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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科学技术协会文件 
锡科协学字„2018‟144 号               签发人：袁禄来 

 

 

关于下达2018年无锡市科协重点软科学 
研究课题的通知 

 

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各市（县）、区科协、高校科协及有

关单位： 

软科学研究课题（以下简称“软课题”）是科技工作者开展

科学研究的重要抓手，是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技创新及建言献策的

重要途径。2018年市科协首次采用了网络征集的形式，共征集到

191项课题。经专业评审、综合评审，最终确定今年软课题10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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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市科协软课题的跟踪管理体系。其中《创新驱动引领下无锡

制造企业智能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路径研究》等50项为2018年无锡

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资助课题（详见附件1），《无锡市制造业竞争

力评价与提升对策研究》等50项为2018年无锡市科协软科学研究

非资助课题（详见附件2）。希望课题承担单位加大研究力度，力

争取得优异成绩，实现预期的课题研究成果，具体要求如下： 

一、资助课题负责人在接到通知后15日内，与市科协学会部

联系，完成资助手续的办理。 

二、100项重点软课题应在2019年7月31日前完成结题（表式

详见附件3）。有以下情形视为结题：研究论文在正规刊物上发表；

研究成果被应用；形成科普产品；形成专家建议等。 

课题应注重创新性、应用性，力争成果能被政府相关部门采

纳或落地推广应用。 

三、课题完成后在网络上填写《无锡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

总结报告书》及相关部门采纳或推广应用情况等佐证材料，并在

网上提交。网址为：http://www.wuxikx.org.cn/。 

四、课题完成后，视课题的完成情况及相关部门采纳情况进

行择优奖励。 

无锡市科协学会部联系方式： 

联系人：谈荣康   

电话：0510-81827311 

http://www.wuxikx.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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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wxkxxhb@126.com 

 

附件： 

1、2018 年无锡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资助课题 

2、2018 年无锡市科协软科学研究非资助课题 

3、无锡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总结报告书 

 

 

 

无锡市科学技术协会        

                       2018 年 11 月 5 日         

 

 

 

 

 

 

 

mailto:wxkxxh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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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无锡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资助课题（共 50 项）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联系方式 

KX-18-A01 

创新驱动引领下无锡制造企业

智能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路径研

究 

朱和平 江南大学 13961718543 

KX-18-A02 
大数据构建中医“治未病”区域

网络建设研 究与应用 
花海兵 

江阴市中医药学

会 
17768318099 

KX-18-A03 
依托科技社团提升中专校学生

创新能力的研究 
吴程 

江阴中等专业学

校科学技术协会 
13915232358 

KX-18-A0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无锡集成电

路产业自主创“芯”路径研究 
袁梁 

无锡城市职业技

术学院 
18961765195 

KX-18-A05 
无锡城市轨道交通产业 SWOT

分析及发展对策研究 
严志华 

无锡汽车工程高

等职业技术学校 
13013628055 

KX-18-A06 
跨区域比较的无锡制造业转型

升级评价及政策建议 
李富 

无锡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东北大学

无锡研究院产业

安全研究所 

15852775605 

KX-18-A07 
医联体合理用药前置审方同质

化管理模式的构建与示范 
裴泽军 

无锡市第二人民

医院、无锡市药

师协会 

13861720550 

KX-18-A08 
医护康社一体化安宁疗护模式

构建和实证研究 
何光琴 

无锡市长期照护

研究会 
15106188000 

KX-18-A09 

无锡一线科技工作者的无边界

职业生涯对组织情感承诺的影

响与调适对策的研究 

邱维 无锡太湖学院 18912389973 

KX-18-A10 
高职院校提升科技创新及服务

地方发展能力的路径研究 
王骏 

无锡职业技术学

院 
13812555365 

KX-18-B01 
无锡市制造业现状的优劣分析

及发展对策研究 
刘勇 江南大学 15061889051 

KX-18-B02 
无锡市垃圾分类协同处理模式

及管理政策研究 
孙秀丽 江南大学 13921190626 

KX-18-B03 
“一带一路”背景下无锡制造业

企业发展现状及投资对策 
刘进 江南大学商学院 13915352520 

KX-18-B04 物联网+共享车位 王华 
江苏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 
15949233606 

KX-18-B05 
无锡科普场馆体系完善及立体

化科普资源开发研究 
丁祥青 

无锡机电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 
1381203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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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联系方式 

KX-18-B0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人工智

能产业路径研究 
钱学明 

无锡科技职业学

院 
18961759669 

KX-18-B07 

基于“政校企三方合作 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在锡高职院校科技

创新能力及服务地方发展能力

提升的路径研究——以无锡科

技职业学院会展策划与管理专

业为例 

张丽 
无锡科技职业学

院 
13665173569 

KX-18-B08 
无锡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制造业

人力资源现状及对策研究 
汤兴荷 

无锡科技职业学

院 
18961759039 

KX-18-B09 
基于 SWOT 分析的区域性肝病

诊疗中心建设策略研究 
汤鸿 

无锡市第二人民

医院 
13093031668 

KX-18-B10 
无锡市卫生资源分布均衡性研

究 
祁华金 

无锡市第五人民

医院 
13921524931 

KX-18-B11 
无锡市二级医院科研现状调查

分析及对策研究 
辛宝琼 

无锡市惠山区人

民医院 
18168896269 

KX-18-B12 
家庭模式下互联网监控肠道准

备清洁效果的研究分析 
黄丹丹 

无锡市人民医院

消化内镜中心 
18761513989 

KX-18-B13 小型生活垃圾处理设备的开发 冯鲜 无锡太湖学院 15861699517 

KX-18-B14 
苏南地区“水-能源-粮食”协同

安全保障机制研究 
张天明 无锡太湖学院 13951577440 

KX-18-B15 

科学管理科研经费 切实提高科

研成效 -----基于放管服视阈的

高校科研经费申请、使用和管理

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尚弘 无锡太湖学院 13771533656 

KX-18-B16 
无锡跨境电子商务校企协同创

新路径研究 
沈洁 无锡太湖学院 13921102787 

KX-18-B17 
无锡市轨道交通架大修信息化

分析及发展对策研究 
张乐 

无锡太湖学院、

无锡地铁集团运

营分公司 

18912389351 

KX-18-B18 

新时代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能力研究   ——基于无锡

市的实证分析 

梅华斌 
无锡职业技术学

院 
18261532663 

KX-18-B19 
智能自动化技术与装备的校企

协同创新路径研究 
张宁菊 

无锡职业技术学

院 
18961759322 

KX-18-B20 
无锡市“深度游”旅游文化建设

与推送路径研究 
顾琳炎 

无锡职业技术学

院 
13961784627 

KX-18-C01 
激发行业活力：紫砂壶透气性机

理研究与测量 
王耀来 江南大学 1536513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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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联系方式 

KX-18-C02 
无锡文化金融服务协同与耦合

机制研究 
朱佳俊 江南大学 13961817608 

KX-18-C03 
关于夏热冬冷地区超低能耗建

筑节能策略的研究   
吴志成 

江苏巨亘科技有

限公司       
18961807532 

KX-18-C04 
公益性科研院所基于信息服务

平台的网络协同科研环境研究 
周雯迪 

江苏省血吸虫病

防治研究所 
13771137103 

KX-18-C05 
创新驱动、高端智造,促进无锡装

备制造业提质增效研究 
毛曙宇 

江阴职业技术学

院 
15852825950 

KX-18-C06 

智慧校园建设公共资源配置与

共享的实践研究 ——以无锡城

市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凌越、

许文芝 

无锡城市职业技

术学院 
13861889081 

KX-18-C07 
在锡高职院校与高新技术产业

协同创新途径研究 
李平 

无锡科技职业学

院 
18961759838 

KX-18-C08 
乡村振兴战略驱动下无锡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研究 
莫俊 

无锡科技职业学

院 
13806182820 

KX-18-C09 
互联网+环境下的高职精品课程

创新研究 
陈和娟 

无锡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 
13921508126 

KX-18-C10 
“互联网+”背景下无锡中小制

造企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盖琦琪 

无锡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 
15906195509 

KX-18-C11 
乡村振兴战略与无锡民宿发展

耦合机制研究 
江增光 

无锡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 
13921182382 

KX-18-C12 
两种肛管冲管方法在小儿水合氯

醛保留灌肠中应用效果的研究 
胡筠 无锡市儿童医院 13861703350 

KX-18-C13 
医保总额付费模式下的半紧密

型医疗体的研究 
华庆 

无锡市惠山区人

民医院 
13921287003 

KX-18-C14 
老年慢病患者对专科护士上门

护理服务的需求研究 
蔡英华 无锡市人民医院 18861806099 

KX-18-C15 
无锡地区服装制造业的产业发

展与空间布局研究 
陈寒佳 无锡太湖学院 13951509415 

KX-18-C16 
文旅背景下无锡老城区建筑色

彩的规划融合与策略提升 
邓学华 无锡太湖学院 18706171523 

KX-18-C17 

荷兰生命公寓养老模式中国本

土化研究—以无锡耘林生命公

寓为试点 

俞玮 无锡太湖学院 15151878355 

KX-18-C18 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技术研究 吴阳 无锡太湖学院 15206186870 

KX-18-C19 
“互联网+”时代无锡科技型中

小企业发展研究 
黄可望 

无锡职业技术学

院 
15852719021 

KX-18-C20 
提升在锡高职院校科技创新能

力及服务地方发展的路径研究 
乔毅 

无锡职业技术学

院 
13861478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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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无锡市科协软科学研究非资助课题（共 50 项）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联系方式 

KX-18-D01 
无锡市制造业竞争力评价与提升

对策研究 
周五七 江南大学 18751551189 

KX-18-D02 
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无锡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研究 
刘海燕 江南大学商学院 13665163432 

KX-18-D03 
服务供应链理论视角下旅游业带

动科普产品的开发研究 
缪芳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5950432707 

KX-18-D04 无锡乡土建筑保护与开发研究 莫春华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3771560265 

KX-18-D05 
大数据模式下无锡社会治理问题

研究 
张铭翀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3812272872 

KX-18-D06 
无锡高校科技创新创业支撑服务

体系与政策的研究 
邱莉霞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3101970673 

KX-18-D07 
基于特色小镇建设的无锡非遗展

示形式研究 
江依娜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3921177808 

KX-18-D08 
无锡集成电路产业竞争力的国际

比较及发展对策研究 
周舫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3921398671 

KX-18-D09 
无锡有效发挥“一带一路”交汇点

作用研究 
李进才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5961716405 

KX-18-D10 

提升在锡高校职院和科研院所科

技创新能力及服务地方发展的路

径研究 

杨武生 

倪佳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3961805609     

13382218862 

KX-18-D11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的提高空巢老

人居家养老生活质量关键技术的

研究 

苏春芳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15061563517 

KX-18-D12 
提升江阴科技社团服务地方经济

带能力研究 
彭桂枝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13915218720 

KX-18-D13 
“积极教育”视阈下高职机电类专

业课程改革与实践 
周琦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15261617760 

KX-18-D14 无锡地区雨水径流管理技术研究 张军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13656158424 

KX-18-D15 
无锡高职院校科技创新服务区域

经济的策略研究 
李坤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 
18051596179 

KX-18-D16 
无锡历史文化名城形象及外宣翻

译策略研究 
王燕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 
1377151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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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联系方式 

KX-18-D17 
无锡中小学校园拥挤踩踏人工智

能预警与导流系统的研发应用 
徐自远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 
13914124820 

KX-18-D18 
SWOT 视角下无锡五年制高职校

科技创新能力提升途径的探索 
杨劲平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 
13646179201 

KX-18-D19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无锡市推进老

年教育发展的路径研究 
刘晴 无锡开放大学 15371081066 

KX-18-D20 

提升无锡科技职业学院科技创新

能力，助力高新区产业升级转型的

路径研究 

吕佳 

陈淼绚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18961759107 

KX-18-D21 
“互联网+”视域下无锡生态文明

建设路径及新媒体传播策略研究 
丁兰华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13806179162 

KX-18-D22 
美化城市、城市垃圾分类处理研究

--以无锡市为例 
李光婕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18961759877 

KX-18-D23 

基于社会、家庭、个人三位一体的

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支持

体系构建 

黄培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13961820759 

KX-18-D24 
临床药师基于 MMC 建立联合药学

门诊的实践性研究 
宋金方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15852800593 

KX-18-D25 
临床药师参与的医联体模式糖尿

病合理用药体系的构建 
游庆军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0510-88683005 

KX-18-D26 
在红丝带关爱中心的平台上构建

MSM/HIV 患者心理支持体系  
任勇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15961870122 

KX-18-D27 
SBAR 沟通流程在儿童输液室医护

沟通中的应用研究 
朱雪凤 无锡市儿童医院 15052236225 

KX-18-D28 无锡科技平台合作创新模式研究 徐阳 无锡市纺织工程学会 13906185150 

KX-18-D29 

医护合作式健康教育对炎症性肠

病患者生存质量及心理状态的影

响 

刘敏 无锡市人民医院 13951563668 

KX-18-D30 
音乐治疗（鼓圈技术）在中学生情

绪调节中的研究 
李达 无锡市心理学会 13358119052 

KX-18-D31 
大数据模式下无锡社会治理问题

研究 
王挺 无锡市信息化协会 18513953795 

KX-18-D32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及处理技术研

究 
刘晋 

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13382889580 

KX-18-D33 
医院-社区-家庭淋巴水肿延伸护理

新模式实践研究 

林嘉鳞 

周春华 
无锡市中医医院 

13912397799；

13812012003 

KX-18-D34 
基于物联网的城市森林监测系统

研究 
李莎 无锡太湖学院 18912389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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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联系方式 

KX-18-D35 
基于面曝光的创伤骨科快速 3D 打

印机关键技术研究 
陈炎冬 无锡太湖学院 17751497593 

KX-18-D36 
无锡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城

市老年人乡村旅游养老的视角 
潘禹 无锡太湖学院 18351578521 

KX-18-D37 
开放性经济视角下无锡文化旅游

资源的深度开发研究 
阮菲 无锡太湖学院 13812084901 

KX-18-D38 
科学思维传播视角下面向青年受

众的新媒体科普路径研究 
殷梦娇 无锡太湖学院 18168870021 

KX-18-D39 
深化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无锡产业

强市战略研究 
占丽 无锡太湖学院 15961803658 

KX-18-D40 

“互联网+虚拟养老院”发展模式

和实现路径研究——以无锡市虚

拟养老院构建和快乐养老在社区

的首创应用为例 

周鸣鸣 无锡太湖学院 18912389135 

KX-18-D41 
无锡创新型企业成长支持政策体

系研究 
陆易 无锡太湖学院 13395181700 

KX-18-D4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的无锡

文化旅游新业态创新发展研究 
潘云 无锡太湖学院 15861692676 

KX-18-D43 
科技类社团在培育经济发展新动

能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吴松强 

蔡婷婷 
无锡太湖学院 18251903655 

KX-18-D4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无锡市休闲

农业发展策略研究 
郑红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3665184088 

KX-18-D45 无锡装备制造业提质增效研究 朱益新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3812291531 

KX-18-D46 
新时代无锡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

究 
杨丽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3921275559 

KX-18-D47 
构建无锡“互联网+嵌入式”社区

新型养老模式研究 
谢国萍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3701514099 

KX-18-D48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无锡市农村

电子商务发展研究 
赵建伟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3921522626 

KX-18-D49 
无锡市实体零售业的“新零售”转

型探究 
陈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3861723826 

KX-18-D50 母婴保健科普手册 纪芸 
宜兴市母婴科学保健协

会 
1599539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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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无锡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总结报告书 

 

课 题 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起 止  年 月                                              

 

课题负责人                                              

 

所 在 单 位                                              

 

课题负责人手机号码                                      

 

课题负责人银行账号                                      

 

课题主要参与人姓名                                       

（用于制作证书） 

 

无锡市科学技术协会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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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总结 

要求以预期目标、研究过程和取得的实际成果为主，实事求是，

文字简明，1000 字左右。（可附上体现课题研究过程、工作量、成效的

文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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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关成果情况 

三、课题经费使用情况（主要用途、结余情况等） 

 

 
 
 
 

无锡市科学技术协会                         2018年 11 月 12 日印发 
 


