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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部）、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我校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学校在大学生

创新创业基金中设立大学生创新项目专项，支持学生开展科学

研究工作。经个人申请、单位推荐、专家评审等环节，确定《制

备硫化锰/石墨烯复合材料用作超级电容器负极材料》等 50 个

项目为2017年中国矿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基金立项大学生创

新项目，项目执行周期：2017 年 5 月-2018 年 5 月。现予以公

布。 

立项项目团队要严格按照《中国矿业大学大学生创新项目

管理实施细则》的要求，认真做好研究工作，按时结题，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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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利用项目成果参加各类科技创新创业竞赛。 

 

附件：2017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基金立项大学生创新项目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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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编号 项目（选题）名称 
负责人 指导 

教师 

立项经费 

（万元） 申报人 学院/科研平台 学历组别 

DC201701 中锰钢的组织转变与强化特征 王宇回 能源、物理与材料学部 本科生 王庆良 0.5 

DC201702 制备硫化锰/石墨烯复合材料用作超级电容器负极材料 唐晓彤 能源、物理与材料学部 研究生 朱亚波 0.3 

DC201703 胶结充填材料物理力学特性实验研究 徐怀胜 矿业工程学院 本科生 张吉雄 0.5 

DC201704 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模式下间接生产人员优化与调度研究 亓文辉 矿业工程学院 本科生 李玉鹏 0.3 

DC201705 煤岩破坏过程中氡气析出特征实验研究  陈立军 

矿业矿业工程学院（矿 

山地震监测工程实验

室） 

本科生 张炜 0.3 

DC201706 矿震自动报警系统及手机端 APP开发 刘恺 

矿业矿业工程学院（矿

山地震监测工程实验

室） 

本科生 巩思园 0.5 

DC201707 基于 WebGIS的矿井微震数据显示研究 李英虎 

矿业矿业工程学院（矿

山地震监测工程实验

室） 

本科生 李小林 0.3 

DC201708 多用途冰面救援装备的优化研究 罗中正 安全工程学院 本科生 安伟光 0.3 

DC201709 微胶囊型温控阻化剂胞衣抑制煤自燃实验研究 崔传波 安全工程学院 研究生 蒋曙光 0.5 

DC201710 煤体超声波激励致裂增透模拟实验系统开发 李玥 安全工程学院 本科生 翟成 0.5 

DC201711 酸雨侵蚀对再生混凝土力学及耐久性能的影响 李永恒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本科生 鲁彩凤 0.3 

DC201712 智能物流机器人 吕渊博 机电工程学院 本科生 冯雪君 0.3 

DC201713 基于中空骨架系统的低空逃生器研制 尹仕杰 机电工程学院 本科生 
花纯利 

王洪欣 
0.5 

DC201714 便携式远距离落水救援器 石帅 机电工程学院 本科生 
徐桂云 

王洪欣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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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选题）名称 
负责人 指导 

教师 

立项经费 

（万元） 申报人 学院/科研平台 学历组别 

DC201715 环保电厂垃圾渗沥液格栅自动疏通机器人设计 王云飞 机电工程学院 研究生 苗运江 0.3 

DC201716 移动机器人光气融合的地图构建系统 陈常 机电工程学院 研究生 朱华 0.5 

DC201717 多控型自动补盘水稻插秧机的研究 吕佳朔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本科生 于国防 0.5 

DC201718 无人机智能加弹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李博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本科生 朱美强 0.5 

DC201719 基于嵌入式的车道智能识别与预警系统 王超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本科生 
李雷达 

卢兆林 
0.5 

DC201720 全方位地空侦查机器人 周鑫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本科生 袁小平 0.3 

DC201721 基于多数据融合的井下人员精确定位 张楠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研究生 李世银 0.3 

DC201722 基于灰度识别的微粉煤灰分在线检测 李斌 化工学院 研究生 章新喜 0.3 

DC201723 基于神经网络的自激式除尘器气液流动模式识别 文寄望 化工学院 本科生 李小川 0.3 

DC201724 
高岭土合成 ZSM-5 分子筛用于 MTG 反应的催化性能和机理

研究 
马文 化工学院 本科生 蒋荣立 0.5 

DC201725 外加湍流改性颗粒流化床矿化浮选研究 郭庆 化工学院 本科生 李延锋 0.5 

DC201726 基于室内外无缝导航的车位智能引导技术及系统研发 徐诗豪 环境与测绘学院 本科生 王潜心 0.5 

DC201727 生物燃料电池脱氮产电性能研究 张萌 环境与测绘学院 本科生 李燕 0.5 

DC201728 Cu2O/AC的制备及其用于电催化还原 CO2产甲醇的性能研究 孔颖 环境与测绘学院 研究生 王立章 0.5 

DC201729 利用太阳能加强空冷塔内部自然对流的研究 赵长鑫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本科生 
杜雪平 

韩东太 
0.5 

DC201730 
应用于三相四线制电力系统的三电平有源电力滤波器的研

制—基于互联网的新型控制架构和控制算法的研发  

李晓丽、 

陈柯屹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本科生 叶 s宗彬 0.5 

DC201731 一种基于矿井废弃物的热能储存系统 张荣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本科生 饶中浩 0.3 

DC201732  Fe基非晶合金的年轻化   张人芳 数学学院 本科生 刘海顺 0.5 

DC201733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车视觉感知系统 梁天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研究生 许新征 0.5 

DC201734 基于可见光技术的室内定位系统 尹雨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研究生 牛强 0.3 

DC201735 基于 WiFi的老人摔倒监控系统设计与实现 于书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本科生 高守婉 0.5 

DC201736 基于体感控制的智能机械臂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李  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本科生 马海波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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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选题）名称 
负责人 指导 

教师 

立项经费 

（万元） 申报人 学院/科研平台 学历组别 

DC201737 
开发区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与治理——以徐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为例 
邓松林 管理学院 本科生 孙自愿 0.3 

DC201738 当代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影响因素及其实证研究 
梁嘉欣 

张弛 
管理学院 本科生 芦慧 0.3 

DC201739 大学生低碳化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及引导政策研究 郑璐娟 管理学院 本科生 丁志华 0.3 

DC201740 
我想“买”个家——基于河南省沈丘县农村地区光棍现象

的调查研究 
吕倩楠 公共管理学院 本科生 周云圣 0.3 

DC201741 大学生 P2P网络借贷风险的法律对策探究 李开春 公共管理学院 本科生 杨思留 0.3 

DC201742 
“夹缝生存”：大学院长权力困境的扎根研究——基于江苏

高校的调研   
余利川 公共管理学院 研究生 段鑫星 0.3 

DC201743 
高校本科生行政班级凝聚力建设研究——以徐州本科院校

为例 
王云飞 公共管理学院 研究生 张万红 0.3 

DC201744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地下街道空间尺度感知研究 王晗 建筑与设计学院 本科生 
孙良 

李明 
0.3 

DC201745 
基于“催化反应机理”和“可拓模糊层次分析法”的国家

级新区地标性建筑的选址——从深圳浦东到雄安新区 
孙紫涵 建筑与设计学院 本科生 

韩晨平 

索新丽 
0.5 

DC201746 “互联网+传统文化”文字娱教产品创新设计   金一凡 建筑与设计学院 本科生 姚君 0.3 

DC201747 基于嵌入式系统的移动式智能搬运机器人研制 钟鹏程 孙越崎学院 本科生 李伟 0.3 

DC201748 移动设备 SIM卡电磁式弹出装置 刘旖琦 孙越崎学院 本科生 夏晨阳 0.3 

DC201749 基于 SLAM的移动式机器人设计 周鸿斌 孙越崎学院 本科生 李会军 0.5 

DC201750 矿山矿震监测预警及辅助决策系统设计与实现  汤传金 
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

家重点实验室 
本科生 

王桂峰 

蔡武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