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学生自拟项目立项结果公示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性质
项目负责人（姓

名/学号）
参与学
生人数

项目其他成员信息（姓名/学号，姓名/学号） 立项结果

1
黄芩素在大鼠体内过程的性别差异及

其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理科

卢文约
/2020182328

5
汪沐科/2020180785,郭一轩/2020181326,王子悦

/2020182364,王露/2020180132
校级项目

2
具有抑菌作用的食品保鲜膜的开发及

功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理科 白璐/2020181484 3 孙志鹏/2020180473,郭艳丽/2020181147 省级项目

3
黄芩来源黄酮类化合物对人肝癌细胞

耐药作用的调控和初步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理科 冯源/2020180015 4

孔邦彦/2020170799,王佳荣/2020170838,王昱颖
/2020171335

校级项目

4 替尼和抗病毒类药物专利查询 创新训练项目 人文社科
李邱烨

/2020182523
5

万萌/2020181199,魏舒阳/2020182309,胡钟璇
/2020180870,李龙宇/2020182416

校级项目

5 我校英语专业影响力提升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人文社科 杨昭/2020182230 5
陈冰淇/2020191397,孙天琪/2020192323,邹旻

/2020190755,丘雨辉/2020190160
校级项目

6
提升药学类大学生信息素养能力的微

信公众号开发与利用
创新训练项目 人文社科 杨琴/2020182606 4

刘鑫/2020171049,周锦阳/2020180578,陈雨夏
/2020181062

校级项目

7
基于三全育人和需求导向的就业指导

教育优化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人文社科

吴若冰
/2020191445

5
路萌萌/2020191741,段晓丹/2020191572,国媛

/2020191714,高晴阳/2020192023
校级项目

8 fine —— 一款情绪管理app 创新训练项目 人文社科
邱虹毓

/2020180972
5

陈宇光/2020182621,杨美慧/2020182083,吴昱炜
/2020191693,刘潇璠/2020170605

校级项目

9
谷胱甘肽(glutathione,GSH)通过抑
制肝脏氧化应激从而缓解酒精性脂肪

性肝病的治疗作用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理科
沈诗怡

/2020180788
2 张一敏/2020180734 校级项目

10 “高速服务区助手”微信小程序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人文社科
张雪芳

/2020180235
5

夏雯煜/2020182282,刘冬婷/2020180565,朱珺
/2020190692,张然/2020170832

校级项目

11
互联网及信息技术在疫情防控中的应

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人文社科

张睿思
/2020181242

5
郭英楠/2020182628,王是尊/2020191621,崔梦袁

/2020191706,李芸暄/2020181106
校级项目

12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道地药材质量溯源

控制体系的建立
创新训练项目 人文社科

陈焱秋
/2020170250

2 黄嘉鑫/2020181633 校级项目

13
基于中药挥发油缓解视疲劳保健品的

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理科

胡开元
/2020182455

5
刘钰畅/2020191928,黄鑫/2020192305,王沛青

/2020192431,武宇航/2020181114
省级项目

14 健康急救教育进校园之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人文社科
唐钦固

/2020181058
5

郑晓雨/2020180649,陈莹/2020180659,杜森尧
/2020181247,王锯/2020181557

校级项目

15
含多种天然成分广谱抗病菌提升自身
免疫力牙膏与漱口水的研发及疗效观

察

创新训练项目 理科
颜家壬

/2020182468
4

陈诺宁/2020180452,戴瀚霖/2020180240,杜恺睿
/2020180424

校级项目



16 蕉皮制备燃料乙醇的工艺及改进 创业训练项目 ——
丁忠澳

/2020171264
6

韦希瑶/2020182622,程杰/2020181723,周祺为
/2020180711,李雨梦/2020172575,王研香

/2020172432

省级项目

17
互联网环境下针对老年群体的社区家

庭医生服务团队
创业训练项目 ——

马天波
/2020181267

4
张光鑫/2020181846,符琰/2020192395,周雅静

/2020192247
校级项目

18 中药熏香口罩 创业训练项目 ——
王守卓

/2020172327
4

张开羽/2020170428,陈泽群/2020170519,崔天成
/2020171159

校级项目

19 “药大万物”文创空间的运营与发展 创业训练项目 ——
车千玮

/2020192338
5

秦家慧/2020180496,王宁豫/2020182142,欧东苹
/2020180426,戚惟妙/2020190955

省级项目

20 Enjoy p 创业训练项目 ——
冉淋霞

/2020180066
6

徐泽华/2020170335,庞玉秋/2020180021,周航
/2020180937,叶安强/2020190474,王淑霞

/2020191739

校级项目

21
西南官话与湘语方言网络课程平台的

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 暂不立项

22 童家巷二十四号校友连接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 苏畅/2020181296 8

张溪玥/2020191544,张温晶/2020191365,王淑霞
/2020191739,方美静/2020191854,徐钰婷
/2020190402,付琳/2020182225,朱婧博

/2020171962

校级项目

23 独“漱”一帜——藏植精华漱口水 创业训练项目 ——
杨钰莹

/2020181087
5

李妍/2020190594,朱秉德/2020191759,张越
/2020192236,王煜琳/2020192480

省级项目

24 药大门生自媒体 创业训练项目 —— 暂不立项

25 新本本团队——3C产品的销售与服务 创业训练项目 ——
张迅迪

/2020181788
8

艾克本·赛热克/2020192568,陈宣伊/2020190189,
黄青城/2020190947,吴斌昊/2020190949,曹水升

/2020192312,连家阁/2020191974,贾庆泽
/2020192515

校级项目

26
高校咖啡厅经营模式探索2.0——以

1983咖啡厅为例
创业训练项目 ——

虎山清
/2020181702

8

蔡娥/2020181733,赵波/2020180250,陈亚珏
/2020180365,吴鹏/2020181482,马舒婷
/2020181107,路萌萌/2020191741,张井

/2020192225

校级项目

27 3D之科研绘图（视觉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
周惠萱

/2020180577
5

钱洪发/2020171297,周彩琴/2020180403,刘青
/2020180038,吴咏诗/2020181018

省级项目

28 中药代餐减脂产品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
徐思怡

/2020180410
5

彭俊祥/2020180158,曹丽颖/2020180415,滕浩辰
/2020180159,孙文喆/2020191198

校级项目

29 喻乳于成 创业训练项目 ——
徐睿鸿

/2020182198
5

徐晓彤/2020180597,王一凡/2020181110,郜一雪
/2020190015,包玥婷/2020190777,徐钰婷

/2020190402
校级项目

30 桃李种春风-CPU花屋试验开拓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
殷嘉雨

/2020171376
4

蒋淳卿/2020170464,施雨蕉/2020170541,林书智
/2020170848

校级项目



31
“自在康复”—基于移动端的居家康

复体系构建与实践
创业训练项目 ——

酒嘉年
/2020181193

8

裴雷/2020180543,邹毅鹏/2020181665,王倩
/2020181858,程珍勇/2020180632,骆正格
/2020181006,扈杰/2020181241,王世婕

/2020181294

校级项目

32 “封存自然之美”——植物水晶滴胶 创业训练项目 ——
白志霞

/2020182567
6

谭诗馨/2020182648,赵龙/2020182269,张睿月
/2020182051,李海鑫/2020181124,高纯宇

/2020180162
校级项目

33 生鑫-大学生理财服务中心的探索 创业训练项目 —— 刘畅/2020190309 8

杨美祎/2020190344,陈玲悦/2020190736,王潺潺
/2020190090,晏紫乐/2020191344,陈懿

/2020190106,张苗苗/2020190398,许仁昊
/2020191926

校级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