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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建设学院
EVA乳液对水泥基材料水化行为的调控机理
研究

创新训练 颜梦秋 廖宜顺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2 管理学院
基于可穿戴设备的地铁工程安全预警平台设
计

创业训练 邹健 李蒙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3 机械自动化学院 便携式糖尿病智能检测分析仪设计 创业训练 刘政 张旭刚,刘洋 副教授,助教 推荐国家级

4 材料与冶金学院 粉煤灰资源化应用制备轻质耐火材料 创新训练 谷昱杰 赵惠忠 教授 推荐国家级

5 化学与化工学院
Ni-Mo/Al-SBA-15催化焦油加氢脱氮性能研
究

创新训练 朱帅 郭立 讲师 推荐国家级

6 理学院 一类分组打分折合算法的优化 创新训练 黄思远 王媛媛 讲师 推荐国家级

7 文法与经济学院
福利院儿童心理问题与小组工作的家庭再现
模式——以中山高儿童福利院为例

创新训练 陈愚 李莉 教授 推荐国家级

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人脸图像分析的智能广告机 创新训练 唐鑫成 徐望明 高级工程师 推荐国家级

9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低硅铁尾矿-碱渣基地聚物的制备及性能研
究

创新训练 武诗怡 陈永亮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10 医学院
P300协同MRTF-A靶向调控lncRNA HOTAIR表
达对脑缺血再灌注介导的神经元细胞自噬的
影响

创新训练 陈芊 陈亚军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11 艺术与设计学院
基于地域性儿童生活空间重构视野的乡村景
观规划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 顾文放 李菁 讲师 推荐国家级

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时代面向青少年阶段的编程思维普
及教育平台建设

创新训练 毛嘉诚 李琳 讲师 推荐国家级

13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基于可达性分析的精准就医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 高圣岚 王庆国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14 材料与冶金学院 高强度六钛酸钾晶须隔热材料的制备 创新训练 李明昊 刘浩 教授 推荐国家级

15 管理学院 众创云农商 创业实践 谢欣 王鑫鑫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16 化学与化工学院 Cu负载的分子筛NH3-SCR脱硝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 司煜 陈佳玲 讲师 推荐国家级

17 机械自动化学院 旋转平移式停车设备 创新训练 汪兴 李公法,易灿灿 教授,讲师 推荐国家级

1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基于心血管病知识图谱的医疗问答系统 创新训练 吴泽尧 乔瑞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19 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 SUPRA CAR-T系统的筛选与构建 创业训练 司余锐 顾朝江,周俊 教授,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2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Android的无线智能教室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 罗霄 张涛 教授 推荐国家级

21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高岭石基复合球团粘结剂的低成本制备及性
能调控

创新训练 龚定文韬 胡佩伟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22 医学院
连环素p120调控结缔组织生长因子在石英致
支气管上皮细胞炎症及EMT反应中的作用机
制

创新训练 陈琳 周婷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23 外国语学院 大数据时代商务英语沟通及谈判研究 创新训练 刘艺涵 乔琼 副教授,教授 推荐国家级

24 城市建设学院 MgO在水泥基材料中的减缩效应研究 创新训练 程利力 廖国胜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25 国际学院
考虑基座振动的柔顺砂带打磨机器人的结构
与控制研究

创新训练 张松 郭宇飞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26 机械自动化学院 新型翻转机设计 创新训练 孙朝阳 李贵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27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智能停车诱导系统 创新训练 谢博亚 陈玲娟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28 文法与经济学院
自我认知与行为意识培育：“城中村”儿童
性教育的社会工作模式探索

创新训练 梁嘉慧 潘婧 讲师 推荐国家级

2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伽马射线辐照检测及自动报警系统研究 创新训练 何笠 张良力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30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CO2-水-页岩相互作用对页岩层的影响机制
研究

创新训练 喻红艳 杨国栋 讲师 推荐国家级

3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基于网络的虚拟仿真交互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 张畅维 李红斌 讲师 推荐国家级

32 城市建设学院 花生壳生物炭对黑臭底泥的原位钝化修复 创新训练 张旭杰 樊杰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33 材料与冶金学院
高品质玻璃熔炼用高锆熔铸耐火材料制备及
热机械行为模拟研究

创新训练 王润丰 黄奥 教授 推荐国家级

34 管理学院 路霸--VR全真工程施工情景驾驶训练 创新训练 吕佳伟 余宏亮 讲师 推荐国家级

35 理学院 耐候钢在模拟海洋环境下的腐蚀机理 创新训练 汪致远 张弦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36 艺术与设计学院 湖北旅游文创产品定制互联网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 樊雅静 万云青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37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一种低污染物排放的铁矿烧结新装置研究 创新训练 王一帆 陈铁军 教授 推荐国家级

38 管理学院 “易学习”移动知识问答与共享平台 创新训练 罗嘉颖 秦岭 副教授 推荐国家级

39 医学院
湖北省社区60岁以上老年轻度认知障碍患者
高危因素调查及健康管理方式的探索研究

创新训练 肖彤彤 程静 实验师 推荐国家级

40 外国语学院
美国作家梭罗与中国诗人陶渊明生态思想对
比研究

创新训练 余倩 李金云 教授 推荐国家级

41 材料与冶金学院
晶须自增强钛铝酸钙-碳化硅复相材料及其
高温热力学性能

创新训练 程勇 张寒 讲师 推荐省级

42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网约车停车规划及动态合
乘

创新训练 叶月瑶 柳祖鹏 副教授 推荐省级

43 外国语学院 基于CAT的多人协同图书翻译项目研究 创新训练 魏光凤 肖志清 讲师 推荐省级

44 文法与经济学院
回归与融入——浙鄂两地留儿童困境之破的
路径选择研究

创新训练 吴金涛 周云 副教授 推荐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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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移动终端控制的智能晾衣杆 创新训练 董文波 陈华丽 副教授 推荐省级

46 艺术与设计学院 基于场景理论的图书馆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 曹金珠 翁春萌,李珊珊
副教授,副研究馆
员

推荐省级

47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楚秀”石材加工废料废液综合利用 创业训练 田磊 张泽琳,李伟 副教授,助教 推荐省级
48 医学院 职业性肌肉骨骼疾患评估平台建设及应用 创业训练 丁柯晗 吴磊 副教授 推荐省级

49 医学院
黄芩苷经PI3K-mTOR-Bcl-2/Beclin-1通路诱
导自噬缓解阿尔兹海默症小鼠认知功能障碍

创新训练 雍旭红 曹晓璐 实验师 推荐省级

5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有源电力滤波（APF）的控制与故障诊断方
法研究

创新训练 张衡 刘振兴 教授 推荐省级

51 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
单宁酸对肥胖模型小鼠肠道微生态的调控作
用

创新训练 李可欣 王琼 讲师 推荐省级

52 理学院
城市地铁隧道爆破施工对埋地管道的影响及
控制

创新训练 张微 钟冬望,何理 教授,讲师 推荐省级

5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基于TrustZone技术的可信移动终端支付系
统

创新训练 吴世龙 任正伟 讲师,高级工程师 推荐省级

54 机械自动化学院 一种高效的水果采摘器 创新训练 尹光辉 谢元敏 讲师 推荐省级

55 化学与化工学院
焦化废水中典型难降解有机物资源化转化制
备微生物油脂的研究

创新训练 王雪敏 龚志伟,周习海 副教授,助教 推荐省级

56 管理学院
基于大数据背景下数据安全生态系统构建研
究

创新训练 马睿 温琼娟 副教授 推荐省级

57 管理学院
湖北省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成效
与问题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 陈宇 熊英 讲师 推荐省级

58 材料与冶金学院
复合铸造系统中热-力-声联合场作用下
nanoSiC(p)/Zn-32.5Al-2.5Cu-Mg的组织、
力学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 马正航 刘升 实验师 推荐省级

59 城市建设学院 MY FARM共享农业有限公司 创业训练 全明威 杨华,朱磊 讲师,助教 推荐省级

60 管理学院
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留学生学习、社交
、生活解决方案平台构建研究

创新训练 张特 杨依依 副教授 推荐省级

61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高寒地区矿山边坡岩体冻融劣化过程
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 卢泽鑫 黄诗冰,刘艳章 讲师,教授 推荐省级

62 医学院 TNFR2介导肠道菌群失调对肝癌的致癌效应 创新训练 彭佳欣 陈慧 讲师 推荐省级
6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三相pwm变流器的优化设计 创新训练 鄢梦伟 刘惠康 教授 推荐省级

6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逆变器并联分流多环控制 创新训练 李达
梁开,
陈赟

副教授,讲师 推荐省级

65 文法与经济学院
戏剧小组工作方法介入单亲家庭儿童社会融
入问题研究

创新训练 杨芳 黄涛 教授 推荐省级

66 外国语学院 精神分裂分析在高级英语学习中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 徐唱 康有金 教授 推荐省级

67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武汉科创有限公司 创业训练 李涵 曾国伟 副教授 推荐省级
68 理学院 武汉幕课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实践 胡飞翔 余婷,覃宇 讲师,助教 推荐省级
69 机械自动化学院 模块化智能自动高尔夫球捡球机器人 创新训练 魏经天 汤勃,左兵权 副教授,讲师 推荐省级
70 机械自动化学院 扑翼式风力发电机器人 创新训练 张印楚 朱建阳 副教授 推荐省级

71 材料与冶金学院
介孔中空核壳结构硅-碳纳米复合材料的制
备及其在锂离子电池的应用

创新训练 张旭航 周盈科,姜婷婷 教授,讲师 推荐省级

72 城市建设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田园建筑设计研究——以
“印象老家”为例

创新训练 范晔 周百灵 副教授 推荐省级

73 化学与化工学院
氨基酸对成团泛菌的共质体形成及溶磷效果
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 贺志成 秦晓蓉 副教授 推荐省级

74 机械自动化学院
SLP技术在纺织车间物流设施布局中的应用
研究

创新训练 王海均 江志刚 教授 推荐省级

7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今目标——学习软件开发 创新训练 柳标良 刘小明 教授 推荐省级

76 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
MKL1通过调控actin细胞骨架对大鼠精子运
动的影响

创新训练
王易澳

刘晨 讲师 推荐省级

77 文法与经济学院
流浪儿童的自我认知问题与小组工作“历史
加工”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创新训练 陈哲君 宁雯雯 讲师 推荐省级

78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木本植物镉毒害的敏感性研究 创新训练 李壮壮 张晓晴 副教授 推荐省级

79 艺术与设计学院
“微”传播语境下城市老旧社区宜居品质营
造研究—以汉口三德里社区为例

创新训练 付梦真 张姝 副教授 推荐省级

80 医学院
武汉市大学生MSM人群行为学特征及影响因
素研究

创新训练 赵聪 王强 副教授 推荐省级

8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武汉贝益学有限责任公司 创业训练 赵紫旋 邓慧萍 副教授 推荐省级

8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基于距离模糊匹配的毕业论文题目查重算法
研究

创新训练 郁国瑞 黄莉 讲师 推荐省级

8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基于课程的校园信息平台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 何建杰 刘俊 副教授 推荐省级
84 机械自动化学院 针对学生健康学习的智能桌椅 创新训练 姚新远 肖涵 教授 推荐省级
85 材料与冶金学院 钢铁企业使用废钢铁的决策支持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 胡忆 熊玮 教授 推荐省级

86 城市建设学院
大学生金融教育、金融素养以及校园贷风险
防范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 黄倩雯 刘勇 教授 推荐省级

87 材料与冶金学院 “享游”大学生旅行互助APP 创业训练 朱爽 张华 副教授 推荐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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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化学与化工学院
超级电容器用石墨烯复合材料制备及电化学
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 宋权桂 胡雅 讲师 推荐省级

8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基于Tensorflow机器学习算法的数据分析以
及计划分析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 胡爽 王晓峰 副教授 推荐省级

90 机械自动化学院 互联网+带式输送机能效在线监测系统 创新训练 李志强 曾飞,许爽 副教授,讲师 推荐省级
91 外国语学院 汉融国际少儿素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创业训练 奚萌雨 沈国环 副教授 推荐省级
9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Android的智能厨房安全控制系统 创业训练 王世超 杨君 副教授 推荐省级

93 医学院
小鼠急、慢性疼痛模型的构建及相关影响因
素研究

创新训练 王鑫 郭凯文 教授 推荐省级

94 医学院
维生素D受体基因变异与妊娠期糖尿病遗传
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 易晶 杨梅 讲师 推荐省级

95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改革开放40年湖北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分析
--以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昭君村和白羊寨为
例

创新训练 李文 王晓曦 副教授 推荐省级

96 文法与经济学院
基于跨境电商平台的大学生创业模式研究--
-以武汉市应用型本科院校为例

创新训练 苗赛 刘岚 副教授 推荐省级

97 理学院
耦合电子校园卡的智能签到APP及学生课堂
信息库的构建框架

创新训练 林家民 龚谊承 副教授 推荐省级

98 机械自动化学院 美魔镜––智能穿衣助理 创新训练 周宇轩 段现银 讲师 推荐省级
99 管理学院 “青马”扶贫讲习云服务 创新训练 曹凯 张晶 副教授 推荐省级
100 材料与冶金学院 偏高岭土基土聚水泥高温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 张慧慧 王周福 教授 推荐省级

101 材料与冶金学院
铌钒复合微合金化对高强汽车用弹簧钢组织
与性能影响

创新训练 王佳敏 宋新莉 教授 推荐省级

102 城市建设学院 居住建筑的适老化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 贺怡 郄恩田 副教授 推荐省级

103 机械自动化学院 废旧机械产品再制造服务集成平台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 王耀 王蕾 讲师 推荐省级

10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微博语料库检索系统 创新训练 黄泽敏 罗景 副教授 推荐省级
105 管理学院 宜昌市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情况调查 创新训练 张玮琦 黎精明 教授 推荐省级

106 管理学院
志愿者与乡村智能手机高效使用对接平台设
计

创新训练 朱行浩 向纯洁 副教授 推荐省级

107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结构相似度的稀疏正则化图像复原算法
研究

创新训练 黄晶晶 刘劲,李娟 副教授,讲师 推荐省级

108 医学院
鹿衔草三萜皂苷成分的UPLC-Q/TOF 分析鉴
定及其对秀丽线虫抗衰老的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 佘江链 杨曦亮 副教授 推荐省级

109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层压式共振矿石破碎机 创新训练 谢俊 杨大兵 教授 推荐省级
110 化学与化工学院 无铬耐蚀高磁感硅钢环保涂层的开发 创新训练 黄珍欣 伍林 教授 推荐省级

111 理学院
PVDF压电薄膜水下冲击波传感器的制备与研
究

创新训练 张双庆 吉德三 讲师 推荐省级

112 外国语学院 Uniperty综合物业平台计划 创业训练 陆晓敏 吴少利,熊华平 讲师,教授 推荐省级
113 文法与经济学院 武汉优米慕课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创业训练 母轶华 贺尊 教授 推荐省级
11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不良光照条件下的图像增强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 简依雯 向森 讲师 推荐省级

115 医学院
瘤源性Reg3驯导DCs促进免疫重建SCID小鼠
移植瘤模型胰腺癌免疫逃逸的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 余晓谭 王君 副教授 推荐省级

116 艺术与设计学院
武汉市公共空间中重大历史事件题材公共艺
术的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 和静静 裴磊 讲师 推荐省级

117 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抗病毒天然免疫创新体系
构建

创新训练 黄一帅 周翔 讲师 推荐省级

118 管理学院 行道树文化创意服务研究 创新训练 石雨绮 黄天蔚 讲师 推荐省级

119 材料与冶金学院
面向中高温加热领域的预混式多孔介质燃烧
器及其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 黄杰 许学成,陈元元 讲师,讲师 推荐省级

120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医疗管家移动平台 创新训练 查文静 龚京风 讲师 推荐省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