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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徼锣擞甯渖爽于畲撺衤θIs烙∴薄镲擎授
镭缀蕨蠹工穰颐嚣镙鞲的邋妯

各离箨学校:

攮搌璩教甯胛、财簸厅《关予赛魏离箨学校辙紫赝鑫与毅学
瞍鼙工穰酌蕙见》和 《黄于印嶷《嬖徽省支持本斛离粳发展畿ヵ
键升钟划》和《安擞蓄高箨教鬻擞兴计划》的遢知》箨寞铮葵求”
鳋攀簸咿搬釉专家锣糠、评镩”魏辘难 2013箨腱留冁赝蠹蕊攮
顼夥1幽 个萆像共弭61个顼弼盅顼建设。有关事顼邋鼬姻下:

-、 膏业绻舍瞍篝试点、粳企舍作实践教甯基巍、糟品资濂
舆搴课氆、擒晶魏搬公开课稷、珞越人孝教甯塘莽计划、应拥:癜

激师擞攀畿力婕嶷中心、教髀搠队、示葩实验骧训中心、鞲色专



蓝蚴顼留踺设周嬲均为三箨;巍学瞬燹顼翻 (含憨勰簸治邋论髁

教学睽究顼囝)、 魏期教柑踺设躅嬲为弼箨:大擎生创新剞业讽鳙

计划顼田建设周鞠臊删止为一碑扌

顼日建设经费按 嗫费畿霭巍商厅芙于傲妤 2013年腱离箨学

校笛级胰蠹工穰∷顼目咿报工作的邋知》(辘教秘离〔⒛13〕∷gs号 )

文件规定执狩己  `
二、各高校饔认翼缀织顼围负赞人制建顼围建设计钱刂和甯

簇”舞嫒学较鲲∷织专裹论源邋坡腠,于 2θ盂4箨 3月 17日 前。梅

《黉徽省离箨学校璩鳜摸蜜ェ獾顼圄任务书》上传至赝爨工锻蟹

理系统辏薰。任务书作为顼囝执行、中期檎蜜和验帔的宝爨镟播◇

顼目立瓒时阃以下文日期为攮,

二、耆缀赝蠹工攫顼圈管璎侬耱 《安畿离箨擎棱嗡缴巍綮蕨

蠹与教学改蕈王稷项目管蠖暂行办瀵》(敬离〔⒛08〕 5号 )遘猗◇

貉蒿棱每牟 12月 藏簸,禳对本棱餍爨工稷顼囝建设鞲况遘秆皴

查的基础⊥”向耆赝蠹ェ穰镢搀小盥办公窒书面报告圜家级t昝
缏、姣缀赝蠹ェ穰顼留建婕邋展慵况艹

省缀质量王穰顼目赛行滚动踺设制度。省赝鳌工程镢簿小缀

办公窒穰据项囹建婕计划对
“
赝爨工穰”

顼目踺设慵况遴秆∷中期

捡鳌釉验收。申期踺设戚效辚剜显篝的掖缀瑙鬯,绛学梭申媾和

专家评牯”可滚动邋入窗鳜赝蠹ェ穰项目◇申报、建设赭擗舜霾

雒镊-遘鬻学农邋穗;瓒 围执行不力”未开展赛胰性建设王侉 ;

来按饔求奋报顼日有关慵邋,死蔽不接受辉关鄱门对殒黟寞撬慵

-2⋯



邋豳捡鳌、监督岛审计;顼 留鳖费使用不镩夸蓊爽财嫒法飙和∷+ll

搜蝇建t戤薄甯翼辘巍嶷籁夥鞔建与键媲办法秆脚酌△将魏捷Jlg

节簸霾绦予蘩啬、中止嘁掇涌璃黟攀处媲$ ∷∷
∵
∷∷∷∵ ∷

∷∶∴∷  i∴Ⅱ ∷∷    ∶

鹦、貉藕箨髀皎蓼紧紧鼹缡科擎建蚀、辚龟嶷∷蠃

'冁

籍菠蠹

的蕊傩留糠:遴艹梦巍蕃并积撅簇魏本掇教学蔽蕈静黩醉蕨蠹簿

设方褰,缆簿安排和协擒鳜螈
“
本群离糠嶷爨畿力鞲升谛埘I∮ 1↑鑫

箨擞鬻撅兴计划
”
和蠲象、鬻`篙棱五冁胰鐾工穰姨畲”遥△步

加强∷各鳜.赝蠹工锻颐留建嗫的拽行和监螫力度奋确猓琐目建设遘

葳、踺谩投睽和簇期弼糠的露躐◇

觯僻:1。⒛13箨笛缎媵鳌工稷项留瑶孽

2。螫徼鬻篱箨∷攀皎笛缏赝蠹ェ穰稷蹈馁务书

(jlh侔变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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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单位名称 申请类别名称 项 目名称 负责人

立项级

别或奖
励擎汐

478 安徽I程大学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行政管理 叶常林
茌79 安徽I稆大学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电子信息工程 杨会成

安徽工程大学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工商管理 周晓宏

茌81 安徽工程大学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大学英语 刘进
”
△ 安徽I程大学 精品资源共享课稆 织造学 侯大寅
'
△ 安徽 T稆大学 精品资源共享课稆 机械制造学 下幼民
茌84 安徽T程大学 精品视频公开课稆 服装面料的认识与鉴别 闫琳

"
△ 安徽T稆大学

串越人才教育培养计
氵l丨

材料成型及控制I程专业卓越I
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朱协彬

486 安徽T程大学
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

讠|丨

环境I程卓越工程师 徐建平

彳
△ 安徽I租大学 教学研究项目

中外合作办学与国际化应用型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律

郭兴众 重点

安徽I程大学 教学研究项目
I科院校生物技术专业应用型创
新人廾焙莱槿扌的斛穷 薛正莲 重 点

489 安徽T程大学 教学研究项目
基于职业胜任力的应用型文科专
W`实 践勒学体系的佾I|渐 刘军 一般

'
△ 安徽I稆大学 教学研究项日

原烈范畴理沦指 导下的大学英语
语篇教学横式改革

Ι永忠 一般

491 安徽T稆大学 教学研究项目
环境I稆 《微生物学》教学模式
构津的探綮厶守潍 孔 芳 一般

'
牡 安徽I租大学 教学研究项目

新学科目录背景下体育表演专业
定位、培养 目标与课柙设詈研究

胡好 一股

493 安徽I程大学 教学研究项目
以

“
创新+应用

”
为导向的工商管

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谢荣见 一股

494 玄徽T秆大学 教学研究项 日
营销渠道管理课稆教学方法改革
及代|丨 新l,l穷

李国富 一般

495 安徽I程大学 教学研究项日
金融数学系列谍程教学内容的优
仳和教学干段改茧 夏登峰 一般

安徽I租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研帘顶 日
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有效性研究 孙两芳 一般

497 安徽T程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研 穷踊 日

基于网络资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耳动教学实践研帘 卜晓勇 一般

498 安徽 T程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石丿丨帘,】页H
协同累进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丈践育人模式f/AJ律

冉昆玉 一般

499 安徽T稆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利千穷J页 日
安徽地方思想政治教育素材的整

理与运用
李红星 重点

500 安徽丁程大学 教学成果奖
基于就业能力提高的经管专业创
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汪张林 周晓宏

何朝林 周爱珠
谢荣 卯.荃 因宫

三等奖

安徽T稆大学 教学成果奖
《信号与系统》课程教学内容与
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杨会成 凌有铸

许钢 俞晓峰 潘
聆吟

三等奖

安徽T稆大学 教学成果奖
基丁产学形T合作改革T科毕业设
计的研究与实践

许钢 俞晓峰 郭
兴众 周鹏 张明

搦 禾 谕

三等奖

503 安徽工程大学 教学成果奖
基于沙盘模拟的企业管理决策课
程教学创新与实践

周晓宏 谢荣见

汪张林 郝春晖
宴Rt静 T个石

三等奖

安徽T程大学 教学成果奖
化I原理课稆设计与化工设各课
秆设计—

体化教学体系研究

唐定兴 杨仁春
李芳 许茂东 张
猩歌 李兴扬

三等奖

安徽T程大学 教学成果奖
生物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
与实践

钱森和 薛正莲

杨超英 魏明 赵

世光 李婉珍 柴
踹猖

三等奖



序号 所在单位名称 申请类别名称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立项级

别或奖
鼬篓汝

506 安徽I程大学 教学成果奖
应用型英语专业方向课课程体系

改革探索

金成星 张文明

刘进 唐雪梅 李
靳囡 钔|泫篷

三等奖

507 安徽工程大学 教学成果奖 统计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研究

费为银 文刂宏建

王传玉 孙宏义
胃 登 胳

三等奖

安徽I程大学 教学名师 教学名师 陶庭先

509 安徽I程大学 教学名师 教学名师 凌有铸

0 安徽I程大学 教学名师 教学名师 陈跃东

l 安徽T程大学 教学团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许德章

2 安徽I程大学 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I程训练中心 佘雷

5 3 安徽工程大学 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纺织工程专业实训实习中心 徐珍珍 毕松梅

4 安徽I程大学 特色专业 轻化工程 黄小华

5 5 安徽I程大学 教坛新秀 教坛新秀 杨仁春

6 安徽I程大学 教坛新秀 教坛新秀 魏利胜

5 7 安徽丁程大学 教坛新秀 教坛新秀 王霄



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出版社

安徽工程大学 刃画剧本创作教程 丁文霞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安徽工程大学 现代企业管理 夥 点铷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工程大学 设计素描 何建波 安徽美术出版社
安徽工程大学 材料 力学 何芝仙 茧汉大学出版社
安徽工程大学 工业设计史 钱涛 安徽美术出版社
安徽工程大学 城市景聊l设 计 王淮梁 堂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汪
安徽工程大学 镶 故 、滚 奘饷 制作枯 巧 邬红芳 东华大学出版社
安徽工程大学 工科化学实验 吴之传 rL学 工业出版社
安徽工程大学 固体废物处理与钋罾 徐建平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安徽工程大学 公 共 管 聊 学 叶常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安徽工程大学 吧舾骊助服装设计 竟熏苯 南京大学出版社
安徽工程大学 大学物理实验瀚稗 郑发农 术大学出版社
安徽工程大学 上 业 攻 计 材 料 与 加 工 △ 芗 周红生 安徽美术出版社
窍徽工程大学 本字计算机基础 周鸣争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I2013103630 纳米锡锑复召立刂荆i彭 刂练T页 E 陈静 2120112150 刘安琪 (3110 朱协彬 教授

I2013103630 6屮sS并 联机 划新训练项巨 樊海波 3100104243 5 十滨 (31001C 高洪 教授

I2013103630 基于ARM的非 引新训练项 E 严海玉 3100202113 宋
—

博 (3100 杨会成 教授

I2013103630 基于阢b技术 训新训练项 E 梁添柱 3100205231 邓家中 (3110 郎 朗陈孟历 高级工程师

I2013103630 基于PLC的真 训新训练项巨 潘帅 3110205241 舒圣焱 (3110 殊跃东陈孟员 教授

I2013103630 茜塔1二 PS0-SⅤ M 训新训练项
=

李 达 3100201321 2 李侯(310020 田丽 教授

I2013103630 汽车智能防文划新训练项 巨 曹玉军 3110201136 张丙昌(3t10 周力 教授

I2013103630 一种秸秆拆角引业实践项巨 陈永春 3110301229 3 唐二妮 (3110 毕松构 教授

I2013103630 irJ分 子染料 训羽i训 练项E 蔡腾 31103021在 3 l 刘超楠 (311 荑小华 教授

2013103630 影响服装网贝训新训练项 巨 工健 3110303105 4 何学强 (31l0 袁惠芬 教授

2013103630 功能性涤棉堡划新训练项 E 张敬 3110302122 3 吴倩 (311030 刘新华 教授

2013103630 ‘‘
丨日衣换新彦引业实践项唇 周云鸥 3110306128 3 孟 子涵 (3110 邬红芳 教授

I2013103630 纳米Ti02高‘猁新训练项巨 叶杨 3110405106 4 丁宇 (311040 吴之传 教授

I2013103630 类Fcllton法 赀 训新训练项巨 高 刚 3120407235 2 周宁(312040 陶庭先 教授

2013103630 二唑类农药歹 引新训练项 E 侯世澄 3090405226 l 汪晨 (310⒁ 0 陈宁生 教授

12013103630 稻壳综合利月刨新训练项 E 何明伟 3110405111 3 吴克锋 (3110 杭志喜 教授

i2013103630 壳聚糖复混Ⅲ创新训练项 E 邓子祥 3110404105 2 兰明阳 (3110 丁纯梅 教授

】2013103630 中室微生物 1 创新训练项 E 宋丹丹 3100406117 4 金晶 (31004 蔡昌凤 研究员

12013103630 纳米碳酸钙自刨新训练项 E 彩食胄邕台邕 3100404137 7 文刂丿巾(310040 唐定兴 教授

I2013103630| 趋磁细菌模充创新训练项 E 沈亚东 3110402228 4 鲍关禾 (3110 陶玉贵 教授

I2013103630| 红曲霈利用彳创新训练项Ξ 谭胜 31004021钅 6 4 刘文(310040 张庆庆 教授

【2013103630| 抑菌活性植牛剀新训练项匚 汪宗鳌 3100衽 03227 3 金立方 (3100 薛正莲 教授

I2013103630| 修复酸性矿丿创新训练项巨 王兆琚 3100406204 4 王凤 lllll 3100 徐建平 教授

I20I3103630 壳聚糖的改屮引新训练项 E 汤超群 3100401113 6 胀虹 (2 1041 蔡为荣 教授

I2013103630 我国新能源冫剀新训练项匚 闩玉旗 3110501111 4 李佩 3100 汪张林 教授

I2013103630 游乐场所安亻训新训练项凵 陆华科 4120506228 钅 叫雯婷 4120 周晓宏 教授

2013103630 皋于WEB的中 训新训练项日 i高 祥 3110505140 4 丁梦茜 (3110 △忠群 教授

2013103630 芜湖市制造」驯新训练项 F 李源 3110505117 3 陶田丽 (3110 龚本刚 教授

2013103630 基于情景模扔引业训练项巨 汤荥蓉 3100503213 4 刘洪满 3100 何朝林 教授

2013103630 芜湖市大学- 训业训练项 E 姜 博 3100505132 3 杨孟军 3100 程幼明 教授

2013103630 人形机器人纩

"初

i训练项仁 许思维 3100702209 3 程先虎 3110 鸣争   强 教授 讲师

2013103630 星形压缩机V 训新训练项仨 韩燕林 3110107144 4 马耀鹏  ( 何芝仙 教授

2013103630 英语专业学』|啕dⅡ练|页 ∶ 任薇 3111101114 3 徐忠玲31l11 刘 进 教授

2013103630 芜湖市汽车瑁岔l 驹i训 练项巨 张欣成 3101202116 1 宣住阳31012 叶常林 教授

2013103630∷ 虚拟养老院- ⒉业训练项 E 宫庭 3121201226 4 孙静 312120 金艾裙 教授

2013103630i 临终关怀在字 ) 新训练项Ξ 李军霞 3101202124 5 李雪花31012 赵国庆 教授

】2013103630{ 简易减振器杨扌新训练项巨 王二飞 3100104219 3 郭凯 (310010 时培成 副教授

I2013103630{ 工维稀十氟亻⒉新训练项巨 朱鹏 3110102113 4 李亮 (311010 陶锋 副教授

I2013103630 多用途水 卜拶引新训练项 E 林晓义 3100103126 4 许梅 (310010 ￡洵 副教授

i2013103630` 二足式离心杉训新训练项 E 何强强 3110107116 在 宋永强 (31l0 孙铜生 副教授

【2013103630‘ 漆包线热解彤刈新训练项匡 攴中正 3110102205 许恩瑞 (3110 陈志浩 副教授

I2013103630‘ 板羽下料的△刈新训练项巨 寿化标 3110101115 4 杨万朗(3110 梁利东 副教授

I2013103630` 石墨烯诱 导璀 训新训练项 E 陈启星 3110101226 金标 (3no1o +志俊 副教授

I2013103630` ‖连续增强祠训新训练项Ξ 罗 健 3120102229 张祝革 (3120 张海涛 副教授

I2013103630z 铁柴粉末冶‘驯新训练项 E 卢浩南 3110102203 朱晓冬 (3110 李月英 副教授

I2013103630z 綦十几何约豸Ⅱ驹T训 练项目 【i俊清 3110101307 刘海 (311010 李仁军 副教授

I2013103630` 机械专业学- 剀新训练项巨 康马杰 3100102238 俞侃 (310010 邓英扣 讲师



】2013103630 电力负荷智胄刈新训练项巨 徐胜明 3100201335 2 李峰(3100zo 张春 副教授
12013103630 基于Ns2的直 猁新训练项Ξ 周加文 3110203129 葛愿 副教授
12013103630| 震灾用主动ェ刈新训练项巨 吴玉珏 3110201115 4 徐 顶 (3100 王冠凌 副教授
I2013103630{ 基于触摸屏白涮剩i训 练项唇 王 军 3100203203 2 周云 (310020 韩超 副教授
I2013103630{ 人推力直线叶训新训练项唇 曹子沛 3100201339 3 詹鑫宇 (3100 陆华才 副教授
I201310363o 路灯照明绿￡训新训练项 E 王 品 3110202104 刘年道 (31I0 徐晓光 副教授
I2013103630 T业有线/无 引新训练项匡 王家才 3110201204 2 张子彬 (3110 魏利胜 副教授
I2013103630 幕十ZigBee自 立刂羽吁VⅡ 练 T页 E 姚嘉伟 3100202135 1 郑玮 (310020 许钢 副教授
2013103630 纂于嵌入式勇训新训练项E 高晨阳 3100202241 3 T猛 (310020 瞿成明 副教授
2013103630 皋于尢线的凵训新训练项 E 夏  雨 3110205128 潘庆安 (3110 孙新柱 副教授
2013103630| 基于卩i生

"T
引新训练项唇 苏信 3110307219 3 汪帝(311030 凤权 副教授

I2013103630| 聚乳酸/壳聚 刨新训练项巨 张学东 3110307117 2 李百祥 (311o 魏安方 副教授
I2013103630| 淀粉乙酰乙酉创新训练项巨 丁文胜 3110301101 l 郑文(311030 张朝辉 高级实验师
I2013103630{ 军用抗菌防Ι引新训练项 E 张耀 3110301222 3 陆兵站 (3l13 徐珍珍 副教授
12013103630( 超细涤纶会

"
训新训练项拦 乔延锋 31103021o5 2 房凯 (311∞ 0 张广知 副教授

201310363o 芒果纤维热酋训新训练项巨 朱佩龙 3110301317 2 杨钢 (311∞ 0 储长流 副教授
201310363o∷ 新型高效脱、训新训练项ε 宋庆武 3110404216 2 郭李 (311∝ 0 杨仁春 副教授
】2013103630| 新型温控两本引新训练项 E 邓丹丹 3092109107 2 顾李天涯 (30 任一呜 副教授
I2013103630| 微乳法合成C 训新训练项 E 沃文文 3120405129 茌 李向阳 (3120 岳文瑾 副教授
12013103630| 废纸脱墨剂自涮新训练项巨 程世骑 31104052在 1 秦正生 (3110 张宏哲 副教授
12013103630{ 金属有机骨身剑新训练项 E 代佳佳 3110茌 05208 4 J∶ 冈刂(311040 朱贤东 副教授
I2013103630( 硫酸根白由虐训新训练项巨 I风 3100406103 吴翔 (310∝ 0 唐海 副教授
I2013103630 蛋白质变性又训新训练项圭 曹雪原 3100401240 2 疏洋(310040 郭玉宝 副教授
I2013103630 腰果W/J改性出圳新训练项巨 朱荣芳 3120407108 5 吴娜 (312∝ o 高建纲 副教授
2013103630 机械化学条饣训新训练项圭 侯荣杰 3120407225 周宁 (312040 张 泽 副教授
201310363o 3u0/Zno微纳 训新训练项 : 李中华 3120405223 4 李玲玲 (3120 钱桂香 副教授
I2013103630 银杏内生真殪洌新训练项 E 胡梦君 3110402129 4 陈磊 (3no钔 葛飞 副教授
I2013103630Ⅱ 内|l皮 同态发酉刨新训练项 E 高乾坤 3110402134 3 汪飞 (3l10在 0 魏胜华 副教授
I201310363o —

种防治心丹刨新训练项Ξ 聂智杰 3120403239 4 朱界萍 (3120 聂光军 副教授
I2013103630 高校学习型月训新训练项 E 刘丽军 3100404105 2 李猛 (310⒁ 0 王弘 查桂义 副教授
I2013103630 英语翻译T饣 创业训练项 E 吕婷 310110111o 3 葛艳 (310110 金成星 副教授
2013103630 多羧酸过渡ζ训抑i训 练项 E 江顺风 3120407218 4 江健龙 (3120 李庆海 副教授
2013103630i 扔i型催化接角训新训练项 E 马菲菲 3110404201 2 工龙 (3l1∝ 0 张旭 副教授
12013103630{ 考虑消费者仂引新训练项 : 徐杨杨 3110505135 2 姜梅 (31I050 桂云苗 副教授
】2013103630{ 出 f· R车

“
锴 u亻 训新训练项Ξ 吴俊杰 3102115215 3 秦 杰 (3102 曹邦 5F 高级工程师

】2013103630{ 书香筑梦文伯刈此实践项巨 董琴 31005011钅 在 阳欣欣 (3100 谢荣见 副教授
I2013103630{ 芜湖铁画网纟剑业实践项 E 马文文 3110504101 三E置奇(311050 何治国 副教授
I20131036309 不确定环境冂训新训练项 E 罗佳辉 3100502126 ∶E宇 (310050 钊长义费志甸 副教授
I2013103630 校闶生活用占引业实践项匚 金文俊 3090502122 3 姜磊奔 (30g2 王志国 副教授
2013103630i 皋于创业训乡训业训练项E △良健 3110501105 l 朱蓬勃 (3100 余承海 副教授
2013103630{ 于语语古互护引新训练项 L 季伟 3100603129 3 张衍男31006 周红生 副教授
【2013103630{ 安徽剔墨纱火 刈新训练项Ξ 边柏碹 3100602208 2 杭家琦 (3100 张学东 副教授

I2013103630{ 高速公路风怠刨新训练项Ξ 程凯 3100603241 2 李皓泽31006 金东 副教授
【2013103630{ 芜湖铁画与封刨新训练项 E 张勃 ########### 周傲霜刘东彐 孟梅林 副教授
I2013103630{ 绘本创作 勹娄剀业实践项拦 沈子君 3090604120 3 l9J康 (30g060 丁薇 副教授
I2013103630 地方十特产作训新训练项Ξ 段志平 3100601233 4 杨 乔 (3100 昆 忠刘r.z. 教授讲 师
2013103630 融仑墩近邻彡引新训练项 E 赵杨 3110701231 3 汪旭照 (3110 卢桂馥 副教授



I201310363o| 虚拟手术仿层

"新
训练项E 黄良良 31007o1242 3 李鹏 ⒀1007o 汪 军 副教授

201310363o! 基于智能手剂刨新训练项 E 桂志明 3110702135 3 李志刚 (3110 谢永宁 高工
I201310363| 大数据环境Γ引新训练项 E 刘成满 311070311o 2 李春 (3l1070 陶皖 副教授
201310363 某住宅小区F 立刂郭亍丿‖练J页 巨 汀七励 31001o5325 4 张国田(3100 陈善群 副教授
20131o363o| 城市公共白彳训豹i训 练项匚 吴倩 3101202112 4 ∶11卩可日青(31o1 周伟 副教授
I2013103631 体育表演在衤训新训练顼 淫 王芡芡 31113o11o4 1 胡好 副教授
201310363 青少年户外孝钏业训练项 巨 蒋佩瑶 310130113o 工胜华 3112 文才新 副教授
I201310363 光伏一储能i 训新训练项巨 采有圆 3100201231 3 魏晖 (31002 高文根 讲师
2013103631 面向控制的淳引新训练项匡 工蓝青 3100201208 1 胡小详 (3100 黄宜庆 讲师
2013103631 两亲接枝物 E 刨新训练项Ξ 杨旭 3110302126 2 工小钢 (3110 陶旭晨 讲师
I20I31o3631 新型

“
蛛网 训业训练项 E 享阝/l、 伟 3100505233 钅 刘运 (310oso 程晋石 讲师

20131o3631 芜湖中小文 引业实践项巨 金泽华 110501132 4 戴舒波⒀11o 郝春晖 讲师
12013103631 科技人员创 引新训练项Ξ 杜安杰 100504114 3 叶璐璐θ10o 李国富 副教授
12013103631 碳约束下虚拟创新训练项E 欧阳竹强 120506236 朱军 “12o5o 娟 讲师
I2013103631( 占徽州

“
礼 刈新训练项 E 秦琼 3100601531 2 王 捷31006 张慎成 讲师

2013103631 京创玩偶设 引业训练项 E 李月坤 10060411 4 欧阳干响 (31 伍鹏飞 讲师
I2013103631 关于大学生 刨驹i训练项Ξ 杨乔芳 100601223 段志平 (3100 黄凯 教授
201310363 綦于讧体视讠剀新训练项 E 李鹏 100702125 3 李峰(31007o 严楠 讲师
201310363 融合推荐的F 引新训练项洹 上星 31107021o4 5 江文丽 ⒀10o 刘涛 副教授
2013Io363 皋于Ulli tx· 3D 引新训练项匚 洪志军 100701128 3 赵副森θ100 胡冰 助理研究员
01310363 人学关好生折冽业训练项 E 周志兵 L10503137 钱艳艳 811o 姚宗建 讲师
013103631 竹木的品牌彡剔新训练项巨 姜毅芝 110602129 5 卢秀峰 (3110 李响 讲师

2013103631 基于聚 引新训练项仨 高强 100703138 3 黄雷 (31007o 修宇 讲师
2013Io3631 黄梅戏的保匆刨新训练项Ξ 刘洋 3101101215 3 攴美红 (31o1 张文明 讲师
2013103631 现代数控加二剑业实践项Ξ 侯 勇 31021o1135 5 万文明 (3102 杨 明 高级实验师
0131o3631 基于低速无纟引新训练项巨 刘朋飞 3110206214 4 胡颖飞 (31l0 唐诗忠 高级实验师
2013103631 新型耐高温竹训新训练项唇 黄勇 3110307135 3 周润哲 (311o 谢艳霞 高级工程师

Ι20131o3631 强放热反应臼训豹iVⅡ 练 |页 E 邓振新 31204o41o7 l 张力冂露 (3120 ]:羽中 高级工程师
I2013103631∶ 汽车铝合金轫引新训练项匚 吕峥 310010221o 李岩岩 (310o 汪太 平 高△
I20131o3631 黄酮类天然芦立刂韵iV刂 练I页 E 张莎莎 3110404115 3 许祝兵 (311o 侯春园 副研究员
20131o3631 汽T被动悬当引新训练项拦 方正阳 31101041o1

f/l、 fl弓
(311o1o 陈 玉 副教授

I2013103631 塑料门窗二 创新训练项 E 邓本绪 31101o12o6 4 许丙成θl10 刘有余 副教授
I2013103631 铸钢件铸造「

"业
训练项 E 曹琳琳 3110102237 4 衰国胜θ11o 冒国真 副教授

2013103631 CAD/CAE/CAM 训新训练项 E 黄超 311010214o 4 翟军(31101o 余小鲁 副教授
】2013103631 皋于PROCAST 刈新训练项 L 吴安发 3100103118 3 △△海 (3100 朱先琦 副教授
I2013103631{ )mBaCoFe05+ 驯新训练项 E 叶会棉 31101o22o4 3 任卫新 (311o 石平 副教授
I2013103631 稀+改性电夕引新训练项巨 吴培沟 3110102213 3 张丬'(31101o 汤精明 副教授
I2013103631 婴幼儿睡眠坫训新训练项匡 张方叶 31102o1116 4 宋 凯⒀110 陈晓红 副教授
i2013103631 虚拟汽车传炬刨新训练项Ξ 宋凯 3110202115 5 石川 (311∞ o 张 红 副教授
I2013103631 二维角度测廑引新训练项 E 吴昊 31002o2217 2 陈永通 (310o 王呜 副教授
I2013103631 芋叶柄基活〃引新训练项E 陆超 3110301327 2 丁进平 (3110 阎琳 副教授
I20131o3631 羽毛蛋白的钭刈新训练项仨 刘 锋 31103o121衽 1 杨乐θ1103o 李长龙 副教授
I20131o3631 服装款式构些训新训练项 L 章小强 31103o3236 徐平 (31103o 吴建川 副教授
I2013103631 黄山梅组织钅立刂荆iV刂练I页 压 许远征 3110403212 王玉乐 (3110 杨超英 副教授
20131o3631 稀七元素辅母刨新训练项Ξ 宋言仨 311040312o 李广 (3I1⒁ o 柴瑞娟 副教授
I2013103631 薄膜处理程厂创新训练项 E 何军 3100406114 4 张志(31oo4o 魏翔 副教授
I20131o3631 芜湖裕溪口剖创新训练项E 徐成明 3110401134 2 张家强 (3100 季长路 副教授



丨2013103631 薄荷叶中黄酉创新训练项 E 周灿 3100401130 3 王建文 (3100 潘文洁 副教授
12013103631 基于宏皋因纟钊新训练项 E 韩燕健 3110403240 3 高绪磊 (3110 赵世光 副教授
I2013103631 专业化电子7 引业实践项 唇 谢路婕 3100601738 2 吴曼曼31006 陈军 副教授
I2013103631 动i画 角色设讠训业实践项 E 胡晓莉 3100604124 4 享‘  立青(31oo 李晖 副教授
2013103631 基于 Android 引新训练项Ξ 李峰 3100701120 2 洪涛 (310070 李钧 讲师

2013103631 ja田界面编禾引新训练项逞 李志刚 3110702122 3 方圆 (310070 郑 刚 副教授
2013103631 一种新型太网引新训练项 E 张洪祥 3111001315 在 朱 军 (312 姜忠宇 副教授
】2013103631 金钗石斛内』训新训练项巨 邰永辉 3110403225 4 唐学武 (3110 魏明 副教授
i2013103631 芜湖市高校丿训新训练项 压 何嘉丰 3111203107 刘言(311120 汪晓宇 副教授
I2013103631 基于IOs平 台 引彩iV丨 |练 J页 巨 周浩 311020钅 130 赵常安 (31I0 裴逃明

I201310363I “
帘中菜园

”
引业训练项拦 郑仁喜 3110601222 章秦怡 (3110 张焱 讲师

I2013103631 课程作品分蔫 2刂拍7VⅡ 练|页 巨 占丞 3110605109 杨帆 (311060 费利君 讲师

I2013103631 “
品味芜湖

”
立刂驹iVl|练 J页 L 刘沾 3110601102 3 刘玉茹31106 顾梅 讲师

2013103631 徽州聚落文∮训新训练项 : 萁朝晖 ##########丰 l 李学山 3110 田培春 讲师

2O13103631 “
论道——印 训新训练项 E 宫培建 3100601129 3 徐正行高怀膨 张利艳 讲师

2013103631 徽州古民居旮刈新训练项Ξ 谢路婕 3100601738 2 吴曼曼31006 孙林 讲师

丨2013103631 国产奶粉整嗟刨新训练项∶ 林文涛 3110601323 2 黄泽朴 (311 程瑶 讲师

】2013103631 民族服饰元浸剑新训练项 E 王锦晖 3110601608 3 李浩(3l1060 姚明琦 讲师

I2013103631 高校校l/G公劳引新训练项 E 杨 习 3110601313 3 月婷婷 (3110 潘虹 讲师

I2013103631 芜湖市城市冫训新训练项 E 谢焕雨 3110601437 3 程明  3110 吴劲松 讲师

I2013103631 互动装置艺爿训新训练项巨 李小栋 3100605117 3 姜欣 (3100so 陈叶 讲师

2013103631 毕业纪念品臼训新训练项 E 王琦 3100601107 4 戴江雄 (3100 刘华玉 讲师

i2013103631 动态标志在 j 训新训练项Ξ 戴江雄 3100601141 戴汪雄 (3100 文艺 讲师

12013103631 皖南T艺美爿刈此训练项巨 工云峰 3110603206 4 爨凯敏 (31l0 钱涛 讲师

I2013103631 室内环境设讠涮新训练项巨 闫博雅 3100601512 赵晓晔 3100 齐宛苑 讲师

12013103631 舒席竹编艺丬训新训练项 E 郝达芬 3100602227 赵明(310060 刘明彬 讲师

I2013103631 青铜羽利在刀到新训练项 E 谢典f,亡 3100601240 强雄浩31106 南海涛 讲师

I2013103631( 基于符号学衤训新训练项 E 钱丽琴 3120603233 董芳芳 (3120 饧艳红张海智 讲师 讲师
I2013103631 定格动画场墁引业实践项 E 刘凯袢 3100604107 欧阳千响 (31 丁沛 讲师

I2013103631 城市景点英讶训新训练项E 蔡加杰 3111101244 陈云鹤θ111 喻晓静 讲师

I2013103631 笔译训练资莎训新训练项匚 安迪 311I101117 4 冉玉连:311 许庆美 讲师

2013103631 綦于语料库自猁新训练项 E 张秀丽 311110112钅 4 刘雪梅 (3111 韩利敏 讲师

2013103631 中国古典诗哥刨新训练项巨 王瑞雪 3101101206 3 方 钰31111 陈德喜 讲师

【2013103631 英译汉中母讠刨新训练项唇 洪菲菲 3111101228 3 汪 洋31111 刘亚芬 讲师

I2013103631 影视作品翻讠驯业训练项 E 刍阝历戈 3111101130 3 张双双31111 崔媛媛 讲师

】2013103631 网络热门英; 训新训练项匚 童皖佳 3111101242 3 聂珊珊311t1 吴宜涛 讲师

I2013103631 铁画文化翻讠引新训练项巨 钱龙 3111101235 3 黄眷琴31111 詹凯厕 讲师

2013103631 地方特色文亻训业训练项仨 曹霞 3110503143 4 周乔 (311050 黄杵琴 讲师

2013103631 纂十淘宝平f 引新训练项 E 张静 3110502117 4 邓胜兵 (3110 孙颖 讲师

12013103631 无通道智能亻训新训练项Ξ 卢连洋 3110502105 3 张双双 (3110 林林 讲师

I2013103631 “
ho1d住你臼引业训练项 E 徐宁宁 3100505231 刘鹏举 (3100 安国强 讲师

I2013103631 人数据时代笮训新训练项三 史笑天 3120501210 卜东东 (312 何晓蕙 讲师

I201310363I “
夕阳红

”
训业训练项 E 朱向阳 3110501109 3 李祥(3l1050 张 芳 讲师

I2013103631{ 皋于
“
双 自~ 训新训练项匚 邓洋 3110504107 杨新永 (3100 纵翠丽 讲师

I2013103631 大学生网△掳训业训练项 E 赵建民 3110504131 镄情 (31105 李亚文 讲师

】201310363I 纂于装载率纟Ⅲ新训练项压 王世媛 3110508105 3 周 雪 (3110 张云丰 讲师

I2013103631 花卉培植与 l 划业实践项巨 朱蓬勃 310050111犭 6 马娜娜 (3100 李继 讲师



I2013103631 綦于社会网纟创驹i训 练项 E 吴旭 310050315 3 夏保国 (3110 吴 勇 讲师

I2013103631 基于智能手劣训业训练项 巨 江键 3100702207 3 饯芳(310070 胡平 讲师

2013103631 基于智能手朽 2刂业训练 J页 E 文 坚 3110701101 3 余共明 (3l10 谢晓东 讲师

2013103631 乍载智能监扌引新训练项匡 陈波 3100702128 3 章松杨 (3100 谷灵康 讲师

】2013103631 分布式嵌入ェ训新训练项 E 何 通 3110701210 2 魏鹏翔 (3110 潘海玉 讲师

I2013103631( 工手物品交彦训业实践项Ξ 陈润林 3100702230 2 张峰 (310070 邹 姗 讲师

I2013103631 辅助泊车 训新训练项 E 朱ll标 3100702111 3 朱程明 (3100 汪国武 讲师

I2013103631 数据流分类勇刈业实践项∶ 赵副森 3100701130 3 赵宏博 (312 刘三民 讲师

I2013103631 皋于Alid1·oid 训业实践项 仨 谢结真 3092104145 段卫国(3100 黄伟 讲师

I2013103631 户外旅行网曳 a刂止zV‖练【页E 任永清 3110701106 陈林芳 (3110 张丽平 讲师

I2013103631{ 二级管理模了驯新训练项巨 张镇标 3110702219 2 矧‘冫眭(311070 李志玲 讲师
I2013103632 家用灯光自云训业训练项巨 许思维 3100702209 单娟娟 (3100 张俊 讲师
2013103632Ⅱ 人力资源管型训业实践项 匡 黄雷 3100703141 3 钱文海 (3100 张义 讲 师

2013103632| 教育社交网绍引新训练项巨 刘申斌 3110701207 3 章鹏飞 (3110 严轶群 讲师
I2013103632| 基于Fuzzv的 刨新训练项 E 余其明 3110702215 2 罗德军 (3110 杨 磊 讲师
I2013103632{ 馨蘖家饰一 刨业训练项 E 江文丽 3110702213 3 饯芳((31007 范莉莉 讲师

I2013103632( 高校电了商哆到业训练项 E 李春 3110703121 2 穆争 (311070 周梁 讲师

2013103632 基于Lllcene自 引业实践项巨 程先虎 3110702239 3 姚壮(311070 李臣龙 讲师

2013103632I 恭于XML不口We

"新
训练项E 欧阳伟良 3110703126 3 杨浩(300070 陈富春 讲师

I2013103632| Net Free 训新训练项 E 朱程明 3100702112 3 黄子腾 (3120 冯富霞 讲师

I2013103632| Android Wi- :刂 韵亍V‖ 练|页 巨 J:走蛋 3110702205 4 章鹏飞 (3110 唐肝翌 讲师

i2013103632 图书馆入侵水猁新训练项 E 张泽宅 3110702218 张晓云 (3110 刘贵如 讲师

I2013103632 智能捡球车 引新训练项巨 彭钢 3110701242 汪旭照 (3110 帅兵 讲师

I2013103632 防伪RFID电 F 剀新训练项 E 方圆 31007021o1 高强(310070 鲍广喜 讲师
I2013103632 舍球室收费笮训新训练项巨 张晓云 3110701216 王萍 (3⒒ 070 伊芸芸 讲师

I2013103632 皋于ZigBeet 训新训练项 巨 张树杰 311070212o 郑少飞 (3110 陈乃金 副教授
I2013103632 基于svbohc 训新训练项 E 郑少飞 3110702228 3 刘文清 (3110 王勇 副教授
2013103632 餐饮排队等准引业实践项巨 李 明 3100702222 2 方圆 (310070 汪婧 讲师

I2013103632 基于OpenGL自 刨新训练项涪 柳文清 3110701130 3 张树杰 (3110 刘琪 讲师

I2013103632 智能老人看↓刨新训练项 E 胡成功 3110203135 3 周加文 (3110 查君君 讲师

I2013103632 新型多频段禾到新训练项巨 齐松 3100204117 2 T越 (310020 陈晓辉 讲师

2013103632 基于跏D和矩 训新训练项 E 郭祺 3100205137 2 潘帅(311020 郭欣欣 讲师

2013103632 基于物联网自训新训练项仨 李宏伟 3110202219 2 张静文 (3110 邱月友 讲师

12013103632{ 皋十X射线的 训新训练项 E 李孝龙 3110202122 4 工 硕 (3110 李炳荣 讲师

I2013103632| 基于ZigBee臼 引驹i训练项巨 井东亮 311020420衽 2 周航 (311∞ 0 宋晓庆 讲师

I2013103632| 基于 C·P鹇和A 刈新训练项巨 韩春 310210534o 2 李青华 (3112 张爱雪 讲师

I2013103632∶ 一种专门应月剑业实践项匡 马可可 3102105101 牛永阳 (3102 杨元园 讲师
I2013103632 基十Alld1oid 引新训练项 E 何超 3110204212 董大豪 (3110 孙瑞霞 讲师

I2013103632 基于隐马尔百训新训练项仨 李峰 3100201222 2 邵明项 (3100 衰一鸣 讲师

I2013103632 基于混沌攴扌训新训练项仨 邱杰 3110205325 张安川 (311 裴瑞平 讲师

2013103632∷ 基于ELVIs I 划新训练项 E 匡政政 3110206109 2 徐如辉 (311 周鹏 讲师

2013103632{ 基于叫重构枢训新训练项Ξ 叶路遥 3100205104 3 余善骏 (3100 陈孟元 讲师

I2013103632{ 慕于I业控寺刨新训练项 E 程传节 3110201138 2 柯婷婷 (3110
F/l、驷洲 讲师

I2013103632 化I生产中茄钊新训练项巨 韩强 3110201341 1 管政伟 (3110 金震妮 讲师

2013103632 綦于物联网扌训新训练项 E 李贵 3100203224 4 慕孟丽 (3100 梁广俊 讲师

2013103632 交流饲服系纟训新训练项仨 曹益飞 3100205139 l 梁添柱 (3100 刘丙友 讲师

】2013103632 中小城市B2C 引业实践项 E 许方宁 3100202213 2 韦明强θ100 王春亭 讲师



丨2013103632{ 智能农业温Ξ创业训练项Ξ 慕孟丽 3100203244 3 李杨宇 (3100 工 军 讲师

I2013103632| 皋十物联网t 刨新训练项 巨 丁博宇 3100205101 3 曹益飞 (3100 王正刚 讲师

I2013103632{ 智能化体育f 刨业训练项
=

李杨宇 3100203223 2 李贵(310020 辛建芳 讲师

I2013103632| 基于遗传投虏刨涮T训 练项 E 张立群 3112116216 2 恽新振 (3112 邢景虎 讲师

I2013103632 水磁同步电朽创拍亍V||乡采项巨 王 玉 3110201103 3 姚雷(311020 薛树功 讲师

{2013103632 基 于 RFID的亻 训新训练项 匡 胡冰冰 3100202235 3 王世宝 (3100 赵发 讲师

I2013103632 高速数据传斩训新训练项巨 李扬 3102102219 3 丁佳佳 3112 朱世东 讲师

I2013103632 光伏系统中文创新训练项巨 李泽鸣 3110205119 4 胡 锐 (3110 诸志龙 讲师

I2013103632 —
种语音控岢到新训练项淫 乇琴 3102102205 2 吴惠(310210 王世芳 讲 师

I2013103632 LVDT位 移传厅引新训练项 巨Ⅰ  文 泓 3120205219 3 阿永龙 柏 受 军 讲师

2013103632 皋于 nl步整氵训新训练项拦 杨建军 3100205123 2 苏流 (310020 安芳 讲师

2013103632 基十RFID的吆引新训练项巨 刘伟 3100204108 4 孟云云 310 余诺 讲师

2013103632 基于IOS平 台 训新训练项 E 卢先英 311020钅 207 2 井东亮 (3110 吕琛 讲师

2013103632 皋于无线别步训新训练项 E 风志民 3112105202 3 彭凯θ11210 朱卫东 讲师

2013103632 喉入式系统扌训新训练项淫 何洪林 3100202215 l 陈磊 (310020 汤红霞 讲师

2013103632 T业环境监汐训新训练项 : 刘玉堂 3110403111 3 张 了文 (3110 生芳 讲师

2013103632i 智能汽车校

`

训业训练项 E 杨 露 3100204126 4 程璨 (310∞ o 蔡金平 讲师

I2013103632| 皋于PLC的氵 训新训练项唇 李小中 3102102119 2 张继锁 (3102 孟樱 讲师

I2013103632| 基于FPGA的丿刈新训练项Ξ 徐胜明 3100201335 3 史为鉴 (3100 江娟娟 讲师

】2013103632| 无人值守远禾刈新训练项巨 何亚飞 3110203217 3 刘涛(311020 马晓瑜 讲师

I2013103632| 彩色地图点钅训新训练项 E 赵先林 3100204230 赵文 (310∞ 0 姚伟新 讲师

I2013103632| 地方软十动丿涮新训练项匡 唐沛震 3111003235 李军 (311100 张金轮 讲师

I2013103632 皋 +sTAR-CC ⒛新训练项 E 章树林 3100404238 黎勇(310040 廖斌 实验师

I2013103632 掺入外加剂各引新训练项拦 浦海豹 4121005239 姚韦靖“121 付佳丽 讲师

I2013103632 消失模负压钅训新训练项匡 王楠楠 3110102105 孙西于 (3110 邓启超 副教授

I2013103632( 皋于有限元自

"新
训练项巨 王金娣 3110102104 叶雅楠 (3110 段园培 讲师

I2013103632 新型汽车紧钅引新训练项巨 侯杰 3112114225 费孝晨 (3t12 龚建成 讲师

I2013103632 基于PLC的过 训新训练项 E 孙 涛 3100107211 5 吴晓东 (3100 何慧娟 讲师

2013103632| 电了燃油泵旮 :刂 驹亍V刂 练J页 巨 冷国强 3100103117 3 朱家丽 (3100 何继长 讲师

2013103632| 环保健身按虐训业训练项∶ 胡长鑫 3100101230 3 程林 (310210 黄炜 讲师

2013103632| 高性能铜合‘引新训练项Ξ 沈章东 3110102124 4 周露 (311010 黄仲佳 讲师

2013103632| 恭于申片机自训新训练项 E 李金虎 3100107118 张文俊 (3100 阚宏林 讲师

2013103632| 新型环保360 引新训练项 L 陈俊雄 ##########古 3 戴剑 (310010 李文江 讲师

2013103632| 皋于物联网旮刈新训练项Ξ 戚 一 3100103137 3 汪达 (311210 裴九芳 讲师

I2013103632Ⅱ 爪电驱动微⒗刨新训练项巨 ]长 申自告 3110101216 杨志凯 (3l10 漆小敏 讲师

I2013103632. 块体超高分 : 刨新训练项 E 季若帆 3110102128 4 崔李健 (31t0 乔振亮 讲师

12013103632 酚醛捌脂基￡刨新训练项 E 朱成辉 3110102112 4 汤志浩⒀110 疏达 讲师

I2013103632′ 家用安防机涓引新训练项 E 左改兵 3090101308 3 子1维鹏 (30g0 苏学满 讲师

12013103632 助老助残机扌训新训练项 E 张稳 3090101317 3 周菁(30g010 孙丽丽 讲师

I2013103632 Fe基非晶仑ζ训业实践项巨 缪丹丹 3110102242 4 陈国强 (3110 工刚 讲师

I2013103632 光学玻璃的走划新训练项 E 工正 311010130钅 4 刘卫朋 (3110 工建彬 讲师

2013103632 白动变速器纟

"新
训练项E l二王nl 3110101204 3 刘珍山(3110 王雷 讲师

2013103632 汽车后车门定训新训练项 : 刘蒙蒙 3100104209 3 郭强生 (3100 韦 山 讲师

2013103632 车门开启安‘训新训练项Ξ 易宏双 3100104226 3 李青⒀10010 奚琳 讲师

2013103632{ 磁流变阻尼扌训新训练项Ξ 孙卫强 3100104112 4 徐世强 (3100 肖平 讲师

】2013103632{ 一种冫中压白厶训扔i训 练项仁 范梓良 3110102129 4 宋伟 (311010 邢 昌 讲师

犭2013103632{ 跆拳道陪练和 训新训练项Ξ 邵杨峰 3100103228 4 张红 (310010 杨春来 讲师



2013103632i C02「9手△电 引业训练项巨 张慧慧 3110102219 钅 张玉飞 (3110 张春霞 讲 师
12013103632{ 纂于UG的中琶引新训练项Ξ 刘有忱 3110101207 4 张皓 (311010 赵敏 讲师
I2013103632{ 基于群智能窦刈新训练项 E 郑继辉 3120103136 杨泽桥 (3120 赵转哲 讲师
I2013103632 皋于智能优引引新训练项 E 苏厚仁 3110101322 陈希 (311010 钟相强 讲师
I2013103632{ 新型敞篷车】 2刂新训练 J页 E 陈鹏 3102114228 3 康路路 (3100 周陆俊 讲师
I2013103632 生活垃圾破钅圳新训练项巨 李 迪 3110107123 陈发利 (3110 徐振法 讲 师

2013103632{ 生活垃圾风施 划新训练项Ξ 任春生 31101072o4 4 刘洪淼 (3110 王银凤 讲 师
【2013103632| 齿轮油泵的三刨新训练项巨 李国权 3110101320 3 陈亚雄 θ11o 余春 讲师
12013103632{ 小型柔性分犭刨新训练项匡 王玉涛 3102101201 5 杨向东 (3100 贾文友 讲师

I2013103632 产品或装晋 引新训练项 E 尹浩 31001011o1 5 伍万平 (3100 刘莉 讲师
2013103632 基于so1idWo 2刂彩TVⅡ 练 I页 E 曹磊 3110101336 3 黄辉 (311010 肖亚平 讲师
2013103632, 数字水印版衤训新训练项泾 t飞 3110103104 3 付必强 (3110 孙际超 讲 师

12013103632| “
针织 申件

”
训业实践项 E 侯兵兵 3110301234 2 陈俊 (31103o 孙妍妍 讲师

12013103632| 玄武岩纤维/ 训新训练项巨 尹良舟 3110301303 2 王东伟 (3110 杨莉 讲师
I2013103632{ 批量定制服劣刨新训练项 E 张健 3110303219 彭功磊 (3110 王旭 讲师
12013103632 P皋纳米氧羽驯新训练项 E 蒋傲峰 3110307139 潘梦菲 (3110 徐文正 讲师
I20131o3632, 大麻混纺纱纟 2刂貂亍V‖ 练 J页 E 王永利 3110301202 2 周敏东 (3100 闫红芹 讲师
2013103633| 静电纺丝技爿引新训练项匡 郭云明 3110302231 3 孟献辉 (3110 王翠娥 讲师
I2013103633| “

历史在线
”

刨业实践项 E I坤 3110303103 2 土胜 (311030 顾春华 讲师
I2013103633{ 芜湖市户外月刨业训练项匡 彭功磊 3110303238 3 固志远 (3110 孙莉 讲师
I2013103633 数字化服装亻剀新训练项巨 李涛 3110303129 3 朱超 (311030 胡承功 讲师
2013103633 基于田叫申经 驯新训练项 E 口十汇,L 3110303109 3 刘飞(31103o 王竹君 讲师
】2013103633| 徽州旅游服均训新训练项 E t萌 31103061o7 3 张歌 (311030 邢英梅 讲师
I2013103633| “

亲宠
”
服劣训新训练项 E 李军军 3110303128 3 张舁lz(3l10 孙玉芳 讲师

I2013103633 丝绸服装的走引新训练项 E 陈耀 3110303227 3 凌苏(311030 j工
l仃 女昌 讲师

I2013103633 基于人性化孑引新训练项 淫 娄凯翔 3110303138 胡阿敏 (3l10 郭敏 讲师
12013103633 百濮族群典望训新训练项 E 肖妍妍 3110303225 葛豪 (311∞ 0 黄俊敏 讲师
I2013103633 “

我秀
”
C∞ 引业训练项 巨 曹建平 3110306136 史梓良(3120 李校林 讲师

2013103633 纳米硫化物自

"新

训练项 E 季军胜 311040713o 邱雨静 (3110 金盈 讲 师

2013103633 模板磷酸铝尼刨新训练项Ξ 韩虬昌 3110407243 黄金娟 (3110 吴友吉 讲师
12013103633 基于日光响阝刨新训练项 E 陆晓彦 3110茌 07227 4 李顺 (3l1040 王崇侠 讲师
I2013103633 改性柚了皮 引新训练项 E 胡昊 3100406134 3 李祝宁 (3100 沈凤翠 实验师
2013103633 含吡咯基稀 J 引新训练项 E 何家庆 3120407212 4 余飞 (312∝ 0 工芬华 讲师
i2013103633 甲缩醛溶剂钅训新训练项 E 罗平 3100404129 l 刘义θ1004o 许茂东 讲师
I2013103633 高能面暴露自刈新训练项 E 徐双银 3100405138 3 黄俊⒀10∝ 0 刘荣梅 讲师
I2013103633 有机纳米光辟引新训练项 E 张班成 3120405123 余绍山(3120 刘莉 讲师

I2013103633 Fe3O4@C纳爿训新训练项 E 高翔 3110405238 黄程程 (3l1o 陈志明 讲师
2013103633 啤酒废酵母叫引新训练项匡 戴 勇 31021o6248 2 盛好 (31∞ 1 项驷文 讲师
2013103633 即食何首吗Ι训新训练项 E 周雪松 3112106132 4 刘军 (311210 朱龙宝 讲师
I2013103633| 瓜蒌有效活〃刨新训练项 E 卢佳明 31004022o7 3 罗震 (310040 李婉珍 讲师
I2013103633 复合凝聚制彳

"新
训练项唇 胡龙平 31004o213茌 l 王伟 (310∝ o 戴清源 讲师

I2013103633 微生物发酵嬉引业实践项拦 程亚运 3102106144 3 刘光辉 (3102 李松 讲师
2013103633 稀土兀素对彦引新训练项仨 顾锐 3110403139 4 工道景 (3110 孔芳 讲师
】2013103633 芝麻饼粕蛋 E 训业训练项 E 葛言丿页 3110403239 3 王钰(311o40 钱森和 讲师
I2013103633 微生物在粉喇刈新训练项巨 李晓艺 3100403127 5 刘美玲 (3100 丁佳红 讲师
I2013103633 灵菌红素生钐刨新训练项 E 李保 3100403123 叶扬 (310∝ 0 王洲 讲师
I2013103633 微量伞属对名⒛新训练项E 操沛沛 31004061钅 6 胡宁昆(3100 宋珍霞 讲师



I2013103633 多孔混凝土丿引新训练项 E 张奇 3110406223 张兵 ⒀ 徐大勇 讲师
2013103633 海泡石人工犭引新训练项唇 王莉莉 3110406206 方强 (3 颜酉斌 讲师
2013103633| 新型吸附微旁猁新训练项 E 朱撼宸 3100406112 胡涛战 宫建龙 讲师
I2013103633 丝瓜皮总皂难刨新训练项Ξ 叶丽勤 3100钅 01207 1 陶相华 伊长文 讲师

12013103633 黄山毛峰茶 刨新训练项 E 李鹏程 3100401223 李松 (3 朱秀灵 讲师
I2013103633 多功能高分 : 到新训练项 E 江加明 3110407210 4 何雷 (3 林英 讲师
I2013103633 NaYF4∶ Yb,E〃 剀新训练项匡 万海波 3120钅 07101 5 Ι骏国 (3120 丁玉洁 讲师
2013103633 新型黄原酸豆训新训练项巨 周鹏飞 3120407123 4 夤阝君羊(312040 宋庆平 讲师
2013103633 大豆分离蛋 E

"业
训练项唇 郭权 3100407242 5 张礼松 (3100 匕显荣 高建纟 讲师副教授

2013103633∷ 一种新型轻厅划业实践项巨 郭谦 3110401238 4 王婕θ11mo 章兵 张宁 讲师
I2013103633 草根非营利绉刈业训练项 E 王安康 3101201103 2 吴换3101⒛ 1 吴燕民 讲师
I2013103633‘ 政府购买居易引新训练项 匡 朱梦 3111201213 殷茂森 31l1 孙 丽 讲师
I2013103633 绿色复印校霪训业实践项巨 但华娟 3101202110 张欣成31012 孙德茹 讲师
I2013103633 “

夕lsll晚情
”

"业
实践项Ξ 许阳超 3121201207 台启婷:312 李婕 讲师

I2013103633 老年居家养 引业实践项 巨 高 兰 3121201233 虞小圆 (3121 黄海燕 讲师
I2013103633 大学宿舍创眉引业训练项 E 赵玉玲 3101202129 郑奥林 (3101 汪茂泰 讲师
【2013103633‘ 体育器材研犭M新训练项Ξ 汪歆 3111301131 施彪 312⑿ o 金庆红 讲师
I20131o3633‘ 大学生放松u 刨业训练项ε 王丹 3111301103 1 沈静波 讲师

I2013103633 康关健身俱隽引业实践项淫 张华 311301115 2 赵丹丹31013 李道峰 讲师
I2013103633 新形势下影q 训新训练项巨 李志 3110503121 3 计洋 (3110so 沈明领 讲师

2013103633 客车火灾逃刍引新训练项巨 张光明 3100603215 l 王小元 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