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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 202010822001
基于机器视觉的农用多功能智能机器人设计
与实现

创新训练 杨乾智 201802000043 机电工程学院 修改后结项

国家级 202010822002
基于机器视觉的电机云母槽下刻机自动定位
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 马嘉锐 201802000531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结项

国家级 202010822003
基于有限元技术在地震作用下节点抗震性能
的研究——以薄壁轻钢装配式住宅为主体

创新训练 劳荣锋 201802000844 建筑工程学院 修改后结项

国家级 202010822004 “降净路灯”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 何晓玲 201902130028 会计学院 结项

国家级 202010822005 醒狮文化包装设计 创新训练 汤桂莹 17230435014 艺术设计学院 修改后结项

国家级 202010822006
“住不可挡”——岭南绿色智能客栈策划工
作室

创业训练 吴淑铮 17230316030 建筑工程学院 结项

国家级 202010822007 云图网校小程序开发与应用 创业训练 潘泽畅 17231543037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 结项

国家级 202010822008 生酮健康管理APP开发与应用 创业训练 陈霖娅 201902110017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修改后结项

国家级 202010822009 广州南沙区沃果贸易有限公司 创业实践 梁紫依 201802001637 工商管理学院 结项

国家级 202010822010 大学生助农多功能创业实践平台建设 创业实践 蓝雪美 17230709203 外国语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11 S型无碳小车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 曾嘉洪 201802000002 机电工程学院 修改后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12 多用途扇翼机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 李泰兴 201902010134 机电工程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13 涵道三角翼无人机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 关舒婷 201902010283 机电工程学院 修改后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14 基于机器视觉的智能搬运机器人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 黄泽彦 201802000281 机电工程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15 智能家居自动化控制器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 林志杰 201902010339 机电工程学院 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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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 S202010822016
BIM技术在薄壁轻钢桁架结构施工中位移监测
的应用

创新训练 方紫燕 201802000770 建筑工程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17
基于榫卯连接原理构建装配式钢结构节点可
行性研究

创新训练 曾庆仰 201802000615 建筑工程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18
基于BIM技术的EPC项目监理规划研究--以深
圳万科第五园”项目为例

创新训练 罗章文 201902030403 建筑工程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19 基于人流量的公交调度平台研究与开发 创新训练 鄢莹莹 201902151024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20 智能农业大棚系统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 梁嘉炜 201802004194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21 高校S2C书享达程序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 谭健明 201902130505 会计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22
基于大数据时代下的港口智慧物流研究——
以广州南沙港为例

创新训练 吴泽宏 201802001741 工商管理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23 大学生线上学习自我效能及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训练 刘付玉玲 201802001645 工商管理学院 修改后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24 广东醒狮定制影视创新设计 创新训练 薛锟媛 201802001430 传媒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25
中国传统文化衍生品设计--以“二十四节气
”为例

创新训练 叶心昊 201802000940 传媒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26 “JS零染”绿色建筑设计与改造工作室 创业训练 郭桢权 16230316043 建筑工程学院 修改后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27 锐腾云打印平台开发与服务 创业训练 周梓铭 201802004751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28 “云洲”校园人文生态虚拟社区建设 创业训练 方法特 201802004477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29 折翼天使逐梦公益服务-特殊群体技能培训 创业训练 陈莉婵 201902110250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修改后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30 新葉心理工坊--创意手作项目 创业训练 陈怡静 201902110101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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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 S202010822031 启源HR平台建设与应用 创业训练 萧尔滨 201802002527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32 趣乐ABC城堡-儿童英语学习乐园 创业训练 易月 201802001795 外国语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33 多功能羽绒服设计与市场开发 创业训练 贾雨 19330415062 艺术设计学院 修改后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34 醒狮文化创意彩陶工坊 创业训练 李兆荣 201902040239 艺术设计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35 精雕工艺文创工作室 创业实践 李拔文 201802000100 机电工程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36 笃行三创服务工作室 创业实践 叶慧莹 201802001587 工商管理学院 修改后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37 “i树洞”心理助手APP开发与应用 创业实践 胡沁宜 201902110162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38 高州农产品包装设计与品牌运营 创业实践 雷伟鸿 17230435044 艺术设计学院 修改后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39 广州市太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创业实践 苏航 201802001388 传媒学院 结项

省级 S202010822040 悦洋语言艺术工作室 创业实践 刘亭亭 201902040568 传媒学院 修改后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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