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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管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01Y
“互联网+”背景下丹阳正则绣非遗文化的创新性转

化
褚帆、陈成 李政、邓小梅、许力文 徐晓慧、葛莹莹 合格

2 工学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02Y Fe-MIL非均相Fenton反应对水中染料降解的研究 金彦、马天凤
刘荣霞、缪林楠、龚自

强
刘冬梅 合格

3 人文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03Y
八九十年代现代主义影响下的乡土叙事研究－以路

遥、贾平凹和阎连科的作品为例
陆家龙、袁鹏 陈昌霖、苏璁、韩雨竹 杨佳莉 合格

4 经管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04Y
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及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以江苏

镇江柳茹村为例
韦春萍、王裙 姜炀、叶权 凡院连 优秀

5 公管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05Y
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问题研究——基于故宫博物院文

创产品消费的观察

李其蒙、周心
怡

查理、代晓琴、卜弘琳 翟瑶 合格

6 人文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06Y
当代大学生阅读调研与文学经典形成研究——以现

当代作家张爱玲、路遥为例  
张誉铭、毛益

清
徐为威、肖佳乐、侯晓

琪
杨洪承 合格

7 美术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07Y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觉化设计——以南京金箔锻制

技艺文创开发为例
潘越 刘均洋、马郡 吴沙沙 合格

8 信息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08Y 光纤栅栏防入侵系统 李亚鑫
耿雪、李新颖、梁娜娜

、孙国荣
张少华、聂守平 合格

9 音乐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09Y 哈密木卡姆的班社研究 ——以淖毛湖镇为例 高瑞遥
钟辰茜、黄亚楠、许源

桐、黄艺柔
王琛瑜 合格

10 信息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10Y 互联化的新型通用学生社团运营平台 刘沁怡
张嘉豪、王子璇、马冰

梅、黄培瑛
谷静平 合格

11 信息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11Y 基于深度学习的学生情绪调节智能台灯
李一凡、崔璐

璐

杨金波、赵康成、陈晓

静
祝欣蓉 优秀

12 信息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12Y 基于图像处理的裂纹识别算法研究 向川、张笑然 郑晴晴、庄朋宇、张洛 关静 合格

13 经管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13Y
基于游客参与价值共创的红色旅游产品优化策略研

究
李瑶、刘华燕 刘晶晶、蔡璐、陈冬瑞 周健芝 合格

14 外语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14Y 基于镇江醋产业发展的醋文化深化与创新研究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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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学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15Y 检影镜的改进及在视光行业中的运用 刘禧龙、秦静 柏晶晶、刘子莹、赵璐 王淮庆、顾海东 优秀

16 外语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16Y
将专业元素与校园文创产业融合的可行性研究——

以Petite Paper 法式文创工坊为例
钱泽宇、单妍

婷
戴颖、丁牧羊、曾艺萌 李欣、孙一 优秀

17 人文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17Y
讲好中国故事:融创吴地昆剧文化 重塑戏曲影视形

象
刘志远、潘蓉

印韵帆、杨玉娇、吕卓
然

朱郁闻、史晓蕾 优秀

18 工学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18Y
马格纳斯效应风力机的3D结构设计及其自适应转向

架上小型发电机组的制作
杨天龙、周莉

刘宇晴、于安琪、朱秋
月

周阳、李超 合格

19 人文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19Y
民生新闻栏目的媒介融合策略分析——以《1818黄

金眼》为例
唐紫晴 范丽、王婷 郭佳楠 合格

20 经管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20Y 南京夫子庙景区夜间旅游的优化策略研究 李瑾、孔丽珍 李笑宇、陆范杨 李定可 合格

21 工学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21Y 轻量化螺旋双驱动管道机器人设计与样机制作
胡志明、范长

鑫
朱振、刘艳蓉、闫潘 楼飞、汤昊霖 优秀

22 经管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22Y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区厨房”模式构建研究 不合格

23 音乐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23Y
认识、认同、践行 ——江苏省地方戏曲传承与推广

的实践研究
关贺真、许颖 吴琪、杨舒萌、杨雯 李琨、徐芳 优秀

24 工学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24Y 生物可降解胶带的制备 刘一鸣 彭奇玮、丁智慧 李峰泉 合格

25 美术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25Y 水利风景区适应性景观设计研究 陶泳琪 杨梓鑫、姬依秀 余然 优秀

26 工学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26Y 太阳能制冷伞的设计方案 延期

27 人文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27Y
新媒体背景下城市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与推广——

以江苏淮安为例
高琪

黄靖羲、郭小青、邱璐

瑶、姜鑫瑜
程斌 合格

28 公管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28Y
刑事辩护全覆盖制度的实证分析与优化探索——以

镇江市为样本
熊京辉

徐润庭、王雨、王世洋
、孙嘉欣

鲁丹、葛莹莹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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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美术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29Y
虚拟漫游空间场景营造——以商业街氛围灯光设计

为例
陈海扬、范志

强
居昕怡、张千成、封士

文
戴磊、黄艳丽 合格

30 外语系 省级项目 202113906030Y
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及其归因研究——以英语演讲课

为例
赵沁、陈舒娴

叶依静、黄子笛、吴佳
乐

张宁 合格

31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01
“过滤气泡”致大学生信息窄化的对策研究——以

抖音平台为例
黄心蕾 孙文清、谢心悦 李婷婷 合格

32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02 真实IP影视剧的解构与重塑 计倩雯 杜畅畅、孙倩倩、孙璟 周研 合格

33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03 西部写作者刘亮程的边疆叙事研究 刘千程 钱逸、苏婷婷 肖云 合格

34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04 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文艺片市场化传播的研究 朱映亦 郦琪、姜佳雯、龚政 陈吉德、程军玲 合格

35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05
新媒体语境下“性别”议程的设置对在校大学生性
别认知的影响——以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为例

不合格

36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06
政务新媒体的创新转型研究——以“学习强国”客

户端为例
范雨昕

张雪冰、黄凤春、周子
旭

吴炎子 优秀

37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07 文化节目主持人有声语言表达的知性美 隽镕镕 郑炜璇、周州 刘钱凤、周研 合格

38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08
关注儿童境遇，探索真实人性——余华的儿童书写

研究
叶宇婧 郁慧茹、宋文文、高玲 肖云 合格

39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09
交互传播下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研究——以丹阳市

老旧小区改造为例
陈柯杉

田晓雅、徐潘婷、易梦

雅、陈泳妃
程斌 合格

40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10 后真相语境下网络新闻异化现象及防范研究 王佳怡 陶洁、文凯能 郭佳楠 合格

41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11 网红儿童商业化现象研究 张世瑶
袁媛、闫欣悦、钱子怡

、游姿婧
曹艳 合格

42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12 海洋十二生肖文化衍生产品 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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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13 老子《道德经》中的治民之道 陶博宇
王慧栋、黄晓花、沈彬

陈丁立 合格

44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14 柳永与晏几道歌妓恋情词对比研究 吴迪 庄璐 黄敏 合格

45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15 高校共享厨房的线上线下宣传与推广策略研究 终止

46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16 主流媒体全方位建构B站宣传阵地的实践研究 终止

47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17
新媒体背景下沉默螺旋现象研究——以B站、抖音为

例
杨妍

王子涵、杨宋超、张庆
娟

许竹 合格

48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18 试论王绩对白话诗的发展 终止

49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19
社交类app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以微信为例
终止

50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20
镇江南山风景区智能在线语音导览系统的即时性和

创新传播策略研究
王子妍

蒋文翊、王福顺、贾文
静、胡玉婷

许竹 合格

51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21 古代小说人物形象嬗变研究 终止

52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22 视觉传达辅助治疗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研究 宋凌琳 乔茹玉、覃丽洁 滕宏禹 合格

53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23 江苏部分典型城市幼儿园儿童性启蒙的研究 终止

54 人文系 院级项目 2021YJ81024 艺考类微信公众号运营现状及优化策略分析 杨思怡 张绪丰、王之睿 程军玲、周研 合格

55 外语系 院级项目 2021YJ82001
美国情景喜剧中字幕翻译的本土化——以《老爸老

妈浪漫史》为例
孙婷 罗欣、刘菁叶、周椤淋 王香玲、刘旭东 合格

56 外语系 院级项目 2021YJ82002 “外卖小哥”职业发展前景和权益保护研究 顾垚、孙楚媛 朱婧婷 顾文君 巫雪艳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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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外语系 院级项目 2021YJ82003 汉和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传承现状的对比研究 吴昱、杨晨曦
陶媛媛、麻秀旗、李东

霖
谢银萍 合格

58 外语系 院级项目 2021YJ82004
中国民间故事在日本传播与接受研究——以《白蛇

传》为例
徐瑾、康文婧 夏诗芮、许青、许可茵 许蓓蓓、李莹 合格

59 外语系 院级项目 2021YJ82005
基于中日电子游戏产业发展需求的“外语+”复合型
人才培养研究——以中国上海巨人公司与日本任天

堂公司为例

马宝、赵雪扬 郑阿娣、苑文溪 许蓓蓓、于洁 优秀

60 外语系 院级项目 2021YJ82006
中日环境治理对比研究——以丹阳市和日本北九州

市垃圾分类为例
季彤彤

江山、顾吉亚雯、贺靖
茹

谷俊仪 合格

61 外语系 院级项目 2021YJ82007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新冠疫情防控形势及影响因素

研究——基于四个政治维度的剖析
张玲、刘夏 韦乐、李好、王彦霖 刘旭东、杨依依 优秀

62 外语系 院级项目 2021YJ82008
日本「食べ残しゼロ運動」对中国大学“光盘”行

动的启发
杨士坤、薛芸 陈睿艺、薛怡、应奕 张莉、谷俊仪 合格

63 外语系 院级项目 2021YJ82009
基于符号学的当代大学生梦境心理隐喻探究--以南

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外语系学生为例
花晖、仲子豪

徐晨晨、李卓奇、魏聪
牧

步阳辉、杨依依 优秀

64 外语系 院级项目 2021YJ82010
从文旅方面浅谈法国村镇建设对丹阳市延陵镇的借

鉴意义
陈柯琪、曹瑜 蒋智豪、唐燕、陆丽冰 王秋艳 合格

65 外语系 院级项目 2021YJ82011 在中国神话背景下看国产独立游戏文化输出潜力 终止

66 外语系 院级项目 2021YJ82012 中国动画电影字幕翻译研究 邵佳一 屠湫晗、王雨奇 于珺 优秀

67 外语系 院级项目 2021YJ82013 被遮蔽的“月经贫困”和女性生理刚需 徐逸雯
王寒烨、王紫婷、陶雨

菲、周鸣萱
曹子昀、巫雪艳 优秀

68 外语系 院级项目 2021YJ82014 法国动画电影对国产动画电影的启示
张维纳、夏海

青
周天意、朱欣雨、付嘉

豪
李丹丹 优秀

69 外语系 院级项目 2021YJ82015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法语专业就业情况调查研究 夏凡珺 徐晨、徐德雪 于珺 合格

70 外语系 院级项目 2021YJ82016
县级市产业园发展情况初探——以丹阳日本汽车零

部件产业园为例
万佳妮 耿迪、曹张倩、李静 汪东峰、王文琴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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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外语系 院级项目 2021YJ82017 “一带一路”倡议给大学生创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罗雨盈 梁晓萌、倪书云、孟娟 赵鹏 合格

72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01 社交媒体营销的兴盛对Z世代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周嘉仪
李昂、黎孟筠、 陈蒙

蒙
姜鲲 合格

73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02
“民族屋”---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体验馆（以苗、回

、满、白族为例）
吴航星,姚雪晴 裴怡欣、张悦、任彬 陶钰 优秀

74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03 大学生网约导游平台的建构研究 许雯惠,薛燕雨 田云霞、丁梦芹 李定可 合格

75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04 数字货币推进消费升级的机制和路径研究 徐丽楠,顾思佳 朱滢、李海燕、毕霜 凡院连 合格

76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05 关于“共享自习室”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的研究 赵梓芮,桂琳娜 邓伊宁 王欣 合格

77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06 全域旅游视角下的旅游目的地节事活动策划研究 马恬悦
张俊蓉、杨梦、张冬琼

、濮阳书虹
贺云 合格

78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07 “理想助跑器”公益助学基金会 吴天茹,丁雅洁 祖思颖、杨莹莹 程欣怡、张瑜 合格

79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08
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调研报告——辅以唤心公众号

开发
郑冰雨

周欣韵、蒋彬燕、陈雨

轩、张志勇 
张瑜 合格

80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09 大学生轻奢侈品的消费行为研究 丁婧 季敏 倪德慧 合格

81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10
交（通）旅（游）融合背景下仙人山高速公路服务

区的发展提升研究
吕丽 张蕊蕊、章宇娴 高岳旻 合格

82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11
基于AISAS模型的国产美妆产品电商直播营销策略研

究
卢晶懿、尹文

茜
郑裕承、李赛男、马晗 沈佳君 合格

83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12 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对策研究——以丹阳为例 周亚欣
朱凤云、左一佳、陈思

宇
周钰婷 合格

84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13
大学校园内会计资源共享平台的开发研究—以校园

论坛为例
徐绒绒，徐萱 杨倩、陈梦春、闫思宇 吕丽莉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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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14 后疫情时代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 赵凡菲,陶星月 陶然、徐敏、杨莹 张雅媛 合格

86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15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酒店适老化发展对策研究 杨萌
段玉婷、吴聪、袁媛、

杨璐
贺云 优秀

87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16 人工智能时代下会计转型—基于业财融合角度 李慧敏
梅佳琳、陈雨欣、杜莹

、邓梦萍
汪轩如 合格

88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17
后疫情时代中低端餐饮业成本控制优化对策——基

于供应链角度
王睿 何巧、谢晓 袁彩萍 合格

89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18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旅游消费行为变化及对策研究 石倩 骆春彤、孙马倩、刘铃 周钰婷 合格

90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19 二次元周边产品需求研究 不合格

91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20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医联体架构优化与疫情防控模型 王吟 付婧轩、顾晓颖 周以重、荣耀 优秀

92 经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3021 5G时代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 谢翠翠,田腾跃 谢玉蕾、张若雨 汪轩如 合格

93 公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4001
地摊经济模式下文创产品的发展现状研究--以南京

市为例

杨欣怡、卢羽

晴
樊梦琳、黄玺霖、丁瑞 韩婷婷 合格

94 公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4002 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现状与完善路径研究 李倩 陈鹏宇、陈飞 黄辰 优秀

95 公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4003
人脸识别技术在消费领域应用的法律风险分析及对

策研究
终止

96 公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4004
探究我国眼镜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以丹阳市眼

镜行业销售服务为视角
王宁

孙慧、汪琳、林琴、周
广胜

韩婷婷 优秀

97 公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4005
“互联网+”背景下弱势群体的高校法律援助创新模

式研究
许帅杰 唐博文、王顺、谢婧 席胤清、吴梦亭 合格

98 公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4006 镇江市高校大学生恋爱消费行为现状问题及对策 苟楒
梁侯怡、刘薇、沈宇琪

、牛可伟
何一珍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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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公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4007 认罪认罚被告人的无罪辩护权的实现机制研究 孙鹤菲
任博清、孙玉屹、陈涵

月、张思颖
何瑶、张镭 合格

100 公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4008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区养老的现状和对策研究 苏婧瑶
覃丹曦、任美琪、郭凤

、倪慧娴
倪玲、周眭杰 合格

101 公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4009 新媒体时代下网络监管的探析——以网络谣言为例 李一帆 姚涛涛、任潇 常萍 合格

102 公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4010
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知识产权意识现状实证研究

——以江苏省高校为例
郝照华

谢雨欣、蔡雯洁、刘势
宇、彭永钊

周德军、悦瑞英 合格

103 公管系 院级项目 2021YJ84011
论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在当代传承中的“得”与“失

”
覃康智、吕星

影
刘晓黔、刘颖颖、马宁 吴凡 合格

104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01 图书馆座位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朱彦蓉
朱佳音、张瑞、郭子铭

、夏应祥
徐霞 合格

105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02 智能垃圾分类小助手
吴瑜凡，李占

鳌
王青、孙思齐、骆思怡 王春柳 合格

106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03 VV校园 李思雨
吕程、胡飞凡、周林、

姚欣
王若贤 合格

107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04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自闭症患者社会交往协助的研究

与设计
刘江妹 张琦、张俊、黄鑫 祝欣蓉 合格

108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05 健康宿舍环境监测 周叶
周乃龙、黄晋豪、邵梦

佳
方良英 合格

109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06 “美味速”自主结算系统创业设计 朱肖 朱轩婷、董广宇、陈鑫 周敏,孙燕 合格

110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07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宠物无人照护系统 丁秀广,杨沁宇
魏琼琼、房威龙、元成

杰
周敏、刘益剑 合格

111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08 防走失智能手环 沈钰晗
沈超宁、郭世鹏、叶文

锶、贾帅帅
王维 合格

112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09 老年人语音辅助系统 姜怡婷
蒋如意、梁夏杰、刘慧

、张星昊
聂梦雅、姜钰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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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10 智能晾衣杆 不合格

114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11 便携式多功能健康数据采集器 郭一轩 唐万全、郭煜、韩寒 徐霞 合格

115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12 深度神经张量网络模型的研究及其软测量应用 赵厚田 赵亚、高逸煊 毛佳敏 合格

116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13 无人艇通讯导航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不合格

117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14 基于SAR图像的舰船目标特征提取算法研究 朱轩婷
严佳雯、徐志安、张祥

龙
关静 合格

118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15 自然生态环境保护AI模型研究与设计 孙千琪
于祯霓、刘马利、王语

燕、周雨欣
吕晶、伍传琴 合格

119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16 基于压缩感知的信号重建算法分析及仿真 沈昱宏 瞿静婕、沈嫚莉 张轩 合格

120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17 交通道路施工监督评价管理系统 黄培瑛
王子璇、马冰梅、梁子

琪、刘沁怡
荣耀 合格

121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18 新型掌中宝点滴提醒系统 李雨轩
陈南君、王瑭、卞佳雯

、梅雨亭
王若贤 合格

122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19 基于大数据判别水质好坏 周妍琪 朱加佳、朱文婕、薛楠 张洁 合格

123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20 基于移动学习生态的高校混合式教学研究 刘玉玲 陈珑、陈琪 张洁 合格

124 信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5021 “十四五”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选择调研 李旭彤
许鹏飞、钱俣正、单琦

、秦金亮
陈黎栋、王志超 合格

125 工学系 院级项目 2021YJ86001 校园餐厨污水对湿地植物生理特征的影响 陆涛
冯保平、王钰珑、魏毅

凡、李茂凯
李阳 优秀

126 工学系 院级项目 2021YJ86002 电-气综合能源系统最优能量流计算方法研究及仿真 陆欣语 刘思娜、蒋丽 张杏丹、吴华仁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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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工学系 院级项目 2021YJ86003 考虑风光功率短期预测的电力系统调度 彭颖 高泽呈、张财宝 丁家会、钱进 合格

128 工学系 院级项目 2021YJ86004
磷化沸石咪唑酯骨架材料用于水中重金属离子的去

除
毕若楠、叶贵

萍
阮怡平、张佳慧、于蕊 刘冬梅 合格

129 工学系 院级项目 2021YJ86005 太阳能光热、光电转换演示实验设备设计 宋贵连
郑紫怡、李璟怡、陆佳

蓉
贡琳慧 优秀

130 工学系 院级项目 2021YJ86006
曝气条件下投加菌种强化植物修复改善河水水质试

验研究
宗琪、朱文 朱妍、钟美萍、邹睿俊 姜淮莉 合格

131 工学系 院级项目 2021YJ86007 智能变电站培训设计 曹熙晗、徐斌 吴优 刘飞宇、吴华仁 合格

132 工学系 院级项目 2021YJ86008 轨道交通用直线电机的直接推力控制 不合格

133 工学系 院级项目 2021YJ86009 一种气压差驱动的气动电梯结构的研究与设计 黄洪昕、顾威
周永龙、代时龙、何悦

欣
倪国林、楼飞 合格

134 工学系 院级项目 2021YJ86010 眼镜鼻托材料的改良 丁庆雯、郭宇 丁悦、熊帅 王新梅、包娜 优秀

135 工学系 院级项目 2021YJ86011 两台T型三相三电平光伏并网逆变器控制策略研究 白月蓉、顾猛 金鑫、马玲琦、王杰 钱进、丁家会 优秀

136 工学系 院级项目 2021YJ86012 缓释肥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袁梦、张思怡 李毓莹、袁润 李峰泉、杨孝智 合格

137 工学系 院级项目 2021YJ86013 可伸展螺旋驱动管道清淤机器人机械系统设计
卢文赛、徐嘉

宽
李彬、李嘉怡、梁佳怡 楼飞、薛雪 优秀

138 工学系 院级项目 2021YJ86014
一种基于树莓派姿态控制的小型固体燃料探空火箭

的设计与制作
终止

139 工学系 院级项目 2021YJ86015 河道疏浚淤泥的固化和土壤化研究 王悦、唐琳 薛媛、秦虹莉、王讷 姜淮莉、张仲敏 合格

140 工学系 院级项目 2021YJ86016 基于眼生物参量的应用对视觉健康评估的研究
钟若琴、冷芙

蓉
柏万、王祺珑、陈星宇 王淮庆、顾海东 合格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2021年立项大创项目中期检查结果汇总表

序号 系科 项目级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其他成员 指导教师 等级

141 工学系 院级项目 2021YJ86017
南师大中北（丹阳校区）龙湖的浮游动物与水环境

因子关系的分析及其水质评估
张诗意、周淑

婷
张思迎、钟微、周元静 邢雨辉 合格

142 美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7001
生态融入城市·塑造城市品牌——丹阳练湖新区门

户地块设计价值经纬探索
徐婕萌

刘亚鑫、华梦婷、金益
震、王兰芯

胡晓冉,李莉 优秀

143 美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7002 忆墟·空间的复兴 曾斌
陈欣、李嘉雯、施涛、

胡怡萌
胡晓冉 合格

144 美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7003 眼视光文化创意设计研究 高宇姣 蒋萍、陈煊杰、缪华森 王乐家、孙敏娜 合格

145 美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7004
环境设计助力乡村振兴、践行“精准扶贫”——以

郗家猪圈变形记为例
朱春梅

李月如、石静烨、徐江
楠、周诺

李莉 合格

146 美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7005
艺术水泥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以工业

风展示空间为例
毕文

郑薇薇、周琪芬、季文
静、郭芳如

钟言欣、李莉 合格

147 美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7006
丹阳南朝石刻艺术的再创作-基于综合材料绘画技法

的创作研究
任佳慧

吴沁洋、何俊霖、郭耀
凯

逯哲辰 合格

148 美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7007
高校文创设计研究——以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为

例
董颖华

卞澜颖、李琰、朱佳文
、于水

孙敏娜、孙一 合格

149 美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7008
基于水脉与文脉的传承与更新——以丹阳新孟河水

文化展示空间设计为例
陈井然

单贵平、狄倩、陈彦君

、宋莘雨
黄艳丽 合格

150 美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7009 丹阳南朝陵墓石刻创意文旅品牌形象设计与开发 张喻皓
杨圣、吴开永、肖琳、

胡杰
吴沙沙 合格

151 美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7010 丹剧的现代传播模式探索——以微电影形式为例 吴浩
徐涵、顾柯欣、郑舒心

、朱佳文
任晓佳 合格

152 美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7011
源于丹阳民间传说“天仙配”文化意象的眼镜相关

文创产品设计
张珂

孟佳璇、李箐、潘文雪
、荣欣

章林泉 合格

153 美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7012
IP形象在品牌传播中的应用价值——以眼镜企业文

化创新为例
虞越 秦怡、戴苏皖、徐诺宜 张杨帆 合格

154 美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7013 丹阳AI镜框试戴平台市场需求调研 孙玥
兰子欣、孙宇心、郭梦

月、胡潆心
逯哲辰、何祥国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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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美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7014 丹阳地区定制家具产业智慧设计模式研究 刘星语 李凌霄、贾一帆 车昕 合格

156 美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7015 流浪动物爱心事件的当代艺术展现 王远
孙雨凡、李瑞欣、邵清

宇
徐娜、史晓蕾 合格

157 美术系 院级项目 2021YJ87016
大学校园公共空间中的雕塑设计——以南京师范大

学中北学院为例
马蕴菡

高新、吕绵、刘宇航、
谢秉欣

王乐家 优秀

158 音乐系 院级项目 2021YJ88001 古筝旋律对诗词意蕴的汲取研究 陈春梅
许萌婷、季璠、孙千君

、李芸婕
许蓉蓉 合格

159 音乐系 院级项目 2021YJ88002
古诗词艺术歌曲在高校校园内的传播及其艺术形式

的探究
郭芮曦/张昕康 张卜文、夏子贤 查珏 合格

160 音乐系 院级项目 2021YJ88003
丹阳市小学校内民族乐队现状调查与大学生实践发

展
于永康

余金龙、邵潭峰、朱梦
琪

潘水长 合格

161 音乐系 院级项目 2021YJ88004 借鉴中国传统曲艺中腔韵在声乐学习中的运用 马榕浙 谢雨欣、许晴 于月 合格

162 音乐系 院级项目 2021YJ88005
从乐队到阿卡贝拉：改编作品中乐器语言的人声化

研究
高洁

郭可盈、董夏腾、姜海
心

蔡颖 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