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仁学院2022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评审结果公示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级别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评审结果

1 202010665001 国家级 足量施肥对油茶大小年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刘明艳 结题

2 20195200494 国家级 不同养殖密度对乌江中华倒刺鲃仔鱼摄食、生长和存活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胡兰 结题

3 20195200495 国家级 油茶幼胚再生体系优化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吴绍鑫 结题

4 202010665010 国家级 水肥一体化对贵州山地辣椒产量及品质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容 结题

5 202010665028 国家级 “云上古镇”系列短视频制作 创新训练项目 杨英 结题

6 202010665024 国家级 贵州省非遗文化——万山鼟(tēng)锣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刘蓺菊 结题

7 202010665020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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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

8 20195200521 国家级 新物种特色小菜-梁蒿 创业实践项目 罗雪红 结题

9 202010665009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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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

10 202010665030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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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

11 202010665026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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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

12 202110665003X 国家级 不同酿酒酵母发酵百香果果酒的品质变化分析 创业训练项目 龚文玲 结题

13 202110665020 国家级 天麻刺梨复合饮料配方优化及抗氧化品质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赵云 结题

14 202110665011 国家级 壳聚糖-纳他霉素保鲜纸对沙子空心李采后保鲜效果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罗麟洁 结题

15 202110665012X 国家级 苦瓜面条加工关键技术及体外淀粉消化性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杨龙瑞 结题

16 202110665025 国家级 银饰*匠人小镇发展模式调研与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顾晓群 结题



17 202110665001 国家级
百年党史背景下新时代大学生“红色基因”的培育与传承途径研究
——以铜仁市各高等院校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刘坤 结题

18 202110665016 国家级 情感视角下铸牢黔东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邓倩 结题

19 202110665009 国家级 纪念仪式：提升黔东少数民族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创新训练项目 邹游 结题

20 202110665014 国家级 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创新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刘飘 结题

21 202110665024 国家级 一款集防雨防晒加热一体的多功能轮椅的外观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彭正梅 结题

22 202010665014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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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

23 202010665034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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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

24 S202010665023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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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

25 202110665006 国家级 基于黄平泥哨艺术特征的创意产品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黄加洪 结题

26 202110665008 国家级 基于量子材料光学双稳的全光逻辑门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罗湘涛 结题

27 202110665007S 国家级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图像风格迁移技术实现与应用 创业实践项目 黄光辉 结题

28 202110665018 国家级 石灰石添加对锰渣—赤泥—粉煤灰质烧结砖性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田如稳 结题

29 S202110665011 省级 复苏植物牛耳草石漠化生境中生长繁殖规律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毛宁薇 结题

30 S202110665014 省级 贵州白山羊FHL3基因分子特征及其对生长性状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驰 结题

31 S202110665015 省级 贵州白山羊PRDM16基因多态性及对生长性状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黄琴 结题

32 S202110665016 省级 贵州山区稻田生态养蛙关键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龙娆 结题

33 S202110665017 省级 贵州山区棘胸蛙仿生态养殖和苗种培育的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沁瑾 结题



34 S202110665022 省级 花椒根区增施水稻秸秆生物质炭对其土壤肥力关键酶活性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马容 结题

35 S202110665023 省级 花椒根区增施水稻秸秆生物质炭对其土壤综合肥力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吴朝都 结题

36 S202110665043 省级 山区—雨生红球藻积累虾青素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韦家双 结题

37 S202110665062 省级 野外蘑菇移动便携式烘干装置设计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吴瑶 结题

38 S202110665064 省级 叶用枸杞饲料添加剂的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李进 结题

39 S202110665066 省级 油茶秋冬季施肥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万春 结题

40 20195201639 省级 厨余垃圾无害化处理技术及微生物有机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罗倩 结题

41 20195206915 省级 石阡河国家级水产资源保护区浮游生物多样性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创新训练项目 游芳海 结题

42 S202110665065 省级 油茶根系丛枝菌根结构染色方法筛选 创新训练项目 包代溱 结题

43 S202110665036 省级 黔东地区红色文化保护利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文雪霜 结题

44 S202110665045 省级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活化运用研究--以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寨英古
镇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代方慧 结题

45 S202010665054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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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

46 20195201727 省级
　思南县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古村寨历史资源与文化旅游有机对接的
乡村振兴路径探析

创业训练项目 喻秋寒　 结题

47 S202110665006 省级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课堂教学创新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卢荟 结题

48 S202110665040 省级 黔东南侗歌的传承保护现状调查研究----以黎平县下俄村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唐庆敏 结题

49 S202110665049 省级 铜仁石阡不同茶叶中茶多酚含量测定及产率对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冯影 结题



50 S202110665009 省级 儿茶素单体体外黄嘌呤氧化酶抑制实验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龙洋 结题

51 202010665003 省级 不同保鲜处理对刺葡萄贮藏效果的 创新训练项目 陈雪英 结题

52 S202110665029 省级 壳聚糖—1-MCP涂膜对百香果贮藏品质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游敏 结题

53 S202110665003X 省级 百香果酸奶工艺优化与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向祝 结题

54 S202110665035X 省级 抹茶冰皮月饼的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李享 结题

55 S202110665069 省级 中华民族文化驱动旅游业发展实效性研究－以黔东南侗族文化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龙世玉 结题

56 S202110665038 省级 黔东红色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思怡 结题

57 S202110665012 省级 改革开放史融入大学生爱国教育价值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王丽霞 结题

58 S202110665028 省级 抗疫精神融入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敏琪 结题

59 S202110665057 省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程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徐嫣 结题

60 S202110665020 省级 红歌与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理想信念培育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永来 结题

61 S202110665052 省级 铜仁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创新训练项目 田晓玲 结题

62 S202110665048 省级 铜仁地区农村电子商务助力乡村振兴 创新训练项目 江桃萍 结题

63 S202110665030 省级 困牛山战斗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罗国双 结题

64 S202110665060 省级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研究 ——以铜仁市德
江县傩文化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高振梁 结题

65 S202110665042 省级
黔东少数民族大学生“问题意识”培养策略研究--以铜仁学院思政
课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颜美 结题



66 S202110665059 省级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土地撂荒问题与决策的研究——以铜仁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田芳 结题

67 S202110665007 省级 德江傩文化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价值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高婷婷 结题

68 S202110665019 省级 贵州乡村治理与新型职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协同推进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马勋永 结题

69 S202110665061 省级 新时代黔东南水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母小念 结题

70 S202110665071 省级 铸牢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韦鸿 结题

71 S202110665039 省级 黔东红色文化融入铜仁学院思政课的实践路径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白雪 结题

72 S202110665041 省级 黔东南雷山县苗族银饰技艺传承及其精神价值开发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丽 结题

73 S202110665027 省级 抗美援朝战斗英雄“龙世昌”的精神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何仁飞 结题

74 S202110665037 省级 黔东红色文化厚植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的创新途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龙伊馨 结题

75 S202010665058 省级 浅析关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罗红燕 结题

76 S202010665040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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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

77 S202010665010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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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

78 S202010665001 省级 “和绘”微信公众号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何克红 结题

79 S202010665036 省级 塞尚的艺术创作思想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蒋天娥 结题

80 S202010665041 省级 铜仁市教育扶贫现状与对策 创新训练项目 罗艺丹 结题

81 S202010665030 省级 黔东地区留守儿童关爱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彭清云 结题

82 S202110665054S 省级 文创纪念品融创设计项目实践 创业实践项目 顾洋 结题

83 S202110665058 省级 现代潮流时尚文化背景下生肖饰品创新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陈明英 结题

84 S202010665012 省级 贵州民间手工技艺传承与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黄迁维 结题



85 S202110665004 省级 传统民间绘画创新表现与应用--以虎年祥事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吴小红 结题

86 S202110665021 省级 红色文化视觉下地方文创产品创新设计 ——以黔东地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李鹭瑶 结题

87 S202010665056 省级 一体盘式蚊香盒创意探究与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顾洋 结题

88 S202010665042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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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

89 S202110665001S 省级 "反毒帮"软件系统v1.0 创业实践项目 邱镇洋 结题

90 S202110665068X 省级 智评优选 创业训练项目 杨欢 结题

91 S202110665067X 省级 悦农 创业训练项目 张晓迪 结题

92 S202110665033X 省级 面向智慧校园的AI学分管理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李亭 结题

93 S202010665021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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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

94 S202110665026 省级 锦江淤泥–赤泥–页岩烧结微孔砖的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进 结题

95 S202110665070 省级 助熔剂对锰渣质微晶玻璃光学性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侯永兰 结题

96 S202110665044 省级 烧结温度与保温时间对锰渣质微晶玻璃光学性能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谭晓磊 结题

97 S202110665008 省级 地方院校大学生抗逆力的影响因素研究--以铜仁学院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戴佳馨 结题

98 S202010665062X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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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