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铜仁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汇总表（国家级）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
人

指导教师

姓名 姓名 职称

1 202010665029 “玉言皂心”茶油洗护用品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王浪 王霞，李宗宝 教授，教授

2 202010665028 “云上古镇”系列短视频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杨英 黎帅 副教授

3 202010665027 茶酒牛干巴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马旋 李丽 讲师(高校)

4 202010665019 蚩尤文化趣味文创产品 创新训练项目 杨涵晨 滕明勇 副教授

5 202010665017
大数据时代地方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芳 董丽 副教授

6 202010665015 地果种苗大规模育繁技术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黎旭琳 谭廷鸿，刘敏 副教授，副教授

7 202010665014 电子手环配套使用的多功能书包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曹星月 田印红 教授

8 202010665033 番茄PSY1蛋白质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陆龙波 吴震洋 教授

9 202010665032
梵净山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山豆根组培异

地保护关键技术的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黄方 郑燕飞，高健强 实验师，教授

10 202010665031 梵净山野生黑蕊猕猴桃组培关键技术的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任倩 高健强，郑燕飞 教授，实验师

11 202010665030
非洲猪瘟疫对贵州生猪养殖户养殖行为影响

评价及应对策略
创新训练项目 安光红 田文勇，姚琦馥 教授，副教授



12 202010665026 贵州红色文化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露 杨峻岭，刘剑
副教授，讲师(高

校)

13 202010665025 贵州山区高位池高产高效养殖技术集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刘兴悦 梁正其 副教授

14 202010665024
贵州省非遗文化——万山鼟锣文化的继承与

发展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刘蓺菊 高应达 教授

15 202010665021 贵州省山地特色油茶产业发展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先亮 杨建 教授

16 202010665020 贵州松桃寨英古镇史料的整理与旅游扶贫 创新训练项目 杨琴 张士伟，张丽娅
副教授，讲师(高

校)

17 202010665035 灰豆腐果复水工艺及风味成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高荣美 李刚凤 教授

18 202010665034
基于VR+AI技术的视力障碍人士智能手环设计

构思
创新训练项目 刘颖 宋安宁，陆艳

讲师(高校)，副教
授

19 202010665013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分析铜仁地区苗药优势品

种及其加工模式
创新训练项目 潘洪池 余靖宏 副教授

20 202010665011X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黔东北区域农特产品移动

交易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郭瑜瑶 饶华宏 副教授

21 202010665018
抗疫背景下提升大学生线上思政课满意度的

路径分析——以铜仁学院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刘飘 刘坤新，赵艳玲 副教授，教授

22 202010665022S 苗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服装设计 创业实践项目 吴英瑞 邹莹虹 助教(高校)

23 202010665023 黔东少数民族民俗民间文化儿童绘本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何庆康 田隽 副教授

24 20201066501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视阈下大学生心态文明

培育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飞 董丽 副教授

25 202010665012 神仙叶酸奶发酵关键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丽娟 舒亚非 讲师(高校)



26 202010665010
水肥一体化对贵州典型山地辣椒产量及品质

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容 余高 讲师(高校)

27 202010665009
铜仁市国家级非遗项目历史资料的搜集与整

理
创新训练项目 蒋嘉贻 张士伟，张丽娅

副教授，讲师(高
校)

28 202010665008
铜仁市少数民族原生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融

合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冯丹藜 汪爱平 副教授

29 202010665007
脱贫攻坚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的改造对乡村

旅游建设的促进 —以铜仁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田波 孙凤娟 副教授

30 202010665005
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保

护与发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何炜 刘剑 讲师(高校)

31 20201066500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土地闲置问题调查研究

——以印江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龙书爱 陈伟华 副教授

32 202010665002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传统
文化创意产业开发研究-以贵州省铜仁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张黔 刘剑，张思华
讲师(高校)，副教

授

33 202010665004 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员信仰教育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崔芳 董丽 副教授

34 202010665006
在大数据背景下铜仁民族饮食文化助力攻坚

脱贫
创新训练项目 周永兴 李克强，刘铮 副教授，副教授

35 202010665001 足量施肥对油茶大小年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刘明艳 胡玉玲 副教授

2020年铜仁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汇总表（省级）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
责人

指导教师

姓名 姓名 职称

1
S20201066500

1
“和绘”微信公众号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胡文艺 孙凤娟 副教授



2
S20201066500

2
“心连心”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构 创新训练项目 兰宗秀 皮坤乾，刘铮 教授，副教授

3
S20201066500

3
不同保鲜处理对刺葡萄贮藏效果的 创新训练项目 陈雪英 谭沙，朱仁威 副教授，实验师

4
S20201066500

4
不同地区稻虾生态种养模式下小龙虾品质对

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高胡君 梁正其 副教授

5
S20201066500

5
大数据背景下风景区生态旅游评价模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冯玉珊 毛志 教授

6
S20201066500

6
地果创意盆栽设计、培育及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肖洋 谭廷鸿，杨红 副教授，教授

7
S20201066500

7
地果果实形态发育及成熟过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文秀 杨红，谭廷鸿 教授，副教授

8
S20201066500

8
电解锰渣中钙质的转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喻雪冰 杨晓红 副教授

9
S20201066500

9
防疫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冉鹤 汪爱平，陈海燕

副教授，讲师(高
校)

10
S20201066501

0
非师范专业新入职体育教师培训研究——以

铜仁地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易银山 刘洪涛，宁丽娟 教授，副教授

11
S20201066501

1
高校“青年大学习”的路径及实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芸 麻友世 教授

12
S20201066501

2
贵州民间手工技艺传承与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黄迁维 滕明勇 副教授

13
S20201066501

3
黑水虻幼虫对餐厨垃圾消化能力研究及其对

鱼类饲料指数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毛雪 梁正其 副教授

14
S20201066501

4
后疫情时代红色文化对地方本科院校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以铜仁学院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何川 邵启富，刘铮 副教授，副教授

15
S20201066501

5
互联网+视阈下黔东红色文化传播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王容 陈伟华 副教授



16
S20201066501

6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就业提升能力培

养方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发仪 赵丽芬，唐静

讲师(高校)，讲师
(高校)

17
S20201066501

7
花椒根区土壤降酸对花椒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覃朝关 侯建伟 副教授

18
S20201066501

8
花椒园鼠茅草关键种植技术与生物控草效果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严斯意 侯建伟 副教授

19
S20201066501

9
基于不同品种鸡蛋蛋品质营养成分对比的多

元统计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唐靖利 陆雨芳 讲师(高校)

20
S20201066502

0
基于灰关联分析的贵州旅游业发展评价的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谢珍妮 毛志，王娟 教授，副教授

21
S20201066502

1
基于物联网高校节能监控系统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陈玉参 罗开武 副教授

22
S20201066502

2
空心李果脯的加工及营养品质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潘华虹 李刚凤，张绍阳 教授，副教授

23
S20201066502

3
矿渣运输道路两侧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

与风险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吴涵茜 陈芬 副教授

24
S20201066502

4
凉粉草在铜仁地区引种栽培适应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鹏 余高 讲师(高校)

25
S20201066502

5
锰渣—黏土多孔砖烧结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青杰 宋谋胜 教授

26
S20201066502

6
苗族手工艺探究与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康佳杰 邹莹虹 助教(高校)

27
S20201066502

7
秒送 创新训练项目 胡锐 赵丽芬，唐静

讲师(高校)，讲师
(高校)

28
S20201066502

8
模块化教学提升专业知识能力的实效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林杰 肖璐 教授

29
S20201066502

9
农村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以铜仁地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刘春梅 张竞水 副教授



30
S20201066503

0
黔东地区留守儿童关爱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彭清云 田隽 副教授

31
S20201066503

1
黔东红色文化自媒体传播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祥锐 汪爱平，刘铮 副教授，副教授

32
S20201066503

2
黔东作家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赵钲铖 李胜勇 副教授

33
S20201066503

3
去屑止痒防脱发氨基酸洗发水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陈世能 吴运东 副教授

34
S20201066503

4
热固性酚醛树脂溶剂热固化行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奎 昙艳，李海 副教授，副教授

35
S20201066503

5
热塑酚醛基炭凝胶的制备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唐蕊 李海 副教授

36
S20201066503

6
塞尚的艺术创作思想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吴世敏 孙凤娟 副教授

37
S20201066503

7
缫丝花的育苗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梁敏 杨忠华 讲师(高校)

38
S20201066503

8
生命教育融入生态文明教育路径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倩 汪爱平，陈海燕

副教授，讲师(高
校)

39
S20201066503

9
视觉文化背景下美术对儿童身心发展的作用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朱波 孙凤娟 副教授

40
S20201066504

0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培养大学生应对突发事

件能力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青青 张竞水 副教授

41
S20201066504

1
铜仁市教育扶贫现状与对策 创新训练项目 罗艺丹 孙凤娟 副教授

42
S20201066504

2
铜仁市羊毛毡旅游产品系列制作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夏冰莹 张少涛，龙雪 副教授，无

43
S20201066504

3
铜仁学院“考研班”成功经验质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王琦 孙凤娟 副教授



44
S20201066504

4
文旅融合背景下民间手工艺的保护与开发--

以松桃苗族传统织布手工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石丽凤 庄鸿文 教授

45
S20201066504

5
乌江中华倒刺鲃仔稚鱼肾脏发育的组织学观

察
创新训练项目 张同平 李忠利 副教授

46
S20201066504

6
西部高校本科毕业生创业观察与反思 创新训练项目 向诺金 汪爱平，陈海燕

副教授，讲师(高
校)

47
S20201066504

7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返乡创业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泽冀 张竞水 副教授

48
S20201066504

8
乡村振兴背景下镇远县金堡镇米酒的推广与

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李小艳 潘学平 讲师(高校)

49
S20201066504

9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黔东地区农村教育现代

化现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吴晨蓉 张竞水 副教授

50
S20201066505

0
校园仪式活动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及路径研究——以铜仁学院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聂静 刘坤新 副教授

51
S20201066505

1
校园智能小帮手APP设计与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禹建波 倪黎，谭文斌 讲师，讲师

52
S20201066505

2
新冠肺炎疫情对贵州生猪养殖户养殖行为影

响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吴艳芬 田文勇，姚琦馥 教授，副教授

53
S20201066505

3
新媒体背景下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影

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吴敏 张竞水 副教授

54
S20201066505

4
新时代寨英古镇文化研究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杨旭 石征宇，印有家 副教授，副教授

55
S20201066505

5
一款带有虚拟投屏功能的聋人感应手环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左敏敏 彭霓 讲师

56
S20201066505

6
一体盘式蚊香盒创意探究与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顾洋 龙雪，张少涛 无，副教授

57
S20201066505

7
易地扶贫搬迁家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调查及

其实现路径研究——以铜仁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冯磊 杨建 教授



58
S20201066505

8
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取得成功原因
研究—————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罗红燕 刘铮 副教授

59
S20201066505

9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大学生志愿行为的特征

与优化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锦源 汪爱平，陈海燕

副教授，讲师(高
校)

60
S20201066506

0S
AQ风起轮滑 创业实践项目 付有为 吴海龙 副教授

61
S20201066506

1X
“流动”书屋 创业训练项目 杨婷 段俊阳 副教授

62
S20201066506

2X
“展铜院文创、习大山品格”——校园文创

产品
创业训练项目 熊倩倩 王娟 副教授

63
S20201066506

3X
高校免费复印项目实践计划 创业训练项目 龙运泽 汪爱平，唐雄 副教授，副教授

64
S20201066506

4X
鸿途秘书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向秦松 冉显礼 讲师(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