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6 年集美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立项一览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

责人 
指导教师 

201610390001 新型涂层刀具铣削加工热作模具钢的试验研究 洪建宏 刘菊东 

201610390002 船用柴油机 SCR 系统尿素喷射台架标定研究 曹鹏程 尹自斌,曾步辉

201610390003 基于视频识别的自动导引小车设计 陈金玉 郑佳春,陈妤姗

201610390004 
风光互补海水淡化系统能量回收装置的性能研

究 
钟少冰 王素,刘菊东 

201610390005 基于环境保护监测应用的 LSPR 传感器设计 陈威 刘璟 

201610390006 
基于大黄鱼基因组遗传信息的生长相关 SSR 标

记的研究 
饶琳 王艺磊 

201610390007 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验证与识别 郭 达 蔡国荣,王宗跃

201610390008 港口 AGV 多电机协同控制系统开发 曲文焘 王云超 

201610390009 固定凸轮-连杆组合机构创新性实验设计 陈清坛 常勇 

201610390010 
偏置式浮动负半径滚子推杆-盘形凸轮组合机

构创新实验设计 
魏首波 李延平 

201610390011 绳带超声波自动分切机研制 林雨晴 余顺年 

201610390012 噪声在线监测仪自动校正算法及应用 宾桀锋 曾华朴,浦云明

201610390013 航道有机污染的在线监测与远程服务系统 郑育江 韦素芬,刘璟 

201610390014 智慧农业数据远程采集与控制系统 李晓镇 陈朝阳,陈彭 

201610390015 风光互补海水淡化系统飞轮储能装置的研发 姚清 方芳,许志龙 

201610390016 浅析农村自建房屋的流转问题 黄鑫 肖金发 

201610390017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设计 徐亨宁 许顺孝 

201610390018 航海安全法规体系研究 陈夏妍 李绍平 

201610390019 人工快速培植生物膜的方法研究 张婉玲 周立红 

201610390020 海浪发电装置的设计与实现 江寒洋 杨光松 

201610390021 
基于大数据时代下的快速公交 BRT 的运营情况

比较及配置问题研究 
姚振晖 宾红华 

201610390022 基于人型机器人的智能商务辅助系统 彭明媛 王罡 

201610390023 海藻多酚对对虾酚氧化酶的抑制作用 纪乃茹 王力 



201610390024 基于低空航拍的交通现场图快速绘制系统 苏垲淇 唐凯,郑佳春 

201610390025 基于深度相机的人脸防伪验证系统研究 石浩洋 马永政,吴云东

201610390026 结合微信平台的 MOOC 系统 陈志坤 林丽 

201610390027 三维旋转显示平台设计与实现 潘光炜 曾桂英,刘贤英

201610390028 船舶货物自动装卸机器人的软件设计 陈  伟 徐恭勤 

201610390029 基于 JSP 的校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陈 惠 李传目 

201610390030 
基于核酸适配体的哈维氏弧菌的寡核苷酸识别

谱的研究和构建 
曹博 郑江 

201610390031 
苯胺高效降解菌的筛选及其强化曝气生物滤池

深度处理印染废水 
林雪玲 张金丽 

201610390032 基于无线传输扭矩测量技术 林晓强 陈惠滨 

201610390033 LTE 无线网络 MAC 协议性能分析 黄敏敏 刘年生 

201610390034 基于视觉识别的双自由度云台系统的研究 秦义 林开荣 

201610390035 小型一体化通信天线的创新研究 高文会 陈彭 

201610390036 基于视觉导引的港口全向物流搬运车 黄鑫峰 陈宁 

201610390037 
CdTe量子点表面分子印迹荧光探针的制备及应

用 
张艺琼  黄志勇 

201610390038 基于机械视觉的零件检测和分类 陈宇城 赖祥生 

201610390039 船用气缸油纳米硼酸盐添加剂的研制 史二冬 戴乐阳 

201610390040 基于 kinect 的室内三维重建 庄凯龙 蔡国榕 

201610390041 基于 SIR 结构天线阵列的开发 林桂伟 黄长斌,马中华

201610390042 姿态信息校正拼接算法 薛绮 陈尔康,彭国祥

201610390043 
基于新型体内光声激发光源和图像处理界面的

光声成像系统优化 
叶高旭 彭东青,黄宏纬

201610390044 蓝牙紫外线、PM2.5 光电实时监测仪的研制 吴根龙 黄宏伟 

201610390045 社区家庭医生 APP 缪金松 万春 

201610390046 墙壁粉刷补平自动化技术研究 黄俊焜 刘建华 

201610390047 中国鲎蜕皮抑制激素的鉴定和克隆 曾诗琦 翁朝红 

201610390048 拟雀鲷等常见珊瑚礁观赏鱼繁育 杨晏禔 王淑红 

201610390049 
论我国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的相关问题——以

福建省为例        
吴盈莹 许翠霞 

201610390050 生物强化技术去除海水养殖废水中氮素和抗生 范淑芬 段金明 



素的研究     

201610390051 深亚微米 SOI MOSFETS 单粒子效应模型 吴培民 黄辉祥,唐凯 

201610390052 基于对向传播网络的海上交通预警分析 钟亦强 黄振坤 

201610390053 SAR ADC 数字校正系统研究与实现 尤荣煊 吴伟力,欧阳艺

201610390054 智能车的远程操控与自动驾驶 林清荣 王 巍 

201610390055 海参内脏活性物质对小鼠肠道微生物的影响 石林 马英 

201610390056 
增强大学生体质体育锻炼方法学与机理的实验

研究项目 
王文彬 任保莲 

201610390057 利用海藻岩藻黄素开发视力保护功能营养配料 张亚萍 刘翼翔 

201610390058 基于 HT32 的空气质量检测仪 苏烈鹏 彭国祥,刘子奋

201610390059 用于模拟成像系统的 GUI 界面设计 王瑞坤 张东晓 

201610390060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内部控制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吴雅婷 张仪华 

201610390061 
基于计算机终端及 MCU 控制的自动引导智能运

载车的设计及最优路径规划策略研究 
李炳铁 王晓峰 

201610390062 
船舶电力系统级联 DC/DC 变换器稳定性分析和

控制器研发 
丁鑫珍 王荣杰,陈美谦

201610390063 空调器噪声扫描监听/绘画实验研究 吴美花 曹文胜 

201610390064 
强烈地震作用下隔震结构动力特性与被动隔震

体系研究 
严通梅 刘强 

201610390065 P2P 网络借贷的法律困境及其法律规制 戴慧琳 吴贵森 

201610390066 基于整车油气悬挂系统的振动实验台创新设计 隋月垚 林冬燕 

201610390067 小型薄壁结构件弯曲成形质量优化与实验设计 于秋雨 李毅,林冬燕 

201610390068 船舶舱内运动物体自身定位装置的研究 俞之琳 林金表,李寒林

201610390069 
基于异质结构二维纳米材料的超薄光伏器件特

性研究 
程泽杰 周昌杰 

201610390070 集美大学交流网站 申 悦 丁跃潮 

201610390071 基于 3D 打印技术的创意产品开发设计  李煌 王化峰,王沁峰

201610390072 南音传承困境的破解之研究 叶毅红 夏敏 

201610390073 人工纳米材料对红壤植物的胁迫效应 苏严洁 刘启明 

201610390074 环保酵素对生活污水的处理工艺研究 王清谚 陈锦芳 

201610390075 一种糙米饮料的开发 林燕娟 杨燊 

201610390076 机器人科普基地建设 韦燕华 邱邑亮,庄晓东



201610390077 “非礼”匹配型社交购物平台 马铃凯 谢书童 

201610390078 机器视觉基础平台设计 李嘉豪 陈俊英 

201610390079 
深海热液区抗溶藻弧菌活性菌株的分离与抗菌

机制初步研究 
齐维璐 黄力行 

201610390080 日本鳗鲡 IRF4 亚家族基因的鉴定及表达研究 辛明洋 梁英 

201610390081 纽扣类珊瑚繁育技术初探 王 卫 刘佳英 

201610390082 厦门市集美区拆迁安置模式调查 兰飞 李友华 

201610390083 无线视频监控系统开发 王靖雯 马中华 

201610390084 危险品水路储运安全状态监测预警系统研发 谢嘉伟 庄学强 

201610390085 基于机器视觉的哈密瓜成熟度检测系统设计 李虎军 罗成汉、李振宇

201610390086 高速印刷机凸轮-连杆组合机构创新实验设计 徐韬锐 胡志超 

201610390087 健康和肠炎凡纳滨对虾肠道菌群研究 阮斓 孙云章 

201610390088 中老年人体能变化监控穿戴设备 马一林 廖老师 

201610390089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若干问题 杨书林 张玲,肖金发  

201610390090 城市污水除磷剂产品开发及除磷机制 迟鸣第 张亚平 

201610390091 基于多超声波测距的机器人定位与避障系统 吴楚锟 潘金艳,林芳 

201610390092 解魔方机器人 康俊勇 陈妤姗,林秀文

201610390093 4H-SiC 功率型 UMOSFET 性能的仿真模拟 潘  煜 朱会丽 

201610390094 风光互补型车载应急充电器 刘阳 弓清忠 

201610390095 澳洲淡水龙虾人工繁育试验 罗晗娇 谢仰杰 

201610390096 智能便利垃圾桶 梁爽 陈仅星 

201610390097 车在嵌入式双目车距测量装置 沈旭照 吴一亮 

201610390098 
基于图像序列的机舱火灾检测与报警系统的设

计 
林政 宋佳声 

201610390099 蛋白核小球藻的微电解分离技术 李望龙 刘金海 

201610390100 
厦门市中小学生海洋意识教育现状调查及对策

研究 
王晨璐 张克锋 

201610390101 基于颜色的运动目标快速识别与跟踪 郑宗达 陈智捷,曾桂英

201610390102 空域矩阵滤波技术在信号处理中的应用研究 谢隆勇 郑胜家 

201610390103 
应用蛋白质组学技术研究糖皮质激素对石斑鱼

原代培养肝细胞的影响机制 
游文煌 宋凯 



201610390104 助力式运载装置的研究 林烨 周梅 

201610390105 高粘度液体雾化关键技术研制 方铁雄 陈怀民,胡志超

201610390106 牛磺酸调控石斑鱼脂类代谢的生理机制研究 冯蒋 叶继丹 

201610390107 

大黄鱼干扰素调节因子 IRF3、IRF7 的亚细胞

定位分析及其启动子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系

统的构建 

张晴 邹鹏飞 

201610390108 SKILLSHARE 运动技能分享培训网络平台 魏增龙 黄雪琳 

201610390109 水果保鲜剂的研制和应用 罗璃璃 王瑞芳 

201610390110 
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环境内分泌干扰素的来源

特征、过程转化及其生态风险评价 
刘日日 林建清 

201610390111 货物分拣系统 徐磊 舒剑 

201610390112 
厦门市与漳化市高等院校书法教育现状对比研

究 
黄楚涵 李显增 

201610390113 制冷系统变工况运行特性实验研究 甘涛 施灵,陈言桂 

201610390114 二氧化碳对大黄鱼的麻醉效果分析 何佳伦 刘贤德 

201610390115 大规模引物设计工具开发和与应用服务器搭建 张凯 肖世俊 

201610390116 “陪你”找体育培训 伍艳芳 谢洪伟 

201610390117 互联智动体育平台 张炜 林家仕 

201610390118 我国救捞行业发展现状及政策与法律支持研究 谢雪仰 周振春 

201610390119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的背景下, 高校学生

社团如何更好帮助和服务大学生创业 
刘金政 谢志辉 

201610390120 有机太阳能电池的稳定性与寿命的研究 李逸驹 王敏帅 

201610390121 
利用新媒体创建培养服务自贸区复合型人才的

大学生众创式自主学习网络平台 
吴高彦 

何伟琼,龙金

顺,洪玉玲 

201610390122 外卖 APP 的现状、问题与法律规制 陈艳玲 孟媛媛 

201610390123 一种甘蔗汁饮品的研制 林慧玲 姜泽东 

201610390124 集美大学教务管理系统功能优化与增强 陈凯银 李仁全 

201610390125 教育类手机游戏的设计和开发 蔡少杭 蔡莉白 

201610390126 维修 O2O 服务平台 李连活 王宗跃 

201610390127 医疗健康管理系统 郑伟鑫 王俊玲 

201610390128 自动化快捷运输车 王晟威 李波 

201610390129 吸尘粉笔擦 陈铭 樊晓红 



201610390130 观赏虾饲料诱食剂的研发 占佳蒙 张春晓 

201610390131 罗非鱼免疫增强剂的体外筛选 林琳琳 李忠琴 

201610390132 大黄鱼诱导性多能干细胞技术初探 林婷婷 姜永华 

201610390133 
基因组多态性短片段重复序列（SSR）挖掘工具

开发及验证 
柳昊 韩芳 

201610390134 内部控制审计体系分析与应用研究 苏  颖 王园 

201610390135 
大学生英语演讲思辨能力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

践 
刘赛 黄丹 

201610390136 大学生考试作弊的现状、成因与法律对策 孟丽馨 程国琴,罗施福

201610390137 大学生创业政策法律平台研究 董锦凤 吴贵森 

201610390138 福建农村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研究            张瑜琼 黄凯明 

201610390139 
基于 GIS 技术的区域环境空气 PM2.5 的时空变

化分析 
张亚忱 施益强 

201610390140 电动汽车自由充 刘树勋 黄斌 

201610390141 “快干、便携”衣架的设计与制作 孙前 陈亚洲 

201610390142 新反家暴法背景下反家暴机构运行机制研究 钟缘 冯庆福 

201610390143 红曲活性成分的结构与功能研究及其应用 李紫荆 李健 

201610390144 面向 GPS 定位导航的四旋翼飞行器研制 苏金萍 雷国伟 

201610390145 基于 MCU 的有害气体检测器研制 俞旭东 张学荣,雷国伟

201610390146 基于微信平台的校园新易购 APP 开发 朱意萍 黄巧玲 

201610390147 电力电缆故障定位仪的研究与设计 邢佳步 许伟坚 

201610390148 靠谱停车 蒋 琴 尤志宁 

201610390149 大学生项目展示与众筹平台 张文星 叶文来 

201610390150 
益生菌基于肠粘膜 Toll 样受体通路调节石

斑鱼肠道菌群的机制 
风瑶 杨红玲 

201610390151 
CAT 支持下的学生翻译能力培养与舞动治疗系

列心理学口笔译实践 
沈清山 刘立香,廖彬彬

201610390152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废料利用和性能优化 陈  阳 张秀钦 

201610390153 基于新型材料的折叠机构的研究 祝章涛 陈飞燕,周梅 

201610390154 
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对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商

务英语语言能力需求调查分析及培养新途径 
代安眉 陈玉清,郑丹燕

201610390155 
基于多因素方差分析的音乐对学习效果影响的

研究 
范珺凌 蔡琦 



201610390156 
校园手机 APP 订餐引发的法律责任规制问题

--- 以集美大学为例 
黄小浦 陈娟 

201610390157 
基于 GTWR 的厦门市住宅价格时空分布影响因

素研究 
王逸文 谢先全 

201610390158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创客现状调研—以福

建省为例 
阮韦涵 李爱国,洪宗华

201610390159 厦门市白鹭栖息地的现状调查及保护措施研究 乐月娟 周艺灵 

201610390160 JMU 创课教育空间 洪雅娴 刘小辉 

201610390161 基于 JavaEE 技术的程序在线测评系统 白添滨 罗方芳 

201610390162 防雾霾通风窗的研发和创新 陈馨 陶求华 

201610390163 VideoX 原创视频工作室 洪华栋 庄贝妮 

201610390164 集大期末帮网站建设 魏 辉  贺冰琰 

201610390165 
基于公司合作模式的“全龄化社区”老年服务

项目发展研究——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 
方泽峰 董巍 

201610390166 福建省戏剧机构对儿童戏剧活动影响力分析 严雪萍 张哲英 

201610390167 校园培练团队化运作可行性的研究与推广 袁升宁 王惠蓉 

201610390168 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机制研究 孙诗云 姚进忠 

201610390169 蓝牙智能小车设计 张檐丽 舒强 

201610390170 
基于模糊数学理论分析“一对一辅导学生”成

效问题(数学方面) 
卢佳华 辛云冰 

201610390171 网络数据抓包工具的设计与实现 陈麟凤 李琳 

201610390172 厦门市“幼小衔接”与儿童戏剧活动的开展 翁小慧 郝薇莉 

201610390173 基于 JSP 的音乐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郑 莹 张敏 

201610390174 基于听障人群的安防报警系统设计 周  文 廖文良,游荣义

201610390175 互联网报修平台 林少辉 吴晓晖 

201610390176 微信校园众筹平台 郑玄瑜 张庆 

201610390177 染色织物 RGB 颜色与染料浓度的模型研究 马庆玲 肖国红 

201610390178 “智慧社区”的设计与实现 吴鹏 郑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