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二级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推荐类型 

1 服装学院 
丹宁拼布艺术在现代服饰中的设计应用

研究 
陈宇菲、吕昊冉 省级一般 

2 创意学院 “木+X”创意家居用品研发 韩施思 省级一般 

3 服装学院 亲子服装的创意设计与制作 朱珊珊 省级一般 

4 创意学院 
企事业单位服务系统设计—— 

以常州奔牛国际机场为例 
郭垚 陈浩 省级一般 

5 服装学院 珠绣在团扇上的创新运用 王佳 刘雨晴 省级一般 

6 创意学院 
传统地域文化在金坛封缸酒包装中的应

用 
邓衍年 省级一般 

7 服装学院 
纤维艺术视角下的常州文化旅游产品开

发探析 
何星语 省级一般 

8 创意学院 
文旅融合视角下常州画派衍生产品设计

与制作 
刘子寒 省级一般 

9 服装学院 
基于常州明清艺术馆织绣艺术在服饰产

品中的传创设计 
周川玲 省级一般 

10 服装学院 
中国传统手工艺仿点翠的研究及在当代

创新应用 
苏雅雯 省级一般 

11 机电学院 
铣削细纱机异形管的自动快速夹紧装置

革新 
陆永杰 省级一般 

12 机电学院 基于虚拟样机的多足行走机构设计开发 张永其 韩仲钧 省级一般 

13 纺织学院 生态抗静电功能面料的开发 董昱 省级一般 

14 机电学院 非接触式旋转扭矩传感器研制 孙腾飞 杨译云 省级一般 

15 机电学院 
基于蓝牙 5.0的超低功耗无线气象站设

计 
李长旺 省级一般 

16 机电学院 环锭纺纱机钢丝圈快速安装器的研制 吴佳豪  丁冉 省级一般 

17 纺织学院 含木棉纤维织物性能与风格 黄雪 省级一般 

18 机电学院 窗户隔热气泡自动折叠机的创新设计 施佳成 于龙生 省级一般 



19 机电学院 
“互联网+阅读”背景下校园图书借还智

能终端系统设计 
陈可傲 吴文旭 省级一般 

20 机电学院 
基于 NB-IOT的土木工程工业互联网大数

据采集与应用 
郑政 省级一般 

21 经贸学院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大学生创业知识微学

习平台建设 
吴恩慧子 戴晶晶 省级一般 

22 人文学院 
常武地区新市民学校英语课堂教学管理

现状调研和对策分析 
薛田浩 杨梦雨 省级一般 

23 经贸学院 
“区块链+”助力电子商务业态新发展中

的应用探究 

曹佳远  仲涛涛 

于雅雯 
省级一般 

24 人文学院 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建设方案设计 尹梦婷、胡梦婷 省级一般 

25 经贸学院 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实证调研 马红霞  范雅婷 省级一般 

26 人文学院 
对常州市 0-3岁儿童托育服务现状的调

查与思考 
简会澜、尹梦婷 省级一般 

27 人文学院 
基于巩固壮大高校主流思想舆论的微视

频创作探索 
唐安琪，王义 省级一般 

28 人文学院 
家长早教需求及市场供给研究---以常武

地区为例 
马欣 省级一般 

29 人文学院 
“非遗传承 从娃娃抓起”---常武地区

幼教机构“非遗”特色课程调研与分析 
吉曼婷、魏雯倩 省级一般 

30 人文学院 常州老年服务志愿者团队现状调查 任俊飞 省级一般 

31 创意学院 智能创意灯饰 李人杰 创业训练项目 

32 经贸学院 喵河鱼校园 李和祥 创业训练项目 

33 人文学院 
基于“互联网+"模式下的新疆特色农产

品推广 
王奇 创业训练项目 

34 经贸学院 “美腿计”时尚 IP的新媒体构建与运营 曹露 创业训练项目 

35 创意学院 室内微景观创意设计与产品 朱艺文  姜启钥 校企合作项目 

36 机电学院 基于 UWB的高危场所人员定位系统设计 高聪 校级项目 

37 机电学院 联网宝无线控制系统设计 刘震  谷旭宝 校级项目 

38 纺织学院 
常州市大学生旧衣回收与再利用调查研

究 
李青 张东俊 校级项目 



39 机电学院 
基于行业基准数据的软件成本分析与实

现 
徐小祥 校级项目 

40 机电学院 调速机器人创意设计与实施 王者 校级项目 

41 机电学院 基于 NB-IoT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盒设计 朱鹏 校级项目 

42 机电学院 智能机械狗 朱薇达 李政 校级项目 

43 机电学院 基于图像识别的智能印控机 高俊 周永欣 校级项目 

44 机电学院 智能爬楼搬运车 李康 周旭东 校级项目 

45 机电学院 
基于电感式位移传感器的滚珠直径检测

系统 
李永生 何定平 校级项目 

46 经贸学院 新零售模式下大润发门店经营状况调查 张建 校级项目 

47 经贸学院 积极心理学下高职学生就业心理研究 邱有煊  黄誉扬 校级项目 

48 经贸学院 
心理资本视角下高职学生创业能力培养

路径研究 
曹宇霞  纪厚安 校级项目 

49 经贸学院 
大学生研学旅行现状调查及产品设计研

究——以在常高校为例 
顾晓庆 谢雨      校级项目 

50 人文学院 
依托思政类社团推动高职马克思主义学

院微信公众号的建设 
汪溢,张琪 校级项目 

51 人文学院 
常州市少儿艺术培训行业发展现状及趋

势的调查与研究 
王雯雯，徐程东 校级项目 

52 人文学院 

产业集群背景下跨境电商人才能力素质

调查及模型构建——以常州纺织行业为

例 

居安 校级项目 

53 人文学院 
基于“校-园-家”合作视角下的幼儿教

育 APP的设计与开发 
秦缘 校级项目 

54 人文学院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现状调研和对

策分析——以常州市为例 
张媛媛、张雨珏 校级项目 

55 人文学院 

“童心苑”代际学习中心 

开发方案设计 董颖,蒋思想 校级项目 

56 人文学院 常州老小区加装电梯改造情况调查 曹玲玲 校级项目 

57 人文学院 基于模因理论的网络流行语英译研究 陆鑫冲、张倩 校级项目 

58 人文学院 康乐活动在养老机构中的运用研究 郇星 校级项目 



 

 

 

 

 

 

59 纺织学院 传统手工编织产品的创新设计与制作 王瑶 张萌      校级项目 

60 服装学院 我国传统女红工艺在织物面料中的应用 张芝瑜 陶雨萱 校级项目 

61 创意学院 
基于生态城市建设---城中村改造规划设

计 
陈  磊      校级项目 

62 创意学院 
基于中国传统琉璃艺术的 

现代家居用品设计 
周子恒 左超 校级项目 

63 创意学院 
旦彩蔓延——京剧元素应用于指甲油的

包装设计 
乔思涵 校级项目 

64 创意学院 创•享未来 VR教学资源开发 蒋哲 校级项目 

65 创意学院 匠皂工坊 成心仪 校级项目 

66 经贸学院 1NGUS国风服装 朱祥 校级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