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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16 年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

项目评审结果的通知 
 

院各高教单位、机关有关部门： 

根据《南京体育学院关于申报 2016 年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

立项项目的通知》相关要求，我院组织开展了 2016 年大学生实践创

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申报立项工作。经学生申报，专家评审，7个

工作日公示，现将立项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特此通知。 

 

    附件：2016年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名单 

 

 

 

        南京体育学院   

                                2016 年 5 月 24 日 
 

 

 



 

附件： 

2016 年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 

名  单 
 

项目编号 名  称 
项  目 

负责人 
学  号 

指导 

教师 
系 别 类型 

201610330001Z 基于体感游戏的幼儿平衡能力训练机制与研究 冯辉 4144126 叶强 
运动健康科

学系 
重点项目 

201610330002Z 少儿校园足球趣味课程设计 刘博 2144635 魏亮 运动系 重点项目 

201610330003Z 后青奥时代南京城市的奥运记忆与现状调查 孙羽 7144134 李金宝 体育系 重点项目 

201610330004Z 技巧啦啦操“TOP 模型”辅助训练器材设计 韩佳 8144220 江山 
民族体育与

表演系 
重点项目 

201610330005Z 石锁运动技术动作微课课程的开发 梁高 3134132 于翠兰 休闲体育系 重点项目 

201610330006Z 中国网球学院运营现状调查与推广研究 高圣凯 7144130 鲍勤 体育系 重点项目 

201610330007Z 后青奥时代对南京城市品牌营销的发展研究 胡光建 6144234 温阳 体育系 重点项目 

201610330008Z Adidas 青少年武术课程研发及推广的实践研究 杨智宇 5144107 刘靖 
民族体育与

表演系 
重点项目 

201610330009Z 传统休闲体育项目—石锁健身操的开发与研制 顾媛媛 10144103 张松年 休闲体育系 重点项目 

201610330010Z 羽毛球耐打喷雾剂的研发 孔铧 9144120 
白宝丰、

宋雅伟 

运动健康科

学系 
重点项目 

201610330011Y 
利用三维扫描技术测试芭蕾基训前后身体形态

变化的研究 
罗欣薇 4144117 徐凯 

运动健康科

学系 
一般项目 

201610330012Y 
追忆民国中央国术场的峥嵘岁月—探究我国传

统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翟童、   

卢园园 

7144126、

7144122 
蔡明明 体育系 一般项目 

201610330013Y 
“健康中国”视域下社区型健康生活馆与全民健

身工程的融合与创新—健康猫生活馆为例 
武冬 10134134 胡甦 休闲体育系 一般项目 

201610330014Y 仲育青少年儿童体适能培训中心 王亚龙 2154514 周晓军 运动系 一般项目 

201610330015Y 
基于面孔与身体姿势的视知觉加工规律的认知

神经机制研究 
宋词 1144206 马磊 体育系 一般项目 



 

201610330016Y 
“绿色骑行”自行车赛事开发的研究—以江苏赛

克林山地自行车赛事为例 
曹滋宇 7144207 陈荣梅 体育系 一般项目 

201610330017Y 
基于校企合作模式的体育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数

据库研究—以南京体育学院为例 
华欣雨 6144215 郑美艳 体育系 一般项目 

201610330018Y 基于智能技术下的亲子游泳培训项目 周晟 2154616 冯锐 运动系 一般项目 

201610330019Y 江苏省退役运动员转业情况深度调查 陆怡 7134130 王云 体育系 一般项目 

201610330020Y 江苏绿草地少儿足球培训中心 张政一 2154201 孟宁 运动系 一般项目 

201610330021Y 适衣装塑形控重服务中心 夏婧 6144210 冷传奇 体育系 一般项目 

201610330022Y 
足球（协）改革背景下南京市小学生足球教育实

施情况调查报告 
朱倩影 7144127 蒋荣全 体育系 一般项目 

201610330023Y 非攻体育夏令营 王锦鹏 21443020 王其宁 
运动员教育

教学管理部 
一般项目 

201610330024Y Young 笼式足球服务公司 高静雅 6144124 陶利 体育系 一般项目 

201610330025Y 南京新型石锁市场推广的可行性分析 肖扬 3134201 
施学莲、

王蓉 
休闲体育系 一般项目 

201610330026X “竹兰君” 老年体育养生馆 曾鑫峰 6144129 张建明 体育系 立项项目 

201610330027X “超级辣妈”产后修复 胡若晨 6154234 王进 体育系 立项项目 

201610330028X 
不同负荷强度有氧运动对心肌原肌球蛋白差异

表达影响的研究 

缪书选、

于晓东 

9144235、

9144233 
彭勇 

运动健康科

学系 
立项项目 

201610330029X 
对南京市业余网球爱好者在网球运动中损伤产

生的原因及预防对策 
杨双瑞 2154116 杨晖 运动系 立项项目 

201610330030X 健康运动膳食护航 
史玉蓉、  

佘云菲 

7154218  

7154208 
王盛琳 体育系 立项项目 

201610330031X 
体育游戏在南京市小学体育课中运用情况的研

究 
申翔 1144334 朱乔 体育系 立项项目 

201610330032X 球迷之家 李杰波 6144134 王凯 体育系 立项项目 

201610330033X 基于礼仪文化教育的高校射艺项目推广 李积 10144112 唐芒果 休闲体育系 立项项目 

201610330034X 关于体育旅游的 App 的设计的研究 郭俊秀 10134116 渠彦超 休闲体育系 立项项目 

201610330035X 
南体体教专业学生服务小学课外体育拓展活动

的实践研究—以南京市太阳城小学为例 

陈倩楠、

郑直旺 

1144301、

1144332 
肖秋平 体育系 立项项目 



 

201610330036X 体训网—一个做专业体育培训的平台 黄慧 6144203 李勇勤 体育系 立项项目 

201610330037X 
基于贫困地区及中小学篮球事业开发与利用研

究 
汪成一 2144205 郑言霞 运动系 立项项目 

201610330038X 无畏野营 薛明 1144128 王进 体育系 立项项目 

201610330039X 大学生马拉松志愿服务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佟楠楠 1134204 侍崇艳 体育系 立项项目 

201610330040X 5-10 岁儿童体适能开发与研究 张晓彤 2154537 解鑫 运动系 立项项目 

201610330041 
南京兰博文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少年儿童体育

培训连锁经营与品牌打造 
吴志杰 1144333 沈鹤军 体育系 

创业训练项

目 

 

 

 

 

 

 

 

 

 

 

 

 南京体育学院办公室   2016年 5月 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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