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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 201910822001 基于机器视觉的智能取货摆货机器人
创新训
练项目

肖仕驰 17230148028
徐伟藤/17230148010,陈亿奇/201802000262,
徐慧茹/17230148013,汤杨/17230148018

张兴华 机电工程学院

国家级 201910822002 模拟仪表自动识别系统
创新训
练项目

梁铭峰 17230229051
邹洁莹/17230229100,庄宇彬/201802001268,
马嘉锐/201802000531,温静/201802001304

柳贵东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
院

国家级 201910822003
速购––基于大数据与云计算的快速购
物平台

创新训
练项目

谢嘉飞 16230243098
李雅财/16230243103,黄志斌/16230243122,
陈东茹/17231543166,江传谊/16230243108

邵名菊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
院

国家级 201910822004
基于"插件家"技术研究古村落的改造—
—以大坝镇水背村为例

创新训
练项目

曹泽新 17230314105
黎翠文/17230314015,陈晓茵/17230327137,
韩萍仪/201802000617,方紫燕/201802000770

袁富贵,黄珏 建筑工程学院

国家级 201910822005 商业展示道具的家居化延伸设计
创新训
练项目

翟家慧 201802001201
梁嘉玮/201802001204,连晓鸿/201802001200,
黄霭淇/201802001221,张淑莹/201802001205

方建松
艺术设计学院
（新媒体学院）

国家级 201910822006 "T+优建"智能设计工坊
创业训
练项目

王必信 16230316016
官坤林/16230316012,许松强/16230316026,
谢敏茜/16230316001,周嘉丽/16230316011

方玲 建筑工程学院

国家级 201910822007 "幸福牵手"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创业训
练项目

马瑞楠 201802003330
李禧凤/201802003338,蔡少燕/201802003377,
李彩凤/201802003352,李季芳/201802003342 原慧丽 会计学院

国家级 201910822008 多语同步易学及互译系统市场运营实践
创业训
练项目

陈信汶 17230739069
胡婕/17230709069,郭怡君/17230713016,
郑驰野/201802002286,张璇/201802002007

卜玉坤,温燕红 外国语学院

国家级 201910822009 启航造价咨询工作室
创业实
践项目

林永标 17230327150
郑铠航/16230327075,张琼希/16230327068,
郑湧航/17230327015,

赵蓓蕾 建筑工程学院

国家级 201910822010 广州柏利贸易有限公司
创业实
践项目

黄海婷 17230505069
王梅珊/16230541066,冯淋/17230505003,
黄琳/16230541085,蓝洁怡/201802002121

黎超,陈何捷,
王梅

工商管理学院

省级 201910822011 汽车主动救援控制系统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李海华 17230111019
高炜锋/17230111004,徐亚宇/17230111023,
朱宇键/17230111001,胡琪锋/17230111006

周绍鹏 机电工程学院

省级 201910822012 无人水下飞机设计
创新训
练项目

曾淦 201802000138
刘贤烨/201802000107,李健沣/201802000113,
梁湘乐/201802000152,黄衍锦/201802000240

李林 机电工程学院

省级 201910822013 混合翼身融合布局航空器
创新训
练项目

黄衍锦 201802000240
曾淦/201802000138,吴浩锋/201802004701,
刘贤烨/201802000107,梁湘乐/201802000152

李林 机电工程学院

省级 201910822014 常用电池智能分类回收装置
创新训
练项目

赵煜 201802000228
黄哲荣/17230137004,王世康/201802000230,
龚智聪/201802000217

徐志伟 机电工程学院

省级 201910822015 基于嵌入式的智能交通防堵塞系统设计
创新训
练项目

孔镇清 17230229067
杨宇铭/17230229031,王佳颖/16230229062,
何锦辉/17230229081,梁铭锋/17230229051

苏康友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
院

省级 201910822016 服务器外观缺陷检测系统
创新训
练项目

陈雪晴 17230229066
何碧滢/17230229080,刘睿/201802000513,
陈思源/15230207031

柳贵东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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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 201910822017
客家特色建筑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以梅
州围龙屋为例

创新训
练项目

叶淇颖 17230327120
叶淇颖/17230327120,彭章裕/17230314072,
林舒琪/17230330033

袁富贵 建筑工程学院

省级 201910822018
"成长的烦恼"——大学生知识付费行为
的调查与分析

创新训
练项目

郑松进 201802003485
谢玉茹/201802003494,郑伊琳/201802003478,
钟永晴/201802003482,冷林林/201802003610

何鹏飞 应用经济学院

省级 201910822019 新常态下农村"精准扶贫"的调查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岑金花 201802002868
张润洁/201802002847,邓宇君/201802002887,
邓明超/201802002894 曹亮艳,余洪福 会计学院

省级 201910822020
关于电子阅读和图书阅读新相处模式的
调研及分析

创新训
练项目

张晓琪 201802003022
卢洪梅/201802003018,李怡/201802003021,李
俊霖/201802002999

冯绮玲 会计学院

省级 201910822021
媒体融合背景下粤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颜雪妮 201802001719
卢敏珊/201802001730,邱洁怡/201802001738,
王湘苗/201802001716

朱峰 工商管理学院

省级 201910822022
基于粤东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潮州民俗
旅游开发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刘锦鸿 17230505056
庄颖倩/17230505163,吴楚浩/17230505042,
李佶珊/17230505135,何堃辉/17230505052

张燕 工商管理学院

省级 201910822023
广州市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戴靖纹 17231124026
管紫祎/17231124036,江芷珊/17231124008,
张琳/16230524006,郑晓霞/17231124014

匡梦叶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
院

省级 201910822024
基于绿色设计概念的居住空间优化设计
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赖荣威 17230434031
陈梓东/17230434033,陈健诚/17230434024,
梁思清/17230434018,李欣欣/17230434017

陈华钢,李凤华
艺术设计学院
（新媒体学院）

省级 201910822025 时尚女装创新设计
创新训
练项目

王霞 17230415002
吴泽珊/17230415001,林仰洋/17230415016,
郑妍玥/17230739006,邓咏琪/20182000928

郭艳,范颖晖
艺术设计学院
（新媒体学院）

省级 201910822026 白云协同学习支持中心建设与实践
创业训
练项目

陈瑜 17231538021
魏梓灵/17231543160,张祖平/17230101115,
刘荟琳/201802001376,庄小倩/201802002373

高永丰,王晓
艳,赵霖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
院

省级 201910822027 绿色公厕设计工作室
创业训
练项目

钟如培 17230316007
杨智敏/17230316017,林思敏/17230316009,
杨贤伸/17230316001,罗展鸿/17230316032

方玲 建筑工程学院

省级 201910822028 "花开乡野"筑梦教育培训机构
创业训
练项目

周凤清 201802001623
赵薇/201802001631,冯雅仪/201802001610,
倪洁丽/201802001597,陈秋婵/201802001628

吴良勇 工商管理学院

省级 201910822029 "学习兴农"APP
创业训
练项目

李启亮 17230520025
万惠珊/17230520016,李永豪/17230520029,
李晓彤/17230505153

李红彦,招建贞 工商管理学院

省级 201910822030 晨曦island——职业发展交流共享平台
创业训
练项目

古燕萍 17230505104
温璐嘉/201802002882,何晴雯/17231142031,
谭瑞华/17231142010,梁颖憧/17231142049

朱峰,饶慧,段
立

工商管理学院

省级 201910822031 中国传统文化创意体验馆
创业训
练项目

郭淑仪 17231142022
杨嘉敏/17231142030,李雪愉/17231142023,
谭咏珊/17231142001,莫钰雯/17231142021

袁捷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
院

省级 201910822032 流行饰品设计工作室
创业训
练项目

谭春晓 17230435022
裴敏宜/201802001224,伍敏善/201802001233,
黎咏珏/201802001223,薛常/201802001231

康乐
艺术设计学院
（新媒体学院）

省级 201910822033 树脂工艺品创意设计工作室
创业训
练项目

张淑莹 201802001205
梁家炜/201802001204,何明振/201802001227,
李国群/16230435048,苏晓彤/201802001212

梁美燕
艺术设计学院
（新媒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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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 201910822034 小蚂蚁少儿美术教育服务共享平台
创业训
练项目

温双豪 17230433035
钟亮锋/17230433029,黄海迷/17230433063,
唐思/17230433038,文岚/17230433020

成骏,马文镰
艺术设计学院
（新媒体学院）

省级 201910822035 基于机加工的非标准零件工坊
创业实
践项目

林赟杰 17230101167
周芷琪/17230148003,谭宁有/201802000125,
黄振国/17230101143,李帅鹏/17230101145

吕偿 机电工程学院

省级 201910822036 校园1选——校园服务平台
创业实
践项目

吴锦星 16230243119
王嘉盈/16230243070,林柳娜/16230243441,
谢再秘/16230243029

肖建宏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
院

省级 201910822037 广东校招平台
创业实
践项目

徐晓平 18330510124
张凡/201802004693,徐海仪/17230510058,
黄伟龙/15230626019,刘泽林/201802004725

韩旻,李红彦 工商管理学院

省级 201910822038 云影传媒工作室
创业实
践项目

徐靖桓 201802001439
苏航/201802001388,戴嘉琦/201802001438,
李艺锋/201802001397,梁宇雷/201802001387

胡翠芳,刘海云
艺术设计学院
（新媒体学院）

省级 201910822039 创音文化新媒体有限公司
创业实
践项目

庄宇彬 201802001268 黄卓莹/201802001310,张鸿/201802000684 王磊,尹韬
艺术设计学院
（新媒体学院）

省级 201910822040
"互联网+"红色革命老区特色农产品整合
营销模式实践

创业实
践项目

黄兴杰 18330709506
蓝雪美/17230709203,李陈栋/17230314011,
刘俊辉/17131205068

傅静微,何高大 外国语学院

校级 201910822041 机电控制技术实验箱
创新训
练项目

陈亿奇 201802000262
徐伟藤/17230148010,汤杨/17230148018,
黄泽彦/201802000281

张兴华 机电工程学院

校级 201910822042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电控系统
创新训
练项目

罗粤 17230111026
徐亚宇/17230111023,黎煜铭/17230111028,
胡琪锋/17230111006,赖锦雄/17230111012

周绍鹏 机电工程学院

校级 201910822043
多功能倾转式垂直起降固定翼平台的设
计及实现

创新训
练项目

谢江涛 17230101001
彭振根/17230137001,洪智杰/17230101166,
周志坚/17230327102,黄衍锦/201802000240

钟小华 机电工程学院

校级 201910822044 智能按摩椅靠背的设计
创新训
练项目

林赟杰 17230101167
陈希铭/201802000074,李拔文/201802000100,
黄振国/17230101143,李帅鹏/17230101145

吕偿 机电工程学院

校级 201910822045
基于arm系统的山体滑坡智能预警系统设
计

创新训
练项目

杨淼杰 201802000275 任永健/201802000265 曾令超 机电工程学院

校级 201910822046 智能晾衣机的设计及实现
创新训
练项目

钟广泽 201802000283 青翼/201802000135,黄泽彦/201802000281 钟小华 机电工程学院

校级 201910822047 雨伞干燥装置
创新训
练项目

赖泳杰 17230101140 李康铭/17230101135,郭宝/17230101151 黄玲 机电工程学院

校级 201910822048 基于STM32的蓄牧业环境控制器
创新训
练项目

江源榜 17230202048 黄润琴/17230202036,曾政华/17230202020 黎建华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
院

校级 201910822049 基于STM32的两轮自平衡小车设计
创新训
练项目

郑佳生 17230229026
潭剑平/201802000530,郑斯纬/17230229054,
江鑫彬/201802000527,郑于煜/201802000447

苏康友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
院

校级 201910822050 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台灯
创新训
练项目

黄俊锋 17230207022
朱庆慧/17230207018,桂崇振/17230207010,
曾楚杰/17230207024,邱江峯/17230207025

崔晓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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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 201910822051 便携式高保真音频回放系统设计
创新训
练项目

李健伟 17230202042
彭庆欢/15230229097,黄忠贤/201802000400,
骆京城/15230229051,马嘉锐/201802000531

柳贵东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
院

校级 201910822052 基于嵌入式智能闭环反馈增氧系统
创新训
练项目

陈本臻 17230229089
何锦辉/17230229081,梁铭峰/17230229051,
邹洁莹/17230229100,陈雪晴/17230229066

吕偿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
院

校级 201910822053 舞台设备高度无线测量终端设计
创新训
练项目

吴国豪 16230207017
腾志远/17230202021,廖新华/17230202011,
伍世高/16230207007

熊宇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
院

校级 201910822054 《STE》—白云供需见面会微信小程序
创新训
练项目

黄智略 16230243069
黄金明/16230243077,曹芷琳/201802002202,
欧阳卓婷/17230505131,莫钰莹/17231408071

肖建宏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
院

校级 201910822055
新时代下的应用型技术大学易班建设的
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张博 16230243074
黄蓉/201802002840,欧梓正/17230206027,
徐龙/201802002837,蔡钟益/201802004622

马海停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
院

校级 201910822056 基于人脸识别防盗系统“窝安心”设计
创新训
练项目

贾昊 17231547047
陈坚涛/17231547065,陈焕明/17231547068,
罗柳艳/17231547080

汤海林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
院

校级 201910822057 智能金融股票小程序“智能咕咕”
创新训
练项目

黄创先 201802004825
徐瑞/17231547014,莫江钊/17231547026,
廖胜军/17231547024,高鹏/17231547046

汤海林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
院

校级 201910822058 人脸识别考勤管理系统设计
创新训
练项目

陈佳霖 17230316026
叶俊斌/17231547035,叶治邦/17231547036,
李文煜/17231547001,钟思妍/17231547032

汤海林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
院

校级 201910822059 基于移动终端的族谱管理系统设计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卢梓乾 17231538022
吴杰/17231538011,陈铭仪/17231538007,
傅锦江/17231538013,钟建丽/17231538014

邱明辉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
院

校级 201910822060
基于大数据技术定向推送内容对用户行
为引导

创新训
练项目

程少平 201802004439
陈智构/201802004435,黄杜轩/201802004459,
何宝鑫/201802004463

邱丹萍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
院

校级 201910822061 fw智行云缆
创新训
练项目

黄一飞 201802004052 温志洪/201802004071 贾丹媛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
院

校级 201910822062 新城旧宅重焕活力
创新训
练项目

魏菲 16230316017
张钧贺/14230316071,朱汉青/15230316057,
陈泽鑫/16230316013

张静 建筑工程学院

校级 201910822063
基于BIM技术的薄壁轻钢装配式建筑防火
系统的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戚嘉雯 17230327082
何伟文/172304314018,魏凌云/17230327078,
欧彦恒/17230314028

袁富贵,黄珏 建筑工程学院

校级 201910822064 老旧小区抗震改造
创新训
练项目

伍代杰 16230316036
黄振玮/16230316028,周学知/16230316006,
徐志德/16230316034,陈杰鸿/16230316026

丁斌 建筑工程学院

校级 201910822065 重塑岗厦设计
创新训
练项目

黄振玮 16230316028
伍代杰/16230316036,朱汉清/15230316057,
武昕迪/15230315037,张文楷/15230316070

张静 建筑工程学院

校级 201910822066 超高层建筑的消防优化设计及空间管理
创新训
练项目

周锦荣 17230330005
蔡思敏/17230330022,周志聪/17230330007,
廖泓锴/17230330041,潘嘉豪/17230330020

郭娟 建筑工程学院

校级 201910822067
岭南传统文化建筑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
与传播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吴梓源 17230505064
吴淑铮/17230316030,李伟杰/17230316020,
许曼婷/17230316027,罗金霖/17230327093

程叶志,方玲 建筑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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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 201910822068 南风古灶及周边城市设计
创新训
练项目

林丽玲 16230340005 钟炯星/16230340007,黄海雯/16230340019 邢璐 建筑工程学院

校级 201910822069 教学楼新建上下通道方案比选
创新训
练项目

梁华倩 17230327123
陈静/17231326026,曾乐梅/17230327128,
庄育涛/17230327146,庞舒乔/17230327142

谭紫 建筑工程学院

校级 201910822070 全生命周期绿色变形住宅套型设计
创新训
练项目

梁威浪 17230316035
赵一笑/17230316048,杜远航/17230316051,
朱文娟/17230316050,欧阳高纯/17230316043

丁斌 建筑工程学院

校级 201910822071
城乡污水治理投融资方式综合创新研究
——以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筷子河污水
治理为例

创新训
练项目

杨烔榕 15231208028
庾婷婷/16230316022,张立华/16230623016,
张瑞城/17231418068,何玉婷/17231304069

张泽彬,唐靖廷 应用经济学院

校级 201910822072
基于大学生视觉下的广东省高校网络视
频教学软件发展趋势分析

创新训
练项目

梁永钊 17231418166
沈张昕/201802003606,王钟凯/201802003599,
陈金燕/201802003843,黄梓屏201802003833

于晓晖 应用经济学院

校级 201910822073
“佛系”学生的形成、表现及其教育的
调查研究报告

创新训
练项目

李黛清 17231408131
陈晓超/17231408115,卢书桓/17231408121,
王秋仁/17231304197,张宇/17231543148

吴伟 应用经济学院

校级 201910822074
关于提升教辅工具用户体验的研究——
以教学麦克风为例

创新训
练项目

林淑婷 17231408140
陈文霖/17231408124,张思琦/17231408120,
蔡仙梅/17231408113,杨泽锋/17231408141

姜剑涛 应用经济学院

校级 201910822075
广东服装行业对外贸易转型研究——基
于虎门服装国际贸易中心的调查

创新训
练项目

俞军豪 201802003875
莫小晶/201802003890,何晓华/201802003879,
黄雯雯/201802003868,何淑铭/201802003884

张春莲 应用经济学院

校级 201910822076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我暴露水平和抑郁
程度的关系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施方圆 201802003856
张仕晓/201802003871,杨莉君/201802003855,
徐佳雯/201802003883,李卓基/201802003859

林川 应用经济学院

校级 201910822077
并购业绩承诺与中小企业成长--来自创
业板2013年-2018年并购重组经验数据

创新训
练项目

吴晓丹 17231317048
黎夏娴/17231317023,李美玲/17231317044,
张婷婷/17231317042,王晔娟/201802003284

周利芬,余洪福 会计学院

校级 201910822078 考研培训机构内部控制
创新训
练项目

刘丽姗 201802003412
黄林清/201802003386,郭峥/201802003381,
胡骏凯/201802003403,杨波/201802003411

吕海燕 会计学院

校级 201910822079 广东新三板企业融资活动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陈桂妹 201802003268
张淼雅/201802003232,李灿吟/201802003239,
李泰欣/201802003257,卢易裕/201802003242

袁莹翔,原慧丽 会计学院

校级 201910822080
业绩并购对上市公司绩效影响研究-来自
沪深上市公司2014-2018年并购重组的经
验证据

创新训
练项目

李美玲 17231317044
钟映葵/17231317192,张文雨/17232304392,
张家健/17231304092

周利芬,余洪福 会计学院

校级 201910822081 走进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
创新训
练项目

曹可可 201802003233
梁俊华/201802003216,刘裕欢/201802003263,
叶珊/201802003252,林秀娟/201802002262

原慧丽 会计学院

校级 201910822082
"双创"对于大学生的学习和工作的影响
调查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张静静 201802003382
姚洁莹/201802003410,王慧年/201802003407,
王畅/201802003402,彭程/201802003387

曾爱兵,李燕妮 会计学院

校级 201910822083
业绩补偿承诺的动因及经济影响-----来
自沪深上市公司2014年-2018年并购重组
的经验证据

创新训
练项目

黄洁璇 201802003306
张文雅/17231317005,谢慧雯/201802003305,
杨思婷/201802003287,周灵丽/201802003273

周利芬,原慧丽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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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 201910822084 花呗使用对当代大学生消费观念的影响
创新训
练项目

陈海林 201802003156
何新丽/201802003177,纪心雅/281002003158,
罗耀辉/15230604630,罗娜燕/201802003187

冯绮玲 会计学院

校级 201910822085 大学生竟创项目服务中心建设与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张绮珊 201802002874
袁嘉莉/201802001965,张水凤/201802002876,
庞冰梅/201802001510,梁永钊/17231418166

胡世雄,贾文博 会计学院

校级 201910822086
关于“互联网＋”与环保有机融合的探
究

创新训
练项目

江婉颖 201802002991
陈琳萍/201802003030,邱晓珍/201802003016,
陈静怡/201802002978,杜芝敏/201802003028

冯绮玲 会计学院

校级 201910822087
广州大学生职业规划迷茫影响因素的研
究

创新训
练项目

黄燕 17230505037
谢源倩/17231408049,李文芳/16230542032,
陈丽菊/17231142080,张鑫/16230542038

朱峰,卢俊铭 工商管理学院

校级 201910822088
新经济常态下对构建“闲置资源+低成本
创业”大学生创业新模式的研究分析

创新训
练项目

罗泽榀 201802001630
梁紫依/201802001637,陈诗峰/201802001632,
张杨志为201802001617,杨霖源/201802001598

李左声 工商管理学院

校级 201910822089
基于精准扶贫的广东农村电商物流的困
境与对策研究——以清远市清新区为例

创新训
练项目

陈若曼 201802001684
梁咏茹/201802001681,刘晓琳/201802001688,
林雨岚/201802001707,黄钰姗/201802001703

李红彦 工商管理学院

校级 201910822090
广州市红色旅游景点开发现状研究——
基于广州农讲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等
景点的实地调查

创新训
练项目

黄锐含 17230505034
刘锦鸿/17230505056,罗文娜/17230505057,
黄蕴璐/17230505154

陈何捷,周妃妃 工商管理学院

校级 201910822091 大学生校园网贷警示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程晓楠 17230510071
敖玉儿/17230510072,周友炜/17230510062,
刘华英/17230510063,孙宇欣17231142136

王梅 工商管理学院

校级 201910822092
广州市白云城乡统筹区流动人口管理困
难及对策

创新训
练项目

黄冬苗 17231141086
邓兆楷/17231141079,黄嘉文/17231141046,
陈俊卿/17231141074,王湘婷/201802002845

杨勇军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
院

校级 201910822093 “白云湖美”众筹环保公益组织
创新训
练项目

刘锡旭 17231141065
朱小燕/17231141048,潘颖琪/17231141057,
梁晓晴/17231141070,余振钊/17231141077

杨勇军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
院

校级 201910822094 “机不可失”互助平台
创新训
练项目

陈淑君 17231142036
冯嘉欣/17231142004,余承霖/17231142028,
陈俊霖/172311420202

袁捷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
院

校级 201910822095
基于项目化、课程化的高校第二课堂成
绩单建设路径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徐子开 17231124011
张佳琪/17231141020,陈嘉铖 /17231418196,
肖经跃/17230330014,刘倩冰/17231408057

段立,王晓艳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
院

校级 201910822096 香山特色文化旅游纪念品设计
创新训
练项目

彭清琳 17230435036
郭永锐/15230435108,舒江华/17230435024,
戴婧彦/17230435037

张英,彭新媛
艺术设计学院
（新媒体学院）

校级 201910822097 多元时代下地方戏曲的传承与创新
创新训
练项目

薛锟媛 201802001430 谢泽南/201802001457,陈锐烁/201802001056 王少帅,徐丽萍
艺术设计学院
（新媒体学院）

校级 201910822098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可穿戴设备设计中
的实践应用

创新训
练项目

陈树锋 16230435005
许清彪/201802001219,黄蔼淇/201802001221,
苏晓彤/201802001212,何明振/201802001227

潘文芳
艺术设计学院
（新媒体学院）

校级 201910822099 老广州手信包装设计
创新训
练项目

钟亮锋 17230433029
温双豪/17230433035,甘靖媚/17230433014,
陈舒楠/17230433016

项德娟
艺术设计学院
（新媒体学院）

校级 201910822100 岭南传统建筑动画创新设计
创新训
练项目

吕清林 17230419034
钟咏琪/201802100954,邓金鼎/201802000956,
梁锐华/201802000955,周琦展/201802000945

查小雨,刘昆
艺术设计学院
（新媒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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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 201910822101 多语同步易学及互译系统创新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陈焕玲 17230739016
陈楚渝/17230709270,胡诗敏/17230709012,
史佩瑶/17230712010,张嘉源201802002339

卜玉坤,温燕红 外国语学院

校级 201910822102
趣配音软件对英语专业学生口语有效性
的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廖维兰 16230709241
李明慧/16230709253,郑家瑜/16230709324,
郑锦愉/16230709263

唐红梅 外国语学院

校级 201910822103 通过韩中谚语对比的韩国文化教育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林芳芳 17230713014
幸婷/17230713019,郭晓霞/17230713010,
李惠英/17230713008,杨嘉仪/17230713011

权震红 外国语学院

校级 20191082210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校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教育路径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陈怀杰 17230709383
蔡幸怡/17231408002,韦智文/17230206020,
黄铭菲/17231142178

郑志玲 外国语学院

校级 201910822105
移情与大学英语师生合作关系构建的调
查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林国培 201802001930
刘仲献/17231543198,余丽丹/17231543196,
叶文进/17231142100,梁庆莉17231142127

乐丽萍 外国语学院

校级 201910822106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大学生英语学习资
源设计与研究

创新训
练项目

廖彤彤 201802002226
陈俪丹/201802002218,黄泽珊/201802002228,
尹艳梨/201802002223

陈芳 外国语学院

校级 201910822107
基于移动端APP技术的大学生英语阅读研
究

创新训
练项目

钟嘉霞 201802001915
林宏铧/201802001980,林丽敏/17230327035,
黄俊峰/17230207022,王钢琪/17230137019

林洁榕 外国语学院

校级 201910822108 自然拼读词汇城堡
创新训
练项目

陈展源 201802002033
黄怀霈/201802001986,陈耀玲/201802001994,
钟梦媛/201802002009,李佩娟/201802002066

刘岚 外国语学院

校级 201910822109
学生在创建英语名著公众号中创新能力
的培养

创新训
练项目

陈家琪 201802001832
王靖瑜/201802001927,陈炜/201802001774,
黄嘉欢/201802002020,林宝仪/201802001937

黄潇 外国语学院

校级 201910822110 Cloud儿童英语故事教习社
创新训
练项目

李丹 201802002053
林炀/201802002054,张冰婷/201802002048,
巫宝莲/201802002026,陈雨媚/201802002046

李淑兰,刘娟 外国语学院

校级 201910822111 飞行器飞行场馆
创业训
练项目

吴浩锋 201802004701
麦海东/201802004708,谢江涛/17230101001,
徐康伟/201802004694

周翔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
院

校级 201910822112 “碗底的文字”创意餐厅餐具设计
创业训
练项目

郑瑞琪 17231543158 蔡银帆/17231543157,苏泽贤/17231543155 苏颖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
院

校级 201910822113 潮味坊——潮汕特色产品销售
创业训
练项目

吴东欣 201802004462
刘宋韬/201802004472,黄侯访/201802004470,
王澎勇/201802004457

刘洋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
院

校级 201910822114 学予兼有限责任公司
创业训
练项目

蔡银帆 17231543157 吴楷玲/17230510052 马先华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
院

校级 201910822115 mods资源平台
创业训
练项目

陈嘉俊 17231543205
郑竣露/17231543191,郑宜彬/17231543168,
陈栩燊/17231536027,陈创勇/17231503191

肖建宏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
院

校级 201910822116 口袋白云自媒体工作室
创业训
练项目

翁嘉琪 16230618207
黄伟彬/17231418315,杨紫姚/17231408112,
李丽榕/17231418267

王其良 应用经济学院

校级 201910822117 世迅云代购
创业训
练项目

陈佳琳 201802003812
陈丽婷/201802003870,黄志颖/201802004526,
李祈/201802003564,梁灵珠/201802000884

姜剑涛 应用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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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 201910822118 面向白云学院学子的新型审计学习软件
创业训
练项目

梁乐童 201802003423 杨静依/201802003444,吴敏滢/201802003445 曾爱兵 会计学院

校级 201910822119 解思回忆铺创作社
创业训
练项目

钟诗婷 201802003457
叶莹莹/201802003459,叶芷欣/201802003443,
何云帆/201802003454,陈欣红/201802003455

胡定杰 会计学院

校级 201910822120 校园自助打印机
创业训
练项目

张晓欣 17231304174 张柯琳/17231304162,吴静茹/17231304154 肖华 会计学院

校级 201910822121 励学吧—白云行
创业训
练项目

陈焕辉 201802003324
林代杰/17807641181,黄锦贤/201802003311,
陈静妍/201802003315

原慧丽 会计学院

校级 201910822122 白云净化心灵社
创业训
练项目

张艳婷 17231304324
邱启萌/17231304327,邱丽萍/17231304322,
符金婷/17231304306,李淑怡/17231304123 肖华 会计学院

校级 201910822123 青芒杂志社有限公司
创业训
练项目

陈琳 17231326041 欧阳雨/17231326002,周琪瑶/17231326042 吴永华 会计学院

校级 201910822124 工商管理学院校企合作服务平台
创业训
练项目

徐海仪 17230510058
冯锦超/17230510003,梁紫依/201802001637,
冯嘉辉/17230520013,黄伟轩/17230520012

王梅,卢友东,
胡建峰

工商管理学院

校级 201910822125 童木自由成长社
创业训
练项目

张丽萍 201802002455
梁倩翎/201802002475,区钰儿/201802002448,
成思欣/201802002443

谢东风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
院

校级 201910822126 致远职业规划咨询工作室
创业训
练项目

何旭珊 17231141107
何昊怡/17231141091,苏嘉泳/17231141096,蔡
媛/17231141112,周志坚/17230327102

李远辉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
院

校级 201910822127 中天影业传媒
创业训
练项目

黄智乐 201802001343 沈泽宇/17230433055,叶为煌/201802001062 骆杨康,尹韬
艺术设计学院
（新媒体学院）

校级 201910822128
你的微单——虚拟现实一键下单小程序
（基于校企合作项目793品牌营销推广）

创业训
练项目

周健 17230433039
梁乐思/17230433054,谭泽林/201802001060,
陈锐烁/201802001056

李铭佳,全泉
艺术设计学院
（新媒体学院）

校级 201910822129
“艾益生”艾制品速卖通跨境电商专营
店铺

创业训
练项目

梁皓翔 14230709086
尹国星/16230709213,陈志豪/16230709214,
容丽丽/16230709211,丁尹婷/16230709312

邹幸居 外国语学院

校级 201910822130 唯译工作室的创立与推广
创业训
练项目

江丽萍 201802001968
杨晓仪/201802002063,陈娘军/201802001748,
陈美帆/201802002064,唐杰/17231503078

郭晓琳,黄金竹 外国语学院

校级 201910822131
关于一款德语毕业生了解和寻找企业的
平台

创业训
练项目

郭亦豪 17230739077
陈嘉莉/17230739088,林子瑜/17230739075,
吴淳泓/17230739007

肖雪莹 外国语学院

校级 201910822132 “大英展翅”支教服务团队
创业训
练项目

陈泳琳 201802001770 蔡丹苗/201802001762,骆皓瑜/201802001754 贺满云 外国语学院

校级 201910822133 I DO手工艺品制作有限公司
创业实
践项目

廖婉晴 17231142134
陈燊彤/17231142121,李靖诗/17231142112,
王薇/17231142131,邓怡筠/17231142096

胡志伟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
院

校级 201910822134 DIY校园回忆纪念册
创业实
践项目

徐东升 17231141082
梁镇钧/17231141066,范裕格/17231141056,
林晓静/17231141080,吴晓岚/17231141061

杨勇军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