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类别 课题名称 负责人

1 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电力管廊局放电流异常驱动下机器人巡检定位研究 辛改芳

2 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火电厂碳减排项目风险评价与投资决策研究 邹晓华

3 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高端制造装备智能化技术实验室 王二化

4 常州市应用基础研究项目 视觉注意引导的机器人动态场景建图优化方法研究 牛杰

5 国家自科基金 射电天文超宽带高时间频率分辩数字后端技术研究 王显海

6 常州市科协软科学课题
常州市产业技术创新系统模型构建与协同度研究：以装备制造业

为例
杜俊枢

7 常州市科协软科学课题 常州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陆孟雄

8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重点资

助项目
高校学生辅导员职业成长及保障机制研究

费小平
徐畅

9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

课题一般资助项目
江苏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研

究
陆孟雄

10 常州市科技局软课题
常州中外合作创新园区提升合作国际化水平对策研究 宋爱华

11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生态位视角下常州市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基本架构研究

黄星

12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苏锡常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研究 吴凤彬

13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跨学科科研组织管理策略研究 尹茜

14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古代《婴戏图》图谱及婴戏图像符号的图像学研究 陈维艳

15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高等院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优化研究 时杰

16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宁杭生态经济带建设背景下江苏省生态经济效率提升路径研究 彭苏秦

17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新媒体时代下传统戏曲与现代动画之“珠联璧合”——戏曲动画

文化建设新探
王晓婷

18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非遗视角下“金坛刻纸”的保护与创新设计研究 刘丹

19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健康中国视域下高职大学生体育素养现状与培养路径研究 程喜杰

20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基于数字化虚拟AR动画技术在交互技术中的应用实践研究 孙金山

21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外语专项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旅游英语》课程中的实证研究 肖桂兰

22
2018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

政专项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构建研究 张正

23
2018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

政专项
基于大学生手机依赖症背景下优良学风培育研究 戴艳

24
2018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

政专项
高等职业教育视阈下“工匠精神”培养路径探索研究 袁珺

25
2018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

政专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研究——以常州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蒋立伟

2018年双创研究成果



26
2018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

政专项
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探索 杨红燕

27
2018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

政专项
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规律与策略创新研究 施广东

28
2018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

政专项
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党建育人体系研究 陈明振

29
2018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

政专项
“互联网+”视域下的高职顶岗实习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模式

探索
刘薇

30
2018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

品工程财经发展专项课题
基本平衡计分卡的高校资产经营公司绩效评价研究 杨维莉

31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8年度学生资助专项课题
高职院校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学生精准资助研究 孙淑萍

32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8年度学生资助专项课题
高职院校“三位一体”贫困生精准认定研究

史云珊
严海霞

33 市社科联第十四届社科课题
常州高层次人才发展瓶颈及对策研究——兼与东部主要城市的比

较分析
郭鑫

34 市社科联第十四届社科课题 美国高校国际化办学策略及其启示 ——以UIUC的实践为例 周海英

35 市社科联第十四届社科课题 高职院校“智慧学工”的研究与思考 骆建建

36 市社科联第十四届社科课题 供给侧改革下高职产教双向对接服务平台建设研究 刘霞

序号 项目类别 课题名称
课题负
责人

1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技术的群体决策和知识发现 贺宁

2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 脉冲星信号宽带接收关键技术研究 王显海

3 江苏省技术监督局
基于ＬＴＥ网络便携式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动作特性检测仪校准

装置
周海飞

4
2007年常州市第二十五批科技计

划（科技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技术服务机构建设研究 杨维莉

5
2017年度省级工业和信息产业转
型升级专项资金（“英才名匠”

产业人才培训项目）
大力开展智能制造人才培训助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周勇

6
2017年度省级工业和信息产业转
型升级专项资金（“企业上云”

服务机构奖励项目）
省企业互联网化优秀服务机构（云服务） 宋卫

7 科教城重大项目 常州科教城促进高技能人才培养引导政策研究 赵佩华

8 科教城重大项目 常州科教城慕课应用研究 薛苏云

9 科教城一般项目 高职艺术设计类“共享平台课程”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徐  来

10 科教城一般项目 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周海英

11 科教城一般项目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与国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 杨  华

2017年双创研究成果



12 科教城一般项目 高职院校招收学历留学生的研究与探索 鲁婷婷

13 科教城一般项目 高职院校专业评估指标体系及预警机制研究 曾凡林

14 科教城一般项目 大数据在高职教育园区中的应用研究 李建新

15 科教城重点项目 科教城产学研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方法应用研究 赵建辉

16
2017年度常州市科协软科学研究

课题
常州特色小镇培育及产城融合发展新模式研究 彭苏秦

1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

金项目
商周金文偏旁谱 苏影

18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

点项目
高晓声年谱 曹洁萍

19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
高职学生非专业就业能力培养研究 杨勇

20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
基于岗位能力需求的高职应用韩语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改革研究 金文植

21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
文化间性的跨文化调和实践——基于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个案研究
鲁婷婷

22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
习近平青年成长成才思想研究 张永波

23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
社会企业促进高校科技创新的实践路径研究 刘庆新

24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
建设优质（卓越）高职院校视阈下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体系重构

与提升路径研究
唐凯

25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
基于专业课程的高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李晴

26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足球运动风险问题及防控机制的构建研究 彭国强

27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
非遗保护视角下常州梳篦的品牌塑造与创新发展研究 王亦非

28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
基于二胎时代的高职院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时代嬗变与创新

优化路径
周垚

29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

政专项
高校辅导员的网络能力拓展与网络话语权体系研究 高成瑨

30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

政专项
以“精准资助”理念拓展高职学生管理育人功能 吉雯

31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

政专项
贫困大学生“去标签化”研究 陈巍

32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

政专项
学生工作中大数据建设的伦理研究 施艳青



33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

政专项
基于移动教学的高校思政课教学辅助手段研究——以蓝墨云班课

为例
张文静

34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

政专项
“科技伦理”视域下江苏省高职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及培育策略

研究
高庆勇

35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

政专项
高等教育国际化来华留学生文化认同教育的规律和策略创新研究 任一弘

36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

政专项
“互联网+”模式下顶岗实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探析 承晓伟

37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外

语专项
基于SPOC的项目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以《大学英

语》课程为例
郁璐

38 江苏高校社科优秀创新培育团队 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研究 孙卫东

39
2017年度学院常州市科技计划项

目（软科学研究计划）
常州地区农业电商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宋卫

40
2017年度学院常州市科技计划项

目（软科学研究计划）
常州高新区光伏产业集群现状分析及发展路径研究 宋爱华

41
2017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

品工程
高校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视化研究 吕明

序号 项目类别 课题名称
课题负
责人

1 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气动人工肌肉流固耦合机理及动力学研究 涂琴

2 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基于视觉注意机制的服务机器人信息感知技术研究 牛杰

3 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基于压缩采样的微铣削颤振的在线监测与智能预报 王二化

4 科技支撑（社会发展） 人体慢病管理与健康促进系统研究及应用示范 邓志良

5 常州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 常州市物流集聚区“产城融合”转型路径探索 崔凌霄

6
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

项目
体育产业大国成长的体育与社会基础研究 彭国强

7

2016年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基金项目

2016年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基金项目

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旅游工艺品虎头鞋设计进化研究 孙琳

8
2016年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基金项目
“一带一路”战略下高职物流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宋爱华

9
2016年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基金项目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的现代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黄丽娟

10
2016年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基金项目
以工作室为载体提升高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研究 牛杰

2016年双创研究成果



11
2016年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基金项目
众创背景下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 周萍

12
2016年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基金项目
基于智能快递箱的城市快递配送系统优化研究 贾旭光

13
2016年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基金项目
高职院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实践研究 卞璐

14
2016年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基金项目
基于SPOC的混合式教学策略的研究与实践 姚琪

15
2016年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基金项目
基于外语微课资源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以《外贸英语函

电》课程为例
曹兰

16
2016年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基金项目
新时代背景下吴地佛教装饰艺术的创新性研究 李静妤

17
2016年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基金项目
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徐周灏

18
2016年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基金项目
以供给侧改革引领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新常态 严海霞

19
2016年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基金项目
微信视域下高职院校辅导员工作效能提升研究 汪海伟

20
2016年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基金项目
基于“互联网众创园”平台的创业实践保障体系研究 吴云飞

21 2015年体育科学研究课题 “体育强市”建设背景下常州市竞技体育产业开发研究 朱建军

22 2015年体育科学研究课题 公共服务背景下常州市健身气功发展特色与推广策略研究 彭国强

23
2016年度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美国体育大国成长的制度治理研究 彭国强

24
2016年常州市科技计划（软科学

研究）指导性项目
常州市科技创新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和政策 王迪

25
2016年常州市科技计划（软科学

研究）指导性项目
常州市装备制造业知识产权工作现状及战略推进机制研究 宋爱华

26
常州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研究课

题
帕菲特人学思想与高校人才培养的哲学反思 丁振中

27
常州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研究课

题
常州市适应于规模化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若干问题研究 陆孟雄

28
常州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研究课

题
“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空间创新与策略研究 蒋萌

29
常州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研究课

题
基于数据分析的图书馆服务研究 袁艳

30
常州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研究课

题
高校图书馆MOOC服务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分析 马坤

3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政府责任视阈下的高职教育政校企协同机制研究 王其红



3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城市社区管理中的多元共商机制研究 骆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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