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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潍坊学院委员会文件

潍院团字〔2021〕5 号

关于表彰第十二届“挑战杯”潍坊学院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优秀组织单位
优秀指导教师和获奖项目的决定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原“创青春”全国大

学生创业大赛）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中国科协、全国学联

和省级人民政府主办的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实践性和群众

性的创业交流活动，每两年举办一届。

为积极备战山东省和全国“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我校举办了第十二届“挑战杯”潍坊学院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各学院高度重视、广泛动员、积极参与，创造了良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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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广大学生踊跃报名、积极准备；在指导老师悉心指导下提

交了一大批优秀项目。本次比赛共收到全校 21 个学院的 881 项

项目。在挑战杯八项系列活动中，“挑战杯·畅想 2050”活动

提报 485 项，“挑战杯·社会实践云接力”活动提报 1972 项。

经专家评审，共评出优秀组织单位 11 个，优秀指导教师 13 人，

特等奖 12 项、一等奖 20 项、二等奖 48 项、三等奖 100 项。

我校推荐部分项目参加山东省竞赛，取得了优异成绩。其中，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刘立龙等同学的项目《智丰（潍坊）有限责

任公司》，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周碧云等同学的项目《智能静电

场描绘仪》，教师教育学院张珈铭等同学的项目《扶株艺术心理

疗愈》，经济管理学院孔帅等同学的项目《金蝉子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特教幼教师范学院郑成龙等同学的项目《潍坊市星愿自

闭症儿童康复机构》，体育学院孙景涛等同学的项目《北京孙氏

羊汤》获山东省铜奖。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孙玉凤同学在“挑

战杯·畅想 2050”活动中荣获“全国优秀视频奖”。学校获得

“国家级优秀组织奖”。李可杨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指导教师”。

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学生和指导教师参与“挑战杯”竞赛的热

情，激励大家多出优秀项目、多获奖项，推进我校大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活动的开展，动员和激励更多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科技创

新，经研究，决定对优秀组织单位、指导教师和获奖学生进行表

彰。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认真总结经验，争创更好成

绩，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我校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进一步深

入开展贡献力量。同时，希望全校广大团员青年，积极向获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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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习，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创业成为青春搏击的能

量，让青春年华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附件：1.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优秀组织

单位名单

2.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优秀指导

教师名单

3.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奖项目

名单

共青团潍坊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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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共 11 个）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计算机工程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美术学院

北海国际学院(歌尔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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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共 13 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敏 于 玲 王淑荣 仉新刚 尹 翔 吕贵兴

刘 峰 陈汇才 周淑熙 赵加强 赵 静 高连宏

魏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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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奖项目名单

（共 180 项）

特等奖（12 项）

序号 学院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

老师

1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智丰（潍坊）有限责任公司
刘立龙、李静、王卫东、王梦鑫、王剑龙、胡吉

萌、倪桂庆、卢昊龙

仉新刚

于玲

2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智能静电场描绘仪 周碧云、郭威、葛益华、梁亚平、张绍华 赵加强

3 教师教育学院 扶株艺术心理疗愈
张珈铭、刘俊辉、张琳、张庆哲、武婷、石一诺、

张金敖
尹翔

4 计算机工程学院
大型商超移动消磁自助支付系统及

ERP 解决方案

张传坤、刘柏林、张淑琪、路颖超、成星涵、鹿

俪凡

高连宏

陈汇才

5 计算机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太阳能转化防护装置 边凌霞、张传坤、邢方圆、鹿俪凡
刘峰

高连宏

6 经济管理学院 金蝉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孔帅、邢方圆、范晓语、孙菡、郭春晓、王树柏、

亓子腾

吕贵兴

陈汇才

7 经济管理学院 临朐·山东栗谷 柳欣怡、王泽瑞、周新华、韩俊杰 吕贵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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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经济管理学院 AR 幼儿园
王誉璇、王剑龙、付苗苗、张传薪、齐鑫萌、贺

大洪、刘晓敏、陈爽
吕贵兴

9 经济管理学院 彼粒星花茶项目 孙瑞、杨琳、张琪、张悦、张舒婷、李艺涵 于敏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彩鸢翩跹创意用品
李冰玉、周依丹、康子怡、张芷若、吴君婷、王

恩情、孙晓文、潘小涵、李爽
赵静

11 特教幼教师范学院 潍坊市星愿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
郑成龙、刘赛男、刘英航、来诗琪、陈维琳、刘

凤昊、李雪晴、郭雅涵、任悦

王淑荣

周淑熙

12 体育学院 北京孙氏羊汤 孙景涛、林通、孙文鑫、贾文盼、赵璇、刘瑞鹏 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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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20 项）

序号 学院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

老师

1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新形势下湿地生态系统的坏境保护问题

研究——以白浪河湿地公园为例
王凤祺、张潇、吴燕 李云艳

2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灾后应急应用的铝空气电池供电系统 林悦、彭朱译、袁宏涛
孙兵

陈永秘

3
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

学院
“淘老师”教育服务 APP

李又旺、王秋实、孙君茹、孙彤、刘张娜、王

瑞杨
台夕市

4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银鲑三文鱼产业规范化养殖示范
蒋立、刘玉雪、袁意、成晓、刘蕊、武传钊、

孙玉琪、丁璇、胡艺馨、陈娜

高峰涛

潘金华

5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自动安全带系带装置
孙明坤、刘晟伟、石丽秀、何西花、蒋宏柳、

高运浩、孙胜、王长旭

尚志杰

陈红梅

6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有形的翅膀-步行助力器
张龙坤、孙明坤、张连超、郑晨辉、章博阳、

薛晓峰、龚磊、权艾晗

陈红梅

尚志杰

7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安全角磨机
孙兆琳、伊书杰、张超然、徐文哲、王海全 、

王栋、张秋妹、祝令川

程志强

唐苓

8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遮风挡雨
刘立龙、李玉容、刘永昌、车畅通、刘彤彤、

魏华琛、贾一、胡秉江

于玲

马俊原

9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菠萝体内刺去除系统
郭昕、田连帅、李文涛、齐启航、王振可、杨

岩、翟立峰、崔志文、李皓冉
唐苓

10 建筑工程学院 车载智能安全带

谢宛廷、钱俊文、赵佳鑫、何梓熙、张疆慧、

王冠中、辛堋、许梦蝶、周世山、毕艳婷、杨

灿

张秋菊

11 建筑工程学院
久安建筑——3D 打印技术在灾后应急、修

复、重建上的应用
田霏、邹明浩、陈亚文、赵乙曦 张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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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纸源有限，循环无限 蓝淑君、尹子涵、纪康妮、李佳妮 韩继磊

13 外国语学院
潍县集中营史料挖掘以及数字博物馆研

究
成菲菲、周亚琳 张华

14 经济管理学院 互联网+节度回收有限公司
马文倩、宫涵、高明伟、潘雪婧、林齐齐、于

杨晨、杨晨、孙晓晨、曹仕昊、高原
于敏

15 经济管理学院 “伴农”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
侯玉莹、张文玉、张玉清、杜睿颖、张宸若、

王滟、陈洁、王扬、卢宏
张亚萍

16 法学院 刺梨深加工带动精准扶贫
吴香香、侯珊、刘榕、高婕、邵桢、邱世增、

唐凤忠、孔繁敏、王大伟、应鸣
韩学志

17 法学院 心理诊疗的 o2o 商业模式研究 李晨浩、李娜、余灿、成星涵、尹明溪 韩学志

18 法学院 口袋电影院 APP
刘雨、孟姝含、严清扬、孙梦琪、马晴晴、赵

佳、高世玲、张晓瑜
韩学志

19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E宝贝——传育经典 邓蕙卓、赵云欣、姜月琦、徐海峰 赵瑞军

20 传媒学院 齐鲁书声传媒（有声读物演播） 徐朔 徐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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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48 项）

序号 学院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

老师

1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光干涉测杨氏模量 宗玉洁、李娟娟、谢旭、秦时窈 赵加强

2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一种用于病虫害监测及自动农药喷洒的智

能无人机控制系统

孙铭皎、张慧中、王辛夷、刘佳玉、王瑜琪、

胥丽娜、李玉秋、包佳妮
安然

3
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

学院
护肤品功效测定与产品销售

张玲、崔娟娟 、张超、詹贤淑、胡凤君、

龙莹莹、高煜杰
李强

4
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

学院
健康“防护服”

于洋潭、刘广京、王泽一、钱心如、贾文静、

姜佳苗、崔巍然、张悦

田志丹

马永生

5
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

学院

以趣味化学实验对儿童进行科学启蒙教育

——以晨曦志愿者服务队开发的“化学趣

味小课堂”为例

唐铭遥、赵梦娜、姬玥玥、吴玉志、韩聪、

刘建迪、卢琳玉、路建烁
马永生

6
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

学院
智能网联新能源二轮车

刘杨、张宁艺、马晓雨、刘洁、杨超凡、栗

莹莹、侯汝鸿、王璇、赖文鑫、平殿辉
田志丹

7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避雨栽培葡萄最优水肥制度研究
倪春雨、郑胜杰、王泽琪、白波、郭怡然、

刘晓阳、胡祥平、杨晓
姜雪连

8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抵制家庭暴力铁拳头
周晓洁、孙梦纯、王艳萍、宋杨杨、吕天舒、

徐安琪
孙海燕

9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露白引发对蔬菜砧木种子萌发整齐度的影

响研究

赵倩、刘理顺、黄曦、张涵、刘相静、肖贺

丹

刘春香

孙海燕

10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柔性导电面料与可穿戴技术在健康检测中

的应用

尹文静、赵静文、方俊香、杨彩丽、马玉娇、

蒋龑
孙海燕

11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森林防火预警助手
石丽秀、张智法、孙胜、高运浩、赵越、孙

雨晴
王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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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新型生态液体地膜 张栋、唐傲、刘树杰、王晓军 尚志杰

13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养殖场智能高效清理研发公司
何西花、孙明坤、蒋宏柳、李飞祥、刘朝阳、

王卫东、李英琦、刘京云、唐傲、马萌娅

解福祥

王长春

于加洋

14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智能辅助调控温度片 孟凡鑫、宫冕、刘慧娟、鲁彦彪
宋健

温效朔

15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中外合资医院 徐擎 尚志杰

16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风光互补 LED 路灯控制系统 刘伟强、宋春萱、孙铁男、王亚菲 唐苓

17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改进型太阳能发电机
周子凯、安佳雷、薛大政、李保平、孔奥寒、

阮恩海、翟照坤、颜鹏
于玲

18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可见光与 WiFi 组网的信息传递系统
李晓艺、齐启航、秦贯虹、陈可新、鞠文军、

徐玲枝、李雨洁、李雪飞

台流臣

于玲

19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随墨染
王雅茹、李寒冰、雷蕾、高朵朵、孙钦荣、

王林如
谭俊峰

20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消毒防疫机器人
吴晓静、徐颖、王卫萍、王欣、种晓亚、顾

顺艳、周福来、邱辉明

仉新刚

于玲

21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小型全自动移栽机器人
刘立龙、李彦钦、倪桂庆、李玉容、卢昊龙、

燕源坤、胡吉萌、王卫东、

仉新刚

于玲

22 计算机工程学院 城市动物大数据分布式连接平台 张珈瑞、蔡瑞强、孙雪莹、李思琪 刘峰

23 计算机工程学院 多功能运输平车装置
张珈瑞、李思琪、张淑琪、王煜、阚其禄、

马明宇、王斌、韦玉菲
刘峰

24 计算机工程学院 新型车辆电子控制系统
孙亚文、胡盟、刘倩宇、马辰悦、张欣怡、

袁一曼、张玥、王灿、董键辉、李佩璇

高连宏

张留朝

25 计算机工程学院 新一代校园一卡通系统 余文镇、陈西昱、龙彦铭、王同坤、付思龙 王慧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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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计算机工程学院 樱桃果智能 LED 生长灯
栾尊昊、贾方然、刘义泽、李延龙、曲斌、

刘世龙

高连宏

张留朝

27 建筑工程学院 净倍思新型口罩 张琼、桑子惠、李雨晴、孙振钊、宁晓悦 陈云法

28 建筑工程学院 新型 D30 防护鞋 吴宇、李晓娜、孙宇清、路思邈、马亚鑫 陈云法

29 经济管理学院 “绿普生态园”建设绿色中国
刘思佳、周素冉、靳丽霞、刘子龙、魏珠珠、

王庆、刘文倩、姜婷婷、李新
陈汇才

30 经济管理学院 宠宝 APP
张杰、蓝鹏飞、李亚飞、田翔宇、刘晓晶、

赵一鑫、张爽、赵成蒙

张亚萍

赵振民

31 经济管理学院 多元一体智能储物柜
王心如、李蓉、张杰、韩月影、程如昕、岳

照霞
赵振民

32 经济管理学院 共享玩具房
董嘉琳、邴晓晨、王少敏、戚贵妮、万晓凡、

商石强
邵鹏

33 经济管理学院 物易网
隋忠璇、杨恩语、王少敏、赵玉、杨帆、方

蕊
邵鹏

34 经济管理学院 新型智能潜水泵
王滟、时佳凝、孟琦、李福磊、巩鹏忠、宋

星宇
秦世波

35 经济管理学院
医疗性福利养护与教育培训综合“互联网

+”服务机构

祁鑫怡、谷敏敏、康文馨、嵇双青、原玉雪、

蔡楠、李增辉、田焱焱、周文强
陈汇才

36 马克思主义学院 倏风校园服务工作室 赵文萱、刘立龙、范雨佳、孟姝含、倪桂庆 李可杨

37 法学院 地摊经济下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张雪健、王雅玲、王晓龙、王旭、任文娟、

冀文旭
韩学志

38 法学院 高校垃圾分类区域规划研究
徐世姣、刁朔、韩晓飞、朱柳烨、考文瑄、

刘爽、贾鑫、王丽阳
韩学志

39 法学院
互联网+济南“面塑”文创产品扶贫规划研

究

赵慧诗、王雅萍、岳紫薇、聂敏、吴雪婷、

许诺、许陈静、崔晓、张馨
韩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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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法学院 社会舆论对新闻法治的影响研究
单飞、娄倩倩、马骏鹏、张雪健、刘向龙、

王力
韩学志

41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杨家埠木版年画创新转型
吕浩、杨旭、孙新涛、李雅楠、石芮菁、崔

欣荣、王晴、吴海亮
于云洪

42 教师教育学院 “卓跞”乡村教师网络教学服务系统
李诗涵、邵馨瑶、付子朔、史萌、马伊姣、

国茹涵
耿建民

43 特教幼教师范学院 “特别的你”特殊儿童康复&才艺培训中心
孙相宇、任雅轩、孙梦雪、马雯睿、庄诺、

石佩琦
周淑熙

44 特教幼教师范学院 智语言 付颢玮、董凯奇、卢贤阳、吴雨清 张素梅

45 传媒学院 声如人心 张怿晴、李选一

46 体育学院 电梯缓冲装置 陈基峰 卢永波

47 体育学院 多功能塑料袋手提防身钥匙扣 孙超、杨延政、李昊翔、王守硕、王金锴 张健

48 体育学院 关于骨质疏松的预防及运动疗法的防治
张云龙、周双程、门正博、曹文龙、席春霖、

周扬、牟进龙

卢永波

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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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100 项）

序号 学院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

老师

1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井盖安全气囊 慈逸飞、许馨月 吕静

2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疫情之下，对“互联网+”背景下医疗

废物处理监管的研究
臧千姿 张玉红

3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基于“互联网+”对当代大学生生活规

划与现实完成度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

研发的一款监督提醒人们规律生活的

产品

黄玺文 吕静

4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基于宅家的科技体验馆—名安虫洞空

间
徐丹 张玉红

5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以水族为例） 徐志远 王慧婷

6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毒品荧光检测仪 李金宇、周碧云、张宇航、林悦、韩雪宁
王岩

刘明阳

7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龙晨杯具清洁改造公司 赵小龙、孟海晨、顾淞文、隋佳恒 刘进忠

8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简易水位报警器
鞠晓蕾、段继萍、汤雨晨、陈潇涵、丁婷、杨

紫悦
安然

9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高科技太阳能大棚有限公司 田树炜、许晴、郭特特 黄宝歆

10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便携式太阳能照明系统设计
李子越、张丽丽、段帅辰、曹雪情、张景皓、

于佳豪、隗世鸽、王维禹、郭鹏远、
赵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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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座椅拐杖
李光炜、解风顺、孙家栋、杨惠英、蒋硕硕、

胡亿格
杜飞

12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创客新能源驱动电机
刘玉晴、王富浩、狄呈震、鞠扬、邢悦阳、杨

兰英、江康梁

董文山

王振国

13
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

学院
音乐酒吧乐器行

吕燕儒、鲍明秋、李佳丽、冯玉婷、曾凤、闫

峰峰、任壮壮、胡亚勋
田志丹

14
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

学院
旅行日记 App

邵腾腾、赵悦、曾冬娟、姜媛媛、李思颖、孟

维芳、骆约、王启政
李强

15
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

学院
泓忱荫服务平台 田秋慧、韩博文、吴梦旋、赵瑞晓 李强

16
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

学院
慢点茶 朱润龙 李强

17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智能便携式电动滑板 吴傲傲、刘洋、胡志若、董世晓 孙海燕

18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KING 农贸有限责任公司 刘茹、冯依诺、闫迪铭、孙玥、李倩、寇歆越 孙海燕

19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常绿阔叶树种滞留大气颗粒物能力研

究

苏海燕、李丽、胡程婷、刘露、张佳薇、刘倩

宇、唐佳琪、张炜茜、胡海迪

路艳

张骞

20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海格公司 李静、李湘桂、邱娟 孙海燕

21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智能浇水花盆
陈建馨、于泽琪、郭佩泽、张艺川、梁国洋、

林壮、王玉鑫
孙海燕

22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绿意空间
郭庆莹、李梦雨、朱思林、闫慧钰、李燕、马

海建
孙海燕

23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绮旅”-基于互联网与自媒体的定制

露营旅行平台

李湘桂、王彦永、汤浩宏、李静、张雪芹、赵

晓蓓
孙海燕

24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新型口罩创新创业计划书
兰博华、刘心茹、闫伟婧、于佳吕天舒、徐树、

杨思卿、张钰、范志苹、朱昊玮
张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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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智能温控运动鞋 周任翔、俎光胜、孟祥浩、高兴鸿、李铭亮
王伟章

毕世英

26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基于玉米追肥自动装置的规划方案 范献宇、吕林川、刘欣
魏文庆

解福祥

27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基于高空辅助安装装置商业计划书 赵永浩、郭中辉、鹿伟、康健祥
王长春

解福祥

28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合适运动 APP
吕伟强、王亚茹、王守信、张紫琪、李海慧、

董志莹

宋健

魏文庆

29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自定义功能眼镜
秦玉杰、汪宗雷、贾智正、张国文、王健、董

安妮
解福祥

30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极致智能包装有限公司
高龙雨、张立珂、赵士豪、焦明月、滕文浩、

曾星宇
王长春

31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自热袋
陶科萌、马纯豪、王雨、朱高伟、孙永强、袁

合鑫、孙盛康、闫得奇
于玲

32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基于 NB-IoT 的智慧农业监控系统
慈立昌、郇旗、王福钰、徐文哲、宋春萱、王

璐瑶

台流臣

唐苓

33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无电甩干机 刘清洋 于玲

34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简单土壤水分传感器
耿连凯、刘飞飞、马康鑫、邱伟一、安文旭、

邢美华、李雪飞、宋方玉、杨柳
于玲

35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丧散”博物馆 朱迅 马俊原

36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新型风力发电器
卢煜、赵倩、韩露、李龙文、魏梦婷、周冰菁、

简少颖、王大鹰

张雪原

于玲

37 计算机工程学院 环球节能玻璃
孙亚文、胡盟、李梅雪、马梦宇、刘雪妍、李

成涛、刘哲

高连宏

刘峰

38 计算机工程学院 手机测评系统
蔡瑞强、成星涵、张珈瑞、刘玉晴、高瑜晴、

黄情情、张传坤

王浩

韩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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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计算机工程学院 雷克塞机器人公司
滕红森、王宏轩、冯乐乐、张瀚文、蔡雨、曹

魁、王子龙、张传坤
刘峰

40 计算机工程学院 随意穿 APP 线上试衣间 刘娇、李瑞卿、张倩、朱志、蒋时磊 刘峰

41 建筑工程学院 面向人工智能的建筑设计算法研究 刘吉娜、胡瑞康、韩晓荷、杨晓梅 刘晓东

42 建筑工程学院 潍院跑跑帮交易中心 杨超、孙胜家、徐明辉、李欣冠 王子嵩

43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施工的优化—BIM 技术与装配式 赵乙曦、徐芯蕊、邹明浩、田霏 张秋菊

44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纸源有限，循环无限 蓝淑君、尹子涵、纪康妮、李佳妮 韩继磊

45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新型互联网下的家教辅导机构 杨锦媚、任雅楠

46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时光录答机
吕新秀、陈仲怡、张锦涛、曲斌、蔡一鸣、王

雨婷、蓝淑君
李铁

47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从文本到动画，新媒体时代下的童话研

究

史艳辉、何美芳、张茜、刘莹、欧琦、王佳婧、

熊万玲
李铁

48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非遗的创造性传承——以潍坊刺绣、面

塑文创产品开发为例

白雪、史艳辉、张晓迪、王文华、邹欣瑜、何

美芳
谭志强

49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遗韵新唱新公益 李丹阳、李端端、何中天 姜廉毅

50 外国语学院 小语种时代下的高考日语学校研究
冉静、张文玉、王敏、张颖欣、袁渔霖、亓子

寒、赵跃、碗子慧
陈高峰

51 外国语学院 “木槿花”自媒体工作室 杜晓青、王金穗、孔纯洁、辛明娟 王珂

52 外国语学院 潍潍幼儿英语教育 宋天雨、唐翠娟 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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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外国语学院 节日综合包
赵昶瑞、胡冰涛、张颖欣、唐佩琦、吕厚琴、

袁渔霖
董娜

54 外国语学院
新媒体视野下中华古诗词对外传播路

径研究
安颖、魏蓉希、吴珊、张晓睿 王锦

55 经济管理学院 跨时空旅行
孙宇辰、王雨、隋锦涛、黄勇博、张欣龙、孙

旭晖、丁豪、吴增坤
张亚萍

56 经济管理学院
潍县萝卜及地理标志农作物销售宣传

创业调研
隋锦涛、王振宇、陈威、李容、丁丽、李鸣曦 张亚萍

57 经济管理学院 网络消费 依法维权
邹浩炎、李姿璇、叶彬燕、程媚、张越、刘元

白、夏文菁、张晴、陈文斌

朱文英、

黄雷

58 经济管理学院 “生产线”式电商兴农路线
高银平、尹恩敬、王自强、熊鑫龄、陈宁、王

心宇、李昊东、于梦迪、杜善堂、吴思佳
于敏

59 经济管理学院 “悦独”APP 张晗岱、周春晖、赵政霖、张行 黄晓品

60 经济管理学院 “我在听你讲”公众号
王心雨、王淑芳、吴雪青、张蓓、张晓蕾、徐

玥
无

61 经济管理学院 校园活动星 邢增定、傅润青、姜洪晓、王路凯、王扬 陈汇才

62 经济管理学院 源清 李喜燕、韦子婧、吴新璇、陈婧 于敏

63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田园拾忆——农村特产专卖店
邱元皓、胡亚丽、张晓柳、杨骑、王佳钰、时

雨、刘晓敏
王幸平

6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校园垃圾趣分类
薛宏丽、霍慧颖、马晓慧、李黎、李菲、辛翠

翠、柯云露
王幸平

65 法学院 “小红帽“校园二手交易”
程守红、谢丽诗、王冬雪、殷红红、刘元白、

张梦超
韩学志

66 法学院 大学生闲置资源优化配置平台设计
王昭茜、李燕、王静怡、许迎杰、王成涛、温

越、杨镇瑞
韩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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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法学院 大学生共享厨房 刘娜、崔帆、孙悦 韩学志

68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大学校园可再生资源的传统文化主题

设计与开发
石芮菁、王汇莹 马焕明

69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唐裹丽影 于修懿、张璐瑶、陈玲、殷长爱 赵瑞军

70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素卿
孙天瑜、吴圣樱、韩尚玲、左彩彩、王静静、

徐勤、唐佳琪、周兴杰
王静芳

71 教师教育学院
基于 Android 的大型商场智能导购系

统

张珈铭、武婷、张庆哲、石一诺、张金敖、张

琳、刘俊辉
尹翔

72 教师教育学院 启学艺术教育
刘俊辉、张珈铭、苗澍、石一诺、陈子奇、汪

振岳、尚奇、陈键、孙永泉
尹翔

73 教师教育学院 故馨书巷——让旧书发挥价值 臧梓彤、于小惠、朱杏丽 翟超

74 教师教育学院
“益物”——快消时代下闲置物品的环

再生 创双赢
姜颖、陈一迪、焦敬淇、翁妍洁、赵磊、丁珂

翟超

丁宏

75 教师教育学院
觅食旅人 APP——旅行＋餐饮特色模

式

孙怡、张明月、余铖烨、刘曼丽、周慧敏、张

本鑫
陈海霞

76 教师教育学院 “青苗法堂”普法网站 张婧文、李欣娜、刘煜晨、朱云霞、赵敏 陈爱军

77 特教幼教师范学院 助残就业 APP
郭雅涵、伊艳辉、郑柯欣、孙赫、来诗琪、王

玉婷
周淑熙

78 特教幼教师范学院 小太阳融合幼儿园 程薇、刘晓菲、曹鑫蕾、刘凯玥 刘晓燕

79 特教幼教师范学院 农村垃圾排放现存问题的调查 任忠堂、孙丽娜、赵亚男 沈杰

80 传媒学院 汉衣冠—汉服推广平台
马爱芹、刘逍遥、王桂萍、王岚、、王业平、

锡雨霏
徐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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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传媒学院 一下打印平台
丁瑞景、杨芹、倪婷婷、武家琪、李佳蔚、王

晴
徐晓彤

82 传媒学院 “心影”无障碍公益影院 王冲、杨晓洲、马永诚、韩阔、闫佳君 宗绪峰

83 传媒学院 有声语言艺术进校园
刘昊天、高玥、孙梦圆、邱一航、唐紫萱、马

小晗、陈全慧、李家玉
徐金德

84 音乐学院
《新时期应用型高校艺术专业大学生

价值观分析——以潍坊学院为例》

刘正阳、鹿媛、张珍菲、牟颖、姚文君、王孟

琪、东后涛、张玉洁
徐磊

85 音乐学院 《音乐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冯亚宁、周皓、张容溥、王俊、宋昱均、雷萌

宇、宋红艳、于金凤
丁琰

86 美术学院 红船文化艺术纪念品 王浩、崔金宇 王倩

87 美术学院 手工筑梦
魏世军、韩潇彤、郭雨婷、杨钧涵、王梦真、

蔺旭、赵威龙
张芳芳

88 美术学院
中国影片中传统元素对中华文化对外

发展的可持续性研究
梁佳乐 江浩浩

89 美术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潍坊地域文化传承

与文化创意产业化战略研究

张雨晴、李慧婷、郭敬涛、孙李云峥、孙媛媛、

康潇月
杨玉艳

90 美术学院 遇见设计(Y 设计) 李会赛、王梦真、魏昀昀 李晓鹏

91 美术学院 艺华画廊 张馨月、王云凤、王思尧、许雅琳 江浩浩

92 体育学院 VR 体育技能模拟 张加翔、王红升、郑建军 魏星

93 体育学院 大鹏探针 潘旭 魏星

94 体育学院 智能农业节水灌溉技术
隋禄凯、李岩、田子业、宋佳恒、崔行东、臧

邦社、周衍、贾言磊
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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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北海国际学院 A cup of time 咖啡屋创业计划书 徐睿、徐元一、冷文超、王杰、徐晨阳 张聿高

96 北海国际学院 块一学 胡苒苒、任玲玉、王梦圆、 张聿高

97 北海国际学院 山水茶楼 史镇珲、季瑞雪、宋佳汶、 张聿高

98 北海国际学院 爱贝主题餐厅 李晓琪、马责仁、李和政、 张聿高

99 北海国际学院 斤跑 x 杨姝、刘晓晖 霍在强

100 北海国际学院 k家具 陈丹阳、曹海勇 霍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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