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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报道】 

汕头大学召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端圆桌会议  

4 月 16 日上午，汕头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端圆桌会议在学校学术交流服务

中心多功能厅 B 厅召开。会议邀请国内知名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专家莅校

介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做法与经验。此次受邀参会的专家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

校长施大宁，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院长王炜，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刘建波，南开

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刘玉斌，中山大学逸仙学院副院长王其如，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处

处长郑文，高等教育出版社理工部副主任高建。汕头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姜虹，副

校长陈敏出席会议并发言。各学院院长、教学副院长、系主任、学科负责人和教务

处、发展规划处、招生就业处、学生处的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 

 姜虹首先致欢迎辞，向与会专家介绍了汕头大学建校发展情况和汕头独特的地

理与经济发展形势。她指出，汕头大学虽然规模相对偏小，但这些年一直秉持“国际

化、精细化”的办学特色，学校被誉为“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成为广东省高等教育

改革的示范高校。学校将继续保持自身发展特色，锐意改革创新，为中国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贡献力量，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对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将发

挥重要作用，请各位与会专家对汕大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出

建设性意见。 

 受邀专家分别就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做法与经验作了大会报告和讲话。施大宁

副校长以南航“长空学院”为例介绍了学校拔尖人才培养体系；以“工程力学”为例介绍

了学科、专业一体化构筑创新人才培养平台；以“川流不息”工作法和“群星计划”为例

介绍了协同育人体系。同时施校长还分享了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创新课程教学模式

的特色作法以及对信息化 2.0 时代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的深入思考。王炜院长以

匡亚明学院为例，详细介绍了学院的成立及发展历程、人才培养理念、学院特色、

专业设置及创新课程体系等。刘建波副部长对北京大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

计划 1.0”实施十年的总体目标、工作措施、项目特色及辐射带动作用等方面作了介

绍，并针对“拔尖计划 2.0”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建设思路及具体的建设途径。刘

玉斌院长对南开大学物理拔尖人才培养理念及工作进行了介绍，并以物理伯苓班的

全人培育为例详细介绍了拔尖人才培养的具体措施及所取得的显著效果。王其如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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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以逸仙学院为例总结了中山大学“拔尖计划”实施十年的情况，介绍了“五个相结

合的理科基础科学拔尖人才培养”的“逸仙模式”内涵、具体措施及所取得的成果以及

各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体系 2.0 的工作设想。郑文处长在报告中指出，一流高等

教育需要一流课堂教学，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处和难处是课堂，详细分析了大学课堂

教学的表象与成因，提出课堂教学不是改革而是从理念、模式、支撑体系等各方面

的革命，课堂教学革命刻不容缓。高建副主任强调了教材和课程的重要性并对金课

建设提出了建议，指出金课要在“立德树人”基础上建设，要建立“共建共享”机制并注

重课程内涵的建设和研究。 

 陈敏在会上做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思考》的报告，介绍了汕头大学本科人

才培养的情况、“以学生为本”的本科人才培养特色并对我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出

了思考，希望汕大在优质的本科生培养基础上，锐意改革，争取在国家“基础学科拔

尖学生培养计划 2.0”中有所突破。 

 最后的讨论环节，各院系负责人和教师代表跟专家们进行了交流，就相关问题

请教了专家，对汕头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文/教务处  图/责编/曾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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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发布《汕头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性意见（2019年）》 

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的核心方案和教学管理的基本依据，根据国家对教育的要

求和学校的发展定位，为规范我校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的修订，提高专业培养方案设

置的质量，教务处发布了《汕头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性意见（2019 年）》

（以下简称《意见》），指导各专业开展 2019 级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意见》提出，培养方案的修订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

务。弘扬我校“建立自我，追求无我”的办学思想，坚持学校文理医工融合发展的

办学方向，积极探索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校企协同育人的创新创业型人

才培养机制建设，体现专业培养特色和专业人才模式改革的思路和成果。 

《意见》同时提出培养方案的修订原则，应当坚持德育和能力培养并重、坚持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个性化培养和社会需求、推进产教融合和协同育人和创新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意见》着重提出，培养方案的修订应当坚持立德树

人，强化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环境，把立德树人贯穿我校本科人才培养全过

程，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强化课程思政建设，将思政

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将教书育人的内涵落实在课堂教学主渠道，培育

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同时，坚持能力培养，围绕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以《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为依据，认真审查各专业的课程设置对培养

目标和培养规格的支撑度，培养方案与学校服务区域行业产业发展和学生发展需求

的契合度。通过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实践教学，构建以学

生学习成果为导向的个性化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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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动态】 

教务处、教师发展与教育评估中心举办慕课建设指导咨询会 

 

为进一步推动慕课的建设与应用，推进基于慕课的教学管理机制创新，学校于 5

月 22日举办慕课建设与设计指导咨询会，主题为“慕课建设与应用及课堂重构”。

本次指导咨询会邀请了国家精品在线课程《语法与写作》主讲人、中国大学 MOOC名

家专栏主持人、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朱湘军副教授做专题报告。 

朱湘军副教授从理念为本、内容

为王、积累为先、维护为重四个方

面具体介绍慕课建设与应用及课堂

重构经验。朱老师指出慕课的理念

其实是“学为主，教为辅”的任务

式教学，教师需根据日常教学经验

深耕教学内容，精挑细选出“干货”，

通过创设情境、强化协作、鼓励会

话、意义建构四个方面来开展教学内容的设计，慕课视频单元内容选取也应遵循“三

轻三重”原则。慕课在更新维护时，应组建团队，定期答疑，维护论坛热度，更新

文字与练习。 

参会教师还就慕课建设与应用的问题与朱湘军副教授进行交流探讨，对后续慕

课拍摄与应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建设思路。 

返回目录 返回目录 返回目录 返回目录 



 

6 

 

2019年汕头大学实习生校园招聘会圆满完成 

2019 年汕头大学实习生校园招聘会于 5月 29日下午在学校步行街举行。本次参

会企业共 77家，其中上市公司 7家，需求岗位人数共约 1156名。约 700 名学生参

加了本场实习招聘会。现场与企业达成实习意向的学生有 79名，后续拟进一步面试

学生有 327 名。 

为让学生有更多的实习岗位选择，提前体验应聘经历，便于与用人单位交流、

对接，为未来走上工作岗位奠定良好基础，实现实习与就业相结合的目标，教务处

已连续三年组织举办实习生专场招聘会，大部分学生和企业对于这样的对接模式反

响良好。 

在举办过程中，用人单位普遍反映学校学生参与热情低，到会人数较少，企业

到校不容易招录到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企业前来学校招聘学生的意愿和计

划。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教务处将继续加大力度拓展实习单位，加强与用人单位的

交流，深入了解学生的意愿和需求，并与学院、书院建立联动，切实做好校企协同

育人和资源的有效对接。 

该场实习生校园招聘会后，应广大用人单位的要求，教务处将在 6 月 10日至 21

日举办实习生网络专场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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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修订《汕头大学本科生学分制选课细则》 

根据学校发展规划要求，教务处通过对学分制教学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统计和分析，为规范学校学分制选课程序，修订并发布《汕头大学本科生学分制选

课细则》（汕大教字〔2019〕03号），该选课细则将于 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实行。 

本次选课细则的修订，调整和新增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进一步明确学生选课总学分上、下限； 

2.调整“移动编程导论”的修订要求，通过制订分类修读要求，开设适合不同

学科层次和要求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更好的提高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 

3.明确大学英语、体育课和思想政治课的修读要求，其中，体育课和思想政治

课要求在两学年内完成修读；大学英语要求入学后每学期均须修读，同时对高考外

语语种非英语学生的修读设置个性化要求； 

4.明确学生申请免修体育课和港澳台籍学生免修思想政治课的修读要求； 

5.新增新生入学第一学期部分教材预订购的说明； 

6.强调学生选课的基本原则和纪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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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信息】 

我校 2018年度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学校 2018年获批新增生物医学工程、智能制造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网络与新媒体、食品安全与检测、海洋科学、统计学等 8个本

科专业并招生后，根据《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8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

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19〕7号），我校西班牙语和城市管理两个本科专业又获

得批准。同时，根据教育部要求和学校专业设置规划，撤销电子商务、美术学、国

际政治和历史学四个专业。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位授予门类 修业年限 

西班牙语 050205 文学 四年 

城市管理 120405 管理学 四年 

获得 2018年度备案和审批通过的本科专业，可自 2019年开始招生，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修业年限、学位授予门类等均以教育部公布的内容为准。 

请各相关学院充分利用现有的办学条件，加强对新增专业的建设，合理控制招

生规模，切实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并按有关要求进行新设专业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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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秋季学期学校共有 80名本科生转入新专业学习 

根据《汕头大学本科生管理规定》（汕大发［2017］83号）和《汕头大学普通

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细则》(汕大发［2019］29号)的精神，教务处组织了

2018-2019 学年春季学期的转专业工作。 

本次工作教务处对各院系 131名申请转入新专业学生材料进行审查和组织考核，

初步确定了拟转专业的学生名单，经汇总并报学校教学委员会审核，学校教学委员

会经讨论，通过曾俊裕等 80名学生为本次转专业的学生名单。 

教务处于 4月 26 日对曾俊裕等 80名转专业学生名单公示 10天，没有收到任何

异议。 

经学校批准，同意 2018级曾俊裕等 80名学生从 2019-2020学年度秋季学期开

始转入新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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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部 144个 2018年度立项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通过结题验收 

教务处于 2019 年 4-5 月份组织开展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结题验收

工作。此次验收针对 2018 年立项的项目，共有 144 个项目参加结题验收，全部通过，

其中 26 项获得优秀。（详见附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结果（2019

年 5 月）》）。各项目在研究的基础上发表论文 7 篇，申请专利 3 项，获得各类竞赛奖

项 16 项。 

返回目录 



 

11 

 

2018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结果（2019 年 5 月）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类型 级别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项目成员 指导教师 

结题验

收结果 

1 201810560001 创业训练项目 国家级 
新星播种计划—爱心多肉绿植商业平

台搭建 
王慧茹 

 何嘉敏,陈天艺,钟汶颖,覃思

强  
曾宪扬 

优秀 

2 201810560009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Instrument Master 吕宝媛  林伟达,杨主伦  崔岩 优秀 

3 201810560010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可生物降解离子交换树脂 回收污水中

氮磷的新技术 
黄裕锋  凌晓红,陆志永,胡涛,黄淇淇  Yeyuan Xiao 

优秀 

4 201810560012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可自动回收砂尘的智能喷砂除锈车 刘炳杨 
 许晓婷,戴伟军,覃景叶,陈镕

坤  
王双喜 

优秀 

5 201810560014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毛囊移植机械臂 戴擎天  刘伟,廖兴锐,陈崇礼  陈少克 优秀 

6 201810560017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基于 stm32便携式光谱仪的研究 余伦宝  黄人文,程旭帆,陈启锋  谢向生 优秀 

7 201810560018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基于图像处理的多光纤触摸式传感器

及其应用 
袁宇轩  方美惠,张健  曲航,陈晓涌 

优秀 

8 201810560019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银卤簇配合物光致发光应用－苯胺检

测与温度探针 
钟锶琪  何浩贤,余德水,潘紫彤  黄晓春 

优秀 

9 201810560020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菌株 Clostridium sp. WST转化生物丁

醇关键代谢基因的研究 
李伟浠  黄颖聪  吴奕瑞 

优秀 

10 201810560028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潮汕俗语有声绘本新编（小学版） 谢方铤  庄英锋,黄蕾珊,蔡少榕  
陈凡凡,彭尚

青 优秀 

11 201810560029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以电子书形式普及儿童安全常识 陈芳  周倩茹,彭悦淑  云启栋 优秀 

12 201810560041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欧森英语 房挺  刘奕岍,杨翩  胡少东 优秀 

13 201810560044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行橙户外 邓菲  刘锦屏,李盛荣,姚晓丽  王宋涛 优秀 

14 201810560045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质量提升与品牌推广公众平台建设 李巧媚  魏娇,张爱湘,周如意  林佳丽 优秀 

15 201810560046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概念互动设计店铺 吴雪婷  朱惠娟,李慧甜,许欣馨  林泉 优秀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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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810560050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能力猪”大学生求职服务平台 徐熠  李晓菁,李也  汪曲,龙月娥 优秀 

17 201810560053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记食氣 app 杨鑫  傅嘉慧,何文婧,林意  陈以慕 优秀 

18 201810560059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面向沥青路面检测的柔性传感系统开

发 
刘晓滢  王天昊,梁华生,梁华杰  喻莹,闫敬文 

优秀 

19 201810560063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新型微动力膜曝气生物膜反应器的开

发 
韩一凡  刘洁,陈权威,邓伟斌  Yeyuan Xiao 

优秀 

20 201810560084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坛紫菜多糖在模拟消化与酵解体系中

的代谢特点及其改善肠道功能的研究 
邓瑞妍  陈炜怡,汤婕,李娜  

Cheong kit 

leong 优秀 

21 201810560087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神经细胞粘附分子调节神经母细胞瘤

迁移机理的研究 
胡佳欣   陈致铠 

优秀 

22 201810560100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潮汕特色文化民宿品牌模式的探究与

建构 
周彬彬  许珮珩,冯志远,林翠媚  梁强 

优秀 

23 201810560104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下底古村“做宗教”模式的研究 黄敏  李薇,赵敏  彭尚青 优秀 

24 201810560131 创业训练项目 校级 瓷旧迎新 黄伟樑  潘健荣,杨忻,陈嘉诚  Dennis Lee 优秀 

25 201810560136 创业训练项目 校级 学 U旅行  蔡子君  何若彤,霍俊文,余晖  蔡泽民,林泉 优秀 

26 201810560138 创业训练项目 校级 汕大校企通 温志健  谢日兰,陈博炜,袁绮婷  郭翠 优秀 

27 201810560003 创业训练项目 国家级 新能源旅游房车 陈东鹏  谢绍锋,袁驰,高湛欣  牛小东 良好 

28 201810560004 创业训练项目 国家级 汕大味道—手工啤酒 刘青  陈鸿彬,李欢怡,秦艺文  刘大伟 良好 

29 201810560005 创业训练项目 国家级 策划空间 朱春光  王姝尹,钱晶晶  杨培江 良好 

30 201810560006 创业训练项目 国家级 大象书屋 黄琪森  周虎,柯家梅  陈朝荣 良好 

31 201810560011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便携式远程操控计算机设备 江燕汾  廖泽华,麦伟智,张继锋  闫敬文,袁野 良好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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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1810560022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乡村振兴战略下互联网+农村普惠金融

的实际运用—基于广东省试点县市调

研实证研究 

全冰冰  许冰纯,黄淋榜,林纯  朱健齐 

良好 

33 201810560024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男性消费时代下绿色护肤品的购买意

愿与购买行为研究 
朱芍瑶  邓结玲,罗锐聪,游琇茵  黄旺明 

良好 

34 201810560026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粤华智桥 李宏杰  吕书雅,黄湘岚,彭钢  朱健齐,方睿 良好 

35 201810560027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广东消费者的保健品态度调查 张婷  洪佳仪,詹凯旋,赵欧美  宋丽红 良好 

36 201810560030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基于潮汕功夫茶文化视角的茶具消费

者行为研究与营销传播实践 
王君  冯永廉,谢佩桩,佘林婉  梁超,徐晖 

良好 

37 201810560031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老树的故事及生存危机——以潮汕地

区为例 
黄佳齐  吴淑芳,陈冰如  黄义忠 

良好 

38 201810560032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定时养护坐垫 曾国银  唐瑶纪,权宇  张跃 良好 

39 201810560033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团队竞技玩具车设计 张锐填  陈泽敏,杨伶俐,吴江铭  张跃 良好 

40 201810560034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制作亲子玩具工具 明旭辉  冯家敏,张德昕,华丽平  林晓蔚 良好 

41 201810560042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高校大学生区块链交流学习平台建设 吴优  詹超豪,凌子欢,冼庆楠  
蔡伟鸿,陈斯

燕 良好 

42 201810560043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诚享书吧 胡春朋  邹致源,吴诗璟,陈芊霖  梁强 良好 

43 201810560047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粤东质量研究团队 蔡逸斌  刘钜鹏,陈妙娴  林佳丽 良好 

44 201810560049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AD易创 谭婷  吴芹,程占强  陈斯燕 良好 

45 201810560051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消息整合订阅服务系统设计 马荣欣  徐柳,李芯源  朱诗生 良好 

46 201810560052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潮汕非遗“智库”项目 项光溢  刘大州,李欢  黄安乔 良好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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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01810560055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小智教育 张颖龙  黄姝昕,梁志杰,梁裕庆  陈戈 良好 

48 201810560056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女大学生裸贷问题及法律对策研究 梁嘉羚  曾子琳,李华玲,陈瑜茵  李曦 良好 

49 201810560057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民法总则》背景下我国老年人监护制

度的构建--以广东省为例 
赵可滢  黎健初,陈漫妮,蒋磊  穆红琴 

良好 

50 201810560060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多米诺骨牌自动摆放小车的设计及实

现 
郑敏妍  蔡煜城,陈自炜  魏楚亮 

良好 

51 201810560062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基于红外识别的 UPS热监控系统设计 陈柱鹏  陈敬楠  庄哲民 良好 

52 201810560065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基于大数据的玩具行业资讯平台 鲁华康  李嘉浩,王树豪,麦健文  姜大志 良好 

53 201810560068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餐厅智能服务型机器人 胡浩然  苏韶森,李意繁,谢鸿飞  赵永杰 良好 

54 201810560069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基于树莓派的动作跟随机器人 张健威  黎钰晖,胡伟麟  张杰 良好 

55 201810560071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惠装修 马寅生  吴润泽,林甲桂  蔡伟鸿 良好 

56 201810560073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用于饲喂的可移动体感 遥控仿生机械

手 
叶健  罗振武,陈思佳,叶灏鹏   王双喜 

良好 

57 201810560076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城市人口特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叶派良  戚正奕,韦汉阳  叶瑞松 良好 

58 201810560077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基于光纤位移传感器及其在智能织物

中的应用 
裴湘灿  梁卓麟,吕健荣,岑颖乾  曲航 

良好 

59 201810560078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倾斜光纤折射率计的设计及生物传感

应用 
李子浩  黎俊文,叶俊宏  陈晓涌 

良好 

60 201810560079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神经网络在物理学中的应用 区泳珊  陈婉妍,曹小军  杨玮枫 良好 

61 
201810560080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利用反卷积方法将测量深度谱直接转

换成元素成分分布 
王梓杰  李丹花,王昌林,陈阳阳  王江涌 

良好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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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01810560081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Ni/Ag多层膜 GD-ToF-MS深度谱的定量

分析 
毕焰枫  林晓琪,冯朗丹  王江涌 

良好 

63 201810560082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BiOX 光催化剂的合成与应用 李文婷  黄钰平,朱思慧,邓东成  宋一兵 良好 

64 201810560085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三角褐指藻岩藻糖转移酶蛋白质的过

表达质粒构建及其亚细胞定位研究 
杨梓康  杨应铨,梅鹏程,何丽萱  杜虹,刘晓娟 

良好 

65 201810560086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健肤娇体木棉花皂的开发研究 李钰怡  吕洁欢,吴楚  谢丽玲 良好 

66 201810560088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基于 CAZymes法和色谱分析法构建红

藻多糖糖谱及其质量控制的应用 
王雪菲  郭燕君,张嘉燕,刘卓妍  

Cheong kit 

leong,陈伟洲 良好 

67 201810560090 创业实践项目 省级 新型虫粉饲料的运用和推广 黄观庆  林煜,肖宇哲,陈健鸿  Dennis Lee 良好 

68 201810560091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基于 O2O外卖平台，顾客参与、心理授

权与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 
蒋健东  黄彬,严浈,李丽婷  曾宪扬 

良好 

69 201810560092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代际传承下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战略

转型研究 
郑思娜  张倩钰,王观杏  宋丽红 

良好 

70 201810560093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基于无景点旅游的兴起探索乡村民宿

的发展之路 
陈枢晴  诸琳,欧楚妍,胡锟甫  郭功星 

良好 

71 201810560094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广东省大学生压力调查分析 吴芊芊  兰茜,向洋杉,吴桐坚  郑慕强 良好 

72 201810560095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高校餐饮业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

以 1981 Bar为例 
刘韵盈  李小金  

Anna 

Gasiorowska 良好 

73 201810560096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高校学生参与组织社团投入与产出（就

业能力）的调查研究 
蔡希悦  李梓毅,朱方正,赵婉芯  周军杰 

良好 

74 201810560097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中国上市公司年报风险因素披露研究

及启示 
陈俊圣  张家梁  蔡欢 

良好 

75 201810560098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留守妇女问题的

研究——基于人力资本视角 
欧琪琪  陈鸿桃,邓丽珊,王妍  郭功星 

良好 

76 
201810560099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关于潮汕抽纱的市场调研和产品推广

方案 
王泽凯  王淑慧,黎德瑜,张金霞  

李进明,赵佩

华 良好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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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201810560101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汕头大学资源回收管理平台 萧钊冠  邓晓文,张玉舒,潘霜腾  郭翠 良好 

78 201810560102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活色生乡—特色产品校园推广调查 李婉琳  夏东林,马立标,陈镕镕  欧阳峰 良好 

79 201810560103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揭阳潮汕机场公司旅客服务质量提升

研究 
陈丽娇  闵亚芬,邱爽,梁子昌  郑慕强 

良好 

80 201810560105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潮俗中医——从潮汕中医出发，讲述乡

村中医及其与邻里乡亲之间的故事 
陈章华  潘颖欣,邹宜君  凌学敏 

良好 

81 201810560108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研究 杨心男  陈仕达,严婉心  樊林君 良好 

82 201810560109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忆古思甜——寻味潮汕酥糖 戴莉莉  林依梵,林晓彤  凌学敏 良好 

83 201810560110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基于行为分析的大学校园行走空间设

计研究—以汕头大学为例 
林靖怡  郁娟  

樊林君,徐少

林 良好 

84 201810560111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蚁窑新用—传统建筑与现代灯具相结

合 
胡紫萍  关镇嫦,刘惠琳,王泽澄  陈彦青 

良好 

85 201810560113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传统客家围屋活化与当代公共艺术研

究 
范甜  丁佳奇,丁泽予,郑威廉  温阳 

良好 

86 201810560115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在旅游与民宿视域下，潮汕文创产品研

发 
利柏霖  何榕榕,林雪枫,霍文焯  黄安乔 

良好 

87 201810560116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潮汕老店的记忆 李卓凡  齐聪,张玲,朱肖双  陈彦青 良好 

88 201810560134 创业实践项目 校级 圣平舟教育 罗燕章  林倩文,莫晓仲,李桥  刘瑜,李进明 良好 

89 201810560135 创业训练项目 校级 微创表情包 王旭棋  曾翠雯,黄嘉庚  齐震,骆礼敏 良好 

90 201810560140 创业训练项目 校级 梦游创意旅行 吴婷  李铁熙,欧振泓,何月明  龙月娥 
良好 

91 
201810560141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关于检察机关提前环境公益诉讼的研

究--以粤东地区为例 
陈美婷  姜哲,林冕填,赖淑玲  钟卫红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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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201810560142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新《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过程中的疑

难问题研究 
林梓玲  周蓉,杜晗雪,陈思敏  钟卫红 

良好 

93 201810560144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基于 STM32的骑行头盔 方浩铭  郑圳坚  蔡泽民 良好 

94 201810560147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适用于高速公路的防撞栏上的多功能

移动平台 
梁文杰  袁鑫泰,肖怡锋,谢闽龙  牛小东 

良好 

95 201810560148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智能双足仿生机器人 陈义镇  萧艺创  郑黎明 良好 

96 201810560149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基于套筒连接形式的预制装配式长柱

抗震实验研究 
卓家锦  廖宝强,李振林,张俊伟  王传林 

良好 

97 201810560151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Hello汕大”手机软件开发 陈俊亨  刘芝华,程晓聪,郭岚婷  蔡浩 良好 

98 201810560152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基于 kinec的四轴飞行器及其体感控

制 
唐紫樑  王森,叶伟康,钱庄  吴福培 

良好 

99 201810560153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轿车表面智能清洗及其应用 古钟钰  王豪,郭泽森,揭英文  吴福培 良好 

100 201810560156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纳米光催化材料的封装技术及其在有

机染料处理中的应用 
周健鸿  黄伟学,黄伟森,陈广瀚  宋一兵 

良好 

101 201810560157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格氏试剂的合成及其与端基聚苯乙烯

的反应 
刘开真  韩文清  陈汉佳 

良好 

102 201810560158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精确合成荧光纳米凝胶 关赋君  梁延翠,吴钜洪  张和凤 良好 

103 201810560159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可用于创伤修复的凝胶型生物功能材

料研究 
肖巧  谢雪梅,孙钰,叶锦豪  刘杨 

良好 

104 201810560160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莱茵衣藻尿素代谢及 CRISPR/Cas9 敲

除体系的构建 
邓培森  李吉初,周舜钧  杜虹,刘晓娟 

良好 

105 

201810560162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关于住宿制度与大学生能力培养的分

析比较—基于书院制和学生社区制度

的比较 

何正淳  李栩彤,黄梦琪,黄燕婷  曹琼 

良好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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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类型 级别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项目成员 指导教师 

结题验

收结果 

106 201810560164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探索中国文化--潮汕 丘颖茵  连雅佳,章湄萱,游嘉文  叶芳琴 良好 

107 201810560166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研究广东省不同年龄段电视端、网页端

视频播放的取向 
徐思炫  赖江瑞郑凯烨柳珺君  李博 

良好 

108 201810560171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多语言文化交流中心 李海欣  黎宇强,黄文宇,谭洁雪  刘瑜 良好 

109 201810560174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聚光灯外——幕后音乐人的故事 简镝  潘舒遥,周祉君,赖湄映  胡禄丰 良好 

110 201810560002 创业训练项目 国家级 奶妈保育站 陈琳颖  陈艺欣,郑杰齐,喻源  蔡欢 合格 

111 201810560008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P2P无抵押车贷的风险及其防范 刘千卉  洪卓敏,吴蔼贤  
邓剑光,田志

荣 合格 

112 201810560016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Fingertip Music-音乐趣味教育软件 练文亮  陈枫,刘志恒,杨金朋  熊智 合格 

113 201810560025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互联网+社区支持农业研究 
李斯阿

嫔 
 蔡玉銮,田巧,吴虹玲  

姚明安,金明

琨 合格 

114 201810560048 创业训练项目 省级 合胜教育中心 冯翠平  陈思琦,余振凡,蔡毅南  高见 合格 

115 201810560058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智能存钱宝 傅诗晴  侯有钊,袁陈标  林艺文 合格 

116 201810560061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基于云平台远程操控的智能茶壶 曹家榕  梁华潇,杨敬达,梁家乐  崔岩 合格 

117 201810560064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Lan式 WiFi视频小车 李映焕  黄泽鹏,欧骏林  袁野 合格 

118 201810560070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自动开蛋器 李柏力  刘弘钜  赵永杰 合格 

119 201810560075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基于语音库及人工智能的智能机器人 袁盛峰  廖振楠,黄熙文,陈浩铭  张杰 合格 

120 201810560083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星状聚合物为前驱体精确合成碳量子

点材料 
黄思颖  韦雪萍,陈雨彬,李汶浩  张和凤 

合格 

121 
201810560089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对虾肝胰腺中新型几丁质酶的克隆表

达及活性鉴定 
吴芳  李佳婕,江梓杨  王帆, 

合格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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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201810560106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广东省美丽乡村创新建设模式研究—

—基于全域旅游经济视角 
张奕翔  黄湘玉,张梓浩,郭泽璋  张增丽 

合格 

123 201810560107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出花园，便成人——潮汕文化纪实 杨颖  黄晓欣,冯典明,甄晓晴  黄义忠 合格 

124 201810560112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现代生活背景下的晋江传统民居保护

方法研究 
邬齐鸣  李成金,温文杰,冯裕成  武祥永 

合格 

125 201810560114 创新训练项目 省级 可移动式微建筑 李苗苗  李昕阳,冯添开,胡志勇  武祥永 合格 

126 201810560132 创业训练项目 校级 智能化汕大 郑羽  吴炳岳,张俊东,张建发  于津 合格 

127 201810560137 创业训练项目 校级 66杂志 梁丽华  杜珂玮,彭佩君  谢舜龙 合格 

128 201810560139 创业训练项目 校级 自动零钱兑换机的推广与运营 邓翠敏  刘朝康  欧阳峰 合格 

129 201810560145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智能浇灌系统 谢玉圣  梁成,蒋陈中正,林仕敏  魏楚亮 合格 

130 201810560150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基于 AR Cloud的商业推广服务平台 冯旻  李盛树  陈钦梧 合格 

131 201810560154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基于锥形光纤起偏器的研究 巫泽生  吴华捷,张海东  孙国勇 合格 

132 201810560155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线性腔被动锁模掺铒光纤激光器的研

究 
谢郑昱  谢俊锋,杨宏峰  孙国勇 

合格 

133 201810560161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海水鱼类产 PUFA肠道微生物的筛选、

鉴定和体内定植 
方欢  刘利芳  

游翠红,王树

启 合格 

134 201810560163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高校校外人员管理 王晓洁  赖沛仪,郭停停  齐震,骆礼敏 合格 

135 201810560165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探究潮汕地区“拜老爷”祭祀活动带来

的经济效益 
林嘉成  杨庆鹏,唐蕙,戴楚文  Dang Van Thac 

合格 

136 201810560167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汕头市私募基金的发展现状研究 仝国香  高宇,叶欣雨  王宋涛 合格 

137 201810560168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鲜味人知 容浩贤  卢宇倩,熊彩凤  田广 合格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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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201810560169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中国原油期货上市的影响研究 陈恒祥  陈浩朋,高天柱,郭志江  杜沔 合格 

139 201810560170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海绵城市配套产品的市场分析和推广 李亦晋  杨朝钧,区建宏,欧阳恒威  谢舜龙 合格 

140 201810560172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深圳市汕头商会运营模式及可行性营

销方案 
谌姝婕  吴婧琳,殷月明,黄晓君  陈莱姬 

合格 

141 201810560173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新时代美丽女性：女大学生形象微电影 梁靖雯  冯可雯,罗逸晴  张增丽 合格 

142 201810560176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深圳坪山公共艺术课题研究 胡航  吴林峰,陈朴梓,陈飞  张宇 合格 

143 201810560177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新时期·新农村与公共艺术 利惠森  谢丽婵,梁洪,杨可欣  马涛 合格 

144 201810560178 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 “公共艺术节”运作模式研究 林家茜  黄柳翠,梁泳雯,陈静勤  张宇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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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部 226项项目获得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报送 2019 年度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立项项目的通知》（粤教高函﹝2019﹞40 号）的文件精神，今年 4-5 月份开展了 2019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立项工作。 

2019 年全校共申报 238 项，是去年的近 1.5 倍。经各单位组织相关专家评审推

荐和网上公示，确定“恰到蚝处”等 262 个项目为我校 2019 年度校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并推选其中“校园公益服务综合平台”等 40 个项目为我校 2019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咖啡产品‘怒咖（Nucca）’的策划与

推广”等 100 个项目为我校 2019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详见

《2019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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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名单 

 

项目编号 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

责人 

项目负责人

学号 

参与学

生人数 
项目其他成员信息 指导教师 

项目

等级 

201910560001  创业学院 恰到蚝处 创业训练项目 费久奥 2018821008 5 

向嘉泳/2018411024, 

黎海朗/2018541016, 

刘洁莹/2018211021, 

林佳兴/2018414024 

郑慕强 国家级 

201910560002  创业学院 校园公益服务综合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蒲宇琪 2017101099 3 
谭宁静/2017101069, 

林燕玲/2016701082 
于津 国家级 

201910560003  创业学院 “羱羊”攀岩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邹致源 2017161052 5 

庄妍湲/2018721043, 

莫家璇/2018641049, 

陈家炫/2018322002, 

陈  越/2018831005 

曲小锋 国家级 

201910560004  创业学院 
Thinker——脑机接口应用探索

者 
创业训练项目 张锦浩 2017061043 2 林浚颖/2017101044 姜大志 国家级 

201910560005  医学院 
“救心来了”城市心脏骤停急救

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吴锐苗 2015710023 5 

庄伟涛/2014710077, 

梁文杰/2016124035, 

吴芊芊/2017301119, 

陈彦桦/2018510027 

陈英杰, 

刘就进 
国家级 

201910560006  创业学院 
化妆品行业风口研究及市场运作

实践 
创业实践项目 郭智鹏 2017301027 5 

赖荟宇/2017072013, 

李雪菁/2017401028, 

肖  韵/2017162037, 

冯健怡/2017031015 

朱健齐,陈

舒湘 
国家级 

201910560007  法学院 
“她”为什么不离婚：潮汕地区

妇女的婚恋及家庭观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雨晨 2017052014 5 

林嘉怡/2017051018, 

张   睿/2017052013, 

武靖雅/2017052012, 

张松伟/2017051040 

廖文伟 国家级 

201910560008  法学院 
“离婚冷静期”真的有用吗？—

—广东离婚裁判数据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成延芬 2017031010 5 

冯心意/2017031016, 

陈  婧/2017031007, 

温  静/2017031063, 

王毅超/2017301116 

聂铄,吴正

茂 
国家级 

201910560009  
工学院 隔空控制的现实增强投影灯 创新训练项目 胡艺龄 2018631014 3 

何伟源/2018621018, 

徐千睿/2018812027 
袁野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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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

责人 

项目负责人

学号 

参与学

生人数 
项目其他成员信息 指导教师 

项目

等级 

201910560010  工学院 魔戒 创新训练项目 温宇轩 2018631088 4 

张  荣/2018631089, 

苏永康/2018631086, 

戴文富/2018632008 

崔岩,林泉 国家级 

201910560011  工学院 床椅杖一体化多功能护理机 创新训练项目 李志杰 2017124041 5 

刘俊杰/2017124056, 

耿至锴/2017124021, 

吴芷榕/2017301121, 

唐佳英/2017162031 

陈少克 国家级 

201910560012  工学院 
巴氏芽孢杆菌对水泥土强度特性

影响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曾庆杰 2017111002 4 

李  悦/2017111030, 

林民杰/2017111036, 

黎金杭/2017111025 

王延宁,刘

冬 
国家级 

201910560013  工学院 多功能微创腹腔手术器械 创新训练项目 何嘉杰 2017124023 5 

林俊涛/2017124053, 

黄兆田/2017124028, 

黄浩光/2018621098, 

陈麒宇/2018621007 

陈少克 国家级 

201910560014  工学院 环绕式声波震动牙刷 创新训练项目 宋盼盼 2017124079 4 

李湘帆/2017124037, 

叶万宝/151720287, 

钟颖琳/2017124107 

程西云 国家级 

201910560015  工学院 
优良代数免疫性质旋转对称布尔

函数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阮洁 2017101062 2 何旭曦/2017101016 陈银冬 国家级 

201910560016  工学院 
基于新型噪声免疫 LSTM的短时交

通流预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鲁华康 2017101048 3 

陈岐森/2016101007, 

梁倚蔚/2016101058 
周腾 国家级 

201910560017  理学院 基于 DMD 光信息处理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甘然丰 2016072013 4 

黄  堇/2016072016, 

陈逸夫/2016072010, 

黎俊文/2016072020 

谢向生 国家级 

201910560018  理学院 
全共轭小分子光伏电池器件形貌

调控 
创新训练项目 吴锦波 2017081033 3 

潘健萍/2017081028, 

周  颖/2017081045 
刘剑刚 国家级 

201910560019  理学院 
原花色素的分子量和结构单元组

成对其鱼皮明胶结合活性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戴明辉 2017094007 2 陈启煊/2017094004 

滕博,陈美

珍 
国家级 

201910560020  理学院 
clostridiumsp。内源性硫酸酯酶

的重组表达与应用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 谢运发 2017094035 4 

梁婉琪/2018841033, 

凌明芳/2018841034, 

郑晓蕾/2018841056 

吴奕瑞 国家级 

201910560021  

理学院 基于机器学习的无人驾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佳军 2016061019 5 

温楚梅/2017061032, 

程旭帆/2016072011, 

张旗林/2017072037, 

谷敏强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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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

责人 

项目负责人

学号 

参与学

生人数 
项目其他成员信息 指导教师 

项目

等级 
周瀚樟/2017072042 

201910560022  理学院 
钼基复合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其电

化学析氢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柯裕婷 2017081048 3 

欧婉君/2017081027, 

陈子琪/2017081007 
胡良胜 国家级 

201910560023  理学院 
新型反式脂肪酸代谢酶的筛选与

鉴定 
创新训练项目 李艾欣 2017094048 5 

李欣/2018842017, 

陈婧筠/2018842002, 

陈文璇/2018842003, 

陈丹红/2018842001 

王帆 国家级 

201910560024  理学院 
基于多样传感器的路径优化系统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李子浩 2016072023 3 

欧阳锦辉/2016061029, 

叶俊宏/2016072045 
谢向生 国家级 

201910560025  商学院 金融素养普及公益平台建设 创新训练项目 周亮君 2016162050 5 

梁健平/2016162023, 

梁慧诗/2016162022, 

金妮/2016701057, 

夏志宇/2018611063 

蔡欢 国家级 

201910560026  商学院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大学生健康管

理意识研究——基于广东大学生

的实证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李金生 2017301054 5 

龚佳乐/2017301024, 

李宣泽/2017301062, 

伍可歆/2017301122, 

彭汉龙/2017142040 

周军杰 国家级 

201910560027  商学院 绿色外卖消费行为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凌子茵 2017301086 4 

刘俊柏/2017301089, 

麦雅烨/2017301099, 

罗颖婷/2017301096 

曾宪扬 国家级 

201910560028  文学院 
关于侨批内容识别的众包网络平

台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姜欣彤 2016401051 4 

陈晓乳/2016011009, 

王家琪/2016101038, 

唐正尧/2017101072 

林晓娜,廖

海泳 
国家级 

201910560029  文学院 
礐石历史建筑群的资料整理与创

新文化旅游项目策划 
创新训练项目 童雪晴 2017401054 5 

王九阳/2017011061, 

陈  心/2017051005, 

路如月/2017031097, 

叶晓彤/2017162045 

彭尚青,陈

景熙 
国家级 

201910560030  
长江新闻与

传播学院 

潮汕女知青口述历史记录——基

于海陆丰地区的实地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 胡少华 2017401017 4 

陈静仪/2017401006, 

佘薇薇/2017101065, 

赖如梦/2017101029 

凌学敏,方

炼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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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031  
长江新闻与

传播学院 

以爱愈痛：临终关怀在汕头市的

探索与发展——以汕大附一医院

宁养医疗团队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刘子荟 2016401092 4 

侯文静/2017510106, 

林依梵/2016401084, 

林晓彤/2016401082 

云启栋 国家级 

201910560032  
长江艺术与

设计学院 
汕头市小公园灯光节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郭璇琪 2017701051 4 

谢丽娟/2017701141, 

陈文君/2017701020, 

欧仟惠/2018321032 

黄安乔 国家级 

201910560033  
长江艺术与

设计学院 
西堤文化创意潮 创新训练项目 林琪琪 2017701090 3 

陈婉杨/2017701018, 

刘  麦/2017701095 
蔡明崇 国家级 

201910560034  医学院 
基于生物信息学大数据分析的乳

腺癌生物标志物及预后因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吴键乐 2017560015 5 

王赫佳/2016061036, 

郑卓群/2017510035, 

邓泽锟/2017510008, 

张海裕/2018510117 

林豪雨,曾

德 
国家级 

201910560035  医学院 
甲醇与乙醇联合慢性染毒对小鼠

食管及胃黏膜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周欣怡 2017510182 5 

姚  欣/2017510002, 

曾炜楠/2017510006, 

吴新仪/2017510152, 

黄浩淇/2017510167 

苏敏 国家级 

201910560036  医学院 
以菌群角度探究精神压力变化对

慢性牙周炎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郭致洋 2017580006 5 

王俊鑫/2017580029, 

张  琰/2018580028, 

李伟浠/2016094022, 

陈婉娴/2017510094 

辛蔚妮 ,李

蕊  
国家级 

201910560037  医学院 
尼古丁受体亚型对酒精奖赏效应

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林泽帆 2017510160 5 

陈奕钿/2017510171, 

吴逢佳/2017510189, 

李文倩/2017510164, 

田惠婷/2017510162 

高分飞 国家级 

201910560038  医学院 

潮汕地区女性乳腺癌 ER、PR、

HER-2、Ki67 表达模式及其临床病

理特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贾师承 2017510057 5 

郑洁萱/2017510031, 

杜振超/2017510014, 

陈奕纯/2017510004, 

陈沐彤/2017510023 

曾德,林豪

雨  
国家级 

201910560039  

医学院 数字化拔牙导板的开发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谭心儿 2017580001 5 

吴思华/2017580011, 

隆  澳/2017580015, 

黄焯瑶/2017111016, 

钟晓梅/2018651032 

马辉

彬,Eric 

Scott Hald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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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040  医学院 
CD10 和 GPR77 表达与乳腺癌临床

病理特征间的相关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肖晓芬 2016510054 5 

黄陶然/2016510040, 

漆晓怡/2016510048, 

林增瑞/2017560030, 

林晰睿/2018510021 

黄海花,何

春玲 
国家级 

201910560041  创业学院 
咖啡产品“怒咖（Nucca）”的策

划与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楼静雯 2017401040 3 

祝珂鑫/2017401081, 

张  宇/2017701157 

凌学敏,陈

莱姬 
省级 

201910560042  创业学院 见·潮 创业训练项目 卢月 2018413029 5 

周嘉嘉/2018414054, 

陈凯莉/2018413002, 

温小敏/2017701130, 

朱鹏旭/2017301152 

蔡秋彦,徐

少林 
省级 

201910560043  创业学院 潮汕记忆——阿嬷的粿 创业训练项目 张晓铨 2017301147 4 

谢瀚铮/2017301124, 

陈礼鉴/2016111006, 

许稚芝/2017301128 

谢舜龙 省级 

201910560044  创业学院 查礼记“轻奢礼物”电商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姚嘉欣 2018322064 5 

方一帆/2018631010, 

钟建成/2018631090, 

陈垂斌/2018631002, 

李景航/2018631080 

朱健齐,范

衠 
省级 

201910560045  创业学院 玩具设计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黄梓煊 2016701053 3 
黄明圆/2016701046, 

廖志锋/2017701086 
张跃 省级 

201910560046  创业学院 
芯光舞装——一种新型 LED 技术

的产品开发与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陈佳玲 2016301009 5 

卢沅柔/2016301079, 

冯妤婕/2016301035, 

卢浩权/2016301077, 

曾振涛/2016301006 

欧阳峰 省级 

201910560047  创业学院 变音闹钟智能盖板 创业实践项目 彭邦旋 2017141047 3 
孔佑和/2017051014, 

陈泊莹/2018632003 
赖李洋 省级 

201910560048  创业学院 KAPA——校园文化创意品牌 创业实践项目 孙思楠 2018531127 3 
周紫凝/2018541062, 

邱晓容/2018721031 
刘大伟 省级 

201910560049  创业学院 化妆品品牌建立与推广商业方案 创业实践项目 兰思宇 2016162014 2 霍俊文/2016301051 曹琼 省级 

201910560050  
创业学院 青梅竹旅 创业实践项目 陈龙川 2018321005 3 

梅寒凌/2018331041, 

郑瑞琼/2018321059 
郑慕强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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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051  创业学院 
汕大水果自助贩卖机的引进与推

广商业方案 
创业实践项目 陈家栋 2017301007 5 

童舰瑶/2017161037, 

黄志杰/2017301044, 

李健成/2017301053, 

林梓瀚/2017301085 

郭功星 省级 

201910560052  创业学院 M2 Design 创业实践项目 黎倚敏 2017401023 3 
赵婉芯/2017161051, 

林憬彤/2017401037 
金明琨 省级 

201910560053  创业学院 汕善若水多肉公益电商平台 创业实践项目 石家蔚 2017301105 4 

何振凯/2017401016, 

叶宇航/2017161044, 

韩佳霖/2018311011 

曾宪扬 省级 

201910560054  法学院 

《电子商务法》背景下平台外电

子商务经营者的规制问题探究—

—以微商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钟兰芬 2017031081 5 

黎健初/2016081018, 

胡建咏/2017031022, 

张润轩/2017031076, 

吴露露/2017031065 

邓剑光,钟

卫红 
省级 

201910560055  法学院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问题研究

——以 P2P 风控为视角 
创新训练项目 何珊 2017031020 5 

章湄萱/2017031077, 

潘宁静/2017031049, 

余赛琳/2017031072, 

孟茜茹/2017031099 

杨狄 省级 

201910560056  法学院 
对我国“过劳死”现象的法律思

考 
创新训练项目 蔡馥帆 2017031001 5 

蔡燕婷/2017031003, 

吴熠玲/2017031066, 

谢紫虹/2017031068, 

陈舒/2017031008 

黄雪兰 省级 

201910560057  法学院 

“一带一路”法律专业学生涉外

法务职业能力调查研究——以汕

头大学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陆冠文 2016301080 5 

谢颖宜/2017051037, 

李  敏/2017031032, 

王涵妍/2017031059, 

连雅佳/2017401030 

古俊峰 省级 

201910560058  法学院 

口红消费品对大学生群体性别气

质认同的影响研究——基于汕头

大学的实证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冯哲浩 2018541007 5 

郝  龙/2016051015, 

姚超鑫/2018541048, 

林  洁/2017051019, 

朱宇琴/2017051048 

徐兰兰 省级 

201910560059  

法学院 
刑满释放人员的再犯罪问题的大

数据与实证分析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启航 2017031075 5 

毛梓钰/2017031047, 

庄雅婷/2017031111, 

吴泽钒/2017051036, 

郑焕杰/2017031078 

赵学军,邓

剑光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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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060  工学院 
利用 stm32 实现基于可见光的室

内定位 
创新训练项目 孔永灏 2017141025 5 

赖荣光/2017141028, 

梁玉坤/2017141036, 

钟铸威/2018621080, 

吴现斌/2018631041 

唐雅娟 省级 

201910560061  工学院 
基于 Linphone的嵌入式可视对讲

系统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何梓然 2017142019 5 

刘文燕/2017142008, 

李建新/2017142027, 

何汶轩/2017142018, 

杨智杰/2017141068 

闫敬文 省级 

201910560062  工学院 交互三维旋转显示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黄莹 2017141021 5 

林伟达/2016141025, 

欧振泓/2017141046, 

彭泽姿/2017141049, 

林佳纯/2017141039 

袁野 省级 

201910560063  工学院 
传统潮汕民居建筑破坏现状调查

与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赵炯枫 2017111066 4 

容曼诗/2017111048, 

陈鹏宇/2017111007, 

许宇恒/2017111056 

王传林 省级 

201910560064  工学院 

颗粒活性炭(GAC)协同群体淬灭

菌对厌氧膜生物反应器（AnMBR）

的膜污染控制 

创新训练项目 张苑甜 2017111065 4 

陈锦灿/2017111004, 

王珮莹/2017111083, 

林宏光/2017111034 

Yeyuan Xiao 省级 

201910560065  工学院 智能人体针灸模型 创新训练项目 侯凯旋 2017141086 4 

许泽林/2017142051, 

胡振东/2017141010, 

曾铎锋/2017141002 

林艺文 省级 

201910560066  工学院 
利用废弃物生产生物炭及研究其

理化性质以改善土壤特性 
创新训练项目 牛人捷 2018641050 5 

张碧霞/2018641084, 

黄熙龙/2018641021, 

赵湘楠/2018641087, 

潘   哲/2017111043 

Ankit Garg 省级 

201910560067  工学院 机器导盲犬 创新训练项目 简汉峰 2018631077 4 

区卉贤/2018631033, 

卢宇泓/2018631030, 

梁浩澎/2018632047 

林艺文 省级 

201910560068  工学院 菠萝采收智能农业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刘万鑫 2017124058 4 

郭鹏辉/2017124022, 

钟金生/2017124106, 

吴卓成/2017124091 

王双喜 省级 

201910560069  

工学院 多功能辅助如厕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钱嘉健 2017124076 4 

刘  畅/2017124054, 

叶  桐/2017124098, 

庞渊泷/2017124075 

张健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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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070  工学院 
基于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电池组

监控智能产品的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林均盛 2017124052 4 

陶志诚/2017124081, 

卢胜庭/2017124063, 

邢志豪/2017124117 

Akhil Garg 省级 

201910560071  工学院 协助上下楼机械 创新训练项目 萧丽璇 2017124093 5 

梁浩南/2017124042, 

梁华锋/2017124043, 

罗铮帆/2017124068, 

麦瑞文/2017124070 

何俊,赵永

杰 
省级 

201910560072  工学院 自动巡航小车的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曾佳敏 2017124003 4 

肖嘉鑫/2017124092, 

张嘉铭/2017124102, 

邓灼铭/2017124017 

张健 省级 

201910560073  工学院 仿生多足攀爬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刘首麟 2017124057 5 

罗培云/2017124066, 

陈宏涛/2017124007, 

陈满/2017124008, 

章武坚/2017124118 

张兴伟 省级 

201910560074  工学院 
深度时空感知上下文的车流辆密

度检测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 葛祖浩 2017101095 3 

梁  成/2017142029, 

黎钰晖/2017124033 
周腾 省级 

201910560075  工学院 校园 3D 建模地图 创新训练项目 洪若峰 2018611086 4 

肖冠礼/2018611064, 

黄铭威/2018611088, 

胡文鑫/2018611087 

熊智 省级 

201910560076  工学院 智能清洁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李宇轩 2017124039 5 

陈泳臻/2017124015, 

邓孟清/2017124016, 

张天豪/2017124104, 

杨伟浩/2017101082 

陈严 省级 

201910560077  工学院 所谓医人 创新训练项目 胡天昊 2018831013 5 

胡伟斌/2018621021, 

谢宪璋/2018611066, 

陈永谊/2018611005, 

王鑫鑫/2017510096 

蔡伟鸿 省级 

201910560078  工学院 
基于知识图谱的课程知识导图及

可视化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曹依婷 2016101050 2 吴俊攀/2016081043 蔡伟鸿 省级 

201910560079  

工学院 基于RSSIPDR的室内三维定位APP 创新训练项目 胡伟麟 2017101096 3 
庄展南/2017101094, 

陈雅翀/2017101007 
郑麟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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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080  理学院 智能小车的直立与自动驾驶 创新训练项目 储竣宇 2016061006 3 
卢  阳/2017061049, 

梁炜业/2017094018 
谷敏强 省级 

201910560081  理学院 
群 ZN上的可逆矩阵变换及其在图

像加密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梁杰涛 2017061020 3 

吴梓康/2016061040, 

邓    睿/2016061007 
叶瑞松 省级 

201910560082  理学院 

用于苯和环己烷吸附分离的基于

咪唑类配体的锌/钴金属有机框

架的合成、结构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思涵 2017081004 5 

戴冰玲/2017081008, 

陈  婷/2017051004, 

翁兴毅/2017081032, 

何浩贤/2017081010 

黄晓春 省级 

201910560083  理学院 氮掺杂 IGZO薄膜光电性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郑育展 2016072053 3 
张英裕/2016072052, 

方  辉/2017072047 
余云鹏 省级 

201910560084  理学院 
富勒烯铜(I)配合物的合成与光

电功能性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许贵旭 2016081047 4 

韦雪萍/2016081040, 

冯海超/2017081009, 

叶婷亭/2018831047 

詹顺泽 省级 

201910560085  理学院 
厌氧菌小分子铁氧还蛋白涉及活

性氧产生的初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屹清 2018841054 3 

张怡珍/2018841053, 

陈子蔚/2018841008 
路争 省级 

201910560086  理学院 
TiO2/C/CdS 异质结光电催化水分

解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雨彬 2017081005 2 连朝霞/2017081050 罗彬彬 省级 

201910560087  理学院 
拟穴青蟹 TWIST 和 MEF2 基因克

隆、时空表达及调控关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叶钰汶 2017094038 4 

林  菲/2017094021, 

金  迪/2017094047, 

方  欢/2017094008 

马洪雨 省级 

201910560088  理学院 
红景天黄酮类、多糖类提取工艺

和抗疲劳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吴湘湘 2018842026 5 

陈宇恒/2018842005, 

谭  熙/2018842024, 

余幼安/2017094040, 

邓敬文/2018842006 

谢丽玲 省级 

201910560089  理学院 机器学习算法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周正霖 2017072044 5 

谢郑昱/2017072034, 

袁大志/2018821052, 

张元涛/2017072038, 

陈泽涛/2017072005 

杨玮枫,宋

晓红 
省级 

201910560090  

理学院 
海藻肥的制备及对植物生长的影

响 
创新训练项目 蔡辰 2018841002 5 

郑玲玲/2018841055, 

方芸旋/2018841013, 

梁柏霖/2016094024, 

吴德昌/2016094043 

杜虹 省级 

返回目录 



 

31 

 

项目编号 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

责人 

项目负责人

学号 

参与学

生人数 
项目其他成员信息 指导教师 

项目

等级 

201910560091  理学院 氦原子非次序双电离的理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郑嘉伦 2017072039 4 

王  娱/2017072027, 

魏  洁/2017072053, 

万佳妮/2017072021 

陈长进 省级 

201910560092  理学院 
柔性衬底上硅/锗类单晶薄膜的

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谢俊锋 2017072032 5 

黎友斌/2016072021, 

闻  丹/2016072041, 

刘新星/2016072027, 

纪权宇/2016072018 

刘超平 省级 

201910560093  理学院 
不同甲藻产多糖能力的差异及其

对 藻际黄杆菌多样性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石哲萱 2017124114 2 马  尚/2018841039 王慧 省级 

201910560094  理学院 柔性电致变色器件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方美惠 2016072012 5 

张  健/2016072050, 

高启荣/2016072014, 

袁宇轩/2016072048, 

王有明/2017072026 

Congkang Xu 省级 

201910560095  理学院 红细胞血影包被 siRNA 及其递送 创新训练项目 何幸兴 2016094013 3 
李颖怡/2018841029, 

赵娴静/2017094055 
魏炽炬 省级 

201910560096  理学院 玫瑰杆菌类群降解芘的途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胡沛 2017094045 2 周杰斌/2017094044 王慧 省级 

201910560097  理学院 
羊栖菜多酚聚合物对鱼皮明胶基

可食膜材料的交联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林悦 2017094022 3 

刘一洲/2017094024, 

陈成龙/2017094003 

陈美珍,滕

博 
省级 

201910560098  理学院 
二硫化钼半导体单原子层薄膜的

制备和光电性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邓鸿利 2017072007 5 

陈婉妍/2016072008, 

邵梓康/2016072036, 

袁江江/2016072001, 

郭  阳/2016072015 

刘超平 省级 

201910560099  理学院 
凡纳滨对虾 NOD3-like 的克隆及

其与对虾免疫应答关系的探究 
创新训练项目 唐得意 2017094029 5 

万智天/2017094030, 

余明力/2017094039, 

黄紫妍/2018842013, 

李  靓/2018842016 

章跃陵 省级 

201910560100  商学院 
“购物更便捷”之超市自助结账

机接受度提升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陈骏枫 2016301012 4 

蓝紫彤/2016162015, 

阎易菲/2016301121, 

马露月/2015051037 

Dang Van 

Thac 
省级 

201910560101  
商学院 

银行智能终端设备的客户满意度

调研—基于汕头金砂东路金融圈 
创新训练项目 肖劲华 2016161037 4 

陈亲锋/2016301017, 

黄连珠/2016301045, 
陈斯燕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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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小雅/2016301099 

201910560102  商学院 

影响广东省重点本科大学生就业

选择城市的政策因素的分析与建

议 

创新训练项目 张凯玮 2017094042 5 

王建康/2017301114, 

林  玲/2016161029, 

朱  妍/2018322072, 

黄雅妮/2018322018 

燕波,赵佩

华 
省级 

201910560103  商学院 
社会资本参与社区养老的模式探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晴 2017301059 4 

杜心怡/2017301021, 

林洋溢/2017061022, 

姜志成/2018633007 

林佳丽,方

睿 
省级 

201910560104  商学院 
潮汕地区快递员职业认同感影响

因素的研究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黄怡钧 2017301042 5 

林  馨/2017301083, 

陈盈盈/2017301015, 

潘绍棋/2017142038, 

林正豪/2018311025 

林泉 省级 

201910560105  商学院 
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模式与系统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杨博承 2017301130 4 

张洁仪/2017301144, 

梁晴曦/2017301073, 

陈子宜/2017301016 

陈以慕 省级 

201910560106  商学院 
汕头体育产业现状调查及其发展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娴静 2017162041 5 

卢  梦/2017061027, 

谢东娣/2017141059, 

俞啸天/2017301139, 

查星宇/2017161003 

王宋涛,马

维平 
省级 

201910560107  商学院 

粉丝消费行为及其背后的偶像组

合运营模式研究——基于中日韩

偶像团体的分析比较 

创新训练项目 黄鋈 2017301040 2 何智戎/2017051009 高见 省级 

201910560108  文学院 

潮汕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现状

研究——以汕头市潮阳区农村为

例 

创新训练项目 梁羡汶 2017026033 4 

余凤梅/2017026059, 

杨婉玲/2017026057, 

冯祖耿/2018612011 

王健 省级 

201910560109  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科普读物 创新训练项目 陈丽洁 2016011007 4 

施晓琪/2016011056, 

谢  桥/2016011065, 

郭清盈/2016051014 

陈凡凡 省级 

201910560110  
文学院 

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化与创新模式

研究——以汕头小公园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龙祉均 2016011045 3 

曾  慧/2017011003, 

赖少英/2017011018 
王健,周洁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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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111  文学院 
“潮学堂”校园益智类节目： 题

库策划与社会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佘嘉玲 2017011032 5 

王婉婷/2017011035, 

马岱涵/2016011048, 

陈晓婷/2016011010, 

谢方铤/2016011064 

陈景熙 省级 

201910560112  
长江新闻与

传播学院 

潮汕非遗文化新范式研究——以

珠浦英歌舞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徐怀 2016401131 5 

钟芙蓉/2016401152, 

王娉秀/2017401056, 

林颖欣/2017440007, 

吴旋娜/2017401064 

谢琳,彭尚

青 
省级 

201910560113  
长江新闻与

传播学院 
魔方背后的教育公式 创新训练项目 吴斯瑶 2017401063 3 

陈嘉淇/2017401004, 

曹梓沁/2017401001 
张明 省级 

201910560114  
长江新闻与

传播学院 
灵听 创新训练项目 黄春燕 2016401043 5 

张文洁/2016026072, 

周丽萍/2016401156, 

陈琼怡/2017101005, 

欧裕禧/2017101055 

张增丽,蔡

玲如 
省级 

201910560115  
长江新闻与

传播学院 

大学生专业选择与家庭条件、职

业刻板印象的相关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王逸晖 2018414036 4 

刘方政/2018621039, 

史择翰/2018211035, 

穆欣然/2018812018 

毛良斌,陈

小红 
省级 

201910560116  
长江新闻与

传播学院 
汕头市沿街店面招牌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姚文琪 2017401070 2 蔡嘉禧/2017701003, 徐晖 省级 

201910560117  
长江新闻与

传播学院 

新媒体背景下偏远地区农产品传

播策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曹雅婷 2017011054 4 

陈晓莹/2017124014, 

陶邦惠/2017401053, 

王凯雪/2017011034 

徐晖 省级 

201910560118  
长江艺术与

设计学院 

潮汕嵌瓷技艺跨领域实践——以

玩具应用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陈霖青 2018723002 4 

翁碧芬/2018723020, 

毛鸿升/2018723015, 

孟令成/2018722017 

黄安乔 省级 

201910560119  
长江艺术与

设计学院 
客家饮食文化图谱 创新训练项目 凌江豪 2017701093 5 

吴雨薇/2017141057, 

陈心怡/2017101006, 

刘文杰/2018621040, 

麦锦茵/2017701106 

韩然 省级 

201910560120  
长江艺术与

设计学院 
智能美妆共享空间--满妆 创新训练项目 梁嘉琪 2017701083 4 

胡欣珂/2017701059, 

肖  江/2017701140, 

陳諾怡/2017701028 

秦希 省级 

201910560121  长江艺术与

设计学院 
儿童益智玩具 创新训练项目 冯家敏 2017701041 3 

王  琪/2017701123, 

梁滇杰/2016124034 
林晓蔚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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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122  医学院 不问路 创新训练项目 茹兰颖 2017510111 4 

梁瀚霖/2017510099, 

吴映如/2015510114, 

娄俊/2017401039 

黄铿,欧少

闽 
省级 

201910560123  医学院 
创新型研究性实验课效能评价体

系的构建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黄梓键 2016510101 5 

黎子华/2016510172, 

詹炜杰/2016510200, 

李梓博/2016580013, 

吴晓曼/2016510017 

李恩民,郑

少燕 
省级 

201910560124  医学院 
汇“足底压力疾病警报与健康教

育”一体的高跟鞋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翁一汉 2017510030 5 

翁锚涛/2017510060, 

陈文康/2017510051, 

周芷媚/2017580019, 

郑创荣/2017440030 

谭海珠,赵

迪     
省级 

201910560125  医学院 “潮语问诊”小程序 创新训练项目 茹婉儿 2017510109 5 

林俊伟/2017510123, 

林  颖/2017510089, 

许斯博/2017510019, 

董泽岸/2017580027 

曾旸,林沛

炜 
省级 

201910560126  医学院 医疗锐器盒的改造与创新 创新训练项目 王静凌 2017440016 3 
陈妙璇/2017440013, 

袁银静/2017440018 
张红 省级 

201910560127  医学院 

基于7T动物磁共振成像及miR-16

等通路探究孕酮对脊髓外伤动物

模型治疗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肖徽荃 2016510007 4 

苏智贤/2016510076, 

代芷菲/2017580010, 

陈旻星/2017510028 

李沐,郭燕

春 
省级 

201910560128  医学院 
大学生篮球运动膝关节损伤步态

特征分析及损伤预测模型的构建 
创新训练项目 吴俊翰 2017510092 5 

许  欢/2016510171, 

林超英/2017124050, 

李  衡/2018510124, 

崔  璨/2017142002 

张余,李丽

萍 
省级 

201910560129  医学院 

新化合物 SA6 在小鼠血栓模型中

对抗血栓转录因子 KLF2及其下游

基因 PAI-1、eNOS、TF 和 TM 的影

响 

创新训练项目 黄绍刚 2017560008 4 

姚裕锋/2016510006, 

李枞森/2016510021, 

余  彬/2017560028 

曾小耘 省级 

201910560130  

医学院 
IL-8 高表达在食管癌和食管胃结

合部癌早期诊断价值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许海杰 2017510139 5 

黎  峥/2017510113, 

余嘉明/2017560024, 

周  斌/2017510116, 

黄泽婷/2017510026 

许镒洧,彭

裕辉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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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131  医学院 

基于信息化平台的问诊与沟通案

例库建设暨医学生自主互助学习

模式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梁敏渟 2017510144 5 

黎尚立/2017510120, 

蔡敏华/2017510131, 

陆伟坤/2017510140, 

黄科华/2017560012 

吴丽萍  省级 

201910560132  医学院 

大气污染短期暴露对人群健康的

影响研究——基于汕头市四十万

住院病例的时间序列和归因风险

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张裕锋 2016510155 5 

林婷婷/2015081028, 

聂旖柔/2016510181, 

杨枋杰/2016510175, 

刘慧钦/2016510178 

郭貔,陈业

群 
省级 

201910560133  医学院 
高转移潜能人食管癌细胞表面膜

蛋白的鉴定及其生物学功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悦生 2016510047 5 

张上鸿/2017510034, 

冯浩然/2017560021, 

胡洁璇/2017510098, 

陈锦玲/2017510184 

方王楷,谢

剑君 
省级 

201910560134  医学院 简易脑部定向穿刺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卢芝洁 2017510163 4 

吴金遥/2017510132, 

户辽方/2018510135, 

袁  琳/2018510187 

许慕明,许

焕波 
省级 

201910560135  医学院 
高校医科生英语学术素养发展轨

迹分层建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颖仪 2017560025 5 

陈邱悦/2017510172, 

程珮斯/2017560016, 

徐义恒/2016510192, 

谢金辉/2016061042 

杨苗 省级 

201910560136  医学院 

网络环境下慢性病患者互助式健

康信息交流行为的机理探究、模

式调查与效果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张艺涵 
 

2017510040 
5 

王錫毅/2017510101, 

马嘉君/2017510048, 

陈韫颖/2017510153, 

陈嘉瑶/2017510087 

范冠华,邱

秀华  
省级 

201910560137  医学院 
汕头市融合教育环境下存在的欺

凌现象的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杨琛儿 2017510065 5 

王恩琪/2018510048, 

杨明榛/2018510048 

易思齐/2018510069, 

吴  欢/2018560003 

李丽萍  省级 

201910560138  医学院 
大学生蓝光产品的使用对睡眠质

量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谢碧瑶 2017510001 5 

张雨茜/2017560018, 

黄振宇/2018510139, 

李少琴/2017440024, 

蔡昳璘/2018440046 

李韵  省级 

201910560139  
医学院 

探究肿瘤微环境对宫颈癌细胞能

量代谢关键酶谱的影响及其分子
创新训练项目 祝越轩 2017510165 5 

覃兆晗/2017510168, 

刘家荣/2016094028, 

牛永东,张

丕显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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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葛振建/2016094012, 

赵双雷/2017510158 

201910560140  医学院 眼药水滴加器 创新训练项目 刘超 2017510180 4 

胡光前/2017440009, 

陈梓荣/2017510059, 

杨  梁/2016061044 

林哲绚,罗

红军 
省级 

201910560141  创业学院 睿思教育 创业训练项目 温梓莹 2017011038 3 
康  欣/2017026076, 

肖铭堂/2017026054 
陈凡凡 校级 

201910560142  创业学院 潮州凤凰有机单丛茶包推广项目 创业实践项目 许如邯 2017301127 5 

刘雨濛/2018312028, 

范  燕/2018541005, 

韦玥雯/2018331053, 

魏硕琛/2018821042 

郭功星 校级 

201910560143  创业学院 城市移动公共艺术 创业训练项目 陈奕菲 2017701022 4 

李颖嫣/2017701078, 

冯凯诗/2017701042, 

曾一鸣/2017701006 

马涛 校级 

201910560144  创业学院 
蚯蚓肥在有机单丛茶种植中的实

验推广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林育坤 2017051020 5 

付澳环/2017031091, 

禤宇彤/2018413039, 

李楚滢/2018414016, 

马嘉源/2018311029 

Dennis Lee 校级 

201910560145  创业学院 渔馆教育 创业实践项目 吴彦漳 2018622031 5 

谭鑫磊/2018622026, 

叶政帆/2018622032, 

苏枢诺/2018622025, 

周子煦/2018312054 

吴涛 校级 

201910560146  创业学院 无忧家教 APP 创业实践项目 何月明 2017031021 4 

陈进辉/2017101004, 

肖楚煜/2017101078, 

肖凯炫/2017101079 

Dang Van 

Thac 
校级 

201910560147  创业学院 特色美食产品的创新营销与实践 创业训练项目 黄嘉庚 2016081012 5 

邓海艳/2017701032, 

周兆源/2017101092, 

叶锡洋/2017101084, 

沈焯佳/2018412018 

欧阳峰,许

仲贤 
校级 

201910560148  

创业学院 
新时代农村道路建设与产业发展

---以牛田洋片区为例 
创业训练项目 郑佳露 2017026064 5 

范晓琳/2018831006, 

蔡倩滢/2018531002, 

蔡雨龙/2018641001, 

张天奕/2018811049 

沈忆勇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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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149  创业学院 
桃花源——养老院与儿童福利院

结合的新型社区 
创业训练项目 黄钟敏 2018331021 5 

钟  柳/2017031082, 

黄均贤/2017031024, 

文龙意/2018633024, 

汤艾伦/2017051031 

廖文伟 校级 

201910560150  创业学院 734 视频制作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魏辰宇 2018811039 4 

谢燕璇/2018531135, 

林俊喆/2018611038, 

曾煜淇/2018541054 

谢琳 校级 

201910560151  创业学院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负离子空气净

化器 
创业实践项目 冯乐贤 2018641012 4 

刘森滨/2018631026, 

陈锦潮/2018641003, 

李展智/2018621107 

陈立强 校级 

201910560152  创业学院 
社交电商平台的产品战略采购与

营销策划 
创业训练项目 张舒琪 2017301146 4 

陈惠湄/2017301005, 

李钰渝/2017301067, 

刘捷钧/2017301088 

梁强 校级 

201910560153  创业学院 “Fun 读课”英语绘本馆 创业实践项目 薛宏宇 2018311047 3 
高燕平/2015124078, 

赖积锋/2017701072 
曹琼 校级 

201910560154  创业学院 基于个性化推送的校园信息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张梦瑶 2017101088 5 

陶  晶/2016401115, 

钟嘉莹/2017101090, 

王  铭/2017101074, 

许嘉涵/2017101080 

张杰 校级 

201910560155  创业学院 
Learning Commons 在汕大新校区

的建成计划 
创业实践项目 陈思晓 2017051003 4 

伍  巍/2017701136, 

张远乐/2017701158 

,黎泽壕/2017124034 

赵无名,杨

锴津 
校级 

201910560156  创业学院 汕头大学生家教资源平台 创业实践项目 梁兴华 2017141035 5 

梁辉鸿/2017141034, 

陈咏琪/2017141006, 

赖榆榆/2017141029, 

杨志明/2017141067 

李旭涛 校级 

201910560157  

法学院 
基于价值视角的汕头市特色文化

旅游资源发掘与整合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潘雪仪 2018541031 5 

邓琪琪/2018412008, 

张珂豪/2018541056, 

蒲飞骁/2018541032, 

庄文君/2018414055 

李松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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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158  法学院 
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家事纠纷

调解实效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彭佳颖 2017031050 5 

蔡丽莹/2018531001, 

符晓文/2018531018, 

陈东鸿/2017031006, 

刘昕悦/2017031041 

熊金才,吴

正茂 
校级 

201910560159  法学院 
广东省盗窃罪盗窃数额对量刑影

响的实证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吕少丽 2017031046 5 

梁佩玲/2017031036, 

赖超燕/2017031027, 

肖妙銮/2017031067, 

欧阳琳/2017031048 

田志荣,曹

全来 
校级 

201910560160  法学院 
关于我国在校大学生犯罪情况调

查 
创新训练项目 王晓莉 2017031061 5 

谭烨晴/2017031057, 

陈灵梓/2018531006, 

徐瑞遥/2017031103, 

万  婧/2017031058 

赵学军 校级 

201910560161  法学院 
汕头市无障碍设施满意度的调查

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薛怡昕 2018541046 5 

涂晓琳/2018541039, 

张  琳/2018541057, 

田晨阳/2018541038, 

牟智佳/2018541030 

李松 校级 

201910560162  法学院 

广东省普通高校针对肢体残障学

生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法律制度

保障 

创新训练项目 黄粲 2017026017 5 

谭晓琳/2017051030, 

何晓炜/2017081013, 

黄梅君/2017051011, 

董毅豪/2017101010 

聂铄 校级 

201910560163  法学院 
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湿地保护——

以汕头市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戴静文 2017031011 5 

陈嫣怡/2017031009, 

王泽敏/2017031062, 

赖科圣/2018842014, 

谭  天/2018831038 

钟卫红 校级 

201910560164  法学院 
初探女性就业平等权与用人单位

用工自主权的界限 
创新训练项目 梁进楚 2017031035 3 

甘秋怡/2017031017, 

胡子倩/2017031023 
黄雪兰 校级 

201910560165  工学院 汽车远近光灯使用判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黄嘉敏 2018631074 5 

黄绮玟/2018631017, 

赖欣祺/2018631078, 

蔡焌延/2018631068, 

邹日炎/2018631067 

李芬兰 校级 

201910560166  

工学院 禁烟摄像头 创新训练项目 杨时语 2017141065 3 
邓嘉立/2017141008, 

吴开顺/2017141055 
赖李洋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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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167  工学院 
超高性能混凝土加固砖砌体建筑

的界面粘结机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钟思锐 2017111067 4 

区钰妍/2017111046, 

黄钟琼/2017111022, 

高润权/2017111013 

王传林 校级 

201910560168  工学院 基于体感控制的智能小车 创新训练项目 孙净允 2018632029 4 

李灿禧/2018621031, 

苏滢欣/2018632028, 

姚亚敏/2018611070 

赵雷 校级 

201910560169  工学院 CNTPVA 薄膜的构筑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左舒 2017111088 5 

曾德顺/2017111001, 

林俊生/2017111035, 

周  雷/2017111087, 

朱炳浩/2017081046 

李庚英 校级 

201910560170  工学院 
分散式污水处理系统——混合膜

曝气生物膜反应器模型的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贺正裕 2017111074 4 

王凤娇/2017111082, 

王展东/2017142046, 

黎国锐/2017111024 

Yeyuan Xiao 校级 

201910560171  工学院 智能晾衣杆 创新训练项目 李家乐 2017124036 5 

陈锐杰/2017124011, 

潘圳民/2017124074, 

谭锦辉/2017124080, 

张业平/2017124105 

何俊 校级 

201910560172  工学院 一种自动化荸荠采收机 创新训练项目 曹伟杰 2015124074 5 

廖仲辉/2017124049, 

温鹏海/2017124086, 

吕朗业/2017124069, 

王业欣/2017124085 

程西云 校级 

201910560173  工学院 巡航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吴勇清 2017124089 5 

邓梓洲/2017124018, 

宁明标/2017124072, 

吴允勋/2017124090, 

陈铭楠/2017124009 

彭雄斌 校级 

201910560174  工学院 普通窗户智能化改造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李咏祺 2017124038 5 

周荡伟/2017124108, 

李  瑞/2017072015, 

骆志根/2018621050, 

罗文华/2018621047 

赵永杰 校级 

201910560175  

工学院 
基于树莓派和超声波或红外线测

距实现盲人智能避障提醒 
创新训练项目 薛伟鸿 2018611098 4 

赵  迪/2018611102, 

温晓峰/2017124087, 

王孝雯/2018632031 

张杰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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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176  工学院 
“WeMeet”微觅——大学生结伴

出行 APP 
创新训练项目 毛育静 2017101054 5 

邱文乐/2017101059, 

梁健锋/2017101038, 

茅雨婷/2017026042, 

陈家明/2017101003 

张承钿 校级 

201910560177  工学院 智能健康监测多功能椅子 创新训练项目 翁浩恩 2018622030 5 

温雯婷/2018622029, 

卢泓名/2018622018, 

孔庆乾/2018622015, 

钟  纯/2018622034 

毛忠发 校级 

201910560178  工学院 拖地机器人 X 创新训练项目 梁树志 2018611032 5 

李高峰/2018611028, 

陈泳羽/2018621012, 

王文韬/2018631036, 

林嘉声/2018611035 

范衠,陈钦

梧 
校级 

201910560179  工学院 智能鞋柜 创新训练项目 欧阳宇佳 2017124073 5 

梁智轩/2017124046, 

冯煜湛/2017124019, 

梁智鹏/2017124045, 

梁立锋/2017124044 

吴福培 校级 

201910560180  工学院 
倾转旋翼垂直起降无人机及航测

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李建立 2018631020 4 

李  星/2017101097, 

叶志豪/2018621114, 

谷文熙/2018621017 

李芬兰 校级 

201910560181  工学院 智能衣柜 创新训练项目 陆家贤 2017124064 5 

史晓文/2017124078, 

陈齐升/2017124010, 

邝梓豪/2017124031, 

刘炜壕/2017124059 

王双喜,毛

忠发 
校级 

201910560182  理学院 
可见光催化酮酸和烯烃的脱羧交

叉偶联反应 
创新训练项目 许彬 2017081035 5 

李文婷/2016081019, 

黎家盈/2018831016, 

谢秋娟/2018831041, 

张嘉莹/2018831051 

钟建基 校级 

201910560183  理学院 
酮洛芬纳米晶体光物理和光化学

反应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刘嘉丽 2016081030 1   李明德 校级 

201910560184  

理学院 
基于层层自组装原理的自清洁表

面设计与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冬青 2017081047 2 刘宇星/2017081022 鲁福身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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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185  理学院 
基于可见光催化的氟代烷基化反

应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博炜 2017081002 5 

林淑慧/2017081019, 

朱灿明/2016081056, 

梁荣彬/2016081022, 

方毓欣/2018831007 

钟建基 校级 

201910560186  理学院 
氟代有机胺阳离子的二维钙钛矿

合成及光学性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肖晓辉 2017081034 4 

熊  圳/2017081052, 

罗艳琪/2017081025, 

陈煜权/2017081006 

罗彬彬 校级 

201910560187  理学院 柔性电子皮肤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桂婷 2017072001 5 

陈阳阳/2016072009, 

叶佩虹/2016072046, 

区泳珊/2016072035, 

肖帅虎/2016072044 

Congkang Xu 校级 

201910560188  理学院 高阻隔膜功能膜的制备与表征 创新训练项目 邱敏 2018821036 5 

熊铭萱/2017072055, 

洪泳明/2017072010, 

马泽钦/2018821033, 

谢铭恩/2017072033 

王江涌 校级 

201910560189  理学院 布拉格光纤液体高度传感器 创新训练项目 贺美帆 2017072009 2 王洋/2018821039 曲航 校级 

201910560190  理学院 眼底图像识别 创新训练项目 卢汝琨 2017072019 5 

刘京宙/2018821027, 

刘泽濠/2017072018, 

周国键/2017072041, 

王浩邦/2017072022 

杨玮枫 校级 

201910560191  理学院 
环境因子对复种红树林生长的影

响 
创新训练项目 黄悦滢 2018842011 3 

王玉莹/2018851026, 

王  娜/2017081051 

孙泽伟,孙

志杰 
校级 

201910560192  理学院 
遗传算法在深度剖析定量分析中

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李静 2017072048 5 

陈颖琳/2017072004, 

刘星星/2017072051, 

谭张华/2017061030, 

李豪文/2016061018 

王江涌 校级 

201910560193  理学院 

基于 LPS 诱导 Caco2 细胞模型

的坛紫菜多糖修复肠道屏障功能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吕洁欢 2017094026 4 

张志鹏/2016094056, 

曾庆凯/2016094004, 

巫廷楚/2016094041 

Cheong Kit 

Leong 
校级 

201910560194  
理学院 

全光纤干涉仪偏振特性的研究及

传感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蒋洁 2018821017 2 张    楠/2018821055 陈晓涌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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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195  理学院 布拉格光纤液体折射率传感器 创新训练项目 任朋飞 2017072052 3 
王权钧/2018821038, 

王子豪/2018821040 
曲航 校级 

201910560196  理学院 
重金属胁迫对莱茵衣藻蛋白质的

N-糖基化修饰途径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肖巧 2017094033 3 

何文婧/2017094013, 

叶锦豪/2017094037 

杜虹,刘晓

娟 
校级 

201910560197  理学院 隔热环保多层复合薄膜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彭永敏 2016072034 3 
陈鸿彬/2016072006, 

伍金杰/2016072043 
余云鹏 校级 

201910560198  理学院 
青蟹肠道 SCFA产生菌的筛选及应

用 
创新训练项目 聂诗琦 2017094051 3 

郭紫妍/2017094011, 

巩尊运/2018841016 
李升康 校级 

201910560199  理学院 光学功能薄膜的设计与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黄书阳 2017072012 5 

曹小军/2017072045, 

谢轲鑫/2017072054, 

黄嘉杰/2017072011, 

杨宏峰/2017072035 

林舜辉,王

江涌 
校级 

201910560200  理学院 
三角褐指藻岩藻糖转移酶功能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廖鹏非 2017094019 3 

谢雪梅/2017094034, 

吕颂年/2017094027 
刘晓娟 校级 

201910560201  理学院 

凡纳滨对虾血蓝蛋白水平及血淋

巴菌群相对丰度对对虾免疫的影

响 

创新训练项目 何丽萱 2017094012 3 
曾明锐/2017094002, 

郭燕君/2017094010 

Aweya Jude 

Juventus 
校级 

201910560202  理学院 
黄斑蓝子鱼△6Fad 蛋白多克隆抗

体的制备及其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程宇 2018841010 4 

陈创思/2018851001, 

范春兰/2018841012, 

钟文杰/2018851035 

王树启,陈

翠英 
校级 

201910560203  理学院 

重金属污染物在不同营养级别水

生生物体内的富集作用以及食品

安全风险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颜俊坚 2018842028 3 
张少龙/2018842032, 

吴  汇/2018842025 
毕然 校级 

201910560204  理学院 
酵母菌、乳酸菌与木棉花共发酵

饲料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孟柯 2017094049 2 张莫莫/2017094043 

谢丽玲,朱

炎坤 
校级 

201910560205  理学院 篮子鱼肠道 SCFA 产生菌的筛选 创新训练项目 刘利芳 2017094023 4 

陈  瑶/2017094006, 

罗嘉慧/2017094025, 

林梓田/2018851022 

李升康 校级 

201910560206  理学院 
不同流域灌溉水对农作物产品对

于重金属的富集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 张亚洁 2018842033 3 

颜育盈/2018842029, 

傅    玮/2018842008 
毕然 校级 

201910560207  

理学院 基于(micro)LED 可见光通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吴华捷 2017072029 4 

巫泽生/2017072028, 

蔡锦雯/2016072002, 

刘佳纯/2016072026 

陈晓涌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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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208  商学院 

"互联网+教育"环境下对高校学

生心理行为模型分析——基于广

东省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创新训练项目 王弘纯 2017161038 5 

连嘉华/2017301069;蒋华

波/2017301046;章   燕

/2017301148;杨贵婷

2017301131 

林佳丽 校级 

201910560209  商学院 潮汕传统特色饮食的传承与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陈昱成 2018312003 5 

郭弘毅/2017061007, 

杨碧荣/2017061053, 

李思漪/2017061047, 

刘思彤/2017061025 

宋丽红,金

鹏 
校级 

201910560210  商学院 
揭阳空港经济区经济战略规划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 洪尔浼 2017301030 4 

阮世杰/2017161032, 

刘慧萍/2017161028, 

贺嘉明/2017161011 

谢舜龙 校级 

201910560211  商学院 
广东省大学生消费金融市场的调

查研究---基于电商平台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孙芊芊 2017026048 5 

蔡锦华/2017124001, 

明  倩/2017061050, 

刘贤旺/2017061026, 

马佳儿/2017061028 

陈斯燕 校级 

201910560212  商学院 
“营改增”与中小企业自主创新

关系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郭洁宜 2016026010 5 

黄晓莹/2016026018, 

黄莉文/2018322016, 

李嘉淇/2018322021, 

郑颖娜/2016401151 

苏文宏 校级 

201910560213  商学院 未来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黄娇连 2017301037 4 

黄颖怡/2017162015, 

胡逸诗/2017162010, 

林嘉欣/2017161025 

陈舒湘 校级 

201910560214  商学院 Z 世代资讯行为与知识管理 创新训练项目 力巧 2017301068 3 
黄爱珍/2017301034, 

李英琦/2017301066 
陈以慕 校级 

201910560215  商学院 
科创板为我国科技创新型中小企

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创新训练项目 张泽涛 2017161050 4 

练德智/2017161020, 

刘铭焯/2017161030, 

聂水金/2017124071 

陈尔瑞 校级 

201910560216  商学院 潮文精创 创新训练项目 罗思慧 2017162026 5 

杨锦祥/2017161043, 

余静霖/2017161045, 

张晋源/2017162047, 

林锦鸿/2017701089 

黄梅玲 校级 

201910560217  
文学院 

大学生恋爱压力、家庭教养和主

观幸福感关系研究——以珠三
创新训练项目 李水明 2016162019 5 

李  平/2017094050, 

谢汝恩/2017510135, 
文兵 校级 

返回目录 



 

44 

 

项目编号 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

责人 

项目负责人

学号 

参与学

生人数 
项目其他成员信息 指导教师 

项目

等级 
角、粤东地区为例 郭璟钰/2017510133, 

杨诗诗/2017510195 

201910560218  文学院 
多语言融合下潮汕方言的使用现

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许煜锴 2016026063 5 

李  毓/2016026031, 

黄雅婷/2016026019, 

黄宝仪/2017026016, 

陈依璇/2017026006 

方帆 校级 

201910560219  文学院 

西方经典童话不同译本的对比研

究与当代选择——以《白雪公主

与七个小矮人》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赵雨蓬 2017026079 3 
阮秀珍/2017026045, 

徐铭霞/2017026055 
安宁 校级 

201910560220  文学院 
新时期广东省大学生的人生规划

及其两性差异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刘玥 2017026039 4 

朱清筠/2017026070, 

黄永麟/2017026021, 

简酉林/2017026027 

彭剑娥 校级 

201910560221  文学院 养老服务双向互动实践 创新训练项目 冯丽萍 2017011013 5 

刘  洋/2016011043, 

徐欣桐/2016401132, 

冯  宇/2016011017, 

李晓艺/2016011031 

赵无名 校级 

201910560222  文学院 粤派内画现状研究及宣传 创新训练项目 赵思兰 2017011051 5 

张纯真/2017011048, 

陈思琦/2017011004, 

肖赛花/2017401065, 

吴钰淳/2018541042 

宋健 校级 

201910560223  
长江新闻与

传播学院 

潮汕女性群像——刻板印象背后

的真实情况 
创新训练项目 王婞 2016401118 4 

梁宝仪/2017401032, 

王  琪/2017401057, 

李  强/2017401027 

周翔 校级 

201910560224  
长江新闻与

传播学院 

从广告与营销角度分析凉茶铺的

传承与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袁颖 2017401073 4 

尚心怡/2017401049, 

袁嘉遥/2017401072, 

梁裕庆/2017111032 

徐少林,范

冠华 
校级 

201910560225  
长江新闻与

传播学院 
潮汕嵌瓷的创新传承与发展 创新训练项目 黄妍淳 2018411010 3 

曹鸿源/2018413001, 

李德文/2018414017 
丁为民 校级 

201910560226  
长江新闻与

传播学院 
兰若修行 创新训练项目 郭紫华 2017401013 5 

区颖珊/2018411019, 

陈碧莹/2017401002, 

王思雨/2018411021, 

戴晓彤/2017401010 

黄义忠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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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227  
长江新闻与

传播学院 
以水为生 创新训练项目 连燕婷 2017401031 4 

吴碧丽/2017401062, 

周东儿/2017401078, 

许小燕/2017401066 

黄义忠 校级 

201910560228  
长江艺术与

设计学院 

基于传统文化语境下的花店创新

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邢惠迪 2017701144 5 

丁雅婷/2017701037, 

马常将/2017701103, 

谢伟鹏/2017701142, 

庄英锋/2017701169 

张翼 校级 

201910560229  
长江艺术与

设计学院 

关于高校文创平台运营模式的调

查 
创新训练项目 罗媛 2017701101 4 

邓燕娜/2017701034, 

胡桂香/2017701057, 

颜晓珊/2017141064 

韩然 校级 

201910560230  
长江艺术与

设计学院 

对传统农耕墓葬文明与当代公共

秩序冲突的探究——以桑浦山自

然保护区墓葬乱象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 黄子键 2017701067 5 

蔡健林/2017031002, 

陈梓豪/2016701022, 

刘雅怡/2017031042, 

李思龙/2017052008 

John 

Noonan,温

平 

校级 

201910560231  
长江艺术与

设计学院 
睡眠自然唤醒产品 创新训练项目 陈欣茂 2018723004 5 

程嘉辉/2018723006, 

唐岐山/2018621108, 

吕嘉乐/2018440024, 

李冬芬/2017301052 

林晓蔚 校级 

201910560232  
长江艺术与

设计学院 
互动智能玩具研发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李志安 2017701081 4 

陈  婷/2017701017, 

徐豪静/2017701146, 

张小娟/2017701156 

张跃 校级 

201910560233  
长江艺术与

设计学院 
一方艺术户外体验工作坊 创新训练项目 沈森涛 2017701114 3 

陈  飞/2017701007, 

刘金笛/2017701094 
吴松 校级 

201910560234  医学院 
毛乳头细胞分泌蛋白调控毛囊生

长周期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涂升锦 2016510077 5 

谢晓萍/2016510018, 

王嘉嘉/2016510016, 

王佩青/2015710037, 

许泽佳/2015710027 

黄铿,倪娜 校级 

201910560235  

医学院 i 护 APP 的开发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钟承燊 2017510080 5 

廖越峰/2017510079, 

郭文静/2017580002, 

陈  慧/2018510019, 

李栢芝/2018510063 

解文明,刘

育华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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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236  医学院 防晕车靠枕 创新训练项目 马倩 2017510110 4 

吴庆达/2017510125, 

冼欢嫦/2017510121, 

郑映微/2017510009 

欧少闽,林

艺文 
校级 

201910560237  医学院 智慧移动灯 创新训练项目 杨诗诗 2017510195 5 

陈锴达/2017510124, 

姜梦圆/2017560004, 

张培鑫/2017510169, 

黄伟鑫/2017510104 

陈海滨,林

艺文 
校级 

201910560238  医学院 

“针锋不相对”糖尿病患者居家

针头回收教育项目的实施与效果

评价 

创新训练项目 彭宝渔 2017510024 4 

黄  斌/2017510042, 

廖强辉/2017560005, 

莫子万/2017440003 

苏静  校级 

201910560239  医学院 
3shape 口内扫描仪应用于口腔医

学生备洞实验的教学评判 
创新训练项目 朱灵珊 2017580020 4 

周静叶/2017580026, 

李秀娟/2017580025, 

罗雨晴/2017101051 

曾博  校级 

201910560240  医学院 
不同麻醉药对神经干动作电位影

响的定量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邱若武 2016510029 5 

陈寿炫/2016510008, 

黄思津/2016510031, 

林绮珊/2016510033, 

罗炯勇/2016510028 

沈建新,江

玲 
校级 

201910560241  医学院 
运用系统评价和 Meta分析筛选结

肠癌早期诊断标志物 
创新训练项目 凌根松 2017510186 4 

王  雪/2017510185, 

童日宽/2017510166, 

蓝昭涵/2017510156 

焦晓阳  校级 

201910560242  医学院 
医疗志愿服务对医学生医师职业

精神形成的影响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欧瑶 2017510086 4 

张咏欣/2017580012, 

袁宇清/2016440018, 

郑锨淇/2017510033 

方燕君 校级 

201910560243  医学院 

汕头地区主要河流浮游生物种群

水环境评估及溺死地点和时间的

法医学鉴定 

创新训练项目 黄楠泽 2017510041 5 

欧阳凯博/2017510058, 

黄民警/2017510007, 

张琳婷/2017510046, 

梁小饰/2017440033 

于晓军 校级 

201910560244  医学院 
胖大海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的降

压作用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谢淼钿 2017510159 5 

黄秀杰/2017510161, 

袁  钦/2017510093, 

吴坤林/2017510013, 

陈颖/2017560029 

陈一村,周

燕琼  
校级 

201910560245  

医学院 
“善”食--饮食管理及营养支持

app 的研发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李汪洋 2017510074 5 

吴秉轩/2017510038, 

林丽虹/2017510062, 

郑  庆/2017510036, 

陈馥,范冠

华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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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彤/2017510083 

201910560246  医学院 
临床医学生学习档案袋评价指标

系统的建立 
创新训练项目 张军 2015401146 3 

徐  佳/2016510075, 

刘家洋/2016510088 

林常敏,郑

少燕 
校级 

201910560247  医学院 急救 APP 创新训练项目 赵原琳 2017510076 4 

谢奕娜/2017510063, 

范文娟/2017510084, 

胡俊洲/2017510052 

欧少闽,黄

铿 
校级 

201910560248  医学院 创新型拔牙止血牙套 创新训练项目 兰天豪 2017580013 5 

陈诚达/2017580023, 

邓家驹/2017580014, 

冯  燃/2017580005, 

赖金峰/2017580022 

林曦 校级 

201910560249  医学院 
乳腺癌肝转移裸鼠模型构建方式

的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庄仕杰 2017560023 3 

陈  云/2016510151, 

郭俏丽/2016510141 

陈业晞,李

志扬 
校级 

201910560250  医学院 
潮汕地区 1 型糖尿病患者流行病

学研究和结构化综合管理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 陈婉洁 2016510194 3 

陈  漫/2016510032, 

田慧虹/2016510042 
陈式仪 校级 

201910560251  医学院 
不同输液量救治失血性休克的各

组织微量元素变化 
创新训练项目 黄斌伟 2017510022 5 

赖冠志/2017510027, 

郑鑫鹏/2017510020, 

彭宇杰/2017510021, 

黄敏珊/2017440006 

于晓军 校级 

201910560252  医学院 

去甲汉黄芩素, 千层纸素 A 和荠

苎黄酮抗柯萨奇病毒 A16 作用的

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温达容 2016510084 4 

何淦源/2016510067, 

林淳彪/2017560013, 

廖雪瑜/2017510194 

林创兴,张

丹桂 
校级 

201910560253  医学院 
强直性脊柱炎 ASAS HI 及其影响

因素的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蓝树权 2016580006 5 

刘浩铭/2016510162, 

邓国伟/2016580008, 

李艾康/2017510138, 

杨玲聪/2017580004 

龚瑶,曾少

英 
校级 

201910560254  医学院 阿尔兹海默症 APP 创新训练项目 张润滨 2017510148 4 

陈子奇/2017510155, 

吴匡义/2017510068, 

郑鸿鑫/2017510147 

曾欣,解文

明 
校级 

201910560255  医学院 
无痛分娩对产妇和新生儿影响及

影响无痛分娩因素综合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蔡灿佳 2018510102 4 

谢海鸣/2018440003, 

陈庆城/2017510037, 

杨翼帆/2016510137 

刘淑岩 校级 

201910560256  

医学院 
运用生物信息技术分析 ES-62蛋

白可能的生物学机制 
创新训练项目 陈振宇 2016510091 4 

苏奕洪/2016510081, 

黄驿岚/2016510072, 

区艳婷/2016510117 

陈海滨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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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60257  医学院 
不同专业的医学生对血源性职业

暴露及防护的认知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袁文悦 2017440022 5 

谢佳珣/2017440021, 

罗嘉瑜/2017580024, 

林  峥/2017510114, 

甘孟来/2017580030 

施楚君 校级 

201910560258  医学院 
不同温度对神经干 AP影响的定量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仪 2017510142 5 

廖妍苗/2016026034, 

王思梦/2016094038 

吴泳宣/2017510143, 

张成桓/2017510188 

王海燕,陈

穗 
校级 

201910560259  医学院 
移动社交媒体自我呈现对医学生

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钰琳 2017580003 5 

章子怡/2017560011, 

庞敏敏/2017580018, 

吴伟健/2018510184, 

章扬懿/2017510141 

肖英杰 校级 

201910560260  医学院 
“尤瑞艾希”健康饮品——针对

高尿酸血症人群的饮品 
创新训练项目 周劲鸿 2017510082 3 

邓贤开/2017510117, 

霍泳欣/2017560009 

陈馥,欧少

闽 
校级 

201910560261  医学院 
潮汕地区医患关系紧张因素的调

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江婷 2017560017 5 

莫丽敏/2017510016, 

潘修远/2017510091 

王诗萌/2017510061, 

吴  婷/2017510011 

曾少英,龚

瑶 
校级 

201910560262  

医学院 新媒体时代医学生国家认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李思聪 2017560014 4 

吴吟如/2017440035, 

劳上洪/2017510126, 

林梓瀚/2017301095 

林岳新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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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考试将采用个人最佳成绩 

本报讯（记者 张东）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最近将推出托福个人最佳

成绩、考试时长缩短等一系列考试与申请变化。从 8 月 1 日起，托福考试时间将缩

短 30 分钟，调整为 3 小时。整体考试形式和题目类型保持不变，阅读、听力、口语

部分的题目数量将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个人最佳成绩是从考生过去两年内的全部

有效成绩中，选取听力、阅读、写作、口语 4 个单项的最高得分整合为最佳成绩，

能使考生向申请院校展示其最佳表现。 

“越来越多的院校更加重视了解多次参加标准化考试的考生所取得的单项最佳

成绩。”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托福项目全球执行总监斯里坎特·戈帕尔

（Srikant Gopal）表示，“我们也了解到考生希望能够通过英语考试在招生官面前脱

颖而出。托福考试此次推出的变革能够显著提升考生的考试体验，同时有效增加满

足院校英语语言水平要求的申请人数量。”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 年 05 月 31 日第 6 版，记者 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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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动态】 

教育要回归生活 

主体地位是很难通过施舍或者给予就可以实现的，教育主体必须依靠参与教育

活动的学生自身从被动到主动、从自发到自觉的意识转变，最终成长为教育生活的

主人。 

 

“我们的教育怎么了？”教育常常成为发问的对象。教育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因

为它总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奋力前行。教育要“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

回归梦想”。教育要改革，更要回归，改革是动力、是方法，回归是初心、是方向。

失去了初心和方向的教育改革，必然违背教育基本规律，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解决纷繁复杂的教育问题，首先必须抓住根本，让教育回归生活。 

 
教育与生活的分离是教育问题的根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在人类社会早期，教育与

生活是一体的，生活本身就是教育，教育就在生活之中。随着社会分工的演进，教

育变成了一种专门化、学校化、社会化的活动，教育效率大大提高，但也带来了一

个致命的问题——教育与生活的分离。后来，又引发了学校与社会的分离、教育与

教学的分离、教与学的分离等一系列教育问题。 

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启示我们，当人们逐渐适应脱离现实生活的教育方式，现

实生活本身的价值和形态必将消解。让教育回归生活，不仅是对教育终极意义的思

考与追求，更是对当下教育问题的回应与纠偏。杜威认为，所谓教育原则和教育方

法，无非是在日常生活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寻找平衡点。教育既是目标，又是过程；

既是任务，又是生活。然而在现实教育中，人们总是太在乎目标而忽视过程，总是

太注重任务而忽视生活。教育的工具理性一再被放大，价值理性则逐渐淡化。教育

回归生活世界，已经成为教育哲学的中心议题。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

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对我们理解和改造新时代的教育，依然具有很

强的现实意义。 

回归生活是教育的正道 

教育脱离生活，必将变成无源之水。马克思通常用感性活动、感性世界、感性

实践等概念表达他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关注。他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

的”“无论思想或者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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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方针的重要内

容。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教育与生活关系的深刻认识，把劳动

教育放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战略高度，明确了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把“四育”提升为“五育”。劳动

教育是最好的生活教育，是推进教育回归生活的有效途径。教育回归生活，就是要

营造一个充满生活气息和生命特征的教育形态，让教育主体扎根生活，让教育内容

关照生活，让教育方法贴近生活，让教育活动成为生活，以此改变学生的生存状态、

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改变学校的发展模式，最终实现教育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有机

统一。 

 

主体价值是教育回归生活的前提 

教育回归生活，首先需要确认教育生活的独立价值。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把

教育当作职业发展的手段，当作获得“黄金屋”“颜如玉”的敲门砖，教育被极度功利化

和工具化。 

必须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生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生活。马克思指出，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一个孩子在近 20 年的学校生活中如

何表现自己的生命，决定了他生命的本质，也将影响着他的一生。作为生活的教育，

是要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了解生活、热爱生活、学会生活本身就是学生最应

该接受的教育。一个不懂生活、不爱生活、不会生活的学生，也不可能理解学习的

目的和意义。学生的学习生活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生命历程，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

类学校必须尊重教育生活的独立价值，把提高教育生活的质量作为办学的重要使命，

让学生成为教育生活真正的主人，并在学习、体验、交往、成长中获得幸福完整的

教育生活。 

 

主体自觉是教育回归生活的条件 

主体是指参与特定交往实践活动的人，教育主体就是参与教学活动的师生。 

参与教育活动的人不会自动获得主体地位，学生是不是教育的主体，关键看其

主体性是否发挥，即在教学活动中表现出“选择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

些只有通过不断唤醒和激发学生自觉的主体意识，才能逐步实现。主体地位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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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施舍或者给予就可以实现的，教育主体必须依靠参与教育活动的学生自身从被

动到主动、从自发到自觉的意识转变，最终成长为教育生活的主人。 

作为生活的教育，其使命就在于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帮助学生不断丰富文化

素养，提升反思精神，强化主体意识，形成主体人格，最终成长为一个有独立思考、

有批判精神、有责任担当的合格社会公民。 

 

主体交往是教育回归生活的方式 

师生在教育活动中，建立了“教师—教学活动—学生”的教学交往关系。教学活

动是师生共同建构的对象化客体，师生是教学活动同时塑造的实践主体，他们之间

形成了“主—客—主”的主体交往结构。教育主体之间围绕教学活动形成的交往关系

就是教育共同体，主体交往的对象、内容、方式、品质决定了共同体的水平，共同

体的水平反过来又影响了主体发展的质量。交往关系越紧密、层次越高，主体的发

展机会就越多。师生通过共读、共写、共学、共思等精神交往活动，实现共建、共

享、共生活、共成长，形成了充满生命力量和人文精神的教育生活“场”。教育主体

正是在这种高水平的交往和高质量的教育“场”中获得更好的发展和成长，最终获得

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教育生活还具有巨大的连接和拓展功能，让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老师与

家长、家庭与学校、学校与社会连接起来，形成更多教育共同体，构筑起更丰富的

教育生活世界。 

 

主体实践是教育回归生活的途径 

学校、家庭、社会甚至网络，都是教育生活的场域，都是主体交往的空间。教

育回归生活，既要关注教育生活的独立价值，也要关照教育生活与家庭生活、社会

生活的融通。实践是教育的源头，生活是教育的归宿。我们要牢牢坚持教育与社会

实践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让教育主体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体验

生活、获得成长。作为生活的教育，必须打开教室的窗户，让学生聆听窗外的声音，

关注外面的世界。 

教师在授课时要关注时代热点，贴近社会现实，把握学生思想实际，从回应现

实热点、解决实际问题入手，让课堂充满生活的气息，不断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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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积极组织学生到广阔的社会实践中深化对理论和知识的理解运用，把握

学习的目的和意义，让学生在生动的社会实践中增见识、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 年 5 月 30 日第 7 版，作者：胡靖，安徽师范大学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返回目录 



 

54 

 

征稿启事                                                

 

《教学通讯》作为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交流平台，主要内容包括：反映学校本科

教学的最新动态和教学成果，交流教学经验，总结教学信息，反馈教学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介绍国内外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希望得到全校教职员工的支持，欢

迎大家踊跃投稿！ 

 

《教学通讯》设置的栏目主要有：教学会议、教学研究、教学信息、教学计划、

教学交流、教育动态等 

 

投稿信箱：o_jwc@stu.edu.cn  联系电话：82902406、865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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