教

研室主

任,副

教授

1007

 　先验证阿魏酸和多糖对血虚小鼠动作模型作用，再选择

炮制条件，通过指纹图谱，多指标含量测定，生物学评价

方法，对药材炮制前后化学成分和补血功效为考察指标，

在建立小鼠血虚模型的基础上，考察加入黄酒的量，闷润

时间，炒的温度和时间，确定当归炮制工艺。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24

温敏磁性阿霉素分子印迹聚合

物的制备及其释药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培云 182375

张雪

/180010,秦

媛/180914,

陈红英

/,181295,,

周璇/181231

卫丹
助教

(高校)
1007

  　阿霉素是一种抗肿瘤抗生素，针对其药效强，毒性大

等特点研发一种具有特异性识别能力的新型药物缓释系统

具有重要研究意义。本项目在理论设计的基础上，以阿霉

素为模板分子，N-异丙基丙烯酰胺为功能单体，通过表面

分子印迹技术制备温敏磁性分子印迹聚合物。通过印迹网

络中的特定官能团对阿霉素的作用力来延缓阿霉素的释

放，从而实现阿霉素药物分子的可控缓释。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25S
互联网＋vr珠宝 创业实践项目 否 王永 179657

黄俊

/179656,陈

明勇

/189996,尹

亭亭

蔺小

清,边

少莎

讲师、

工程

师,助

教

0809

以全新的VR技术开发运用于珠宝行业，通过对珠宝VR系统

整合珠宝行业和商场市场的资源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从

而推动珠宝行业传统的经营模式改革。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26
剪纸元素的数字游戏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郎佃芹 190077

王召富

/190065,邓

洪彬

/190074,王

聪聪

/190076,刘

王建利  讲师 1305

 本项目将剪纸元素与数字游戏设计相结合 ，利用绘图、

三维建模等去表现。通过耳濡目染，使更多人了解到它的

存在。意在剪纸元素的数字游戏设计下，开拓剪纸艺术产

业化，推动市场需求，弘扬传统文化开掘民族文化精粹。

以全新的商业理念推动剪纸走向适应市场经济大背景的道

路。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27
艾草精油的提取和包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腾 181382

赵婷

/181415,李

欢欢

/180841,杨

泽函

/179257,朱

柯璇/181430

王萍

副教授

（高

校）

1008

　　艾叶在中国人生活当中似乎形影不离。作为我国传统

中药材,李时珍曾评价“艾叶能温中散寒除湿”。人们将艾

叶晒干捣碎得“艾绒”而制艾条，利用其理气血、逐寒湿

、温经之功用。艾草主要含有挥发油、黄酮、多糖、鞣酸

、萜类及微量元素等多种化学成分。其药理作用较为广

泛，包括抗菌、抗病毒、抗氧化、保肝利胆、止血及抗凝

血、抗过敏、免疫调节、抗癌等。对艾叶的药理作用研究

及艾草精油的功效虽有发展潜力，也仍需要人们的努力拓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28

抗肿瘤先导化合物5-芳基取代

噁唑并[4,5-b]吡啶-2-胺衍

生物的合成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苑文操 19102030102

翟佩珊

/1910203011

7,刘晨丹

/1910203011

5,陈凡柳

/1910203012

4,吴榕

/1910203010

刘斌 讲师 1007

在药物分子设计中，通过活性骨架拼接得到更高生物活性

的新结构是一种常用的设计方法，基于噁唑结构和吡啶结

构在实际活性药物分子活性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两个生物

活性单元的拼接是一种有效的药物开发策略。因此，我们

设计合成了一系列5-芳基取代噁唑并[4,5-b]吡啶-2-胺衍

生物，其中，在噁唑并[4,5-b]吡啶-2-胺的C5位引入各种

芳香取代基，以期获得优异抗肿瘤活性和低毒性的新型杂

环化合物。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29

葡萄糖响应型二氧化硅载胰岛

素体系合成及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员琳娜 180888

刘积春/    

181689 ,樊

旭东/      

180977, 冯

雅飞  /  

181350

张玩涛 讲师 1007

葡萄糖敏感药物递送系统，能够根据血糖浓度变化，自动

连续地控制药物释放。本课题以介孔纳米二氧化硅（MSN）

为药物载体，在其表面修饰葡萄糖敏感元件羧基苯硼酸

（CPBA）。然后将胰岛素（INS）通过物理吸附作用负载

在 MSN 的孔道内（CPBA-MSN/INS），聚阴离子多糖海藻

酸钠（ SA ）作为堵孔剂包裹在 CPBA-MSN/INS 的表面

（SA/CPBA-MSN/INS），创建葡萄糖响应型的药物递送系

统。进行体外释放实验，初步评价其降血糖效果。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30X

第十四届全运会唐文化蓝天玉

雕文创产品开发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婧媛 181543

钱慧娟

/179137,孙

梦/179353,

王婧怡

/179355,秦

涛/179652,

杜天阳

/179195

边少莎 助教 1305

在十四届全运会期间，更好地宣传与发扬陕西文化，促进

陕西经济发展。此次项目的开展对陕西唐代历史文化与陕

西玉文化在十四运期间的宣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全面展

示西安作为全国文明城市的良好精神风貌。蓝田玉，中国

四大名玉之一，作为陕西的代表玉，素有“玉种蓝田”之

美称，本项目选择唐代著名的人物为第十四届运动会项目

代言与运动项目进行结合，使用蓝田玉进行文创产品的开

发，使产品具有功能性，文化性。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31
马齿苋雪梨膏制备工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高建 191054

郭晨晨

/192510,李

玲/190460,

张萌/190883

许海燕 讲师 1008

该项目针对体寒之人，研制体虚驱寒饮料，主要用的材料

都是平时的食用材料，花生、红枣、姜汁、杏仁、大茴香

。用逐步控制变量法使该饮料的药效和味道都达到最好。

对人的健康有一定意义。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32

咳露口服液作用机制及质量标

志物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玲 190460

张萌

/190883,高

建/191054

彭修娟 副教授 1008

目前, 对于咳露口服液的作用机制尚未有文献报道，本项

目基于中医药整合药理学平台（TCMIP）V2.0方法来研究

咳露口服液的作用机制及质量标志物，基于成分分析的质

量标志物确定，质量标志物确定过程，依据整合药理学平

台的初筛成分并结合已有文献对初筛化合物检测方法以及

其含量检测情况进行梳理。再基于质量传递与溯源的质量

标志物结果得出可作为咳露口服液的质量标志物。同时利

用网络药理学研究其作用机制。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33

益母草的美容养颜成分研究及

神仙玉女粉古方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徐一凡 19102020203

李彩凤

/1910202022

1,陈凯利

/1910202022

8,李婷

/1910202022

王月茹 副教授 1008

中医美容利用中医绿色疗法，依托传统中医理疗，审证求

因，审因论治，注重整体，将容颜与脏腑、经络、气血紧

密连结，中药内服、外敷、拔火罐、针灸、推拿、食疗等

治疗手段，同时注重心理疏导，以绿色自然、方法多样、

安全有效无副作用为特色，达到“形神俱美”的最佳状

态，可满足广大女性对专科医疗美容服务的需求。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34

一种具有止咳平喘功效的中药

百合复合饮料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武晓磊 190219

许宝宝

/191084,熊

安格

/191484,李

志刚

/190885,赵

腾飞/190972

高洁,

贺新怀

副教

授,教

授

1008

本项目是关于中药百合饮料的研究。由于现在市面上各种

饮料的盛行以及人们对于饮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其次就

是人们对于自身健康也越来越重视，所以我想到这个可以

同时满足他们需求的项目。本项目选用枸杞与百合制备成

功能性饮料，百合枸杞配伍既能滋阴润燥，又可润肺止

咳，且润肺之中有滋肝肾之功，符合中药配伍七情中“相

须”的原则。按本试验研究的工艺方案可最大程度地提取

百合、枸杞中的有效成分，使所制备的中药饮料能够更大

程度的起到止咳平喘的功效。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35
逍遥美白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瑶燕 19302020902

邓蓥昀

/1930202071

3,杨华

/1930202100

4,赵亮

/1930202021

1,徐珂

/1930202012

陈革豫 助教 1008

在这个经济迅猛增长，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生

活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美容养生已经不再是少数人在富

足的基础上对生活的享受，更多人开始追求的高品质生

活，这其中对于“天然”、“纯植物”以及“中医药”都

颇有偏爱。中医药有着几千年的文化蕴藏，自然有不少用

于美容养生的药方，本项目旨在古方逍遥散的基础上，运

用现代制作方法，将逍遥散制成一款具有美白功效的面

霜，并对其进行体外保湿、抗氧化和安全性进行综合评价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36
花仙宫血胶囊体内代谢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笑笑 190355

易思琪

/190649,卢

晨妍

/190891,杜

史美荣 讲师 1008

本课题从药代动力学层面出发，通过对花仙宫血胶囊主要

有效成分在大鼠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特征进行

研究，阐述中药复方的药效物质作用基础，为指导临床合

理用药提供理论依据。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37

黄芪中抗“新冠”的活性成分

物质基础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亚茹 180846

杨枫玉

/183442,何

璐/180926,

严萌/180896

侯少平

实验

师,西

安交大

制药工

程在职

硕士

1007

中医药作为我国瑰宝，在此次抗新冠肺炎“战役”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除了多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

案》将中医药列入其中，各省市也发布了根据患者临床症

候辨证施治的中医药预防新冠方案。这些方案中，有一味

药被反复用到，它就是黄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因

病机入手，分析黄芪的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及应用现

状，探讨黄芪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中的作用。利用正

交试验设计和满意度函数优化黄芪多糖和皂苷的提取工艺

。对黄芪中抗“新冠”的活性成分进行物质基础的研究。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38

陕产苍术微胶囊制备工艺技术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乔倩 180810

惠晓筠

/181297,姜

鹏/181679,

李博超

/181414,许

丽平/192340

丁芳芳 讲师 0813

本项目是在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对接武功县扶贫项目——特

色秦药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很好

的工作基础、人员条件、实验条件及广阔的市场前景。同

时提供一体化服务，助力精准扶贫。项目拟分别采用明胶

、β -环糊精等为微胶囊壁材，制备得到苍术挥发油微胶

囊，采用合理可行的制备方法，通过考察苍术油微胶囊的

制备工艺，进而得到包覆率、载药量高的苍术油微胶囊，

为苍术医药健康产品的进一步开发研究提供一定的技术基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39

不同加工工艺对鲜地黄褐变酶

和化学成分的影响及其相关性

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苏雅琼 19302020903

张璐

/1930202092

2,杨莹

/1930202101

9,梁嘉窈

/1930202061

8,毛伊敏

/1930202061

王珊 讲师 0101

“鲜药鲜用”具有悠久的临床应用历史，但由于鲜药汁多

鲜嫩，容易腐烂变质，每年因为鲜药材没有及时加工、储

存不当等，造成鲜药的腐烂率超过30%，其中鲜药材的腐烂

和颜色变黑主要是由于其发生了酶褐变。因此本研究以大

宗药材鲜地黄为示范，采用不同的加工工艺对鲜地黄进行

加工，对其褐变酶的活性及化学成分进行比较研究，分析

其相关性，为鲜地黄的产地加工提供依据，同时为其他鲜

药材起到一定的示范作为。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40

基于HPLC-MS分析生地黄和鲜

地黄中化学成分的药动学特征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嘉琪 19302020820

赵志斌

/1930202080

6 , 马雅妮

/1930202083

2

王珊 讲师 0101

受季节限、不易保存等因素使“鲜药”逐渐被干药取代，

但其特殊性和功效无法被替代。鲜地黄具有清热凉血，生

津止渴的功效且其是生地黄不能替代的。因此本研究采用

HPLC-MS对生地黄和鲜地黄水提物入血成分中进行定量研

究，绘制血药浓度—时间曲线，开展生地黄和鲜地有效成

分在大鼠体内过程的研究，从入血成分的药动学特征角度

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更加客观、全面的评价生地黄和鲜地

黄品质的差异，为地黄的产地加工及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41

野菊花有效成分提取及其抗氧

化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唐琴 19102030108

张改琴

/1910203011

8,孙家宝

/1910203031

3

豆佳媛 实验师 1008

本项目是研究提取野菊花中黄酮的方法及其抗氧化性，利

用乙醇法、微波辅助法和超声波辅助法的技术提取，找出

黄酮产率最高的技术，使其贡献于社会。加强野菊花的植

物化学和药理研究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要开发和保护并

重。既重视野菊花药用价值的开发，为人类的健康事业服

务;同时重视野菊花资源的保护，真正做到对野菊花资源的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42

猪胆膏中胆酸类成分含量测定

及特征图谱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烁颖 180997

李欢欢

/180841,孙

秋分

/180956,常

越/181017,

吕蓉蓉

/180973

廖雨菲 实验师 1008

  　猪胆膏为鲜猪胆汁制成的浸膏，是常用中药，具有清

热解毒，止咳定喘，利胆的功能，以猪胆膏为主要原料的

制剂常具有止咳、平喘、消炎、利胆、通便等治疗作用。

中药特征图谱具有整体性、特征性及可量化等特点，可用

于鉴别中药真伪、评价药材的道地性以及制剂的一致性与

稳定性，是一种有效的质量控制模式。本项目猪胆膏为研

究对象，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其主要胆汁酸成分含

量，并对其特征图谱进行研究，为猪胆膏的质量控制提供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43

不同产地蒙古黄芪补气成分比

较分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枫玉 183442

胡亚茹

/180846,严

萌/180896,

何璐/180926

侯敏娜

药学教

研室主

任,副

教授

1007

现如今不但我国的医药学学者对黄芪的化学成分、药理作

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外部分医药学专家也在相关领域

进行了研究。黄芪不仅有补气作用,而且气血阴阳兼而有

之,故有“补药之长”之称。近些年来,黄芪进一步的研究

已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取得了不少成绩。项目对不同产地蒙

古黄芪补气成分比较分析研究。选择了山西和内蒙古两个

产地的黄芪。利用正交试验设计和满意度函数优化黄芪多

糖和皂苷的提取工艺。最终将黄芪中补气成分进行比较得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44

离子液体体系下阿司匹林多孔

淀粉微球合成及其对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佳 180894

胡改改

/181379,李

佳洁

/190442,袁

诗雅

/1910204010

4,方志媛

/1910204013

0

问娟娟

讲师

(高

校）

1007

微球作为载体应用于药物的靶向传输备受人们关注。本项

目拟通过微波与离子液体相结合旨在开发出一种制备阿司

匹林淀粉微球的绿色新工艺，采用SEM、FT-IR、比表面仪

等分析手段对多孔淀粉微球表征及分析，通过微乳液工艺

参数的调变，实现多孔阿司匹林淀粉微球的孔结构和形貌

的调控，以亚甲基蓝的吸附率为指标，对淀粉微球的制备

条件进行优化，合成具有较多载药量和较大包封率的淀粉

微球。以期为淀粉微球实现高效快速、形貌可控、环境友

好的工业化生产提供参考依据。并以该淀粉微球为载体采

用物理吸附法对模型药物进行载药，确立孔结构形貌及数

量-载药条件-载药量和包封率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淀

粉微球在医药、生物、化工等领域的发展及淀粉资源的开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45

响应面-满意度函数法优化当

归中多糖及阿魏酸共提取条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婵 181234

陈佳瑶

/181072,赵

阳/181263,

崔锦岳

/180869,王

旭升/180943

侯敏

娜,侯

少平

药学教

研室主

任,副

教授,

实验师

1007

当归具有非常好的药用价值，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当归的栽

培、加工、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应用等方面进行着

广泛研究尤其是当归的化学成分和药用价值更是研究的热

点，该项目采用响应面-满意度函数法来优化当归中多糖及

阿魏酸共提取条件，进一步满足人们的需要，高效合理地

利用当归资源提供依据。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46X

秦中自有“金银玉”——蓝田

玉与金银花 茶玉兴农 文化进

万家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张思成 190068

赵雨蝶

/190146,李

学贞

/190070,张

张丽

倩,王

修杭

讲师 0804

助力秦岭山区金银花中草药产业发展，打造蓝田玉文化产

业兴农，为脱贫攻坚战贡献一份力量。将秦岭山中蓝田玉

资源与金银花中草药结合起来，蓝田玉作为茶具，金银花

作为保健茶料，同时发挥治疗、美观功能，构建秦农文化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47

香缘多酚提取工艺及其抗氧化

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陈小宇 179910

阿尔腾其其格

/179253,王

佳源

/181336,周

王青 讲师 1005

以汉中市种植香橼为主要原料，以乙醇为溶剂提取香橼中

多酚并对相应提取工艺进行优化，同时对其多酚成分的抗

氧化活性进行研究，从而为香橼药用价值提升和食品深加

产业提供理论支撑。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48
蒲公英凉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欢欢 181272

刘晓焱

/180949,刘

玉茹

/180940,杨

婷婷/181393

程茜菲 讲师 1008

 本项目基于对蒲公英的研究，制作一款以蒲公英为主要原

料的凉茶。  蒲公英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尿通淋

的功效。 用它配制出的饮料能够很好的缓解一些身体饮食

上火出现的口干舌燥。而且具有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

量元素，是老少皆宜，口感好，味纯正之佳品，是熬夜、

重口味儿人群的福音，也是消化不良，便秘人群的良品。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49

四嗪化合物的合成及其在

Diels-Alder二烯体制备中的

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司吉祥 179334

蔚佳

/181115,罗

山/180803,

方梅

/181011,解

希瑞/181149

杜漠 助教 0703

通过合成的方法得到1,2,4,5-四嗪类化合物，再以其作为

中间体，通过Diels-Alder反应制备二烯体，用以构建一

些结构新颖的异苯并呋喃类衍生物。以供生物活性分子的

筛选开发，实现对天然产物资源的丰富与补充，为进一步

开发新结构、高活性的生物活性化合物提供更有效、选择

性更好的先导化合物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能起到保护有

限的自然资源，符合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50

紫菀中总黄酮和总三萜共提取

工艺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晨晨 192510

张艳萍

/190855,陈

笑/190906,

王月

/190758,高

建/191054

刘艳红 讲师 1008

紫菀药用历史悠久，是我国常用中药材。具有润肺化痰和

止咳的功效，主治痰多喘咳、新久咳嗽和劳嗽咳血等症，

是常用止咳平喘复方制剂中的重要药物之一。近年来紫菀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药理作用等方面，其化学成分的提取研

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本项目通过响应面-满意度函数对紫

菀的主要活性物质总黄酮和总三萜进行提取优化，更明确

其药理意义，为进一步开发利用紫菀提供基础数据和技术

√

2020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S202013123

051

脑心通胶囊质量标准的提高及

其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作用机

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佳敏 181451

朱睿涵

/180922,张

俊博

/181681,王

杰/180794,

夏晓宇

/179265

许刚,

豆佳媛

主任药

师,实

验师

1007

本项目采用高效薄层色谱鉴别技术、指纹图谱技术、一测

多评技术等现代色谱分析手段对脑心通胶囊质量标准进行

系统研究，建立标准化质量控制体系。可为脑心通胶囊的

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和质量控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提供客观

、科学的理论依据，为保障脑心通胶囊产品质量提供方法

。同时观察脑心通胶囊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并

探讨其作用机制。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01

心灵氧吧-大学生心理健康交

互APP开发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超凡 1910401003

丁建英

/1910401023

,张俊楠

/1910401031

,白博

/1910401041

甘霖 副教授 520

该APP采用的多模态人机对话包裹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信

息输出3个部分，信息获取模块通过麦克风、摄像机等输入

设备接受来自语音、表情、姿态等通道的信息，然后借助

多模态信息分析融合模块，产生多模态协同对话内容并同

步输出到系统显示设备。

√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02X
艺趣助农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孟庆涵 1710316098

董晋

/1910201017

,王敏华

/1910401051

,胡婷婷

/1910201015

,杨灿

/1910201032

曲兴

卫,康

晓婷

正高级

工程

师，讲

师

630

以创业训练形式进行工作室组建，结合管理、艺术、信息

工程等专业同学形成助农工作室，对农产品和农科品牌进

行基于网络的包装、广告等调研，以经管视角，艺术手法

和互联网技术综合要素对农产品进行营销包装实验。最终

达到提升农产和农科品牌的视觉层次，助农促销。

√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03

新时代背景下咸阳渭滨公园导

向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任芝君 1810202017

倪佳楠

/1810202014

,徐宁

/1810202007

,张千

/1810202037

,王玉珂

/1810202022

李国瑞 副教授 760

公园的导向标识系统是由公园的形象标识和指引标识组

成，形象标识主要是象征的标志，而指引标识的功能则主

要是导向。以渭滨公园为例进行分析，提出问题和解决方

案。

√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04

新媒体环境下汉服在西安旅游

景区中的开发和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荆坤梅 1910103055

高萌萌

/1910103042

,李祎晨

/1910101008

,李思园

/1910101020

,袁小月

/1910101009

岳文侠 讲师 0816

本项目通过“学在陕图”公益课堂讲座，宣传汉服的历史

、分类、文化内涵、形制、制作工艺，规范汉服的行制，

指导喜爱汉服的人士自己亲手制作汉服，让更多的人了解

汉服并学会制作汉服，宣扬传统文化，以汉服的发展促进

西安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为西安汉服品牌商家提供技术

及产品开发相关知识，促进西安汉服品牌的发展。项目的

研究对汉服进行宣传，促进汉服在西安景区中的开发和运

用，也将会促进景区的旅游发展，提高景区的文化气息，

√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05
农产品+直播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佳萌 1810302269

张馨月

/1810302216

,田甜

/1810302227

,贺静文

/1810302261

杨娟 助教 210

随着互联网风口的吹起，当直 播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时，农民也拿起手机，在田间地头搭起一座直播间，“农

产品+直播”掀起了农业电商的新革命，“农产品+直播”

要形成产业化和规模化，“农产品+直播”模式研究成为亟

待解决的问题。“农产品+直播”模式研究意义，主要体现

在下面几点：1.实现了精准的产销对接。2.解决了农产品

信任问题。3.拉近了市民与农民距离。

√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06
小学生写作兴趣班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袁点 1910806209

强博

/1910806189

,野可璇

/1910806194

,张豆豆

/1910806156

归阳阳 助教 110

据调查显示，当今小学生普遍对写作充满了畏难情绪，作

文课也是其厌烦语文课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研究通过对小

学生写作兴趣培养研究，拟打算从学生自身、教师、家长

以及信息网络资源层面提出培养学生写作兴趣的对策，为

教学主体提供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依据，有效地帮助到教学

主体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取得教学的成功。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07
视障人士的便携式辅助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毛毛 1710401047

赵恒超

/1710401055

,刘炟

/1710401041

,姜锐峰

/1710401049

潘虹 讲师 520

本设计包含超声波传感器、振动器、蜂鸣器、光敏传感器

、LED灯、单片机，实现功能：（1）当超声波传感器采集

到前方有障碍物，通过振动器震动和蜂鸣器提醒盲人，随

着距离的增近，震动强度增大和蜂鸣频率增加；（2）当距

离特别近的时候，蜂鸣器发出警报，同时进行语音播报，

提醒盲人危险；（3）光敏传感器采集光照强度，当天黑

时，LED灯自动开启，提醒路人不要撞到盲人。

√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08
兴衣阁服装穿搭推广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珂 1810103034

刘权得

/1810101007

,胡鑫

/1810302174

,吴乾坤

/1810103011

,欧阳晓娟

/1810103013

,冶旭瑾

/1810302185

刘红 讲师 760

   项目名称为兴衣阁服装穿搭推广APP，是想一个 C2C 

线上运营的APP，致力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起，APP 

内囊括旧衣换购、3D 试衣、古风服饰及现代国潮类服饰、

私人私服定制、商家入驻、服装见解及交流服装及饰品选

购等功能。平台免费让陕西当地的非遗项目入驻平台宣传

非遗项目。同时我们致力于做古风服饰及现代国潮类服

饰，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打造出新的时尚与潮流。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09

“互联网+”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杜鹃 1910316021

杨沄汭

/1910316011

,段清清

/1910316009

李玉玫 讲师 840

社区养老是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但在当

前，社区养老在发展中受制于服务供需不匹配、服务资源

难整合、服务管理效率低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可以通

过“互联网 +”的运用，予以妥善解决。“互联网+”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研究，从介绍现有社区养老模式存在的

问题入手，提出“互联网 +”拓展社区养老发展的新思

维，进而提出构建智能化居家养老的服务方式，以推动社

区养老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10

研制幼儿园自然区角保护“学

习生态”的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琼 1810803130

李琼

/1810803130

,雷盼盼

/181083086,

王晶晶

/1810803117

,蒋茜茜

/1810830120

李月星 助教 110

本研究首先以幼儿生态式教育理念为指导思想，以当前“

自然缺失症”教育现状为线索，查询相关文献进行研究，

了解学习生态的概念，以及阐述保护幼儿“学习生态”的

必要性，从幼儿对自然的活动兴趣和生活经验出发，通过

家庭、幼儿园、教育工作者等具有直接影响力的因子总结

出改善这种现状的具体策略。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11

半坡彩陶纹样再设计及应用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鹏飞 1810201013

杨兆钦

/1810201044

,刘淑楠

/1810201024

王金霞 讲师 760

半坡类型彩陶是隶属于仰韶文化中的典型代表，该类型彩

陶纹样题材丰富、造型精美、纹样器形布置合理，不但具

有独特鲜明的艺术价值而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强烈的

历史民族文化特性，在世界的历史文化艺术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我们本次主要探索和研究半坡彩陶纹样的再设计，

纹样与色彩、器形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半坡彩陶纹样

在现代设计上的应用进行探索。实现对地域特色文化的优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12
助农服务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宝成 1710401010

雷涛

/1710401020

,成龙龙

/1710401008

戴静 讲师 520

研究内容：帮助农户进行互联网转型升级，通过线上与线

下的融合，使当地的农副产品通过当地的微信助农平台和

线下农村服务站提供给当地的消费者，从而形成一个具有

内生力的本地化电商O2O自生态圈，且每个县域的生态圈之

间彼此交叉协作，进而形成全国性的电商生态圈。通过这

种模式，增强县域自身的经济活力。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13X

“十三·长安”特色文创产品

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艺潼 1710103094

庞慧

/1710103101

,卞婕

/1710103089

,张凡

/c171010304

4

燕倩 助教 1305

“十三·长安”意为历经13个王朝的长安。项目主要为陕

西省的旅游产业提供服务，利用陕西传统文化、传统图案

的创新设计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设计制造出一

系列文化类、生活类、纪念收藏类型的产品。项目服务对

象面向全体大众，通过线上网店与线下各类业务结合的形

式同时展开服务。产品从环保出发，产品设计及包装将具

有浓厚的陕西特色传统文化气息及环保性；品牌在将产品

推向大众的同时，更会以此为形式推动年轻人投入到环保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14
互联网+虚拟读书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石宇蓉 1810302122

杨珊

/1810302134

,高颖

/1810302118

,薛煜

/1810302132

,李丹

/1810302120

吴 雯 讲师 880

互联网+虚拟读书会项目旨在借助互联网营造虚拟读书环

境，采用直播间的模式，多人参与彼此分享读书心得，可

以弹幕方式进行互动。在时间不足，兴趣缺缺的情况下，

互联网+虚拟读书会可以带动大家一起阅读，而且这种“组

队打怪”的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人的惰性。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15
跳蚤虽小五脏俱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一婷 1710803036

安萌萌

/1710803048

,王丹

/1710803039

王冰 辅导员 840

陕服目前没有一个固定严谨的二手交易平台，只是以个人

为单位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进行交易，不利于校园的美化

以及大学生的购买。这些市场比较散乱，购买渠道不畅通

信息交流不及时，要规范这些市场，达到资源优化配置。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16
新农村低碳景观设计范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坤雨 1710202046

李佳龙

/1810202008

,张抢平

/1810202008

,华伟

/1810202005

,贾川

/1810202013

李国瑞 副教授 760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发展，低碳环保的理念逐渐深入人

心，低碳理念与新农村景观规划的融合已经成为规划统筹

的关注焦点。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17

咸阳渭滨公园公共服务设施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佳豪 1810202011

李宏涛

/1810202006

,王仁发

/1810202010

,李刚

/1810202001

汪兰 助教 760

以咸阳渭滨公园的公共服务设施为研究对象，讨论在我国

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融入地域文化特色的咸阳渭滨

公园公共服务设施的设计方法和程序。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18

大数据背景下校园疫情防控监

测平台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姬笑笑 1810409028

刘彦聪

/1810409024

,张育涵

/1810409029

,杨洁

/1810409026

,张改英

1810409034

郝建军 副教授 520

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力的推动了校园信息

化建设，自疫情爆发以来，构建校园疫情防控监测平台已

成为关键，对在校师生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为疫情防控

起到重要支撑。在大数据背景下，可以事半功倍，效率达

到最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最快捷的方式直观的看到师

生的健康情况。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19
闲置物品交易置换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天元 1810103074

夏明

/1810409007

,王琳

/1810103069

左菊香 讲师 110 二手物品交易平台（微信小程序）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20

校园电子商务模式的研究与探

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雨静 1810316020

贾卓欣

/1810316027

,刘杰

/1810316048

,吴志良

/1810316005

,蔺广丽

/1810316024

魏道琼 讲师 120

校园电子商务是通过学校环境与电子商务的结合打造一个

适合学校的校园电子商务平台，给在校的消费者提供更大

的日常的便利，提高生活质量。同时，校园电子商务还需

以师生的需求为基础，将校园的大量信息进行整合，最终

达到对校园进行信息化管理的目的。“校园电子商务模式

的研究与探讨”本项目主要探究当前校园电子商务模式、

特点、现状、需求及存在的问题，并且结合校园的特点，

探究校园电子商务新模式。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21
智能浇水系统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可 1910401035

贾瑞晨

/1901401016

,穆祯

/1910401029

,李仁杰

/1910401030

,白瑞锋

/1910401019

戴静 讲师 520

现代人想拥有绿色环保的家庭环境和生活质量，很多人都

在家里种植了各种花卉，以期望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目

前更是比较流行阳台种菜，以便能吃到绿色营养的蔬菜。

但是紧张快速的生活节奏又使得上班族经常顾此失彼。尤

其是遇到节假日出行或探亲，更是花草和作物们的苦难

日，人们长假归来经常看到的是一片枯萎。为此，人们迫

切期望能有一种家用的自动浇水装置，能够解决花草作物

及时浇水的问题。本设计将花卉与单片机MSP430技术结合

起来，设计了一个能够实时检测花卉土壤湿度并且能够根

据土壤湿度情况进行自动浇水的系统。从而保证土壤湿度

值处在适合花卉生长的状态。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22
互联网＋农产品溯源平台建设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李天赐 1810202003

牛泽耕

/1810202004
贾荣霞 助教 760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成为大

众关注的核心问题，买到放心安全绿色有机的农产品是很

多城镇人口的梦想。在目前农产品无法完整监控生产流通

各环节的政策背景下，建立一个互联网平台，从源头做

起，利用低成本的网络监控记录对农产品生产做跟踪记

录，特别是因为此次疫情，很多农户农产品销售受到严重

影响，这样一方面帮助农产品生产者销售产品，另一方面

可以较好满足城市中人群对于安全放心农产品与食品的需

求。本项目将搭建一个网络平台，采用020形式，为城镇中

想购买安全放心农产品的人群和欲出售绿色有机农产品搭

建一座桥梁，使得农产品做到有据可查，有源可溯，农产

品溯源系统既可以满足城镇居民的需求,同时也可以增加农

民收入,对加快新农村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23

汉服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

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祎晨 1910101008

荆坤梅

/1910103055

,高萌萌

/1910103042

,李思园

/1910101020

,袁小月

/1910101009

岳文侠 讲师 0816

本项目团队经过细致的调研，对汉服有一个规范和引导，

让汉服能有一个最真实、最品质的展示和表达；汉服文化

不仅要能传承、能弘扬、能转化，更能发展。目前汉服很

多仅停留在表面的喜欢和展示上，缺乏深入发展。应该通

过创造更多机会让人们深入了解汉服，形成一种良性的社

会现象，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复兴。项目团

队通过分析汉服的审美性 、文化性、历史性，以“学在陕

图”公益课堂为平台，借助新媒体营销方式把汉服的文化

及民族的文化推广出去，引导更多人关注并深入去了解学

习汉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感受文化内涵，提升文化价值。

关注传统汉服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问题，在获得民族认同

感的同时，将传统服饰与现代服装有机融合，让传统汉服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24
城市中的“云端”养猪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杨磊 1810302212

唐竞玮

/1810302208

,潘博彦

/1810302247

方海玲 讲师 550

猪肉的安全问题，一直是老百姓挂在嘴边的话题，而对于

生活城市的居民而言能吃到绿色、无公害、非饲料喂养的

猪肉非常困难。城市中的“云端”养猪项目旨在通过网络

平台，与农村的养猪农户建立联系，委托农户饲养属于自

己的小猪，并借助互联网的手段，实施监控小猪的饲养活

动，制定小猪的计划。

该项目既满足了城市居民迟到绿色、无公害猪肉的问题，

也给他们带来了云端养猪的快乐体验，同时，给农村的养

猪农户带来收益。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25

如果书法会说话——中国传统

书法与播音艺术融合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钱茹茹 1810218055

刘小龙

/1810218036

,孙俊瑶

/1810218053

,胡凤至

/1810218047

张傲 助教 760 中国传统书法文化与播音艺术相结合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26
农产养殖产品的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刘翔宇 1910411001

郑治梅

/1910412013

,韦行

/1910412006

,屈彐怡

/1910412011

曹晓红 讲师 210

陕西营养平台将会与城市周边的农户们进行沟通，让他们

负责养殖鸡以及运送，而客户只需要前期鸡的钱以及饲养

费，以及提供地址，农户会定期将鸡蛋运送到客户手中。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27
“财会专栏”公众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倩 1810316064

欧倩茹

/1810316049

,何媛媛

/1810316014

,朱欣洁

/1810316053

,刘博学

/1810316012

魏道琼 讲师 790

“财会专栏”公众号旨在发布财会政策变化信息，财会考

试信息，财会类新闻、评论、事件、动态等相关信息，针

对高校财会专业大学生这一群体提供一站式财会信息咨询

服务，关注“财会专栏”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最新专业

资讯。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28X
布童童装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宋羽佳乐 1710101042

陈宇佳

/1710101013

,李珂

/1710101046

,宋乃馨

/1710101047

,张通

/1710101044

,雷燕

/1710101028

,米瑞婷

/1710101037

贺京霞 讲师 816

现今条件下，随着艺术服装方面学习的深入，愈发发觉市

场上缺少拥有设计感的童装，童装的市场非常广大，于是

想做一个有设计感的童装工作室。进行童装设计市场的开

发。“布童”童装工作室致力于建立一个供家长们挑选有

设计化多样化的童装服饰，填补市场空缺，方便家长们寻

找有设计感的童装。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29

沣西新城生态创业街区标志性

景观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政阳 1610202010

李辰昊

/1810202009

,汪涛

/1810202012

李国瑞 副教授 760

通过对沣西新城创新创业生态街区进行现场调研，并收集

相关双创街区设计的大量资料，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提出

以待解决的方案，创造有趣味性的、利于人与人交往的高

品质环境空间，满足大学园区及周边居民的生活。做出沣

西新城创新创业生态街区标志性景观设计。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30
“嗨，自习”自习管理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伟超 1910401038

吕询阳

/1910401024

,王金萍

/1910401050

,耿荣益

/1910401046

,李书馨

/1910215030

刘冬 副教授 520

促进大学生合理利用时间，将学生日常自习情况以数据的

及时反馈于辅导员，并且可以将学校空余的自习资源以便

捷的方式向有需求的同学供给。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31
“口袋英语”公众号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余自江 1810301021

艾轩宇

/1810301013

,李晓涛

/1810301018

,吴赵强

/1810301019

方海玲 讲师 880

手机在大学生这个群体的普及率已经达到100%，借助手机

的线上教学手段也是层出不穷，对于这样一个群体而言，

利用手机来获取知识的方式，符合当下大的学习环境的需

要。“口袋英语”公众号，就是依托“微信”这个社交平

台，通过个人公众号模式向大学生这

个目标群体推送英语知识，力求通过趣味性和交互性调动

大家的积极性，充分将大学生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提

升英语水平。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32

基于非虚构搬演的非遗纪录片

创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鑫 1820217010

赵镕

/1820208007

,李鼎华

/1820217010

,周哲

/1820208010

,陈梦茹

/1820208005

马丁丁 助教 760

本项目研究主要对非遗纪录片创作拍摄进行探索，通过陕

西实地调查研究，了解在新媒体环境下非遗纪录片的传播

、制作现状，如何将“假大空”的非遗纪录片更为有效的

以动态效果进行展示，使其有效传承以及长久留存。

本项目集中于现有非遗纪录片拍摄研究上，在非虚构搬演

创作手法所蕴含的理论和实践对非遗类纪录片的创作原则

和创作方法具有很重要的影响。非虚构搬演不是胡编乱

造，需要保证真实行为和真实情感的前提下，在合理范围

内进行搬演创作。非遗纪录片用影像呈现真实的非遗技艺

以丰富纪录片的画面内容，弥补传统非遗文化的史料影像

缺失，为其传播拓展新路径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33

基于太阳能感应技术的指示牌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拓帅 1910402004

胡关龙

/1910402002

,郭佳宝

/1910402014

,朱鑫彤

/1910402009

,向鹏

/1910402011

吕超颖 助教 460

为降低农村道路多巷道导致的事故概率，在现有科技的基

础上尝试试用太阳能感应系统，最大程度的降低事故概率

。用途:在巷道旁侧安装，当过往有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行

驶时，警示牌会发出灯光警。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34
“以物易物”淘网店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婷 1810302228

张亚

/1810302220

,张书政

/1810302248

,米禹馨

/1810302217

李瑞瑞 讲师 790

本项目旨在通过建立以物易物淘宝网店，收集日常生活中

的旧物使物品循坏利用，合理利用校内外消费资源进行资

源置换，继续发挥商品价值，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也使

得大家树立节约的消费观念。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35

生命周期视角下咸阳市职业女

性保险需求和保险规划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罗凡 1810401048

薛靖川

/1810401015

,李凯航

/1810401040

,李京阳

/1810401003

,漆正龙

/1810401037

樊飞转 讲师 910

随着快速发展的社会步伐，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加

速，压力也越来越大，随之健康也面对越来越多的考研。

面对未来面临的种种未知，购买保险对自己以及对家人的

保障也受到了越来越高的重视。但是，由于人类性别、年

龄的区别，患不同病种的概率也不同，针对高额的保险费

用，如何进行选择和规划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本项目就是

通过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职业女性的保险需求进行调

研，探析当下职业女性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内的实际保险

需求并明确其差异，增强职业女性对自身保险需求的科学

认知，指导他们做出合理规划。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36
千里马技术租赁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家昊 1910402019

侯梦丹

/1910402024

,王雨凤

/1910402022

,石祥

/1910402020

,李志强

/1910402016

杨欣怡 讲师 520

技术租赁是一个技术交流，技术能力现金化的平台。有技

术的人可以将自己的技术在这个平台进行出租，需要技术

支持的公司或个人可以在这个平台对技术人员进行短暂的

租赁，为自己完成一定任务。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37
互联网+地摊经济+网上带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可忆 1910317024

高小宇

/1779598478

5,万鑫琦

/1328977786

0,呼延雯静

/1762906135

3,申欣

/1509129269

6

高玉杰 班主任 790

地摊经济由来已久，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形成的

一种经济形式地摊经济。纵然对城市的环境有部分影响，

但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

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随着政策的变化，“地摊

经济”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生机。随着互联网不断发展，

网络直播卖货更是早已深入人心，这些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的平凡，却存在着“大智慧”。本项目主要研究“地摊经

济”深入居民生活，伴随直播带货，线上下线共同盈利，

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对普通人民的生活的影响，在当下

疫情间对经济的作用。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38

生态理念下节水植物景观在园

林设计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崔苗苗 C1810202037

刘影

/C181020204

8,何欣育

/1710202045

解亚茹 助教 760

 在绿色环保的社会主题之下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普遍提

高，绿色理念也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尤其是

在室内设计方面应用尤为突出。现阶段室内设计也在不断

朝着绿色理念的方向发展，进而更好的满足人们不断提高

的物质文化要求，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质量，在减少

水资源浪费的同时有效提高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39
武功县景点的宣传片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毋钰坤 1810401066

许恒

/1810401075

,张雄

/1810401080

,吕泽熙

/1810401111

,杜抒波

/1810401108

赵彦会 助教 520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及精神上的追

求，人们对于美景有着更为强烈的探索欲望。例如去年全

年实现旅游总收入6.63万亿元，同比增长11.1%。庞大的

数据标志着中国如今旅游业的繁华，但每一个游人络绎不

绝的胜地不可或缺的是对它的宣传。位于关中平原腹地的

武功县隐藏着与世隔绝的风景资源，但却不为人所知。因

此希望通过制作宣传片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武功县，

进一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并将地方特色名俗文化向带向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40

解放天性在播音主持中的必要

性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甘国利 1910218005

邱雪晴

/1910218036
任卓敏 助教 760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广播电视传媒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媒体、自媒体的出现，也使得

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了播音主持专业。但是目前，很多学

生在走出校门之后，其在工作中表现出肢体僵硬、语言不

自然、临场反应能力差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其在学习中没

有很好地进行解放天性训练。因此，此项目对解放天性在

播音主持专业教学中的应用进行研究与分析，目的在于提

高本专业对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中解放天性教学的重视，

为解放天性教学提供合理的建议，以促进播音主持专业教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41
战役便民通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岚莘 1810409035

马晓刚

/1820403002

,韩江鹏

/1810401022

,胡钰笛

/1920704013

,鲍莹莹

/1910302093

潘虹 讲师 520

相对于零售店和其他供货方式我们便民可以做到有效控制

疫情蔓延，居民可以及时的收到更加新鲜的货物,不仅有利

于疫情的防控，同时也方便了小区居民的生活，并且也为

菜农找到了良好的销售渠道，实现了互利共赢。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42
水果销售平台的开发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苏艳玲 1810401060

赵融

/1810401030

,李娜

/1810401059

王小媚

/1810401029

,赵佳乐

/1810401056

杨婷 助教 520

本项目利用互联网让广大人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买到新鲜

的洛川苹果，使洛川苹果获得更大的销售空间和机遇，设

计开发一款小程序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43
线上家装产业链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仇望荣 1830205050

吉嘉豪

/1830205047

,孟炫伟

/1830205012

,黄子铭

/1830285007

徐姣 助教 760

    通过研究线上家装产业链，探究家装行业在互联网中

的发展阶段，确立家装产业创新升级的主要方向，为家装

行业开辟线上平台模式，为消费者提供全新数字化环境下

的良好用户体验，让装修具有更多选择。以整体家装和个

性定制的需求为研究核心，了解消费群体的新需求，旨在

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开放式营销的“新零售”体验，实现

业务链条数据化，作业流程标准化的新模式。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44

民间艺术设计研究——以城固

架花的传承与创新实践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生辉 1919215011

李珺康

/1910215010

,刘心

/1910215023

,冯义

/1910215007

，齐梦琳

/1910215017

闫江婷 助教 760

城固架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至少有两千余年以上。城

固架花，又称挑花，是一种古老的刺绣工艺。大多数绣品

是在白色坯布上挑绣蓝花，色彩鲜明、沉着，饱和而谐

调，注重黑白对比效果。是妇女生产生活习俗和文化传承

的结晶。现代性艺术作品借鉴传统架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是发展地方经济的最好的体现。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45X

校园闲置优品平台的开发与运

营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洋洋 1810402012

越豪杰

/1810402002

,范政

/1810402036

,林浩

/1810402050

李敏 助教 110

校园闲置优品平台—We to see，简称WTS。目前大学校园

二手市场在各方面的信息更新和规模方面都已经不能满足

广大学生的需求和利益，而校园闲置物品交易平台技术目

前已经能很好满足校园电子商务系统的需求。在这种背景

下我们组提出了建设基于web校园闲置商品交易平台的设

想，并由此开展相应的可行性和需求分析，进行了业务流

程，功能模块和数据库的设计。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46
输液信息反馈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江江 1710402008

贾雨兴

/1710402015

,胡书凡

/1710402014

,尹浩然

/1710402016

,艾毛毛

/1710402007

郝雪梅 助教 110

吊针是医院常用的治疗手段,通常通过人工观察点滴瓶，来

反映液体的剩余的多少，我们设想发明一种自动提醒或警

示装置，提醒医生、患者、看护人员，病人吊瓶中液体剩

余量的多少。输液信息反馈装置就是自动反馈点滴余量多

少的装置。当患者输液液体不够时，会自动报警。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47
儿童摇杆滑板车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宗义森

1810602026

胡卓然

/1810602033

,凌旺旺

/1810602008

,郭榆

/1810602001

,范文豪

/1810602010

窦强斌 助教 460

该项目研究如何增加儿童滑板车的自行功能和持续动力维

持，使滑板车具有像自行车一样的可代步性。主要在原有

踏板车的功能之上，增加动力源，使之能够通过人的肢体

力量输出，转化为滑板车持续行进的动力。其关键之处在

于，解决传统滑板车只靠脚蹬地产生摩擦力助推滑板车因

惯性行进的方式，并在持续行进中因受到阻力不能维持一

定的速度而停止行进。儿童两用健身滑板车刚好解决了这

个问题，能够在一定人力输出的情况下，使滑板车继续保

持长距离滑行并且持续拥有动力提供。当然此项目还有很

多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创新和研究。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48X
大学生旧书籍循环再利用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西翔 1710202043

张咪

/1710202047
杨帆 助教 760

本项目以回收再利用为目标，以大学生为主要人群，通过

回收与再利用大学生的旧书籍,最大程度的减少浪费，开展

公益活动并同时宣传环保知识，増强大学生的环保和公益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49
527影视传媒工作室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鑫 1820217010

司婧琦

/1820217014

,常先辉

/1830217002

,李鼎华

/1820217011

任涛涛 讲师 760

527影视传媒工作室是一家集多项资源为一体，以影视拍摄

制作为主，以网络新媒体推广为辅的综合服务型工作室。

以“做一个有情怀，有态度的工作室”为品牌宗旨，以“

最完美的文案策划、最工匠的摄制手法、最人文关怀的影

视作品、最全面的营销策略、最专业的人才精英、最实惠

的市场价格、造就无懈可击的成功”为工作室精神，秉承

合作互利的原则，吸引人心的服务模式，在未来怀着“主

打人文关怀，造就工匠精神”的信念为整合艺术文化影视

传媒资源市场而努力。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50X
DIY原创艺术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曹博文 1910201005

田敏斐

/1910201010

,魏彤彤

/1910201014

郑惠芝 助教 760

为更好地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开展工作室的创业探索

是非常有效的模式。DIY原创艺术工作室是一个可供大学生

团队共同创业的项目，帮助实现学生的想法和要求,制作出

相应的产品。

√

2020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S202013125

051X
随互联网品洛川苹果果香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崔瑜 1810401119

王玉莹

/1810401091

,刘莹

/1810401088

,董泽泽

/1810401089

,邓湘莹

/1810401087

刘康 实验师 520

该项目用以实现陕西洛川特产-苹果的销售推广为目标，希

望通过针对客户、农户、代理商等对象的深入调查研究，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通过创建销售网站、建立微信

公众号这种互联网平台，实现全面的线上销售和宣传，从

而建立洛川苹果的快速销售通道，加大洛川苹果的宣传销

售力度，从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01

基于3D重力小球在智能手机传

感器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葛润波 18043080123

刘彤

/1804408011

8,黄英健

/1804408012

5,李旭佳

/1804433012

0

杨碎明 工程师 8070

    随着手机终端处理器技术的不断发展，平板电脑 器

、磁力传感器、陀螺仪传感器等。其中，重力传感器和智

能手机开始扮演移动互联时代移动终端中越来越 作为传感

器的一个重要分支，目前已经被广泛的应用重要的角色,其

逐渐从具有通话功能的简单设备变为于人机交互中。对于

重力传感器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一个能够满足用户更多需

求的智能平台，因此，移动终 初,重力感应(G-sensor)也

称为加速度传感器，顾名思义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02
非接触智能门锁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佳琦 18043140120

杜博涛

/1904314010

7

孙文高 副教授 8070

    第一次使用时通过手机、智能手表进行配对，配对时

需输入之前设置的PIN码，配对成功后，门锁即可识别此手

机，可配对多个设备，使用多次后可更改配对码，如遇到

亲人拜访等情况可通过联系管理员获取手机配对PIN码来与

门锁配对，由于配对码的不统一管理员可自行修改，真正

做到了安全且高效。

√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03

多方位超声波测距仪的设计与

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焦长宇 18033050204

杨园园

/1803305022

3,王欣

/1803305024

0,鲍缘杰

/1703305020

4

任小文
高级工

程师
0806

    目前由于辅助倒车雷达设备普遍比较昂贵，且只能探 

测水平方向，许多大货车等未装倒车系统。为此，本文设

计了一种低成本、性能好的超声测距仪系统。系统包含6个

超声探头，除了可以像传统超声雷达检测水平方向障碍物

之外，还可以进行全方位探测，对六个方位进行测距。若

有障碍物，通过显示屏实时显示距障碍物的距离。一旦距

离障碍物小于设定的距离，报警系统报警提示。该系统成

本低。

√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04X

创新创业导向下低成本航拍定

制服务工作室运营模式与建立

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乐
18023060109

冯宝辉

/1703303022

9,郑文浩

/1704308012

8,李阎

/1803305033

6,王茜

/1803305020

胡仁

青,肖

楠

副教

授,讲

师

1305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航空摄影也从最早的军事领域

进入到大众的民用领域。本项目借助无人机航拍技术平

台，构建新型低成本航拍服务模式，对提高普通大众的消

费水平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实践上看，本

工作室的创立为航拍服务低成本化提供了可能，有助于满

足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帮助经营者迅速而准确地掌握消费

者动态，从而制定出最优消费模式，同时本工作室的运营

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拉动相关行业协同发展。

√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05S

互联网+互助式线上线下学习

服务机构
创业实践项目 否 王一豪 18023070129

王珂

/1703303023

2，张晁铭

/1802306020

8，叶岚萍

/1703305022

千红,

薛凯琳

讲师,

助教
0401 ############################################### √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06X
互联网＋自制饮品驿站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研锬 18063120326

万净

/1806312031

1,王欣茹

/1806312031

8,吴婷婷

/1806312033

8

白云 副教授 8270

    为了响应国家脱贫攻坚号召，疫后恢复经济。饮品的

需求量逐渐增加，自制饮品驿站足消费者需求多元化，适

应当前快节奏的生活趋势，满足健康生活理念。自动化的

方式节约人力成本，方便购买；现做饮品不但保证了饮品

口感，更能吸引消费者；果汁的进购渠道是通过所在的贫

困地区种植的水果，为贫困地区贡献力量，投入到红色旅

游景区，推动当地消费，根据自己口味自行配制，让消费

体验更好。杯子环保材料，拥有独特的包装设计。

√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07

新型“互联网+”—线下音乐

辅导一体化培训机构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彭茜 19063190133

郎依菲

/1906319010

4,蒋真真

/1906319011

7

宁慧,

王家宁
副教授 1302

    新型“互联网+”—线下音乐辅导一体化机构聚集了

一批有教育经验、专业知识、技能以及不断追求卓越的人

才。全力负责、择优推荐，提供最满意的答复和最热诚的

服务；专业提供一对一上门家教和互联网在线家教平台；

学科类、艺术类、出国或留学生等需求类等多样性的有强

大的网络平台支撑的辅导培训机构。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08
一种工程造价专用工具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丽敏 17053090243

赵波

/1705309024

0,支勇

/1705309023

8

王烘艳
高级工

程师
1201

    一种工程造价专用工具箱，针对工地缺乏办公桌导致

办公效率低的问题，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包括箱体，箱

体的底部固定设有一可伸缩的气压杆，气压杆远离与箱体

固定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工作板，工作板与气压杆的连接处

设有启动气压杆的开关，箱体的侧面开设有供人手伸入箱

体操纵开关的开口。用过研究形成一个工作台便于工作人

员在施工现场的作业的造价专用工具箱。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09
肩带式转向警示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泽皓 19043020338

孟兆天

/1804433013

5,董芳芳

/1804433014

4,梅欢

/1804433013

王冠军 副教授 8070

    项目设计为自行车、摩托车骑行者提供更好的体验，

具体作用为通过骑行者身体的倾斜来感知骑行者需要转弯

的方向，通过数据处理，在LED显示屏上显示警示字符。这

样，骑行者的骑行安全可以得到大大的提高。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10
智能仓库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梁斌 19043020229

杨涛

/1904302013

6,王佳琦

/1804314012

0

孙文高 副教授 8070

    利用RFID对物品进行检测，效率高。叉车司机、理货

人员能够通过相关设备，获取相关信息，进行操作，加强

了信息的传输效率管理好现场核对货物和库位，单据自动

生成，避免人工处理带来的出错率，同时，系统全程记录

货物的移动过程，实现了可追溯性，堵塞了管理漏洞。支

持远程库位信息的查询、现场出入库操作提交、现场仓库

内部数据处理提交或查询，极大的提高仓库人员的信息化

水平，从而提高仓库管理运作能力。成本低，不需要持续

投入;系统规模没有限制，硬件设备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11X
单相综合保护电源箱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韦宁宇 18033050215

徐硕

/1703305010

7,王欣

/1803305024

0

任小文
高级工

程师
0806

    针对牵引供电系统的过载保护、过电压保护、短路保

护、电路参数指示的设计、元件选型和安装、调试工作；

整台设备的运行调试和一体化工作。作为应用型本科学

生，通过该项目的实践，可以检验电工基础、电机与拖动

等专业基础课的综合应用能力，拖过资料查询和专业指

导，提高供用电系统的电气保护环节研究能力和电气设备

的安装、调试和检测能力。重点培养解决电力工程问题的

研究方法和实施工艺，尤其是线路控制方面的故障检测技

术，对学生今后入行电气制造、电气维修等岗位具有很大

的专业技术培养作用。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12
多功能加湿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溢博 18043020208

杨兴晏

/1804433013

9,马战楠

/1804433013

4,安永涛

/1804433013

孙文高 副教授 8070

    功能特别多，首先是一个加湿器，可以放卧室、也可

以车载，当然旅行也可以随身携带；外带小风扇跟小夜

灯，办公室也可以考虑。可以加香薰，储水量在380Ml左

右 ，可以使用8小时左右。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13

基于语音控制的物联网智能家

居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涛 19043020136

王佳琦

/1804314012

0,梁斌

/1904302022

孙文高 副教授 8070
利用互联网和语音对家电，及灯光温湿度经行实时监控和

控制。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14
智能天然气控制报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阳勃 18043020112

吕浩扬

/1804433015

3,帅江蓉

/1804433014

张俊芳 副教授 8070

    该项目通过对家用天然气报警器进行分析，找出其不

方便因素，设计有创新点的家用智能报警器设备，自动检

测室内环境，是否有泄气现象，并向主任发出报警信号，

提高用户使用的满意度。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15
受电弓滑板的优化改造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苗苗 18013010650

毛娜

/1801301062

8,宋克涵

/1801301060

胡小敏 副教授 0818

    改造受电弓滑板的设计，加大受电弓导电的接触面，

使电流导电更稳定，电流量更大，延长受电弓滑板的使用

寿命，使列车在运行中受电更平稳，更安全。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16

高速列车受电弓滑板与接触网

载流摩擦损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仲佳龙 18033050302

邓一凡

/1803305030

6,张克勤

/1803305034

3

王茹

玉,张

治国

副教

授,副

教授

0818

    弓网系统是用来连接列车和牵引网的枢纽，相当于列

车的营养线，弓网系统的好坏，是列车运营正常与否的根

本保障，列车所需的电流是由受电弓滑板和接触线直接接

触摩擦得到的，是的列车有动力向前运行，但两者的接触

摩擦会产生相应的损耗，本课题就是研究如何降低受电弓

滑板与接触网载流摩擦所导致的损耗，以提高弓网的使用

寿命。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17

基于满载率均衡性的大小交路

列车开行优化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毛嘉欣 17013010413

王浩亮

/1701301040

6,张瑞芬

/1701301045

2,刘帆

/1701301041

胡小敏 副教授 0818

    根据客流实际和预测数据，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

的某条线路设计最优的列车运行交路，制定基于该线路的

经济合理的列车开行方案，提高城市轨道规模运营企业的

车辆运用效率，合理配置列车运力资源，有效降低大交路

列车满载率的非均衡性，缩短旅客的在站等待时间。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18

基于铁路信号供电系统中小站

电源屏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庞寅 18033050303

赵永超

/1803305033

2,张梦

/1803305033

5

王茹玉 副教授 0818

    本项目主要目的是对铁路信号电源屏电路进行设计，

该设计运用继电器作为主体，单向引入，能进行两路电源

的自动，手动切换；能把各种交流或直流电源持续的供给

小站继电集中连锁设备，成功进行电源屏主副机的转换。

它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理论性的研究价值。本项目研究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我国城市轨道的发展，保证行车安

全，使我国铁路信号电源屏的技术达到进一步的提升，因

此，在我国信号电源屏行业的发展中，本文的研究具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19
隧道除冰自动监测装置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段金胜 17023070126

王雪君/  

17023070124

,孙嘉智/ 

17023070144

 

雷瑛,

李娜 副教授 0802

    现有除冰方式主要是人工除冰或者小车除冰，人力需

求量大，效率低下。本项目研究隧道除冰装置的自动监测

装置，对除冰自动化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铁路隧道主动除

冰重点在于对隧道内冰柱监测和判断，当冰柱达到一定长

度，威胁到列车安全时，就需要采取措施，尽快将冰柱清

除。除冰主要有两个重要的环节，分别是检测装置和除冰

机构。本项目主要针对检测装置部分进行研究及设计，从

而能够实现对除冰装置的自动控制。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20
铁路信号大站直流电源屏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园园 18033050223

焦长宇

/1803305020

4,王欣

/1803305024

张治国 副教授 0806 ###############################################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21
老人自动监护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晨 19033030117

毛曼琳

/1903305026

1,汪昊

/1903305021

7

张俊芳 副教授 0809

    本项目是设计一种基于无线体域网技术的独居老人安

全健康监护系统。这个系统只需老人佩戴相应的手环便可

以帮助独居老人及时呼叫求助，及贴近生活又方便高效。

当然，手环并且不仅老人可以确保自身健康状态，而且也

可通过平台反馈给子女，从而让他们做的切切实实的看到

老人的健康状态分析图。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22
统筹城乡学前教育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胡建发 19063180343

焦明水

/1906318030

9

郝柯羡 副教授 0401

    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决策，实质是

通过城乡经济社会融合，打破二元结构，不断增强城镇对

农村的带动作用以及农村对城镇的促进作用。提高农村地

区学前教育资源的质量、促进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对统筹城

乡发展有巨大意义。该项目旨在利用互联网平台为农村地

区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缩小城乡之间学前教育差距。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23
制动阀自动控制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薛江波 17023070142

曹明哲

/1702307012

9,詹诗杰

/1702307014

0,李泽义

/1702307011

2,肖润鑫

/1702307011

巨子

琪,

介艳良

讲师,

助教
0802

在列车制动系统中存在如下问题：城轨车辆的制动系统的

制动机中制动阀的三种工作状态制动、缓解、保压的操作

控制是由人工操控。其制动力的大小制动力大小由操作人

员操纵制动阀上的手柄在制动位停留时间的长短决定，因

此控制不太精确，对列车运行的安全性和平稳性有一定影

响。因此，为解决现有制动系统制动机的制动阀中存在的

这个问题，在原有制动机制动阀的结构基础之上，设计一

种新型的自动控制系统，来提高操作的准确性、平稳性和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24
苹果自动采摘分拣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包康敏 18053040124

齐盘盘

/1889120738

6,任旗

/1994538654

9,刘建星

/1829113499

杨瑞娟 讲师 0802

    设计果林作业的自动苹果采摘分拣装置。满足果农更

好的采摘苹果和分拣苹果，使果农采摘苹果的效率大大提

高。避免苹果在采摘分拣过程中的磕碰损伤。苹果采摘机

械的设计原理和自动化控制技术。苹果分拣装置的设计，

分拣过程中的防磕碰技术，苹果采摘装置和分拣装置的组

装调试。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25
智能除味分类垃圾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迎侠 18053090211

郑高

/1805309021

7,李皓

/1805309020

1,成龙

/1805309020

3

乔亚琴 助教 0809

    设计一类利用风能、太阳能、电能提供动力能源和利

用臭氧（O3）除味的智能垃圾箱。这种垃圾箱具有自动控

制能力，分别为自动分类垃圾功能和消除周围异味功能。

自动分类主要识别两种类别:非金属类和金属类，通过红外

线的检测自动分类投放。利用气味监测器，时刻监测周围

异味的增量；若周围异味过重，利用臭氧消除异味，使周

围环境得到改善。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26

基于电容传感器的纸张智能计

数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志鑫 19033030209

王俊豪

/1903303022

5,王阁

/1903303021

6,李增耀

/1903303021

1,李强强

/1903303022

王亚亚 讲师 0806

    针对纸张包装精度的要求，基于STC12LE5A60S2单片

机和电容传感芯片FDC2214为核心器件设计实现一种纸张

智能计数系统。通过测量两覆铜极板之间纸张数不同而引

起的电容值变化，对电容数据进行曲线拟合校正，实现了

对纸张数量的精准计数。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27
水位监测预警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树东 18043080126

庆思源

/1804433014

2，罗秀茹

/1804433122

姬冠妮 讲师 8070

    研究水位监测报警系统的软硬件系统设计，主要由电

源模块、LCD显示模块、语音报警模块及矩阵键盘模块组成

。LCD模块主要显示水位的.上升下降状态、所到水位值;

语音报警模块主要是到了设定警戒线就报警;矩阵键盘模块

主要实现设定水位警戒线。系统正常运行方式，当键入触

发命令后，系统会安装欲设程序运行执行，完成对应功能

。程序设计中会出现程序失误，测量图表不是预期能达到

的期望，焊接电路时容易出现损坏贵重元件。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28
智能无线供电台灯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杜汉江 19033050268

刘远航

/1903305020

6,郭聪聪

/1903305025

2

姜曼 讲师 0807

    本设计为智能无线供电台灯，主要研究智能化、节能

化与健康化，以广大青少年生活中的普遍问题出发设计出

能够有利于我们健康，方便我们的生活的“它”，通过智

能化调节光亮强度来纠正我们的一些不良习惯。在夜晚时

根据智能控制帮助我们进行开关灯，做到人在灯开，人走

灯灭。由三部分组成，即无线供电端、信息控制、传感信

息，在研究时通过程序的方法使他更具智能化。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29

城市轨道交通实时断轨检测系

统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猛 17033050157

赵东辉

/1703305015

4,李萌

/1703305014

4

杜巧玲 讲师 0818

    本项目主要对基于轨道电路原理和非轨道电路原理的

断轨检测方法进行研究，通过相互比较，研究将用两种方

法组合到一起的检测系统；通过模拟断轨现象检测该系统

的可用性。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30

“一杆多用”——基于5G的智

慧杆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甜甜 18013010551

蔡鑫

/1801301061

4,杨新新

/1801301050

8,杜强强

/1804302011

0,郭明明

/1804302013

孙佩 讲师 0818

    本项目与传统杆塔相比，智慧杆塔集成5G基站、节能

照明、LED显示屏、视频监控、气象监测等多种设备功能，

对照明、公安、市政、气象、环保、通信等多行业信息进

行采集，从而形成一张智慧感知网络，实现对城市各领域

的精确化管理。其应用避免重复建设，节省成本，节约土

地资源，并且我国智慧杆塔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本

项目的研究及推广具备十分重要的意义。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31
智能停车反向寻车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建 18033030219

郭前博

/1803303021

8,张文超

/1803303015

谢国坤 讲师 0806

    智能停车场或者对现有停车场进行升级改进,设计增

加视频车位引导、反向寻车管理等功能,使车辆出入更加便

利、智能化管理更加完备,对于解决“停车难、寻车慢”等

瓶颈问题、促进静态交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32X

“绿元素”创意改造屋——互

联网＋背景下二手闲置物再使

用现状分析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旭 18063120309

 张薇

18063120307

/,王雨桐

18063120331

,李嘉琦

18063120313

/,任杰杰

18063120310

王盼 讲师 1206

    本项目主要针对于目前社会存在可回收物品再利用效

果不佳的问题而提出一个专业化的旧物回收改造再利用的

项目。这些物品主要来源于人们的生活废旧物品，废旧物

品再改造指在原物品的基础上加入新的设计理念和创新元

素，对原物品进行进一步改造加工并处理成工艺品或生活

必需品进行二次销售，有效发挥可再生资源的价值。该项

目不仅可以解决资源短缺的状况，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

解垃圾去向问题。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33S
西交院创业扶贫之雏鹰计划 创业实践项目 是 陈红飞 19013010650

杜敏

/1901301060

7,

仲楠

/1901301064

4

李晶娥 无 0401

   何如实现高校扶贫、高校学生就业与贫困地区教育扶贫

三者有机结合。利用高校的有效资源为贫困地区实现一高

校帮扶一乡镇的贫困学子助学，后期项目效果达到教育扶

贫后走出来的大学生回乡创业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从

根本上脱贫，而不是仅仅给予经济和生活上的帮助，帮扶

的重点在于如何让一个地区真正走出贫困，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要让地方上有人才流动，有新鲜血液的输入，才能让

地区经济发展拥有活力，使地区真正的走出贫困。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34
25HZ相敏轨道电路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阳 17033050238

王纪元

/1703305025

4,刘聪

/1703305030

9

吴文艾 讲师 0818

    ①25Hz相敏轨道电路是一种基础的铁路信号设备，其

信号系统的功能直接与其质量和可靠性有关。②25Hz相敏

轨道电路采纳的交流轨道继电器是二元继电器，其具有独

特的频率选择性和相位选择性，也有着高可靠性、高安全

性的特点。③25Hz轨道电路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能够反馈

进路的占用状况，能够显示列车的位置、控制信号机的显

示; 通过轨道电路把地面信号传输到机车。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35

基于无人驾驶的智能垃圾车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帅东 18013010613

谭梅玉/ 

18013010645

,

陈以聪

/1801301065

6,杨海凤/ 

18013010636

,

万丹

中级社

会工作

师

8056

    将无人驾驶技术和压力传感器应用于运输垃圾桶，针

对我校面临的环境卫生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对垃圾桶及垃

圾车进行智能设计，使处理垃圾效率提高。天气恶劣时，

垃圾堆如山，散发着阵阵臭味，堆积时间多长，再加上天

气温度升高，容易滋生细菌，产生气流病菌，危害身体健

康且不美观。通过垃圾智能处理，可以使垃圾能够被迅速

处理，并且不再需要人为处理垃圾。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36

基于Android平台的《铁路技

术管理规程》辅助学习软件研

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国栋 17013010438

冯小虎

/1701301045

1,张妃妃

/1701301023

0

马礼萍 讲师 0806

    由于技规是保障铁路安全工作的重要保障，但是技规

内容繁重，导致铁路工作者和铁路学习者的学习技规的能

力和效率低下。创建基于Android平台的技规辅助学习软

件研发项目可以解决铁路工作者和铁路学习者学习技规花

费大量集中学习工作的宝贵时间，利用空余休息时间可在

技规辅助学习软件随时查阅，方便、快接。补充工作学习

当中专业知识的不足。解决了厚重技规书本查阅麻烦不方

便，查阅浪费时间等严重问题。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37X
出租车智能调度软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周强强 18013010334

韩豆

/1801301036

0,梁雨欣

/1801301035

6

张海 无 0809

    出租车智能拼车软件公司是一家负责开发出租车智能

软件、提供网络维护、APP软件开发的科技有限公司，本公

司创新特色包括：①基于人工智能的出租车乘坐率检测，

采用图像处理的方案实时自动检测车内乘坐率，为出租车

拼车调度提供依据；②采用出租车智能调度优化算法，开

发出租车城内速递和物流功能，鼓励采用“拼车+城内速递

”的方案提高出租车利用率；③开发智能手机APP，拼车与

城内物流的收费自动计算并结合网络支付，降低乘客出行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38

 新型冠状病毒应激事件对大

学生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向天 18023070130

郭清华

/1802307013

9,钟磊

/1802307012

3,左国运

/1802307010

6,赵宇杰

/1902307013

魏珊 助教 0711

    新冠疫情（高传播长潜伏弱致命强护理）是自西班牙

大流感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流行病，这次疫情的四个特

征，一高传播、二长潜伏、三弱致命、四强护理，直接击

穿了最发达国家的防御体系，给人们带来一些认知的改

变，甚至会对既往认知的颠覆，而在应激状态下，我们的

思维模式也可能产生改变，本课题项目旨在新冠肺炎肺炎

疫情对大学生身心成长的积极作用，同时利用高等教育这

一前沿阵地，有效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39
新型锁的研究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启帆 18033050345

茹鑫斐

/1803305014

2,张俊德

/1803305013

2,张克勤

/1803305034

3,问李娜

/1803305033

赵倩 讲师 0808

    我们项目的全新型车锁是在现存车锁的基础上，进行

技术方面的提高，达到一个车锁即可达到使整个车子绝对

安全的效果，可用于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机车

等。利用仿生物技术、电磁波信号、废物利用以及新材料

的延展性，使车轮与地面、车轮与车架紧扣在一起，按照

“一把钥匙一把锁”的理念，保证车子存放的安全。这把

锁既具有安全性、方便性、普遍性，又对资源进行了二次

利用。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40

一种用于保护特种作业人员的

智能温度薄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卓瑶 18053090344

齐幸幸

/1805309031

7,张开心

/1805309031

1,王黎

/1805309031

0,简明慧

/1805309010

卢辉 讲师 0804

    在医护工作者例如这次疫情所穿着的防护服，环卫工

人所穿着的马甲以及军人穿着的军装内侧粘贴一层温度薄

膜，用后台控制系统可以通过当地的环境来调节适宜的温

度，以至他们能得到一个舒适的环境，更加促进任务的执

行力度。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41
智能教室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佳乐 18043080112

王振

/1804408011

3,高嘉琪

/1804408011

5

张迪 硕士 8070

    该项目主要实现当教室里的人员全部离开教室时，完

成对门窗以及灯光的检测与报警工作，在教室里显示所上

课程的相关信息。整个系统主要由四个模块构成，门、窗

、灯光，显示分别由独立的模块控制，通过蓝牙将检测到

的信息传输到智能教室管理系统的软件控制界面，对接收

到的不合理的数据发出报警信号，同时也可以根据用户的

需求更改相关设置。最终实现教室内部门窗以及灯光的自

动检测和报警，提供智能化的服务。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42
语音控制台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瑞龙 18043020103

李梦瑶

/1804410021

8,赖若兰

/1804410011

4

王菲 讲师 8070

    本项目为一种智能语音控制台灯,其中,智能语音控制

台灯包括灯臂,灯臂设置有灯源,灯臂靠近底座的一端凸设

有多个卡接部;底座,底座内设有音箱、安装于主控板上的

语音控制模组以及卡接板，卡接板嵌设于底座内，卡接板

上对应卡接部开设有多处定位孔；多个卡接部中的至少一

个选择性插入多个定位孔中的至少一个，使得灯臂相对于

底座具有多个安装位置而实现水平旋转。本实用新型技术

方案实现了智能语音控制台灯的水平旋转功能，结构简

单，安全可靠、使用方便。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44
大学生家乡特产交换推广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张杰 19053090133

谭磊

/1905309012

7,张澳康

/1905309012

1

刘莹,

赵伟

工程

师,

讲师

0809

    将各地的文化特产进行更充足的交融。平台支持物换

物，实现资源最大程度的共享，并且一定程度的减缓大学

生的经济压力。比如想吃一个地方的特产，在经济不充足

的情况下可以用自己家乡的特产去等价交换。促进剩余资

源再匹配，达到各取所需的目的，又能减少金钱的投入，

并且促进了各地的特产交流，文化内涵。同时平台内亦可

进行金钱交易。对于农村家庭种植业比较丰富的学生，可

以让其赚取生活费，缓解家庭压力。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45

乡村季节性旅游移动餐厅服务

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周冰倩 17063120227

郝悦华

/1706312022

4

葛琨 讲师 12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乡村生态旅游业发展

越来越快，面临乡村季节性旅游的特点，如何更大程度满

足游客的正常需求，提供更好优质的服务，以此为目的，

研究服务平台和创新点，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和收获。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46X

地摊校园——高校线上交易平

台的搭建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绍晖 19013010514

刘福胜

/1901301053

0,李雪东

/1901301051

2

刘娜 无 0806

   针对现在广大的大学在校生，追求前卫、时尚、个性的

特点，很多东西都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就更新换代的；然

而，有的学生去因经济的限制而买不起最新消费品，从而

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有的因为东西太多而闲置占用空间

和资金。为了能改善这一状况，也为资源的充分共享，我

们所建立的新型的，实用的校园二手交易平台-------- 

地摊校园交易网诞生了！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47

“虚拟实验助手”的设计与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光浩 19053090401

马欲腾

/1905309042

6

孙亚

静,

刘莹

助教,

中级
0809

    本团队立足于全国中小学生及大学生校园，而设计的

一款可以网上操作实验过程的APP，充分利用VR技术的独

特优势，将实验室搬用到网上应用，从而解决传统实验固

有的弊端，学生坐在家里面即可享受实验室独具的魅力，

同时线上实验室具有安全性，保证学生的安全，在最大程

度上满足学生的好奇心，从而激发学生对实验的热爱和喜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48

基于文明城市建设的新型围挡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覃 18053110233

高振龙

/1805311021

6

张紫红 助教 0801

    本项目预期设计一种新型施工围挡，包括围挡、支柱

和警示灯，项目计划通过在挡板上安装了铰链，方便围挡

在使用时的简便和不使用时的收纳，并且在支柱上安装了

警示灯，围挡上安装告知板和反光带，可以有效的以对过

往车辆及行人起到警示和告知的作用，且在警示灯上安装

有太阳能装置，不需要布线直接可以在任意时间地段使

用，方便节省。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49X

“拾贫者”—基于教育机构的

贫困地区支教计划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怡童 18063120411

张尧

/1806312044

1,邓志会

/1806320445

,高富妮

/1806312041

7,宋晨

/1806312044

齐欢欢 讲师 0401

    本项目课题是基于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教育机构的前提

下，以贫困地区为对象，针对贫困地区策划支教项目方

案，并且在教育机构设立“贫困地区公益支教组织机构”

。通过利用网络和文献期刊对数据进行搜集并分析研究，

同时研究青年支教意愿和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现状，对比当

下支教现状以此来展现本项目的优势。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50
智能分类垃圾桶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丹妮 18033050103

郭玉青

/1803303011

4,翟少东

/1803303014

4,蒙泽亮

/1803303013

2

赵倩 讲师 0808

   本产品主要由电机，温度传感器，语音电路等组成，感

应出人体后，进行垃圾分类处理，分辨出投入垃圾的类

型，首先分理出不可回收垃圾进行研磨，加水通过下水道

排走，再分离出可回收垃圾进行压缩处理，接着分装压缩

有害垃圾，同时具有满箱提示，高温预警，定位功能。我

们产品的最终理念是通过宣传这项产品来提升人们对垃圾

分类的认识，同时令人们在生活中处理垃圾分类这一琐碎

环节更加人性化，从而达到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与卫生标准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51

基于Android App控制的智能

家居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攀 17033030235

罗鑫

/1703303021

9

谢国坤 讲师 0806

   主要采用Android内置的蓝牙和WIFI通信模块发送数据

至外置HC-05模块和ESP8266模块，从而进行通信。单片机

根据HC-05或者ESP8266接收到的数据改变引脚状态，从而

驱动其它外接设备动作。通过Android App进行人机交

互，将单片机从外接设备获取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

Android客户端，从而进行人机交流。

√

2020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S202013569

052X
智能快递柜在校园的应用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樊泽阳 18053110202 无 满晨 讲师 1206

    在校园内穿插安放智能快递柜，使老师学生们可以更

高效快捷的完成取快递这一步骤。
√

2020 1367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

S202013677

001X
星驰校园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坤 18043053

张美

/18022021,

陆楠

/15074028,

陈柳

马瑞 讲师 550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衍生出来

的，越来越现代化的科技创新模式逐渐打破了除传统线下

营销模式消费模式，运用移动手机端便捷化的软件服务给

予线下实体赋能， 增加实体的价值输出，给予用户不同的

购物体验。

√

2020 1367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

S202013677

002X
拾忆留声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邵浩 18052194

杨灏哲

/18053037,

张璇

/18052169

张婷婷 无 760

新媒体服务平台，致力于发掘大学生校园文化，做校园新

媒体服务业的领军者。

未来计划：我们将集中发展校园娱乐文化IP的创新，吸引

更多自媒体者加入我们，在这里你可以是观众，你也可以

是主角，最终成为校园和市场相互结合的原创作品工厂。

√ √

2020 1367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

S202013677

003X
定制DIY时光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董文俊 18053112

吴馨妍

/17061051,

李晨傲

/17041118,

王琪

/18053100,

李敏溪

张娜,

杜欣

工程

师,工

程师

760

“定制DIY时光”旨在针对年轻人的私人订制和量身打造的

需求，提供不同于普通产品的个性化、技术型定制外观产

品。同时，也面向社会、企业、团体提供定制外观的办公

用品、礼品及宣传品，满足顾客对于个性（情感）化与效

用（实用）性的双重需求。以贴身定制。

√

2020 1367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

S202013677

004X
正音音乐筑梦工程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崔逸晨 17051224

赵睿昕

/18052260,

刘华洋

/17051318,

李瑞英

/18051065,

朱邱诗

/18051072,

李霄娜

/18051054,

陈雨超

/17074001,

舒昕畅

/18011077,

贺雅婷

/18052112

惠春丽 副教授 760

正音音乐工作室和陕西大学生音乐联盟主要做各大高校的

音乐巡演以及各种音乐比赛。正音吉他音乐教室，2018年

成立，主要做音乐培训，是向外输送音乐人才的基地。正

音公益音乐团，是一个偏公益类的项目。我们会在陕西周

边甚至是全国范围内，寻找那些热爱音乐，却没有条件学

习的人，以公益的形式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

√ √

2020 1367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

S202013677

005X
青芒STUDIO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宇航 17092042

张宇龙

/18093064，

钱明瑄

/19091125，

李萌/ 

19091108

杨耀聪 无 760

迎合当下的短视频时代所产生的，项目业务主要是针对B端

的各类短视频内容制作、短视频运营、企业宣传片拍摄等

影视业务。

√

2020 1367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

S202013677

006S
UVC-LED紫外杀菌消毒灯 创业实践项目 否 戴瑞 17021234

项科博

/18022023,

李梓墨  

/18021073,

刘伟

汪洋 无 430

受疫情影响研发的一款打破传统消毒理念，应用广泛、方

便快捷，易于人们携带的UVC-LED紫外杀菌消毒灯。9.9秒

快速杀菌，适用于家居、旅游、办公、酒店、例如(口罩、

衣物、首饰、键盘消毒、被子、餐具、手机、奶瓶)等等。

可供B端、C端市场。

√

2020 1367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

S202013677

007S
可可校园 创业实践项目 否 杜泽伟 19021184

侯弓超

/19053072,

席源聪

/19052265,

李佳宁

/19021177,

张露凡

/19021174

廉宇婷 讲师 840
大学生校园内外本地生活服务平台，校内美团uu跑腿咸鱼

四合一平台，校外大学生专属全球骑士卡。
√

2020 1367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

S202013677

008
蜂眼FPV实景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程育东 18021179

谭嘉佳

/18021176,  

刘宇轩 

/18013053,

相志伟

/19092079,

杨健全 教授 510

蜂眼FPV产品工作时，使用户可以沉浸式第一人称视角自由

查看摄像端周边环境的功能。可以达到：

①解决部分同学因疾病困扰不能实地去教室上课的问题；

②解决下级医院门诊遇到疑难杂症患者向上级医院请求帮

助；③解决报告厅/多媒体教室等校园场所的场地局限问题

。

√

2020 1367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

S202013677

009
点对点无线信号发射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冯博文 18013050

赵玉莹

/18013044,

马兴宇

/18013019,

刘婷

徐艳 工程师 535

利用蓝牙技术，IPDA技术，升频技术，以及数通原理等，

将技术集成，开发成一个硬件，将它安装在PC端和交换机

端口，代替网线连接电脑与路由器，而且不受地理位置限

制，成本低，更加美化便捷，保护环境。

√

2020 1367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

S202013677

010X
MELF无界校园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雅楠 19091100

张晓宇

/17031136,

王江凌

/17111045,

樊丽

/17011004,

张宇桐

/17021302,

王心怡 

/18021070,

李静/ 

18052130,贺

昕宇/ 

18022005,高

韩束 助教 520

无界校园意为打破校园围墙的边界，打破学生，学校，社

会三者的界限并建立更强大的连接，将三者的关系在发挥

更大的利用价值。短期，我们致力于做本校最大最好的资

源整合方案。长期，我们希望校内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或将

达到饱和状态。使学生能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做出更大

的成就，发挥更大的商业价值。

√

2020 1367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

S202013677

011

无线网络下防走失定位系统供

电模块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佳 17101002

任嘉怡

/17101011，

李阳

/17101057，

王嘉宾

/17101029，

王毅

/17101028

张成 工程师 510

该项目主体芯片结合了GPS、北斗系统和无线GSM，将定位

后的经纬信息转为地图模式，修改其供电系统将传统锂聚

合物电池变更为常见纽扣电池，解决了当前市场定位产品

电池无法快速更换、功耗较大、不利于使用者长时间在外

使用、使用方法繁杂等问题。创新点在于对电路部分的重

新设计和改造，优化了产品尺寸，安全系数小，价格便

宜，贴近生活所需。

√

2020 1367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

S202013677

012
高频感应加热电源逆变器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浩渊 16012073

何杰

/16013005,

杨文强

/17011024

徐薇 讲师 535

高频感应加热电源在感应加热、高频焊接、高频淬火设备

等多个领域应用广泛。电压型逆变器存在死区时间，大大

限制了逆变器输出频率的提高。若采用多个单相电压型逆

变器并联，分时交错控制，其输出又需要多个变压器，增

大了逆变器的体积。因此项目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

2020 1367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

S202013677

013
阳光连心、阳光暖心团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耿茹 17021029

张思钰

/17021010
左智瑶 助教 520

项目利用建立APP或建立以志愿公益为独立专题的论坛为该

项目的核心内容。社会公益机构通过提交机构信息和相关

的证件，交由工作人员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可将机构

信息公示与平台；对于各高校志愿者、社会公益人士而

言，他们通过对APP或论坛的实名认证经审核通过后，即进

入志愿公益平台浏览展出的公益机构信息。

√



2020 1367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

S202013677

014
城院印象工作室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庞丹 18051008

 张诗雨

/18052025，

谢雅

/18052058

马瑞 讲师 760

作为一支创新创业团队，投身于文创，不止是精美绝伦产

品的输出，更是交大城院首个官方文创平台。工作室发展

理念：发掘校园文化，时代文化交流的中心，为更多人带

来快乐。 

  

  

  

  

  

  

  

  

  

  

 


√

2020 1367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

S202013677

015
FOB科技桌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杨洪量 19031041

谢舟

/19031030,

景龙

/19031051,

韩鑫

/19031046,

白江涛

/19031020,

夏宇龙

薛薇 讲师 535

本产品将日常生活中的办公桌与平板电脑结合在一起，打

破“传统”桌子，将桌面屏幕化，并采用指纹解锁和语音

控制功能，加快办公效率。此外，在四个桌子腿上，安置

扬声器，听音乐或者看电影能够身临其境的感觉。休闲、

办公集于一体。

√

2020 1367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

S202013677

017
自动3D修复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嘉怡 19031118

江旻家 

/19074005，

高慧妍 

/19074008

胡朋
高级工

程师
535

本产品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红外线扫描形状修正方

法，再通过大数据筛选并由系统构图进行整合数据资料初

步实现物体完整形状以用3D打印机来正确修复，以解决现

有的物体破损继而修复的问题。将红外线扫描结果上传至

电脑判断损坏类型， 由类型决定修复方式，尽量解放人力

√

2020 13678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S202013678

001X
翼帧影像无人机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陈威 201700210206

吕晨阳

/2017002104

07        

宋柯鑫

/2017002108

07       蔡

睿智

/2017002903

02       樊

紫仪

/2017002303

09

宰朔 中级 0809

翼帧影像无人机工作室，通过陆地摄影与航拍器的结合，

致力于婚庆，宣传片，商业片，网络电影，电影等行业，

同时，兼顾无人机农业植保，无人机行业勘测，无人机VR

制作等多个行业，与西安千里鹰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济

南四维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等多个集团公司达成商业联盟

及技术，业务往来。

√ √

2020 13678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S202013678

002X
“花疗”景观设计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行浩男 201700250110

陈旭

/2017002501

12,    王凯

/2017002501

17

赵叶子

助教，

助理会

计师

0901

通过绿化室内把生活、学习、工作、休息的空间变成“绿

色的空间”，成为园艺市场的新方向。我们的主要研究内

容为花卉产品---“ 花疗”系列以及“生态”系列,以及

各种植物的相结合而产生的美，以鲜花的“气”来养心愈

疾。结合五个应用场景针对不同人群定制专属花卉品种，

通过人的嗅觉与视觉来调节人的情绪与神经系统。我们还

应做好售后服务，建立"花卉与生态咨询台”,解决顾客在

“花疗”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真正做到顾客至上。

√

2020 13678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S202013678

003X
和“我”一起成长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侯程伟 201700200210

傅海涛

/2017002002

24,吴美玉

/2017002002

30,冯志钊

/2017002002

17

王小妮
研究实

习员
0901

该项目针对于中小学生，主要着力于让中小学生了解实体

农作物的具体生长，同时科普农作物的相关知识，也传播

珍惜食物的思想观点。

√

2020 13678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S202013678

004
放心餐厅（孕妇的餐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梦娟 201800180415

党晨茜

/2018001804

17,

张超

/2018001804

16

赵叶子

助教，

助理会

计师

0827

作为一家以孕妇为消费受众的餐厅，将聘请高级营养搭配

师为孕妇做好饮食规划及各种适合怀孕母亲的食物单品，

口味多样，可以应对孕妇对各种口味的选择。高级营养搭

配师每天坐镇餐厅，负责答疑解惑，解答关于怀孕期间营

养搭配和忌口的问题。关于食材问题，放心餐厅选择用实

时监控的方式来采购有机蔬菜。通过试点店铺+连锁的方式

进行市场推广。

√

2020 13678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S202013678

005S
咪嘟蛋糕坊 创业实践项目 否 梁凯雯 201700250314

白子晨

/2017002108

31，

武晨亮

/2016660311

1

宰朔 中级 0827

咪嘟蛋糕坊是一家专门为满足3-8岁儿童膳食需要的纯天然

蛋糕连锁店。该店以打造健康绿色、美味纯正、造型典雅

、品种各异的纯手工制作品牌连锁店为宗旨，食材选用应

季的水果、蔬菜，纯天然、无糖、无脂、高纤维且富含维

生素，采用实体+网店的营销模式进行。现有成熟的创业团

队，实体店1家、网店1家。

√

2020 13678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S202013678

006X
拾忆民宿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车俊婷 201800010315

李婉婷

/2018000103

12,罗佳惠

/2018000103

45，马亦辰

/2018000103

46,余宛烔

/2018000103

48

赵叶子

助教，

助理会

计师

0828

   该项目以网络平台为媒介打造全新的田园式的民宿经营

模式，带领顾客去享受采收农产品、饲养家禽的乐趣，探

索乡村的奥秘。向城市现代化人提供一种回归自然，闲暇

时调剂身心与休闲游憩的去处，一举多得。根据怀旧理念

以及苏州园林式的建筑风格进行设计、装修；吸收当地的

种植和养殖能手，提供当地特色美食并为想要亲身体验的

顾客做出指导并提供食材和设施。

√

2020 13678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S202013678

007S
知趣新生活 创业实践项目 是 周辰龙 201700320317

任继凡

/2017003203

30，钟雪晖

/2017003203

27，王雨楠

/2017003203

29，张佳幸

/2017003203

10

宰朔 中级 0503

用视频的方式记录，分享到自有平台，希望通过现在技术

的成熟、信息传播速度飞快的网络平台可以让更多更广泛

的大众看到我们对美食以及乐趣的向往与分享，从而获得

更多的生活爱好者的喜爱和支持，也让大家在家也感受到

那一份快乐，同时可以加强人员之间的交流，扩大分享者

的交际平台，使得有共同爱好者走到一起。

√

2020 13678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S202013678

008S
影像实验室 创业实践项目 否 王亚茹 201800210613

 王妍枝

/2018002101

11,

 陈禄

/2018002903

09,

 钟天成

/2018002901

20,

 贺斌

/2018002101

26

赵叶子

助教，

助理会

计师

0809

    该项目通过基于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与360全景

相机相结合的技术建立的实景三维模型，在360全方位覆盖

监控以及影视创作中发挥优势，依靠于短视频成熟的创作

模式，建立与之相应的视频小程序，打造指尖“即食”视

频模式，让受众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浸入式体验。以团队合

作模式，在研究技术产品时，投入到视频流量的变现上来

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

2020 13678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S202013678

009S
“赤狐社”高端私人定制耳机 创业实践项目 否 槐源菁 201600200329

刘紫微

/2016002003

22,         

连进

/2016002003

03,

黄格格

/2016002003

09,

胡瑞秾

/1640204201

432

王小妮
研究实

习员
0307

我们的耳机拥有自主开发的模具，更符合亚洲人的耳蜗形

状，佩戴更加合理，并且采用多种型号的单元自由搭配，

使产品拥有更多的可选择方案；针对年青一代，耳机在定

制的外观上更新颖，紧贴年轻人的审美，做到真正的高端

定制服务。

√

2020 13678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S202013678

010
网络形象设计师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于岚 201800250504

李佳杰

/2018002506

09，邸银杉

20180025053

0，

张润

/2018002506

01，

何雨

/2018002506

26

魏媛
研究实

习员
0816

根据大众自我的身材比例以及购买风格制定合理适当的购

买方案和物品，本产品就是为了帮助消费者对产品有更多

的选择余地，让消费者体验到在实体店购买衣服的感觉；

而且还有自带语音服务，能够为中老年人和残疾人群，提

供更多的便利服务。

√

2020 13678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S202013678

011
撸宠馆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沙 201800230425

侯盼

/2018002304

31,

董峻延

/2018002304

02,

张佳文

/2018002304

13

王小妮
研究实

习员
0903

现代社会节奏的发展变化之快，使许多上班族深感压力与

疲惫，因此撸宠馆项目主要针对疲劳的他们，使他们同猫

咪、狗狗宠物们相处，在相处中边撸宠边诉说自己的心

情，从而使他们的负面情绪得到释放和缓解。该项目着力

于缓解和减少社会工作者的负面情绪，使社会正能量随处

可见，并且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有利于构建更美好的社

会环境。

√

2020 136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S202013679

001X

基于乡村环境的视觉艺术“专

业工作室”学习模式可行性研

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建霞 201808060129

马星宇

/2018080601

21，

陆鸣

/2018080601

20，	

张古月

/2019080602

31

王超 讲师 1306

从乡村环境出发，以农耕文明中的视觉元素为素材，以乡

村公益性设计为途径，研究在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施行学生

“工作室”模式的可行性并初步探索其施行方式。

√ √

2020 136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S202013679

002

一种应用于钢铁厂的真空蓄热

炉设计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段耀坤 201905010105

师雄涛

/2019050101

20，

张娜

/2019050101

35，

李义

/2019050101

15，

冯璐 讲师 0804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项目的目的是提供一种

钢铁厂烟尘中回收有价金属的真空蓄热炉，该真空蓄热炉

具有燃烧系统，适合各种燃料，损耗低，同时应用烟气余

热回收蓄热技术，使燃烧所需空气、燃料温度提高、燃烧

效果明显变好、还原炉排烟温度明显降低。

√



2020 136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S202013679

003

氧化石墨烯改性PVDF超滤膜的

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子立 20501070203

高润泽

/2019050101

07,盛礼玲

/2018040402

23,

马萌萌

/2018040401

19

侯芹芹 副教授 0825

    本项目拟以氧化石墨烯为改性剂，通过浸渍沉淀法制

备改性聚偏氟乙烯超滤膜，以罗丹明B、甲基橙等作为染料

载体，研究改性超滤膜对两种染料的截留和吸附性能，并

考察初始染料含量、pH和无机盐对改性超滤膜的吸附和截

留性能的影响，以期为超滤膜处理实际印染废水以及其工

业化应用提供参考。

√

2020 136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S202013679

004

乡村振兴背景下纳林采当村“

康养文旅”融合模式的规划与

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尹力本 201801070125

董艺璇

/2018010701

05，

张璐

/2018010701

27，

赵雪婷

/2018010702

30，

罗昊轩

/2018010701

17

徐晓

晨，李

馨瞳

助教 0828

本项目秉承“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落实“健康中国2030”战

略部署，积极探索康养旅游与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相融合

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全国乡村旅游转型升级

。通过开展以纳林采当为试点的乡村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品

牌创建，进一步探索乡村旅游与康养旅游加速融合发展的

路径。打造以“康养+文旅”模式的未来乡村休闲度假旅游

发展的新方向，进一步实现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

2020 136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S202013679

005

SCARA型机械手的书法和绘图

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永昊 201806050242

胡浩

/2019060501

09，

王朝阳

/2018060402

24，

王妤文

/2019061301

31，石春友

/2018060502

26

王洪波
助理工

程师
0802

制作一台SCARA水平关节型机械臂，利用PC上位机生成控

制指令来完成机械臂控制进而实现毛笔、记号笔等工具的

书写和绘图教学任务。

√

2020 136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S202013679

006
一种铁水包覆盖剂及制备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郭天龙 201905010110

房津田

/2019050101

06，

唐铖旭

/2019050101

25，

刘泽政

/2019050101

17，

冯璐 讲师 0804

为解决现有铁水包覆盖剂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项目的目

的是提供一种钢铁厂烟尘中回收有价金属的真空蓄热炉，

该真空蓄热炉具有燃烧系统，适合各种燃料，损耗低，同

时应用烟气余热回收蓄热技术，使燃烧所需空气、燃料温

度提高、燃烧效果明显变好、还原炉排烟温度明显降低。

√

2020 136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S202013679

007

Fe3O4/TiO2@膨润土骨架非均

相Fenton材料制备及其催化性

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飞 201804040140

杨依诺

/2018040401

35

王清宇

/2017040402

29

任泽华

/2017040402

23

杨春娣 讲师 0825

本项目在传统材料制备方法的基础上，制备半导体光催化

材料TiO2/膨润土，再以浸渍、 焙烧等方法获得

Fe3O4/TiO2分层介孔膨润土骨架复合材料，分别用SEM、

XRD对制备结果进行表征；用单因素实验确定催化剂投加量

、pH、紫外照射时间、H2O2投加量等因素对光助非均相类

Fenton催化体系处理模拟废水实验结果的影响；比较紫外

光/催化剂、紫外光/H2O2和紫外光/H2O2/催化剂等不同反

应体系水处理效果，验证Fe3O4/TiO2@膨润土骨架非均相

Fenton材料催化性能和协同作用。

√

2020 136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S202013679

008

建筑垃圾资源化再生混凝土材

料性能与构件承载力性能试验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燕武 201702010441

南楠

/2018050101

27,张荣

/2018020103

51,穆梦星

/2018050101

26,柯燊

/2017020104

14

于媛 讲师 0810

本项目以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进程为出发点，通过对再生

混凝土材料性能、构件承载力性能、再生混凝土弹性模量

变化规律及计算方法等进行研究，提出满足我省建筑经济

特点的再生混凝土应用推广技术，建立再生混凝土材料性

能控制设计指标，完成再生混凝土力学性能规律研究。通

过本项目的实施，既能解决建筑垃圾再生材料中的性能劣

化问题，又可拓展再生混凝土应用范围，为工程化推广以

及高性能再生混凝土的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设计基础。

√

2020 136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S202013679

009

钢渣基氧化锌多孔半导体材料

的制备及其在气敏传感器中的

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卜瑞 201805010146

加浩浩

/2018050101

14，

温宁

/2018050101

37，

张志伟

/2017040501

32，张子阳

/2017040502

32

张蕊 讲师 0804

以工业固体废弃物钢渣为原料，制备钢渣基氧化锌负载型

多孔半导体材料，以提高其气敏性为研究目标，分步合成

复合材料。复合型多孔钢渣基半导体材料以及可控导电性

钢渣复合半导体材料，利用多种表征手段对材料的结构、

形貌、化学状态等基本性质进行了测试和分析，检测其力

学性能和导电性能，并将其作为新型气敏半导体材料应用

于气体传感器中进一步进行应用探索性研究。

√

2020 136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S202013679

010

不同生物质炭对废水中氨氮的

吸附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瑾 201804040216

刘博

/2018040402

15,

夏慈竹

/2018040401

30, 

 

禹盼盼

/2018040401

39

宋少花 讲师 0825

    本项目以玉米秸秆、小麦秸秆以及水稻秸秆制备不同

的生物质炭，并对制备的不同的生物质炭进行性能表征分

析；进而模拟氨氮污染废水，并添加不同类型生物质炭，

研究生物质炭对废水中氨氮含量的影响，及生物质炭对模

拟废水中氨氮的吸附性能，探讨生物质炭投加量、吸附时

间、初始浓度、反应溶液pH对吸附过程的影响。并以常见

热力学和动力学方程对氨氮吸附过程进行拟合，简单讨论

吸附机理，以期为生物质炭修复氨氮污染废水提供理论依

据。

√

2020 136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S202013679

011

硅藻土基多孔材料的制备及其

催化性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穆梦星 201805010126

吕钰琪

/2018050101

23，

沈锐

/2018050101

30，

孙娜娜

/2018050101

32，

郝悦华

/2017050101

13

张婕 讲师 0804

本课题主要研制一种具有良好光催化性能的硅藻土基多孔

材料，探究其制备过程中的最优工艺，同时以甲基橙为有

机物的模拟物，考察其去除效果及影响因素。

√

2020 136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S202013679

014X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互联网在线

支教平台构建——以西安市周

至县板房子镇庙沟村为例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嘉怡 201905050115

吉喆宇

/2019030201

14,

吴萌

/2019030202

32,  彭媛媛

/2019030202

23,张博文

/2019010601

46

李凯蒙 讲师 0401

    习主席强调，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本项目致力

于推动教育优先发展、把教育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要抓

手的有益实践，既抓教育扶贫，也抓消费扶贫。由大学生

借助直播平台进行在线支教，同时直播带货帮助贫困山区

人们的产品外销，建立形成完整长期的消费扶贫协作机制

和闭环的教育扶贫体系。将教育扶贫与“扶智”、“扶志

”相结合，常态化开展扶贫活动，把科学知识传播给贫困

学子和群众，推动理念、志向、知识与技能的普及。

√

2020 136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S202013679

015

聚合氯化铝预处理麦草制浆造

纸废水的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白晋民 201804040101

党鹏

/2018040401

04，

徐欣瑶

/2018040401

31，

蹇骐蔚

/2019040401

15，

宋晓乔 讲师 0825

造纸废水污染较严重且难降解，我国北方地区，主要是以

麦草进行制浆，其制浆废水中难生物降解的物质较多，可

生化性较差。采用常见的聚合氯化铝（PAC）预处理麦草制

浆造纸废水，提高可生化性。为后续工艺做好准备工作。

采用单因素法优化各工艺参数，并以活性炭作比对，着重

考察了CODCr去除率和脱色率。项目具有普适性意义，可

为我国草浆造纸厂污水处理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

2020 136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S202013679

016
氧化石墨烯修饰粉煤灰复合材料吸附性能的研究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秦镇 201805010102

李蓉蓉

/2017050101

22，

张海贵

/2018050101

47，

罗兰月

/2017050101

30，

母应秀

/2017050101

32

魏瑞丽 讲师 0804

项目研究内容：

①用氧化石墨烯修饰粉煤灰表面制备吸附性能好的复合材

料。

②考察复合材料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能力，并与氧化石墨

烯和粉煤灰进行吸附性能比较，探讨吸附机理。

③确定复合材料制备过程中最优的工艺参数（如外加剂添

加量、干燥温度、焙烧温度等），最佳的吸附条件（重金

属离子初始浓度、pH、吸附温度、吸附时间等）。

④对复合材料表面特征和形貌（如比表面积和孔分布）进

行表征。

√

2020 136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S202013679

017

3D打印在改性二氧化钛复合吸

附材料制备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原青 201804050228

姚莎莎

/2018050501

35，

常润祥

/2018040501

01，

刘博涵

/2018040501

14，潘洁

/2018040501

17

李妮 讲师 0804

本研究主要从提高二氧化钛吸附性的研究出发，采用通过

分步合成介孔 Ti O2 球表面负载多种金属化合物，得到

多种改性二氧化钛复合材料，实现共混物FDM技术３Ｄ打印

制备二氧化钛基复合吸附材料，从FDM 打印试样结构中不

同的堆栈角度研究，以动态力学性能实验分析TiO2 基复

合材料在不同温下的各项动态力学性能、吸附性能检测及

抗老化性开展研究。

√

2020 136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S202013679

019
高空高危清扫机器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解滨瑞 201806050216

李艳艳

/2019061301

15，邓军杰

/2018060101

08，

赵志洋

/2019060202

39，尤顺民

/2019060502

42

储天 无 0802

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技发明代替了人工，为了美

观越来越多的建筑采用玻璃制作，这样也大大加重了工作

人员清洁的危险性和工作量，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高空高危

清扫机器人就可以代替人工来完成这项工作，在加快了工

作效率的同时也保证了工作人员的安全性。

√



2020 13681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

学院

S202013681

001S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垃圾分类

箱设计
创业实践项目 否 郭耀龙 173040136

赵冲

/173040108,

乔伟

/163030203,

王敏

/172010116,

李颖

/173040157

宋佳,

李晓

娟,刘

威

讲师,

助教,

讲师

0807

智能垃圾分类箱可以在内部经过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功能

进行垃圾的自动识别并放入的相应的不同类型垃圾桶内。

垃圾箱内部会有一个容量的实时检测，垃圾车只需要在垃

圾分类箱通过物联网平台发出满载信号时去进行不同垃圾

的回收到垃圾厂就可以完成一整套全自动的垃圾分类功能

。

该项目的智能化不仅在产品的智能，还体现在每个智能垃

圾分类箱都可以作为一个网络的节点，然后进行自我学

习，构成一个全新的智能化垃圾分类系统，并且不断更新

迭代，使整个系统趋于完整和智能化。

√ √

2020 13681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

学院

S202013681

002
医疗输液无线监控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承元 173040109

凤恒

/173010117,

梁乐

/173040122

宋佳,

闫利

峰,周

乐

讲师,

讲师,

助教

0807 ############################################### √ √

2020 13681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

学院

S202013681

003
云智行车安全中枢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吕佳旭 183060123

吕佳旭

/183060123,

刘洋

/183060122,

芦雪

/182030138

，高文平

/183010209,

姚佳茜

/181010860

王娟,

胡敏,

安丽达

讲师,

助教,

助教

0809

汽车，已经成为现代越来越多人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我

们的云智行车安全中枢通过给汽车内置云台给车主提供汽

车安全防盗，实时定位，智能联网，全车体检，违章提

醒，事故预警等多项功能。给您和您的爱车提供一个安全

可靠的行车环境，避免紧急，危险情况的突然发生。

√

2020 13681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

学院

S202013681

004
易拉罐开口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彬权 192040123

王佳盟

/192040128,

朱敏婕

/192040152,

刘佳佳

/172040158,

王彦一洁

/172040144

韩雅

轩,冯

洁心,

刘紫微

讲师,

讲师,

助教

0804

通过对易拉罐拉环的改良设计，将市场上现有的的拉扣式

、压扣式拉环改良为带有一定厚度的可回扣式拉环。新型

拉环在首次拉开后还可以进行多次回扣，并凭借自身带有

厚度的优势对易拉罐罐口进行严丝合缝的闭封，减少液体

外溢、提高便携性的同时延长易拉罐的使用周期。新型拉

扣不仅解决了现有拉扣的弊端，更通过附带环保理念的设

计降低了铝制材料自然降解的时间。以安全卫生为前提完

成设计方案，同时进一步提高相关饮品的卫生系数。

√

2020 13681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

学院

S202013681

005
loft百变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江浩然 182060109

李小娜

/182040219,

刘晓甜

/182040222,

刘帆

/182040220

华夏,

张晨

讲师,

讲师
1206

Loft万能箱是一个以节省空间，丰富生活多样性为初衷所

打造的一个全新产品，也是基于loft文化的一个产物。本

产品不但可以当成储物柜使用，还可以折叠成其他的矩

形，由此当成桌子、吧台、床等家具来使用。使用价值和

便利程度，较轻的重量使得操作程度更加快捷。并且可以

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来制作不同规格来使用而其最大的优

势是把原先不能活动的立方体储物柜变成可以活动的箱

子，在狭小的空间中大大的提高它的可使用价值，更加节

√

2020 13681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

学院

S202013681

006

基于机器视觉的产前母猪行为

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朱果露 183030257

黄俊尧

/183030214,

陈雨欣

/183030258,

高浩源

/183030209,

李嘉乐

/183030219

张洗

玉,杨

晓妍，

刘斌

讲师,

助教，

副教授

0806

随着养猪行业的发展，智能化养猪已成为养猪行业的发展

趋势，其中，母猪分娩这一环节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养殖

场对于母猪分娩行为监测主要分为人工观察法和无线传感

网络技术检测。人工观察法要求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容易

忽视母猪的不适当行为；无线传感技术检测时需要给母猪

佩戴上加速度传感器，这会使得猪产生应激性从而会对母

猪产生不利影响。针对上述两种方法存在的弊端，设计出

了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产前母猪行为的监测系统。

√

2020 13681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

学院

S202013681

007X
认领一颗树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周磊 192040130

席少恒

/192040138,

刘盼睇

/192040155,

张珂

/172040155,

袁敏

/172040159

冯洁

心,韩

雅轩,

刘紫薇

讲师,

讲师,

助教

1203

本产品基于互联网＋农业CSA模式建立平台主要围绕“认领

壹棵树”的核心展开线下、线上活动。并基于CSA农业模式

进行创新让“消费者更能够直接参与到产品的生长周期中

”在产品租用周期内自己参与到种植过程中，日常也可选

择请农民代为集中管理，产品成果也可自留或交给果农利

用平台帮助售卖。我们采取套作的种植方式，让土地一年

四季均产生价值，使土地的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从而使

土地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推动贫困地区农业发展。

√

2020 13681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

学院

S202013681

008S
千禧良品传统文化服务平台 创业实践项目 否 何彦龙 181010803

王欣

/181010455,

宋炎鑫

/181010346,

汪敏

/192010122,

罗世盈

/191030103

郑旭

宝，周

乐

讲师，

助教
1202

    本项目诞生于网络电商最为火热时期，以现下流行的

宣传平台以及电商平台，不断完善更新线上服务，对民间

传统工艺作坊和用户群体进行无缝对接，进行产品教学、

售卖以及定制。本项目致力于对传统工艺的传承，打造一

个传统文化市场丰富的线上交流平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

潮流元素相结合，让传统文化延续的更久远。

√

2020 13681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

学院

S202013681

009

新农业景观管理模式下的经济

发展-以陕西佛坪山茱萸景区

管理模式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康辉 171020215

张琪

/171020217,

张郁浓

/2016015127

，张力

/19034114

赵卓 副教授 1202

    新农业景观管理模式是对农业遗产传承、生态保护、

产业改革、自然宜居等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案。方案中解决

的当地农业经济、人力资源、产业结构问题是乡村振兴、

可持续发展的命脉。以科学管理为基石，以新兴农业为载

体，探索最优经济发展路线。为实现当地农业景观科学管

理、绿色生态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产业经济变革的

统筹规划。从而建立佛坪山茱萸景观管理模式。最终达成

“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富强”的美好愿

√

2020 13681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

学院

S202013681

010X
移动端可视化养殖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是 雷杰杰 173010358

郭旺

/173030126

朱赖

红,卫

欣，赵

莉

副教

授,助

教，讲

师

0809

此次开发的扶贫农业项目通过对陕西省畜禽产品销售渠道

及战略布局的分析，着力解决目前存在的畜产品销售渠道

、产品等问题。项目利用“互联网 +”思维、成功构建互

联网+现代养殖体系，保证畜禽产品的质量同时拓宽销售渠

道，采用认养模式减少贫困户资金投入。项目旨在积极响

应国家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号召，结合市场营销、计算机

技术和经济管理等多个学科，运用所学专业技能，搭建平

台，销售农特产品，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谐美好发展。

√

2020 13681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

学院

S202013681

011
外卖自提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赵雪莹 172060124

胡鹏程

/182060107,

彭璇

/182060134,

杨玉昊

/182060139,

凌琰

/182070120

冯丽

帆，蔡

晓华

讲师，

讲师
1206

今年疫情的发生，也使无接触配送成为一个问题。外卖柜

便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突破口。这便是我们团队组成的

初衷。有利于解决取餐用户拥堵、取错餐问题。外卖自提

柜有利于提高外卖员送餐效率；减少人员及时间资源的浪

费，保障取餐用户的安全以及有利于外卖的保存。

√

2020 13681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

学院

S202013681

012
毛囊深层清洁抑菌手工皂 创新训练项目 是 孙茹媛 185010137

马楠楠

/185010132,

谷雨

/185010104,

黄何

/185010105,

袁韵佳

/181010360

翟思

程,李

晓娟,

胡敏

讲师,

助教,

助教

1007

毛周角化症在世界人口分布高达约85.3%。受气候及环境

影响，患有人群主要为我国北部及美国东北部15~35岁的

年轻人群。团队以传统手工皂工艺和治疗毛周角化症的有

机原材料结合，制成有效缓解“鸡皮肤病”的双层手工皂

。所需经费约1w元，完成时间约2年。本项目属“青年红色

筑梦之旅”项目，帮助贫困地区患病人群和恶劣环境下中

国人民解放军人解决肌肤问题，且以收益的0.08%成立项

目公益基金。本产品可祛除不同程度的毛周角化症，同时

不断改良发展，最终将市场开拓至国外。

√

2020 13681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

学院

S202013681

013X
中药降压泡足片 创业训练项目 是 王甜 185010139

张博

/185010141,

陈杨

/185010120,

刘智森

/185010110,

刘澳渊

/185010109

杜星,

贾田

芊，郑

旭宝

讲师,

助教，

讲师

1007

脚自古就有人体的第二心脏之说，足疗是保健的重要途径

。中药材泡足可以刺激高血压患者足部穴位，促进血液循

环，达到降低血压的目的，但古方泡脚法流程比较繁琐，

药物不方便携带，影响其广泛使用，使用中药泡腾片泡足

的方法辅助治疗高血压，可以减少药物的毒副作用，比如

口服药物对胃肠道会有刺激，用泡足的方法辅助治疗便可

解决。如能研究出方便使用且药效优良的新剂型，将有利

于推广泡足疗法,预防疾病，提高患者的生活水平。

√

2020 13681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

学院

S202013681

014X

基于uwb和Dijkstra的室内智

能运输机器人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吕沛锦 193010335

朱果露

/183030257,

黄俊尧

/183030214,

陈雨欣

/183030258,

芦婷

/193010361

张洗玉 讲师 0809

为便利广大人群的进行的短距离简单的运输工作，根据UWB

定位技术和Dijkstra典型最短路径算法相结合，完成本项

目。这款机器人在于代替简单重复的运输工作，拥有uwb高

精度定位和最短路径算法相结合可在明确方位的同时快速

计算出移动路径，Dijkstra算法搭配传感器使其在人数众

多的地方活动成为可能，意义在于顺利满足人们需求及便

利广大人群的室内活动行为。

√

2020 13681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

学院

S202013681

015
乐享校园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刘雨涵 171020336

王兆娜

/171020338,

宁远萍

/171020329,

张珺月

/171020346

雒翠 讲师 1202

    本项目主要服务对象为在校大学生，通过乐享校园公

众号服务平台，学生可以在该公众号内下单相关服务，主

要包括快递代取、订餐代取、二手资源交易、投稿服务、

失物招领、兼职信息发布等。

√

2020 13681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

学院

S202013681

016X

嘻嘻！Teeth—基于移动互联

网护齿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宁书君 171030135

郭常收

/171030102,

郑佳铭

/171030145,

朱成林

/171030109

杨琪 讲师 1202

    在平台运营过程中，将商家部分利润用来购买基础护

牙工具与医疗器械，捐赠给偏远地区人们，帮助他们提高

护牙意识，丰富护齿知识，为他们提供最大的帮助，有效

地减少牙齿健康问题。同样为城市中的群众减免口腔治疗

费用。为各个年龄阶段，各个地区的群众提供健齿帮助。

√

2020 13683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

学院

S202013683

001
七彩扶贫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是 董俊岑 1843042006

胥陈妍/

1843042044,

张亚萍/

1843042051,

张乐乐/

1843042049

吴梦蝶 助教 0809

    自2015年起我国正式开展脱贫攻坚战。本项目旨在响

应中央号召，可提供直达农户的销售渠道，将农副产品推

向更具流通性与关注性的网络平台，打破地域的限制提高

销售机会为偏远农户带来利润。

   2019年12月，一场疫情暴露了农副产品销售渠道单一

的问题，本项目成型后不仅可为农副产品提供销售平台，

拓宽销售渠道，同时可以起到宣传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作

用，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 √

2020 13683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

学院

S202013683

002
智能导盲杖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梁佟 1843281019

牛虎威

18431025

胡云鹏

18431008

王梦欣

18431032

薛灵芝 讲师 0809

    随着城市道路及交通环境的日益复杂，传统的导盲杖

远远不能满足盲人的出行需求。本作品是基于为盲人的出

行方便为目标而制作的智能导盲杖。可实现的功能使用语

音提示用户规避路障，GPS定位，超声波传感器和红外感应

器检测路障等等。本作品设置了HC-SR04超声波传感器和

HC-SR501红外感应器规避路障通过语音模块提醒用户此刻

遇到路障，采用的陀螺仪6DOF模块是当用户跌倒是或者发

生意外是导盲杖跌落在地若检测到用户摔倒后超过15秒，

蜂鸣器响起，会立刻报警并且将用户的地址通过安装在导

盲杖上的GPS定位器芯片发送给用户的亲人或者朋友。

√



2020 13683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

学院

S202013683

003
专注于表达情感的声系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何海洋 1943041022

朱效锋/

1843043054,

李旦（西安外

国语大学）/

10724201800

2626,

贾敏（西安邮

电大学）/

02175049

吴晓晖
见习助

教
0809

    减少大众的压抑感，增加大众的幸福感是我们的宗旨

。

   在这里，你可以通过声音去表达内心所感与倾听他人世

界；

   在这里，你可以通过邮箱来记录成长中每个阶段所遇见

的故事。

   在这里，你可以诉说自己的故事，同时也可以做一个倾

听者。

   我们知道，当每个人心情好或糟糕的时候都希望有一个

地方让自己去庆祝或是发泄，而我们也将为你提供这样的

一个地方，和你一起经历喜怒哀乐。

    最后，在与你有关的日子里，我们将为你提供暖心礼

√

2020 13683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

学院

S202013683

004
陕西省传统文化宣传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于析汝 1843321057

王雅倩/

1843321044,

陈鑫萌/

1843321004,

徐文康/

1843321050,

徐永翔/

1843321049

权婷 讲师 0809

    以宣扬陕西省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为目的，拟在开发

一个汇总自古以来传承至今的优秀文化、习俗的平台，内

容涵盖多方面。

√

2020 13683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

学院

S202013683

005
“老书购”二手书交易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贺珍妮 1845081008

高佳宁/

1945081011,

王晨佳/

1945081007,

李思毅/

1945081009,

张佳怡/

1945081001

张玮 讲师 1201

老书购”二手书交易APP，为解决高校学生购买教材新书较

为昂贵的问题，构建一个二手换购书籍的平台，方便有需

要的人群更好地学习、交流。这项APP在市场较缺乏这类

APP时应运而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时代创造。

√

2020 13683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

学院

S202013683

006
“舍得”易品社·校园二手交

易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是 何林蔚 1942201043

李  佳

/1842201015 

   杨彦龙

/1942201030

郭亚楠

/1842201007

王晓媛

在校园周边建立统一的校园二手市场，采取线上线下协同

的方式，促进闲置资源流通再利用,通过寄卖,代卖与公司

直接买入销售等方式运营,为同学们提供一个有序的能够发

布自己二手物品信息的场所。在各高校树立良好的形象,创

造一定的品牌价值,为绿色资源再利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

2020 13683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

学院

S202013683

009X
与爱共舞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晨/李卓闻 1941361016/194

1361018

无 李聪菊
与爱共舞这个项目主要是将公益，互联网和舞蹈结合起来

。通过互联网的形式进行舞蹈教学，将教学所得的资金投

入到公益活动中，从而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

2020 13683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

学院

S202013683

010X

互联网+苗族服饰--非遗文化

的传承和保护
创业训练项目 是 朱皓 1941360000

敖文梅/

20193090453

,

曹怡琳/

1941362005,

朱远苗/

1941362049

王彩凤 0410

依托现如今发达的互联网产业，结合当地特有的非遗文化

进行推广，在互联网，自媒体，结合把互联网＋非遗”尽

最大程度上进入实际应用阶段，文化机构、非遗企业、传

承人等纷纷触网，网站、微博、微信平台一个都不能少，

网络社区发布、粉丝团召集、朋友圈点赞、线上线下联动

等信息互动交流已成非遗传播新风景。我们可以涵育“互

联网+非遗”文化生态，利用网络聚拢一批非遗文化爱好

者，建立非遗相关业态的交流平台，由核心文化圈为基础

向网络空间扩散文化信息，逐渐形成良性循环的非遗文化

生态圈，让非遗在网络平台中为更多人所熟知所了解，同

时也让更多人加入到宣传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中

√

2020 13683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

学院

S202013683

011X
用文字书写记录生活点滴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师亚荣 1843043027

何海洋

/1943041022

,李旦（西安

外国语大学）

/1072420180

02626,刘博雅

（西安外国语

大学）

/1072420180

02616,张阳

（西安外国语

大学）

/1072420190

01064

张静 讲师 0809

    返璞归真，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去体验慢生活，用书

写的方式（软笔书法和硬笔书法）去体验生活，去书写我

们自己所憧憬的生活，亲身去感受平淡的生活，利用互联

网时代的网红文化，更好的去宣传我们的理念，并且途中

坚持习近平同志的领导，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宣传，发

扬中国传统书法魅力。

√

2020 13683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

学院

S202013683

012X

中国唐代壁画的传承与创新—

—“唐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与

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朱效锋 1843043054

李旦（西安外

国语大学）

/1072420180

02626,刘博雅

（西安外国语

大学）

/1072420180

02616,丰也桐

（西安外国语

大学）

/1072420190

02462,黄馨慧

（西安外国语

大学）

/1072420190

00511

张静 讲师 1305

    将唐壁画元素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形成一系列文创产

品，紧跟当下复古的时尚潮流和现代追求个性的文化追求

。在弘扬我国唐文化的同时，增强人们对历史文化的认同

感和对祖国的归属感。依托互联网时代的优越性，利用文

创产品及其宣传推广承载起传播传统文化的重任。将我国

历史文化引向世界、让世界刮起“中国风”。

√

2020 13683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

学院

S202013683

013X

“神农汇”农产品及特色农副

产品交易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郭若阳 1945381004

崔振振：

1945381001

；史雅楠：

1945381003

；周婷婷：

1945381023

；王宇胜：

1945381028

陈苗苗 讲师 0901

“神农汇”app，用最先进的互联网新技术、低成本、多途

径的帮助农民及贫困地区的人们推销当地的农产品及富有

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帮助农业发展，这是顺应时代发展

的趋势，与此同时，也是为了消费者用户的需求，从消费

者角度上看，可以享用到更加新鲜有保障的农产品，对于

农民来说，可以增加收入的同时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

2020 13683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

学院

S202013683

014X
“树洞”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荔颖 1942201055

程镇

/1942201039

祁雨昕

/1842201027

张梦琳

/1842201045

孙翌华 8000元

随着社会压力增大，人们无法调整自己的情绪。市面上目

前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让顾客完全信赖的全能型心理疏导APP

。我们认为一个“树洞”APP会被市场需要。在其开发阶

段，面向青年群体，服务范围有青年叛逆、焦虑等，大学

生的各类感情问题，未来规划，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等。

完善阶段，项目服务会面向全体，增添一些生活咨询，始

终坚持暖人心的宗旨，逐步发展为一个多层次多领域高质

量保隐私的服务机制。

√

2020 13683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

学院

S202013683

015X
地摊君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柯佳娣 1844061014

曹屹迪

/1844061001

，常薇

/1844061003

，胡珠环

/1844061013

，赵娜

/1844061030

李蓉

“地摊君”项目，将互联网和当下盛行的摆摊经济结合起

来，通过地摊君APP使您随时随地更新摊位消息，预定摊位

商品，即刻选购好物，以及通过摊位在线直播来积攒更多

的人气。让更多的大学生在自己的业余生活中进行创业。

√

2020 13683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

学院

S202013683

016X
英语微课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奉君 1844062011

陈雨嫣 

/1844062002

，李欢欣 

/1844062012

，张怡颖/ 

1844062030

黄艳梅

英语微课是通过线上教学的模式，因材施教，个性化的英

语学习新模式。针对化训练，能准确掌握学生英语薄弱部

分做以加强。线上教学采用腾讯课堂app为主，直播过程

中，边讲解教学内容，边与学生连麦互动。线下答疑辅导

以钉钉app为主，在线布置语音、图片、视频、文字、文件

、答题卡等多种形式的作业。学生可以上传文字、图片、

语音、视频等各种形式的作业，老师可以实现在线改、标

注、打分、留言、统计等多种功能。有效巩固学生课堂及

√

2020 13683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

学院

S202013683

017S
自媒体农业文化服务平台 创业实践项目 是 王鹏 1843042038

郭培涛

/1843042013

,张莉华

/1843042050

吴梦蝶 助教 0809

    本项目旨在利用自媒体的形式宣传地方文化及地方农

产品，拓宽农场品销售渠道，增加农产品销量，从而促进

经济发展。

√

2020 13683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

学院

S202013683

018S
医之光 创业实践项目 否 王天 1843131034

武建忠/

1843131039,

吴腾/

1843042042,

延文康/

1843042045

李娣娜 副教授 0807

    本项目所研发产品主要用于智慧医疗。其核心是一块

连接在中国移动OneNet云平台的麒麟座标准开发板，借助

开发板的WiFi模块实现远程操作医院的住院部

病房内各项设施的仪器。除人为操作外其特点在于，根据

《健康管理师》这本书上的专业知识，会在合理的时间段

内自主控制医院室内各设施的开关。

如果合作医院愿意收购本产品，再赠送一台导航终端。器

件同上但应用OneNet的室内定位技术，手机端APP会进行

导航并提供办卡挂号机等设备的操作指南。

√

2020 13682 西安工商学院
S202013682

001
“授渔”·“筑梦” 创新训练项目 是 马荣航 B19011814

马荣航

/B19011814,

侯磊

/B19011806,

杨阳

/B19040129, 

  王荣钰

/B19040126

陈静 讲师 0401

本项目是一个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项目，致力于让村民

自富自强，以解决贫困地区人民的法律盲区以及致富方面

为宗旨。团队实践地点是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顺宁镇高家

湾村，将深入了解当地村民情况，为村民普及疾病预防与

疫情防控的相关知识，结合实际为村民普及法律意识及其

法律知识，运用互联网技术来帮助村民脱贫致富，带动当

地综合发展，团队各相关专业人员齐全，确保项目全盘实

施。

√ √

2020 13682 西安工商学院
S202013682

002
一种灭菌防疫垃圾桶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王妍 B17050930

史紫玉

/B17050727,

郑冉

/B18020522,

刘璐

/B18020422, 

  翁睿

/B18020525

吴青山、刘洪鹏讲师，讲师0825

本项目主要是拟整合高温空气/水蒸气杀菌、紫外线杀菌、

定时起停技术与垃圾桶于一身，设计出一款可应用于疫情

防控专用、医院住院病房专用、家庭防虫专用等多方面应

用的灭菌防疫垃圾桶。解决传统垃圾桶对使用者存在卫生

感染的隐患，最大程度减少各种传染性细菌病毒通过垃圾

进行传播，抑制细菌滋生。(1)抗菌防疫；(2)净化医院病

房空气；（3）改善家庭废弃果皮食物滋生飞虫及产生气味

污染情况。

√

2020 13682 西安工商学院
S202013682

003

基于大数据背景下地摊经济发

展形势研究——以高陵地区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姣阳 B17050620

刘浩淼

/B19040103,

樊志华

/B19040101,

李炜

/B19040102, 

闫盟

/B19040108,

屈盼

/B19040106

张艳艳、吴青山副教授,讲师020102

以高陵区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所调查的数据分布，地摊经济

在高陵区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特色。因此发展形势也各不

相同。高陵区的地摊主要有南新街、鹿苑转盘北、天下荣

郡小区门口、昭慧广场、体育场门口等五大块组成。通过

调查法收集数据、进行数据整理、再通过大数据分析，最

终可以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摆摊位，最适合摆什么摊位，以

此帮助摆摊者的进行地理位置以及售卖商品的选择。最后

用以文字的形式正式反映此次研究结果的最终结论

√



2020 13682 西安工商学院
S202013682

004

基于精准扶贫的微纪录片创作

研究--以陕西省西安高陵区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杰 B17070220

王欣悦

/B19030330,

史轶琨

/B19030426,

程佳俐

/B19030317,

刘岩

/B19030406

李静 讲师 ####

本项目以农村扶贫现状为出发点，通过实证调查， 深入中

国中西部脱贫中的贫困地区——以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为

例，通过实地考察寻找精准扶贫过程中典型问题与成功脱

贫的典型案例。通过采访、拍摄，真实展现脱贫过程中的

典型问题，以及脱贫之后的生活状况及心理变化。

√

2020 13682 西安工商学院
S202013682

005
可调节路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陈桠杰 B18010218

齐欣元/ 

B18060813,

高浩楠/ 

B18060906,

刘金杰

/B19010215

李瑞 助教
0818

06

本项目在原有路灯基础上进行改进，增加了多种模块组

合，根据不同需求进行拼装，可实现极端天气下的路灯正

常运行，适时洒水降温降尘，减少洒水车行驶频率，合理

利用社会资源。

√

2020 13682 西安工商学院
S202013682

006S

对一种连翘干燥机的应用及产

品推广研究
创业实践项目 否 张嘉琪 B18090233

张宇翔

/B18090206,

冯予宣

/B18050811

韩娟 吴青山副教授,讲师120202

受此次新冠疫情影响，金银花，连翘等抗病毒，提高免疫

力的中药材受到医学界的广泛关注，连翘更是被选入“肺

炎一号方”，成为防范，治疗新冠肺炎的利器。连翘这种

药材，如不能得到充分干燥，其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会

失效。针对传统干燥机不稳定，成本高的缺点，山西医科

大学研究生团队研究制造出了一款新的连翘喷雾干燥机，

并获取了相关专利。经该团队负责人授权，本团队负责其

产品的推广销售，并承担其未来各项研究专利的推广工作

√

2020 13682 西安工商学院
S202013682

007

思政育人在陕北贫困地区的实

践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白晨玮 B17051011

铁鑫

/B18050209,

蒋漪雯

/B17051017,

高湖/B

杜潇颖 助教 030503

该项目旨在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教育实践过程中，尤其

是贫困地区的教育，将积极探索如何提高贫困地区教育质

量，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

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扶贫脱贫工作注入新鲜力量。

√

2020 13682 西安工商学院
S202013682

008

富平特产与国画包装的双重意

义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振祖

B18020308

董逸伦

/B18020306,

梁育翎

/B16020217

罗曼 助教 130501

本项目主要载体依托于扶贫地区富平县的农副产品作为售

卖对象，在实地考察过程中了解富平的人文地貌以及农副

产品的自然元素，运用国画技法进行创作后对画作进行二

次设计运用到富平农副产品的包装上，对其进行售卖。项

目的实施是为了实现运用传统国画包装提高售卖量，以及

让买者通过包装对中国传统国画有一定的了解。

√

2020 13682 西安工商学院
S202013682

009

思想政治教育对工科大学生就

业的促进作用--以光电和机电

专业学生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严浩 B18010419

巫金

/B18020514,

同创

/B18020411,

刘全荣

/B17010511

王珊珊 讲师 030503

目前大学生的就业观正发生着变化以及企业单位录取职工

时对思想政治的要求提高。该项目研究思政教育对大学生

就业的促进作用。首先了解大学生是否认识到思政教育对

就业有所影响。通过一系列的思政教育使学生形成良好的

就业观，让学生们认识到思政教育对就业的帮助。对比所

研究对象前后就业率，对比参与该项目的学生与未参与该

项目的学生的就业率得出结论。

√

2020 13682 西安工商学院
S202013682

010X
校园智慧田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泽群 B19012024

王燕楠

/B19010438,

苏嘉苗

/B19011833,

苏家诚

/B19020307,

汤玖颐

/B19011717

李瑞  乔奕桐讲师 0823

01

本项目以实现智慧化农业、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研究素养

为宗旨。

团队利用专业的测量仪器与控制器实现对种植环境精准的

测量、调节。以“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为理念，在初步建

成智慧化农田的过程中，大量的记录作物栽培数据，进行

数据分析，培养学生实践与理论结合能力的同时，得到 有

效的种植数据，为智慧化农田的普及、建设奠定基础。

√

2020 13682 西安工商学院
S202013682

011X
筑心咨询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刘璇 B18050525

李小为

/B17050301,

刘湘

/B18050524

杨红雨 讲师 071101

本项目研究主要内容是解决青少年，即高中生与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及咨询问题，根据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的

产生原因及表现程度的不同，进行不同问题的咨询和引

导，并配合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思政教育提供依据。青少

年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并甚少得到正确的引导，亦是思

政教育的重要对象，此研究旨在帮助青少年建立良好的心

理条件，并端正其意识形态问题。

√

2020 13682 西安工商学院
S202013682

012

校园跳蚤市场及公益云平台的

搭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范亚州 B19010704

刘强

/B18030211,

张景彧

/B19020413

陈静 讲师 120801

’公益事业在我国蓬勃发展起来，今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关键时期，又面临疫情这个洪水猛兽，公益事业当

下显得尤为重要。项目基于对西安市高陵区慈善机构及西

安工商学院的一定了解，发现高陵区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群，其次毕业季学生的闲置物品处理问题亟待解决，通过

建立云平台在慈善机构与学生间建立深度的沟通桥梁，倡

导循环经济的同时，将公益事业深入到大学校园之中，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利用“互联网+”建立一系列

创新模式，使大学生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

2020 13682 西安工商学院
S202013682

013
电路积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韩昌朔 B19010605

张灿

/B19020131,

张泽帅

/B19011927

胡晓霞 讲师 0807

为弥补目前电路教辅工具与积木类益智玩具的局限性与不

足，本项目产品电路积木应运而生。实现积木与电路教辅

工具的创造性结合：选择合适安全的材料作为产品的原材

料，对电路实验所需元件外观进行设计改造，以积木形式

呈现导线等元件，并将线路的连接转换为积木的拼接或插

入式，操作时利用底板与积木元件相契合的凹槽进行基本

元件固定。元件两端的内嵌式接口与插头或转换头进行不

同导线与元件间的连接，即构成理想电路图成品。

√

2020 13680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

学院

S202013680

001X
          维度空间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严者能 1702100222

赵凡舒

/1702060102

,文媛

/1802130122

7,李佩瑶

/1902100220

,王慧

/1902100222

王栓萌 副教授 1305

维度空间工作室遵循大众“文化创意”，创新创业，发挥

大学生才艺，提高创新和团队协作才能，在学习生活之余

增添收入。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市场定位在“文化创意”

并是多样的，不局限的，大众的，亲民的。我们工作室处

于专业方向主要是设计方面，包括墙绘、海报、手绘、广

告平面设计模板并进行制作完成，同时还包括一系列视频

艺术照写真的剪辑设计，进行一系列设计服务。

√

2020 13680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

学院

S202013680

002S
译揽芳华工作坊 创业实践项目 否 邢艺凡 1802050128

蒲景欢

/1802050217

,杜成浩

/1802050139

,滕文宝

/1802050141

,王俊卿

/1802050206

王栓萌 副教授 0502

翻译工作坊以民主性、主动性、参与性为专长，能够为教

学活动提供一种有效的体验式教学平台。翻译工作坊作为

一种教学模式，可以为学生提供大量翻译训练的平台。

√

2020 13680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

学院

S202013680

003S
行起视觉新媒体推广 创业实践项目 是 王一焯 1802060235

刘芯玲

/1802060216

,汪甲琪

/1802060210

,冯兰浩

/1802060225

薛倩

讲师

（高

校）

0503

 成立一家新媒体公司通过新媒体运营方案，使各平台形成

合力，以内容+运营+数据的新媒体运营模式，整合吴起当

地羊肉品牌，通过线上电商模式和线下商业模式形成合

力，打造以吴起牌商标的吴起特产，让吴起羊肉真正走出

去，面向全国，形成具有影响力的知名羊肉品牌。

√

2020 13680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

学院

S202013680

004X
DIY西安 创业训练项目 是 赵钰航 1704030507

王漫

/1704030506

,王思佳/长沙

民政职业技术

学院

王源琪

讲师

（高

校）

1305

我们将陕西悠久的文化历史展现给更多人，而当古老的历

史与新时代的产品相结合，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为了

让人们能更多的了解西安这个美丽的古色古香的城市。回

家之后再次拿出我们的产品，可以回想起到西安旅游中的

快乐时光。同时给外来游客带回值得回忆和纪念的旅游周

边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陕西旅游业的方面，由此，我们想

到了制作一个类似“亲子相册”的产品，名叫“DIY西安”

√

2020 13680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

学院

S202013680

005X

多一方净土，抚一方心灵互联

网+电子垃圾回收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文贝贝 190300
112

周家屹/ 

1903010104

,董小倩

/1903010147

,许欢

/1903010114

,程梦

/1903010119

张楠

讲师

（高

校）

1201

该项目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利用互联网+，拟建立一

条完善的电子垃圾回收产业链。旨在能够实现循环绿色经

济。我们希望通过节约、回收和再利用废旧资源，使其尚

未被充分利用的价值得到重新开发和使用，采取三重分

类，对电子垃圾进行最高效的归纳整理，将利用率提升到

最大化，以我们为主体及中间商，改善电子垃圾回收的乱

象，改正盲目消耗资源的错误，争取得到真正的3R绿色环

保。

√

2020 13680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

学院

S202013680

006X
爱心立交桥 创业训练项目 否 何虎 1703080329

李夏莹

/1805060109

,张珊珊

/1801010129

,何静

1804050116/

,郭润韬 

/1807010117

莫适源 无 1204

目前社会上大量的孤儿、老人、残障人士与外界的接触较

少，对社会的适应度较低。且当前很多的义工联盟、志愿

者团体项目较为单一。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志愿者团体

的经历基础，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他们、走进他们搭建一

个平台，合理分流福利机构压力，提高孤老、残障人士的

社会关注度以及与社会的联系度。同时，也为参与人群带

来一些精神的感触。

√

2020 13680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

学院

S202013680

007X
“果千家，蔬万家”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张天 1704030519

冯鑫哲

/1704030517

,寇晨曦

/1704030511

,王梓萌

/1704030520

于楠

助教

（高

校）

1208

该项目主要是一个以大学校园为主，建立贫困基金，帮助

贫困学生的校园生活，再利用学生的信息交流，通过线上

线下联动，进行家乡校园、采购销售一体化的服务，推广

学生家乡的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采用薄利多销的方

式，缓解家庭生活的压力。

√

2020 13680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

学院

S202013680

008X
琼浆甄选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杨维杰 1704030134

梁欣

/西北大学现

代学院,

朱海斌

/西安航空学

院

王源琪

讲师

（高

校）

1208

“琼浆甄选”是一款国内高端白酒鉴别和销售的APP，精品

酒作为白酒中的优质品类，高性价比代表市场潜力巨大，

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消费者对高端白酒领域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未来精品酒类的市场一定会赢来爆发式增长，“

琼浆甄选”定位这一垂直细分品类，意在打造一个国内最

大的精品高端酒类社交电商APP，我们依托客户需求，提供

一手正品高端白酒以及酒类的免费鉴别服务，创立酒文化

交流分享交流社区。

√

2020 13680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

学院

S202013680

009X
一只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陈荣花 1901110114

耿家瑞

/1901110138

,胡环

/1901110109

,吴星燃

/1901110103

,黄亚琳

/1901110108

余楠

助教

（高

校）

1208

本项目是以宠物为核心的全面型宠物社交APP，软件板块方

面增添了新的内容，优化和完善了目前宠物类APP市场所存

在的主要问题，具有全面完备且可信的养宠知识了解渠

道，可靠的宠物医疗服务信息，便捷可靠的宠物用品购买

平台，满足用户科学养宠的需求，启动线上线下双向联动

发展，满足人们对宠物及宠物周边日益增长的的需求，为

爱宠人士提供的宠物科学养育方案，搭建经验交流平台，

提供最全面、最贴心的一条龙式服务。

√

2020 13680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

学院

S202013680

010
“超阅读”app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寄桃 1704030516

尤世龙

/1704030538

,张浩洋

/1704030539

王美晶

助教

（高

校）

1208

“超阅读”项目采用特殊材料作为基础书本，使AR技术所

支持的软件能够自动识别，进行二维码扫描，使书本上的

内容能够在手机屏幕上进行AR效果的显示。它是首次将AR

技术和书本进行联系，使阅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适当

减轻了某些书本单调乏味；减轻了老师的教学压力；使幼

童想象力空间更大。

√



2020 13680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

学院

S202013680

011X
“轻行”旅游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否 王芙若 1903040111

刘雪莹

/1903040124

,张萌

/1903040127

,张前锋 

/1803040109

,李睿馨/ 

1705060107

赵旭

讲师

（高

校）

1209

当今高校大学生有着强烈的出行意愿，但由于个人经济收

入有限，仅部分人群可满足自身的出游意愿。目前大部分

旅行社针对的客户都是有着稳定收入的人群，高校内部也

缺少相应的服务部门。我们设计一款名为“轻行”的APP，

致力于弥补该处巨大的市场空缺。

√

2020 13680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

学院

S202013680

012S
享受生活，创造愉悦 创业实践项目 否 赵艺楠 1904030150

王思宇

/1904030101

,王文

/190403027,

冯玉莹

/1904030145

刘玥彤

讲师

（高

校）

0804

美邦特的产品原料是一种非金属可见光催化剂，其有一个

低的禁带宽度,高的比表面积，对可见光能够很好地响应，

在空气污染物分子降解方面表现出优异的性能。目前制备

的成品都是成块状的，一般通过缩聚反应得到，具有可见

光响应且稳定性好，在水中具有一定的溶解性和分散性。

若能提高其在水中的溶解度，将会得到更加广阔的应用。

√

2020 13680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

学院

S202013680

013X
安窝乐养大本营 创业训练项目 否 袁尔高娃 1801010314

陈晨

/1801010343

,何玲林

/1801010304

,乔岩瑞

/1801010335

张若为

讲师

（高

校）经

济师

0203
为无条件无乐趣养猫养狗的家庭打造一个收留宠物的基

地，创建一个线下管理喂养+线上整合信息的猫狗平台。
√

2020 13680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

学院

S202013680

014
“必须吃”早餐店 创新训练项目 是 查思萌 1704030535

姚夕彤

/1704030532

,叶欣

/1704030530

王美晶

助教

（高

校）

1206

对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来说，早餐是必不可少的。，在当

今注重生活品质的生活中，早餐店竞争压力较小，我们为

此开拓了早餐外卖的新形式尝试吸引消费者眼球最终达成

盈利目标。我们早餐店的项目计划书从现代社会早餐的地

位背景、市场分析、风险评估等方面全面论述创业项目的

可行性，并对未来创业项目的发展进行预测。致力于解决

了时间紧张问题又避免了由于没有心怡早餐而干脆不吃的

√

2020 13680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

学院

S202013680

015X
沐华现代农业 创业训练项目 否 张艺晨 1703120225

刘明强

/1803180106

,管明月

/1701010452

,马创伟

/1701010415

杨伟华

讲师

（高

校）

0823

利用现代科技对客户送来的土壤进行化验分析，推荐出最

适合种植的农作物，并利用最合理的资源定制生产出最合

理的肥料供其使用，帮助实现农作物的高产，实现企业与

客户的共赢。

√

2020 13680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

学院

S202013680

017S
你筹我捐 创业实践项目 是 陈建梅 1904030251

李静怡/ 

1904030240

,魏柠/   

1904030202

,李昱雯/ 

1904030235

钟晓旭

讲师

（高

校）

1204

  我们的宗旨是关爱每一个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用一颗

公平、公正、友爱、互助的赤心去关注社会公益事业，我

们56个民族56朵花，“你筹我抚捐”我们团队手持公益之

花，援于公益之手，献出自己一份爱心寄于捐发现急需要

之人，做出一个纯纯粹粹的公益平台供四面八方各士人员

带来资助。

√ √

2020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S202013894

001
便捷式擦窗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张珂齐 181648

丁鹏超

/ZB191091,

杜智鹏

/ZB191093,

陈昊

/181626,

时启旺

李文

燕,王

卫军

高级工

程师,

工程师

0802

02

擦窗器，使用活动的硬质管，擦窗头使用海绵毛刷，是以

小型电机为动力的旋转清洗装置，旋转清洗连接着供水的

塑料软管，在窗子内侧有泵来供水清洗，擦窗器尾有启动

停止等控制按钮。产品市场前景广阔，改变了目前市场上

简单单一的市场前景，定位于解决高层用户擦拭玻璃外侧

难的问题。

√ √

2020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S202013894

002
一种气囊式四旋翼飞行器 创新训练项目 否 付子峰 181599

周家昊

/191748,李

明辉/181521

陈京

名，王

泽

助教，

实验师

0820

03

项目将设计制作一款基于F450四旋翼无人机平台的新型气

囊式四旋翼飞行器，进而解决F450四旋翼飞行器在水域环

境下的工作能力和适应性。提高飞行器的连续工作能力和

生存能力。为在复杂环境下的航拍航测、技侦等提供飞行

√ √

2020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S202013894

003
智能送餐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许量为 191530

王佳航

/171606,李

海民

/181459,赵

毅伟/191304

张伟

岗,李

建勇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9

05

智能送餐机器人国内目前有两家在做，上海擎郎有限公司

和深圳普渡科技公司，但是他们做的是室内的服务型机器

人，他们的机型是托盘式机器人。而我们的项目是户外送

餐机器人，远程服务，这一块目前中国还是空白，先做校

园里的送餐机器人，长远来讲我们后期的目标就是争取让

智能送餐机器人替代城市里外卖员的工作。

√

2020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S202013894

004
多传感器融合的矫正坐姿座椅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周雷金 173219

肖准/ 

173173,     

   李思佳/  

173226

李雪

霞,李

建勇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2

02

为了预防中小学生近视、驼背等健康问题，在座椅的椅背

上安装超声波传感器阵列，测试人体与椅背之间的距离。

同时在椅面上安装压力传感器阵列，当系统判断椅子上有

人落座并保持坐姿状态时，同时启用压力传感器组及超声

传感器组对人体进行检测，结合人体工学原理，两组传感

器融合判断，人体坐姿不正确时，语音芯片发出语音提

示，提示使用者调整坐姿。同事为了满足不同身高的要

求，座椅采用铰链形式调整高度。系统具有WIFI功能，家

长可以利用手机APP,通过无线WIFI实时获取孩子的坐姿情

况，具备远、近程监督作用。

√

2020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S202013894

005
G-Ants城市智能垃圾箱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马登峰 171642

权潇雄

/171644,宋

煜/ 172698,

韩一航

/171637，沈

源/173242

翟书

颖,李

茹

副教

授,讲

师

0809

05

本项目涉及产品极大便利了垃圾回收后的分类，避免了垃

圾资源的浪费，美化生活环境，通过大数据分析，解决环

境治理无从下手或者效率不高的问题，解决垃圾过多堆放

不及时处理的问题；不仅是响应了国家环境保护垃圾分类

的政策号召，而且将环境保护的理念潜移默化的渗透进人

们的生活中，还极大的改善了社区小区的生活环境，最重

要的是能通过当地垃圾的产出量来分析出最合适的环境保

护治理方案。

√

2020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S202013894

006
湖面垃圾清理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否 肖  准 173173

严明/181679 

 ,周雷金

/173219,席

婵婵/171878

李建

勇,李

雪霞

副教

授,副

教授

0808

01

由于大多数湖周围有很多树以及湖中存在观光亭、走廊和

喷泉装置等原因造成湖面经常漂浮一些树叶、树枝、塑料

袋和瓶子等垃圾，使湖水质变差，不仅会对湖中的金鱼造

成伤害还严重影响湖的美观，因而需要定期对湖面进行垃

圾清理。

目前主要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费时费力，

而且清理不彻底，尤其是湖面中央的垃圾很难被清理，针

对这些问题，开发一个湖面垃圾清理机器人非常有必要并

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

2020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S202013894

007S
战士超轻型飞机机身制作 创业实践项目 否 谢添祥 191773 张鑫/181989

朱延

波,王

泽

副教

授,实

验师

0820

03

本项目根据“战士”超轻型单座飞机为蓝本，适配

RATOX582活塞发动机，进行该型飞机的机身制作。项目中

依托陕西省一流本科专业“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通过

学院实验工程中心平台，完成机身、仪表盘、发动机的制

作和机构性测试。再完成平尾、垂尾的安装工作后，最后

完成机身整体安装和调试。

√

2020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S202013894

008
   车辆扫盲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李思佳 173226

周可昊/ 

173181,     

刘昊东/  

173168, 

李靖/      

173166

   李

雪霞

  副教

授

0802

02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率居高不下，其中

由于驾驶员的视觉盲区造成的交通事故尤为严重。为此，

在对不同车辆的视觉盲区进行研究测试的基础上，在忙去

位置安装一定数量的超声传感器，根据当前车辆行驶方

向，通过对车身与障碍物的距离进行检测,然后由超声波传

感器获得的数据通过单片机对采集到的数据与设定的相应

的阀值进行比较，若任一传感器超出给定的阀值，则蜂鸣

器产生报警来提示驾驶员及时采取措施避免事故发生。该

装置在某种程度上变为驾驶员的第三只眼睛。蜂鸣器的报

警功能可以在行车或停车过程中盲区安全等问题上在很大

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求。

√

2020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S202013894

009
塑料之光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明哲 181493

贺昱钧

/181486,潘

亚安

/181494,张

翟书

颖,杨

园格

副教

授,助

教

0809

05

本产品基于物联网，自动化等技术对所回收的废弃物进行

加工处理，并出售再利用，大大减少了人工的工作量，也

便捷了老人的生活，为改进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提

供了帮助。

√

2020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S202013894

010
六旋翼无人机任务模块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曹鑫 191651

谢添祥

/191773时启

旺/181636

朱伟,

王泽

工程

师,实

验师

0820

03

本项目旨在研究充分利用六旋翼机身结构设计一种具备多

种用途、多种通航条件的任务搭载平台；即通过对现有的

六旋翼飞行器进行优化和量化结构重置，完成其任务载荷

平台的重建。在保证其飞行时长和飞行参数不不变的前提

下，为其构建全新的多时域、全地形、多用途任务搭载能

力，全面优化其应用性。

√

2020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S202013894

011
智能垃圾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高元亨 173186

严明

/181679,王

龙/181675

刘晓春 讲师
0802

02

本项目以单片机为基础设计一个智能垃圾桶。该系统可以

实现智能打开盖子，以及垃圾装满警报提示的功能。以单

片机为核心元件，通过红外确定桶前是否有人，若有人，

则经过单片机控制启动步进电机打开盖子，然后经过时间

延迟设定关闭桶盖。步进电机通过线的正反缠绕实现桶盖

的开启与关闭。通过红外管理探测模块，检测垃圾的储量

高低，如果达到警报线，则系统会提醒工作人员处理垃

圾，以防止污染环境。

√

2020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S202013894

012
战士超轻型飞机机翼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成吉昊 172637

张鑫

/181989,宁

波/172655

王泽,

朱伟

实验

师,工

程师

0820

03

本项目根据“战士”超轻型单座飞机为蓝本，适配

RATOX582活塞发动机，进行该型飞机的机翼制作。项目中

依托陕西省一流本科专业“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通过

学院实验工程中心平台，完成翼骨、副翼的制作和机构性

测试。再完成蒙皮等翼面处理工作后，进而完成机翼整体

√

2020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S202013894

013
智能急救手环 创新训练项目 否 惠婕 181039

刘文洁

/181042，舒

丹红

/181046，刘

丽/181093，

邢科睿

/181023

李亚利 讲师
0809

01

智能急救手环主要包含警报服务，呼救服务，急救方法语

音播报，定位服务，按时吃药喝水服务，我们尽最大的可

能根据用户需求提供更多，更快，更有效的急救错措施。

智能手环核心理念是创新。目前。在大数据时代，网络发

展非常迅速。为了跟随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不断的进行技

术创新，实践创新，更好的服务于社会，让用户得到更好

的佩戴体验。

√

2020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S202013894

014
E-Park——您的智能停车管家 创新训练项目 否 宋璐辉 171387

单策

/173236,张

杰171326

崔岩
高级工

程师

0809

02

本项目致力于研究开发一款针对当前社会停车问题的管理

平台，用于管理当前社会停车资源和用户停车两者之间的

突出问题，如室外导航寻找目的停车场，UWB超带宽室内导

航寻车，OCR视觉感应确定计费时间，AI智眼记录停车状

况，大数据停车预约，“天气预报”准确推送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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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S202013894

015
帮农 创新训练项目 是 王佳龙 181126

雷磊

/181116,贺

凡琛

/181113,苗

雨欣

高长江 讲师
0809

01

在农业生产播种和收获的环节中，通过我们app对农机资源

整合和田地信息收集。改善农用机械闲置和农户没有机械

可用的现状，减少农户种收过程中的不必要时间消耗和农

用机械闲置时间，辅助农耕产业信息化的实现。

√



2020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S202013894

016
多功能清洁浇花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否 牛菁如 173229

黄佳颖

/173225,   

陈智琳

/173221

刘雪

梅,张

科元

讲师，

讲师

0806

01

系统使用FUYU30T型丝杆滑台，安装在窗户玻璃上，在导

轨上装入清洁工具，在下雨或下雪时，用蓝牙控制导轨清

洁工具进行工作。在清洁玻璃时，将玻璃上的水汇入窗户

上的水管，为浇花提供需要的水源，并进行蓄水。以STC单

片机为主，当花卉绿植缺水时会有蜂鸣器报警，手机APP上

同步显示花卉绿植处于缺水状态，可以选择通过APP智能控

制系统启动水泵给水浇花，也可以通过系统自动启动水泵

浇花。按照花卉绿植所需要时给水，其余时间水泵不转，

不会有水流通供给补水。

√

2020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

学院

S202014042

001S
茄子云课堂 创业实践项目 是 郭庭豪 1803070419

何涛

/1803070408

孙玲

/1803070431

孙宇航

/1803070331

周琴

/1948070227

胡秋实

、韩超
讲师 809

“茄子云课堂项目组”隶属于西安西南偏南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旗下，目前主要由数十名在校大学生组成。团队曾独

立开发并运营过第三方游戏平台，网站年访问量超过100

万，现金月流水超过10万元。团队执行力高，有较强的平

台建设基础和运营推广经验，是一批富有团队合作思维和

创新创造能力的群体，我们的未来注定能居右更加广阔的

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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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

学院

S202014042

002X
即日达 创业训练项目 是 宇治璞 1801010103

曹燕

/1801130223

蒲城龙

/1801130223

王思卓

/172705

郭子奇

/1801010104

韩超 讲师 809

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手段并运用心理学知识，对商品的流通过程进行升级改

造，进而重塑业态结构与生态圈，并对线上线下进行深度

融合。以个体户营业商，购物中心，物流园区，消费者，

传统电商与个体私家车，出租车，顺风车，货车，大巴车

主，急件派送需求者，甚至外卖员为主要服务对象，利用

城市内现有的社会车辆和空置的后备箱，司机以此空余时

间顺路兼职配送，以合理的价格，向有物品快递配送需求

的人提供特快专递跑腿运输服务搭建一个系统化、信息化

、专业化、标准化、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帮助物流行业提

高其整体服务质量与效率，同时降低运输成本提升核心竞

争力，保证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安全、快捷、高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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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

学院

S202014042

004X
老有所依 创业训练项目 否 郑杨 174318

党昊杰

/172613

高曼/174777

徐显鹏

/172627

杨梦桢

/172968

吴航行 讲师 103

我们的产品是以智能手环为核心，对老人的身体状况以及

出行定位等进行监测，并在社区或在家内进行一系列饮食

、活动、健康、心理等服务的一个智能平台。该平台联合

了当地医疗场所、旅行社团、餐厅饭堂、陪护机构等，针

对老年人提供最舒适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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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

学院

S202014042

005X
爱＋ 创业训练项目 否 李思思 1805090112

张新宇

/1805090113

闫星星

/1805090117

刘淑颖 教授 103

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在中国，老年服

务行业并未得到更为广泛的开发，老年服务业正处于起步

阶段，相应的老年服务和配套项目无法同步，行业管理及

服务并未达到标准化和规范化，老龄服务质量低下。据我

们调查，绝大多数市民对现有老龄市场上服务不满。在这

种背景下，爱＋将整合现有资源，走差异化路线，提供全

面高质量的的老年服务，建立全面独特的营销网络，为中

老年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的完美服务，打造一个综合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