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信息学院2020-2021学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入驻项目名单

序号 企业或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指导老师 所属学院 项目成员

1 亲选 颜琳姿 易佳,黄桂英 管理学院
田银春,贺念茹,陈楚,赵萱璇,陈瑶,胡江海,谢佳政,颜琼,王欣,

易雨芯

2 “竹韵”楠竹工艺厂 周美林 胡付姣 管理学院
李跃军,周敖,刘佳乐,刘孟奇,谢灿华,刘芷珊,汤明霞,严苗,曾

婷,谢熙,黄宇辉

3 汉赏汉服工作室 李欣 彭祎祎 艺术学院 王晶宇,张智超,苏文,代碧玉,

4 食仔小铺 程诗妍 陈春亚 国际商学院 彭静,彭逸雯,霍雨佳,李云伦,夏瑞宇,张乐

5 “黑色玫瑰”电竞文创运营 郑桂林 邹莎,陈宇 管理学院 王露,周颖,唐娜,张晶

6 基于互联网文化传播短视频服务 唐海林 彭堃 管理学院 刘磊鑫,陈婉宁,周璟瑜,张慧,佘婷曦,李思嘉

7 长沙凡梦有限责任公司 唐玄 田文君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俊,杨玉龙,刘丁睿,李熠,李帅,张超静

8 华洲电子有限公司 周波 王湘林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宋腾,王金,周郡康,王艺臻

9 悦学教育--云匹配教学系统 马日观琪 刘莎 国际商学院 蒋唐依芳,陈轮澍,盛婕,吴鹏,张诗钰

10 “易泡”黑科技智慧茶饮机 欧阳婷 李永玲 艺术学院 罗嘉丽,王娇,邱恒,唐嘉宜,陈燕,刘涛

11 博网 高何裕 罗莉霞,李跃飞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魏钰博,罗杨,高丽玲,罗梦祺,胡焕,阳眯,钟伟婷,冷硕,欧阳亿

12 沿途玫瑰--步之所即,赠留花香 孙杉莎 伍冬云,姜燕 国际商学院 王紫茵,潘鑫鹏,王思怡,喻昌荣

13 大学生专业技术知识变现平台 曾妍 伍冬云,肖鹰 国际商学院 舒湘艳,刘雅,许可

14 新南说吧教育 易发林 李婷 艺术学院 曹如梦,贺承城,刘美玉,赖楚涵

15 “非遗”缠花文创 李宇晴 陈春亚 国际商学院 熊睿,邹小清,谭欣,李诗怡,李柳妮

16 愿景个性旅游定制 罗广 黄纵,唐永芳 管理学院 伍思齐,张玄,刘晶晶,彭雅洁,罗莉

17 互联网＋形势下的智慧家居 邱慧 彭堃 管理学院 周奥荣,宋梦婷,郭顺

18 校园艺术文化交流平台 罗嘉丽 李娟 艺术学院 高子涵,刘成,于炜



19 筑梦炭子冲圆我一湘情 刘嘉仪 谭涌华,孙映 管理学院 赵瑶玮,宁谞,黄磊

20
边坡卫士-- “活树桩”生态边坡

治理技术专家
彭璇 赵亚,陈宇 管理学院

任皓宇,何欢,刘嘉仪,李沁乐,王倩,梁人杰,王慧冰,胡亚军,阳
建琼

21 绿能中国--回收项目 何崔 石沅沅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湘,禹早贵,邓毅

22 擂厉风行 阳建琼 甄春成,黄渊健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马万钧,何清顺,刘遥,许帅,陈宇,欧阳婷玉,彭璇,王慧冰,何欢

23 穿了么 杜青霞 戴伯秋 艺术学院 成雨,张昀,罗艳,颜思洁尔,宁超,陈娟,陈瑶

24 农富--一站式农副产品购物平台 雷雅羲 张如,陈敏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何浩南,刘丽娇,肖芳啟,赵薇

25 太阳能高速充电系统 刘波 王湘林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肖遥,周波,聂琳颖,鹏帅森

26 云宠--跨境电商 刘磊鑫 石沅沅,彭堃 国际商学院 邹果宏,张诗钰,谭益多,盛国祥,管思源,李蕊

27 信YOUNG传媒工作室 覃宇轩 张莎莎,谭笑 艺术学院
李梦凡,高飞,罗志婉,尹璟炫,孙紫娜,邓瑞苗,袁玉娇,曹缘,许

欢,李长富,文绚逸,仇伟缙,刘溢文,程晓琳,李柏忻,张芳

28 校惠宝 许怿 肖鹰 国际商学院 袁玉霖,张亮,罗志婉,肖添乐

29 高频电源 高宜康 王湘林,李丽霞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唐奇,郭锐,刘鸿峰,陈雨佳,欧阳雅芳

30 耒笃电力电子维修有限公司 黄成明 王湘林,肖琼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琳鹏,陈析标,张尚权,赵帅,蒋晨涛,舒南彭,何攀,郑宝,谢强,

石振东,李昀轩,杨茉乔,刘嘉琪

31 自适应局域网电话视频组网系统 黄继星 王湘林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嘉珞,胡展鹏,杨淇丰,颜思洁尔,廖海君

32 三人行艺术培训机构 李畅 李永玲,徐春华 艺术学院 刘佳思,陈敏洁

33
“滴点咖啡”品牌企划设计与推

广
吴小惠 邹紫叶 艺术学院 张东帅,刘进如,王文波,向鑫

34 博创电子有限公司 熊宇 王湘林,田文君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贤武

35 基于O2O模式下的数码产品营销 饶振坤 彭堃 艺术学院 宋涵睿,胡玉麒,张雄,李淼,黄爽,周新辉

36 未见山云管理主题民宿 张梓涵 向敏 管理学院 徐嘉怡,刘汉卿

37 007校园服务 罗莉 谢鑫,邹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婧,易聪颖,许念慈,陈玉勤,张艺峰,秦紫仪,蔡东成,童振东,

鲁晓斌,曾丽萍,楚晶芃,盘杰,梁威,阳海航

38 Sneaker会馆体育有限责任公司 万蓉 彭堃 管理学院 卿科,谢梓浩,胡亚军



39 飞行卫士-植保机下乡计划 谭舒琪 石沅沅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谭舒琪,罗意,夏忠文,肖雨泽

40 耆享服务平台 翟淼飞 肖鹰,张艳 国际商学院 周杰,申广太,何媛媛,孙国彬

41 花田馥农 邓毅 石沅沅 国际商学院 吴旻,姜翔,李雯钰,周敏,郭明

42 湖南山小科技有限公司 谢璐霞 彭堃,张翔 国际商学院 谢璐霞,罗广,刘磊鑫,周奥荣,周波,李巧

43 无人酒店一体化解决方案 雷承禹 杨桂山,彭堃 管理学院
李巧,万蓉,邹果宏,罗聪,张诗钰,伍梦瑶,吴昊,彭慧瑶,杨点,姜

清

44 长沙领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郑小伟 陈志鹏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尹紫薇、张鹏程

45 校门口--高校社区平台 万赛君 石沅沅 管理学院 黄星婷,马南洋,谢超,李婧

46 “电网智检”——基于北斗导航电力巡检无人机 徐旺明 易涛,李德英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谭忠蔚,陈蒙

47 基于多传感器的智能家居安防研究与设计 彭勇 陶曾杰,何俊剑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林振,廖新成,盛国祥,王艺臻

48 北斗卫士--精准定位轮式消杀机器人设计 王金 肖雄亮,王湘林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波,宋腾,周郡康

49 幻视云维—基于AI视觉和BP算法的电机故障监测系统设计 张京 李德英,陈希祥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毛先海,尹紫薇,陈立财,岳汉文

50 新冠疫情下基于“北斗导航”的定点医院智能推荐系统 蒋定位 陈敏,龚芝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马万钧,夏晓俊,胡江海,李雅芸

51
基于文化自信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传承利用研究—— 

以邵阳羽毛画为例
罗嘉丽 李娟 艺术学院 高子涵,楼宇杰

52 沉浸式虚拟趣味居家设计领跑者——俱家 APP 李泓宇 李娟 艺术学院 潘朝霞,沈琪,周婧瑶,陈舒婷

53
“语”你同行 ·助力乡村教育振兴——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深入乡村中小学素质教育路径研究
胡皓然 刘毅,张睦龄 艺术学院 赵柚,卿路丝,王琳绢,黄俊榕

54
智联惯导——基于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的捷联式惯性导航定位

模块系统设计
麻辉煌 易涛,李德英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唐众翊,朱涛,戴文浩,王朝赞

55 明眸智睐-非接触式物体形态、尺寸测量装置 熊宇 陶曾杰,何俊剑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任锦锦,王馨逸

56 “直播电商”——助力长沙县乡村振兴新引擎 罗姗 张晓娜,李拓夫 国际商学院 李思其,刘芸,陈聪,伍美淇

57 溆浦瑶族手工制品网络品牌建设与升级研究 周婷 张薇,伍冬云 国际商学院 代熙,邓雅荣,舒湘艳,孙杉莎

58 《基于信息共享的双渠道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决策和协调》 黎富娟 唐佳,熊尚彦 国际商学院 刘嘉玲,刘佳敏,杨洁,黄晨昕



59
基于“Hadoop+多重混合推荐”的疾病保险智能管家APP研究

与设计
刘遥 李赛红,陈敏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范承志,杨鹏,王琛,陈子博

60 文化复兴背景下——张家界“阳戏”进课堂 刘喜梅 谭红星,冯亚晴 艺术学院 王中炜,曾泽,张欣

61 “绘农”惠农 罗娜 陈静 艺术学院 苏湘粤,陆建,庾恒

62 望心安社区—基于5G 通讯技术的智慧养老服务系统研究 吴乐 陈钢,李德英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唐豪,郑圣,黄嘉裕

63 浏光“遗”彩——非遗辐射产业化助力乡村振兴 李蕊 李梦婷,胡令 国际商学院 孙雨彤,王静,李鑫,李帜

64 拖延控--基于大数据分析下的集成管理 伍炜 唐启涛,李旎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垚,刘沃稼,谭子成,杨逸

65 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古丈毛尖“五链融通”品牌模式的构建 刘庆星 李娟 艺术学院 伍雨叶,师瞳,郑智莉,李亚玲

66 基于边坡内部应力应变监控的滑坡监测与预警系统 刘嘉仪 赵亚,陈宇 管理学院 莫佳兴,张佳庆,欧阳存斌

67 基于北斗的城市宠物治理 杨维斌 陈敏,李旎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剑,钟家璇,李鸿杰,秦子涵

68 茶陵茶乡茶花文化研学之旅-----助力乡镇旅游振兴 雷雨扬 何燕,张贵川 管理学院 赵柏雪,易雨芯,向玉婷,王旋

69 富农“蜜”方 万蓉 杨桂山,曾志丹 管理学院 杜青霞,吴昕芷,李嘉褀,张凤琴

70
与耳随行—非洲猪瘟下基于Zigbee无线通信和物联网的智能

耳标的研究与应用
陈代泉 陈志鹏,王湘林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袁慧,刘泽龙,齐晓霞,陈洁

71
乡村振兴背景下“5E+”支教 NGO 项目助力湖南山区小学英

语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张乐 刘胡英,江玉君 国际商学院 张密,王丹,吴思颖

72 产教融合视阈下跨境电商创客空间生态系统构建与研究 周昕 张莉,唐佳 国际商学院 吴姗,虞环

73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湖南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 刘慧妍 周雅颂,成文 国际商学院 周芳,詹薛超,晏晶,杨新跃

74 贸易便利化对湖南跨境电商出口贸易的影响探析 龚璇 杨璐嘉,王小玉 国际商学院 陈欣,黄晨昕,曾妍,华笃嵘

75 全屋软装定制VR虚拟云展厅研究 刘枫影 罗宇晗,郑钦尹 艺术学院 胡玲,汪贝贝,易鸿达,林晓涵

76 “三高四新”战略背景下湖南企业创新型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陈子意 肖雄亮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云随,李宇恒,蔡嘉兴

77 爱国有路情为径,学海无涯游作舟 周绍亮 丁雪,邹莎 管理学院 刘慧妍,周娜,许鸿辉

78 基于互联网体系整合湖南区域特产 赵万滔 陈志鹏,齐玺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肖南生,熊伟峰,刘怡岑,李佳蓉



79 5G 智慧校园 曾健 房晓丽,齐玺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文婕,贺宇轩,黄毅

80 慎思书法 张慧慧 王阳漫,黎虽蒙 艺术学院 韦鑫,李赛婷

81 “干饭人”校园外卖服务平台 黄凌 彭祎祎 艺术学院        陈可洋,黄美珍,姚杏,李俊

82 “互联网+慧用土地 —优享用地服务,智慧扶贫助农 陈思怡 熊文敏,黄涛 管理学院        何佳欢,柳蓉,黄蒹露,刘婉仪

83 美丽乡村振兴科技引航第三产业奔小康 郭嘉仪 王湘林,陶曾杰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起洪,何祎

84 “以研为名,与子湘遇”研学之旅 王慧冰 邹莎,李静 管理学院
唐娜,周颖,苏康敏,邱慧

85 筑梦美居—可移动智能化装配式即建即住项目 彭璇 孔杰,陈宇,童方平 管理学院 任皓宇,王倩,赵瑶玮,颜思洁尔

86 ANYI 安易一站式智能酒店解决方案 陈茜 覃贺 国际商学院 黎鹏程,秦紫仪,李巧

87 基于鼻纹识别的O2O宠物交易与服务平台 吴胤卓 李娟 艺术学院 蒋澳,彭腾,肖立娟,余文静,刘庆星,伍炜,马漪雯,钟光亮

88 Slope Guards----边坡卫士 刘嘉仪 赵亚,陈宇,李静 管理学院
莫佳兴,欧阳存斌,张佳庆,周佳乐,罗志敏,杨斯文,李沁乐,向华

英,贺慧琳,宋怡宏,邹康妮,李文迪

89 宠小易--更多年轻人使用的养宠平台 钟家璇 龚芝,邹婷,史珺宇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维斌,秦子涵,林争,李剑,黎富娟,袁晶,段钰,胡锦鹏,李岷键,

陈高攀,李鸿杰,李长富,伍炜,杨逸凡

90 抗疫卫士——医疗垃圾智慧处理系统 陈茜 覃贺,陈志鹏,彭堃 艺术学院 陈代泉,李巧,刘波,黄嘉裕,邹果宏,张京

91 基于双星合一精确定位的驾考驾培一体化技术开发与示范 阳建琼 陈敏,甄春成,黄渊健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梦杰,欧阳婷玉,马万钧,刘遥,周美林,肖旭凯,何清顺,赵俊

杰,陈宇

92 求索之道,山高尚小--构建智慧索道生态 谢璐霞 彭堃,杨桂山,曾志丹 国际商学院 黄成明,雷承禹,刘波,杜青霞,周奥荣,刘磊鑫,唐海林,陈茜

93 团聚-以“团”聚人心 曹佳 戴伯秋 国际商学院
陈娟,梁雄炜,周江南,李思嘉,刘苗,潘雅婧,吕乐,袁瑞晗,张任,

李梦杰

94 “以研为名,与子湘遇”研学之旅 罗婧雯 邹莎,陈宇,李静 管理学院 王慧冰,唐娜,周颖,李沁乐,王露,张文婧,梁人杰,杜怡雯

95 抗疫速达 胡沂泷 陈敏,戴伯秋,史珺宇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胡江海,林争,郭明,刘嘉玲,黄晨昕,李昕,段钰,叶佳馨,彭振浩,

蒋定位,马万均,刘遥,颜琳姿,罗聪

96 一心一“艺“——羽毛画与虚拟现实产业化引领者 罗嘉丽 李娟,黎善江 艺术学院 楼宇杰,舒宇峰,高子涵,杨佳敏,杨涵慧

97 源物 肖旭凯 陈敏,戴丽君,侯小毛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方正,邓琪林,阳建琼,江嘉杰,许曹翔,刘旭慧,肖威,刘佳,欧阳

亿,张元,马万钧,刘豪,杨维斌,郑小伟

98
医荐战疫——新冠疫情下基于“北斗导航”的定点医院智能推

荐系统
蒋定位 陈敏,李赛红,周静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马万钧,李梦杰,刘遥,王佳颖,罗雨诗,王灿,李跃军,黄毅,龚梦
婷,胡江海,李雅芸,罗杨,肖志伟,罗聪



99 校门口高校社区平台 熊逍 石沅沅,迟名 管理学院
李婧,万赛君,黄星婷,伍尹晟,资贵兵,王桐,李惜玉,谢超,资贵

兵,吴志文,欧阳婷,曹议臻,马南洋

100 “浏”光“遗”彩——非遗辐射产业化助力乡村振兴 李蕊
李梦婷,黎大志,戴伯

秋
国际商学院

孙雨彤,钟伟婷,李鑫,李帜,凌淑珍,唐清,肖巧,王静,张瑾,邓政
军,谭欣,李宇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