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编码 学生所属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指导教师

1 2016SRTP1001 电子工程学院 四旋翼自主飞行器的软硬件设计 张文泉、崔文倩 李秀娟

2 2016SRTP1002 环境科学学院
亚稳态金属硫族化合物/g-C3N4复合材
料的可控合成及其在可再生型H2-O2燃
料电池中的应用

穆雪琴、成佳宁 刘苏莉

3 2016SRTP1003 环境科学学院
介孔氮化碳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光电催
化性能研究

缪玉琴、邱雨 郎雷鸣

4 2016SRTP1004 环境科学学院 稠环芳烃淋洗剂的制备及其胶束行为 叶凯、邵子琦 杨晶晶

5 2016SRTP1005 环境科学学院
新型超分子发光配合物的合成及其性
质研究

周沁阳、凡小雪 徐鉴

6 2016SRTP1006 环境科学学院
林地叶面积指数多角度和垂向观测集
成的分层遥感反演方法研究

贺敬海、杨建 顾祝军

7 2016SRTP1007 环境科学学院
半导体纳米晶电致化学发光体系中的
光磁效应及其生物分析应用研究

钱斯 单云

8 2016SRTP1008 环境科学学院 超分散剂的制备及其pH刺激响应规律研究 黄子宸 杨晶晶
9 2016SRTP1009 教师教育学院 科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现状调查及启示 陈馨、王萌萌 宋怡

10 2016SRTP1010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区融合现
状及社会工作介入空间研究——以泥
塘社区为例

杨素素 金涯杰

11 2016SRTP1011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的旅游废弃物生
态足迹研究

高进、唐小丽 孙景荣

12 2016SRTP1012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
义工旅行与自我价值实现：基于参与
者视角的研究

高超、王瑶 吴鑫

13 2016SRTP1013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
居民感知和态度视角下历史街区旅游
开发影响研究——以高淳老街为例

邹霄宇、褚玉洁 刘佳雪

14 2016SRTP1014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 南京本土曲艺“白局”的传承与开发 倪媛媛 周才方

15 2016SRTP1015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
农村留守儿童的社工介入与反思——
以群力社区为例

秦旋旋、舒勇 石燕

16 2016SRTP1016 商学院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村民选举研究——
以苏北中韩村为例

韩苏 戴孝悌

17 2016SRTP1017 食品科学学院 徐州地区典型生境土壤动物多样性研究 兰燕、李楠 李朝晖
18 2016SRTP1018 食品科学学院 菊苣多糖乙酰基化及结构分析 杨寒霖 周峰

19 2016SRTP1019 食品科学学院
蒙古韭染色体荧光原位杂交及rDNA进
化分析

邵玲 张边江

20 2016SRTP1020 食品科学学院
多菌制剂对改善肥胖型小鼠肠道微生
态的影响

赵玉立、孙艳鸿 张红琳

21 2016SRTP1021 体育学院 不同强度急性运动对躯干稳定性的影响 王路、顾正秋 徐飞、江宇
22 2016SRTP1022 外国语学院 “金砖国家”英语教育模式比较研究 安心雨 方小兵

23 2016SRTP1023 文学院
“审美性教学解读”视野中的经典课
文阅读教学设计——以苏教版教材1-
12册为对象

孙艳、殷裕玲 莫先武

24 2016SRTP1024 文学院
抗战时期女性作家的流徙及其创作的
空间形态——以张爱玲、丁玲、萧红

居诗迪 张谦芬

25 2016SRTP1025 新闻传播学院
90后群体对地方曲艺接受程度研究—
—以南京白局为例

程乐乐、程子嫣 王雪芹

26 2016SRTP1026 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 JavaEE 的组合测试框架设计与实现 魏玉婷 徐家喜

27 2016SRTP1027 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机器学习的学生校园信息分析系
统的设计与实现

魏笑笑、夏笑秋 王小正

28 2016SRTP1028 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内容的协同过滤学习资源推荐平
台的设计与实现

管涛涛、蒋炎红 杨鑫

29 2016SRTP1029 音乐学院
关于省内高师音乐教材教法课程教学
与教材使用状况的调查

王沁雨、马红丽 黄琼瑶、张豫宁

30 2016SRTP1030 幼儿师范学院
3-6岁幼儿图画故事书偏好研究——以
南京市江宁区为例

王超、马颖雨 徐虹

31 2016SRTP1031 幼儿师范学院
二胎政策背景下民办幼儿园生存现状
调查研究——以南京市某区为例

周洁、王婕 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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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码 学生所属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指导教师

1 2016SRTP2001 电子工程学院 基于STC15单片机SRM调速系统设计 温秀蓉 段玉垒

2 2016SRTP2002 电子工程学院 智能门禁信息管理系统 苏海洋、刘英杰 谢军

3 2016SRTP2003 环境科学学院
南方水蚀区林地垂直层次植被水土保持
机理研究

覃小、梁世源 李栋梁、顾祝军

4 2016SRTP2004 环境科学学院 西风带和季风控制的高亚洲冰川雪线高度 黄春怡 郭忠明
5 2016SRTP2005 环境科学学院 多参数重金属在线分析仪的研制 尹灵烽、陈陆佳 王小锋

6 2016SRTP2006 环境科学学院
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地方依恋与社会融入研
究——基于南京流动人口聚居区的调研

陈晨、蔡清清 赵静

7 2016SRTP2007 环境科学学院
基于师范生视角的中学科学课程核心素
养研究

姚金鑫、段慧宇 陈凯、保志明

8 2016SRTP2008 环境科学学院
spin-Peierls-tye低维分子磁体介电性
质研究

姚婕、于康儒 张辉

9 2016SRTP2009 环境科学学院 南京晓庄学院本科生学习性投入水平调查 纪慧、许士杰 龙琪、李红燕

10 2016SRTP2010 环境科学学院
Ni@Au核壳结构纳米粒子的制备及电化
学性能研究

花迪、邓庆平 郎雷鸣

11 2016SRTP2011 环境科学学院
基于Plücker直线的LiDAR点云与航空影
像的三维融合研究

田思净、黄煜峰 肖晖

12 2016SRTP2012 环境科学学院 中小学科学读写活动的设计与应用 陈悦 陈凯
13 2016SRTP2013 环境科学学院 便携式痕量重金属分析仪的研制 刘冬雪、孟丽莎 陈昌云
14 2016SRTP2014 环境科学学院 多环芳烃污染土壤植物修复技术研究 黄益扬、朱秋子 张迪
15 2016SRTP2015 环境科学学院 无网格DEM构建关键技术研究 何亮 朱莹
16 2016SRTP2016 环境科学学院 固态质子传导材料的制备及导电 刘玉蓉、张文翠 刘少贤

17 2016SRTP2017 教师教育学院
文化视野下小学科学教材中科学史内容
对比分析-----以苏教版和康轩版为例

顾夕莹、谢鑫智 徐敬标

18 2016SRTP2018 教师教育学院
我国儿童数字化生存现状的思考——基
于中国与欧洲的儿童网络使用行为调查
数据的比较分析

徐宓 魏婷

19 2016SRTP2019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 基于供需视角的江苏省旅游竞争力研究 刘婷、高超 周丽

20 2016SRTP2020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
从宋明时期市舶司的发展看海上丝绸之
路的历史变迁

方颖 丰华琴

21 2016SRTP2021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
《吴地历史文化名人资源的现实价值探
究——以昆山为例》

周颖珣 周才方

22 2016SRTP2022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
关于对南京地区南唐历史文化资源的开
发与利用研究

周海燕 宋涛

23 2016SRTP2023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 社区慢性病老人生活状况调查研究 葛马云、葛文雅 金英俊
24 2016SRTP2024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 国际视野下的南京古城墙保护与开发 鲍一溶、曹海莲 秦翠红
25 2016SRTP2025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 六朝文物的保护与利用 冬雪、洪云亮 朱智武
26 2016SRTP2026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 文艺复兴时期女性主义萌芽探析 钟梦媛 丰华琴
27 2016SRTP2027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 明清盐商对盐城文化的影响 钱佳棋 秦翠红
28 2016SRTP2028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生权利与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冲突和协调 王苏婉 许冰融
29 2016SRTP2029 商学院 我国文化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研究 祁宇婷 赵星
30 2016SRTP2030 商学院 抗战时期华东地区回族经济研究 茅艳艳 洪伟

31 2016SRTP2031 商学院
南京晓庄学院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生竞争
力调研

刘婧妍 李燕

32 2016SRTP2032 商学院 干部竞争性选拔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周威、沈艺 谢吉晨

33 2016SRTP2033 食品科学学院
葛根、洋葱、大蒜黄酮功能性食品开发
研究

王潇、杨雨秋 林红英

34 2016SRTP2034 食品科学学院
几株芽孢杆菌降解水稻秸秆后纤维素的
酶活测定

陆玲霞 贲爱玲

35 2016SRTP2035 食品科学学院
降解百草枯细菌的分离鉴定及其生物活
性的测定

瞿静雯 段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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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级一般项目（62项）

36 2016SRTP2036 食品科学学院
基于BAC-FISH的蒙古韭染色体特异分子
标记筛选

邱赵萍、缪钰 唐宁

37 2016SRTP2037 食品科学学院
几株水稻秸秆降解菌的搭配组合及产酶
条件测定

邹咏梅 贲爱玲

38 2016SRTP2038 食品科学学院 蓝莓、草莓和车厘子浆果保健果冻的研制 仲雨晴 扶庆权

39 2016SRTP2039 食品科学学院
盐碱地栽培对药食两用植物主要营养成
分的影响

杨晗 周泉澄

40 2016SRTP2040 食品科学学院 猴头菇保鲜新技术研究 蒋雨倩、路乐阳 陈守江
41 2016SRTP2041 食品科学学院 微波辅助提取秀珍菇多糖及其功能特性研究 秦林林 扶庆权
42 2016SRTP2042 食品科学学院 岩藻多糖的提取和保健食品的开发 王宛青、蔡讷 陈守江
43 2016SRTP2043 食品科学学院 葛根、大蒜天然保鲜剂的研发 孙兰玲、唐莎 林红英
44 2016SRTP2044 食品科学学院 不同基质对碗莲生理生长的影响 潘华祎、王婷婷 王小平
45 2016SRTP2045 食品科学学院 马齿苋对Pb2+和Cd2+胁迫的响应 吴克非 张边江

46 2016SRTP2046 体育学院
血氨作为监控短时大强度运动指标的效
度研究

万培霞、朱凌锋 江宇

47 2016SRTP2047 体育学院
南京民俗体育项目融入高校课程的模式
开发与实践研究

孟祥文 刘红建

48 2016SRTP2048 体育学院
江苏省高中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
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冯诗颖、倪佳伟 张杨生、徐飞

49 2016SRTP2049 外国语学院 计算机辅助翻译技能训练与语料库建设 殷文静 吴小兰

50 2016SRTP2050 外国语学院
语块教学策略对提高学生口译理解记忆
能力的实证研究

刘天才、禹兴 高纯娟、汪碧辉

51 2016SRTP2051 外国语学院 翻译专业学生阅读训练模式探究 姚昕雨、王彩榕 尹婵杰

52 2016SRTP2052 文学院
江苏省陶行知研究的过去与未来——以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为中心

陈昱帆、雷雪 徐敏

53 2016SRTP2053 文学院
“审美性教学解读”视野中的课文解读实
践研究——以苏教版教材1-12册为对象

王玲、嵇梦甜 莫先武

54 2016SRTP2054 文学院 夏氏兄弟与张爱玲 吉淑芬、江依婷 徐敏

55 2016SRTP2055 新闻传播学院
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对其社会资本影响
的质性研究

许愿 朱剑虹

56 2016SRTP2056 新闻传播学院
怀旧情结与古镇意象——江苏“古镇”
旅游微电影研究

叶丝云 段丽

57 2016SRTP2057 信息工程学院
Spark集群下聚类算法在图像分类中的
应用研究

徐志阳、左成婷 侯青

58 2016SRTP2058 信息工程学院 高校二级学院协同生态育人系统 丁杰 陈长伟、包依勤

59 2016SRTP2059 音乐学院
关于乡村留守儿童音乐教育现状的调查
与研究

沈丝竹、余果 周筠、张豫宁

60 2016SRTP2060 音乐学院
中国艺术歌曲在教学与实践中的传承与
创新性运用

葛金凤、赵越 岳李

61 2016SRTP2061 音乐学院
《对话式音乐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模式
初探》

王永丰、陈海滢 于晓晶

62 2016SRTP2062 音乐学院
论昆曲表演艺术的写意性与江南丝竹演
奏风格的融合与发展

李佳、余显亮 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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