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农业大学学生工作处通知
山农大学通字【2018】26号

关于公布 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和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的战略部署，根据学校《关于进一步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的

意见》（山农大办字〔2015〕3号）要求，主动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等重大战略需求，深入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引领计划（SIEG）

的实施，现对 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予以公布，并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项目立项

本次立项对符合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确定的“四新促四

化”十大产业项目（即高端装备制造、高端化工、信息产业、能源原材料、

海洋经济、现代农业、文化产业、医养健康、旅游产业、现代金融）和“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参赛项目进行重点倾斜，对往年已重复资助的

项目不再资助。通过团队申报、学院遴选推荐、学校材料初审、专家评审，

经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指导委员会批准，确定“谷丰生态育苗毯”等 70

个校级重点项目，“创意种子画”等 105个校级一般项目获 2018年度山东农

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立项，确定汲丽莎等 2644名同学参与项目

研究实践，立项项目名单见附件。

二、项目实施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由各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具体



组织实施，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为本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项目的第一责任人。校级项目纳入学校管理培养体系，纳入学校大学生创

新创业孵化基地支持项目，对立项的校级重点项目根据项目质量每个项目

拨付 2000元-5000元的支持经费，其中，A类项目拨付 5000元，B类项目

2000元，力求在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建设上取得实效，在各类创新

创业赛事和创业成功率上取得突破。(项目支持经费划拨方式：项目经费 30%

于立项后直接拨付项目负责人账户，用于启动项目；项目经费 40%划拨学

院创业重点项目建设经费，专项用于 2018年立项的创新创业实践项目重点

项目运转建设，不得挪作他用；项目中期检查合格后，项目经费剩余 30%

直接拨付项目负责人账户，用于学生项目的进一步发展)。校级一般项目由

学院具体管理和提供相应扶持。学院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

案，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提供政策、场所、经费、技术等方面的支

持，确保实践项目顺利实施并取得实际效果。要以创新创业实践项目为载

体，打造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营造

创新创业氛围，引领更多大学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实践。

三、项目管理

学院要切实做好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的管理，严格按照学校财务

管理制度指导学生科学使用项目资助经费，定期考核指导教师和项目主持

人开展项目情况，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不能按计划开展

实施的项目要及时予以终止，并报学工处备案，申请变更的大学生创新创

业实践项目必须经学工处批准同意。

学校将根据《关于遴选 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的通知》（山

农大学通字【2018】12号）要求，对立项项目进行过程监督，并于 9月中

旬对项目组织实施、阶段性进展、经费使用、存在问题、教师指导和管理

扶持等情况进行中期检查，年终开展项目结题验收和“优秀创新创业实践项



目”“大学生创新创业之星”“优秀创新创业团队”“优秀创新创业指导教师”等

先优评选表彰工作。

附件 1：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一览表（校级重点）

附件 2：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一览表（校级一般）

学生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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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农业大学 2018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一览表（校级重点）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团队人数
指导教师

备注
姓名 学号 专业 校内导师 企业导师

1 农学院 XJZD2018001 小农石磨大学生创业团队 生产经营型 汲丽莎 20163050 农学 39 陈国庆 刘兰伟 A类

2 农学院 XJZD2018002 健康天然芽苗菜 生产经营型 付道鸿 20173991 种子科学与工程 12 孙爱清 刘洪艳 A类

3 农学院 XJZD2018003 青一兔微游 咨询服务型 刘照清 20163114 中药资源与开发 17 王平 冯健 A类

4 植保学院 XJZD2018004 新农人生态循环农牧场 生产经营型 邹玉 20155816
森林保护（有害生物防

控技术）
181 刘玉升 王林 A类

5 植保学院 XJZD2018005 蝴蝶标本工艺品创作室 生产经营型 刘彦 20164856 制药工程（农药方向） 26
刘玉升

侯文华
吕梦媛 A类

6 植保学院 XJZD2018006
生物防治的应用推广以及天敌昆虫的繁育

技术
生产经营型 陈娟 20167537

森林保护（有害生物防

控技术）
181 刘玉升 王林 A类

7 资环学院 XJZD2018007 谷丰生态育苗毯 科技开发型 侯善民 2017110300 农业资源与环境 8
杨越超

刘敏
无 A类

8 资环学院 XJZD2018008 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 生产经营型 李金玺 20166630
土地资源管理（中英合

作）
4

骆洪义

王亚南
王兰英 A类

9 资环学院 XJZD2018009 origin 创意厨余处理 研究训练型 张孝先 20164919 环境工程 7 杜仲坤 无 A类

10 林学院 XJZD2018010 水缘花水培花卉创业团队 研究训练型 刘菲菲 20162790 园林 10
王华田

聂鑫
张立才 A类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团队人数
指导教师

备注
姓名 学号 专业 校内导师 企业导师

11 园艺学院 XJZD2018011 月季永生花的研发与销售 研究训练型 蒋雨含 20167448 园艺 9 邢树堂 赵勇兰 A类

12 动科学院 XJZD2018012 优质网课媒体平台搭建 咨询服务型 周雪松 20161786 动物科学 20 王帅帅 安慧 A类

13 机电学院 XJZD2018013
基于机器视觉的垂直坐标式自动采茧机器

人
科技开发型 马志鹏 20160716 机械电子工程 6 闫银发 唐飞 A类

14 经管学院 XJZD2018014 宝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开发型 王天琳 20162398 金融学 5 贾元义 黄屹峰 A类

15 食科学院 XJZD2018015 一种香酥牛肉干的研究与开发 研究训练型 王春晓 20163609 食品科学与工程 5 董鹏程 韩广星 A类

16 食科学院 XJZD2018016 嶩氏彩麦 科技开发型 陈宇 20166195
食品质量与安全（中

英）
6 唐晓珍 贾传玺 A类

17 生科学院 XJZD2018017 山东茶语花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经营型 曹波波 20156702 生物工程 4 杨光 徐家连 A类

18 外语学院 XJZD2018018 “十点的猫”微信公众号自媒体 咨询服务型 于浩博 20171613 英语 4 黄思华 王萌 A类

19 农学院 XJZD2018019 苔藓微景观 创业团队 研究训练型 公宇 20162981 农学 34
韩秀兰

范伟国
王凤刚 B类

20 农学院 XJZD2018020 不一样的小麦 生产经营型 王芳 20163052 农学 29 吴佳洁 张圣军 B类

21 农学院 XJZD2018021 “药食同源”中药保健产品研发销售 科技开发型 路官正 20163156 中药资源与开发 24 房信胜 范圣此 B类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团队人数
指导教师

备注
姓名 学号 专业 校内导师 企业导师

22 植保学院 XJZD2018022 羊肚菌工厂化栽培 科技开发型 赵荟歧 20156925 菌物专业 5
姜淑霞

王丽
聂阳 B类

23 植保学院 XJZD2018023 花烟草多功能的研究，应用与推广 科技开发型 丁程瀛 20164749 烟草 8 杨龙 杨龙 B类

24 植保学院 XJZD2018024 恒达绿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经营型 李钰洁 20167479 植物检疫 11
刘玉升

侯文华
王林 B类

25 植保学院 XJZD2018025 云端识虫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科技开发型 郗征 20167573 植物保护 7 刘玉升 李俊清 B类

26 植保学院 XJZD2018026 “农卫士”农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生产经营型 王源 20164806 植物保护 15 侯文华 无 B类

27 资环学院 XJZD2018027 怡家智能灌排阳台园艺栽培系统 科技开发型 陈思萌 20166595
土地资源管理（中英合

作 ）
5

陈为峰

王亚南
周虎 B类

28 资环学院 XJZD2018028 低成本缓控释肥的研制 科技开发型 薄纯斌 20165027 农业资源与环境 7 程东东 无 B类

29 资环学院 XJZD2018029 恰年商业服务公司 生产经营型 王梦琦 20166490 环境生态工程 70 王一飞 张圣军 B类

30 资环学院 XJZD2018030 赤子惠农 生产经营型 景可欣 20165535 土地资源管理 10 王艳廷 刘军 B类

31 资环学院 XJZD2018031 花知音花卉肥一体化创业团队 研究训练型 李金玺 20166630
土地资源管理（中英合

作）
16 张民 无 B类

32 资环学院 XJZD2018032 森泽都市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型 王子珊 20166611
土地资源管理（中英合

作）
15 时连辉 李中华 B类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团队人数
指导教师

备注
姓名 学号 专业 校内导师 企业导师

33 资环学院 XJZD2018033 圣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经营型 张政 20166538 土地资源管理（中英） 10 刘敏 刘军 B类

34 资环学院 XJZD2018034 可丰可丽创新创业团队 研究训练型 王磊 20166444 草业科学 15
时连辉

王亚南
无 B类

35 资环学院 XJZD2018035 緑洁粪污资源利用服务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型 武文旭 2017120251 农业资源利用 6 时连辉 无 B类

36 资环学院 XJZD2018036 蔷妹校园自媒体创新创业团队 研究训练型 张腾 20175435 地理信息科学 9
刘敏

王亚南
刁胜凯 B类

37 林学院 XJZD2018037 新丝路创业团队 生产经营型
鱼笑笑

韦彬琳

20156515

20156524
蚕学 36 张升祥 谢清忠 B类

38 林学院 XJZD2018038 栋梁之材木文化创业团队 生产经营型 张鑫锐 20155289 木材科学与工程 50
齐宪磊

路则光
王如革 B类

39 林学院 XJZD2018039 “花香坊”芳草健康保健创业中心 研究训练型 公民 20152583 风景园林 43
王庆材

臧德奎
无 B类

40 林学院 XJZD2018040 插花艺术创意工作室 生产经营型
程文龙

朱晓英

20156567

20152657

林学

园林
33

郭先锋

王庆材
无 B类

41 园艺学院 XJZD2018041
茗风茶业创

业中心校园辐射型茶营销
生产经营型 孙韩秀 20155698 茶学 60 向勤锃 张守权 B类

42 园艺学院 XJZD2018042 切花菊染色技术的研究及产品销售 科技开发型 满孝娟 20166400 园艺 5 郑成淑 牛效欣 B类

43 园艺学院 XJZD2018043 绿艺多肉苔藓微景观 生产经营型 仲钊江 20164559 园艺 12 沈向 无 B类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团队人数
指导教师

备注
姓名 学号 专业 校内导师 企业导师

44 动科学院 XJZD2018044 憧景-一体化生态景观箱 生产经营型 董京刚 20154896 水产养殖学 8
王慧

王帅帅
姜殿国 B类

45 动科学院 XJZD2018045 中牧兴中草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经营型 徐茂林 20161880 动物医学 4
朱岩丽

王帅帅
刘海玲 B类

46 动科学院 XJZD2018046 宠物营养配餐的制作与外卖 生产经营型 李宸宇 20177776 水产养殖 4 赵鹏 无 B类

47 动科学院 XJZD2018047 蛋窝庄园的开发与应用 生产经营型 徐祥华 20151638 动物科学 6 潘广臣 任春庆 B类

48 动科学院 XJZD2018048 尝鲜自配风味牛奶 生产经营型 梁颖欣 20156419 动物医学 8 王帅帅 肖建森 B类

49 机电学院 XJZD2018049 基于物联网的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设备 科技开发型 康朔 20160924 农业机械及其自动化 6 李天华 刘立钧 B类

50 机电学院 XJZD2018050 BIM 小屋-赛格工作室 咨询服务型 王利飞 2017078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 侯加林 唐飞 B类

51 经管学院 XJZD2018051 泰山美景听听小程序 咨询服务型 李秉远 20162227 国际经济与贸易 6 常昕 孙明高 B类

52 经管学院 XJZD2018052 玩转校园大学生创业兼职电子商务平台 咨询服务型 曾庆鑫 20172741 工商管理 16 周霞 李爱文 B类

53 经管学院 XJZD2018053 德馨家教公司 咨询服务型 于无瑕 20162029 财务管理 4 齐清 霍超 B类

54 经管学院 XJZD2018054 一个读书圈共享阅读 科技开发型 刘森昌 20162488 金融学 47 孙超 胡佳南 B类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团队人数
指导教师

备注
姓名 学号 专业 校内导师 企业导师

55 经管学院 XJZD2018055 极客数码 咨询服务型 张忠凯 20162692 农林经济管理 20 刘帅 无 B类

56 食科学院 XJZD2018056 盛世安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型 葛军麟 20163718 食品质量与安全 8
王兆升

李敏
孙建国 B类

57 食科学院 XJZD2018057 “茶”觉生活 科技开发型 岳子琳 20166132
食品质量与安全（中

英）
5

李大鹏

王琪
刘永俊 B类

58 食科学院 XJZD2018058 “纯遇”双醇酸奶 生产经营型 刘志杰 20163655 食品科学与工程 5
牛乐宝

刘宇轩
高相伟 B类

59 食科学院 XJZD2018059
三N食品科技—红枣及黑变红枣复合四季养

生茶开发
生产经营型 王涌如 20166125

食品质量与安全（中英

合作）
5 张仁堂 张东旭 B类

60 食科学院 XJZD2018060 红茶菌黄精山楂饮 研究训练型 延傲男 20166140
食品质量与安全（中

英）
3 吴澎 杜忠德 B类

61 食科学院 XJZD2018061 果之味营养强化型饮品 科技开发型 李亚茹 20163591 食品科学与工程 5 朱传合 张兆安 B类

62 生科学院 XJZD2018062 猫九校园 生产经营型 钟继超 20152945 生物工程 4
吴连军

杨光
王阳 B类

63 生科学院 XJZD2018063 灵芝多糖冲剂的研发与销售 生产经营型 吴悦 20163477 生物科学 3
杨光

张建军
许梅 B类

64 外语学院 XJZD2018064 “禾苗”外语辅导联盟 咨询服务型 黄何远航 20157414 英语 5
孙慧敏

黄思华
王兴建 B类

65 外语学院 XJZD2018065 Ai 游工作室探索运营 咨询服务型 路晓宇 20151477 英语 6 王秀鹃 刘宁 B类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团队人数
指导教师

备注
姓名 学号 专业 校内导师 企业导师

66 文法学院 XJZD2018066 知予公益校企服务中心 咨询服务型 王舜欣 20165708 秘书学 9
肖秋生

李成武
王长江 B类

67 文法学院 XJZD2018067 翰林服务工作室 咨询服务型 郑柳 20165703 秘书学 11 李成武 杨国强 B类

68 水土学院 XJZD2018068 乙未守艺 咨询服务型 丁耿权 20160213 环境设计 76
杜洪涛

鞠达青
宋远征 B类

69 信息学院 XJZD2018069 智慧茶园 科技开发型 郭嘉 2015559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 牟少敏 张昕颖 B类

70 化学学院 XJZD2018070 公益共享读书机 自主研发 苏海港 20165426 循工 6
王晖

李秀义
张圣军 B类



附件 2： 山东农业大学 2018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一览表（校级一般）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团队人数
指导教师

备注
姓名 学号 专业 校内导师 企业导师

1 农学院 XJYB2018001 创意种子画 生产经营型 邢梦文 20163056 农学 32 王平 岳宗博 学院管理

2 农学院 XJYB2018002 溢植创业团队 研究训练型 朱亚敏 20162992 农学 20 郭风法 鲍大鹏 学院管理

3 农学院 XJYB2018003 小成本水培计划 生产经营型 张玉 20163064 农学 29 吴佳洁 无 学院管理

4 植保学院 XJYB2018004 绿镜创业团队 生产经营型 常文婧 20164718 植物检疫 16
叶保华

侯文华
曹洪涛 学院管理

5 植保学院 XJYB2018005 金针菇休闲食品的开发 科技开发型 胡文倩 20166362 菌物 2 王丽 聂阳 学院管理

6 资环学院 XJYB2018006 阅味书屋 生产经营型 姚雨彤 2016570
土地资源管理（中

英合作）
40 刘敏 孙继忠 学院管理

7 资环学院 XJYB2018007
一种教学用旋转式美术用具清洗烘干装

置
科技开发型 孙含笑 20166628

土地资源管理（中

英合作）
7 朱西存 孙志刚 学院管理

8 资环学院 XJYB2018008 一种教学用点名装置 科技开发型 孙含笑 20166628
土地资源管理（中

英合作）
7 朱西存 孙志刚 学院管理

9 资环学院 XJYB2018009 互联网+黄三角盐碱地白刺资源开发 生产经营型 郑一凡 20167596 草业科学 8 赵岩 无 学院管理

10 资环学院 XJYB2018010
上善若水水污染生态处理资源化利用有

限服务公司
科技开发型 刘瑞 20166472 环境生态工程 7 时连辉 无 学院管理

11 资环学院 XJYB2018011
泰洁农厕粪污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有限服

务公司
科技开发型 刘瑞 20166472 环境生态工程 7 时连辉 无 学院管理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团队人数
指导教师

备注
姓名 学号 专业 校内导师 企业导师

12 资环学院 XJYB2018012 悠球必应 APP 研究训练型 周文涛 20167646 农业资源与环境 4 王亚南 无 学院管理

13 资环学院 XJYB2018013 耐盐碱紫花苜蓿研发 科技开发型 刘一凡 20166436 草业科学 6 赵岩 李学亮 学院管理

14 资环学院 XJYB2018014 Roverkids 港式甜品 生产经营型 刘一凡 20164990 环境科学 16 刘敏 无 学院管理

15 资环学院 XJYB2018015 气体污染物含量的测定与吸附创业团队 咨询服务型 张烁 20166553
土地资源管理（中

英合作）
9 付伟章 无 学院管理

16 资环学院 XJYB2018016 Fana's cake 烘焙 生产经营型
王雪

薛晓钰

20165074

20167688
土地资源管理 2 康跃 无 学院管理

17 资环学院 XJYB2018017 腾飞的信息时代 研究训练型 于双 20175537 环境科学 3 王艳廷 无 学院管理

18 资环学院 XJYB2018018 信息时代简约生活 研究训练型 顾雨雨 20175519 环境科学 3 王艳廷 无 学院管理

19 资环学院 XJYB2018019 一种生态水文监测装置 科技开发型 毕文哲 20166629
土地资源管理（中

英合作）
5

齐伟

刘敏
无 学院管理

20 林学院 XJYB2018020 绿源组培创业中心 科技开发型 杨艺璇 20162921 园林 14 段祖安 吴真真 学院管理

21 林学院 XJYB2018021 热熔胶手工饰品开发 生产经营型 廖贵云 20167854 水保 5
桑亚林

张晓文
无 学院管理

22 林学院 XJYB2018022 3D 畅想工作室 研究训练型 刘孟雨 20152562 风景园林 70 邢黎峰 无 学院管理

23 林学院 XJYB2018023 农大南校流浪猫日故事卡片制作 研究训练型 苏振香 20165147 景观设计 7 王庆材 无 学院管理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团队人数
指导教师

备注
姓名 学号 专业 校内导师 企业导师

24 园艺学院 XJYB2018024 优质月季切花生产销售与技术服务 生产经营型 邓应龙 20146899 园艺 90 邢树堂 无 学院管理

25 园艺学院 XJYB2018025 大益爱心茶室 生产经营型 李昊泽 20155688 茶学 75 高姗 无 学院管理

26 园艺学院 XJYB2018026 茶叶深加工及综合利用 生产经营型 姜忠磊 20155683 茶学 48 黄晓琴 李大祥 学院管理

27 动科学院 XJYB2018027 彩色绒毛型长毛兔新品系 生产经营型 刘畅 20151722 动物医学 6 樊新忠 李丽 学院管理

28 动科学院 XJYB2018028 泰金鳞创业团队 科技开发型 路广金 20154883 水产养殖 5 陈红菊 钱禹霖 学院管理

29 动科学院 XJYB2018029
新型氟苯尼考纳米药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产经营型 李冠男 20161985 制药工程 4 李臣贵 孟宪达 学院管理

30 动科学院 XJYB2018030 酵母铬在饲料中的添加与应用 生产经营型 王泽源 20161851 动物医学 3
刘建柱

王帅帅
张国媛 学院管理

31 动科学院 XJYB2018031 七彩人生 生产经营型 左柯铭 20166909 动物医学 3 王慧 江庆国 学院管理

32 动科学院 XJYB2018032 浒苔饲料的加工与处理 生产经营型 鞠宪强 20165777 水产养殖学 6 王慧 孙小广 学院管理

33 机电学院 XJYB2018033 智能林木修枝机器人 科技开发型 方立志 20160738 机械电子工程 6 李扬 唐飞 学院管理

34 经管学院 XJYB2018034 纷享校园电子商务平台 生产经营型 姜佳浩 20162166 工商管理 15 孙超 孙伟 学院管理

35 经管学院 XJYB2018035 大学生三农调研服务中心 咨询服务型 李欣蕊 20162074 财务管理 6 朱建军 耿国玉 学院管理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团队人数
指导教师

备注
姓名 学号 专业 校内导师 企业导师

36 经管学院 XJYB2018036 麦穗校园电子商务平台 科技开发型 范英杰 20162372 会计学 22 贾元义 王自锋 学院管理

37 经管学院 XJYB2018037 经益会计事务工作室 咨询服务型 安琪 20162360 会计学 11
陈盛伟

齐清
王栋 学院管理

38 经管学院 XJYB2018038 飨播 研究训练型 刘延 20172589 工程管理 5 陈盛伟 无 学院管理

39 经管学院 XJYB2018039 每日鲜小厨 生产经营型 李荣升 20165894 会计学 4 袁建华 无 学院管理

40 经管学院 XJYB2018040 计步变色衣 研究训练型 孟慧瑶 20173385 市场营销 1 孙超 无 学院管理

41 食科学院 XJYB2018041
TW（trustworthy）信息服务平台——告

别食品微商无监管时代
研究训练型 闫晗 20163741 食品质量与安全 3 刘宇轩 徐彦勇 学院管理

42 食科学院 XJYB2018042 高昆虫蛋白彩麦食品的开发 科技开发型 孙彦 20174578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中英）
5

朱传合

吴澎
谢荟 学院管理

43 外语学院 XJYB2018043 山东农业大学译客翻译事务所 咨询服务型 黄楚桐 20165469 俄语 5 孙慧敏 王冠 学院管理

44 外语学院 XJYB2018044 “聚力” 大学生二手交易平台 咨询服务型 刘佳奇 20171517 日语 4 黄思华 任庆酣 学院管理

45 外语学院 XJYB2018045 校园在线代理服务 咨询服务型 张晓宇 20171545 商务英语 5 石运章 沈明 学院管理

46 外语学院 XJYB2018046 Touch app 科技开发型 马子惠 20171607 英语 2 李银铃 王兴建 学院管理

47 外语学院 XJYB2018047 无二创意礼物专属定制 生产经营型 曲瑶 20171605 英语 5 黄思华 马静 学院管理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团队人数
指导教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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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外语学院 XJYB2018048 大唐电子商务公司- 咖啡语茶 咨询服务型 朱寒孟 20171586 商务英语 5 李月娥 韩智强

49 外语学院 XJYB2018049 Ma City 外语工作室 咨询服务型 张馨 20165520 商务英语 5 洒焕 张泰

50 外语学院 XJYB2018050 “星际”摄影工作室 生产经营型 徐嘉豪 20171469 俄语 3 黄思华 王娜

51 外语学院 XJYB2018051 72 路卖家 生产经营型 赵晓宇 20171581 商务英语 7 李月娥 王兴建

52 外语学院 XJYB2018052 魅影模特形象礼仪培训机构 生产经营型 杨铭敏 20161595 英语 5 李娜 姜振华

53 外语学院 XJYB2018053 “咖啡与茶”-new space 咨询服务型 李金玉 20171576 商务英语 4 李月娥 李红梅

54 外语学院 XJYB2018054 Sports together APP 科技开发型 吕鸿岩 20171547 商务英语 5 李月娥 屈涛

55 外语学院 XJYB2018055 新视界后期影视工作室 生产经营型 姚沅沅 20154627 商务英语 3 黄思华 张本厚

56 外语学院 XJYB2018056 随心游文化创意工作室 生产经营型 姜峰 20151364 日语 4 李娜 谢军

57 外语学院 XJYB2018057 网络手游马路天使 科技开发型 司政 20177703 日语 3 黄思华 张振庆

58 文法学院 XJYB2018058 创客舞台设备租赁中心 咨询服务型 田雨航 20166826 行政管理 22
肖秋生

张福宝
胡凤龙

59 文法学院 XJYB2018059 木杉悸动工艺品店 生产经营型 胡泓泽 20161646 法学 43
周敏

于洋
马琳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团队人数
指导教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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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文法学院 XJYB2018060 泰安市启乐文化传媒 咨询服务型 韩凌萱 20161692 法学 11 毕凌雪 李爱文 学院管理

61 文法学院 XJYB2018061 阳光法律咨询室 咨询服务型 胡祥凤 20161669 法学 30
董文晶

曹相见
郭鹏 学院管理

62 文法学院 XJYB2018062 伊人服装租赁工作室 咨询服务型 张靖 20165646 城市管理 25
纪新青

隗元峰
马琳 学院管理

63 文法学院 XJYB2018063 幻影旅图工作室 咨询服务型 徐洁 20165685 秘书学 10 张树举 赵彬 学院管理

64 文法学院 XJYB2018064 小破船创意策划室 咨询服务型 周广轩 20174865 秘书学 5 李成武 李传泰 学院管理

65 水土学院 XJYB2018065 多诚人力资源公司 咨询服务型 亓波 20151142 水利水电工程 10 杜洪涛 李东东 学院管理

66 水土学院 XJYB2018066
基于强化换热热回收技术的温室除湿设

备
科技开发型 史绪航 20151032

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
4 范军 王希栋 学院管理

67 水土学院 XJYB2018067 泰安市第五立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型 田炜令 20154559 建筑学 28 王学勇 展望 学院管理

68 水土学院 XJYB2018068 研磨时光 生产经营型 郭方俊 20160216 环境设计 10 田晓菲 宋远征 学院管理

69 水土学院 XJYB2018069 雕刻时光工作室 生产经营型 褚洪政 20160215 环境设计 40 苗蕾 陈刚 学院管理

70 水土学院 XJYB2018070 鲸鱼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开发型 徐望达 20177697
水文与水资源工

程
5

张钰镭

王晖
唐飞 学院管理

71 水土学院 XJYB2018071 瑞农生态观光园 生产经营型 石伟蓬 20161104
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
5

王少杰

王晖
张圣勇 学院管理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团队人数
指导教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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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水土学院 XJYB2018072 艺宿创想工作室 咨询服务型 牛紫瑜 20175866
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
8 尹儿琴 唐飞 学院管理

73 水土学院 XJYB2018073 春晖建筑结构检测有限公司 研究训练型 郑渠帅 20161121
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
5

王晖

王少杰
唐飞 学院管理

74 水土学院 XJYB2018074 BIM 应用设计工作室 咨询服务型 李晓冬 20161105
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
5 王晖 唐飞 学院管理

75 水土学院 XJYB2018075 “LiFe”原创设计衣馆 生产经营型 孙玉莲 20176136
道路桥梁与渡河

工程
6

杜洪涛

逯海勇
任庆忠 学院管理

76 水土学院 XJYB2018076 天湖文化创意公司 生产经营型 于森 20160222 环境设计 3 逯海勇 孙筱然 学院管理

77 水土学院 XJYB2018077 link 设计工作室 生产经营型 鞠言鑫 20161470 装饰 5
张玫玫

苏郡
无 学院管理

78 水土学院 XJYB2018078 top 创意设计工作室 生产经营型 王中一 20160307 建筑学 8 赵武 无 学院管理

79 信息学院 XJYB2018079 大学生启航科技开发公司 科技开发型 孙子文 20155581 网络工程 33 牟少敏 李松和 学院管理

80 信息学院 XJYB2018080 眺望者电子科技开发公司 研究训练型 杨慧 20163869
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
9 王成义 戚哲凯 学院管理

81 信息学院 XJYB2018081 PC 吧自主创业项目 生产经营型 孙浩 20164369 网络工程 70 耿霞 胡德帅 学院管理

82 信息学院 XJYB2018082 山东华勋建材有限公司 生产经营型 张金辉 2015387 信息与计算科学 2 谢芝欣 无 学院管理

83 信息学院 XJYB2018083 农大数码之家 生产经营型 魏宏 20155648 物联网工程 20 吴秋兰 刘世国 学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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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信息学院 XJYB2018084 基于手机终端的千粒重测算仪 科技开发型 李辉 20163928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5 苏平 吴允萍 学院管理

85 信息学院 XJYB2018085 神农物联大田信息感知系统 科技开发型 贺英东 20164115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慧与软件）
7 柳平增 无 学院管理

86 信息学院 XJYB2018086 防溺水神器 研究训练型 王国胜 20171744
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
6 王晖 唐飞 学院管理

87 信息学院 XJYB2018087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婴儿床的设计与研发 研究训练型 李迎春 20166335 物联网工程 6
张艳

姜红花
张明 学院管理

88 信息学院 XJYB2018088
基于移动物联网的智能手杖的设计与研

发
科技开发型 王金宇 20166326 物联网工程 6

姜红花

王成义
孙丰杰 学院管理

89 信息学院 XJYB2018089 全景拍摄设备智造 研究训练型 李念祠 20176420
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
7 赵秀艳 无 学院管理

90 信息学院 XJYB2018090 OSSC(随享餐厅） 科技开发型 王家业 20164126 计开发 3 葛平俱 无 学院管理

91 信息学院 XJYB2018091 便携式手压榨汁杯 生产经营型 董瑞琪 20164438 信息与计算科学 4 周霞 无 学院管理

92 信息学院 XJYB2018092 智能婴儿车 科技开发型 马金玉 20164283 通信工程 3 王成义 无 学院管理

93 信息学院 XJYB2018093
“重逢”――濒临失传传统文化技艺集合

网站
生产经营型 王义慧 20172257 遥感科学与技术 4 董超 无 学院管理

94 信息学院 XJYB2018094 活色生香 生产经营型 曹雨晴 20165088 土地资源管理 23 无 无 学院管理

95 化学学院 XJYB2018095 天然护肤彩妆 研究训练型 于忠民 20176080 应用化学 4 王晖 唐飞 学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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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化学学院 XJYB2018096 用微生物降解污泥做花肥 研究训练型 熊舒羽 20177376 应用化学 5 王晖 唐飞 学院管理

97 化学学院 XJYB2018097 新型氨基酸手工皂 研究训练型 靳兆远 20160426 材料化学 8
尹洪宗

宋洁
彭潆 学院管理

98 化学学院 XJYB2018098 新型油污清洗剂 研究训练型 朱保颖 20166639 材料化学 6 艾仕云 陈传新 学院管理

99 化学学院 XJYB2018099 暴风气象瓶 生产经营型 宿凯 20160449 应用化学 7 尹洪宗 李福升 学院管理

100 化学学院 XJYB2018100 纳米粘合剂 科技开发型 阮俊峰 20145997 材料化学 4 侯琴 无 学院管理

101 化学学院 XJYB2018101 Chem“纯粹”手工唇膏 创业实践型 薛新玲 20160454 应用化学 4
尹洪宗

宋洁
无 学院管理

102 体艺学院 XJYB2018102 赛事服务中心 — — 秦硕 20160142
社会体育指导与

管理
5 丁言仁 无 学院管理

103 体艺学院 XJYB2018103 美莉租衣舍 — — 马文略 20160114 录音艺术 5 毕宇晓 无 学院管理

104 体艺学院 XJYB2018104 山东农业大学 midi 原创音乐工作室 — — 姜卫港 20150163 录音艺术 15 傅天琪 无 学院管理

105 体艺学院 XJYB2018105 山东农业大学邻家小屋创业团队 — — 窦立晨 20160095 工商管理体 12 毕宇晓 无 学院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