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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名单

编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第一主持人 第一主持人所在学院

1 S202010434036X 易趣书法——做中国书法教育行业领导品牌 创业训练项目 张守栋 经济管理学院（商学院）

2 S202010434037X 超细毛型长毛兔新品系 创业训练项目 马金凤 动物科技学院

3 S202010434038X 禽血净——禽白血病快速诊断技术引领者 创业训练项目 段宸睿 动物科技学院

4 S202010434039X "四位一体"——粪污资源化与生态循环养殖领航

者
创业训练项目 赵传岳 农学院

5 S202010434040X 康赛乡村生态微景观运营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楚一帆 经济管理学院（商学院）

6 S202010434041X “瀚微科技”——全球纳米乳液材料设计领航者 创业训练项目 陈志强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7 S202010434042X 云养殖平台——蛋鸡云之家 创业训练项目 曹熙康 动物科技学院

8 S202010434043X 启萌智旅 创业训练项目 苑浩然 经济管理学院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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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202010434044X “花果山”——活菌型发酵花果饮品引领者 创业训练项目 李彦斌 食品科学与工程

10 S202010434045X 金种源—新型丸化剂助力乡村振兴 创业训练项目 高峰 资源与环境学院

11 S202010434046X 智蒜中心-大蒜播种收获机核心技术引领者 创业训练项目 齐浩君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12 S202010434047X 大司农——优化农产品供给端服务 创业训练项目 赵世龙 经济管理学院（商学院）

13 S202010434048X 釜底抽薪森林火灾防控技术创新解决方案 创业训练项目 吴素素 生命科学学院

14 S202010434049X 清洁卫士-黄粉虫处理餐厨垃圾助力乡村振兴 创业训练项目 杜若男 植物保护学院

15 S202010434050X 智能化单轨山地作业动力装备 创业训练项目 赵天平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16 S202010434051X 智能双插架拱棚一体机 创业训练项目 罗胜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17 S202010434052X “众团” ——社区智慧团购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李佳轩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8 S202010434053X 挽香阁——中草药香水调制者 创业训练项目 刘德凤 农学院

19 S202010434054X “土肥源”中国功能型缓控释肥料行业领导者 创业训练项目 董晶晶 资源与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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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S202010434055S 图瑞卡高校生鲜零售数据服务提供商 创业实践项目 方梓奇 生命科学学院

21 S202010434056S 精精日上——黄精产业扶贫的带动者 创业实践项目 殷宇腾 植保学院

22 S202010434057S Hi科普啦——知识变现“智造”专家 创业实践项目 杨志强 公共管理学院

附件 2

2020年度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名单

编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第一主持人 第一主持人所在学院

1 S202010434137X 叶黄素面粉——视力保护者 创业训练项目 张玉 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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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202010434138X 皂角造富——经济农业探索皂角新机遇 创业训练项目 黄文尉 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

3 S202010434139X 云果园——中国智能果园管理系统开发者 创业训练项目 孙丰斌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4 S202010434140X 酵”运而生——新型优质微生物发酵饲料 创业训练项目 林诗颖 动物科技学院

5 S202010434141X 累学书站 APP——传递教材，仰取俯拾，稇载而

归
创业训练项目 王禹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6 S202010434142X 家兔气雾免疫生物制剂 创业训练项目 孔惠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7 S202010434143X “鸡时雨”——防治鸡新发病毒性关节炎的及时雨 创业训练项目 杨照晴 动物科技学院

8 S202010434144X 植萃优品有限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李智信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9 S202010434145X 润民基质——大规模实用基质专家 创业训练项目 陈堂鑫 资源与环境学院

10 S202010434146X E视通话 App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李昊真 公共管理学院

11 S202010434147X 蒲堂：蒲公英衍生物生产领跑者 创业训练项目 张佳强 食品科学与工程

12 S202010434148X 泰山香茗-青年茶经济传播践行者 创业训练项目 祝香倩 经济管理学院（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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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202010434149X 非“泥”莫“薯”土豆类休闲食品 创业训练项目 王潇蕊 食品科学与工程

14 S202010434150X 远程智能捕捉发情奶牛 创业训练项目 孔静 动物科技学院

15 S202010434151X 摄影与记忆留存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刘天宇 公共管理学院

16 S202010434152X 犇犇脆-新型牛肉休闲食品的开创者 创业训练项目 王月娇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7 S202010434153X 活化闲置房屋 助力乡村振兴 创业训练项目 周振宇 艺术学院

18 S202010434154X 田间智者—作物按需补灌水肥一体化智能管理

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陈思 农学院

19 S202010434155X 点草成金——农林废弃物多级循环利用的生力

军
创业训练项目 邱天 植物保护学院

20 S202010434156X 甘薯淀粉加工废液中蛋白质提取技术及应用 创业训练项目 邹逸飞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1 S202010434157X “黑珍珠”——黑全麦子母汤圆 创业训练项目 万茜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2 S202010434158X 乐饮乐食——红茶菌糕点的制备与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高静 生命科学学院

23 S202010434159X 肉鸡禽舍智能管理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江宇轩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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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S202010434160X 泰山桑黄栽培技术优化及开发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姜心悦 林学院

25 S202010434161X 享阅 创业训练项目 赵越 经济管理学院（商学院

26 S202010434162X 秆杯——绿色可降解环保杯领导者 创业训练项目 孙楠 资源与环境学院

27 S202010434163X 露净智能洗衣机和中草药洗衣液 创业训练项目 张慧芳 公共管理学院

28 S202010434164X 微生物源保鲜剂的开发与应用 创业训练项目 张婧涵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9 S202010434165X 创想咖啡厅 创业训练项目 张杨 艺术学院

30 S202010434166X A-Soul花青素天然口红唇膏 创业训练项目 王璐 植物保护学院

31 S202010434167X 宛丘粥品有限责任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苏恒 食科学院

32 S202010434168X “大口”主食——降糖健康使者 创业训练项目 姬海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33 S202010434169X BAE-Walnut 新型奶酒的研发与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张倩倩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34 S202010434170X 苹果多酚新型天然保鲜剂研制与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董博斐 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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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S202010434171X 抑郁症的“早期预判”——大学生帮扶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石方婧 外国语学院

36 S202010434172X “合”颜悦色——百合助眠脆片的研发与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白皓月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37 S202010434173S 经益共享平台——大学生私域流量共享服务商 创业实践项目 章鸿杰 经济管理学院（商学院）

38 S202010434174S 今日农说——基于知识社交的农业服务云平台 创业实践项目 王毅 经济管理学院

39 S202010434175S 云益农—“田田圈”式智慧农业服务 创业实践项目 孙晓怡 经济管理学院（商学院）

40 S202010434176S 瀚土农场：移动农场管家 创业实践项目 周剑文 农学院

41 S202010434177S 安居乐“叶”——绿色环保树叶杯盘 创业实践项目 邓忠原 林学院

42 S202010434178S 新型水溶肥的研发与推广 创业实践项目 范泽然 资源与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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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年度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第一主持人 第一主持人所在学院

1 XJ2020001 “果”然心动--一种新型果业产业生态链 创业训练项目 牟鹏东 经济管理学院（商学院）

2 XJ2020002 “挚友”大学生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王晓倩 经济管理学院（商学院）

3 XJ2020003 家庭生活垃圾自动分分类器 创业训练项目 张健先 水利土木工程学院

4 XJ2020004 智能水上生态绿洲 创业训练项目 秦建勋 水利土木工程学院

5 XJ2020005 “奥利给”能量棒——新一代健身食品领域开发者 创业训练项目 杨彩帅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6 XJ2020006 清源——南美白对虾池塘淡化无抗养殖技术 创业训练项目 郑霞 动物科技学院

7 XJ2020007 “大鸡大益”-优质芦花鸡行业引领者 创业训练项目 吕瑞姗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8 XJ2020008 “牛”气冲天-多营养牛肉肉松 创业训练项目 胡双圆 食品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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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XJ2020009 “花落有生”花生农副产品增值利用 创业训练项目 林静玲 农学院

10 XJ2020010 一种可检测深度的智能深松机装置 创业训练项目 李令臣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11 XJ2020011 E-campus校园社区服务软件 创业训练项目 刘俊雪 资源与环境学院

12 XJ2020012 创意工艺品 创业训练项目 孙璐 艺术学院

13 XJ2020013 摩登老农—助力农产品与顾客无缝衔接的领跑

者
创业训练项目 岳婧媛 资源与环境学院

14 XJ2020014 “藜”想之肠：绿色低脂健康香肠的研发者 创业训练项目 常晓涌 食品科学与工程

15 XJ2020015 异菌突起——黑皮鸡枞撑起致富伞 创业训练项目 董圆苹 生命科学学院

16 XJ2020016 茶享能量棒 创业训练项目 朱景辉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7 XJ2020017 有生命的肥料——微生物菌肥架起乡村致富路 创业训练项目 王裕东 园艺学院

18 XJ2020018 桑枝剪伐粉碎搬运一体机--新一代桑枝粉碎机领

跑者
创业训练项目 冯守可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19 XJ2020019 智能语音控制捡球车 创业训练项目 胡泰源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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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XJ2020020 拾艺手作屋 创业训练项目 黄玲莉 公共管理学院

21 XJ2020021 然媒-花绒寄甲的先行者与实践者 创业训练项目 张明薇 植物保护学院

22 XJ2020022 江槲——槲皮素低糖奶茶产品 创业训练项目 王辉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3 XJ2020023 全谷物助眠营养冲泡：新一代优质睡眠的领跑者 创业训练项目 毕钰琳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4 XJ2020024 绿色蔬菜阳荷——助力新兴产业发展 创业训练项目 贺强 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

25 XJ2020025 “籼味”——新一代营养非油炸方便面领跑者 创业训练项目 石莹莹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6 XJ2020026 “创域”生态农场 创业训练项目 岳续缘 艺术学院

27 XJ2020027 农大手绘设计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刘军呈 艺术学院

28 XJ2020028 颐生 APP——陪你颐养伴你一生的健康守护者 创业训练项目 赵逸 外国语学院

29 XJ2020029 褪黑素促进植物净化 3-甲基苯酚废水技术的应

用
创业训练项目 宋瑶瑶 林学院

30 XJ2020030 薪土相传-以保护性耕作为核心的合理耕层构建

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范玉杰 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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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XJ2020031 自动绑枝机 创业训练项目 娄玉仲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32 XJ2020032 桑叶提取物的产品研发与制作 创业训练项目 刘京纯 林学院

33 XJ2020033 水缘花——常见多肉的水培控型探究 创业训练项目 杨晶渊 林学院

34 XJ2020034 “以书益书”——纸质书置换电子书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邰宇豪 公共管理学院

35 XJ2020035 印象设计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宋岩 艺术学院

36 XJ2020036 云众彩麦功能食品研发 创业训练项目 郎正旺 农学院

37 XJ2020037 智能交互学习平台--智宇课堂 创业实践项目 相钰 公共管理学院

38 XJ2020038 校园云小工——实现每个人的价值 创业实践项目 马心雨 植物保护学院

39 XJ2020039 大力同学-新中式鲜果茶饮 创业实践项目 刘昕运 农学院

40 XJ2020040 水域迷城 创业实践项目 张同非 动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