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 沙 师 范 学 院
长师创通〔2018〕10 号

关于下达 2018 年校级大学生研究性学习

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系部：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报送 2018 年度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

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的通知》(湘教通〔2018〕147 号)和我校《关

于做好2018年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申报工作

的通知》(长师创通〔2018〕5 号)精神，经学生申报、系部初评、

网络评审(盲评)、专家评审、修改完善、公示等环节，确定我校

2018 年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34 项（具体项目

名称见附件），现予下达。

创新创业学院

2018 年 5 月 14 日



2018 年校级大学生研究性学习与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单位 主持人 主持人学号 指导老师 项目编号

1
基于 k-means聚类分析的长沙县儿童心理

健康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初等教育系 肖红梅 2016560440108 陈丽 201813806001

2
新形势下小学教师专业发展之动能转换

研究
初等教育系 王文静 2016560340143 罗兰 201813806002

3 “互联网+”背景下儿童成长教育研究 初等教育系 刘丽君 2016560440119 石扬唐诗 201813806003

4
低维质子化钛纳米管的制备及其在生物

质转化中的应用研究
初等教育系 任卓 2016560340112 周硕林 201813806004

5
数字艺术语境下生态旅游景区品牌塑造

与传播—以松雅湖为例
美术动画系 纪梦楠 2017553040307 莫峥 201813806005

6
唐氏综合症患儿体育项目干预效果比较

研究
体育系 周来 2016610240215 陈向 201813806006

7 湖南省幼儿体质健康现状调查与分析 体育系 龙佳蓉 2016610240221 刘勇 201813806007

8
基于移动终端的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模

式研究
外语系 胡静 2017520630145 吴丹 201813806008

9
基于 GSM 的智能大棚温湿气无线监控电

路设计
信息与工程系 唐林杰 2015542240204 彭高丰 201813806009

10 智能养老家居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信息与工程系 刘浩东 2016542240101 钟新跃 201813806010

11
基于儿童 STEAM 教育的智能玩具设计研

究
信息与工程系 古丽锡姗 2015542140223 周冰洁 201813806011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单位 主持人 主持人学号 指导老师 项目编号

12
互联网+背景下幼儿创意绘本剧资源建设

研究
学前教育系 邓清 2015620150322 刘洁 201813806012

13
长沙市幼儿园传统文化启蒙教育开展现

状的调查
学前教育系 虞莉 2015510840136 张建国 201813806013

14
节奏训练对于儿童智力、审美情趣影响的

研究
学前教育系 王汝晴 2014510250838 胡浩 201813806014

15
基于创客教育理念的幼儿园自制玩教具

开发和运用研究
学前教育系 李雨乐 2015620460125 赵刚才 201813806015

16
湘东地区传统童谣的搜集整理与传承保

护研究
音乐舞蹈系 蒋函书 2016531440610 方涛 201813806016

17
基于提升大学生学术精神的大学仪式构

建研究
音乐舞蹈系 徐玥 2016531440309 蒋福玲 201813806017

18
“减负”背景下小学生课外辅导现状、问

题及对策研究
初等教育系 陈荣荣 2016560240345 彭洋洋 201813806018

19
电子商务C2C模式下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问

题研究
经济管理系 王点 2016500640343 刘伊 201813806019

20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民宿品牌化发展路

径研究
经济管理系 邹玉佳 2016500740237 夏杰 201813806020

21 湖南特色小吃英译现状调查研究 外语系 彭波 2016521740215 曾婷 201813806021

22
“颖课堂”—大学生女性教育特色品牌微

信公众号
外语系 李懿 2016521740305 李颖 201813806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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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移动互充线电路设计与研究 信息与工程系 赖玉莹 2017542340120 李列文 201813806023

24 鸡蛋安全快递包装的设计与应用 信息与工程系 袁圆 2016570240102 王章苹 201813806024

25 VR 技术在幼儿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 信息与工程系 肖艳 2017542140239 吴计生 201813806025

26 基于傅里叶级数的图形设计 信息与工程系 袁星 2016542140127 夏自由 201813806026

27 AI 电梯 信息与工程系 袁佳纪 2017542340134 赵娜 201813806027

28
湖湘文化在幼儿园美术教育资源中开发

与运用研究
学前教育系 刘佟粤 2015510840311 封蕊 201813806028

29
城镇化进程中新建小区幼儿园发展状况

个案调查
学前教育系 汪菲 2015510820525 黄绍文 201813806029

30 团体辅导对小学生同伴冲突的干预研究 学前教育系 周中意 2016510940118 李荣 201813806030

31
基于建构主义教育观指导下的幼儿纪律

教育研究
学前教育系 覃子芸 2016510840213 张德启 201813806031

32
师范院校师范生获得感与专业承诺的相

关性研究
学前教育系 秦瑶 2016510940139 周正怀 201813806032

33
基于 H5 互动平台的当今时政专题宣传广

告设计研究与实践
艺术设计系 柏欣汝 2016580240423 吴利锋 201813806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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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时代下流行音乐对青少年的影响研究 音乐舞蹈系 张纯 2016531440503 吉辉 201813806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