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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16 年度信息科技学院

学生科研立项项目的通知

院属各部门、各班级：

为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推进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信

息学院 2016 年度学生科研项目申报工作已经结束。根据《浙江树人大学

信息科技学院学生科研管理办法》（【2013】15 号）的相关规定，经学生

申请、学院学生科研领导小组审议，同意“基于 Egret Engine 的移动游戏

开发研究”等 30项项目作为学院 2016年度学生科研立项项目，研究周期

为一年。学院将于 2016年 10月进行中期检查，2017年 4月组织专家组进

行评审验收。请各项目负责团队在指导老师指导下，认真组织实施，确保

项目按时保质完成。

附件：浙江树人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2016年度学生科研项目立项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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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树人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2016 年度院级学生科研项目立项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属班级 组员 指导老师

1 基于 Egret Engine 的移动游戏开发研究 陈之罕 计算机 157 毛永俊 吴凡

2 基于 GameSalad 引擎的休闲游戏设计 惠俊超 计算机 156 孔超文 夏银飞 董思程 潘思成 童旭辉 顾汉杰

3 基于 Lakeshore 的移动游戏开发研究 姜鑫瑜 数媒 142 俞剑朝 郑原伟 杨学台 吴凡

4 基于 HTML5 的旅游信息服务平台 董金杰 计算机 142 蔡月双 徐炜航 朱斌 林建伟

5 基于.NET的程序设计上机考试系统 任圆 计算机 141 向明 刘家会 林建伟 许臻

6 基于 WEB 移动平台交互式信息查询系统 张坚凯 计算机 142 戴生森 包嘉威 陈怡 林建伟 许娅芬

7 基于微信平台的农村电子商务应用研究 陈银 电商 142 屠春卫 张英娟 周晨媛 戴国勇

8 “查寝助手”宿舍卫生检查管理 app 开发 叶福杰 计算机 143 屠春卫 沈然丰 焦杰 徐萍

9 “周秘”——智能推荐语音助手 张英娟 电商 142 卢科瀛 葛琼霞 林佳 王淑云 石声波

10 心益农品牌众筹平台 邹立杰 电商 141 蒋红 祝培杰 石声波

11 “微校”校园智慧助手平台 刘珍珍 电商 141 潘伟君 王斌 李雪清 汪路明 石声波

12 计算机学科资源共享平台 李黄明 数媒 132 李文杰 符豪炯 陈银 张英娟 李晓

13 基于 Corona SDK 的移动应用开发研究 张宇峰 计算机 157 王飞 周道伟 吴凡

14 家庭智能放火防盗系统 郑启航 电子 143 周煊勇 吴思桦 徐旋翔 来洹峰 王金铭

15 基于 MPU9250 传感器的无线体感鼠标 钱昊 电子 141 周剑波 张灏景 缪旭峰 陈玉婷 许森

16 基于 Abilix 类人机器人的构建与运动程序设计 徐旋翔 电子 144 王丽莎 陆伟杰 徐锋 楼思诗 胡峰俊 徐梓斌

17 智能农业温室大棚监测与控制系统 王城 电子 143 许郑悦郎 胡一开 许森

18 小功率无线充电设备的设计与实现 童鹏威 电子 141 郑逸翔 吴栋栋 张凯 蒋燕君

19 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设计与制作 林奕签 先锋 141 吴学滨 方美芳 王章权

20 POV-LED 时钟 虞明辉 电子 131 朱委嘉 章建洋 许森

21 温度遥测系统设计 李伟强 物联网 142 杨志刚 郑梦倩 张瑞

22 基于无线的居家养老监护系统的研究 周全 电子 132 吴嘉磊 朱煌家 郑国政 蒋燕君

23 二位式温度控制器的设计 徐千 电子 141 陈奇彬 徐丞聪 方利鹏 留逸凡 王章权

24 智能救援车 徐锋 物联网 141 马怡纯 冯颖姣 张瑞

25 公共区域的光照节能控制系统 卢俊杰 物联网 142 章晓媛 胡琼 陈友荣

26 基于 WIFI 的 LED 照明控制系统研发 张磊 通信 142 钱鑫星 陈浩 余清礼 陈友荣

27 汽车倒车雷达装置 戴生森 电子 144 陈亦锋 陶开张 张超 王章权

28 材料内部缺陷超声定量化评估算法研究 王丽莎 通信 142 李梦洁 张燕琴 刘半藤

29 基于 WIFI 控制的智能小车 钱鑫星 通信 142 李魏 张磊 俞建东 刘半藤

30 餐厅智能消费管理系统 沈艳佳 通信 142 叶昱辰 汪路明 施建琪 刘半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