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师创通〔2019〕15 号

关于公布 2019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开题、中期检查及结题结果的通知（第二批）

各二级学院：

根据《关于组织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开题、中期检

查与结题的通知（第二批）》（长师创通〔2019〕11 号）精神，经

各二级学院初审、学校组织专家评审、公示，现将 2019 年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开题、中期检查及结题评审结果予以公布。

2019 年立项项目开题评审意见为“修改”的项目，根据专家

意见修改后于 2 月 21 日前提交纸质稿（一式 1 份），电子稿上传

“实践教学管理系统”。

2018 年立项项目评审意见为“未提交”的项目，项目负责人

要写出严肃的书面说明，指导老师写出补充说明，连同《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期检查书》于 2 月 21 前提交创新创业学

院，逾期未提交相关材料或说明理由不充分的取消立项，指导老

师两年内不得申报或指导任何创新创业类项目。

2017 年立项项目结题评审意见为“暂缓结题”和“结题预警”

长沙师范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的项目，需进一步完善研究成果，随下一批申请结题。在下一批

仍未达到结题要求或未申请结题的取消立项，项目指导老师两年

内不得申报或指导任何创新创业类项目。

附件 1.2019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开题评审汇总表

2.2018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期检查评审汇总表

3.2017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评审汇总表

创新创业学院

2020 年 1 月 6 日



附件 1

2019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开题评审汇总表

项目编号 类别 所属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指导

教师
级别 评审结果 备注

S201913806001 创新训练 学前教育学院
小升初阶段儿童自我认同感的调查研究——

以长沙市芙蓉区马坡岭小学六（二）班为例
杨双达 黄建春 省级 通过

S201913806002 创新训练 学前教育学院
集体舞对 3—6 岁自闭症儿童干预治疗的应用

研究
唐莹莹 陈卉 省级 通过

S201913806003 创新训练 学前教育学院
乡村幼儿教师信息素养现状调查与提升策略

研究——以浏阳地区乡村幼儿园为例
张昭 陈亮 省级 通过

S201913806004 创新训练 学前教育学院
民间传统游戏在幼儿园的应用研究-以湖南省

为例
陈玉 李槐青 省级 通过

S201913806005 创新训练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TensorFlow在图像识别中的应用研究—— 以

非结构化环境下自动行驶的智能小车为例
丁慧玉 马振中 省级 通过

S201913806006 创新训练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基于 WiFi 数据传输的智慧垃圾桶的设计 彭英豪 徐雨明 省级 通过

S201913806007 创新训练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基于交互式的物联网智能花盆设计与实现 胡红亮 张博 省级 通过

S201913806008 创新训练 初等教育学院
仿真交互式课件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应用与

实践
夏嘉阳 王亚敏 省级 通过

S201913806009 创新训练 音乐舞蹈学院
湘西侗寨民族传统“非遗”舞蹈文化传承体系

研究
王筱玥

黄攀、

肖溪格
省级 修改

S201913806010 创新训练 外国语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儿童文学翻译译介与传播调查

研究
王永幸 李若兰 省级 修改



项目编号 类别 所属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指导

教师
级别 评审结果 备注

S201913806011 创新训练 体育科学学院 幼儿园龙狮运动发展研究 王伟明 刘桂平 省级 通过

S201913806012 创新训练 体育科学学院
中华射艺运动促进高校传统文化传承的实践

研究
刘华贵 刘红星 省级 通过

S201913806013 创新训练
美术与设计

学院

绘画治疗在贫困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干预应用

研究
张阳 胡蓉 省级 修改

S201913806014 创新训练
美术与设计

学院
校园文创产品设计与推广研究 曾凡芮 王鑫 省级 通过

S201913806015 创新训练 经济管理学院
基于生态旅游发展的湘西地区精准扶贫及特

色民宿发展路径探索
肖仟仟 张曼 省级 通过

S201913806016 创新训练 经济管理学院
长沙县城区小学生法律意识现状调查与对策

研究
帅诗雅 邹津宁 省级 通过

S201913806017 创新训练 数学科学学院 环卫洒水车最优行走路线设计 刘明艳 龚罗中 省级 修改

S201913806018 创新训练 数学科学学院 面向学龄期儿童数学思维培养的动画设计 向澳 郭啸 省级 通过

S201913806019 创新训练 学前教育学院
我国幼儿园性教育活动实施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浏阳市机关幼儿园为例
胡艺 周香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20 创新训练 学前教育学院
基于专业认同感提升的二级学院公众号栏目

建设策略研究——以教之初湖湘学前为例
唐楚杨 刘雯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21 创新训练 学前教育学院
湖南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幼儿园课程研究——

以麻阳苗族自治县为例
尹梦兰 李婷婷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22 创新训练 学前教育学院 无限翻折书的设计与实现 杨歆瑜 邹积伟 校级 通过



项目编号 类别 所属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指导

教师
级别 评审结果 备注

S201913806023 创新训练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智能太阳能手机充电器的实现与设计 郭俊 夏明霞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24 创新训练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基于 FPGA 的自适应交通信号灯 危东山 刘刚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25 创新训练 初等教育学院 减负背景下课外补习发展趋势调研 刘林 陈欧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26 创新训练 初等教育学院
中小池塘水体富营养化的治理方法研究

-以长沙师范学院荷花池为例
黄一峰 佟玲玲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27 创新训练 初等教育学院 三维地图室内导航实时定位软件开发 李雨田 赵梓希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28 创新训练 初等教育学院
基于校校合作的小学生科普活动推广的

实践研究
石展鹏 李文娟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29 创新训练 音乐舞蹈学院 湖南零陵渔鼓的传承保护与创新研究 龚芹谊 容邵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30 创新训练
美术与设计

学院
婴幼儿产品创意设计与研发 贺欣 王亚杰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31 创新训练
美术与设计

学院

剪纸艺术融入湖湘童谣绘本创作的

实践研究
盘宇 宋婷婷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32 创新训练
美术与设计

学院
茶饮料包装中的色彩效应研究 罗治婕 肖立军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33 创新训练 经济管理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非遗研学旅游资源

整合创新与机制研究
李刚 龙红明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34 创新训练 数学科学学院 纽结理论（Knot Theory）及其应用研究 聂晓婷 于鹏 校级 通过



项目编号 类别 所属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指导

教师
级别 评审结果 备注

S201913806035 创新训练 数学科学学院 概率统计在小投资方面的应用 廖昌洪 彭懿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01X 创业训练 体育科学学院 “奕安”幼儿体育特色课程研发 吴爽 刘珍兰 省级 通过

S201913806002X 创业训练 学前教育学院 儿童之家——社区儿童欢乐谷 余泽敏 黄贵珍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03X 创业训练 学前教育学院 互联网+幼儿游戏与玩教具互动平台 罗美玲 徐丽玲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04X 创业训练 外国语学院 校园微平台大数据外贸扶贫创业 罗家骆 汤涛 校级 通过

S201913806001S 创业实践
美术与设计

学院
淘陶—幼儿陶艺教育整体输出 樊卓静 李小默 省级 通过



附件 2

2018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期检查评审汇总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所属单位
项目

负责人
主持人学号 指导老师 级别

评审

结果
备注

201813806001
基于 k-means 聚类分析的长沙县儿童

心理健康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数学科学学院 肖红梅 2016560440108 陈丽 省级 通过

201813806002
新形势下小学教师专业发展之动能

转换研究
初等教育学院 王文静 2016560340143 罗兰 省级 通过

201813806003 “互联网+”背景下儿童成长教育研究 数学科学学院 刘丽君 2016560440119 石扬唐诗 省级 通过

201813806004
低维质子化钛纳米管的制备及其在生

物质转化中的应用研究
初等教育学院 任卓 2016560340112 周硕林 省级 通过

201813806005
数字艺术语境下生态旅游景区品牌塑

造与传播—以松雅湖为例
美术与设计学院 纪梦楠 2017553040307 莫峥 省级 通过

201813806006
唐氏综合症患儿体育项目干预效果

比较研究
体育科学学院 周来 2016610240215 陈向 省级 未提交

201813806007 湖南省幼儿体质健康现状调查与分析 体育科学学院 龙佳蓉 2016610240221 刘勇 省级 未提交

201813806008
基于移动终端的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

模式研究
外国语学院 胡静 2017520630145 吴丹 省级 通过

201813806009
基于 GSM 的智能大棚温湿气无线监控

电路设计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唐林杰 2015542240204 彭高丰 省级 通过

201813806011
基于儿童 STEAM 教育的智能玩具

设计研究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古丽锡姗 2015542140223 周冰洁 省级 通过



201813806012
互联网+背景下幼儿创意绘本剧资源

建设研究
学前教育学院 邓清 2015620150322 刘洁 省级 通过

201813806013
长沙市幼儿园传统文化启蒙教育开展

现状的调查
学前教育学院 虞莉 2015510840136 张建国 省级 通过

201813806014
节奏训练对于儿童智力、审美情趣

影响的研究
学前教育学院 王汝晴 2014510250838 胡浩 省级 未提交

201813806015
基于创客教育理念的幼儿园自制玩教

具开发和运用研究
学前教育学院 李雨乐 2015620460125 赵刚才 省级 通过

201813806016
湘东地区传统童谣的搜集整理与传承

保护研究
音乐舞蹈学院 蒋函书 2016531440610 方涛 省级 通过

201813806017
基于提升大学生学术精神的大学仪式

构建研究
音乐舞蹈学院 徐玥 2016531440309 蒋福玲 省级 未提交

201813806018
“减负”背景下小学生课外辅导现状、

问题及对策研究
初等教育学院 陈荣荣 2016560240345 彭洋洋 校级 未提交

201813806020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民宿品牌化发展

路径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邹玉佳 2016500740237 夏杰 校级 未提交

201813806021 湖南特色小吃英译现状调查研究 外国语学院 彭波 2016521740215 曾婷 校级 通过

201813806022
“颖课堂”—大学生女性教育特色

品牌微信公众号
外国语学院 李懿 2016521740305 李颖 校级 未提交

201813806023 移动互充线电路设计与研究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赖玉莹 2017542340120 李列文 校级 通过

201813806024 鸡蛋安全快递包装的设计与应用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袁圆 2016570240102 王章苹 校级 未提交

201813806025 VR 技术在幼儿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肖艳 2017542140239 吴计生 校级 通过



201813806026 基于傅里叶级数的图形设计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袁星 2016542140127 夏自由 校级 通过

201813806027 AI 电梯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袁佳纪 2017542340134 赵娜 校级 通过

201813806028
湖湘文化在幼儿园美术教育资源中

开发与运用研究
学前教育学院 刘佟粤 2015510840311 封蕊 校级 通过

201813806029
城镇化进程中新建小区幼儿园发展

状况个案调查
学前教育学院 汪菲 2015510820525 黄绍文 校级 未提交

201813806030
团体辅导对小学生同伴冲突的干预

研究
学前教育学院 周中意 2016510940118 李荣 校级 通过

201813806031
基于建构主义教育观指导下的幼儿纪

律教育研究
学前教育学院 覃子芸 2016510840213 张德启 校级 通过

201813806032
师范院校师范生获得感与专业承诺的

相关性研究
学前教育学院 秦瑶 2016510940139 周正怀 校级 未提交

201813806033
基于 H5 互动平台的当今时政专题宣

传广告设计研究与实践
美术与设计学院 柏欣汝 2016580240423 吴利锋 校级 未提交



附件 3

2017-2018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结题评审汇总表

序号 所属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指导教

师
项目编号 级别 评审结果 备注

1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基于 PWM 的大功率 LED 路灯智能调光学院统设

计
雷霆 潘萍 201713806005 省级 通 过

2 学前教育学院 湖南省农村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现状调查 赖鸣 常振亚 201713806006 省级 暂缓结题

3 初等教育学院 生物标本有机玻璃封装技术创新研究 罗武彬 李家其 201713806009 省级 暂缓结题

4 美术与设计学院
志愿服务破解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困境模式

研究
杨柳 杨志伟 201713806011 省级 通 过

5 信息与工程学院 智能养老家居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刘浩东 钟新跃 201813806010 省级 通 过

6 初等教育学院
师范生职业使命感对可就业能力的影响研究—

以长沙师范学院为例
李玉环 彭洋洋 201713806017 校级 通 过

7 经济管理学院 互联网+连锁干洗店平台构建与实践研究 陈蕾 杨自辉 201713806022 校级 通 过

8 经济管理学院
基于 IPA 分析特色小镇民宿品牌形象影响因素

研究
王倩倩 夏杰 201713806021 校级 通 过

9 学前教育学院
团体心理游戏对小学中年级儿童健全人格的教

育促进实验研究
杨晨 杨琴 201713806027 校级 通 过

10 学前教育学院 文学素养对幼儿教师职业能力的影响 刘佳慧
宁思梦

美
201713806029 校级 通 过



序号 所属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指导教

师
项目编号 级别 评审结果 备注

11 音乐舞蹈学院
基于在线音乐平台的湖湘民间歌曲基因库构建

与应用研究
梁钰 俞婕 201713806032 校级 通 过

12 经济管理学院 大学生创业信贷的权利保护研究 谭雨篁 谢慕冰 201713806003 省级 结题预警

3 美术与设计学院 VR 智慧校园系统开发与建设 肖彤 汪海波 201713806010 省级 结题预警

14 学前教育学院 网络与现实社交焦虑水平比较及影响机制研究 鲁林 汪夏 201713806014 省级 结题预警

15 音乐舞蹈学院 长沙县民间传统文化艺术资源调查 程俊俊 贺恩格 201713806016 省级 结题预警

16 信息与工程学院 校园网络诈骗预警服务平台 邓庆阳 陈耀东 201713806023 校级 结题预警

17 美术与设计学院
建构主义视角下墙绘艺术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

的应用研究
王琦 邓东京 201713806030 校级 结题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