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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成果展示与经验交流专刊

第二届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系列活动展开
6 月 2 日，第二届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成果展示与经验交流会系列活动展开，学校将 6
月定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月。
系列活动包括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成果展、大学生创新创业学术论文报告、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项
目奖”评选、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学术论文奖”评选、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及管理工作交流会、“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说明会、“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校内选拔赛、成果
展示与经验交流会总结会等。
此次系列活动的开展是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做好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准备工作的通
知》文件要求，全面总结近年来我校在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以及开展大学生学科竞赛取得的
成绩，分享成功经验，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激发更多同学自主创新创业，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系列活动一: 举办“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校内选拔赛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

文明理念，并以科技竞赛的形式，检阅大学生的科

校内选拔赛于 6 月 7 日召开，23 个学生作品报名

研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展示发明创造成果；引导

参赛。

大学生夯实基础、勇于创新、关注生态与环境热点

经现场答辩、专家评审，共评选出科技理念类
作品校级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

问题，为改善人类生存与发展环境而努力。
今年的“全国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

科技实物类作品校级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

校内选拔赛涵盖生态基础、自然保护、生态工程、

等奖 3 项。学校将从获奖作品中遴选优秀作品参加

生态治理、生态修复、生态规划、生态管理等。大

今年 9 月的全国大赛。

赛作品分为科技理念作品和科技实物作品两类。科

全国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由教育部

技理念作品是围绕主题内涵的一种创意、理念、产

高等学校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品的虚拟概念设计，也可以论文的形式（须含虚拟

员会和北京林业大学主办，大赛的目的是倡导生态

概念设计图）提交；科技实物作品是体现大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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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的发明制造或者计算机软件作品，必须以实物

或者软件的形式（须附制作方案）提交。

获奖名单：
类别

科技理
念类

作品名称

小组成员
李琳、李 鑫、罗文韬、于景麟

刘艳红

一等奖

Mapping wrapper

张广杰、翟壮壮、田端洋

康

峰

二等奖

垃圾与垃圾袋自动分离装置

潘林峻、徐小俊、何 颖、何佼容

肖爱平

二等奖

绿色大使“蛙哥”动漫形象 GIF 表情包推广

陈柏年

蔡东娜

三等奖

分布式农林废弃物太阳能热裂解炼油装备

张冠中、张伟程、符小慧、庞 瑶、刘 浪

任学勇

三等奖

罗小雅、于杏佳、陈 璐、李伟林

高

林

一等奖

潘艺蓉、高子恬

张盼月

二等奖

曹 琦、谭星祺、刘钰莹、陈毓暄

韩静华

二等奖

杨 晨、汤耀宇、何玥、王 苑、

苏勋文

霍力溧

张建忠

开源空气净化器设计

章珊伟

程旭锋

三等奖

Leafline

钟刚亮、李梦如、卢 遥

郑一力

三等奖

储存电路设计研究
微生物燃料电池型 BOD 快速测定仪

物类

奖项

城市“下沉森林”理念设计

植物充电宝——树木与土壤间微电能收集及

科技实

指导教师

《红松林之歌》——森林主题儿童数字科普
类绘本
离心自卸料木材包装箱碎料除铁装置

三等奖

系列活动二: 评选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学术论文奖”
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学术论文交流
会暨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学术论文奖”专家评审

术报告，交流项目研究成果，专家组对论文进行详
细点评。

会 6 月 6 日在二教召开。

经专家组评审，“废旧纤维板活性炭的制备及

31 篇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发表的学生论文进行了学术交流。由论文作者做学

其对铜离子的吸附性能特征”等 12 篇论文被评为
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学术论文奖”。

获奖名单：
序号

获奖论文

论文作者

1

废旧纤维板活性炭的制备及其对铜离子的吸附性能特征

刘心怡等

2

木聚糖/蒙脱土有机-无机超吸水性水凝胶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张

3

叶绿素钠盐的稳定性及体外抗氧化性活性研究

占汝真等

4

CA-B/新型石蜡乳液复配处理材的防霉性能研究

钟

5

微波辅助光催化降解高浓度活性黑

周团团等

6

多层感知器的一种快速学习算法

蔡程灏等

7

基于叙词表的林业信息语义检索模型

韩其琛等

8

基于超声波定位和捷联惯导系统组合定位的智能草坪修整机研究

李伟林等

9

基于无线多媒体传感器网络的野生动物监测图像压缩研究

向秋敏等

10

基于数学形态学的叶脉提取框架

王力加等

11

北京市居民参与市民农园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蔡昕妤等

12

青少年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的绘画评估诊断

陈

双等

卉等

涛等

系列活动三: 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成果展
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成果展日

前在二教 109 举办，展会由教务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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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展会遴选了 50 个“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3

学生可通过网上投票评选出“优秀项目奖”。

划”项目、21 个学科竞赛进行展示和交流，以期

具体投票地址、要求及评选说明可登陆教务处网站

充分发挥示范辐射作用。展览为期 1 个月。

查询。

系列活动四:评选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项目
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项目奖”评选于 2015

评比，并在二教 109 展示。经专家现场评分、学生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9 日进行，该项活动是第二届北

网上投票，“基于 ZigBee 技术的无线图像传感器

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成果展示与经验

网络节点设计”等 15 个项目获得大学生创新创业

交流会的系列活动之一。

“优秀项目奖”。

50 个“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参加
序号

获奖名单：

获奖项目

获奖学生

1

基于 ZigBee 技术的无线图像传感器网络节点设计

韩欢庆等

2

北京绿像素设计工作室

李洺葭等

3

植物病原媒介蜡蝉的头部感受器形态比较研究

刘佳佳等

4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腕带式健康监测仪的设计与开发

霍静怡等

5

履带式智能除草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

刘承东等

6

太行山区古村落景观调查与保护研究——以河北省井陉县大梁江村为例

王宇泓等

7

基于 PC 机的心电监护系统

陈文静等

8

基于叙词表词间关系的林业智能搜索引擎的研究

方

9

落叶松树皮红色素的提取及染色工艺的研究

刘佳侦等

10

适于纸浆特性的纸制家居产品设计研究

门宇雯等

11

由松针制取三种叶绿素钠盐及体外抗氧化性活性研究

占汝真等

12

北京市常见绿化树种叶片对 PM2.5 等颗粒物阻滞吸附作用的比较

殷

13

叶脉图统计特征分析及其在叶片识别中的应用

王力加等

14

黄栌枯萎病菌 HOG1-MAPK 在逆境胁迫和致病过程中的功能研究

方誉琳等

15

海南岛自然保护区对热带森林的保护效果研究

王丽娟等

博等

哲等

系列活动五:召开“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培训会
201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

展创新创业研究和实践；项目实行主持人负责制，

目培训会于 6 月 8 日在二教扇形报告厅召开，教务

严格执行项目管理有关规定，按期检查和结题验

处有关人员、新立项的 348 个“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收；项目研究要注重团队合作、不畏艰难，严谨务

练计划”项目主持人参加了培训会。

实；要主动联系导师，建立小组内部定期研讨机制，

会上，教务处老师围绕“如何开展项目研究”、

做好过程记录。同时，教务处老师从主持人的责权

“项目任务书填写和签订要点”等内容进行了培

利、项目变更、发表成果、经费使用、结题要求、

训。培训会指出，各项目组学生要按照“兴趣驱动、

手册填写、交流讨论等方面强调了项目实施过程

自主实践、注重过程”的原则，以任务书为根本开

“八大”注意事项，帮助项目组学生进一步了解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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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理和更好地实施项目。

会后，教务处老师对学生的提问进行了解答。

系列活动六: 召开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成果展示与经验交流总结会
6 月 15 日，第二届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

学校”三个层面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体系，

创业训练成果展示与经验交流会总结会在二教扇

每年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地开展立项，取得了

形报告厅召开。骆有庆副校长出席会议并讲话。教

丰硕成果。2012-2014 年，学校共计资助 850 个本

务处、学生处、招生就业处、校团委负责人、教学

科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参与本科生达 3157 人次；

督导、各学院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教学秘书、教

学生依托项目公开发表论文 367 篇，其中 11 篇被

师及学生代表等参加了总结会。

SCI 收录，20 篇被 EI 收录；申请专利 62 项，获批

会上，骆有庆副校长代表学校对第二届北京林

专利 19 项；取得软件著作权 44 项；撰写各类研究

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成果展示与经验交流

报告 785 份等。同时，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得各级

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肯定了学校在实施大学

奖项 597 项，获奖 1262 人次。通过系统训练，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参加各类学科竞赛等方面取

生独立思考、团队协作、不畏艰难、大胆创新意识

得的成绩，并提出了学校进一步深化创新创业教育

逐步养成，动手实践能力得到有效锻炼，有力推动

改革的一些思考。他强调，我校开展大学生创新创

了我校创新人才培养进程和教学质量的提升。

业训练活动整体成效显著，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师

会上，于志明处长宣布了第二届北京林业大学

生参与程度非常高，学生收效非常明显。接下来，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成果展示与经验交流会评选

学校将抓紧学习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深化高

出的 15 个“优秀项目奖”、12 个“优秀学术论文

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结合学校

奖”和 11 个“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

实际，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方法和

新大赛”校内选拔赛获奖作品名单。主席台嘉宾为

考核方式改革、学生创业指导、创新创业实践等方

获奖学生代表颁发了证书。

面进一步采取措施，带动我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再

总结会上，翁强教授代表指导教师做了《“创

上新台阶。骆有庆副校长指出，创新创业教育是一

新活动”之花》的主题发言；动画 11 班曹琦代表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希望

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同学分享了《北京

老师们能投入更多精力，广大同学能珍惜每一次训

绿像素设计工作室》的创新创业之路；电气 11-2

练机会，以兴趣为主导，主动学习，积极探索，自

班曹芳菲代表参与学科竞赛的同学重温了所在团

主实践，大胆创新、细心求证，取得更大成绩。

队《缘起物联网，让梦想飞翔》的故事。

教务处处长于志明对学校开展大学生创新创

另外，总结会上，骆有庆副校长带领主席台嘉宾

业训练活动情况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近年来，学

共同启动了“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校按照“专业引导、兴趣驱动、自主实践、重在过

划网（http://dc.bjfu.edu.cn/）”。

程”的实施原则，迅速建立起了“国家-北京市-

（教务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