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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枣庄学院关于公布 

 2017 年度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 

（SRT）项目校级立项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动手能力培养，激励大学

生课外学习研究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知识

应用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根据《枣庄学院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

实施办法》（枣院政字〔2013〕9 号）等文件精神，在各学院组

织申报、初审和推荐的基础上，学校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5 日开展了枣庄学院 2017 年度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SRT）

项目校级立项评审工作，经实验室管理处组织评审专家组进行网

 



 

络评审和会议评审，报学校审批，确定枣庄学院 2017 年度大学

生研究训练计划（SRT）项目校级立项 159 项（见附件），其中，

重点项目 43 项，一般项目 116 项。望各项目组积极开展工作，

优质高效完成项目。隶属学院要加强管理，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特此通知。 

 

附件：1.枣庄学院 2017 年度 SRT 项目校级立项评审情况统

计表 

2.枣庄学院 2017 年度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SRT）项

目校级立项评审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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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枣庄学院 2017 年度 SRT 项目校级立项评审情况统计表 

申报推荐单位 文理科 
大二以上非毕

业班学生人数 

申报项目

数 

未批准立项

数 

重点项目

数 
一般项目数 批准立项数 资助经费（元）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理工类 313 18 5 2 11 13 14000 

传媒学院 理工类 540 15 6 2 7 9 10000 

光电工程学院 理工类 355 16 6 5 5 10 12500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理工类 315 19 6 4 9 13 15000 

机电工程学院 理工类 454 27 14 3 10 13 14500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理工类 246 17 6 3 8 11 12500 

生命科学学院 理工类 350 29 13 5 11 16 18500 

数学与统计学院 理工类 368 4   3 1 4 550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理工类 985 19 7 3 9 12 13500 

外国语学院 社科类 490 7 2 2 3 5 4500 

文学院 社科类 536 11 2 2 7 9 7300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社科类 539 10 3 2 5 7 5900 

经济与管理学院 社科类 974 16 3 2 11 13 10100 

体育学院 社科类 239 4 1   3 3 2100 

音乐与舞蹈学院 社科类 277 9 5 1 3 4 3300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社科类 508 5   1 4 5 4000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社科类 211 9 6 1 2 3 2600 

初等教育学院 社科类 903 12 3 2 7 9 7300 

合计 8603 247 88 43 116 159 163100 

注：项目资助经费按“SRT 专项”直接划拨到项目隶属学院，由各学院负责管理，专款专用。项目资助经费标准为：1.重点项目：理

工类 1500 元/项，社科类 1200 元/项；2.一般项目：理工类 1000 元/项，社科类 700 元/项。

 



 

附件 2： 

枣庄学院 2017 年度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SRT）项目校级立项评审结果一览表 

项目编号 隶属学院 SRT 项目名称 指导教师

项目负责

人 

项目组学

生数 

立项等级

资助经费

（元） 

2017001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研究--以山东西

部经济隆起带为例 

王满堂 

武广凤 

闫振 4 重点项目 1500 

2017002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台儿庄运河沉积物中铍的赋存形态特征与环境指示意义 庄文 袁雅妮 4 重点项目 1500 

2017003 传媒学院 地方民俗文化专题片——枣庄庙会 张璐 梁荣芹 4 重点项目 1500 

2017004 传媒学院 校园微电影创作——《影子》 刘时坤 刘书林 4 重点项目 1500 

2017005 光电工程学院 高空清洁机器人 刘凤收 李克文 3 重点项目 1500 

2017006 光电工程学院 家庭多功能医疗电子测量仪的研究 闫昕 张静 3 重点项目 1500 

2017007 光电工程学院 多功能智能感应抚光灯的研究及设计 王岳平 孟曙光 6 重点项目 1500 

2017008 光电工程学院 教师讲课在线直播 APP 的实现 郑桂兴 苏造林 5 重点项目 1500 

2017009 光电工程学院 太赫兹波段超导材料在肿瘤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梁兰菊 王同珍 5 重点项目 1500 

2017010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纳米级的复合材料去除水体中的重金属离子 赵玉亮 刘承欢 3 重点项目 1500 

2017011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NiCo2O4@H-TiO2 复合材料的合成及其锂离子电池性能研究 黄薇 安典晓 4 重点项目 1500 

 



项目编号 隶属学院 SRT 项目名称 指导教师

项目负责

人 

项目组学

生数 

立项等级

资助经费

（元） 

2017012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磁性材料去除水体中的药物残留 周峰岩 边靖雯 4 重点项目 1500 

2017013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BiPO4 基光催化剂的合成及其光催化性能研究 伊文涛 路晓萌 5 重点项目 1500 

2017014 机电工程学院 多用途循迹控制装卸机器人 韩学政 张明顺 3 重点项目 1500 

2017015 机电工程学院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孙正 陈玲 4 重点项目 1500 

2017016 机电工程学院 一键式化学玻璃器皿清洗机 徐伟 李中根 5 重点项目 1500 

2017017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城市社区公园使用现状及存在问题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吴元芳 陈兰 4 重点项目 1500 

2017018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旅游产业引导的新型城镇化调研探究—以枣庄峄城区榴园

镇为例 

韩笑 杜欣欣 5 重点项目 1500 

2017019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基于 GIS 和 RS 的南四湖水域面积动态变化年际监测 唐承佳  张登辉 5 重点项目 1500 

2017020 生命科学学院 人源基因 FSTL5 突变的修复 

明东风 

朴顺福 

吴亚男 5 重点项目 1500 

2017021 生命科学学院 环境中降解单环芳香族污染物菌群的筛选及应用 王红妹 张新亭 5 重点项目 1500 

2017022 生命科学学院 石榴皮固态发酵制备鞣花酸技术 张立华 张晓丽 5 重点项目 1500 

2017023 生命科学学院 3D 动物标本电子库的构建 王明山 李健 5 重点项目 1500 

2017024 生命科学学院 微山湖和阳澄湖不同投喂条件下河蟹营养品质比较研究 贺诗水 郑婷怡 4 重点项目 1500 

2017025 数学与统计学院 大学校园垃圾桶布局设计及最优方案 房永磊 王晓艳 3 重点项目 1500 

 



项目编号 隶属学院 SRT 项目名称 指导教师

项目负责

人 

项目组学

生数 

立项等级

资助经费

（元） 

2017026 数学与统计学院 大学生亚健康问题研究调查 刘振宇 赵呈呈 5 重点项目 1500 

2017027 数学与统计学院 投资方向分析与研究 王频 陈鑫 5 重点项目 1500 

201702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 Android 的远程监控 app 的设计与实现 吕加国 张富艳 5 重点项目 1500 

201702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校园失物招领 app 宋传东 于文杰 5 重点项目 1500 

201703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 Android 的校园报修小助手的开发与设计 燕孝飞 王颖 5 重点项目 1500 

2017031 外国语学院 自媒体时代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状况调查 吴娟 贺计伟 3 重点项目 1200 

2017032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阅读障碍调查及策略研究 闫欣 张孟瑶 4 重点项目 1200 

2017033 文学院 

对外汉语教学中节气候认知与融入策略研究--以枣庄学院

留学生的文化体验为例 

葛婷 常煜 4 重点项目 1200 

2017034 文学院 文学经典与互联网+融合研究 段圣玉 伊晓扬 3 重点项目 1200 

2017035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一胎儿童心理调查研究 傅金兰 陈文鑫 5 重点项目 1200 

2017036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城市小学生参加课外特长班情况调查研究——以枣庄市市

中区为例 

徐愫芬 董佳琦 5 重点项目 1200 

2017037 经济与管理学院 枣庄地区农村务农劳动力现状调查研究 胡顺奇 张广宇 4 重点项目 1200 

2017038 经济与管理学院 关于捷安特自行车产品营销的调查分析 童广印 张自强 3 重点项目 1200 

2017039 音乐与舞蹈学院 鲁南花鼓的传承与保护 赵鑫 徐宇昕 5 重点项目 1200 

 



项目编号 隶属学院 SRT 项目名称 指导教师

项目负责

人 

项目组学

生数 

立项等级

资助经费

（元） 

2017040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陶瓷餐具“台儿庄印象”系列产品的开发研究 车华忠 王秀丽 4 重点项目 1200 

2017041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鲁南早期共产党领导人郭子化革命事迹调查与研究 郭震旦 董晓华 3 重点项目 1200 

2017042 初等教育学院 枣庄市学前教育教师资源配置现状的调查研究 张善海 赵春蕊 5 重点项目 1200 

2017043 初等教育学院 对幼儿园“蒙氏热”现象的调查研究 孙玥 孙秋煜 4 重点项目 1200 

2017044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矿物掺和料对水性环氧树脂改性水泥砂浆力学性能的影响

研究 

曲文婷 叶成林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45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矿渣硅酸盐水泥加固粘土碳化耐久性研究 孙法印 王富强 3 一般项目 1000 

2017046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微藻生物技术在枣庄学院景观水水质处理中的应用 贾广印 王洋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47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废弃塑料混凝土性能初步试验研究 张冬梅 魏述超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48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钢筋统砂石混凝土冻融循环后粘结性能研究 卢明师 张子涵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049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水泥固化污染土干湿循环特性实验研究 李晓明 杨潇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50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山东乡村民房抗震设防调查及对策研究 程椿茹 王烨 3 一般项目 1000 

2017051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石榴皮对重金属 Cu2+的吸附性能研究 齐金秋 张梦寒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052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台儿庄运河段沉积物中砷的分布特征与污染评价 刘永侠 焦克芹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053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枣庄市农村地区水生态环境调研 胡新华 崔娜 3 一般项目 1000 

 



项目编号 隶属学院 SRT 项目名称 指导教师

项目负责

人 

项目组学

生数 

立项等级

资助经费

（元） 

2017054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基于沥青高温评价指标研究枣庄市常用沥青的高温性能 徐鸿飞 李楠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055 传媒学院 反映留守儿童题材的二维动画创作研究 王金军 孙波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56 传媒学院 从革命老兵看长征精神下的中国梦 郑亚鹏 白超楠 3 一般项目 1000 

2017057 传媒学院 传统造船术调研及纪录片《造船人家》设置 闫芬 丁浩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58 传媒学院 纪录片《书画艺术的平民化——民间书画的繁荣》 彭淑芹 刘铁磊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059 传媒学院 台儿庄影视剧研究 赵海峰 王启蒙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060 传媒学院 寻访花之“椒”子——《山亭花椒农纪实》 张磊 邢加坤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061 传媒学院 新时期微电影艺术创作实践 张磊(女) 邱靖雯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062 光电工程学院 智能温控风扇的设计 张彬 彭帅帅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63 光电工程学院 智能指纹门锁和语音灯光控制 田中俊 王新 3 一般项目 1000 

2017064 光电工程学院 雾霾天气下行车安全距离测绘预警系统 李爱云 孙文浩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65 光电工程学院 基于肌电传感器的机械臂的研制 李建全 刘琪 3 一般项目 1000 

2017066 光电工程学院 古斯-汉欣位移的研究 张兴坊 杨博达 3 一般项目 1000 

2017067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利用化工厂废液制备聚合硫酸铁（PFS）工艺研究 马杰 周巧维 6 一般项目 1000 

 



项目编号 隶属学院 SRT 项目名称 指导教师

项目负责

人 

项目组学

生数 

立项等级

资助经费

（元） 

2017068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枣庄煤萃取过程及萃余煤的气化性能研究 鞠彩霞 黄艳妮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69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FTIR 和 TGA 法对食用油的快速分析 柏冬 李静 3 一般项目 1000 

2017070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氟化的类水滑石衍生固体碱催化剂的制备及在合成甘油碳

酸酯中的应用 

王登峰 周典根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071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不同制浆方法对气化煤种成浆性的影响 肖瑞瑞 张宇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72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由皂角制备环保型洗涤剂工艺研究 周利 马丽园 6 一般项目 1000 

2017073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La 掺杂α-FeOOH 纳米棒的合成及其锂离子电池性能研究 王峰 董聪聪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074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锆修饰的镁铝复合氧化物催化尿素和 1,2-丙二醇合成碳酸

丙烯酯 

张学兰 刘善芳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75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大唐褐煤的分级萃取及萃取物的质谱分析 丛兴顺 王芳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76 机电工程学院 智能快递寻件系统 张敬芝 黄兴哲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77 机电工程学院 高层建筑清洗车 张业伟 吴海晨 3 一般项目 1000 

2017078 机电工程学院 智能码垛机器人 杨坤 王耀辉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079 机电工程学院 高精度数字化电子秤 张乃标 黄丹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080 机电工程学院 基于机器视觉处理的打孔机 卢纪丽 张桐传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081 机电工程学院 基于机器视觉的路空两栖综合搜救机器人 李辉 郝宇宁 5 一般项目 1000 

 



项目编号 隶属学院 SRT 项目名称 指导教师

项目负责

人 

项目组学

生数 

立项等级

资助经费

（元） 

2017082 机电工程学院 智能保险柜 左艳蕊 李浩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83 机电工程学院 便捷盖章机 王梅 葛许鹏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084 机电工程学院 夏日绿色制冷装置 闵红 隋睿 3 一般项目 1000 

2017085 机电工程学院 旋转壁橱 肖洋 姜齐森 3 一般项目 1000 

2017086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枣庄市美丽乡村建设现状调查 彭远新 谢刘贵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87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仿真分析--以

山东省枣庄市为例 张亚利 蔡孟雨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88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的现状与问题研究——以山东省枣

庄市为例 杜霞 袁锋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89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关于城市公园潜在功能的研究 

曹晓阳 任建新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90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旅游景区服务质量研究——以台儿

庄古城为例 杨坤 孙皓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091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遥感技术应用于地质灾害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以枣庄市为

例 孟彦如 李彦颖 3 一般项目 1000 

2017092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2005~2015 十年间枣庄市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情况及对比分

析 姜楠 秦秋红 3 一般项目 1000 

2017093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经济不发达地区扶贫旅游开发模式探讨——以山亭区为例 李纲 杨睿 3 一般项目 1000 

2017094 生命科学学院 

耐药基因在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体内的时空分布及水平转

移机制研究 丁诚实 陈晓辉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95 生命科学学院 线蚓属物种的快速分子检测技术研究 陈静 魏晓贇 5 一般项目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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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6 生命科学学院 枣庄地区不同品种石榴皮中药效成分与指纹图谱分析 王京龙 张红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97 生命科学学院 石榴醋饮料优良发酵醋酸菌株的选育 陈青 王玉珠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98 生命科学学院 微山湖叶绿素 a 时空分布及生产力研究 蒋万祥 沙亚茹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099 生命科学学院 安石榴苷的分离、纯化和抗氧化性的研究 潘元风 唐萍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100 生命科学学院 石榴皮鞣花酸超高压制备技术 李晓梅 高迪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101 生命科学学院 葛根-山楂祛脂颗粒的研制 王飞 李金景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102 生命科学学院 

淫羊藿苷、柚皮苷、补骨脂素和葛根素对成骨细胞增殖分

化的影响分析 卓丽玲 曹志军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103 生命科学学院 卡拉胶/魔芋胶对猪肉糜品质的影响 崔旭海 王莹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104 生命科学学院 鲁南地区长红枣多糖的提取工艺及抗氧化研究 吕慧 李国峰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105 数学与统计学院 雾霾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和对策研究—以枣庄为例 张志刚 赵彦 3 一般项目 1000 

201710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 Android 的智慧校园应用系统的设计——微校 马怀志 林芳宁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107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 AS3 的中小学教学软件开发与设计 胡静 徐倩文 3 一般项目 1000 

201710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移动终端的医疗服务系统 李钢  张姗姗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10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 Android 的校园帮办 APP 的设计与实现 刘梦琳 杨光 4 一般项目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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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枣庄学院智能快递存取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迟庆云 管宏伟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11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 Bootstrap 的响应式网络互助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袁伟 赵月彤 3 一般项目 1000 

201711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便携式无线网络安全审计平台设计与实现 王冠 薛志超 3 一般项目 1000 

201711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 Java 的实验课程教学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黄超 杜珍珍 4 一般项目 1000 

201711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门锁设计 徐涛 赵金龙 5 一般项目 1000 

2017115 外国语学院 知识积累对于口译实践重要性的实证研究 朱德红 肖燕 4 一般项目 700 

2017116 外国语学院 英文电影对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 周付玉 梅冬姝 4 一般项目 700 

2017117 外国语学院 

从翻译美学角度论译者的审美观对译本的影响--以芥川龙

之介作品《蛛丝》的三种译本为例 

孟冬永 陈巧钗 3 一般项目 700 

2017118 文学院 “网红”文化现象及其传播研究 王冬梅 于发英 5 一般项目 700 

2017119 文学院 

方言与校园生活（枣院方言、普通话的使用状况及其语言

态度调查研究） 杨颖 赵允瑞 4 一般项目 700 

2017120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作家笔下的食物话语 曹新伟 张静 3 一般项目 700 

2017121 文学院 广告语言与文化认同 王寒 马艳蕊 3 一般项目 700 

2017122 文学院 论张洁的散文创作 田焱 褚晓莹 4 一般项目 700 

2017123 文学院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研究 卢衍鹏 卓奕辰 3 一般项目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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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4 文学院 网络文艺发展与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与研究 刘成 随齐威 3 一般项目 700 

2017125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新入职小学教师的职业压力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赵英芳 张晨晨 4 一般项目 700 

2017126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幼儿绘本教育的网络开发与应用 安洪涛 郁琪 5 一般项目 700 

2017127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初中生性别角色定势现状分析及策略研究 刘贵宝 韩婷婷 3 一般项目 700 

2017128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蒙台梭利教育法在幼儿园中的应用现状分析——以枣庄市

为例 任锐  史雨婷 3 一般项目 700 

2017129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基于童心本位的幼儿园唱游化音乐教学效果研究 徐文娟 张娟 5 一般项目 700 

2017130 经济与管理学院 大学生对校园广告宣传的态度调查研究 张秀娟 马晓佩 3 一般项目 700 

2017131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传统企业向电商转型的实例调查研究 刘晓蕾 陈业志 4 一般项目 700 

2017132 经济与管理学院 大学生课堂满意度调查 刘国霞 王瑞 4 一般项目 700 

2017133 经济与管理学院 大学生自主选择创业项目的案例调查与分析 孔维新 王龙 4 一般项目 700 

2017134 经济与管理学院 大学生创业效果与发展前景 白建勇 郭思贵 6 一般项目 700 

2017135 经济与管理学院 枣庄学院大学生在“双十一”期间网购行为的调查报告 杨金磊 李梦 4 一般项目 700 

2017136 经济与管理学院 大学生借贷行为调查研究--以枣庄学院为例 邱秀梅 巩千 6 一般项目 700 

2017137 经济与管理学院 枣庄市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查研究 王旭林 邢立仓 4 一般项目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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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38 经济与管理学院 枣庄学院在校大学生网络消费状况调查 孔祥波 徐瑞奇 3 一般项目 700 

2017139 经济与管理学院 在校大学生微商现象的调查与分析--以枣庄学院为例 姚振飞 刘国辉 3 一般项目 700 

2017140 经济与管理学院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调查研究 相龙慧 刘宇洋 3 一般项目 700 

2017141 体育学院 拉丁舞专业选手力量素质的研究与分析 武培 孟雨 5 一般项目 700 

2017142 体育学院 暴走运动对大学生身体成分的影响 田祯祥 王刚 3 一般项目 700 

2017143 体育学院 枣庄学院开展户外运动的研究和分析 刘志国 刘哲 3 一般项目 700 

2017144 音乐与舞蹈学院 枣庄市东湖公园快走音乐活动调查报告 郑甜 池敬浩 4 一般项目 700 

2017145 音乐与舞蹈学院 

浅谈地方方言在民歌中的演唱风格与传承——以《沂蒙山，

我的娘亲亲》为例 顾潇 郑苍萍 5 一般项目 700 

2017146 音乐与舞蹈学院 

地方戏引进大学生公共选修课的意义和可行性分析--以柳

琴戏为例 惠芳 周盛琳 4 一般项目 700 

2017147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枣庄学院湖区景观快题设计 张丽娟 王雅楠 5 一般项目 700 

2017148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书法艺术语言形式美的表现探究 赵平 魏庆杰 5 一般项目 700 

2017149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现代海报图形的材料表现设计研究 汤文广 孙靖茹 4 一般项目 700 

2017150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现状调研 刘源 樊成 4 一般项目 700 

2017151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供给侧改革下的枣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向 耿格峰 丁大伟 4 一般项目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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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52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精准扶贫的山亭模式---以枣庄市山亭区为例 王俐 陈浩 5 一般项目 700 

2017153 初等教育学院 体智能游戏教学法在幼儿园课程中的设计与应用 王元元 代玉秀 4 一般项目 700 

2017154 初等教育学院 大学生微创业需求现状调查与研究-以枣庄学院为例 付洁 魏洪侠 4 一般项目 700 

2017155 初等教育学院 幼儿园课程设置现状的研究与思考 张迎芝 孙珊珊 6 一般项目 700 

2017156 初等教育学院 幼儿教师态势语现状研究——以枣庄幼儿园为例 赵彩会 杨燕 4 一般项目 700 

2017157 初等教育学院 幼儿园小班手工活动材料运用及幼儿接受程度调查 胡晨晨 王楠 4 一般项目 700 

2017158 初等教育学院 枣庄市幼儿英语教师的专业素质及目前自我培养策略研究 巩青 张凯悦 6 一般项目 700 

2017159 初等教育学院 幼儿教师英语从业技能的调查研究 房明 李冉 6 一般项目 700 

合计 163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