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仁学院2022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评审结果公示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拟立项级别

1 大学生参与留守儿童培养，助力乡村教育发展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敖艳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2 锰渣制备耐火陶瓷材料的实验设计与烧结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何忙忙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3 双层中空结构PPy材料的合成及在水合肼分解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黄仙丹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4 邻甲酚对斑马鱼成鱼的急性毒性效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江倩倩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5 基于深度学习的病虫害识别系统（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旷丞吉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6 减税降费对铜仁市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黎珊珊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7 N型金刚石半导体高压制备及店运输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露兰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8 不同苦荞主食多酚生物可及性与抗氧化活性的比较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琼敏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9 基于MAP技术下对铜仁市农村公路养护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馨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10
长顺绿壳蛋鸡群体中EAV-HP在SLCO1B3基因５′-非编码区插入整合频率和类型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廖恩俊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11 盲文版射频电容式输液提醒器 创新训练项目 龙春焰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12 乡村振兴背景下松桃苗族传统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龙仁江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13 基于汽车差速器的单边拉紧防滑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卢娇娇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14
长期不同施肥对柑橘园土壤细菌群

落结构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罗有亮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15 碳纳米管/铜基复合粉体的电沉积制备与分散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莫臣菊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16 一款基于构音障碍人群汉语拼音分解点读笔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穆洁玉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17 外生菌根对梵净山冷杉幼树的贡献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潘忠杰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18 碳量子点缓蚀剂的水热法制备及其在铝-空气电池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商婷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19 贵州辣椒土壤连作障碍微生物作用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王谢丰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20 盲人全自动炒菜机 创新训练项目 王兴美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21 珍稀濒危植物梵净山冷杉球果和种子性状研究 创新创业训练 吴礼佳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22 绿宝石茶叶公司创业计划 创业训练项目 杨海燕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23 赤眼鳟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杨丽敏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24 铁基MOF混合基质膜-过硫酸盐体系的构建及光催化降解微污染物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桂英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25
TA·说 

解忧杂货铺
创新训练项目 张佳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26 黔东红色文化涵养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的价值与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颜美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27 脱贫攻坚精神：黔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鲜活的载体 创新训练项目 邓倩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28 廉政文化视域下黔东地区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创新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唐思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29 探究贵州省德江县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路径–以德江县稳坪镇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高婷婷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30 大数据时代三都水书文化保护传承路径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韦家云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31 疫情防控背景下增强大学生制度自信的路径探析 创新训练项目 马德洋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32 红色资源助推铜仁旅游业发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姜水琴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33 丹寨苗族蜡染传承与现代化发展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钱航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34 中国版乐高——榫卯结构的儿童积木益智玩具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杨波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35 黔东本土音乐融入高校民族民间音乐课程的试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昌麒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36 崔岫闻艺术作品中的审美意象阐释 创新创业项目 刘芬芳 推荐国家级立项申报

37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背景下学生劳动托教中心项目的建设实施 创业实践项目 安林义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38 基于乡村振兴农村资源分配合理性及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光宇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39 新型铁电存储器的单元结构及其制备方法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敏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40 重大突发事件对贵州省经济发展的影响探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戴祥卫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41 贵州省泥炭藓资源调查与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冯朝军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42 “绿净”——基于安卓下的环保知识学习APP 创新训练项目 高忠芝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43 酸枣组培关键技术的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郭玉枝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44 衔接式笔帽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何登秀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45 亲亲宝贝阅读手作馆 创新训练项目 何家欣宜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46 无线供能传感网络的资源分配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黄明娟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47 木黄红色文化创意产品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黄宇轩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48 纳米光纤中基于电磁感应透明机制的光存储及读取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黎鹏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49 丛枝菌根形成对渗透胁迫下番茄生物钟周期和振幅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李康荣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50 低品位锰矿永磁磁选富集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龙升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51 乡村振兴背景下提升贵州农产品电商直播中消费信任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清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52
叶用枸杞多糖对山区大口黑鲈生长性能、血液生理生化指标与肌肉营养成分影响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志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53 油茶成花转变过程叶和果中内源激素及矿质营养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廖婷婷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54 不同保鲜膜对百香果采后保鲜效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刘洪兵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55 土木工程施工进度智能管理 创业训练项目 龙再飞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56 盲人蔬菜识别器 创新训练项目 罗燕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57 公路对碧江国家湿地公园两栖爬行动物的影响及保护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蒙邦宏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58 基于原供排水管网下 创新训练项目 聂仕唤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59 饲料中不同糖脂比对黄颡鱼的生长性能以及生理指标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潘娟敏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60 “铜星绘本馆”APP 创业训练项目 彭芳芳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61 环保项目创业计划书 创业训练项目 彭小兰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62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贵州实践——以铜仁万山汞矿为例的调查与思考 创新训练项目 冉晓晓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63 紫苏提取液涂膜处理对奈李采后保鲜效果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舒清龙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64 会计专业大学生职业道德观对择业倾向影响的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宋园园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65 粗须白甲鱼人工繁殖技术及胚胎发育初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谭庆东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66 关于双氨基酸多功效护发素的制备工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田小康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67 “新星”向“融”—助力西部地区融合教育发展公益组织 创业训练项目 汪艳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68 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木偶戏保护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王恒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69 酶法改性刺梨渣膳食纤维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王开俊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70 不同光照周期对加州鲈鱼幼鱼摄食和生长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王梅余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71 基于Apriori算法旅游景点推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王茸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72 “摹梵山圣土，弘世遗文化”之梵净山文创笔外观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王学英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73 多功能灭火喷雾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吴绍魁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74 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少数民族风情村寨建设的研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徐春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75 低糖地参果脯的微波渗糖工艺 创新训练项目 徐钱艳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76 黔北独竹漂的传承与创新价值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江雪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77 一站式营养餐 创业实践项目 杨小雪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78 富氮多孔芳香骨架材料的合成及在Knoevenage1反应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杨艳霞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79 基于土壤培肥的油茶果壳生物质炭的制备及培肥效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枣童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80 盘扣式脚手架的搭接 创新训练项目 袁森林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81 基于矢量光场的金刚石光学非线性机理调控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江边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82 基于元宇宙技术下道真灰豆腐果营销与推广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敬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83 基于响应面法和模糊数学法优化茶香型牛肉干工艺及品质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张叶雪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84 石阡苔茶“沉浸式”销售 创新训练项目 周远航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85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产品”旺季销售探究---以铜仁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朱博宇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86 高校-常来用—自家厨房 创业训练项目 杨艳霞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87 校园文化视角下铸牢黔东地区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梁宇彤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88 十八大以来红色电影在厚植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的价值与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永来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89 “双减”背景下初中课堂“提质增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瞿倩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90 建团百年背景下提升“00”后青年群体担当意识的培育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敏琪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91 和谐视角下动物的社会价值及反虐待动物法的可行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丽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92 牂牁江国际滑翔基地助力六盘水对外开放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罗才红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93 乡村振兴战略下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提质增效路径研究-以铜仁学院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龙玲佳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94 少数民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路径研究—以黔东南苗歌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吴寿琴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95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方漆器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金芳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96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经验获得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蒙富英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97 国家级非遗项目“三都水族马尾绣”的传承路径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司马慧媛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98 “双减”政策下中学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周维平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99 新冠疫情常态化增强大学生民族凝聚力的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宋准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100 推动黔东地区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王涛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101 乡村振兴背景下黔东革命老区红色基因传承的实施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郑青华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102 安顺屯堡文化助力乡村旅游的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代小丁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103 垃圾分类科普知识信息可视化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何绍洁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104 对铜仁市民族中学音乐社团音乐活动开展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文付邓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105 古韵新声 创新训练项目 刘容丽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106 乡村振兴背景下黔东革命歌曲价值与传播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凤琼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107 铜仁学院艺术学院器乐合奏研究发展方向 创新训练项目 陈嘉宝 推荐省级立项申报

108 贵州思南花烛技艺变迁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安丽芬 校级

109 农村电商推动乡村经济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安南 校级

110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中医药智能推荐App——“睿大夫” 创新训练项目 安伟 校级

111 稻蛙生态综合种养模式不同密度对黑斑蛙生长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蔡蝶 校级

112 紫薯玫瑰风味曲奇饼干的工艺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曹丽萍 校级

113 一款智能型聋哑人唇语转换器 创新训练项目 曹诗迅 校级

114 三嗪环纳米笼的制备及在甲酸产氢与氢转移反应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岑兴梅 校级

115 疫情（封校）期间大学生日常生活研究——以贵州9所大学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曾伟豪 校级

116 粗须白甲鱼精子特性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浩 校级

117 嘌呤核苷磷酸化酶动力学模型建立及抑制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慧 校级

118 湿热处理温度对天麻淀粉理化性质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可 校级

119 钾长石含量和烧结温度对锰渣质玻璃光学性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陈相 校级

120 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陈正辉 校级

121 贵州省野生大型真菌资源调查 创新创业训练 党宗榕 校级

122 焙烤型天麻薯片的加工工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邓飞 校级

123 神经网络上奇异态的数值模拟与实验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邓雅琦 校级

124 不同产地板栗营养品质级生物活性成分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杜雪梅 校级

125 梵净山三尖杉的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冯敏 校级

126 大数据背景下学习资源的整合——以铜仁学院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冯鑫 校级

127 基于主成分、聚类分析的6种李果实的营养品质及抗氧化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付利娜 校级



128 基于互联网下弘扬文化的传承——非物质文化产品交互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高前浪 校级

129 藤茶酥的研制及产品营销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龚林艳 校级

130 信息消消 创业训练项目 龚珊珊 校级

131 不同品种马铃薯鲜湿面条的加工及品质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何江雨 校级

132 乡村振兴视域下黔东苗族四面鼓手工艺保护、传承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侯小燕 校级

133 地果容器苗大规模扩繁技术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胡春油 校级

134 铜仁学院——海绵校园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胡金城 校级

135 富硒商城 创新训练项目 胡虞红 校级

136 黑山羊APP 创业训练项目 花水莲 校级

137 星源生态水源科技公司 创新训练项目 黄兵 校级

138 茶叶种植创业计划书 创新训练项目 黄芳萍 校级

139 空心李根际丛枝菌根真菌群落结构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黄田宇 校级

140 “e”家孝心坊 创新训练项目 黄婷婷 校级

141 畅校游APP 创业训练项目 吉静 校级

142 梵净山地区鲟鱼养殖池塘浮游生物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江游蛟 校级

143 ALV基因在长顺绿壳蛋鸡中TYR基因第四内含子中的插入整合的频率和类型 创新训练项目 蒋光海 校级

144 个人账务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蒋雅怡 校级

145 基于肖顿-鲍曼缩合法合成N-椰油酰基丙氨酸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赖金梅 校级

146 刺梨天麻脆片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李昌仁 校级

147 千为课后服务机构 创新训练项目 李芳 校级

148 不同天麻粉添加量对竹荪挂面品质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李杰 校级

149 氮掺杂金刚石的光学非线性及载流子动力学调控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浪 校级



150 梵净山山区粗须白甲鱼鱼苗池塘仿生态养殖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涛 校级

151 茶颜庄园 创新训练项目 李雨薇 校级

152 芹菜水提物浸膏制备及对体外黄嘌呤氧化酶活性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梁光文 校级

153 网络数据爬取与分析创业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廖波 校级

154 夕阳温馨家园 创业训练项目 廖娟 校级

155 智能测温餐具 创业训练项目 刘心洁 校级

156 板栗浊汁饮料加工工艺研究及其稳定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刘燕 校级

157 支教一分，花开一片 创业训练项目 刘珍诚 校级

158 濒危植物梵净山冷杉种群结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龙朝君 校级

159 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花鼓舞的传承与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龙诗蓉 校级

160 学分“宝”-助力学分认定 创新训练项目 陆朝师 校级

161 学校宿舍供水不稳问题 创新训练项目 罗仁广 校级

162 红酸汤饮料的研制及抗氧化品质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罗盛 校级

163 易学--大学生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罗长江 校级

164 道路清洗养护 创新训练项目 罗政政 校级

165 手工DIY专营店创业 创业训练项目 骆旭玲 校级

166 特殊人群艺术品平台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马秋 校级

167 我的地盘我做主——探索以梵净文化为背景的“文旅+剧本杀”运营新模式 创新训练项目 蒙勇 校级

168 茶叶兴农 创新训练项目 聂出尘 校级

169 刺梨果丹皮的工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潘家琼 校级

170 水利工程水利生态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潘名开 校级

171 基于疫情背景下大学生“精神贫困”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铜仁学院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彭秋蓉 校级



172 丛枝菌根真菌对油茶接种效应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彭益圆 校级

173 走进非物质文化——德江傩戏 创业训练项目 冉娅兰 校级

174 环保型光催化剂锐钛矿光催化氧化物理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饶贵艳 校级

175 不同树形对油茶产量和茶果经济性状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饶雪 校级

176 春季施肥氮磷钾对普通油茶花芽分化及茶果经济性状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申东 校级

177 不同养殖密度对中华米虾生长和存活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石杰祥 校级

178 知心咖啡店 创新训练项目 粟泽扬 校级

179 安全帽改良 创新训练项目 孙洋 校级

180 天麻肉丸加工工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孙渝 校级

181 智慧废品回收 创新训练项目 谭加欣 校级

182 滤饵多肽配方饲料对梵净山区2种土著鱼的养殖效果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唐小敏 校级

183 电动小马车 创新训练项目 腾素 校级

184 大学夏饮美食 创业训练项目 田果 校级

185 富氮多孔芳香骨架材料的合成及在氨硼烷产氢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田美丽 校级

186 沙子空心李果干贮藏关键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田琴 校级

187 校园一站通 创新训练项目 田琴 校级

188 宜家微泉 创新训练项目 田伟 校级

189 基于云存储的文件收集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田小芬 校级

190 推崇乡村民宿，实现乡村振兴 创新训练项目 王登艳 校级

191 振农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王欢乐 校级

192 连接万物-智能公交车站 创新训练项目 王慧琴 校级

193 量子真空能的理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王佳凤 校级



194 共享菜园：云养系统智慧赋能乡村振兴 创新训练项目 王江 校级

195 认知无线供能通信网络的吞吐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王江茂 校级

196 贵州红学研究辞典 创新训练项目 王江萍 校级

197 工地钢筋计数APP 创新训练项目 王孝龙 校级

198 铜仁区域“夏秋茶”中降尿酸活性成分研究与开发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王玉凤 校级

199 不同饲养模式下长顺绿壳蛋鸡品质的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王云燕 校级

200 黑板擦创新与改进 创新训练项目 文明者 校级

201 太平河国家湿地公园底栖动物多样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吴佳伟 校级

202 不难“瘦”减脂餐餐厅 创业训练项目 吴奇霖 校级

203 梦启航服务机构 创业训练项目 吴倩 校级

204 “心礼有你”礼品连锁店 创业训练项目 吴庆益 校级

205 冬季保温覆盖对柑橘园土壤细菌群落结构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夏蓓 校级

206 微积分在几何与物理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向骏金龙 校级

207 云棚蔬菜 创新训练项目 向兴隆 校级

208 模拟小学传统文化课堂 创新训练项目 肖彩 校级

209 音乐休闲书吧 创新训练项目 肖朝艳 校级

210 菜到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肖龙 校级

211 吸尘电子黑板擦 创新训练项目 谢加香 校级

212 太平河闵孝河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鱼类栖息地环境质量分析与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熊宏伟 校级

213 皱皮百香果酒澄清工艺研究及理化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徐洪磊 校级

214 大地环保公司 创新训练项目 颜永林 校级

215 校徽月饼烘烤工艺优化及市场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杨德馨 校级



216 基于深度学习的司法智能研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杨皓诚 校级

217 马铃薯全粉对自发馒头理化性质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杨洪 校级

218 智慧社区APP 创新训练项目 杨佳莉 校级

219 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珍稀濒危植物的生存状况及保护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景 校级

220 互联网+民族服饰 创业训练项目 杨乐杰 校级

221 乡村振兴背景下黔东地区乡愁馆价值重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柳城 校级

222 视觉障碍儿童早期教育3D立体仿真认知卡 创新训练项目 杨茂双 校级

223 “馆校融合”理念下黔东红色博物馆建设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爽 校级

224 红色有声读物移动书亭 创新训练项目 杨婷婷 校级

225 尚雅游戏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杨潇力 校级

226 油茶林生态栽培与氮磷钾施肥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秀梅 校级

227 油茶林生态栽培与氮磷钾施肥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秀梅 校级

228 蚯蚓养殖助力乡村振兴 创业训练项目 杨元红 校级

229 普通油茶春季疏叶疏果库源调控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召丽 校级

230 贵州苗族文化数字化保护的现状和对策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杨照 校级

231 二次元梦幻奶茶店 创新训练项目 杨正芯 校级

232 1V1爱心追踪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姚敦鹏 校级

233 寻雷锋足迹·技术下乡惠民服务 创新训练项目 姚涛 校级

234 汽车空调水回收利用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喻倩 校级

235 柒分轻食减肥餐厅 创业实践项目 袁艳 校级

236 百香果皮糖家工工艺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张爱珍，肖红琴 校级

237 鞋美同行洗鞋店 创业实践项目 张进成 校级



238 食里春风 创业训练科目 张平 校级

239 琪琪数码校园服务中心 创业实践项目 张瑞琪 校级

240 文化自信背景下的黔东红色文化教育传承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思娅 校级

241
“布”一样的存
在——贵州苗族
蜡染非遗文化

创新训练项目 张婷 校级

242 绿色无线供能通信网络的性能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稳 校级

243 稻蛙生态综合种养模式下不同蝌蚪放养密度对稻田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张秀英 校级

244 共工水体治理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张旭 校级

245 软枣猕猴桃组培关键技术的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张媛慧 校级

246 普通油茶春梢生长生物学特性与产量关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赵豪文 校级

247 铜仁学院灌溉系统创新工程 创新训练项目 郑权团 校级

248 贵州地区农村生物质废弃物微波热解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周旭 校级

249 刺梨渣膳食纤维馒头开发及消化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周溢 校级

250 校园风光互补智慧路灯 创新训练项目 朱胤 校级

251 UV-C结合茶多酚涂膜处理对江口黄桃活性氧代谢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朱永红 校级

252 拾荒故青衿 创业实践项目 邹小芳 校级

253 红色文化融入苗族银饰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丽 校级

25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田晓玲 校级

255 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文化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苟泽 校级

256 黔东南苗族非遗文化进校园的数字化发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潘昌成 校级

257 “红二、六军团”旧址革命精神融入地方区域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创新训练项目 胡勇 校级



258 乡村振兴视域下黔东南乡村旅游建设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郑桂婷 校级

259 松桃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江桃萍 校级

260 贵州红色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彭园媛 校级

261 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化的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白雪 校级

262 乡村振兴背景下黔东苗族服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研究—以台江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张彩云 校级

263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背景下红色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路径——基

于黔东红色基地的搭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刘坤 校级

264 乡村振兴视域下黔东南州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建设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郑桂婷 校级

265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路径探析 创新训练项目 杨慧 校级

266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以铜仁市和平乡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陈赵 校级

267 乡村振兴战略下大方县九洞天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价值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黄雨歇 校级

268 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培育路径 创新训练项目 叶拉拉 校级

269 农村空心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田盼 校级

270 屯堡文化的价值及传承发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罗微 校级

271 乡村振兴背景下剑河县美丽乡村建设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万再芳 校级

272 精准扶贫成果巩固的长效机制研究——以榕江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潘宏花 校级

273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以铜仁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龙世玉 校级

274 土家族传统摆手舞的传承路径研究——以沿河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侯紫娟 校级

275 新冠疫情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创新的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乐 校级

276 苗族花鼓舞推动松桃县乡村文化振兴高质量发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宇 校级

27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胡莲 校级

278 红色文化融入少数民族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路径 创新训练项目 向余华 校级



279 新时代文旅融合背景下湄潭县茶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探析 创新训练项目 张佳玉 校级

280 新时代大学生在志愿服务中社会责任感的培育研究——以务川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张海容 校级

281 家长陪读：家庭教育与养育责任的实践路径 创新训练项目 张冬梅 校级

282 贵州省“校农结合”助推乡村振兴开新局的实现路径 创新训练项目 陈颖 校级

283 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黎娜 校级

284 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现状与对策研究-以黔东南雷山县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任小美 校级

285 地域民俗礼仪对旅游业融合发展实践路径研究—以贵州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马勋永 校级

286 乡村振兴背景下戏剧类非遗传承保护研究—以思南花灯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付春琴 校级

287 地域红色文化资源引入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有效路径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文雯 校级

288 红色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政治素养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思怡 校级

289 铜仁地区旅游文化开发及对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田芳 校级

290 黔东红色文化视角下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艳琪 校级

291 黔宝—贵州九市州城市文化IP形象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杨美松 校级

292 岁月峥嵘，不忘初心——枫香溪会址历史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宋丽娟 校级

293 井冈山旅游特色及其红色文化背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薪屹 校级

294 现代社会下音乐对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可欣 校级

295 追寻红色足迹——万山朱砂古镇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石艳竹 校级

296 铜仁松桃苗绣视觉形象设计图案创新及衍生文创产品 创新训练项目 刘皕 校级

297 现代中小学学生音乐素养的培养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简廷慧 校级

298 “互联网十”红色音乐文化的探索与传播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郭吕 校级

299 当代民族器乐发展道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刘鑫 校级

300 培养合作，启迪智慧—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培养儿童合作学习的融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董忆苇 校级



301 潮玩新风尚-人物IP形象设计与研发(手办) ——以铜仁市各族人民为创意原型 创新训练项目 田宏涛 校级

302 “互联网+”时代下葡萄产品营销策略研究——以王老兵葡萄园为例 创业训练项目 王海林 校级

303 大学生音乐网 创新训练项目 张博 校级

304 羊毛毡设计与研发创新—以铜仁民族文化元素为灵感 创新训练项目 邹琴红 校级

305 "艺术童伴"—探索留守儿童美育陪伴 创新创业项目 徐建威 校级

306 铜仁学院文创产品设计制作及销售 创业训练项目 张渝黔 校级

307 铜仁地区动画题材的开发与应用 创新创业项目 张誉 校级

308 创伤性理论视域下《甄嬛传》中女性的创伤与反抗 创新创业项目 何克红 校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