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2022年湖南信息学院创新创业孵化

基地项目入驻名单的公示

各二级学院：

根据《关于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入驻申请的通知》和

《关于开展本学期创新创业项目团队申请入驻双创孵化基地相

关工作的补充通知》要求，双创学院于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3 月开展了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入驻项目的招募及遴选工

作。经过材料审核及项目入驻评审，拟批准《青藤数智----全球

缆车运输领域的安全护航者》等 41 个项目入驻学校的大学生创

新创业孵化基地，现对入驻项目名单进行公示（见附件），公

示期 5 天(4 月 1 日至 4 月 5日)。如对公示名单有异议，请在公

示期间以书面或电话的方式并署真实姓名反映到创新创业学院

（双创楼 202 室）。联系人及电话：彭堃，15387554277。

附件:湖南信息学院 2022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拟入

驻项目名单

创新创业学院

2022 年 3 月 31 日



1
青藤数智—全球缆车运输领域的

安全护航者
谢璐霞 彭堃,楚佳 国际商学院 李昕,杜柯睿,周黎晓珂,汪玲

2
星昱教育——无人机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新模式
汤慕仁 覃贺,陈潇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兆辉,甘江昊,罗嘉

3
探索非遗苗绣1 ·2 · 1模式,传承在

指尖上的“无字天书”
况子彬 肖鹰,胡令 国际商学院 胡璐,张瑾,陈炳芝,唐颖琳

4 索道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陈玉棋 刘毅,舒向阳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
张英杰,杜青霞,黄圣钊,唐瑶

5 大数据赋能--信贷风控决策系统 张超铜 郑特丽,成文 国际商学院 高佳,龚亦航,唐理,邓金芝

6 "罩"单全收 王文娟 陈志鹏,刘定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
曾健,尹紫薇,唐涵,李欣玥

7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湖南皮影戏

互动绘本研究
黄家秀 罗文彬 艺术学院 谷苗,李忆洁,李晗钰,何易

8
湖南红色文化背景下南县地花鼓

的传承与创新
陈思雨 杨希曦,陈倚虹 艺术学院 邓婧琪,房昕,焦婷,周思雨

9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益阳鱼形

山 木雕”数字化保护研究
周畅 李小亚,孙炎 艺术学院 李松杰,廖婉而,杨鞘,舒芋瑞

10
“智星驾培”——基于“双星+车

联 网”的智能驾考驾培系统
肖威 陈敏,王靖宇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

周石林,李剑,胡锦鹏,肖旭凯

11
基于可持续发展下的湘西传统民

居基因图谱研究
黄雨 王列,蒋曦 艺术学院 杨慧娣,谭静,曹丹,陈俐

12
"绿优乡淘,溯食四方"—智慧农贸

市场
李祥 李雪,陶曾杰,陈志鹏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罗远祥,颜文博,胡璨

13
基于用户画像与协同过滤的知识

付 费平台推荐方法研究
陈胜兰 唐佳,熊尚彦 国际商学院 张少君,邹宇晴,温莎莎,胡萍

14
基于数字化背景下的洪江古商城

建 筑装饰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李美霖 吴阳,王列 艺术学院 夏霓浚,何崔,王锋,孙一为

15
新兴媒体人才培养服务平台“学

与 行”构建研究
赵柚 张莎莎,黎善江 艺术学院 卿路丝,吴奕锦,黄俊榕,王琳绢

16 母婴生态圈 APP 设计 周晨 姚英,成果 艺术学院 郑堤寒,姜文彬,危嘉



17
《乡村振兴背景 下,乡村青少儿
语 言艺术发展研究— — 以湖南省
为例

周颖 陈宇,邹莎,黄纵 管理学院 沙文盛,王露,胡璐,李沁乐

18
“强省会”战略下湖南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选品研究
华笃嵘 杨璐嘉,成文 国际商学院 文学,郭家兴,唐智,王矩事

19
乡村振兴背景下湘西苗族鼓舞在

新农村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卢玉坪 黄天亮 艺术学院 郑婕,吴世玲,李青龙,罗锦红

20
基于 AR 技术的益阳小郁竹编工

艺数字化保护及应用
黄立凯 成果,姚英 艺术学院 文晓茹,孙昌波,贺毓桓,吴化军

21 养逸云-一站式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唐娜 邹莎,陈宇 管理学院 肖骁,洪丽,孙晓芬

22 基于互联网的摄像测量系统 王梓帆 陈凯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龙志宏,王艺臻,王志安,高宏音

23
在线音乐使用与大学生人性孤独

感关系的调查研究
高鑫 李拓夫,鲁凡夫 国际商学院 廖霖,朱俊菘,颜亚男

24
红“橙”时代--引领赣南脐橙地

标果品,产业赋能苏区乡村振
兴

李湘 石沅沅 管理学院 陈玉洁,盛瑾,花子怡,周嘉欣

25
乡村振兴背景下湘西苗族蜡染文

创产品研究
李志帆 罗宇晗,孙新桥 艺术学院 夏晨曦,钟佳伟,张家梁,王健

26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索道广播

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陈妍 杨桂山,丁雪 艺术学院 唐慧琳,吴殷,钟菁,张婷

27 智慧边坡—边坡安全管家 黄倩 赵亚,刘芳 管理学院 罗晶晶, 肖坤鹏,蔡嘉宜

28
解放者-北斗智能 时空导航和全

程陪伴协作机器人
曾佳林 李德英,戴伯秋,黄辉先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盼,邹凌峰,龙浩东,俞沛承

29 一桉科技共享茶室 张向敏 邹莎,李静,黄纵 管理学院 钟源,戴璇,刘哲凯,周林海

30 "铎山巨峰葡萄“助力乡村振兴 黄潭 盛希林,张艳 国际商学院 徐慧芝, 肖明杰,何馨雨

31
油饼记忆-非遗油饼产业化创新驱

动红色小镇振兴发展
刘江南 石沅沅 管理学院 彭雨轩,杨蓝,毛先珍,刘智丽,宗逸凡,李晗钰

32
湖南红色文化背下南县地花鼓的

传承与创新
陈思雨 杨希曦,陈倚虹 艺术学院 邓婧琪,房昕,焦婷,周思雨

33
“绿优乡淘,溯食四方”—智慧农

贸市场
李祥 李雪,陶曾杰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罗远祥,颜文博,胡璨

3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益阳鱼形山

木雕”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周畅 李小亚,孙炎 艺术学院 廖婉而,刘思嘉,李柏忻



35 “罩”单全收 王文娟 陈志鹏,刘定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
尹紫薇,曾建,唐涵,李欣玥

36
新型媒体人才培养服务平台“学

与 行”构建研究
赵柚 张莎莎,黎善江 艺术学院 卿路丝,吴奕锦,黄俊榕,王琳绢

37
索道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研究与

实 现
陈玉棋 刘毅,舒向阳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

杜青霞,唐瑶,张英杰,黄圣钊

38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青少儿

语 言艺术发展研究—— 以湖南省
为例

周颖 陈宇,邹莎 管理学院 沙文盛,王露,胡璐

39
基于 AR 技术的益阳小郁竹编工艺

数 字化保护及应用
黄立凯 成果,姚英 艺术学院 文晓茹,孙昌波,贺毓桓,吴化军

40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索道广播系

统 的开发与应用
陈妍

杨桂山,
丁雪

艺术学院 吴殷,钟菁,张婷,唐慧琳

41
解放者-北斗智能时空导航和全程

陪 伴协作机器人
曾佳林 李德英,戴伯秋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盼,邹凌峰,俞沛承,龙浩东

42 “铎山巨峰葡萄”助力乡村振兴 黄潭 盛希林,张艳 国际商学院 徐慧芝,何馨雨, 肖明杰

43
青藤数智——全球缆车运输领域

的 安全护航者
谢璐霞 彭堃,楚佳,姜海涛(企业) 国际商学院 汪玲,李昕,杜柯睿,周黎晓珂

44
星昱教育——无人机职业教育人

才 培养新模式
汤慕仁 覃贺,陈潇,汤国煜(企业)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甘江昊,罗嘉,刘兆辉,

45
机器学习在垃圾识别与分类中的

应 用研究与实践
卢丝 陈姣,马凌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

黄瑾,袁红,曾捷,张雅丽

46
基于 U-Net 卷积神经网络的目标

检 测实验研究
孙武 陈沅涛,梁卫芳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

张路,张汉铖,刘京安

47
中非合作机制下非洲对华出口特

色 产品品牌开发研究
沈家树 周雅颂,熊国锋 国际商学院 段毅,翁嘉仪,黄佳雯,何紫曦

48
基于深度学习的人类手势估计的

分 析与探索
谢美丹 陈姣,龚芝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

蒋后军,蒋莉,胡文佳,谢跃峰

49
基于声光识别技术的农村智能景

观 灯设计
吴梦婷 康立志,谢蓉 艺术学院 万海峰,全锦春,李子瑜,彭想

50
心流体验视角下网红直播营销对
消 费者冲动性购买意愿的影响
研究

江颖慧 陈莎,刘莎 国际商学院 方金燕,彭旭慧,谭蕙丹,谢静

51
基于 CNN 卷积神经网络的动态人

脸 识别系统研究与设计
刘艳 唐启涛,刘胜楠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

吴志勇,洪茂根,吴欣睿,蒋浩东

52
数字经济时代产教融合协同创新

管 理模式研究
肖欣怡 匡益明 国际商学院 毛琳,刘佳惠,严莹,张安腊



53
后疫情时代下闲置物品置换微信

小程序服务平台
刘莉莎 姚英 艺术学院 李欣,谢玲,杜震华

54
基于中非博览会背景下湘非易货

贸易的发展思考
邹瑾 杨璐嘉,陈飞波(企业) 国际商学院 彭风英,朱思怡,钟秀琳,陈丽情

55
阿里巴巴国际站中小企业运营问

题与对策研究
梁文倩 黄河,何陈芳 国际商学院 刘润昭,肖月

56
基于”AI 弱磁”对钢丝绳探伤技

术的研究
罗晶 曾志丹,张冬梅 国际商学院 裴强,谭哲,罗济宇,王佳怡

57 “周周在线”校友互联 李梦梅 陈钢,陈潇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蒙,夏琪,王浩东,周婷

58 零食漂流记--零食跨境电商项目 陈欣怡 胡金玉,周坤明(企业) 国际商学院 史妍,罗晶,周妍烨,余思涛

59 易旅 APP——乡村可视化云旅游 孙盈颖 陈宇,李静(企业) 管理学院 艾鑫,吴影,李雨晴,吴霈森

60
绿“乡”发展让“垃圾”变废为

宝 ——助推乡村振兴
阳洋 喻娟,何海林(企业) 国际商学院 徐泽俊,李海燕,梁雪

61
湘 韵 “酱”心——“新媒体 +电

商”助力特色酱干产业振兴
谢锦波 肖鹰,彭晋湘(企业) 国际商学院 黄晨昕,赵晴,夏忠文,龙城

62 舞蹈赋能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刘静 熊潇潇,金庆玲 艺术学院 唐佳骏,唐诗涵,许丹妮,邵东旭

63 一品魁星-益村一品奎星捆鸡项目 黄运雄 胡令,汪纯峰 国际商学院 盛婕,陈敏,曾健

64 膏枕无忧 房荣 汪纯峰,汪俊君 国际商学院 李雪芹,沈娅楠,唐晶晶,杨可

65
索捷联智--索道智能驾驶辅助系
统(ADAS)

陈玉棋 刘毅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
谢璐霞,汪铃,李巧,王森,唐瑶,陈刚,李思圆,陈嘉怡,胡

玉 静,刘厚金,钟菁,谭湘,贺嘉欣,张慧

66
星昱教育--职业人才培养链赋能

行业发展
汤慕仁 覃贺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鲁佳,甘江昊,罗嘉,周璇,高心怡, 卜晴,张钰嫣,刘兆辉,王
腾 辉,李蒲梅

67 仁助——“互联网+医疗”魔箱 周绍亮 宋艳琼 管理学院
黄镜妃,张慧,吴志文,张昕怡,罗嘉,邓期芳, 吕瑞成, 欧

栩 梦,陈浩

68 轻森零轻食 黄圣钊 罗文彬 艺术学院
叶方剑,池艳清,陈兵燕,曾思维,黄琪沣,高子涵,胡本宇,

杨 玉梅,幸蓉,黄婕妤,何鹏轩, 肖晔,吴梦林,颜琼

69
“智星驾培”——基于"双星+车

联 网"的智能驾考驾培系统
肖威 陈敏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

李梦杰,阳建琼,颜旭军,周石林,卢丝,兰宁云,胡锦鹏,阳
峻, 吴化军,肖旭凯,黄文杰,刘仕鸿,李剑,黄杨

70 QT 智慧索道广播系统 陈妍 杨桂山 艺术学院
谢璐霞,文晓茹,黄立凯,李美霖,罗晶,杜柯睿,吴殷,唐瑶,

简 佩瑶,王越,陈刚,李胜,谢玲丽,钟菁



71 椒阳文屋 陈静爽 邹琴 国际商学院
谭志刚,秦瑶,欧祖兵,袁晶,伍梦瑶,罗晶,夏甜甜,蔡敏,李

玛 莉,沈康尧,覃雅静,刘俏俏,邓婕

72 未来曙光---北斗多方位智能守护

者

曾佳林 李德英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盼,邹凌峰,龙浩东,季佳龙,简佩瑶,黄思睿,毛琳,张安

腊, 蔡佳桐

73 桃绣有花开 危嘉 李娟 艺术学院 李洋萍,李暖莹,代益嘉,罗思雨,李智花,崔佳莹,黄立凯

74
“Trad Tolk”--传统文化教育游

戏平台
文思琦 刘诗雨 艺术学院 袁莎丽,何晨彦,杨思思,贺令

75 磁记忆式钢丝绳 AI 弱磁检测专家 罗晶 杨桂山 国际商学院
谢璐霞,王森,王越,裴强,许鸿辉,曹玉淑,吴殷,张英杰,李

美 霖,陈刚,钟菁,陈雨佳,贾金凤,朱毅敏

76
护“道"卫士--索道 AI 智能巡检

机器人
张英杰 陈潇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厚金,朱跃鑫,姚伟强,许念慈,王越,李子瑜,陈思豪,向

昌 亮,陈妍,付维萍,尹奇玲,成喆,杨航瑞,秦文湘

77 人工智能柔性采摘系统 李沛濠 肖鹰 国际商学院 颜郡,周颖,周琳媛,刘雅轩,段文凯,周裔棋,李鑫培

78
源物—基于“北斗+无人机”的动

物监察系统
黄文杰 陈敏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

肖威, 肖旭凯,吴化军,周东奇,张业兴,胡廖文,陈洋,胡海

涛,谭唯一,袁红,陈焕,罗雯涛,兰宁云,何姣

79
晓枨星球——基于陌生人兴趣的

异步内容社区平台
邢广辉 寻游 国际商学院 黄晨昕,黄卓恒,张英健,刘维,张明闽, 白羽,张艺龄,谢锦波

80
电网智检-基于北斗导航电力巡检

无人机
吴婉静 李德英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尹紫薇,陈蒙,贺宇轩,徐旺明,秦子涵,伍炜,曾健,刘勋博,

喻 首坤,聂宇轩,蔡冰

81 唯美主义校园平台 成真珍 肖鹰 国际商学院
段钰,朱义方,林争,刘周扬,黄晨昕,赵晴,谢锦波,夏忠文,

龙 城,何子豪,郭奥成,蒋傲艳,陈熙文, 曾

82 贰叁 Space 体验式场景化咖啡馆 郭奥成 陈艳玲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

罗夕林,黄晨昕,刘艳,陈玉棋,吴欣睿,谢锦波,张英健,黎

沭 龙,艾梓祥,赵晴, 白羽,陈楚



83 “花开”:艺术品交易平台 廖攀 陈婷婷 国际商学院 罗晶,许萤玲,王喆,李恒莲,耿锐,秦紫仪,廖紫琴

84
“宠你”寻径——基于“北斗+AR

全 景”的宠物实时找寻系统
裴强 陈敏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

杨维斌,梁佳豪,邱继宇,艾如画,胥灿,罗晶,伏艳,何桓

锐, 曾捷,刘涛,罗夕林,谢跃峰,卢丝

85 “瓷文轩”文创文化服务平台 杨雨婷 冯泽宇 国际商学院 黄佳仪,周妍,曹卓,刘俊扬,罗城,戴璇,黎家云,陈茹

86 高校联动 020 烘焙屋 刘剑锋 付山柏 艺术学院 李蒹葭,李婷,刘雨婷,范美凤,钟彬婷

87
智安达人----套基于 wifi 和移动

电源及太阳能充电集成的供电装

置加

刘学文 陈钢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威,周绍亮,张昕怡,丁振宇,耿锐,谭红梅,邵垒,邓期芳,

黎 杰,蔡相梅,罗雯涛,廖海君,张向敏,钟源

88 回收再利用,馨家不是梦 李雨桐 付山柏 艺术学院 冯玲,杨晶,吴志豪,文思仪, 肖文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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